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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海峽西岸經濟區」為 2011 年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計畫」中，將

要重點發展與建設的一個區域，也代表中國調整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

略與經濟產業結構另一個目標的開始。「海峽西岸經濟區」，是以福建

省為主體，北承接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東與台灣、西與廣

西的廣大內陸腹地貫通，周邊涵蓋了浙江、廣東、江西等三省的部分

地區。在「十二五計畫」裡中國大陸延續 2008 年的「擴大內需」經濟

發展模式，除了追求國家內部經濟模式的轉型，也希望加快國家的建

設與區域的協調發展。而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被設定為中國大陸

追求內部發展均衡的重點執行區域，希望在發展上透過區域的個別發

展，使中國大陸逐步的縮小城鄉、以及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距，真正

達到全面小康的國家發展目標。 

面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發展，對於台灣而言是一個新的機會，

而其中與廈門鄰近的金門更是一個適合兩岸合作發展的先試區域，不

僅地理位置相近，就連文化與語言都相似，加上過去「小三通」金廈

合作的經驗，實為兩岸進行交流的首要選擇。因此，論文將透過「整

合理論」，以金門與廈門作為對象，探討面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發

展，兩岸是否可透過地方性的合作，來建構出一個新的「發展模式」，

除了為金門建構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中的發展定位，更希望建

構出一個新的兩岸關係互動平台與模式，以減低兩岸合作上、政治上

的困境。 

 

關鍵詞：「整合理論」、「發展模式」、「海峽西岸經濟區」、「十二五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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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is an area that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constructing in 2011 China’s “Twelfth Five-Year Plan”; it is also 

represent a beginning of another goal that China adjusts nation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is based on Fujian Province; undertak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north and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south, link Taiwan in the east and the vast inland of Guangxi in 

the west; it also surrounds part of Zhejiang, Guangdong and Jiangxi.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 China continues on 2008’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expasion domestic demand”, it not only pursues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s’ domestic 

economic model, but also hurries the nations’ contracting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owever,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has been defined 

as an area that China pursues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inland; through regional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y hope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astal 

and inland, then finally reach nations’ development goal of overall well-fixed. 

It i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Kinmen is an ideal pioneer for cross-strait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not only for the location close to Xiamen, but also for the simila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lo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mini three links”; there’s no 

second choice except Kinme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whether 

cross-strait can have a localized cooperation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through Integration 

Theory, by using Kinmen and Xiamen as a research object.  We hope to not only 

construct a position of Kinm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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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Zone”, but construct a new interactive platform and model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light of cross-strait’s political cooperation. 

 

Key word: Integration Theory, Development Model, 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China’s Twelf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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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 

 

壹、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1 年 3 月正式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

劃》，意味著自 2004 年以來由福建省所提出的發展海峽西岸的構想得

到實現。「海峽西岸經濟區」（以下簡稱「海西經濟區」）的構想，是希

望將海峽西岸建設成為中國大陸新的經濟增長區，成為新的區域發展

的指標。因此，《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明確地指出要將海峽西岸

發展成為中國大陸的「科學發展之區」、「改革開放之區」、「文明祥和

之區」及「生態優美之區」，即可看出中國大陸在未來幾年建設海峽西

岸的戰略目標。對於金門未來之定位，根據我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於 2009 年 6 月核定的《金馬中長期發展計畫》中，將金門的發展定

位以維持環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之目標，設定成可朝向發展：「國際休

閒觀光島」、「教育文化大學島」、「養生醫療健康島」及「精緻購物免

稅島」等四個定位。對應「海西經濟區」與金門的發展目標，加上過

去金門與廈門存有「小三通」的合作基礎與模式，雙方在交流上已有

相關條例之規範。因此，未來雙方建立新的深化合作模式，則只需要

就既有的規範加以調整與補充，故對於雙方合作關係建構之落實而言，

確實是一個較為快速與可行的方式。 

面對「海西經濟區」的快速發展，但實際上在我國的國內並沒有

太多對應「海西經濟區」發展的相關中央政府層級的政策因應，反而

是地方政府出現極力爭取與「海西經濟區」進行深化合作。造成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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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的原因主要還是在於我國中央政府的政治考量，擔心由中央來回

應將陷入層級不對等的困境，即我國呼應「海西經濟區」的合作構想，

形成我國中央對中國大陸之地方層級的模式，將存有被中國大陸政治

矮化之憂慮，所以我國國內對於「海西經濟區」的發展並無太大的關

注與政策的因應，大多數對於「海西經濟區」因應還是來自鄰近福建

沿海的地方政府。鑑此，論文希望透過金門此一地方政府的角色，來

做為我國與「海西經濟區」進行深化合作的對象選擇，原因在於，如

此既不僅不會錯失我國與台灣海峽另一端共同發展的機會，也可以在

「海西經濟區」的發展中為地方政府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契機。因此，

論文就金門地方性的角色以尋找建構兩岸新合作模式的建立，從透過

金門與廈門，擴大到金門與福建，最後到金門與「海西經濟區」的整

體性接觸與共同發展，若此合作關係得以建構，則亦可為未來兩岸在

合作上提出新的模式與契機；並且透過區域整合的途徑以了解，「海西

經濟區」的發展對於區域經濟是否會產生整合之效應，而金門能否為

區域經濟整合而為其經濟發展帶效益與促進。 

 

貳、研究範圍 

 

論文研究之範圍主要以中國大陸「海西經濟區」所規劃的台灣

海峽東南沿海區域的福建省三個城市為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大陸福

建省的福州、廈門、泉州等三個城市，以及我國的離島金門。其中

論文更以金門與廈門做為研究的主要範圍。論文除了探討自 2004

年至 2012 年「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動向之外，更把研究重心限縮

於探討「海西經濟區」中的廈門與金門如何深化交流，以及雙方逐

步建構新的合作模式的過程。因此，論文的研究範圍將包含金、廈

合作關係的發展歷程，包含雙方自過去實施「小三通」迄今以來的



第一章 緒論 

3 

 

交流狀況，以及自 2011 年 7 月實施陸客「小三通」來金門自由行的

發展狀況，作為論文探討金門與廈門建立新交流模式的主要範圍。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論文之研究目的為透過「海西經濟區」

以及台灣的離島金門，以做為兩岸先試交流區的模式是否可行之探討?

即本論文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 「金、廈新的交流模式是否得以建構?

要如何建構?以及在建構上所面臨之限制、挑戰等問題」。因此，本論

文擬透過區域經濟整合的觀點，研究兩岸立基於經濟層面而發展經濟

合作模式之可能性。就中國大陸而言，建構「海西經濟區」之目的主

要在於全面推進兩岸交流合作，以及深入實施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發展「海西經濟區」的重要性在於其地理位置上，由於其北接「長江

三角洲」，南連「珠江三角洲」，因而被中國設定為「構築海峽兩岸交

流合作前沿平台先行先試區」（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2011：5-10），

使得「海西經濟區」成為研究兩岸關係發展的重點區域。中國大陸將

「海西經濟區」定位為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

示範，除了因應經濟全球化下地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外，亦希望透過兩

岸的經濟合作，協助中國大陸發展沿海區域的經濟。因此，希望透過

開放性的區域與政策，以吸引台商對於「海西經濟區」各城市在經濟

上的投資與發展協助。「海西經濟區」在發展產業上、建設上以及定位

規劃上的變遷與發展，以及規劃「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對於中國沿海

經濟發展的意義，特別是「海西經濟區」所處鄰近台灣與港澳，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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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地理優勢，對於其在沿海區域中扮演整合

與連結三大經濟圈的角色具有的經濟效益。故「海西經濟區」的功能

性，主要扮演整合、串連中國大陸沿海幾個重要經濟圈的重要角色。 

而針對「海西經濟區」作為「構築海峽兩岸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先

行先試區」的戰略性設定，我國方面的因應與尋求發展的對策為何?

我國如何爭取與「海西經濟區」，以及其扮演連結沿海三大的經濟區進

行經濟上之整合?論文認為基於地理位置之考量與兩岸過往交流的經

驗，鄰近「海西經濟區」的金門而言，甚是可以做為兩岸加強交流合

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代表與選擇。首先，基於過去金門與廈

門小三通合作之經驗與基礎，雙方繼續在經濟上的深化應更為容易與

快速；此外，在冷戰時期，金門作為國共內戰的緩衝與戰區，就歷史

地位上確實可做為兩岸和平的示範與代表。因此，中國大陸建設「海

西經濟區」尋求兩岸之合作，應可以金門與廈門「雙門」的合作作為

交流的第一步。而金門未來也將可以透過與廈門的深化合作，以提升

金門在區域的發展與經濟上之效益。 

 

貳、研究問題 

 

本論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主要有下列五項： 

一、 探討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性，以及兩岸經濟之整合要如何實踐。

在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下，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未來隨著

東亞進行區域經濟整合之推動，對於整體東亞區域經濟發展將會

帶來哪些影響?而中國大陸發展「海西經濟區」，對於台灣海峽東

南區域的經濟發展帶來哪些衝擊，這些經濟發展與影響對於金門

的發展機會與優勢又在哪?未來兩岸又要如何進一步朝向深化經

濟合作與整合，才能為雙方共同創造出在區域上之發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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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西經濟區」在中國大陸發展模式上之分析，以及「海西經濟

區」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角色探討。「海西經濟區」角色的重

要性在於其地理位置上，主要為北接「長江三角洲」，南連「珠

江三角洲」，等於與兩個中國大陸內部經濟高度發展區塊做連結，

形成一個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加上近年來，中國大陸官方將「海

西經濟區」設定為「構築海峽兩岸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先行先試區」，

因此，本論文以研究「海西經濟區」在連結中國大陸沿海經濟區

的角色，並分析其所帶來沿海經濟整合的效應。 

三、 研究金廈建立新的合作與發展模式。主要探討隨著兩岸交流的逐

漸頻繁與深化，面對中國大陸建構區域發展的機會下，兩岸透過

個別區域的合作模式之建立之可能性，而本論文選擇金門與「海

西經濟區」裡的廈門作為合作建構的理由有下列兩點： 

（一）過去金廈間具有「小三通」的經驗。有了過去交流的基礎，未來

金廈有無深化建構的機會。如朝向發展部分學者已提出的「經

濟特區」、「金廈特區」或者「經貿自由區」的模式。 

（二）由金門內部的建設與發展考量為出發，希望為金門的發展模式尋

求新的可能。論文希望在思考金門的發展前提下，嘗試建構金

門與「海西經濟區」於經濟上之合作與整合，以為金門創造更

大的發展機會。 

四、 為未來金門的發展尋找定位。金門若要爭取扮演兩岸整合的角色，

未來金門應要如何自我定位，以增強其優勢與吸引中國大陸願意

與其進行經濟合作。隨著廈門與「海西經濟區」的建設，尤其是

廈門在鐵路交通上的建設，平潭的開發，強化了「海西經濟區」

整體的經濟效益，金門未來的建設以及定位要如何與「海西經濟

區」的發展定位相連結，將成為金門能否爭取扮演兩岸經濟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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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關鍵。 

五、 了解金、廈建構深化經濟合作關係的限制與困難。探討影響未來

金門與「海西經濟區」合作下或金門與廈門合作下的變異因素。

以了解哪一些是影響金廈合作建構的關鍵因素?並進而探討上述

因素對於金門的發展定位以及兩岸經濟整合之影響與限制，以減

少兩岸在推動合作上的阻力。 

 

第三節 研究途徑、架構與流程 

 

壹、研究途徑 

 

一、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和科學一樣，做出解釋代表進行演繹推論。一個解釋會展現

特定初始條件的存在，以及在符合某些條件下，主導事件發生的普遍

法則；討論中之事件會依循那些法則以及初始條件而得出結論。（韋伯

文化，2009：4）歷史研究途徑，主要在於了解時空背景對於研究產生

背景的因果關係探討。本論文採用歷史研究途徑，研究中國大陸發展

「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起源背景與發展歷程。在論文的第三章中就中

國大陸發展區域經濟的歷程與演變進行介紹，第一節探討中國大陸自

改革開放以來的區域發展政策之變遷，包含區域經濟劃分的內涵、區

域經濟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類型。第二節則針

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做分析，特別是沿海三大區域經濟圈的發展

模式與歷程，在本節論文透過中國大陸過去區域發展的模式與經驗，

研究過去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區域發展的模式與經驗，以及

這些區域經濟發展後，所帶來的區域經濟之發展與影響，以做為本論

文在研究中國大陸發展海西效益上之參考。接著，論文的第四章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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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海西經濟區」的發展模式與策略分析，第一節首先就「海西經濟

區」的建構與發展暨行討論，第二節則分析「海西經濟區」的區域發

展定位與戰略意涵，至於第三節探討「海西經濟區」發展的模式與效

益。本論文透過探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區域經濟的內涵與演

變，以了解其發展「海西經濟區」的過程與重要性意義，以作為本論

文之後研究「海西經濟區」與金門進行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建構的參考

與論述基礎。 

 

二、區域整合研究途徑： 

本論文並透過區域整合研究途徑來作為論文之研究途徑。希望透

過區域整合理論與實務之發展，以作為論文研究兩岸經濟整合的發展

的分析方式，透過區域整合研究途徑，分析兩岸應如何進行區域經濟

整合、以及區域經濟整合下為雙方所帶來的發展上的效益與影響。論

文針對區域經濟整合理論的模式與派別進行分析，對於區域經濟整合

理論的實踐進行整理，並且做為論文之後在建構金、廈交流模式的理

論，以及兩岸之間在經濟整合上應該選擇的途徑依據。在第二章主要

介紹區域整合理論的發展脈絡與演變，透過區域整合理論的發展，了

解區域之間進行合作的動機。第一節主要就區域整合理論的興起背景

與概念做探討，並從區域整合理論的發展背景為理論基礎，進而研究

了解國際間為何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因素，以及如何推動整合的

面向，以作為論文研究理論與選擇發展模式上之參考。第二節則介紹

區域整合的模式。至於第三節則是進行對於區域整合理論派別之整理。

本論文透過區域整合研究途徑，目的在於透過理論之基礎，了解金門

與「海西經濟區」、廈門之間，進行區域經濟整合是否具可行性，以及

要建構哪種整合之模式與如何落實建構。 

論文採取區域整合研究途徑主要的目的，在於藉由區域整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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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兩岸經濟整合發展，探討兩岸未來在經濟層面如何透過地方經濟

之整合，以及透過地方經濟上的不同程度的交流，增進雙方之了解，

進而促進雙方建立互信的可能，以減少因為誤解而引發的衝突與緊張，

在未來提供兩岸進行更多合作發展上的借鏡。 

 

貳、研究方法 

 

論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法。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專書、期刊論文、研究報告等文獻資料，將過去有關研究中

