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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歷史的金門

金門原隸福建省同安縣，僻處海島，舊稱「浯洲」，又名「仙州」，位處福建

省南海岸的廈門市、漳州、泉州對口孤島，另有「浯江」、「浯島」之別稱。晉朝

五胡亂華時期，中原百姓避居逃難於此，唐代在金門設立牧馬監，有中原十二家族

前來拓殖，惟均未留下史跡記載。宋代朱熹任事同安縣兼任儒學，勤於政事推展教

育，島上設立燕南書院，積極鼓勵縣內弟子入學。金門自朱子教化之後，深受濡染，

說文論道，辦析義理，金門縣文風因之蔚起，至宋朝大儒朱熹在島上設立燕南書院，

自此金門文風鼎盛，文人輩出。明朝設海防要塞守禦千戶所，從此成為閩南海將重

鎮，金門並有「廈門富，金門貴」之美譽(金門縣政府，1991)。

金門自 1915 年(民國四年)始設縣，初稱縣知事並設縣公署，轄區包含了當今中

共管轄的大嶝、小嶝兩島，1925 年改縣知事為縣長，1927 年縣公署始改稱為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1991)。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金門本島淪落日本統治，金門縣政府

遷往大嶝島，1945 年抗戰勝利，金門縣政府再度遷回金門本島重新執事。

金門史蹟記載約一千六百餘年，概分為「歷代難民避難時期」、「宋明清朝代

人文時期」、「兩岸國共戰亂時期」、「民主憲政時期」。玆將金門史蹟例表 1-1-1(至

2001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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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金門與大陸交流歷史大事紀錄表

西元 朝代君主紀元 金門歷代大事

317 東晉元帝建武年 中原六姓士族移居浯洲，島上始有居民。

804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 陳淵率十二姓，於浯洲豐蓮山麓牧馬並營田。

935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四

年

浯洲隸屬福建省同安縣。

978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 島民始納戶鈔。

1068-1085 宋神宗熙寧二年-元豐

八年

浯洲始設都圖，共十一保，一七六村。

1086-1093 宋哲宗元順年間 浯洲，烈嶼設牧馬區，產「洲嶼馬」，僅作鋪

馬。

1165-1173 宋孝宗乾道元年-九年 泉州梁家克、傅自德到後浦港設堰築埭。

1195-1200 宋寧宗慶元元年-六年 泉州曾從龍兄弟稻穀能頭設堰管埭。

1217 宋寧宗加定十年 泉州知府曾德秀經略料羅戰船。

1265-1274 宋度宗咸淳元年-十年 丈量田畝、復稅、給養馬。

1275-1279 宋帝昺祥興二年 浯洲又成亂世移民避難居地。

1297 元成宗大德元年 建浯州鹽場。

1313 元仁宗皇慶二年 設鹽場管勾司。

1342 元順帝至正二年 設鹽場司令司。

1368 明太祖洪武元年 設鹽場踏石司，旋改鹽課司。

1388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設峰上、官澳、田埔、

陳坑、烈嶼、五個巡檢司始稱「金門」。

1449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福建沙縣鄧茂七民變，劫浯洲倉鹽、毀民舍、

殺官兵。

1548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 海寇阮其寶餘黨奔入金門，指揮張文昊擒之。

1557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僉都御史朱秋崖於料羅設戰船二十艘防倭寇。

1560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3月 23 日，漳賊林三顯勾結倭酋阿士機從料羅

登陸先刧掠十八都，後屠殺官澳巡檢司城，有

轉攻後浦許氏堡、湖下、湖尾、古寧頭諸鄉共

肆虐五十餘日，金門村全淪為墟，倭患浩劫。

1602 明神宗萬歷三十年 料羅水寨把總沈有容率舟師大迫倭冦於東番。

1604 明神宗萬歷三十二年 都司沈有容率舟師五十艘，由料羅馳澎湖，折

紅毛夷(荷蘭人)。

1616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 倭冦突擊料羅，游擊沈有容敗之。

1623 明熹宗天啟三年 紅毛夷登料羅，把總戰亡。

1626 明熹宗天啟六年 鄭芝龍泊金廈招兵，縱橫沿海。

1629 明思宗崇禎二年 海冦李魁奇攻陷後浦堡殺戮三百餘口。

1646 明唐王隆武二年 鄭成功於烈嶼吳山，定盟舉義。



3

表 1-1-1 金門歷史大事紀錄表(續)

