
馬祖開賭澳門壓力增
距大陸近 1小時交通覆蓋閩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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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馬祖 「公投」 通過在島上開設賭
場，以博彩為主業的澳門壓力陡增，有澳
門學者認為，澳門須盡快提升城市整體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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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日前舉
行 「博弈公投」
，結果顯示支持
者多於反對者。
「博弈公投」過

關，意味着馬祖
將成為台灣第一個博弈特區。雖然這次
投票的主題為 「是否贊成在馬祖開賭」
，但馬祖居民實際上關心的是當地的基
礎建設。因此，與其說是 「博弈公投」
，不如說是 「基建公投」；與其說馬祖
多數居民 「支持開賭」，不如說是 「支
持基建」。由此也凸現了馬祖資源長期
匱乏的困境和馬祖人渴望改善生活的期
望。

2009 年 1 月台當局通過了 「離島博
弈條款」，同年9月澎湖舉行了台灣首次
「博弈公投」，但由於當地多數居民反

對，博弈事宜只能束之高閣。同樣是離
島的馬祖舉行 「博弈公投」，又為何得
以過關？當初台當局在離島推動博弈業
，主要是因為相較於台灣本島，離島缺
乏資源，遂希望借助博弈業為當地帶來
商機。在澎湖、金門、馬祖這三大離島
當中，馬祖的經濟狀況最為不妙：澎湖
有海洋資源館、珊瑚礁等以及被評為世
界遺產的玄武岩等景觀吸引遊客前往，
且與台灣本島之間的交通也比較方便；
金門雖然離台灣本島較遠，但有著名的
戰備景點以及酒廠的龐大利潤做後盾，
當地還有大學，基礎設施比馬祖好；而
馬祖多是小山丘，建設偏少，交通相當
不便。

馬祖地方政府多年前就提出交通改
善計劃，例如購置 「三體快輪」，讓目
前台馬兩地的船運航程從8小時縮短為3
小時，卻從未獲得台北方面的支持；而
每年由 「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的新台幣2
億元離島建設基金，也根本不可能應付
動輒百億的機場更新費用的支出。上月
有發展商到馬祖舉行 「博弈說明會」，
但與會的當地居民討論的焦點卻是機場
、大橋、學校等基礎建設，現場儼然
「馬祖基建說明會」。可見，馬祖人
「求變」的動力和決心相當大，而且當

地常住人口不超過六千人，比澎湖的九
萬人少得多，遇到的阻力也相對較小。

再者，根據島內研擬中的 「博弈法」規定，整個賭場設
施的樓地面積被限定在觀光度假區整體比例的5%以下，
換言之，賭場只佔園區規劃很小的一部分。

這些年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借助賭業帶動經濟發
展的例子不少，例如新加坡和澳門。至於這種模式是否
適合台灣，則是未知之數。據說，台灣將以 「先離島後
本島」的模式推動博弈業，如今馬祖將成為首個 「賭島
」，對台灣其他有意發展賭業的縣市無疑產生鼓勵效應
。澎湖今年9月可再次舉行 「博弈公投」，近日高雄市
、苗栗縣也有人 「蠢蠢欲動」。俗話說 「物以稀為貴」
，倘若屆時 「遍地開花」，不僅管理困難，也會分散客
源，從而未能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此外，水能載舟也
能覆舟。將來博弈度假區內集飲食、購物、娛樂於一體
，勢必衝擊區外當地人經營的小店小舖，馬祖人宜作好
周全準備，不要把開賭當作是萬靈丹。至於交通方面，
馬祖人希望改善連接台灣本島的交通，但由於馬祖離大
陸較近，發展商恐怕會把客源鎖定為陸客，而更加重視
加強連接大陸的交通，從而有可能 「違背」馬祖居民
的意願。

馬祖 「博弈公投」本身就是一次賭博，
雖然多數民眾投下支持票，但對於心目中的
「美好藍圖」最終能否實現，誰也不敢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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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及聯合報8日消
息：馬祖位於台灣海峽正北方，與大陸只有一水之隔
，距大陸最近點約9.5公里。1949 年劃為軍事重地，
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馬祖7月7日就開設觀光賭場
舉行 「公投」，結果 1795 票贊成，1342 票反對，這
就意味着將來馬祖可能會大力發展博弈產業。

