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調查報導）曹爾忠立委的民

意調查滿意度，大幅下降，創下 41
%的新低，跟本刊於民國 87年所做

的民意調查滿意度 70.8%相比，退步

將近 3成，如果未來無法提升，明年

年底的連任選舉，將有苦戰。

本刊日前針對曹爾忠立委就任滿周

年，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民眾

對曹爾忠一年來的表現滿意度為 41
%；不滿意度為 12%；超過半數的

民眾認為表現普通。在被問到「您認

為曹爾忠未來最需要為民眾爭取什

麼」的選項中，受訪者有 31% 表示

要爭取改善南竿機場、 22％要求改

善離島交通、 14%爭取兩家航空公

司進駐、 12%建造新台馬輪、 8% 提

升醫療水準、 6%擴建北竿機場、 3
%興建各島浮動碼頭、 3% 促進經濟

繁榮、 1% 興建南北竿大橋。

本刊在本月 11日分別對馬祖四鄉

五島的成年民眾進行電話抽樣隨機調

查，共有 2個題目，統計結果如下：

一、曹爾忠立委已經上任滿一年

了，您對他這一年的表現是：非常滿

意 14人、滿意 27人、普通 47人、

不滿意 10人、非常不滿意 2人。

二、您認為曹爾忠未來任內最需要

為民眾爭取的是：改善南機場 31
人、擴建北竿機場 6人、爭取兩家航

空公司進駐 14人、建造新台馬輪 12
人、改善離島交通 22人、提升醫療

水準 8人、改善兩馬小三通 0人、興

建各島浮動碼頭 3人；其他：促進經

濟繁榮 3人、興建南北竿大橋 1人。

如果將各鄉的民調結果分別統計，

民眾對曹原彰立委的問政表現為：南

竿的滿意度 41%、不滿意 14%；北

竿的滿意度 47%、不滿意 12%；東

引的滿意度 39%、不滿意 0%；莒光

的滿意度 33%、不滿意 17%。 各鄉

的滿意度都未超過 5成。

本刊曾經在第 42期（ 85年 12
月）、 43期（ 86年 1月）及 50期
（ 87年 2月）所做的民調歷史記錄

顯示，曹爾忠當時擔任立委的滿意度

分別為 52%、 56%及 70.8%。由以

上民調數據來作比較，比起上一屆任

內的表現，曹爾忠的民調滿意度大幅

退步，有待反省與檢討。

在這次電話訪問中，多數對於曹爾

忠不滿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他一

年來做了那些事」，雖然曹爾忠上任

不久，就爭取到南北竿機場改善經

費 1200萬元，但由於連江縣政府執

行力欠佳，該筆經費遭收回，後來曹

爾忠又再爭取回來，如今連江縣政府

還在「緩慢」規劃作業中。由於連江

縣政府的執行力欠佳，並且縣長與立

委兩人「相敬如冰」的關係，讓曹爾

忠缺少表現舞台，這可能是造成他的

滿意度大幅退步的主要原因。

此外，部分民眾認為一年來曹爾忠

較少走訪基層，也造成不滿。

這次民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列

舉的「改善南竿機場」與「擴建北竿

機場」兩個選項中，南竿受訪者沒有

一個人選擇「擴建北竿機場」，而北

竿受訪者也沒有人支持「改善南竿機

場」，由此可見南北竿民眾的「機場

情結」，至今難解。另外，民調項目

中所列舉的「改善兩馬小三通」，得

票數竟然是 0，由此可見，馬祖多數

民眾對於遲遲難有進展的小三通，並

不抱持很大的改善希望。 也由此可

見，曹爾忠在元宵節擺暝期間應該留

在馬祖，勤跑各廟會上香、拜年、繞

境、敬酒，多往大陸跑反而會失去選

票，曹爾忠應該有所警惕。

這次的民意調查，南竿鄉以中華電

信的 92年度電話簿，離島 3鄉則以

3位離島縣議員所編印的通訊一覽

表，分別進行隨機抽樣，在本月 11
日下午 3時到晚間 8時進行，完成

了 100位成年民眾的訪問，並依全縣