1647 明桂王永曆元年 芝龍舊部楊耿決後浦埭。

1650 明桂王永曆四年 鄭成功佔金厦二島。

1652 明桂王永曆六年 魯王蹕金門。

1655 明桂王永曆九年 鄭成功築浯洲城，移官兵眷口於金門。

1656 明桂王永曆十二至十

四年

洪旭守金廈，甲士十七萬眾。林習山守烈嶼。

1661 明桂王永曆十五年 鄭成功率兵從料羅出發，收復台灣。

1663 清聖祖康熙二年 清兵入島，毀城遷界。

1674 清聖祖康熙十三年 鄭經復金厦。

1680 清聖祖康熙十九年 清佔金門，設金門總兵署，駐剿後浦。

1683 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 島民前遷入內地(大陸)者，漸返故土。

1723 清世宗雍正元年 置浯洲鹽場大使。

1734 清世宗雍正十二年 移同安縣丞駐金門(正八品官)。

1766 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 移晉江安海通判駐金門(正九品官)。

1776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 通判移駐馬巷廰。

1780 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 金門復設縣丞。

1809 清仁宗嘉慶十四年 邱良功與王得祿剿滅蔡牽。

1860 清文宗咸豐十年 金門人經由廈門遠渡南洋謀生者眾。

1867 清穆宗同治六年 裁鎮設協，駐剳後浦。

1881 清德宗光緒七年 新軍 266 名駐金門，分前、中、後三哨。

1911 清未帝宣統三年 鄉商公舉都司饒肇昌成臨時民政廳。

1915 民國四年 金門設立縣治，左樹燮任「知事」。

1926 民國十五年 改設金門縣政府，首任縣長韓福海。

1937 民國二十六年 對日戰爭縣府遷大燈，日軍據佔金門。

1945 民國三十四年 抗戰結束縣府遷回金門。

1949 民國三十八年 10 月 25 日古寧頭大戰，11 月撤銷縣政府，改

設軍管區。

1954 民國四十三年 9月 3日中共火炮濫射金門稱為九三砲戰。

1956 民國四十五年 6月金門頒行實施戰地政務 (軍管時期)。

1958 民國四十七年 8月 23 日中共砲火濫射金門稱為八二三砲戰。

1992 民國八十一年 11 月 7 日終止戰地政務管理，回歸民主自治。

1994 民國八十三年 3月 1日成立第一屆金門縣議會，首任民選議

長王水彰，首任民選縣長陳水在。

2000 民國八十九年 6月 6日成立金門紅十字會，首、連任會長王

水彰，推動兩岸人道博愛救援工作，緩和兩岸

情勢。

2001 民國九十年 實施金廈「小三通」，推動兩岸良性互動。

資料來源 : 吳興邦(2004)、研究者 2007 年 12 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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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本島形狀為東西較寬，中間狹窄約三公里，土地貧瘠，居民以農、漁為

生，年降雨量稀少，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清末民初時期多勞奔南洋，即現在的新

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謀生，大部分以勞力打拼寄回積蓄養家活口。自 1949

年國共內戰，國軍轉進金門，先後有 1949 年古寧頭大戰、1954 年九三炮戰及 1958

年 823 炮戰，造成了當地住民生命財產的重大創傷，家破人亡不計其數。此後，居

民逃避戰亂陸續遷居台灣謀生者眾多(張火木，1996)。

二、國共內戰的金門

1949 年大陸國共內戰，政府轉進台灣，金門成為台灣反共之前哨，台澎軍事之

屏障，在軍事第一之原則下，實施戰地政務，成立了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金門防

衛司令官兼任主任委員，金防部政戰主任兼任秘書長，金門縣政府隸屬於金門戰地

委員會指揮監督，金門縣長由軍方少將軍職兼任(徐焰，1992)。

1958 年 8 月 23 日的金門「八二三砲戰」，是兩岸台海軍事對峙史上的悲惨戰

役。是日下午 6 點 30 分中共以火砲 340 門向金門群島瘋狂奇襲，在兩小時內，落

彈五萬七千五日三十二發。至 10 月 6 日 0 時 50 分，中共向我金門砲擊總計四十七

萬四千九百一十發砲彈，期間金門海域也發生激烈海戰 (張火木，1996)。當時北京

當局是以「血洗台灣」做為政策，因此擬先血洗金門，再血洗台灣，故發動了金門

八二三砲戰。在激烈而連續的四十四天戰役中，金門地區落彈近五十萬發，平均每

一平方公里落彈三千一百六十發，真可說是史無前例的悲壯戰史，更引起國際間的

關注與讚揚而留名青史。

由於金門四十餘年的軍事管理及戰地政務推行，使金門與世隔絕，產業經濟發

展受限，當地居民逐漸遷移台灣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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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緩和的金門

