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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金門縣民眾對金廈小三通實施六週年民意調查問卷

（一）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 □女性 □男性

2、請問您的年齡: □40-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請問您的學歷: □國中以下 □高中(職）□大專 □研究所以上

4、請問您的職業: □農漁 □工商 □軍公教(含退休) □服務業 □家管

5、請問您年收入約新台幣:□30 萬以下 □31-50 萬 □51-70 萬 □71-90 萬以上

6、請問您居住的鄉鎮: □金城鎮 □金湖鎮 □金沙鎮 □金寧鄉 □烈嶼鄉

（二）「小三通」與金門的發展方面

1、您對七年金門「小三通」的接受度如何?為什麼?

2、您認為「小三通」是否會造成金門住民生活安全的影響？請說明。

3、您認為「小三通」能真正帶給金門經濟繁榮？請說明。

4、您認為「小三通」能帶動金門的觀光與產業的發展？為什麼？

5、您認為「小三通」會使金門的經濟傾向大陸？為什麼?

6、您認為「小三通」做好後，對金門住民生活需求影響如何？為什麼?

（三）金門住民生活需求

1、您對本縣的就業、創業環境好嗎?如何改善？

2、您對金門農漁工商各行業的發展展望如何？要如何改善？

3、您對本縣民生飲用水品質有信心嗎？要如何改善?

4、您對本縣用電與服務品質覺得如何？如何使之更具完善？

5、您對本縣的社會福利實施與社區發展措施滿意嗎?請說明。

6、您對本縣的環境衛生、公共設施休閒育樂等事項有何需求?請說明。

7、您會同意大陸資方來金門投資，會有何後果?請說明。

8、您對本縣的就學方便，教學品質如何?有何補強需求?

9、您對本縣的健保實施，醫療品供應、醫療品質如何?有何補強之處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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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對本縣應該定位在兩岸和平經貿免稅觀光區有何意見?請說明。

（四）金門住民生活滿意度

1、請問「小三通」對金門治安品質影響情況為何？

2、請問「小三通」使大陸疫情，大陸黑心食品等，對住民健康影響情況為何？

3、請問「小三通」七年來帶來金門無限商機如何？請說明。

4、請問「小三通」七年來對金門的經濟發展衝擊如何?

5、請問「小三通」對住民的生活品質影響如何?

6、請問「小三通」帶給兩岸親人互動情況如何？

7、請問「小三通」對發展金門觀光帶動金門產業成長情況如何?

8、請問「小三通」七年來對台金交通與金門、廈門交通影響程度如何請說明。

9、請問「小三通」對金門的建設有何效益？

10、請問「小三通」，地方政府的執行，對金門住民生活影響如何?為什麼？

11、請問「小三通」七年來對您生活上有那些不滿意？那些是滿意？

12、請問金門的各觀光景點現況如何?未來發展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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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住民對「小三通」實施七週年民意深度訪談問卷說明

1、本問巻將對受訪者之不同身份有不同開場別及問答順序，唯訪問題目仍以「小 三

通」與金門發展、金門住民生活需求、金門住民生活滿意度、及受訪者基本資料與

回饋意見等四大部份之問題重心為主軸。

2、敬愛的鄉親您好：

「小三通」實施已有七年，為了瞭解您對「小三通」以來金門住民生活需求滿意度，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班辦理這項調查，希望由您的寶貴意見使「小三通」

政策執行更完善，使金門住民生活更滿意，也為鄉親提供更好之服務。

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接受訪問，您的意見將是本研究最佳的資料，也對您關心家鄉

事務，致上最誠摯之謝意。

敬祝

健康愉快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研究生：王水彰 敬上 電話 082-352580

手機 0932838686

以上問卷全部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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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民國 89 年 12 月 15 日行政院臺八十九秘字第 3505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6 條

民國 90 年 9 月 19 日行政院臺九十秘字第 04838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2

條至第 14 條、第 20 條、第 26 條、第 27 條條文；並增訂第 20 之 1 條條文

民國 90年 12月 31日行政院臺九十秘字第 078548 號函發布通航試辦期間延展一

年自 9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民國 91 年 7 月 31 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 0910038435 號函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5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7 條條文，增訂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及第 35

條之 1條文；並自 91 年 8 月 1 日施行

民國 92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 0920061568 號令發布修正「試辦金門馬

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第 14 條條文，並定自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20 日施