實際人口分佈比例，南竿鄉訪問 58
位、北竿鄉 17位、東引鄉 13位、莒

光鄉 12位，受訪者的統計資料如

后。性別：男性 49人、女性 51人；

教育程度：不識字 6人、小學 10
人、國中 16人、高中職 41人、大專

以上 27人；職業：軍公教 18人、

農 3人、漁 1人、工 11人、商 21
人、家管 20人、服務業 9人、學生

3人、自由業 14人；年齡分佈： 20
至 29歲 12人、 30至 39歲 32人、

40至 49歲 29人 、 50至 59歲 17
人、 60歲以上 10人。

（本刊訊）去年 11、 12兩月，兩

艘 19噸級新快輪，先後開回馬祖，

業者燃放鞭炮，馬祖日報大篇幅報

導，民眾以為很快就可以享受「 6分
鐘航程」「豪華設備」的全新服務，

結果，這兩艘新船至今仍然綁在漁船

碼頭，開航遙遙無期，民眾私下開

罵：「連江縣政府在搞什麼？」

據了解，第 3艘快輪即將在本月底

開回馬祖，但由於航運業者與縣府的

「條件」至今尚未談妥，所以南北竿

航線仍然在開「慢輪」。

據指出，南北竿「快輪」遲遲無法

開航，主要是卡在票價，其次是優待

票補貼問題。業者去年 11月提出的

單程票價是 158元，縣政府在 12月
邀請專家學者開召開票價審議會議，

核定合理票價是 130元，結果業者與

縣政府雙方都不滿意。今年 2月初，

縣政府邀請另一批專家學者審議，合

理票價還是 130元，這麼一拖，就延

宕了兩個月。港務處長王詩乾表示，

票價審議過後，還有老殘、兒童、學

生與通勤等優惠價格如何處理，還要

再開會，開航日期無法確定。

一位熟悉航運的民眾指出，去年業

者開始訂造新船的時候，連江縣政府

就應該參考澎湖、小琉球等離島航線

的票價審核與優待票的處理模式，擬

訂方案，做成決定，等到第 2艘快輪

於 12月底開回馬祖，就可以馬上開

跑。由此可見，縣政府「牛步化」的

行政效率，確實讓人搖頭。

馬祖民眾一向以「我家冰箱在海邊」、「海域乾淨無污染」，引以

為傲，可是，民國 92年 4月出刊的天下雜誌卻報導，馬祖的牡蠣重金屬

含量超過世界標準，並且多項重金屬含量高居全台灣第一名，其中鎘的

含量更是高達國際標準的 12倍。天下雜誌這項報導，早已打破了馬祖列

島「無污染」的神話，事實上，經由本刊本期調查報導，長期污染馬祖

土地與海域的元凶，已經呼之欲出，那就是半個世紀以來，從未進行回

收，大量丟棄的「軍用廢電池」！

據研究，對於自然環境威脅最大的 5種物質，電池裡就含有 3種。

電池的主要成份是汞、鉛與鎘等重金屬，汞就是俗稱的水銀，極具毒

性，如果流入河川、湖泊與海洋，被浮游生物吸收，魚蝦吃進浮游生

物，經過食物鏈的途徑進入人體，將會引發中樞神經中毒，嚴重者可能

造成死亡。這種可怕疾病最早發生於 1950年代的日本水俁市，引起世界

各大媒體的重視與報導，也因此稱之為水俁病。

電池中的重金屬鎘與沿，一旦污染土地、水源與海洋，經由食物鏈

進入人體，鎘會造成骨骼病變與酸痛，而鉛則會嚴重影響中樞神經與幼

兒發育。環保人士指出，一顆廢棄鈕扣電池污染，足以造成 6000公噸的

水，也就等於一個人一輩子的用量，無法飲用，而一顆廢棄電池能夠讓

一平方土地永遠無法利用，電池的污染十分嚴重。

本刊本期調查報導，陸軍醫院附近存在已久的「電池山」，與附近

林地內、坑道口大量堆放的廢棄軍用電池，在長期駐防軍隊的馬祖列島

而言，只是冰山的一角。半個世紀以來，大量使用各式電池的軍方，隨

手丟棄的軍用電池，遍布各營區、各據點，污染面積十分廣闊，部分廢

棄電池埋入土地，部分被丟棄到海邊，經年累月，在雨水沖刷下，長期

污染馬祖的土地與海域，這些重金屬，經由蔬菜、貝類和近海魚類等食

物鏈，最後被吃進馬祖軍民肚裡，造成長期的健康傷害。

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國軍駐守馬祖長達半世紀之久，為馬祖居民