（一）隨著兩岸良性的發展，兩岸的僵局漸趨緩和，從兩岸國際紅十字會人道、博

愛、救援服務的工作目標展開協商過程，於 1990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金門

島上就雙方人員遣返問題進行了工作商談，兩岸首次正式接觸達成四點協議

簡稱「金門協議」，開啟兩岸和平新頁。金門縣紅十字會於 2000 年 6 月 6 日

由當地志同道合人士正式成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金門縣支會由王水彰擔任

會長，專司兩岸人道、博愛、救援工作(金門日報 http://www.kmdn.gov.tw/)。

（二）1992 年兩岸局勢趨緩，當年 3 月對岸福建省曾提出「兩門對開，兩馬先行」

的「小三通」構想，啟動兩岸大三通直航前的「小三通」作暖身運動。政府

亦配合當時民意要求金門戰地政務於 11 月 7 日正式解除《金門，馬祖地區戰

地政務實驗辦法：1995 年 6 月頒行》。

1994 年元月「金馬愛鄉聯盟」提出「金門、馬祖與大陸小三通說帖」，希

望政府 能考量由金門對廈門，馬祖對馬尾港先行載運旅客、貨物、郵件，直

接以「單方通行」、「定點直航」或「先海後空」、「先貨後人」等方式漸進

實行「小三通」。

1997 年 4 月 19 日，兩岸開始進行高雄與福州、廈門間以「不通關、不入

境」，實施境外通行(認識小三通 http://www.sunny.gor.tw)。

2000 年 3 月 21 日於全面通航之前，立法院通過：「離島建設條例」第 18

條明訂「為促進離島發展，在台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得先行試辦金門、馬祖、澎

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正式為「小三通」落實法源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http//www.mac.gov.tw/)。

2000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根據「離島建設條例」通過「試辦金門馬祖與大

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為三通之管理依據，陸委會亦完成「金馬試辦小三通

說明會」其中說明小三通之目的，基本原則，開放項目、兩岸協商及「小三通」

對金馬前哨離島的展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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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元月 1日，金門、馬祖與對岸「小三通」正式實施，元月 2日並有

金門縣縣長陳水在組團率領金門縣各界代表由金門料羅港啟程拜訪廈門市、泉

州市各界，正式開啟兩岸「小三通」(認識小三通 http://www.sunny.org.tw)。

（三）自 2001 年 1 月 1 日金門、馬祖與對岸的「小三通」開始實施。根據金門縣政

府觀光旅遊局 2007 年 9 月 23 日發佈統計資料顯示，金門小三通海運載客量，

由民國 90 年的 21,377 人次，民國 91 年 53,681 人次，民國 92 年 160,152 人次，

民國 93 年 406,938 人次，民國 94 年 518,728 人次，民國 95 年 62330 人次，民國

96 年 7 月份止 436,587 人次。在入境的大陸旅行團人數方面也一路攀升，自民

國 93 年 12 月 7 日開放大陸人士組團來金旅遊後，由該年 4 團 64 人，民國 94

年 170 團計 3,129 人，民國 95 年為 1,040 團計 20,067 人，民國 96 年 1 至 8 月份

為 889 團計 20,820 人。總計團數，人數有 2,103 團，44,080 人(金門日報

http://www.kmdn.gov.tw/)。

由於開放直航牽涉層面太廣，包括政治層面的衝擊，兩岸主權的爭執，偷

渡或走私不法行為，擾亂社會秩序與治安，國防安全的顧慮與威脅及兩岸談判

對話的中斷等，均非短時間可解決的問題。同時得考量金門地區因受地理環境

人口稀少，資源貧乏等因素之影響。其發展程度遠不及台灣本島。自 1992 年

戰地政務解除後駐防兵力遽減，經濟發展不易，金門住民殷切政府能開辦金門

地區與對岸廈門地區合法的兩岸經貿交流，或把金門成立為兩岸和平經貿特

區，以振興金門經濟建設。立法院於 2000 年 3 月通過「離島建設條例」(認識

小三通 http：//www.sunny.org.tw)，其中第十八條明文「得先試辦金門、馬祖、

澎湖地區與大陸通航」。準此，在國家的制定政策，兩岸發展關係，「小三通」

對金門住民需求滿意度息息相關，亦為未來是否實施「大三通」的重要經驗參

考依據，故此課題深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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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