行

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 093008248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條、第 5條、

第 6條、第 7條、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23 條、第 35 條、第 35 條之 1，增訂第 12 條之 1，及附表「自

金門馬祖郵寄或旅客攜帶進入臺灣本島或澎湖之少量自用大陸地區物品限量

表」，並定自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施行。

民國 94 年 2 月 22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4000561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10 條之

1、10 條之 2、12、13、14、15、20 條條文；並定自 94 年 2 月 21 日施行

民國 94 年 9 月 28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4004672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9 條條文；

並定自 94 年 10 月 3 日施行 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5001913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條文；並定自 95 年 5 月 1 日

施行

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5009572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第 12 條、第 36 條

民國 96 年 3 月 31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6001401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並定

自 96 年 3 月 31 日施行（歷史條文）

民國 97 年 3 月 31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7001259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第 10 條之 2、第 19 條，並定自 97 年 4 月 1 日施行（歷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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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年 6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陸字第 097008716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0 條；並刪除第 10 條之 2、第 11 條、

第 12 條之 1及第 35 條之 1條文，並訂自同年 6月 19 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離島建設條例第十八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依本辦法試辦通航之港口，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指定為離島兩岸

通航港口後，公告之。

第 三 條 中華民國船舶或大陸船舶經申請許可，得航行於離島兩岸通航港

口與經交通部核定之大陸地區港口間；外國籍船舶經特許者，亦

同。

大陸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應遵行之相關

事項，得由交通部或有關機關另定之。

第 四 條 經營離島兩岸通航港口與大陸地區港口間之定期固定航線業務

者，依航業法向當地航政主管機關申請，核轉交通部許可後，始

得航行。

大陸地區之船舶運送業應委託在臺灣地區船務代理業，申請前項

許可。

第 五 條 經營前條業務以外之不定期航線業務者，應逐船逐航次專案向離

島兩岸通航港口之航政機關申請許可，始得航行。

第 六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設籍金門、馬祖之漁船，經依船舶法申請變更用

途，並於註銷漁業執照或獲准休業後，得向當地縣政府申請許可

從事金門、馬祖與大陸兩岸間之水產品運送；其許可條件，由當

地縣政府定之。

前項以船舶經營水產品運送而收取報酬者，應另依航業法及其相

關法規規定，向航政主管機關申請營業許可。

第一項已設籍金門、馬祖之漁船，經許可得航行至大陸地區，其

許可條件，由當地縣政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七 條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應依指定之航道航行。

前項航行航道，由交通部會同相關機關劃設並公告之。

船舶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得廢止其航行許可，並按其情節，得對

所屬船舶所有人申請船舶航行案件，不予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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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應開啟國際海事通信頻道，並依交

通部規定，於一定期限內裝設船位自動回報系統或電子識別裝置。

第 九 條 船舶入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港務及棧埠管理相關業務，應依各

該港口港務及棧埠管理規定辦理。

第十條 臺灣地區人民得持憑有效護照，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

簡稱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大陸地區；持有效

期未屆至之多次入出境許可證者，得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後，持憑

查驗許可入出至效期屆滿時止。

外國人得持憑有效簽證及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或適用以免簽證

方式入國之有效護照，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居民，持憑有效入出境許可證者，亦同。

第十條之一 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人員，申請由金門、馬祖入出大陸地

區者，除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人員依各該項規定辦理外，應先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及簡任第

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申請許可或同意。

服務於金門、馬祖及澎湖各機關之政務人員，或所任職務之職務

列等、職務等級跨列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

以上公務員及警察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得向移

民署申請專案許可，持憑有效護照經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

入出大陸地區。

除警察機關外，服務於金門、連江、澎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構）

之所任職務職務列等、職務等級最高在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

以下公務員，以公務事由申請赴大陸地區者，得經所屬縣政府、

縣議會同意，持憑有效護照經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大

陸地區。

第十條之二 （刪除）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許可入出金門、馬祖：

一、探親：其父母、配偶或子女在金門、馬祖設有戶籍。

二、探病、奔喪：其二親等內血親、繼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

或子女之配偶在金門、馬祖設有戶籍，因患重病或受重傷，

而有生命危險，或年逾六十歲，患重病或受重傷，或死亡未

滿一年。但奔喪得不受設有戶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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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鄉探視：在金門、馬祖出生及其隨行之配偶、子女。