國大陸區域發展的資料與文獻進行分析。關於「海西經濟區」的部分，

由於「海西經濟區」為目前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國家發展策略之一，

本論文首先透過「海西經濟區」的官方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也藉由

中國大陸官方過去其他區域發展的文獻作收集與分析，主要包含如珠

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歷程、建構方式、政策規

劃等文獻，來做為研究「海西經濟區」發展與兩岸在進行區域經濟合

作上的參考。並就有關於金門之發展、金門與廈門建構合作模式上的

文獻與條例等進行分析，包含：金門官方所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金

門整體發展綱要」、＜離島建設條例＞、「金門縣概念性總體規劃」、「金

門綜合建設方案」、「金廈特區」的相關文獻等方面進行分析，由不同

方向與論述對於金門與廈門的定位討論，作為論文建構金門與廈門合

作模式的參考，並分析與歸納相關學者之論述、專書或文獻方面對於

兩岸交流模式建構上可能產生的一些限制，並做為論文進行研究兩岸

合作關係建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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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級資料法 

 

論文在針對有關「海西經濟區」的資料進行收集與研究上，將以

次級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來進行，主要是以中國大陸官方發布的新聞與

政策、年度的報告、文獻等，作為分析與研究的資料。至於分析關於

金門部分的文獻則以金門近年來兩任縣長之縣政資料與委託之研究計

畫、受訪的報導、施政報告、縣政網站等之資訊等來做為論文之研究

次級資料之選擇，進行論文研究時的資料收集與分析。 

 

叁、研究架構 

 

本論文的研究架構，在整合理論的假設下，探討金門與「海西經

濟區」進行經濟整合的過程，以及金門與廈門發展模式之建構。主要

是希望就區域發展的概念來研究金廈經濟合作模式建立的可能，因此

就研究架構上之設計，主要透過區域整合理論為基礎，進而探討兩岸

關係如何發展合作與進行經濟上的整合。其中在環境因素上，論文藉

由政策（policy）、經濟（economic）、社會（society）、技術（technology）、

文化（culture）以及歷史（history）做為促進因素，如雙方因為具有

政策上的開放、經濟上的發展需求、社會上的部分期待、技術上的互

補，以及文化、歷史上的共通性等，使得金廈之間具有合作之基礎。

論文並進一步探討影響兩岸合作新平台建立的變異項，包含經濟因素、

社會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

兩岸要如何進行溝通協調，進而促進合作關係與機制之建立，為兩岸

合作發展與建構出一具可行性的交流模式，並使區域整合效應得以產

生。論文的研究架構主要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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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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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流程 

 

   本論文的研究設計主要先就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設定，並透過文獻

上的整理與分析，探討論文之假設目的與問題，透過分析區域經濟整

合之發展與效益、「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發展、兩岸進行區域經濟合作

之限制、金廈發展模式之建構，以及金門發展之定位等面向，並研究

兩岸進行經濟整合的變異數，進而探討兩岸如何發展區域經濟合作模

式之建立。論文的研究流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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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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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界定與文獻分析 

 

壹、名詞解釋 

 

一、「整合理論」（Integration Theory） 

 

整合理論於 70 年代，一度由於早期歐洲整合的腳步停頓，而遭受

批評，直至 80 年代後期歐洲整合重獲發展，以及 90 年代歐洲聯盟的

成立與冷戰後區域經濟概念的形成，刺激各地區整合意識的復興，而

加速進行區域整合，使得整合理論再受到重視（林若雩，2001：2）。

一般整合理論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功能主義論」、「新功能主義論」、「聯

邦主義論」。功能論者認為功能取向，由爭議性小、非政治性的社會、

經濟領域的合作交流，由學習經驗累積，再擴大到其他層面的合作，

故功能主義派最大的貢獻，在於凸顯功能(即科技與經濟等)領域的合

作將會對國際關係的發展型態產生影響（高朗，1998：3）。新功能主

義者認為，國與國間可經由政治力的帶動，進行經貿與科技的交流，

並逐漸擴大合作範圍，甚至不惜犧牲絕對的主權，以換取更大國家利

益，則國際社會的和平不一定需依賴權力平衡，亦可經由區域整合的

方式達成（高朗，1998：3）。聯邦主義論者所關注的重點在於對整合

結果的預測，政治體之間無論種族、宗教、語言或文化上的差異在整

合之後，都必須要尋求一個「統」的結論，換言之，聯邦論者的理念

是先「統」再「合」，對於實際制度上的設計則是從政治的統一帶動經

濟、社會等其他層面的逐步整合（鄧開元，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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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  

 

「發展」主要是形容生物有機體的成長，後來借用來表示社會進

化，強調人類是朝著理想的方向前進的。隨著資本主義文明的出現和

演進，「發展」的概念亦形成了廣義的有關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的社會

發展理論（曹玉文，1996：1）。而論文所指涉的「發展模式」，即是以

一國在經濟發展的方式與社會的變遷作為探討。 

 

三、「海峽西岸經濟區」（Western Taiwan Straits Economic Zone） 

 

海峽西岸經濟區是中國大陸福建省最先提出發展福建省的相關構

想，目的是希望做為中國中央可以發展福建的建議與策略。2006 年被

納入中國國家發展「十一五」規畫中，作為以福建省為主，如何進行

「閩臺合作」，以「吸引台資」與「促進閩臺產業分工」的發展構想。

2009 年 5 月國務院通過並發布《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

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意味中國中央對於發展福建沿海地區的重視，

而 2011 年 3 月由中國國務院正式批覆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

中，明確了「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具體地域範圍，將海峽西岸經濟區

成為連結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台灣地區、港澳，作為承南啟北、

貫通東西的橋梁紐帶，並且扮演在對台交流合作中重要作用的戰略設

定，作為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沿平台

和紐帶。（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2011） 

 

四、「十二五規劃」（China's 12 th Five-Year Plan）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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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規劃綱要，由中國共 産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

議中所討論與審議。中國自 1953 年開始，每隔五年會提出一個五年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因此十二五代表的是中國的第十二個五年計

畫。「十二五規劃」 是做為闡明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

也是 2011 年至 2015 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而往後五年內

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的目標有：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結構調整取得重大

進展、科技教育水準明顯提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成效顯著、人明生

活持續改善、社會建設明顯加強，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等。因此，

分析「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精神乃是加快經濟方式轉變，希望中國未

來在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可

以逐漸地改善與強化，以求在 2020 年達到中國全面小康的發展。 

 

五、「擴大內需」（Expasion Domestic Demand） 

 

為中國大陸在 2008 年之後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2008 年中國國

務院常務會議中所確定為了提振經濟發展的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的十項措施。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十項措施包含：加快建設保

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

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

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後重建各項工作、

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

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援力度等多個方

面。中國的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主要以希望能藉由擴大投資，拉動國

內的消費，目的在於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也透出了經濟結構調整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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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三通」（Mini Three Links） 

 

所謂的小三通，是中華民國政府針對於建設離島在 2001 年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通過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此辦法主

要是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8 條規定而訂定，是針對開放離島（金門與

馬祖）與大陸地區進行通航與通商，並開放大陸地區人民可申請許可

進入金門、馬祖進行探親、探病、學術活動、宗教與文化交流、通商

與旅遊等行為，且在金融上，雙方亦可從事匯款及進出口外匯業務之

直接往來。成為發展離島以及兩岸合作的一項先試性的政策，也為離

島帶來經濟上的發展與機會，更透過小三通的經驗使兩岸於 2008 年

12 月 15 日正式直接實行通郵、海運直航、空中直航的大三通，成功

奠定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先驅地位。 

 

七、「金廈特區」（the Special Zone in Kinmen and Xiamen）  

 

金廈特區是兩岸學者提出希望兩岸在區域經濟整合上能夠推動的

一個構想，透過金門與廈門建構地方性的經濟合作，發展兩岸「次區

域」的經濟整合。在 2005 年，前金門立法委員吳成典提出在金、廈成

立「金融特區」的建議，前金門縣長李炷烽也在 2006 年 11 月 6 日提

出規劃在金門設立「一國兩制試驗區」，成立「金廈和平特區」。吳成

典並於 2008 年再提出發展「金廈特區」，成為兩岸交流的新模式，建

議在政治上先發展為兩岸「談判中心」，經濟上為兩岸之「金融特區」，

文化教育上為兩岸「大學城」，完成兩門進一步融合的深層方案（吳成

典，2008）。而台灣競爭力論壇副祕書長謝明輝指出：兩岸共同成立「金

廈特區」的發想之一，就是希望能將金門、廈門、泉州與漳州四地化



第一章 緒論 

17 

 

為同一區塊，以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面向上得以相輔相成的前提下，

重新規劃四地的發展。 

 

貳、文獻分析 

論文主要研究的重點在於金門與廈門作為兩岸經濟合作模式建構

之可能性，在理論上透過「區域整合理論」作為分析的依據與參考，

並將在論文的第二章中針對「區域整合理論」以及國際上目前進行之

區域整合的例子進行分析，藉此以做為論文探討「海峽西岸經濟區」

發展對於海峽區域整合上的效應與變化之參考。而有關論文文獻上之

探討主要將資料區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分析，以下就三個部分進行說

明： 

 

一、「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基本文獻之分析 

 

第一個部分包括「海西經濟區」概念的形成過程、官方資料關於

規劃的內容、策略等文獻進行討論。首先，「海西經濟區」概念的形成

最初由 1995 年廈門大學學者提出的「建設海峽西岸繁榮帶」構想，而

後被福建省政府採用與提出。而對於中國大陸官方關注對於東南沿海

的建設與提升上，可由早期到近期的相關發展計畫中看出，如 1980

年將福建省廈門宣佈改制為四個對外經濟特區之一，企圖開放廈門經

濟。1996 年國家「九五」計畫綱要提出希望打造「東南沿海地區以珠

江三角洲和閩東南地區為主形成外向型經濟發達的經濟區」。2004 年

由中國福建省政府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構想開始受到中共

中央重視，至 2009 年 5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通過並發布《國務院關於支

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2010 年國家的「十

五」計畫綱要又提出「進一步發揮環渤海、長三角、閩東南、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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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濟區域在全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張亞中、李閩榕，2010：24），

強調閩東南角色在中國發展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直到 2011 年 3 月國

務院正式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正式的由國家帶動發展東

南沿海的經濟，也使得「海西經濟區」正式得到新的發展機會。 

至於規劃的內容與策略等相關論述，大多為中國大陸官方文獻提

供，如 2007 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福建省建設海峽西岸經濟

區綱要》中對於「海西經濟區」在規劃上的策略則歸納為下列四點：「有

利於促進全國區域經濟佈局的完善、有利於在加快東部發展中發揮福

建優勢、有利於形成服務中西部發展的東南沿海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

道、有利於構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沿平台。」與 2009 年通過的《國

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中，對於

「海西經濟區」之規劃地位於策略有完整之說明：「發展海西除了具有

重大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還具有幾項策略，分別為兩岸人民交流

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東部

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以及建構成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

中心等四項策略。」的發展定位設定相似。而 2011 年 3 月由中國國務

院正式批覆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明確指出「海西經濟

區」的具體地域範圍： 

「海西經濟區」主要是以福建省為主體，北承接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

三角洲，東與台灣、西與廣西的廣大內陸腹地貫通，周邊涵蓋了浙江、廣東、

江西等三省的部分地區。 

《規劃》並針對閩、粵、浙、贛產業佈局導向並詳細劃分功能區，

亦將福建省設定為在「海峽西岸經濟區」中的主體地位，扮演在對台

交流合作中重要作用的戰略設定。至於國務院《意見》則賦予海峽西

岸經濟區四大戰略地位，即：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服務

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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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地、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這四大定位從國家層面進

一步明確了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全國大局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葉

飛文，2010：20）。 

張亞中、李閩榕（2010）指出：「海峽西岸經濟區」在規劃上具有

三個定位：「依照大陸之規劃，在兩岸方面海西經濟區之發展包括下列

重要之定位：第一、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緊密區域。在海西特區中建立

兩岸經貿往來交流之平台，建立旅遊合作機制，以及成立兩岸物流中

心，鼓勵兩岸企業投資發展。第二、建設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與台灣地區建立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推動文化交流、人員互動。

第三、建設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張亞中、李閩榕，2010：5）。

將「海西經濟區」的設定主要關注於對於中國大陸內部區域發展的連

結，以及與台灣的互動平台建立與經貿合作上的作用探討。至於中國

大陸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策略，大致的策略為（黃茂興、李軍

軍等，2010：5-7）： 

（一）是國家發展區域的策略； 

（二）有助於福建省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提升產業

競爭力與區域分工的地位； 

（三）基於協助福建省由工業化中期朝向工業化後期之轉變，因為福

建省加快推動工業化有助於經濟增長； 

（四）從生產要素供給來看，福建省經濟實力一旦增強，也助於政府

與企業的技術及資金的投入，自主開發能力將得到較大提高，各項供

給因素比較充足； 

（五）福建省因應經濟復甦而先做好發展的準備。 

發展「海西經濟區」的兩個主要作用：作用一，成為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的另一新經濟增長極，肩負帶動沿海經濟圈整合與聯結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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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二， 對台交流，增進兩岸之間經濟的合作與互動更密切，並帶有

以利促統的功用。主要的功能有：促進直接「三通」和祖國統一大業

的對台前沿平台和通道作用與日俱增、服務全國發展大局的海西兩個

先行區建設加快推進先行先試、服務中西部發展的對外開放新綜合通

道正在形成、共同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新功能不斷顯現、海峽西岸經濟

區合作新領域不斷拓寬、服務和促進東部三大經濟區融合與構築東南

沿海經濟圈的新功能日益顯現等（葉飛文，2009：1-5）。劉連舸指出

海西區有三個具體目標：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開創統籌協調發展

新局面、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繁榮新成就。至於海西區的發展優勢上，

唐永紅指出海西區具有四個對台的經貿優勢，石正方、林喜慶、許放、

李靖宇、張晶濤、王唯山則認為海西區裡的福建省與臺灣地區地緣相

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具有對台交往的獨

特優勢。鄭慶昌、羅宗美則進一步指出地緣、史緣、親緣、同音共俗

的傳統文化提供兩岸合作的歷史和現實基礎。而發展海西區與對台合

作的意義，李非與陳茜則認為主要意義在為兩岸往後的全面合作提供

經驗，為兩岸經濟一體化進行全面的政策準備。張亞中、李閩榕、羅

海成、王秉安則認為海西區與台灣是做為兩岸合作的先試區。 

至於發展「海西經濟區」推動項目上之探討，透過發展「海西經

濟區」，而進行跨省合作範圍設及多個領域，跨省合作在構築便利交通

圈、打造無障礙旅遊區、加速市場一體化、建立項目共商機制、加強

港口物流合作、建立氣象災害聯防制度、加強金融合作、農業合作、

加快區域交通網絡建設、實現公路、鐵路和水路等重大項目的緊密合

作等方面積極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趙志杰，2010：266）。主

要將中國大陸政府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策略導向於配合「十二

五」中統籌發展與協調發展的一個國家發展政策的延續，以及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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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作與共同發展，主要重點在於透過關注「海西」內部的發展及