兩岸自從 1987 年開放榮民赴大陸探親以來，隨著交流的逐漸增加，漸漸出現

要求兩岸「直航」的聲浪不斷增加。金門因受先天地理環境、資源貧瘠及國共對峙

50 多年之軍事管制等因素，發展程度落後，1992 年 11 月 7 日戰地政務解除後因駐

防兵力減少，經濟發展更是不易。立法院於 2000 年 3 月通過「離島建設條例」並

於 2001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行「金門、厦門」的「小三通」，期盼帶給金門經濟復

甦生機，是否能落實加惠金門住民，為研究動機之一。

本文研究者身為金門縣紅十字會首任理事長、在職至今已有七年，對兩岸同胞

基於人道、博愛、志願服務而積極推展會務。近年「小三通」的實施確已造就兩岸

同胞交往頻繁，但由於兩地政府政治立場，行政法律各異，雙方各持不同意識形態

因素始終難於妥協。大陸同胞經常越界走私、捕魚、炸魚、採砂、或不法行為被我

方扣留。許多台商取道金門、厦門「小三通」航道進出兩岸。在兩岸交往頻繁中，

人道救援服務工作隨之因應增加，在兩地政府不便處理的狀態下，由金門、厦門紅

十字會共同担當服務兩岸同胞的工作，培育出兩岸同胞的情誼。兩岸「小三通」是

否造成金門全民生活上的安全憂慮？是否會對金門的自然生態、景觀造成破壞，為

研究動機之二。

「小三通」實施六年以來，由於政府制定政策未經兩岸協商以致未具周全，在

政策、經濟、社會、軍事、金門住民各層面產生許多爭議問題。在經濟發展、民生

安全保障與兩岸的發展關係等方面的成效，亦不能使一般金門住民生活需求得到滿

意。就「小三通」而言對金門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對當地住民生活的需求，如

何改善金門住民生活環境品質，落實住民在生活上的需求實乃當前要務，此為動機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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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者世居金門，自 1949 年大陸國共內戰國軍轉進金門，金門即成為台

灣反共前哨，金門飽受兩岸國共對峙烽火戰區 30 年(1949-1979 年)，金門在兩岸問

題的角色裡，本文研究者是歷史的見證人，金門住民飽受炮火的摧殘家破人亡，本

文研究者常自喻：「我是沒被砲彈打死，聽砲彈聲音長大的幸運者」確實不假。家

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不能重演，沒有身歷戰爭情境是不能深刻體會戰爭的悲慘。

身為金門的原住民，以地方人做地方事的前提下，兩岸過去的對峙到緩和，以致當

今的共同營造良性發展，從 1982 年 2 月 1 日擔任金門縣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縣政

諮詢代表、歷經金門縣臨時縣議會議員、金門縣議會議長、以及第三屆國民大會代

表，從政 20 餘年，貼緊金門民情民意，極為了解當地住民需求。金門自戰地政務

時期轉型回歸民主憲政，同時兩岸「小三通」自籌備啟動實施至今，回顧「小三通」

實施六年來得失，金門住民生活的需求有必要作深入研究是動機之四。

金門長期在戰地政務管制下，嗣後解除戒嚴，開放金門觀光，再加上廈門、金

門「小三通」的實施，預期未來兩岸三地交流會更趨緊密。金門住民對現實社會的

生存環境，生活需求，看法如何？是否仍維持原有淳樸文風，金門因國軍精簡，原

本靠軍人消費謀生而今駐軍減少職場改變，是否影響衝擊金門住民的生存空間，對

現實生活滿意度如何？為研究動機之五。

二、目的

（一）暸解「小三通」與兩岸的發展。

（二）瞭解金門住民對實施「小三通」以來的生活需求。

（三）瞭解金門住民對「小三通」的生活滿意度。

（四）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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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小三通