四、商務活動：大陸地區福建之公司或其他商業負責人。

五、學術活動：在大陸地區福建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生。

六、就讀推廣教育學分班：受僱於經經濟部許可在大陸地區福建

投資之事業，且在該事業任職達一年以上。

七、宗教、文化、體育活動：在大陸地區福建具有專業造詣或能

力。

八、交流活動：經移民署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九、旅行：經交通部觀光局許可，在金門、馬祖營業之綜合或甲

種旅行社代申請。

依前項第九款規定申請者，得同時檢具航空公司包機合約文件或

船舶運送業包船合約文件，申請於金門、馬祖旅行後，包機或包

船整團轉赴澎湖旅行。其代申請，由經交通部觀光局許可在金門、

馬祖或澎湖營業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辦理；由金門、馬祖旅行業

者代申請者，須另檢附與澎湖旅行業者簽訂之合作文件。

第一項第九款應組團辦理，每團人數限五人以上四十人以下，整

團同時入出，不足五人之團體不予許可，並禁止入境。

第一項各款每日許可數額，由內政部公告之。

大陸地區人民於金門、馬祖海域，因突發之緊急事故，得申請救

助進入金門、馬祖避難。

依第一項或前項規定申請者，其停留地點以金門、馬祖為限。但

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其停留地點以金門、馬祖、澎湖為限。

大陸地區人民在金門、馬祖或轉赴澎湖旅行患重病、受重傷、發

生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其必要協處人員，得向移民署申請專案

許可，往返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該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之停

留期間屆滿者，亦同。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三條 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申請者，應由金門、馬祖親

屬、同性質廠商、學校或相關之團體備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移民署在金門、馬祖、澎湖所設服務站 (以下簡稱服務站)代申

請進入金門、馬祖，並由其親屬或負責人擔任保證人；第十二條

第五項情形，由救助人代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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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申請者，應由代申請之綜合或甲種

旅行社備申請書及團體名冊，向服務站申請進入金門、馬祖，並

由負責人擔任保證人。

第十四條 大陸地區人民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經許可者，發給往來金門、馬

祖入出境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日起十五日或三十日，由當事

人持憑連同大陸居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件，經

移民署查驗後進入金門、馬祖。

以就讀推廣教育學分班事由申請者，得核發往來金門、馬祖單次

或一年效期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大陸地區隨團領隊以帶團旅行事由申請經許可者，得核發往來金

門、馬祖一年效期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以旅行事由進入金門、馬祖者，停留期間自入境之次日起不得逾

二日；依其他事由進入金門、馬祖者，停留期間自入境之次日起

不得逾六日。

以旅行事由進入金門、馬祖轉赴澎湖者，停留澎湖期間，自抵達

澎湖之次日起不得逾二日；停留金門或馬祖期間，自入境之次日

起算，扣除停留澎湖期間，不得逾二日。

經許可進入金門、馬祖或轉赴澎湖旅行之大陸地區人民，因疾病

住院、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未能依限出境者，得向服務站申請

延期停留，每次不得逾七日。在停留期間之相關費用，由代申請

人代墊付。其係以旅行事由進入者，應申請入出境許可證持憑出

境。

經許可進入金門、馬祖或轉赴澎湖旅行之大陸地區人民，需過夜

住宿者，應由代申請人檢附經入境查驗之入出境許可證，向當地

警察機關（構）辦理流動人口登記。

第十五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或大陸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規定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持憑有效入出境許可證，經

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大陸地區：

一、來臺地址為金門、馬祖或澎湖。

二、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在大陸地區福建設有戶籍。

三、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並已通過面談。

四、為臺灣地區人民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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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經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得持憑有效入

出境許可證，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大陸地區。

第十六條 大陸地區人民在經政府核准往返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航行之船

舶服務之船員或服務於船舶之人員，因航行任務抵達離島兩岸通

航港口，須離開港區臨時停留者，得由所屬之船舶運送業者在金

門、馬祖之船務代理業者，向服務站代申請臨時停留許可證，並

經查驗後進入金門、馬祖，停留期間不得逾船舶靠泊港口期間。

第十七條 大陸地區人民在中共黨務、軍事、行政或其他公務機關任職者，

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或轉赴澎湖旅行，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

得撤銷或廢止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同：

一、參加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二、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三、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四、曾未經許可入境。