建設，對於其建構的戰略意義進行討論。此部分的文獻大多是由「海

西經濟區」的設定價值上進行討論，並將重點擺在做為兩岸交流的樞

紐與先試先行區上，並且是由正面肯定的面向強調「海西經濟區」發

展在區域上的重要性與在兩岸關係發展上的特殊性。但是就對於「海

西經濟區」發展上的挑戰與困難，似乎少有說明，黃茂興、李軍軍等

從經濟社會層面上提出，「海西經濟區」可能面臨發展上之挑戰，並指

出挑戰之處包含（黃茂興、李軍軍等，2010：8-12）： 

（一）省域競爭激烈，區域布局複雜； 

（二）資源和環境壓力更大，影響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國際貿易環境不穩定，出口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等四點。 

由於「海西經濟區」的發展是擴及四個省份（福建、浙江、廣東

以及江西省），在發展過程裡矛盾的統合與協調是相對困難與艱鉅的，

甚至可能會因為協調上的失敗，而導致「海西經濟區」發展上出現變

化，因此有關發展上的挑戰與困難，更應該受到我們的討論與關注。 

以下就上述文獻之內容與論點整理如表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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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整理表 

學者、文獻 對於「海西經濟區」發展面向之分析 

 作用 

葉飛文 1. 成為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另一新經濟增長極，帶

動沿海經濟圈整合與聯結的功用。 

2. 對台交流，增進兩岸之間經濟的合作與互動更密

切，並帶有以利促統的功用。 

 具體目標 

劉連舸 1.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 

2. 開創統籌協調發展新局面。 

3. 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繁榮新成就。 

 定位 

張亞中、李閩榕 1. 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緊密區域。 

2. 建設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3. 建設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 

 發展策略 

黃茂興、李軍軍 1. 國家發展區域的策略。 

2. 助於福建省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區域分工的地位。 

3. 使福建省加快推動工業化有助於經濟增長。 

4. 助於政府與企業的技術及資金的投入福建省，提

高自主開發能力。 

5. 福建省因應經濟復甦而先做好發展的準備。 

中國大陸「國務

院關於支持福建

省加快建設海峽

1. 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 

2. 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 

3. 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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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經濟區的若

干意見」、中國大

陸國務院通過

「海峽西岸經濟

區發展規劃」 

4. 建構成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 

 發展海西經濟區的優勢（對台優勢上）之分析 

石正方、林喜

慶、許放、李靖

宇、張晶濤、王

唯山、應莉雅 

福建省與臺灣地區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

商緣相連、法緣相循，具有對台交往的獨特優勢。 

鄭慶昌、羅宗

美、 

地緣、史緣、親緣、同音共俗的傳統文化提供兩岸合

作的歷史和現實基礎。 

李非、陳茜 為兩岸往後的全面合作提供經驗，為兩岸經濟一體化

進行全面的政策準備。 

羅海成、王秉

安、張亞中、李

閩榕 

海西區與台灣是做為兩岸合作的先試區。 

 海西經濟區的挑戰上分析 

黃茂興、李軍軍 1. 省域競爭激烈，區域布局複雜。 

2. 資源和環境壓力更大，影響可持續發展能力。 

3. 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4. 國際貿易環境不穩定，出口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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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主義、區域整合等相關文獻之分析 

 

第二部分則是透過區域主義的發展，對於目前國際間發展區域整

合上的相關例子與經驗等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以了解區域整合的效

應與過程，以對於論文將建構的兩岸經濟發展整合上有所助益與建議。

當前隨著國際關係發展，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與國之間不再只存在

著對立與矛盾，關於合作與互利亦成為國家之間在關係建構上的一個

新選項。國際之間由冷戰時的對抗走向合作，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國際

間原本的兩極對抗的體系轉變為單極獨大的體系，而使得原本矛盾對

立的關係得以緩和。而這樣的發展也使得各國不再只以安全作為國家

唯一的發展選項，開始轉而尋求在經濟上面的發展與建設，也因而帶

動了國際關係由對抗走向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

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抗業已失去其制約力，取而代之乃是實質議題的

合作與互動。因此，無論從複合式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

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以致於區域整合效益的擴散，都在

在顯示經貿實質的合作，已成為趨勢，並取代傳統東西雙方意識型態

的衝突（王啟明，2002：68）。 自 80 年代末期以來，區域主義對於世

界經濟與政治事務上均有其潛在的影響，而在國際事務議程上也引發

兩種極端之評價。惟不論持悲觀或樂觀之論調，二次戰後國際經濟之

互賴與政治的變遷，以及科技、文化、社會跨國性經驗之交流等因素，

區域主義的影響亦與日俱增（朱景鵬，1999：73）。後冷戰時期全球政

經秩序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區域主義的興起，尤其是歐洲整合過程比

北美或亞太地區更有長足的進展，歐洲新貨幣單位—歐元，已於 1999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此創造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來必會對全球

經濟產生巨大的衝擊（曾怡仁、張惠玲，2000：53）。 

一般認為，區域（Region）指的是「一群國家座落在相同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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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範圍內」，而在國際關係的領域裡，區域則為「以某一特殊的地理

範圍為基礎，由在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各方面具有認同感的國家

所組成的一種介於民族國家與全球體系之間的中間層次或過度層次體

系」（張心怡，2006：3）。而「整合」為兩個個體（或兩個上之個體）

的對等協商，經由豐富的經驗和高度的誠信累積，彼此逐步將部分主

權交出與合併，以達成完全融合為一體之最終目的（許仟，1997：2）。

區域整合跟政治上的或以武力型態的併吞是不同的概念，它不是由某

一個國家將大範圍的地區透過強制力收在自己統轄之下，而做一新的

資源分配或處置。其次，區域整合是依廣泛的合作關係，所以它也不

是我們所謂的商業併吞或合併（陳勁，1999：2）。而國際間在追求經

濟發展下，隨著國與國之間貿易的發展亦帶動了區域主義的發展。區

域主義所強調的概念，在於透過國家做為主導，是「由上（國家）而

下（社會）」的運作模式，並進而產生一個具有功能性的區域認同

（Hanggi,，et al., 2006: 4; Gilson，2002: 1-3）。區域主義帶有濃厚政府

間合作（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的意味，冀望藉由區域內政府

之間的合作處理各式的問題，而區域化則是受市場、貿易、投資，或

社會文化交流等驅動而進行多邊合作的持續過程。但兩者並不相違背，

透過區域化過程及區域主義安排，區域在各層面的緊密連結與整合也

因而造就不同程度的「區域感」或「區域性」（regionality）（江啟臣，

2008：4）。區域主義本身在定義上也包含兩種意義：一方面被視為經

濟（活動）流動（economic flows）的集中，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外交政

策的協調。在國際經濟學領域，通常將區域主義視為國際經濟整合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也就是在地理區域上較接近的經

濟實體之間的經濟合作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宋興洲，2005：6-7）。 

原則上區域主義係伴隨區域整合之發展經驗而成長，而其形式即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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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區域性合作安排或協定（regional arrangements）。類此區域之架構雖

有不同之合作形式，但其地緣位置都是相鄰近且對區域內之成員採取

優惠措施而對區域外之國家則呈現不同的貿易待遇（朱景鵬，1999：

79）。在區域主義與經濟合作蓬勃發展的趨勢下，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的簽洽盛況空前（廖舜右，2008：6）。 

面對國際關係上的轉變，兩岸關係上也從過去的僵化對立走向和

緩與開放，而兩岸關係上是否可以能夠走向如同歐洲或其他國家在區

域經濟的整合模式，則是近 10 年以來許多學者所關注的議題之一。觀

察全球化潮流，不可否認地，所有不完全封閉的經濟體都有在某種程

度上參與促成全球化的過程，透過全球經貿交流互通有無，建構專業

分工的全球供應鏈，藉由貿易行為自發性地達到經濟整合的目標，而

區域內透過市場引導所形成由下而上的經濟整合，也意味著各經濟體

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施冠宇，2007：18）。至於區域主義的興起對

於兩岸關係之影響等討論上，進入全球化的系絡中，兩岸之間的關係，

更不可能僅單從雙方的互動作為考量，仍須與國際社會的脈動與變遷

接軌。意識形態的對立，似乎已逐漸失去其難以撼動的影響力，取而

代之的是實質關係的開展，以及合作關係的推展。換言之，以合作代

替對抗，已成為拓展兩岸關係的最佳註腳（王啟明，2002：68）。不同

於過去，當今亞太區域內的變化相當快速，尤其是次區域（東亞地區）

亞洲化之趨勢相當顯著，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的競合已成為新世紀亞

太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重要特色；加上主要強權國家及東協集團的強

力運作，以及各項經貿議題與政治、安全的複雜連結關係，都不斷影

響亞太區域整合的發展（江啟臣，2008：24）。亞洲之未來與世界發展

之趨勢不可分，區域整合是目前世界發展之新趨勢，亞洲區域整合之

能否成功，對區域內每一國家之進步繁榮影響甚鉅（葛永光，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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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兩岸之間史無前例的自發性功能整合與互賴程度，讓台灣在

策略思考上不可能跳脫中國因素與兩岸關係的考量。尤其在台灣過去

防堵「西進」成效有限及中國亦積極參與新區域主義潮流的情勢下，

重新界定兩岸經貿關係與透過制度性整合的途徑治理兩岸經濟的互賴，

應是台灣在思考亞太區域經濟戰略時必須的考量（江啟臣，2008：25）。

因此，上述均認同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來臨，各國間經濟互動將是越

來越深化與互賴，我國在區域經濟上應尋求與區域中各國之合作，特

別是兩岸之合作。應該擱置政治上面兩岸上對於主權認知的爭議，就

經濟層面與國家發展的角度而言，尋求與中國大陸之合作，雙方不僅

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優勢，更在於雙方在語言與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因

此，在區域主義地興起下勢必要將中國大陸視為我國在區域經濟發上

的夥伴選擇之一。至於兩岸要如何進行區域上之合作，大部分的論述

多以經濟合作做為首要的型式選擇。由於政治議題系為兩岸關係發展

中之「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因此有關兩岸整合之問題與主張雖

有以政治體制之方法解決，惟依整合發展之理論與實踐之結果以觀，

整合倘未能就「低層政治」（Low politics）之問題先行解決，整合之

時機若非成熟，遽爾推動高階議題之整合，似乎未符整合理論與實濟

之發展（朱景鵬，1999：91）。在兩岸關係整合發展上，亦可考慮透過

經濟合作，逐步建立相互瞭解、互信與共識，先進行經濟的整合，在

適時思考政治的整合，然則整合的過程，必須基於「平等協商」的精

神，並符合下列原則：第一、基於共同利益，且成員為自願；第二、

參與成員為主權國（中華民國自為主權獨立的國家）；第三、整合為動

態過程，一個持續互動的發展；第四、整合與否，決定權為全體 2300

百萬中華民國國民（林若雩，2001：57）。在亞洲區域整合類型大致可

分為兩種，一種為既有區域組織演化擴張而成為多邊經貿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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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為經濟體間自行尋求與其他經濟體或區域組織簽訂雙邊自由貿

易協定或經濟夥伴協定（施冠宇，2007：19）。 

目前對於兩岸整合討論之論著甚多，形式亦不一，為主要仍以經

濟合作與整合為主。而兩岸整合之型態包括籌組「大中華共同市場」、

「中華邦聯」、「華人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聯邦中國」、

「兩岸三地經濟整合」等構想（朱景鵬，1999：90）。因此，在正常化

兩岸經貿關係的基礎上，台灣應推動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安

排，特別是觀察當前發展中的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倡議， 若兩岸能共

同參與，其實皆有助於兩岸經貿關係的進一步正常化，讓業已緊密、

互賴的兩岸經貿互動趨於穩定。況且，兩岸藉由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

合改善兩岸關係，相信也是區域內其他國家所樂見（江啟臣，2008：

25）。不可否認的，在全球化時代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區

域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是國家在發展上不容忽視的一個課題；不僅如此，

隨著經濟上的深化，未來更可能帶動亞洲走向如歐盟般的全面性區域

整合。而我國如何在亞洲區域上為自己定位，將深刻地影響我國在未

來區域上的地位，因此，不得不加以重視與積極的推動。 

針對上述文獻之整理如表格 2： 

 

表格 2 區域主義、區域整合之文獻整理表 

學者 對於區域主義、區域整合文獻之分析 

 區域主義的興起與影響 

Hang、Gilson 國際間隨著國與國之間貿易的發展亦帶動了區域

主義的發展。 

朱景鵬 二次戰後國際經濟之互賴與政治的變遷，使區域主

義的影響亦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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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怡仁、張惠

玲 

後冷戰時期全球政經秩序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區

域主義的興起。 

 相關定義與內涵 

Haas  區域主義強調透過國家做為主導，是「由上（國家）

而下（社會）」的運作模式，並進而產生一個具有

功能性的區域認同。 

宋興洲 區域主義本身在定義上也包含兩種意義：一方面被

視為經濟流動的集中，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外交政策

的協調。 

張心怡 國際間的區域指以某一特殊的地理範圍為基礎，由

具有認同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種介於民族國家與

全球體系之間的中間層次或過度層次體系。 

許仟 整合為兩個個體（或以上）的對等協商，經由豐富

的經驗和高度的誠信累積，彼此逐步將部分主權交

出與合併，以達成為一體之最終目的。 

陳勁 區域整合是依廣泛的合作關係，不是我們所謂的商

業併吞或合併。 

 區域的整合趨勢與各國的經濟合作之發展 

施冠宇 透過全球經貿交流，區域內透過市場引導形成由下

而上的經濟整合，也意味著各經濟體間相互依賴的

程度增加。亞洲區域整合類型大致可分為兩種，一

種為既有區域組織演化擴張而成為多邊經貿合作

關係；另一種為經濟體間自行尋求與其他經濟體或

區域組織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經濟夥伴協定。 

葛永光 亞洲區域整合之能否成功，對區域內每一國家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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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繁榮影響甚鉅。 

江啟臣 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的競合已成為新世紀亞太區

域經濟整合發展的重要特色。重新界定兩岸經貿關

係與透過制度性整合的途徑治理兩岸經濟的互

賴，是台灣在思考亞太區域經濟戰略時必須的考

量。在正常化兩岸經貿關係的基礎上，台灣應推動

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安排，有助於兩岸經

貿關係的進一步正常化，讓業已緊密、互賴的 兩岸

經貿互動趨於穩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金廈合作建立之文獻分析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兩岸進行區域經濟整合的討論，自中國大陸提

出發展「海西經濟區」的構想時即成為熱門的議題，而多數認同兩岸

進行區域經濟整合者，多認為兩岸存在有許多優勢是其他在亞洲的國

家所欠缺的，這些優勢包含如血緣、文化、語言、宗教信仰、地理位

置等，因此主張我國應把握與海西共同發展的機會。而其中在兩岸整

合上的挑選對象又以福建的廈門與台灣的金門最被認為適合，如王方

（2008）認為：「台灣與海峽西岸有地理接近、語言相通的優勢，並在

部分的知識技術上領先，台灣可考慮擴大參與「海西」的開發，或兩

岸合作開發海峽西岸。『海西』概念，已被納入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

告。中共對台的主要官員賈慶林也表示，在兩岸關係互動的諸多領域，

海峽西岸可以先行先試。而廈門正是海西的代表性城市，距離金門最

近，如能形成『金廈特區』，更可成為兩岸關係互動的諸多領域中，先

行先試的地點。」（王方，2008：1）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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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非（2009）則提出：「在經濟區域化進程中，以臺灣海峽為紐帶的東、