所謂「小三通」係指在兩岸尚未開放直接三通之前，選定金門、馬祖兩離島與

對岸的廈門和福州的馬尾先行通商、通郵、通航，亦就是所謂的「兩門（金門、廈

門）對開，兩馬（馬祖、馬尾）先行」的口號。該議題早前係由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陳光毅於 1992 年 3 月 23 日向媒體提出。

「小三通」之法源依據係立法院於 2000 年 3 月通過，同年 4月 5日公佈實施。

由中央政府制訂之「離島建設條例第十八條之規定：「為促進離島發展，在台灣本

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試辦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不

受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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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訂「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行實施辦法」，並於 2001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試

施行。金門與廈門地區「試辦通航」案，即稱為「小三通(通郵、通商、通航)」，

主要目的是為促進離島金門、馬祖地區的建設與發展暨增加兩岸良性互動與改善兩

岸關係。

二、金門

金門係指中華民國政府現轄之福建省金門縣。金門位於閩南海域地區，與厦門

島相望，行政區域包含大金門本島、烈嶼鄉(小金門)、大膽島、二膽島、東碇島、

角嶼等大小島嶼，面積約一百五十三平方公里。依據金門縣政府社會局指出，截至

民國 96 年 9 月止，金門縣總人口為 80.119 人，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計有 10.159 人，

占全縣人口 13％，另金門縣預估在 2016 年 65 歲以人口將達 15998 人，占金門人口

15、57%，因此金門縣是屬高齡人口縣。行政區分有三鎮二鄉：金城鎮、金湖鎮、

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金門縣政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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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

本文所謂需求係指：(一)一般認為人的需求概分有生理需求，如工作中求溫飽

不致挨餓。(二)生活中需求安全不致有危險發生。(三)歸屬與愛的需求滿足團體生活

與情誼。(四)尊重的需求彼此有相互尊重與肯定以免落入孤單。(五)自我實現需求，

在職場上發揮自己之長，使工作勝任愉快。(六)知識與理解需求，學以致用以達自

助後助人。(七)審美需求，提昇生活品質，使生活多釆多姿(Maslow, 1954)。

四、滿意度

本文所謂滿意度係指：以企業經營說，顧客的消費是企業營收入與利潤的來源

(Fornell,1992)。因此，滿足顧客的需求便成為企業經營唯一不變的原則(Kolter,2000)。

將滿意度定義為顧客在接受企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時，會與購買前的期望作比

較，透過知覺感受的強烈度做出評價，且影響後續行為。因此，企業經營由滿意度

的高低好壞所帶來正負面效應，可獲得顧客初步的肯定與否？同樣政府施政措施效

能是否落實，民眾對其滿意度的評判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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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一、政策面之限制

立法院於 2000 年 3 月通過「離島建設條例」，行政院宣佈於 2001 年 1 月 1 日

開始施行「金門、廈門」與「馬祖、福州」小三通。由於政策制定未臻周全及未經

兩岸政府妥協，以致在政策、經濟、社會、軍事、住民生活需求各層面產許多爭議

的問題，直接影響本研究效果。

二、範圍之限制

（一）國際間環境的變化特別是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等與國際間形勢瞬息萬

變，直接衝擊影響兩岸關係，非本研究能力所及。

（二）中共視「小三通」是國內航線，堅守其「一中原則」，「九二共識」，是目

前台灣政府難能接受的要項，本研究與中共的政策配合執行關係重大，資料搜

取困難。

（三）台灣領導者風格，政黨政治因素對本研究有絕對影響主軸。如民進黨與國民

黨因政黨政治理念各異，直接影響本研究的效度。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文係採用質化研究，未能作全面性的量化調查。研究者對金門住民生活需求

僅能從學術界與政府統計資料、書籍、期刊、相關論文、資訊網站、住民的生活體

認做文獻探討之研究，以及尋求適當於各階層、各職場不同年齡性別之住民，作為

訪談對象與調查。

四、研究對象之限制

「小三通」對金門住民生活需求與滿意度之研究課題，對象是對金門住民，其

中包括個人經濟、職業、生活安全、社交活動…等問題。設定的研究主題為「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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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金門的發展關係，金門住民生活需求、生活滿意度。得考慮不同的住區、性

別、年齡、教育、職業之人選具備條件，才能全面探討金門住民生活的需求與滿意

度之真象，在訪談的人選對象與過程中，難免也有因人、時、地、物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