五、曾經許可入境，逾停留期限。

六、曾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七、曾有犯罪行為。

八、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九、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

疾病。

十、其他曾違反法令規定情形。

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至少為二年；有前項第五

款或第六款情形者，其不予許可期間至少為一年。

第十八條 進入金門、馬祖或轉赴澎湖旅行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治安機關得以原船或最近班次船舶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

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

一、未經許可入境。

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期限。

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之虞。

五、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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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

疾病。

第十九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許可進入金門、馬祖或轉赴

澎湖旅行，而有逾期停留、未辦理流動人口登記或從事與許可目

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其代申請人、綜合或甲種旅行社，內政

部得視情節輕重，一年以內不受理其代申請案件；其已代申請尚

未許可之案件，不予許可。未依限帶團全數出境之綜合或甲種旅

行社，亦同。

大陸地區船員或服務於船舶之人員經許可臨時停留，違反第十六

條規定者，該船舶所屬之船舶運送業者在金門、馬祖之船務代理

業者，六個月內不得以該船舶申請大陸地區船員或服務於船舶之

人員臨時停留。

金門、馬祖或澎湖之旅行業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金門、馬祖

或澎湖旅行業務，或金門、馬祖旅行業辦理接待臺灣本島人員組

團經金門、馬祖赴大陸地區旅行業務，其監督管理，由交通部或

其授權之機關辦理。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船舶有專案申請由臺灣本島航行經金門、馬祖進入大陸

地區必要時，應備具船舶資料、活動名稱、預定航線、航程及人

員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航行許可；船舶經金門、馬祖應停泊，

經查驗船舶航行文件後，得進入大陸地區。

前項專案許可，由交通部會同有關機關辦理。

第二十條之一 依本辦法試辦通航期間，基於大陸政策需要，中華民國船舶得

經交通部專案核准由澎湖航行進入大陸地區。

前項大陸政策需要，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審酌國家

安全及兩岸情勢，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依第一項專案核准者，準用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至第二十條、

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貿易，得以直接方式為之，並應依有關法

令取得許可或免辦許可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大陸地區物品，不得輸入金門、馬祖。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經濟部公告准許金門、馬祖輸入項目及其條件之物品。

二、財政部核定並經海關公告准許入境旅客攜帶入境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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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經濟部專案核准之物品。

前項各款物品，經濟部得停止其輸入。

第二十三條 經濟部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包括

下列各項：

一、參照臺灣地區准許輸入之項目。

二、金門、馬祖當地縣政府提報，並經貨品主管機關同意之項目。

第二十四條 輸入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物品，應向經濟部申請輸入許可證。但

經經濟部公告免辦輸入許可證之項目，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金門、馬祖之物品輸往大陸地區，於報關時，應檢附產地證明書。

但經經濟部公告免附產地證明書之項目，不在此限。 前項產地證

明書之核發，經濟部得委託金門、馬祖當地縣政府辦理。

第二十六條 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運輸工具之往來及貨物輸出入、攜帶或寄

送，以進出口論；其運輸工具、人員及貨物之通關、檢驗、檢疫、

管理及處理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前項進口物品未經許可，不得轉運金門、馬祖以外之臺灣地區；

金門、馬祖以外之臺灣地區物品，未經許可，不得經由金門、馬

祖轉運大陸地區。違者，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九

條規定處罰。

前項許可條件，由經濟部公告之。

金門、馬祖私運、報運貨物進出口之查緝，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就通航事項，準用通商口岸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自金門、馬祖郵寄或旅客攜帶進入臺灣本島或澎湖之少量自用大

陸地區物品，其品目及數量限額如附表。

前項郵寄或旅客攜帶之大陸地區物品，其項目、數量超過前項限

制範圍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處理。

第二十八條 金門、馬祖之金融機構，得與大陸地區福建之金融機構，從事匯

款及進出口外匯業務之直接往來，或透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以

外之第三地區金融機構，從事間接往來。

前項直接往來業務，應報經財政部洽商中央銀行後許可之；直接

往來及間接往來之幣別、作業規定，由財政部洽商中央銀行後定

之。

第一項之匯款金額達中央銀行所定金額以上者，金融機構應確認

與該筆匯款有關之證明文件後，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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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金門、馬祖之金融機構辦理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及大陸地區人民