西兩岸完全有必要聯合起來，走區域協作發展的道路，共同面對各種

挑戰。並率先提出構建『廈金自由貿易區』。更認為兩岸區域合作試點，

既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合作平台和載體，又為區域經濟關係發展

提供新的動力和機遇」 （李非，2009，1）。 

李禮仲、周信佑（2008）則就金門與廈門作為兩岸經濟整合地先

試對象的選擇從文化與地緣上提出認同的看法，認為： 「這一區域的

發展條件十分優越，都屬閩南語系，歷來在人緣、地緣等方面有著密

切聯系，尤其是台商在福建的發展有一定的基礎。打造『金廈特區』

會更加有利於海峽兩岸的聯系和人員往來，具有作為承接台灣資金、

技術和產業轉移的區位優勢。」（李禮仲、周信佑，2008：3）聶建中

（2009）同樣認同金門與廈門適合做為兩岸合作的對象，認為： 「金

門坐擁特殊的地理位置，處於廈門虎口之中，與大陸延海僅咫尺之隔，

台灣人民除直航需求飛往大陸內陸各城市外，東南沿海發達各省的與

台灣兩地之往來，金門似乎可作為一個極重要且富經濟效益的中繼站。」

（聶建中，2009：2）林建甫（2008）亦認同金廈合作的模式，對金廈

特區的組成，認為既能做為兩岸經貿的先行平台，對於金門也有發展

上的幫助，金廈特區具有下述之意義： 「金廈特區的推動，將可以讓

金門成為台灣與大陸經濟連結的橋樑。為了縮短磨合的期間及避免產

生的不良影響，透過金廈特區的成立，兩岸有個試驗的平台來小規模

的試煉共同市場的經貿關係，對未來兩岸經濟事務大 規模的推展，將

會有莫大幫助。對金門而言，金廈特區的推動，將可以讓金門成為台

灣與大陸經濟連結的橋樑，讓金門跟廈門能恢復過往的密切關係，讓

金門的經濟有廈門市為腹地，共同分享兩岸共同市場的經貿利益。」

（林建甫，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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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山（2009）更進一步提出「六最」說明金門與廈門特區應該

建立的理由，分別為：（林忠山，2009：2） 

（一）是地理最為鄰近； 

（二）語言文字最具同質性； 

（三）交流最具長期經驗； 

（四）互動最有互信基礎； 

（五）兩岸生活機能最具依賴性； 

（六）兩岸對人民雙邊法制最具了解性。 

因此，金廈特區做為實驗特區，阻力應是最小， 雙方調適及應變

機制應較能迅速及健全完備。 

至於如何吸引廈門或「海西經濟區」與金門進行經濟上之整合，

金門在自身的發展定位上應該要有所調整與設定，以能成功的吸引海

峽西岸廣大的遊客。王方（2009）就金門自身的定位上指出：（王方，

2009：2） 

首先，金門應充分運用其歷史文化背景與軍事，有系統的規劃、發展軍

事歷史文化主題公園(Theme Park)，結合各種文化元素，有系統培訓相關人力，

運用優勢，打造富有歷史文特色的軟實力觀光產業；其次，研究在金門發展

博奕產業之可能性，有系統培訓相關人力，增加就業機會，積極吸引大陸與

台灣遊客；最後，運用海峽西岸的快速發展機會，並加強金門與廈門的交流

合作，以促進金門本身的成長。 

台灣競爭力論壇副祕書長謝明輝（2008）則指出透過發展金門在

觀光上的獨特性，將有助於金門自身的競爭力以及吸引力，主要提出

七點內涵：（謝明輝，2008：1-8） 

（一）利用金門地區的戰地特性，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二）應盡速自金門撤軍，建立環形橋樑管道； 

（三）擅用金門海洋資源，規劃舉辦活動； 

（四）經貿金融方面：由金門擔任兩岸金融交易平台、規劃陸資到金門投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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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陸旅客入金門免簽證，活化金門經濟、開放金門離島博奕事業，由澳門橫向

移植相關產業； 

（五）促進漳州、泉州、廈門與台灣四地之產業技術交流； 

（六）交通建設方面，如擴建機場和碼頭、規劃臺灣經澎湖至金門之海底隧道； 

（七）人文建設方面，推動金門、廈門、泉州、漳州等的閩南文化。   

上述均對於金門在發展上的定位有明確的建議。至於兩岸未來若

真的成立金廈經濟特區，則有關金廈特區之定位設定方面將如定位，

在這方面，盧信昌（2009）認為：（盧信昌，2009：1） 

金廈特區應該要發展成為兩岸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重要窗口，藉由與臺

灣對口交流的便利性，來引進現代文明與全球工商業脈動的快速變化。而最

近的路則是先定位為特色觀光帶，像是成為國際和平特區，把金門與廈門當

成一個示範點，喚醒人們對和平的期待、記憶與想像空間。若雙門能蛻變成

和平巡禮的國際觀光帶，將會成為全球的有識青年成長學習之旅的停泊站，

也讓每一代輩出的青年人都能參訪這個曾經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冷戰據點。 

不過亦有學者提出金廈設定特區仍存在困難與不確定的因素，畢

竟在兩岸合作議題上，雙方仍存在許多不信任感與缺乏經驗，而更重

要的關鍵在於兩岸主權上的特殊歷史發展歷程，兩岸的合作不僅牽涉

到經濟，更牽涉到雙方對主權的認同，因此，確實存在許多變數。而

且目前許多對金廈特區的樂觀看法，大部分均從經濟因素出發並且排

除政治性因素，但事實上政治因素往往才是決定兩岸進行合作的關鍵

因素。 

吳孟道與林建甫（2008）也指出兩岸合作在短期上要解決有困難，

主要關鍵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當前對立的意識型態雖漸趨和緩，然兩

岸分治的政治現況及長久以來分立的事實，使得兩岸經濟整合依舊困

難重重，短期兩岸共同市場理念之實現，誠屬不易。而金門本身在發

展上的吸引力有不足，亦會影響金門與廈門或其他海西省區之合作情

況（吳孟道、林建甫，2008：1-2）。蕭武桐、葉張繼（2009）指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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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目前的產業以服務業所佔的比率最大，主要是觀光服務業；工業則

以製酒業、陶瓷業與菜刀製造為主。由此觀之，除了導致招商吸引台

灣赴金馬設廠的條件不充分外，也由於金馬地區的產業結構發展上受

到限制，在與海西區發展之產業對接上，恐無太大著力之處（蕭武桐、

葉張繼、張力，2009：63）。針對部分學者提出兩岸對於政治上合作可

能的困境，學者張亞中提出緩衝的作法，建議透過自由貿易區的模式，

明確地就兩岸的合作先設定於經濟上之合作與整合，即能先擱置政治

因素上的爭議與不確定性，目的在於先爭取經濟上發展的機會，再慢

慢地尋求政治上的合作與爭議的解決， 確實不失為一個解決的方法。

害怕被矮化和地方化，我們首先可以要求海西區必須轉型為遵循ＷＴ

Ｏ無歧視原則的自由貿易區，然後同時將我們離島地區也規劃建設成

為自由貿易區，並結合高雄自由貿易港區、桃園自由空港區、基隆自

由貿易區和海西區之間，在遵循ＷＴＯ無歧視原則和有關特殊經濟區

的規範要求基礎上，建立開放性的、可相互對接的次級區域跨關境自

由貿易區，我們可稱其為海峽兩岸自由貿易區。 （張亞中，2011，

A15） 

上述之探討，在金廈合作和金門自身的定位均有深入之分析，但

是就金門而言，要如何成為吸引海西尋求合作，除了觀光業的持續推

動外，或許也應該要與廈門在產業上尋求互補 ，發展廈門所缺乏的產

業，例如軍事觀光、僑鄉文化，或者亦有很多學者提倡發展離島博弈

產業等，以增加海西方面或者是廈門方面尋求合作的吸引力，否則在

兩方合作上，將如同上述亦提及的困難與不確定狀況之發生。但儘管

兩岸在合作存在著許多不確定之變素，但事實上兩岸仍有走向合作的

必要，不僅是象徵兩岸對於和平共同的追求，也是身為國際社會成員

對於維護國際秩序安定的責任，更是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發展下無法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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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選擇。因此，兩岸在政治上追求和平並尋求在經濟上的合作，隨

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下，將是兩岸越來越需要去面對與建立的一重要議

題，亦值得我們深思與研究。 

以下就此部份之文獻內容進行整理，如表格 3 所示： 

 

表格 3 金廈合作之建立文獻整理表 

學者 金廈合作之建立文獻 

 金廈進行合作之優勢、意義 

王方 廈門是海西的代表性城市，距離金門最近，如能形成金

廈特區，更可成為兩岸關係互動的諸多領域中，先行先

試的地點。 

聶建中 金門坐擁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作為一個極重要且富經濟

效益的中繼站。 

林建甫 金廈特區的推動，將可以讓金門成為台灣與大陸經濟連

結的橋樑。將可使金門跟廈門能恢復過往的密切關係，

讓金門的經濟有廈門市為腹地，共同分享兩岸共同市場

的經貿利益。 

吳孟道、

林建甫 

金廈兩地的地緣與人文關係最為接近且最具同質性

外，小三通已行之有年，金門與廈門之間的互動與交流

最具經驗與互信基礎，且彼此的生活機能依賴性最強，

雙方居民對彼此之律法亦最為瞭解。 

 金廈合作的模式建議與建立 

李非 提出構建『廈金自由貿易區』。更認為兩岸區域合作試

點，既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合作平台和載體，又為

區域經濟關係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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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山 金門與廈門具六個共通點： 

1.地理鄰近； 

2.語言文字具同質性； 

3.交流具長期經驗； 

4.互動具互信基礎； 

5.生活機能具依賴性； 

6.對雙邊法制具了解性。 

林建甫、

吳孟道 

在經貿往來及政策考量的優勢下，挑選金門與廈門作為

兩岸商品、資金及人員流動自由化的試點窗口，並作為

海西經濟區的核心實為可行。而現今金廈一日生活圈已

然成形，若能在此基礎上，成立免除關稅及允許人員可

自由移動的金廈特區，勢必能立即帶動兩地的經濟及觀

光旅遊發展。 

盧信昌 金廈特區應要發展成為兩岸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重要

窗口，定位為特色觀光帶，像是成為國際和平特區，把

金門與廈門當成一個示範點，喚醒人們對和平的期待、

記憶與想像空間。 

 金門的定位發展 

王方 應充分運用歷史文化背景與軍事，發展軍事歷史文化主

題公園(Theme Park)，結合各種文化元素，打造富有歷

史文特色的軟實力觀光產業；並研究發展博奕產業之可

能性，增加就業機會，吸引大陸遊客。 

謝明輝 提出七點內涵： 

1.利用戰地特性，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2.自金門撤軍，建立環形橋樑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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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擅用金門海洋資源； 

4.由金門擔任兩岸金融交易平台； 

5.擔任促進兩岸產業技術交流的平台； 

6.強化交通建設； 

7.發展金門的閩南文化。 

張亞中 建議透過自由貿易區的模式，明確地就兩岸的合作先設

定於經濟上之合作與整合，即能先擱置政治因素上的爭

議與不確定性。 

 金門進行金廈合作上之挑戰 

蕭武桐、

葉張繼、

張力 

由於金門的產業結構發展上有所限制，主要是觀光服務

業，其他產業缺乏，故競爭力與吸引力有限。 

吳孟道、

林建甫 

兩岸合作在短期上要解決有困難，主要關鍵在於台灣與

中國大陸當前對立的意識型態雖漸趨和緩，但兩岸分治

的政治現況及長久以來分立的事實，使得兩岸經濟整合

依舊困難重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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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區域整合理論與模式之探討 
 

區域整合的概念，自二戰西歐尋求戰後經濟之重建後，即在西方

國家受到極大的關注與發展。在第一、二世界大戰之間國際上由於各

國採取閉關自守的保護貿易經濟政策導致經濟大蕭條，因此在戰爭結

束之後，西方各國開始思考如何讓自由貿易機制得以在國際間運行。

加上戰後國際政治之發展，特別是冷戰時期的兩極對立體系，西歐國

家在美國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下，進行戰後歐洲經濟的復興；但也因為

西歐對於美國的依賴，使得西歐捲入了戰後美、蘇對立的冷戰戰場之

中，歐洲也失去過去主導國際政治的地位。鑑此，西歐各國，特別是

法國為了重振過去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體認到整合的重要性，

以及歐洲不能在陷入對立的狀態。因此法國開始推展歐洲進行整合的

計畫。之後隨著冷戰結束，國際進入全球化的時代，特別是經濟全球

化下的發展，不僅將傳統國家疆界被打破，在全球化下亦弱化了國家

原本的職權，取而代之的是區域內與區域之間所建構下的超國家組織

的興起與盛行，而隨著全球化也帶來區域概念的興起，區域的概念則

對於國家的角色造成新的挑戰。全球化的浪潮下亦造成區域主義的興

起，以及國際間對於區域整合的更加重視，特別是區域的經濟整合議

題上。因為隨著區域間互動的深化，國家必須建構一種新的結構以因

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國際互動模式，而這些跨國家或超國家之建制

亦逐漸侵蝕國家主權，而形成新的國際政治上的層次，一個介於國家

與國際政治之間的新層次。 

而隨著區域的發展，國際政治上更加關注的是區域內如何進行合

作，特別是由國家政府所主導的區域合作。從 1980 年代末、90 年代

初期，全球開始興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潮流，儘管學界有著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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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角度，不過皆同意這一波的發展潮流，主要是因為

來自全球化的壓力。傳統國家在全球化的氛圍下，無法應付該挑戰和

巨大的風險，必須藉由區域的層級來降低風險，所以區域間的合作與

整合可以說是主權國家作為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及自保的方式（詹中

原，2006：9）。觀察全球化潮流，不可否認地，所有不完全封閉的經

濟體都有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促成全球化的過程，透過全球經貿交流互

通有無，建構專業分工的全球供應鏈，藉由貿易行為自發性地達到經

濟整合的目標，而區域內透過市場引導所行形成由下而上的經濟整合，

也意味著各經濟體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施冠宇，2007：18）。故在

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各國在經濟的發展將逐漸走向合作與相互開放，

而對於未合作的國家將造成經濟發展上的成本與障礙增加的問題，使

得其在經濟發展將逐漸遭受到排擠與壓縮，對於發展經濟上將更形不

利。本章將以整合理論其理論之發展及既存幾個區域整合之模式進行

研究，透過對於整合理論內容與發展的討論，從理論面對於整合理論

作介紹。並且透過實際之運作，即整合理論在各區域實踐之狀況加以

輔助說明，以了解既存的區域整合模式之運作與內涵，來做為論文之

後建構「海西經濟區」與金門整合與發展模式的參考基礎。 

 