帶來了半世紀的商機與繁榮。如今，在國家既定政策下，駐軍逐漸撤

離，馬祖的商機與繁榮，也將面臨挑戰。固然，馬祖駐軍與撤軍，都不

是馬祖人所能左右，然而，我們希望，軍隊走了，請把污染也帶走。

未來，徹底清除軍方半世紀留下的軍用廢電池，是一件浩大工程，

並非地方政府財力所能負擔。為了這塊土地子子孫孫的生存權益，地方

政府與中央民代，應該大聲疾呼，要求國防部負起道義責任，請求環保

署成立專案小組，全面清查馬祖列島各營區、各據點的廢電池，擬定計

畫，限時全面清除，不要讓這些無所不在的重金屬污染源，夜以繼日，

無聲無息地侵害馬祖人的健康！

●贊助：本期收到贊助款 1萬
7千元，謹此向下列贊助者致謝：

東莒華美商店 14000元（台馬輪

船位登記津貼 14個月全數捐出）

無名氏 3000元
●支出：兩名電話訪員 2000元
●公告：由於曹以雄議員連任

失利，本刊發行人即將於 3月 1
日開始自謀生路，準備申請營利

事業登記，承攬網站製作、規劃

馬資網網路廣告，因此決定本月

27日最後一期出刊後，暫停發

行，等到馬資網建立獲利模式，

收入穩定後，再決定何時復刊。

（本刊調查報導）廢棄電池中含有

重金屬汞、鉛與鎘，流入土地與海

域，造成污染，再由食物鏈吃進人

體，影響健康，已經是環保常識。然

而，多數馬祖人卻漠然以對，甚至在

陸軍醫院上方，存在一座「廢棄電池

山」，民眾往返路過，習以為常，見

怪不怪。事實上，這些軍用廢電池，

長期污染馬祖土地與海域，危害馬祖

軍民健康，已經不容漠視。

在日光海岸旅館店東劉天順帶領

下，本刊記者數次探訪位在軍醫院上

方轉彎路段的「電池山」，並深入軍

醫院後方的民眾墓地，以及中興網球

場上方的坑道口與林地，發現從陸軍

醫院右方的民眾墓地，到中興網球場

上方坑道，約 500公尺的土地上，撥

開林地中的樹葉與表層泥土，佈滿了

各式軍用廢電池，甚至在馬路的轉彎

路段上方，堆積成山，廢電池更是大

片裸露，令有識者觸目驚心。

劉天順指出，陸軍醫院右上方林

地內的民眾墓地，是昔日無線電連的

營區，民眾在挖地造墓時，挖出大量

廢電池，雖然在目視的情況下，只能

見到少量廢電池，但如果向下挖掘，

也將會是一座「電池山」。

劉天順說，陸軍醫院上方的「電池

山」，從前是補給分庫的營區所在

地，南竿軍方各單位使用的各式電

池，都從這裡發出，營區附近經年累

月丟棄的廢電池，數量之大，已經堆

集成一座小山丘，昔日被荒煙漫草所

淹沒，少人知道，由於仁愛村的進村

道路拓寬，而被怪手挖出。

由於早年馬祖缺電，民間使用煤油

燈，而軍方則多利用電池照明，電池

的使用量甚大，而且範圍遍及馬祖各

島、各營區、各據點，這些廢棄電池

不是丟棄在營區附近，就是拋到據點

的海邊，長期污染馬祖的土地與海

域，經過食物鏈，形成馬祖軍民健康

的無形殺手。如何全面清除這些污染

源，該是我們正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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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污染帶走

軍用廢電池堆成山 馬祖好毒

決策牛步 兩艘新快輪養蚊子

曹爾忠滿意度創新低 只有
民國 85 至 87 年滿意度為 52% 、 56% 、 70.8% ，明顯大幅退步

41%
本刊 2 月 11 日針對全縣成年民眾隨機抽樣，完成 100 人電話訪問結果：

電池山
世紀之毒，環保隱憂…

局部放大圖局部放大圖

▲上圖是位在陸軍醫院前方轉彎

路段的「電池山」。左上圖是局

部放大、左下圖是樹林中的廢棄軍用電池。

王詩乾：票價審議通過後，仍有優待票價補貼問題，還要再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