持有外幣現鈔、旅行支票之買賣規定，由中央銀行定之。

第三十條 為防杜大陸地區疫病蟲害入侵，動植物防疫檢疫機關得在金門、

馬祖設置檢疫站。

運往或攜帶至金門、馬祖以外臺灣地區之動植物及其產品，應於

運出金門、馬祖前，由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向動植物防疫檢疫機關

申請檢查，未經檢查合格或經檢查不合格者，不得運出。

前項動植物及其產品，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定之。

第三十一條 運往金門、馬祖以外臺灣地區之動物，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應詳實

記錄畜牧場內動物之異動、疫情、免疫、用藥等資料，經執業獸

醫師簽證並保存二年以上，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應不定時檢查畜

牧場之疾病防疫措施及有關紀錄。

第三十二條 運往或攜帶至金門、馬祖以外臺灣地區之動植物及其產品經檢查

結果，證明有罹患、疑患、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或疫病蟲害存在

時，動植物防疫檢疫機關得將該動物、植物或其產品連同其包裝、

容器，予以消毒或銷燬；其費用由所有人負擔。

第三十三條 我國軍艦進出離島兩岸通航港口港區，由地區軍事機關負責管

制；如遇緊急狀況時，有優先進出及繫泊之權利。 軍用物資之港

口勤務作業及船席指泊，由地區軍事機關及部隊分配船席辦理及

清運。

國軍各軍事機關及部隊為辦理前二項事務，得協調地區港務機關

不定期實施應變演習。

第三十四條 為處理試辦通航相關事務，行政院得在金門、馬祖設置行政協調

中心，其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

交通部為協調海關檢查、入出境證照查驗、檢疫、緝私、安全防

護、警衛、商品檢驗等業務與相關之管理事項，得設置離島兩岸

通航港口檢查協調中心；其設置要點，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試辦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利益、安全之虞或其他重大事由

時，得由行政院以命令終止一部或全部之實施。

第三十五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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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修正「自金門馬祖郵寄或旅客攜帶進入臺灣本島或澎湖之少量自用大陸地

區物品限量表」

品名 數量 備註

一、農產品
單項不得逾一‧二公斤，

總量不得逾六公斤

一、 以旅客自用且自行攜

帶者為限，禁止以併裝方式

攜帶。

二、 食米、新鮮水果、帶

土帶根的活植株、動物內

臟、生鮮、冷藏及冷凍肉類

等禁止旅客攜帶。

三、禁止以郵包寄送。

二、家庭日常用品物品

(一)自用品物品

衣物

刺繡

陶瓷器（含茶具）

碗、盤、碟

花瓶

手工藝品

紀念品

家具

屏風

六件

三條

四個（組）

各四十八個

十二個

六件

六件

三套

二組

第二項第（一）款所訂品目

及數量，係以常見之自用物

品為對象，其他未列名大陸

物品，得比照為本款類似物

品辦理。

中藥材及中藥成藥 中藥材每種○‧六公斤，
一、中藥材及中藥成藥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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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十二種。

中藥成藥原包裝每種十二

瓶（盒），惟總數不得逾

三十六瓶（盒）。

(二)家庭室內用品類

(三)廚房用具及餐飲器皿

類(碗、盤、碟除外)

(四)家用電器及器具類

(五)家庭用樂器、攝影器材

及鐘錶類

(六)自用飾物類

(七)家庭用文具、玩具及運

動器材類

(八)化妝品類

(九)其他家庭雜項物品類

一件（套）

二小類各一件（套）

二小類各一件（套）

三小類各一件（套）

一件（套）

三小類各一件（套）

一件（套）

三件（套）

大病情需要，取得行政院衛

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專案許

可者，不受上述種類、數量

之限制。

二、脊椎動物中藥材禁止郵

寄及旅客攜帶。

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九）

款所屬物品以准許輸入金

門馬祖貨品為限。

三、菸酒

(一) 酒

(二)菸

捲菸

或菸絲

或雪茄

一公升（不限瓶數）

二百支

一磅

二十五支

禁止以郵包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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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名

稱：
離島建設條例 (民國 97 年 01 月 09 日 修正)

第 1 條 為推動離島開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存文化特色

，改善生活品質，增進居民福利，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之離島，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係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重要產業投資