第一節 區域整合興起背景與概念探討 

 

自二戰以來研究區域間之整合，隨著歐洲在推動整合上的成功，

國際上各區域紛紛思考如何在所屬區域內尋求發展，特別是經濟上如

何進行的整合，因此多數在探討區域整合的興起便是以經濟上的區域

整合為首要之目標，同時側重於探討區域經濟之整合上之效益，以及

藉由追求區域經濟上之合作，謀求國家經濟之發展與利益獲得。而且

在推動區域合作上，無論是由區外的某一國家或區內的某一較大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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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動區域整合，或是區域之內的各別國家基於自身的需要與面對外

部大環境變動或衝擊，覺得過去的方式不足以應變，所以才需要與他

國合作以對付來自其他地方更大規模的挑戰和壓力。不過區域整合的

推動除了政治經濟因素之外，還有相當層面是倫理上的、宗教上的一

種考慮，認為人類應該團結合作才能共存共榮（陳勁，1999：3-4）。

隨著全球化的推動，建立區域合作的夥伴關係，能促進資源優勢的共

享與資源劣勢的互補，這種彈性的合作關係能使治理成效超越現行法

制和行政區域的界限，能強化自身對全球化發展與環境變遷的調適能

力（黃萬翔，2009：13）。因此，在全球化的促動下以及各國對於發展

經濟的追求，各國在針對區域之間的合作亦愈趨認同與深化，且多數

國家均以推動區域經濟之整合為首要目標。 

本章除了從經濟的角度介紹區域整合在不同區域的實踐外，將透

過整合理論來說明區域間如何進行不同層面的合作與整合，首先由區

域整合的概念進行介紹，並介紹整合理論的學派發展，以及區域整合

的模式內容，亦探討這些不同的區域整合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所彰顯

出來在國際政治發展上或國際經濟上之意涵。 

 

壹、區域概念 

 

在這個部分，主要先從「區域」與「整合」這兩個概念來進行界

定。首先透過不同學者對於區域的定義，來了解「區域」的概念。如

果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那就是地理學之說；如果將區

域是為某個行政管理單元，那就是政治學之義；如果把區域解釋為具

有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相同民族特徵的人類社會群落，那就是社會

學的視野（張平，2005：1）。一般認為區域（Region）指的是「一群

國家座落在相同的地理特別範圍內」 ，而在國際關係的領域裡，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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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以某一特殊的地理範圍為基礎，由在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

各方面具有認同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種介於民族國家與全球體系之間

的中間層次或過度層次體系（張心怡，2006：3）。「區域」因而被視為

是處於全球化與國家之間的緩衝，同時認為區域主義為調和逐漸升高

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與全球化之間的最適當之層次 。（Kim，2004：

43）Karl Deutsch 和 Nye 則認為「區域」為國際性區域，透過一定數

量的國家，彼此之間經由地緣關係及某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而產生之

連結稱之（Nye，1968: 7）。將區域定義為國家與國家間構成的範圍。

而從傳統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而言 ，區域必須以一定的實質地理界線為

基礎，在政治、經濟、安全或文化因素上，共同具備相同的認同感，

如此這些國家，進而組成一個體系，而這種體系是一種介於民族國家

與全球體系之間的中間層次或過渡層次（張亞中， 2007：380）。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區域的所指涉的範圍具有多種形式。區域一

詞所代表的空間可大可小，所以經濟區可以是一個國家內一個（或多

個）地區，也可以是一個國家，甚至可以擴大到數個國家所組成的區

域（楊妙華，2004：29、張亞中，2007：380）。而 Bruce M. Russett

更進一步對於區域的定義提出五種不同的區域劃分標準（Russett, 1967, 

1-13）： 

一、社會和文化相似的區域； 

二、由政治態度和對外政策相似的國家所組成的區域； 

三、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區域； 

四、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區域； 

五、地理位置鄰近的區域。 

最後，對於區域更有學者將其界定為透過聯繫而建構區域或強化

區域的概念，如 Louis Cantori 與 Steven Spiegel 對區域之界定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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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兩個或以上的國家，國家之間彼此距互動關係，並享有共同

的種族、語言、文化、社會與歷史聯繫，且彼此之間的認同感會因為

對體系外部國家的行動和態度而有所增加（梁銘華，2008：213-17）。 

針對上述學者對於「區域」的界定基本上可歸納為以下幾個要件： 

一、空間上：具有地理上的範圍，範圍可大可小； 

二、對象上：包含兩個以上國家，或者是成員； 

三、連結上：具有一定的聯繫來強化認同，如血緣、文化、經濟、社

會、 種族等之聯繫； 

四、目的上：對外建構一共同對外之體系，對內增進認同感。 

綜合以上對於區域的種種論述，就區域的定義而言，首先指稱的

是一定的範圍內，且此範圍既不屬於傳統國家也不是國際社會，而是

兩者間的過渡層次；並具有兩個以上之成員，成員間可能具有某種文

化、血緣、經濟上等聯繫，促使成員間建立認同感，並存在相互依存

的情感，對內相互認同，對外則為一體。而區域形成主要的目的，即

在於尋求範圍內的成員團結與共生。 

 

貳、整合的概念 

 

至於整合的概念，大致上可視為一種過程。「整合」的英文為

「integration」，源自於拉丁文的「integratio」意思是指：「將許多小部

分結合在一起，重新塑造一個較大且完整的個體」（張福昌，2002：5）。

整合的原意即係指「將部份結合成為一整體」，也是「構成整體或全部

之行動與過程」。在區域性的經濟整合問題上，指的是二個以上國家或

地區，進行經濟活動上的一種結合。原則上，可以將這種結合的行動

與過程，區分為自然形成與政府主導這二類（周添城，1995：367）。

具體來說， 「整合」為兩個個體（或兩個上之個體）的對等協商，經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44 

 

由豐富的經驗和高度的誠信累積，彼此逐步將部分主權交出與合併，

以達成完全融合為一體之最終目的（許仟，1997：2）。「整合」的意義，

最主要有研究國家達成「政治社區」終極狀態的過程，而國家達成此

種狀態的過程，乃是若干獨立自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受到勸說，而將其

忠誠、期待和政治活動從國家轉移至一個新的，涵蓋範圍的權力中心，

對先前存在的國家擁有或要求管轄權，在國際整合則指達成超國家狀

況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涵蓋範圍較廣的政治單位處理由國家政府執

行的業務（朱張碧珠，1992：50-51）。 

而新功能主義學者哈斯（Ernst B. Haas）則認為：「整合是一種過

程，是推動國家與國家之間進行互動與連結的一種過程，透過這種互

動的過程減少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隔閡與分野」 （Haas，1964：29）。

哈斯（Haas）認為整合為一種過程，幾個國家中的政治行為者能被說

服將其期望和政治活動轉移給一個新的中心，這個中心的制度具有或

需要對於先前已有之民族國家加以管轄（洪秀菊譯，1993：45）。更重

要的是哈斯主張：「進行整合時若某一面向能夠經由整合之超國家組織

中獲取利益，則其他面向也會被支持進行整合」（Haas，1960：372）

因此在整合是具有外溢的效果的(spill-over effect)。林伯格（Leon N. 

Linberg）認為「整合」是一種互動過程，是各國家為了進行集體決策，

而將其具有獨立制定與主權相關政策的權力讓渡的過程（Linberg，

1970：649）。杜意奇(Karl W. Deutsch)則認為「整合」是國與國之間透

過互動，進而發展出具有彼此信賴與期待的過程(Deutsch，1957：5)。

其他如：普查拉（Donald J. Puchala）、卡普拉索（James A. Caporaso）

以及布羅斯基（Alan L. Pelowski）等，亦認為整合基本上是透過創造

一個新的機制，來達成超越國家的國際協調目的，基本上亦認同整合

即是一種國際協調與新機制建構的過程。至於整合的類型，主要可區



第二章 區域整合理論與模式之探討 

45 

 

分為下列五種（許仟，1999：100）： 

一、文化整合：不同的或發生衝突的文化相互調適，以形成一個和諧

的文化體系。或者說，文化的各部份形成一致和相互關聯的整體

程度。 

二、功能整合：以專門化之各部份的相互依賴為基礎之體系內的和諧

與調和。 

三、社會整合：原本分立的團體，經由社會和文化團體間先前差異的

消除，以及分立的團體認同的消除，聯合成一個團體。 

四、經濟整合：國家間尋求相互利益而從事區域經濟與貿易的合作與

協調。 

五、政治整合：林伯格認為國家間放棄彼此獨立執行外交和主要國內

政策的希望與能力，以尋求一致的決定，或將政策的制定委託給

一「超國家的」新中心機構；在不同環境之中，政治行為者被說

服將他們期望和政治活動轉移給一個新的中心機構的過程（翁清

坤，1994：94）。 

綜觀上述各學者對於「整合」的定義，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下列幾

項特質： 

一、整合是一種動態交流的過程，亦是涉及成員間權力轉移與重新建

構的一個過程； 

二、整合是透過創造一個新的機制，來達成超越國家進行國際協調的

目的，並讓渡部分國家之主權進行管理； 

三、參與的對象透過協調建立共同利益，並經由政治、經濟、社會等

層面的互動互賴而逐漸走向合作狀態； 

四、在整合過程中，各成員慢慢藉由區域間交流與協調建立共同對外

的經濟與政治之共識與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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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的目的在於補強各別國家的不足，以及追求合作所獲得的利

益。 

因此，整合是成員間進行權力轉移與重新建構的一個動態過程，

國家會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利益而進行合作與協調，並建

立一個代表成員立場的新機制。 

 

參、區域整合的概念 

 

而隨著「歐洲聯盟」的建立，越來越受到許多國家的關注與研究，

特別是「歐洲聯盟」從一開始以建構經濟的共同市場，到後來深化至

貨幣的同盟，最後更在政治上進行了司法與內政、外交及安全層面的

統合，使得區域整合的概念受到國際間高度的重視。但區域整合的概

念事實上並非在二戰後才在歐洲發展出來的，戰後歐洲在經濟上追求

整合，基本上是由過去的歐洲發展經驗所累積的。區域整合的實踐甚

至可以追溯至數百年前城邦間各國家間的聯盟、協會或條約等（江啟

臣，2007：5）。最早於 1828 年時普魯士就曾建立關稅同盟，之後更是

促使巴伐利亞的關稅同盟、中德的消費聯盟、德意志關稅同盟、北德

稅務聯盟的建立，是日後德意志得以統一的重要關鍵。1848 年這一波

的整合效益擴溢至瑞士，也促成瑞士的市場與政治聯盟的整合（Walter 

Mattli，1999：1）。區域整合就目前的實例運作上可發現，大部分是由

區域內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源自一種自發性的意念與區內其他國家或

政府進行廣泛的合作。所以我們可以說，區域整合跟政治上的或以武

力型態的併吞是不同的概念，它不是由某一個國家將大範圍的地區透

過強制力收在自己統轄之下，而做一新的資源分配或處置。其次，區

域整合是依廣泛的合作關係，所以它也不是我們所謂的商業併吞或合

併（陳勁，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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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經濟整合一般指的是

排除成員間經濟的疆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目的是促進成員國家的

經濟以及記型更多的經濟交流。可定義為國家的經濟進行經濟上的統

一之過程。經濟整合主要兩個因素所促進，分別為：技術進步與政治

上的理念。（Molle，2006：8-33）「經濟整合」一般指的是主權國家之

間從經濟合作到貿易、財稅、貨幣、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過程，其目的

是希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的經濟繁榮與持續成長，進而維持社會

福祉。若從靜態的角度來觀察經濟整合，它指的是一種事實狀態，亦

即某一區域中個別國家的經濟不受傳統國土疆界的區隔，而混合成一

個經濟實體的結果；若從動態的角度觀察，則可將之視為一個過程，

亦即消除各國經濟間各類障礙，從而逐漸成為一個更大的經濟實體（張

心怡，2006：5）。J. Tinbergen 認為：「經濟整合乃將有關阻礙經濟運

用之人為障礙予以廢除，並謹慎地引進有關協調或統一的所有適宜的

因素，以創造是一的國際經濟結構。」Tinbergen 是第一位對經濟整合

的概念進行有系統剖析並下定義的經濟學者。他提出負面與正面的經

濟整合概念。所謂負面（或許也可稱為消極面）經濟整合就是為了經

濟整合國與國著力消除各種限制性的經濟差別體制或措施，使得經濟

交易能夠自由地暢通無阻。Tinbergen 所稱的正面（或積極面）經濟整

合卻是指用強制力協調各國間既存的，必要時制定新的，經濟體制及

政策（張維邦，2001：26）。而依 B. Balassa 之定義，所謂經濟整合，

為一種過程或是一種狀態。經濟整合過程本身為一個動態的觀念，目

的在於在消除不同國家各經濟單位之間的差別待遇；也是一個靜態的

概念，是各國間各式形式之差別待遇消失的過程 (Balassa， 1961: 1)。 

國際經濟整合，一般都是指主權國家間從經濟合作到貿易、財稅、

貨幣、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過程。其目的是企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48 

 

的經濟繁榮：經濟持續成長，國際收支平衡，物價穩定，壓低失業率，

維持社會福祉。 從靜態的角度來觀察經濟整合的話，某一區域裡的個

別國家的經濟不再受疆界的區隔，而混合成為一個經濟實體。從動態

的角度著眼的，經濟整合指各國試圖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金融等

各式各類的障礙，從而逐漸地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實體。一般而言，

靜態指的是經濟整合的結果；動態則意味經濟整合的過程（張維邦，

2001：25）。若從經濟層面來看，整合是指原本相互獨立的兩個或多個

單位合併成為一個更大的單位的過程或結果；區域經濟整合當然即是

將特定地理區域內不同經濟實體實際合併的過程或結果（江啟臣，2007：

6）。區域經濟整合包含地區內的產品和生產（包括資本、 勞動力和資

訊）要素，在特定區域內可以無限制的自由流動（Elek，2007：5）。

若上述過程與狀態發生在某區域內，則可以稱為「區域經濟整合」。

Balassa 亦將區域經濟整合分為五種不同的層次（Balassa，1961: 2）： 

一、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意指區域內國家同意消除關稅及

限額的措施，不過針對分成員國的其他國家仍維持各別不同的關

稅或限制； 

二、 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在區域內免除關稅及限額，對外則採

取共同的關稅稅率； 

三、 共同市場（Economic Market）：除具備關稅同盟條件外，主要著重

在區域內生產要素（人員、資金、勞務、商品）的自由流動，至

於對區域外的生產要素則採取一致的規範及限制； 

四、 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意指各成員國除同屬一個共同市場

外，各國間透過某些經濟政策來消除貿易間的歧異，如在財政、

貨幣、工業、運輸，以及其他區域發展和經濟政策均採取一致的

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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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全經濟整合：區域內各國已經形成單一的經濟實體，同時由超