學者籲澳門提升競爭力
馬祖 「博弈公投」過關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

關注。以博彩為主業的澳門壓力陡增，澳門大學博彩
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指出，台灣馬祖相比澳門，具有地
理上優勢，1小時交通可覆蓋福建、浙江等地區，吸
引部分慣性來澳的內地賭客，加上近年東南亞地區，
陸續出現博彩合法化或博企擴張，澳門有必要盡快提
升城市整體競爭力。

澳門旅遊業議會理事長胡景光認為，澳門博彩業
的發展經驗、基礎建設及旅遊配套具有競爭優勢，但
需盡快提升本地服務業質素。

高雄苗栗有意發展賭業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馬一龍8日表示

，只要馬祖擁有好的度假設施，必然會瓜分民眾赴澳
門和新加坡觀光的人潮。但高（雄市）高（雄縣）屏
（東縣）觀光產業發展聯盟總召林富男質疑競爭力不
及澳門。

林富男說，博弈特區未必要設在離島地區，他主
張高雄市的旗津天然條件也符合經營博弈觀光產業，
建議高雄市也將旗津定位在度假休閒及博弈產業。他
說，高雄市觀光產業發展越來越蓬勃，如果旗津島可
以朝觀光休閒大島的方向開發，劃設局部區塊為博弈
區，擁有便利的交通和與市中心區隔的地理位置，是
再好不過可以發展博弈觀光產業的地方。

林富男說，澳門不僅購物條件好，文化觀光行程
也豐富；如果馬祖的博弈觀光規劃得不夠完善，恐怕
競爭力不足。

對於馬祖通過 「博弈公投」，台灣有人擔心引起
骨牌效應。苗栗縣長劉政鴻說博弈也是觀光產業，真
正引入地方的是觀光、秀場、餐飲收入，如果 「行政
院」願意開放島內設置博弈特區， 「我也會訴諸公投
了解民意」。

金門的 「博弈公投案」則是因未完成撤案程序進
退兩難。金門旅行公會理事長的周子傑議員抨擊，不
能因某些個人意識等特殊因素，阻斷金門發展的機會
。金門議員陳滄江在二○○九年八月帶着四百六十份
連署書，向金門公投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請，但兩年後
又撤案，卻遲遲無法完成當初連署人數一半的撤案門
檻，以致該案動彈不得。

澎湖可再啟動「博弈公投」
澎湖三年前 「博弈公投」沒通過，但今年9月可

重新啟動。縣長王乾發表示，目前看不出有人積極推
動，也沒有一個有利的團體站出來，未來還要視各項
公共設施的條件， 「必須宏觀、務實看待」，不能盲
目跟從。

台東縣政府、綠島、蘭嶼鄉則強調 「沒有意願」
設博弈專區。台東市民曾巧馨說，博弈專區說穿了就
是合法設賭場， 「可說是文化上的核廢料，弊多於利
」。綠島鄭姓鄉民則擔心，博弈專區一設，商業利潤
都被設賭場的財團拿走。 「如果觀光客不是為蘭嶼的
美而來，那就失去意義了，這種錢寧可不賺！」蘭嶼
鄉公所秘書黃正德說，蘭嶼的航班有限，擔心大量人
潮破壞蘭嶼的自然美景。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聯合晚報台北 8 日報
道：馬祖通過 「博弈公投」， 「行政院」預定 9 日
召集交通部、 「內政部」、法務部、經濟部等相關
單位，討論博弈專法，研擬管理機制，並確定博弈
的主管機關。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書記長徐耀昌
8 日表示，會支持博弈立法；民進黨 「立法院」黨
團總召柯建銘說，國民黨要自己負責。

徐耀昌指出，是否開放賭場見仁見智，有人認
為賭博涉及道德問題，因此持反對立場，但也有人
基於地方繁榮考量，秉持支持態度；馬祖和澎湖、
金門等離島不同，資源相對較小，設置賭場是繁榮
地方經濟的捷徑。

柯建銘表示，過去民進黨對於開放賭場都是持
反對態度，民進黨內甚至曾以表決來處理對博弈條
款的態度，民進黨執政時堅持了 8 年。柯建銘說，
各界對於設置賭場有不同的聲音，馬祖通過 「博弈
公投」，那是民意的展現，民進黨予以尊重，但是
民進黨的立場是反對博弈政策，即便將來博弈法送