或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之計畫。

第 4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 為縣 (市) 政府。

為審議、監督、協調及指導離島建設，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離島建設指導

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

前項指導委員會之主要職掌為審議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協調有關離島

重大建設計畫推動等事項；其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

第 5 條 縣 (市) 主管機關應依據縣 (市) 綜合發展計畫，擬訂四年一期之離島綜

合建設實施方案，其內容如下：

一、方案目標及實施範圍。

二、實施策略。

三、基礎建設。

四、產業建設。

五、教育建設。

六、文化建設。

七、交通建設。

八、醫療建設。

九、觀光建設。

一○、警政建設。

一一、社會福利建設。

一二、天然災害防制及濫葬、濫墾、濫建之改善。

一三、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分工。

一四、分年財務需求及經費來源。

一五、其他。

第 6 條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應經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實施。

前項實施方案，縣 (市) 主管機關每四年應通盤檢討一次，或配合縣 (市

) 綜合發展計畫之修正，進行必要之修正；其修正程序，依前項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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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為鼓勵離島產業發展，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投資計畫者，其土

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至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

，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前項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之認定標準，由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其土地使用變更由縣 (市) 政府核定之，不受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暨相關法令之限制。

第 8 條 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

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

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

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屬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者，其所需用地屬私

有土地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一般買

賣價格價購，協議不成或無法協議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徵收；於

徵收計畫中載明以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出租、設定地上權、

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

營運，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

理法令之限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 (市) 政府為因應民間機構投資離島重大建設取得

所需土地，得選定適當地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逕行辦理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範圍確定後，經規劃為因應民間機構投資之土地得預為標售，

不受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二之限制。

第 9 條 本條例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因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

為公有之土地，土地管理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用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條例公布之日起三年內向該管土地管理機關申請按

收件日當年度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地。但徵收、價購或徵購

之價額超出該計算所得之地價時，應照原徵收、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購回，

土地管理機關接受申請審查合於規定者，應通知該申請人於三十日內繳價

，逾期不繳價者，視為放棄。土地管理機關於接受申請後，應於三十日內

答覆申請人，申請人得向土地所在地縣 (市) 政府申請調處。

縣 (市) 政府為前項調處時，得準用土地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理。

澎湖地區之土地，凡未經政府法定程序徵收、價購或徵購者，應比照辦理

第 9-1

條

本條例適用之土地於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第十四條之一

適用期間申請發還土地者，因該土地為政府機關使用或已移轉於私人致無

法發還土地，得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請求該公地管理機關或

原處分機關以申請發還時之地價補償之，其補償地價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三十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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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償條件、申請期限、應附證件及其他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9-2

條

本條例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曾於金馬地區申請核准荒地承

墾並已依限實施開墾，倘其後因軍事原因致未能繼續耕作取得所有權者，

承墾人或其繼承人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得向該公地管理機關

申請補償其開墾費，其已取得耕作權者，按其取得耕作權之年限，以申請

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補償之。

前項補償條件、申請期限、應附證件、補償金額及其他事項之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第 10 條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之營業人，於當地銷售並交付使用之貨物或於當地

提供之勞務，免徵營業稅。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之營業人進口並於當地銷售之商品，免徵關稅；其

免稅項目及實施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 10-1

條

為促進離島之觀光，在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設置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者，

應經當地縣（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後，向海關申請登記，經營銷售貨物予

旅客，供攜出離島地區。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進儲供銷售之貨物，應依關稅法規定辦理保稅進儲保稅

倉庫。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貨物，營業稅稅率為零。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自國外或保稅區進儲供銷售之貨物，在一定金額或數量

範圍內銷售予旅客，並由其隨身攜出離島地區者，免徵關稅、貨物稅、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進儲供銷售國內產製之貨物，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

銷售予旅客，並由其隨身攜出離島地區者，免徵貨物稅、菸酒稅及菸品健

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前二項所定

之一定金額或數量、銷售對象、通關程序、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違反依前項所定辦法有關登記之申請、變更或換發、銷

售金額、數量或對象、通關程序、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為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予旅客之貨物，其數量或金額超過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限額者，應依關稅法、貨物稅條例、菸酒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規定計算稅額，由旅客補繳關稅、貨物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

及營業稅後，始得攜出離島地區。

第 11 條 各離島駐軍或軍事單位，在不妨礙國防及離島軍事安全之原則下，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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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離島各項建設，並隨時檢討其軍事防務，改進各種不合時宜之軍事管