國家機構來掌理、統籌實施單一的經濟政策。 

總言之，區域整合的概念可以視為某一範圍內的成員們，彼此在

尋求建立共同對外體系以及強化內部認同的動態的過程、是變動的；

區域整合更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基於地緣關係的一

種經濟合作，透過參與整合的各國，讓渡其經濟或政治或社會的某些

權力，組成一個超國家的組織來管理，因此，基本上區域中參與的各

國其地位是平等在進行合作與協商，並以追求區域共同利益為目標。 

 

第二節 區域整合模式 

 

國際關係在經歷了兩次世界級戰爭的破壞，導致戰後各國之間對

於以戰爭作為解決衝突與爭議的方式已感到抗拒，因而轉而尋求國家

間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可能，特別是歐洲國家之間面臨戰後之重建，區

域間國家對於追求合作的共識漸高，因而帶動了整合理論的發展與興

起。整合理論為冷戰後國際之間所關注的理論之一，整合理論主要經

歷兩個階段的發展，早在 1950 年代戰後歐洲重建時，隨著「區域化」

與「區域主義」的興起，曾經在國際間各個區域成立不同跨國性的區

域整合組織，但由於這些組織在功能上仍傾向保護主義思維，加上各

國在信任度與主權議題上仍存有疑慮，因而使得這些組織在功能上並

未能達預期之效果，因此使得第一波的整合理論在發展上停滯不前。

直至 80 年代後期歐洲整合重獲發展，以及 80 年代歐洲聯盟的成立與

冷戰後區域經濟概念的形成，刺激各地區整合意識的復興，而加速進

行區域整合，使得整合理論再受到重視（林若雩，2009：1-2）。全球

化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全球化帶來的市場整合亦

將有助於各國打破貿易隔閡，進一步促進自由貿易，反映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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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球化同時也促進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全球化下貿 易自由化、

市場全球化及單一化的結果，一方面深化國內與國際市場的 連動關係，

另一方面也驅動特定區域內貿易、投資及生產關係的強化與整合，造

成所謂的「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現象；或 更進一步透過政府間政

策合作的導引、規劃，追求共同目標或區域認同，形成所謂的「區域

主義」，亦即區域主義帶有濃厚政府間合作（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的意味，冀望藉由區域內政府間的合作處理各式的問題，

而區域化則是受市場、貿易、投資，或社會文化交流等驅動而進行多

邊合作的持續過程（江啟臣，2008：3-4）。 

全球化促進了區域內（intra-region）和區域間（inter-region）合作 ，

因為全球化重新配置了區域的重要性。區域是一種集中和擴展的結合，

補充位於中間層次社會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區域內與

區域間合作，或是在一種更高整合形式主權的匯聚，可以提供嶄新的

政策工具以及至少部分補充該情勢下國家政策的不足。雖然沒有達到

全球的層級，但由於區域或區域間的合作仍可提供更為緊密的脈絡，

允許行為者對於行動採取更多的管制與協調（孫國祥，2005：33）。因

此，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的角色在許多議題上被弱化，區域逐漸

取代國家成為國際政治中的行為者，使得傳統國際政治上的研究，不

再只是研究國家，轉而開始研究區域此新層次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與

所呈現新的國際政治面貌。以下就區域化與區域主義進行分析，以了

解區域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造成的新的體系。 

 

壹、區域化 

 

所謂的「區域化」通常定義為若干國家邁向經濟互賴、制度建構、

政治互信，甚至建立文化認同的過程；「區域主義」（regionalism）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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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鄰近國家間所進行的一種「國家間的合作關係」。 區域化特別

重視一特定區域內自發性的經濟過程，導致更高層次的經濟互賴，而

非此一區域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互動關係。故區域化的動力係來自於「自

由市場機制」、「自由貿易」和「資本的流動」，而其具有複雜性、多樣

性、互動程 度、網路連結、認同建立等的特性（楊義弘，2009：15-24）。

在探討區域整合的模式，一般區分為由政府主導（由上至下）或是區

域自發性（由下而上）的經濟過程兩種區域整合的模式。若由區域自

發性進行經濟互動，並在之後形成更高層級的互賴關係，一般稱之為

區域化；若是由政府主導推動區域合作與互動，並透過建立機制進行

整合則稱為區域主義。在經濟全球化之影響下促使國家間的相互依賴

愈加緊密，經貿的往來日益密切，因此，追求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成

為了全球化下的主要價值，故在全球化的潮流的推進下，透過區域內

的經貿協作，而來順應全球化發展的時代洪流，形成所謂的「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吳瑟致，2005：77）。 

經濟區域化最重要的動力來自於市場、私人貿易、投資流、公司

的政策與決定；主要具兩特點（楊妙華，2004：38）： 

一、 區域化並不是一個國家或一群有意識的政策，也沒有為某一地區

的國家預設出某種特定的關係。 

二、 區域化的模式未必會與國家疆界吻合。可能因為移民、市場、社

會網絡而造成新聯繫，創造跨疆界的區域。 

區域化強調的是整合的推動與過程主要源自區域成員的自發性行

為，以及成員間因為交流所需而逐步發展合作的關係與模式，因此，

並未有特定的合作樣態與疆域的概念，且大部分是基於市場與貿易行

為的往來所發展出來的，而這些成員之間具有某些層面的共識與互信，

並且逐步發展出彼此關係深化連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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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域主義 

 

至於區域主義之內涵，根據 Robert Gilpin 的說法，所謂「區域

主義」是從呈現出「上層結構的制度規範建制」的角度出發，強調以

「政府」作為分析單位，是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或外交政策的協調與

合作（宋鎮照，2006：36）。區域主義，一般係指「在具有特定地緣關

係的國家間，透過制度上的相互合作與互助，而在經濟、政治上發展

出更大的共同體」（張心怡，2006：3）。Louis Fawcett：「區域主義是

建構以區域為基礎的國家間之集合體」（Louis Fawcett，1997：11）。

Charles Kupchan（1997）亦強調區域的認同感應為區域主義之重點，

認為區域主義為一群對社區有共同認同感的國家結合。簡單來說，「區

域主義」指的就是處於一定地理範疇內的國家群，藉著計畫性的合作

方式來成就特定集體目的，而此一成就集體目的的過程就是區域化的

展現，集體目的的合作結果就是構成了 「區域主義」的內涵，這種內

涵依不同的區域、不同的集體行動目的而各有所異（楊昊，2009：3）。

上述對於區域主義的定義，多著重於國家間如何透過制度建立經濟上、

社會上、政治上之合作，以達到一致對外的目標，但值得注意的是區

域主義下合作的前提是這些國家之間必須先存在有認同感，甚至是一

個共同的價值。「區域主義」一詞在稍早的論述中主要強調區域內的概

念，以同盟國的形式，或是會員國的性質促進國際合作，合作的議題

侷限在經濟與軍事等方面（高長、吳瑟致，2009：4）。因此，多數學

者主要著重在區域主義在區域間經濟上的合作層面所造成的影響，例

如 Robert Gilpin 認為：「區域主義指涉的是，部分國家在一定地理範

圍內，透過經濟合作或聯盟的方式，以改善其與已開發國家間差距之

經濟地位，或者透過基際合作來增進國家在區域內的政經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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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ilpin，1994：330；蕭全政，2001：202）。即強調經濟的因

素是區域合作的基礎。其他學者如 Peter Robson 亦認為：「區域主義是

由一些單一國家或經濟體，透過制度的結合，形成一個較大的經濟集

合體或共同體」（Peter Robson，1998：5）。 

根據 H. W. Arndt 教授（1993）的演說指出，有四種區域主義（周

添城，1995：367-368）： 

一、 優惠貿易協定（PTA）：最具體的組織包括有歐市與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屬於由政府介入，主導的區域主義。 

二、 成長三角洲（growth triangles）：包括新加坡 Johor 與馬來西亞

Riau 所組成的經濟特區（Parsoage，1992）及中國大陸南方省份

與港、台間之經濟整合。為政府不作為下的自然形成。 

三、 開放式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這是由澳洲學者與政府官

員所一再鼓吹，有別於前述第一種對區外採取歧視性待遇的一種

整合。 

四、 「半國家」的區域主義（subnational regionalism）指的是部分計

畫性經濟， 如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解體與重組。 

此外，亦有學者將區域主義進行分類，以探討區域間整合的程度

與構成之模式，如 A. Hurrell 將區域主義的概念區分為以下五種類疇

（朱景鵬，1999：73-74）：  

一、區域化：區域內社會性整合與社會經濟間互動作用之是非正式整

合過程。著重在經濟發展和互賴過程的國家自主。 

二、區域意識與認同區域自覺：區域認知具有內外共同性質。內在，

為一般文化、歷史或傳統信仰之聯繫因素；外在，則主要係以遭

受外在強權威脅其內在安全之觀點。 

三、區域內國家間之合作：不推動超國家之整合機制，而係以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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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架構設計，以提高國家談判之力量。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方

式進行合作進行區域性之協商。 

四、促進以國家為主體的區域整合：以國家為對象，政府透過政策就

參與整合國家之間逐步撤除人員、貨物、勞務以及資金之四大流

通障礙。其型態可透過整合範圍之擴大、整合政策之深化、整合

工具機構化以及賦予機構相應之職權中央化（Peter H. Smith，1992：

5）。 

五、區域內聚力：指在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外的國際社會之間扮演協

調者，以處理跨區域性之政策事務。 

區域主義可視為區域整合發展經驗之延伸，透過建立區域性合作

安排或協定的形式，而對於區域內部國家具有貿易策略之優惠，主要

具有三個目標： 

一、提高國家所得與效率，以增加社會福利； 

二、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以提高國家對第三國談判之籌碼； 

三、提升國家在區域政治之地位，並增加區域間的政治合作空間。 

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區域主義的發展甚至建構，主要是為了強化

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與地位，是具有利益的考量而進行合作的，

且亦認為透過合作會比單獨發展經濟來得更有利可圖；甚至背後還有

其政治上的考量，希望能透過經濟的深化，逐漸提高其國家在區域中

的影響力，建構其在區域中的地位。 

 

參、區域主義的發展 

 

而區域主義的發展有傳統與新區域主義之分。主要是依發展的時

間以及對於區域外的開放程度，而有傳統區域主義與新區域主義之分。

傳統區域主義是指 1980 年代中期以前建立在歐洲整合經驗與理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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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區域整合的論述。當時的國際環境，所呈現的是

冷戰美、蘇對兩強峙的體制，西歐國家為了安全戰略的考量，因此在

經濟、政治與軍事安全議題上，進行區域的整合。傳統的區域主義強

調排他性，同一區域內部的各國，彼此互相交流，可是對於區域外的

各國，卻設下許多障礙，阻止他國進入區域內活動 （陳仲沂，2011：

176）。1980 年代中期以後發展出的新區域主義，則展現後冷戰時期國

際體系的多極化，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形勢。首先帶 來經由裂

解五大洲而出現的新區域概念（例如東北亞、拉丁美洲、中東等），這

也是次區域主義（sub-regionalism）與次區域經濟區（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SREZs）討論出現的原因。但跟著成長三角（growth 

triangle）、自然經濟 領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或者是擴張性

都會區（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等不同名詞的逐一浮現，所謂

「微區域主義」（micro-regionalism）的問題也跟著進入討論範疇（蔡

東杰，2005，2-3）。「新區域主義」 (Neo-regionalism) 相較於稍早的

「區域主義」概念更具多樣化、多層次的特性，且重視區域「共生」、

「合作」的意識，並推動區域合作制度化的發展（高長、吳瑟致，2009：

4）。新區域主義對區域外的各國採取較為開放之態度，也較能展現出

功能主義式由下而上外溢（spill-over）效益之特徵（Bjorn Hettne，1994：

4）。 

新區域主義不只強調地理上的連結，而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或制度等各方面的連結，透過變動的過程追求共同的、共享的

價值、認同、精神，與規範。因此，1990 年代後的新區域主義反應了

全球化下區域間與區域內多元互動所產生的政治與經濟力量競合，並

試圖以政府間制度性的合作來降低成本、減少衝擊、利用機會、增加

利益，同時塑造共同價值與認同（江啟臣，2008a：5）。在新區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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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化的發展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主要展現於對經濟層面

的重視，對於經濟力量的競逐已經取代了對軍事力量的渴望，經濟競

爭與發展成為各國所重視的議題。新區域主義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因

為開放而更帶動了區域與區域間進行整合與合作的發展，第二波區域

主義，帶動各區域間成立不同程度的經濟合作與協定，亦帶動不同區

域之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之整合（周添城，1995：371）。在歐洲的整合

上，由歐體（EC）與歐洲自由貿易協定國家（EFTA）之整合，並 1992

年 12 月 31 日完成「單一市場」，強化歐洲政治和財經的合作。1994

年 1 月 1 日美國和加拿大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

式生效。1989 年，亞太地區國家創設「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

並舉辦領袖高峰會議。世界經濟出現集團化的趨勢，形成美、日、歐

等三大經濟集團，各國對經濟邊緣化感到憂慮。因此，在區域層次組

建經濟集團，是各國因應經濟集團化和避免邊緣化的一項戰 略選擇（郭

俊麟，2008：103-104） 。 

探究區域主義與新區域主義的區別，新區域主義主要是因應國際

體系的轉變而發展出對於區域間國家尋求合作的新的理論之詮釋。區

域主義所解釋的是冷戰時期兩極對抗下的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結果，

而新區域主義則是解釋多極化體系下國家間進行合作的發展。因此雙

方在議題與對象關注上也因為全球化產生差異，應該說，新區域主義

所需關注的範圍與領域更廣，新區域主義除了傳統國家此一對象之外，

還需關注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針對推動上除了傳統區

域主義主張的由上而下模式，也重視由下而上的非政府推動的力量。

因此，新區域主義在研究的層面與觸及的議題上較為複雜與多樣化，

也更能解釋與說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合作所呈現的新樣貌與發展。 

 

第三節 區域整合理論的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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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區域間經濟合作的發展，對於研究區域整合的相關理論也開

始蓬勃發展，古典國際關係理論中對整合之詮釋有許多學派，基本上

可分為兩派：「國家中心」 (state-centered) 論和「社會中心」

(social-centered)論。國家中心論包括了「聯邦主義」(federalism)、「政

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

等途徑，社會中心論則包含「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

義」(neo-functionalism)以及「溝通理論」（或稱交流學派）(communication 

theory)等途徑（曾怡仁、張惠玲，2000：53）。本論文主要從社會中心

論與國家中心論中，選擇三個最為人所討論的學派（即整合理論三大

學派）作為研究的途徑，分別為聯邦主義學派、交流學派，以及新功

能主義學派，並以此三個途徑來分析海西與金門建構區域整合的可能

形態或是未來兩岸進行整合的可能模式。 

 

壹、聯邦主義學派 

 