到 「立法院」審查，國民黨要自己負責，民進黨不
予介入。

反賭立場鮮明的民進黨立委陳節如則表示，博
弈專法尚未通過，未來她將會建議黨團，在 「立法
院」以焦土方式強力阻止立法。她指出，包括民進
黨前後任黨主席蘇貞昌、蔡英文都曾經表達過反賭
立場，未來博弈法進入立院審議時，她將會有所行
動，並尋求志同道合者支持。

連江縣長籲勿阻撓民意
連江縣長楊綏生說，馬祖依照離島建設條例辦

理 「博弈公投」，未來也會依法落實公投結果，除
非馬祖人的需求獲得滿足，否則不希望看到有人阻
撓馬祖 「公投」所得的民意。

楊綏生說，馬祖人以博弈換取建設是迫於無奈
，政府不願做的事有財團願意來做，而且是依照離
島建設條例的母法在執行，他希望政府要協助馬祖
走下去，不要再有人阻撓馬祖的 「公投」結果。

綠委反賭 揚言發動焦土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8 日消息：台 「內政
部長」李鴻源 8 日表示，博弈議題要靠各部會團隊
合作，他更關切的是馬祖的水源問題，目前水資源
供幾千名居民使用還夠，到時觀光客來了，水又從
哪裡來？他指出，馬祖存在交通、水、油電、腹地
的 4 項先天條件不足的困境，成立博弈特區後，這
是更需迫切討論的問題。

連江縣長楊綏生表示，馬祖目前的用水有一半
來自海水淡化工程，他認為海水淡化的技術已成熟
，未來擴大處理量是可行方法。電力供應可以和台
電討論擴大發電機組或增加風力發電設備，馬祖人
很有興趣風力發電的議題。

投資者需耗百億改善機場
馬祖要發展博弈業，空中交通亟待改善。台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說，已有升級改善計劃；如果馬祖
要起降百人座以上飛機，將由博弈業者投資機場升
級，估計達新台幣80億至100億元。台民航局已完
成馬祖機場功能提升計劃，近期將由交通部呈報行
政院。

民航局說，馬祖機場改善計劃中，擬設賭場的
北竿地區，機場將由現在的2C提升到3C等級，也
就是跑道增長至1200至1800公尺，且助導航功能也
提高，減少無效飛行，投資經費約80億元。

根據民航局的規劃，即使北竿機場提升到3C等
級，最大容許起降的飛機，還是以小型機為主，例
如立榮航空今年將引進的 72 人座 ATR72-600 型飛
機。

民航局曾與連江縣政府溝通過未來馬祖發展博
弈，機場可能有起降較大型飛機的需求。民航局說
，雙方有初步共識，馬祖機場如果要起降 100 多人
座的飛機，等級必須從 2C 提升到 4C，跑道要延長
到1800公尺以上。

民航局說，北竿機場從2C升等到3C的經費由
政府負擔，3C 到 4C 的費用則由博弈業者支出，估
計業者投資的部分約80億元至100億元。

立榮航空是現在唯一經營馬祖航線的航空公司
，其中北竿機場每天只有 3 班往返松山機場。北竿
機場跑道約1150公尺，起降能見度至少要達到2400
公尺以上。

交通水電問題亟待解決
馬祖資源不足恐掣肘賭業

▲▼馬祖7日舉行 「博弈公投」 ，預計在北竿鄉大澳山開發博弈的度假村，緊鄰北竿機場。上圖（紅
圈內）為現狀，下圖（紅圈內）為規劃示意圖 中央社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8日報道：針對前
立委邱毅指控，高雄市長陳菊的弟弟陳武進，受立委許
智杰的請託，為地勇公司向高雄環保局關說，陳菊8日
首度回應，表示相信自己的弟弟，絕對沒有違法關說。