制措施。

為辦理前項事項，行政院應每年定期召集國防部及相關部會、當地民意代

表及社會人士，舉行檢討會議，提出配合離島建設與發展之具體措施。

第 12 條 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

補助之。

因該離島無學校致有必要至臺灣本島或其他離島受義務教育之學生，其往

返之交通費用，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第 13 條 為維護離島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行政院應編列預算補助在離島開

業之醫療機構，並訂定特別獎勵及輔導辦法。

對於應由離島緊急送往臺灣本島就醫之急、重症病人，其往返交通費用，

由行政院衛生署補助之。

第 14 條 離島用水、用電，比照臺灣本島平均費率收取，其營運單位因依該項費率

收費致產生之合理虧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編列預算撥補

之。但蘭嶼地區住民自用住宅之用電費用應予免收。

第 15 條 依本條例所為之離島開發建設，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專款支應，若有不足

，由離島開發建設基金補足之。

第 16 條 為加速離島建設，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離島建設基金，基金總額不得低於

新台幣參佰億元，基金來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分十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撥入。

二、縣 (市)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

三、基金孳息。

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

五、其他收入。

離島建設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17 條 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補助辦法，由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會同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之教育文化應予保障，對該地區人才之培養，應由

教育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訂定保送辦法，以扶助並促其發展。

第 18 條 為促進離島發展，在臺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行試辦金門

、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臺灣地區人民經許可後得憑相關入出

境證件，經查驗後由試辦地區進入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進入試辦地區

，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令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第 19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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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金廈關係地圖

附件五 金廈（泉）客貨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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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金門「小三通」進出旅客統計表：

年度

類別
90 年度 91 年度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入境 10,702 26,584 80,183 202,505 258,236 309,137 358,711

出境 10,675 27,097 79,969 204,433 260,492 313,893 366,385

小計 21,377 53,681 160,152 406,938 518,728 623,030 725,096

金門「小三通」進出旅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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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金門「小三通」海運載貨運量統計表：

年

度

類別

90 年度 91 年度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船次 23 116 197 388 436 388 568

輸入 16,729 59,515.14 151,041.36 324,187.19 387,442.73 372681.9 300289.3

輸出 0 752.45 513.22 330.9 630.46 770.4 12815.9

合計 16,729 60,267.59 151,554.58 324,518.09 234,961.55 373452.3 313673.2

附件八

金門小三通進出口貨物數量統計表

輸入 輸出
年份 航次

碎石 石材 河沙 什貨 金酒 散什貨

90 23 1,739.00 3,919.00 10,230.00 841.00 0 0

91 116 7,309.32 7,639.39 41,743.35 2,823.08 500.31 252.14

92 197 78,750.65 20,445.31 46,474.84 5,370.56 322.68 190.54

93 388 200,003.59 25,150.07 87,993.97 11,039.56 263.37 67.53

94 436 187,556.03 51,700.99 138,338.06 9,847.65 195.19 435.27

95 388 131205.84 103340.32 114148.48 23987.23 469 301.34

96 568 142472.93 92896.72 16207.69 48711.97 712.56 12103.29

合計 2116 749037.35 305091.8 414,954.57 102621.05 2476.2 1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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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金門縣港務處「小三通」進出口裝卸統計表

進口（噸） 出口（噸）
年份 航次

碎石 石材 天然沙 什貨 金酒 什貨
合計

90 23 1,739.00 3,919.00 10,230.00 841.00
16,729.00

91 116 7,309.32 7,639.39 41,743.35 2,823.08 500.31 252.14
60,267.59

92 197 78,750.65 20,445.31 46,474.84 5,370.56 322.68 190.54
151,554.58

93 388 200,003.59 25,150.07 87,993.97 11,039.56 263.37 67.53
324,518.09

94 436 187,556.03 51,700.99 138,338.06 9,847.65 195.19 435.27
388,073.19

95 388 131,205.84 103,340.32 114,148.48 23,987.23 482.09 301.34
373,465.30

96 568 142,472.93 92,896.72 16,207.69 48,711.97 712.56 12,103.29
313,105.16

97 661 52,951.20 16,823.20 21,010.00 12,548.70 585.88 17,592.86 121,511.84

總計 2,777.00 801,988.55 321,915.00 476,146.39 115,169.75 3,062.08 30,942.97 1,749,224.74

備註 90 年至 97 年 5 月底為止統計數值

進口總計 1,715,219.69
公噸,出口

總計
34,005.05公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