聯邦主義學派以國家中心論為途徑。聯邦主義學派強調透過整合

建立一超國家的組織，強調以合作各國間最終建立一政治性的組織來

進行統制與管理。此一超國家組織具有政治上之權力與強制力，並且

能對與成員國的集體防衛與安全進行防為與保障，與能滿足成員國在

經濟層面上之需求。同時對於成員國的之間存在的區域性差異加以認

同，在部份政策領域內保有成員國之自治（Pentland，1975：12）。聯

邦主義者認為，僅靠政府間組織的功能合作，並不能夠達到真正的整

合，如果要使各成員國間真正的相互依存，則應該以建立超國家

(supranational state)的憲政體制為統合目標，政治整合能提供有利於經

濟整合的環境，但經濟整合則無法促進政治整合，政治整合應優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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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故先建構一個超國家的自主中央機構是必要的。經由聯邦

政府透過控制與妥協的程序，針對各部門與地區的利益，並運用財政

權影響成員國行為，可完成經濟整合與社會整合（張亞中，1998：9）。

因此，聯邦主義學派強調的是透過整合區域間國家如何建立國際政治

體制的過程，並追求最終可以在國與國之上建構一國際機構。聯邦主

義學派主要觀點為，假設各國基於共同的目標與需要，在認同基本政

治條件的基礎上，某些特定機構的運作可以從國內的行動層次，轉移

提升至區域性國際合作的水平上。此外，聯邦主義學派強調建立一個

超國家機構必須以人民意識作為基礎，而且此一超國家之機構應予以

正式憲法達成制度化發展。因此被認為傾向於研究如何在各主權國家

之上建立國際機構，以求國際社會共同決策解決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

（吳新興，1995：28）。而針對本論文所要探討海西與金門交流模式之

建構，若以聯邦主義學派作為途徑基本上是不適合的，聯邦主義學派

的主張在於強調政治整合的重要性，認為政治整合應該優於經濟整合，

有了政治上的基礎再尋求新機制的建構，如此一來才有可能去追求經

濟或社會上的整合。因此不適宜作為分析當前兩岸交流的途徑。 

 

貳、交流學派 

 

主要代表學者為杜意奇（Karl W. Deutsch）、柯柏 （Robert W. Cobb）、

艾爾德（Charles Elder）、普查拉（Donald J. Puchala）等。交流主義的

基本假設是，擴大國家在不同社會之間的經濟交流，亦即提高交流層

次並增加交流機會，可以確立兩國間政治統合發展的直接因果關係（陳

勁，1999：19-20）。交流學派重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程度，即注

重國家間人民與社會團體的交流，並透過各國之間的交流數據來推論

國家間整合的程度。根據交流學派的論點，各國之間的交流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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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郵件數、經貿額、旅遊人數等數據資料）愈密集，代表越有進行整

合的基礎，區域內國家間透過頻繁的交流與互動，不僅加深彼此的認

知更可能以此建構了解基礎而促進合作。杜意契認為，溝通與交流是

凝聚群體成為組織的關鍵因素。而一個政治單位的形成即取決於其內

部之間的交流及其與外界之間的交流，而此一交流與溝通不限於主權

國家，亦著重於社會人民與民間團體的交往；交流愈密集、互賴程度

愈高，則愈有利於統合（Dougherty ，Pfaltzgraff，1981：419-424）。

但前提為各國的負擔與能力要能平衡，如此就會有可能將各國整合至

接近「社區」的地步，社區的建構基本上即是杜意奇對於整合的詮釋，

杜意奇認為整合的主要目標即在尋求「安全社區」之建構，並提出下

列兩種安全社區之定義（吳新興，1995：30-32）： 

一、 合併式安全社區：指的是各國在整合下，最後合併成為一個單一

的國家與政府，即成為一新聯邦國家。 

二、 多元式安全社區：指的是各國在整合下，仍保有主權上、法律上

之自主，但透過整合以維持社區內的和平。 

交流學派基本上認為整合是尋求和平與發展的一種方式，透過國

家間不同層面的接觸，建構出區域間整合與信任的基礎。因此，交流

學派對於整合的論點應可歸納為下列幾點特色： 

一、整合的過程是一種學習與相互了解的過程。各國透過交流來建立

互信與摩合彼此間的差異，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關係是變動的，

會慢慢經過修正而發展出區域內適合各國的一種合作模式。 

二、整合通常有區域的大國所主導。區域內的大國通常較具有協調以

及帶領的能力，而且通常在區域內的大國其影響力也較大。因此交

流理論認為區域在推動整合上，大國扮演推動者。 

三、整合的推動需仰賴菁英與政府領導的進行，並尋求民眾支持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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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而言，國家內的菁英份子與政府通常具有理解議題或決策

的能力，因此，透過菁英與政府的推動下，人民才會有機會接觸議

題並表達看法。顧認為整合肥來自人民自發而成，而是由上至下

的。 

   就本論文的兩岸合作模式，若以交流學派的定義來看，主張國

家間透過實質的交往以逐步建立互信，等到交流與互賴深化之後，

進而在進行安全社區的建立，並實踐國家間的合作似乎是可行的。

交流學派並不像聯邦主義學派，一開始就從政治上的整合著手，反

而重視國家間的實質互動關係之建構，其中杜意奇所主張經由互動，

國家之間最後整合成為一「安全社區」的概念，其中「多元式安全

社區」的概念更是適合做為未來兩岸發展交流的模式，整合是各國

間尋求和平與發展的方式，國家間藉由不同層面的接觸與交流，逐

步建構出區域間的合作與信任基礎，才能在此互信基礎下建立更深

的互賴與互動。 

 

參、新功能主義學派 

 

新功能主義學派基本上為功能主義之修正。以下先就功能主義進

行介紹。功能主義以米特蘭尼（David Mitrany）為代表，在他的《一

個可運作的和平體系》一書中強調，透過專家技術的功能合作，可以

逐漸將人民對於國家的忠誠轉移到專業的特殊國際功能組織上，進而

弱化國家存在的意義，如此將可以為人類創造一個可運作的和平體系

（張亞中、郝培芝、羅至美，2007：384）。在書中米特蘭尼提出「分

枝說」（The 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指出國家之間的合作會因為某

一領域而促進其他領域的合作，最後國家甚至會讓渡其一部分的主權

和力量於一些國際機構去解決國際問題。米特蘭尼認為功能整合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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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是自動發生，功能會因為一部份的合作而慢慢擴張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功能主義認為整合應該是一種由下而上漸進式的整合主義，主要

依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利益需要，透過經濟與社會的積極合作建立大眾

之共識，組織跨國性功能機構已達成整合（Haas，Schmitter，1964：

707-719）。因此，主張須先透過超國家機構高效率建立社會心態上之

共同體，方能將國家主權轉至超國家機構（許仟，1999：101-102）。

強調人民在整合中的主導角色，認為推動整合應該建立在人民同意上，

傾向重視國際上的合作，以及在最後創造一個的超國家組織，來維繫

人類的和平。 

至於新功能主義學派以哈斯（Ernst B. Haas）為代表，其他學者

還包括林柏格（L. N. Lindberg）、施密特（P. C. Schmitter）、泰勒（P. 

Taylor）、奈伊 （J. S. Nye）等。哈斯在 1958 年出版了《The Uniting of 

Europe》一書，被視為是新功能主義的先驅，哈斯（Haas）在早期主

張國際合作的過程是「外溢」（Spill-over）效益，即國家間的合作通常

會由某些面向先合作，而當合作有利於自身或所有成員國，則各國將

進行更多面向之合作（Haas，1960：372）。哈斯（Haas）(1964)並描

述了二種外溢種類：「功能的和政治的外溢，前者指的是不同經濟部門

或議題領域的相互連結，且在一個政策領域中整合並外溢於其他政策

領域。後者則是指超國家組織模式的建構，如歐盟，不過後來哈斯改

採比較寬鬆的「政治體」(political community)概念取代超國家組織的

概念。新功能主義針對整合的定義，主張重視政府領導人與精英份子

所扮演的角色，認為他們的想法才是國家在推動整合上的關鍵，外溢

並非自動的而是仰賴菁英的推動。因此在推動整合上，以及關於超國

家組織的形成，主張各國的權力應是透過政府轉移至超國家機構，而

無須大眾社會心理共識為基礎」 （Haas，1964：47-49）。海斯（H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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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強調政治菁英份子在整合使的功能性角色，認為整合不能僅以

各國之間的交流數據（人員往來數量、電話數量）來衡量，因為擔由

數據無法做為整合與否的指標，重要的是數據須是否透過了解整合行

動者的認知與解釋，行動者如何認知與解釋這些數據，才會使得數據

具有意義（Haas，1970：627）。 

新功能主義學者林柏格(L.N. Linberg)則認為，整合終將出現「共

同決策的機制」(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system)，該體系的決策，係

由成員間透過協商的過程而制訂（高朗，1998：3）。 

新功能主義學派的主要論述如下： 

一、強調菁英在整合中的角色。認為推動整合乃是政治菁英的考量，當

整合具有利益則各國政治菁英便會認同並推動，故認為整合是來自

於各國政治菁英的自利而非他利之考量。哈斯認為，國際整合能否

成功繫於各國主要的政治菁英和政要的支持程度而定（吳新興，

1995：36），認為政治菁英才具有推動性與承諾性。基本上修正了

功能主義認為國家整合需建立大眾之共識的論點。 

二、強調「漸進式決策模式」。認為政治菁英在推動整合上無法做出長

期的決策行為。因為他們經常無法預知較早的決策所代表的意義與

政策意涵。因此整合需要經由慢慢的接觸與交流，從而進行規劃與

修正，故是漸進的再進行與推動的。 

三、哈斯提出整合的「溢出效益」（或稱擴散效益，Spill-over）。認為歐

洲經濟統合將是自我維續（self-sustain），認為經濟的整合會經由接

觸而慢慢導向政治上之區域合作，而形成外溢效益，且外溢並非自

發而成，而是需要透過菁英由功能部門之決議來推動，並影響其他

相關部門。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理論認為先由經濟上共同

利益的合作為基礎，才有機會透過外溢效益而進行政治上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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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效益主要有二： （1）菁英透過經驗過程，了解功能合作的益

處進而修正原本的觀念和行為；（2）藉由功能合作使得社會資源與

利益重新得到分配（曾怡仁、張惠玲，2000：55）。 

霍福曼（S. Hoffmann）與奈伊（J. S. Nye）更進一步提出功能

性聯繫可能會形成整合上之外溢效果，但也可能會形成溢回

（spill-back）的效果（Nye，1971：65）。霍福曼把經濟問題（低

階政治）跟政治問題（高階政治）分開，認為整合較容易在低階

政治上進行，一旦涉及高階政治的主權問題時，則整合將受到阻

滯 （Hoffmann，1966：862-915）。將整合的過程中的政治問題進

行程度上的區分，認為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在進行整合上是較難的，

原因在於其所牽涉的主權議題，是任何國家均所難以讓步與妥協

的，特別是它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的意涵，更增加其進行整

合的困難度。 

四、強調經濟整合應以區域為範圍，進而建置一個超國家組織來執行與

維繫。並且強調整合中除了政府領導與菁英外，亦須重視利益團體

的角色。當社會各利益團體都因整合而獲得利益時，自然會成為整

合過程的催化劑。 

  因此，透過新功能主義學派的界定來看本論文在兩岸整合的設定，

更能貼切當前兩岸關係的現況。由過往的互動經驗看來，兩岸之間若

要進行交流與合作，主要的關鍵來自於上位政治領導菁英在國家政策

的開放，即如新功能主義學派所強調的由上位的菁英所推動，並且是

漸進式的一種合作過程，當開放的面向經由合作對雙方產生利益，則

雙方在整合上將會更加擴大。因此，未來金門若要尋求與「海西經濟

區」進行經濟上的整合，則關鍵仍在於上位者是否授權與開放，透過

法令的規範與推動，兩岸在進行整合時才有所保障以及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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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建構區域經濟發展歷

程與策略探討 
 

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主要可從 1978 年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

進行瞭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發展被認為是一系列國家經濟

發展戰略，或者可以說，作為試驗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系列實驗性

策戰略，以及是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動態演進與調整的過程。中國大

陸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戰略」有如下的定義：周淑蓮認為，經濟發

展戰略定義是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和實現

這些目標主要措施的設想；經濟發展戰略是將經濟領域內各個部門的

發展作為一個整體考慮。馬洪認為經濟發展戰略是指涉及全域性的根

本性的長遠的經濟問題。孫尚清則認為經濟發展戰略事實現社會發展

總體戰略目標的基本戰略（陳雨晨，1983：78）。因此，本章討論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策略，基本上可視為從國家政策的

角度來瞭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歷程。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戰略佈局，

象徵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調整其經濟發展政策的第一步，而隨著每

一階段的完成與成果，在計畫性的進行下一階段的策略或進行策略上

的修正。中國的區域經濟並非憑空的構想，而是經過中國大陸不斷地

規劃與有計畫的推動著，並透過階段性的開放與試驗，逐步的由沿海

地區往內陸發展，目的則是追求中國整體性的發展與經濟的成長。本

章第一節，主要討論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內涵，將透過中國大陸區域

經濟的發展變遷與目的作為往後論文討論區域經濟發展的參考。第二

節，則分析中國大陸現行區域經濟的運作與現況，主要就區域經濟的

動態進行研究，即透過三大現存的區域經濟來進行研究，分別為：長

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三大區域。並且希望由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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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探討海西經濟區建構的發展性與效益，以作為討論金、廈進行經

濟合作的參考。 

 

第一節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與其政治路線有密切的相關，依

中國大陸的經驗觀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國家領導的路線與發展的政

策有密切的相關，並且可大致上可被區分為兩個主要的特色與歷程，

分別是毛澤東路線（中央主導與均衡發展）與鄧小平路線（中央與區

域協作與非均衡發展）或社會主義時期經濟政策與改革開放時期經濟

政策兩個特色區隔，主要可體現於不同的國家領導人所主導的區域經

濟政策上，分別是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而言，區域經

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各地區自然地理條件、交通

條件、人為環境、歷史原因的客觀因素，另一方面還取決於國家政策、

發展戰略等因素的變化。1949 年以來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變化

就是如此。1978 年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上主要是

以均衡發展戰略為指導思想，且在生產力佈局的實踐中更多地從屬於

國家安全的需要。1978 年改革開放以後，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從均衡發

展導向轉向非均衡發展導向，進而轉向協調發展導向（鄧力平、唐永

紅，2005：27）。因此，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可以透過兩個明

顯的政策來看，即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歷程可分兩階段：傳統計畫經濟

時期政府主導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地方自主型的綜合經濟區劃。

計畫經濟體制下，中央集權的領導形式使得綜合經濟區劃工作受到統

一管理、服從中央領導等因素影響，成為中央政府實施空間計畫管理

的手段；且經濟區劃存在應有地域差異性，我國對各經濟區採用是一

刀切的管理，難以有效實現因地制宜、地區合理分工、加強的區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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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聯繫等目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中央改變原有的經濟區劃概念，鼓