林益世涉貪爆發後，邱毅 6 日晚間在政論節目
「2100 全民開講」中表示，陳菊胞弟陳武進也幫地勇

公司喬事情，而民進黨立委許智杰是林益世涉賄案的
「攔路虎」，並疑收受地勇負責人陳啟祥的錢，成為地

勇公司 「新門神」；許智杰已控告邱毅誹謗。
對於邱毅的指控，許智杰 7 日上午 11 時在兩名律

師陪同下，到高雄地檢署檢按鈴控告邱毅刑事加重毀謗
，並附帶民事求償4千萬元（新台幣）。至於陳菊，8
日下午也公開否認，她表示，陳武進長期待在宜蘭，很
少到高雄走動，他想要撼動環保局的決策，根本是不可
能的事，邱毅所說的當然都不是事實。

陳啟祥列污點證人或可免責
特偵組偵辦林益世涉貪案，代理發言人張進豐8日

指出，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自白認罪，供述對案情有

重大貢獻，檢方同意他適用證人保護法，列為 「污點證
人」。

依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的待證
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的犯罪事證， 「因而使檢察官得
以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在檢察官同意後，可就他
所供述的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

張進豐說，檢察官審酌陳啟祥自白犯罪且供述對案
情有重大貢獻，因此認定且同意他適用證人保護法，將
他列為 「污點證人」。

特偵組日前2度傳喚陳啟祥和女友說明，訊後請回
；陳啟祥委任律師顧立雄接受媒體採訪指出，陳啟祥於
6月30日首次接受特偵組偵訊時，就已爭取轉為污點證
人。

重大貪瀆案件關鍵被告因轉列 「污點證人」獲減免
刑責，過去有先例；前 「總統府」出納陳鎮慧因被法院
認為協助突破扁案，且配合偵審，使陳水扁等人犯罪得
以明朗，貢獻重大，也無不法所得，犯後態度良好，獲
法院諭知免刑。

【本報記者付彥華、於海江哈爾濱8日電】來自黑
龍江省的一個旅行團於7日上午在台北去往台中（新竹
）的高速公路上發生交通事故。黑龍江省得知該消息後
，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確保做好事故救援工作，受傷遊客
親屬將於9日赴台。

龍省政府啟動應急機制
記者8日在黑龍江省旅遊局了解到，目前，台灣大

巴司機已死亡，其餘 39 人中有 4 人重傷，其他人員輕
傷。目前沒有危及生命的急重症傷員。

黑龍江省政府對此次事故高度關注，黑龍江省副省
長孫堯對做好事故救援工作提出要求，要求黑龍江省旅
遊局要協調黑龍江省台辦等相關部門，加強與台灣有關
方面的聯繫，千方百計地積極救治大陸受傷遊客。

目前，黑龍江省旅遊局已通過哈鐵旅與台灣地接旅
行社取得聯繫，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醫院、最好
的醫護救治受傷的大陸遊客。同時積極爭取國家旅遊局
、黑龍江省台辦等部門協助黑龍江省旅遊局做好事故救
援處置工作。

黑龍江省公安廳相關部門已為事故處理人員和受傷
遊客家屬辦理赴台手續開通了綠色通道。黑龍江省保監
局已協調相關保險公司積極做好事故理賠的各項工作
。哈鐵國旅負責人陪同受傷遊客家屬亦將於 9 日趕赴
台灣。

另據了解，該旅遊團是在 2012 年高考結束後，哈
工大附中高中部的高三學生們取得了優異成績，由該校
30餘名高三教師組成的赴台灣旅遊團。

台「開綠燈」加快辦證程序
另據新華社報道，台 「移民署」8 日表示，將提

供便利通關方式，協助哈爾濱旅遊團車禍受傷家屬來
台。

署長謝立功表示，為使受傷陸客家屬來台處理後續
事宜，台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主動派員與旅行
社聯繫，接洽受傷大陸遊客家屬及相關人員緊急來台事
宜，啟動 「3小時緊急發證處理機制」，也提供便利通
關，准予採用 「同意登機許可，下機當場領證」方式來
台。

邱毅：陳菊胞弟涉林益世案 陸客新竹車禍 傷者家屬今赴台

▲台民航局說，馬祖空中交通已有改善計劃；馬祖
要起降百人座以上飛機，將由博弈業者投資機場。
圖為來往馬祖與台灣56人座的DASH8-300飛機

中央社

▲馬祖距離福建比台灣本島還近，因此於2001年1月1
日馬祖與福建兩地開設小三通海上客運，由南竿福澳港至
福州馬尾

現 狀

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