勵地區間的經濟協作並逐步建立規範的立法與政策體系。許多地區開

始在自主互利的基礎上，建立起各級經濟協作區等。這些經濟區在活

躍地方性市場、促進地區間的物質、技術合作與區域性經濟發展方面

起了較為積極的作用（陳秀山，2005：13-14）。到 1981 年，中國「第

六個五年計劃」（簡稱「六五計劃」）開始執行時，中國大陸基本上已

由 1949 年以來，以強調備戰及縮小區域差距為主的發展策略，轉變為

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考量，向「沿海傾斜」的經濟發展政策（耿慶

武，2001：21）。中國沿海省市的發展在 1990～1999 年間年均在 15 %

以上，從而帶動了全國平均 12.2 %的增長。這個態勢反映了中國自改

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有二: (一)來自開放政策； (二) 

來自外來力量。前者指中央政府所賦予不同地方的優惠政策和經濟自

主權，後者指外資、國外市場以及外國技術和管理的移入。由於改革

開放策略在全國各地的逐步落實具有時空上的差異，因此沿海若干重

點地區率先迅速發展起來，同時由於其發展基礎良好，在下一階段的

競爭中，仍將會具有更強的持續發展的潛力（薛鳳旋、蔡建明，2003：

531-532）。 

綜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年的經濟史，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形成不

是自市場自發集聚過程，而是通過中央政府各種空間排他性的選擇性

政策（優惠政策）形成的。在改革開放的各個不同時期由政策干預產

生了不同規模和不同類型的誘導性增長極—各種特殊經濟區。宏觀上，

中國實行了沿海發展策略、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區域

發展戰略；中觀上，有上海浦東開發區、天津濱海新區、福建海峽西

岸經濟區、廣西北部灣經濟開發區等國家級開發區的建設;微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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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遍佈各省市的省籍及省級以下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區的

發展。這些特殊經濟區帶動了中國區域經濟三十年來的高速增長，而

且在未來，特殊經濟區將依然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器（殷

存毅，2011：131）。依中國大陸之經驗觀之，不難發現國內政治因素

（發展路線），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對於國家發展政策主導程度之深，甚

至影響國家發展的程度，計畫經濟時期的策略追求「一刀切」的均衡

發展模式，更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幾乎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面

臨崩潰。而鄧小平執政後為挽救國家的經濟， 於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上

進行調整，最著名的即為其發表「允許國家一部份的人先富起來」的

言論，開始重視區域的差異性，出現了不同區域陸續發展「不平衡」

的模式，而不再「一刀切」的均衡發展模式，也為中國帶來三十年的

經濟發展，奠定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的實力與影響力，而自 1978

年以來迄今，中國大陸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基本上仍是依循著鄧小平

路線進行的。不過中共實施「改革開放」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追求經

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要加強與歐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經

貿關係，擴展在國際上的政治活動空間（高長，2006：9）。或者也可

以說，這些經濟區域發展策略是中國大陸為因應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

因素的變化而作的調整。改革開放以前的 30 年，中國政府為對抗西方

國家的封鎖政策，從國家安全與發展等多方面考慮，主要實行了優先

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與之配套的地區發展戰略，平衡佈局是這一時

期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原則。 

20 世紀 70 年代以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但在國家發展的同時，

中國政府調整了經濟工作方針，承認不平等強調重視投資效率的地區

差別，因此在 80 年代經濟發展戰略上主要是適應對外放的需要，進行

非均衡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進入 20 世紀 90 年代後，按照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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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中國區域經濟理論提

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論，並相繼實行了區域經濟協調戰略和西部

大開發戰略（鄧力平、唐永紅，2005：27-28）。區域政策指的是中央

政府針對特定地區所採取的政策，如經濟特區和開發區政策、貧困地

區開發政策、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實施上，一般需要借助於財政和

金融等宏觀政策手段，同時也需要地方經濟政策的積極配合。長期以

來，各級政府部門總是試圖或設想單純通過計畫手段對地區產業結構

調整，在全國範圍內塑造一個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但從「七五」到

「八五」計畫，再到「九五」計畫，雖然國家再三強調各地區要發揮

優勢、合理分工，建立各具特色的地區產業結構，可實際效果並不理

想，各地重複引進、重複建設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魏后凱，1998，

36-37）。 

尤其是沿海地區因為早期列為先開發的區域，在資源投注上市比

內陸區域更多也更充裕的，導致區域發展上出現因政策的失衡而產生

區域發展落差的現象。由此可知，中國大陸隨著經濟發展戰略上的傾

斜，政策上的問題為中國大陸帶來區域間發展失衡的問題，甚而愈發

成為嚴重的社會對立問題，為中國大陸的發展上帶來隱憂與挑戰。因

此，近年來中國大陸提高了區域在發展上的自主性，允許區域針對發

展進行規劃在由中央來落實推動，並且中央亦進行資源投注比例的修

正，使得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發展似乎越來越全面與完整，而「海西

經濟區」的建構計畫亦是重新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新發展戰略。 

 

壹、中國大陸區域經濟劃分內涵探討 

 

本論文接下來所要討論的為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內涵，主要在於

瞭解區域經濟的概念發展與在中國大陸的實踐歷程。並討論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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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劃分的進行與意義以及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變遷下，有關區域

發展經濟的意涵或者建構經濟所存在功能目的為何?並就「區域經濟」

名詞的定義進行分析與界定，以助於瞭解「區域經濟」的概念在中國

經濟發展策略上的涵義，以及為何會被建構的意義。「區域經濟」指的

是國內各「區域經濟體系」間的相互關係。而「區域」或「區域經濟

體系」，則被理解為「地理上鄰接的地區，由於擁有『類似的特徵』或

『互補的利益』，經由各種互動或物流關係，彼此緊密的聯結在一起」

（陳德昇、耿曙，2003：39）。經濟區域是指在經濟上有密切相關性的

地理區域範圍，在此範圍中的經濟行為具較高的共同性與關聯性，包

括：（一）區內地理環境相近、自然資源蘊藏量相當、人文社會與經濟

發展程度近似；（二）區內的經濟活動、交通運輸及資訊交流、生產要

素、產品與服務交換均較區外密切；（三）區域經濟（產業與市場）結

構的相對完整。因此，經濟地理學而言，經濟區域所指涉的不只是地

緣上的接近，還包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產業結構、資源狀況、

市場交易特性以及人文社會的親近性（陳信賢，2006：153）。艾薩德

(W. Isard)認為區域經濟為：「認定可在某一區域有效率從事生產並獲取

利潤之個別或集團產業；改善區域內居民之福利，例如提高區域內平

均個人所得，改善所得分配，更有效衡量所得等，區域內產業之分化、

達成區域內資源之最有效利用等」（于宗先、唐富藏，1996：154-155）。

區域經濟，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

他不僅是一種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和擴張，而且還意味著其質方

面的變化，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創新，社會生活質量和投入—產

出效益的提高（高洪深，2006：25） 。就區域經濟研究的對象而言， 

「區域經濟」涵括兩個範疇的研究：一是，針對單一國家內部區域經

濟不平衡發展的問題，尋求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策略研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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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地區經濟計劃等。二是，超越國家地理概念

的區域經濟整合；例如：圖們江開發計劃、東南亞國協東部成長區

( EAGA )、世界三大區域經濟組織等（楊妙華，2004，30）。綜合上述

對於區域經濟的界定，大致上可將區域經濟的概念作以下的整理，區

域經濟基本上指涉的是一定區域範圍，但這些區域必存在某些關聯（地

理、產業結構或人文）得以進行經濟上的交流與整合發展，並透過政

府政策上的開放與特別規劃，投注具優勢的資源以發展對於提高區域

發展或改善區域發展，或者進行區域間分工的一種經濟政策。以中國

大陸的區域經濟實踐來看，區域經濟政策的推展確實是依照地域本身

的差異性，如基於地理、資源、人口、產業型式等之考量，進行差異

性的、或者順序性的經濟發展政策，目的是透過這些特殊區域的開放

與彈性，吸引國外的資金與企業等進入協助中國大陸改善當時所面臨

的經濟問題，更在之後透過這樣的模式發展出亮眼的經濟表現。 

至於區域經濟如何進行劃分上，應可視為國家在針對地區差異與

功能所作的整體規劃策略，以中國大陸來說，區域經濟的劃分基本上

亦由政府來主導。經濟區域劃分的目的在於：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

無論在創造「區域優勢」（如：設立經濟特區、引入高新技術等）、調

節「區域差距」（如：規劃基礎建設、提供移轉支付等）、或節制「區

域分割」（如：消弭「羊毛大戰」之類地方保護主義作法）等方面，均

扮演極主動且關鍵的角色，甚至有關「中央」與「地方」的互動規則，

究其實亦多係中央政府所制定（陳德昇、耿曙，2003：15）。區域經濟

劃分是國民經濟在地域空間上進行總體部署的基本架構，是有計畫地

建立與加強區際和區內經濟聯繫，因地制宜發揮區域優勢，提高社會

生產地域分工水準和宏觀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根本目的是揭示各經

濟區域發展的有利條件、主要優勢和發展中的制約因素，指出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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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專業化發展的方向，通過區域內部有效的分工與協作，形成一個

生機勃勃的有機體，通過生產力的合理地區安排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高洪深，2006：75）。經

濟區域劃分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其不僅呈現出

國家內部發展的現況與差異，而且還會對未來經濟活動與政策產生影

響，但經濟區域劃分又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課題，因為側重的原則不一，

劃分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關於中國大陸經濟區域發展各種劃分方式

諸如「沿海與內陸」、「東中西部」、「六大區」、「十大片」、「七大經濟

區」、「九大經濟區」等（耿慶武，2000：55）。關於經濟區如何被劃分

出來，基本上涉及經濟區的劃分討論。中國的經濟區劃分是根據社會

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區域經濟發展的特徵或者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任

務隊經濟空間進行戰略性劃分。開展經濟區劃，一方面有助於揭示各

地區的發展條件與區域經濟的運行特點，客觀分析區域經濟存在的問

題並調整結構區域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並助於政府的統籌規劃（陳

秀山，2005：45）。 

至於中國大陸經濟區域劃分的論述是非常多元地。從 1985 年開始，

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七個五年計劃中，按照地理位置和經濟水準差距，

首次提出「東部（11 個省）、中部（8 個省）和西部（12 個省）」的「三

大經濟區域劃分」。迄今為止，這類區域劃分是使用最多的一種。20

世紀 90 年代，為了突出經濟區域特色，在已有經濟佈局的基礎上，以

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託，又逐步形成了「七大經濟區」的劃分，

即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環渤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西南和華南

地區、東北地區、中部 5 省和西北地區。至於三大經濟圈劃分，這是

對東部區域幾大河流入海口及其周邊城市群的劃分，即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張平，2005：3）。陳信賢則依照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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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發展條件與現況，將經濟區域劃分為八大區塊：東北地區、環渤

海經濟區、黃河中游區、長江三角洲、長江中游區、東南沿海地區、

西北地區、西南地區。但他亦指出一般討論中國大陸的區域發展，尤

其是區域發展差距時，仍多以省一級行政區或東中西三大地帶作為劃

分（陳信賢，2006：154）。 

魯鳳、徐建華則提出，中國經濟區域的地域劃分，主要有以下幾

種方法：兩分法，即劃分為沿海和內陸地區；三大地帶的劃分，主要

按照「七五」計畫以來確定的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進行區域劃

分；六分法，即把全國劃分為六個區：華北地區、東北地區、華東地

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方；七分法，即把全國劃分為七個

部分：遠西、北部腹地、南部腹地、中部核心、北部沿海、東部沿海

和南部沿海； 以省級行政單元（包括省、直轄市、自治區）為基本區

域單元的劃分方法； 以縣級行政單元（包括縣、縣級市、縣級區、縣

級鎮）為基本區域單元的劃分方法（魯鳳、徐建華，2004，60）。高洪

深認為依據與類型來看經濟區域的劃分有兩種，分別為區域的類型和

分級綜合經濟區。其中第一種劃分是以區域的目的作為劃分的依據，

及區域想要發展的模式與屬性來進行，基本上考量的是地區本身的結

構與現況來進行；第二種是以區域在全體經濟發展戰略上的定位來進

行不同層級的分工，是一種建構全體性經濟合作的功能性的劃分（高

洪深，2006：75-77）。區域經濟概念的建構，基本上為中國大陸發展

經濟的一個策略修正，亦是正視與調整區域間差異的一種發展策略的

運用。經濟區是勞動地域分工的必然結果，是區域經濟運行的基本格

局。在一個自然地域內，不同行政區域以相同或互補稟賦要素為基礎，

以共同經濟發展目標為紐帶形成地域經濟綜合體，並以具有豐富要素

資源和優越交通條件的經濟核心區為中心地，通過交通等多種管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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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向四周擴展其經濟貿易範圍和擴散產業，在以這些中心地為中心連

接周圍各級區塊市場所組成的市場經濟網絡形成地域經濟共同體，更

是跨區域重構經貿聯繫。一般來說，構成現代化經濟區域要素包括經

濟中心（指各級城市）、經濟網絡（指交通網、交流網和通訊網）和經

濟腹地（指中心和網絡的吸引範圍）（葉飛文，2008：80）。中國區域

經濟的合作是利用各地的優勢，發展互惠的經濟項目。要在經濟發展

的過程中，積極推進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間的聯繫，各樣可以通過各

種形式的經濟合作，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對那些發展落後的地區起

到輻射和帶動作用，從而促進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主要有一個主要

特點，即政府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開始改變，不同區域的合作方

式和效應出現明顯差異（陳秀山，2005：28）。因此，透過減少政府在

地方經濟上事務的作用，以擴大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上的權限，提高

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上的主導性與主動性，確實為區域發展注入更

多的活力與多元性，也使得地區的功能性得以強化與聯繫。中國大陸

經濟區域的劃分基本上是站在發揮區域本身的比較優勢，進行擴大區

域內發展而進行的一種發展策略，除了透過瞭解區域的特性與差異性

作發展上作政策規劃，也希望可以重新提升區域內部發展條件，並對

外吸引他國經濟的投資與交流，更重要的是逐步地加強跨地區之間的

經濟聯繫與整合，構成一個功能不同但卻彼此分工清楚的整體性國家

經濟發展戰略。 

 

貳、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發展歷程 

 

在鄧小平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下原涵義：「以東部沿海省區發展為

優先考量，讓東部沿海省區先富起來，憑藉經濟發展中的擴散效應，

發揮帶動經濟全面起飛，由部分富裕走向全民均富」，且按著梯度逐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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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第一級是經濟特區，第二級是沿海開放城市，第三級是內陸經

濟腹地。發展順序係依沿海省區發展、再發展至中部地區、最後到達

西部內陸省區（朱厚倫，2004：14-16）。大陸 1980 年代所施行的沿海

區域經濟發展政策，並非在一個統一的「戰略」下，逐步施行的一套

配合完整的發展政策。若仔細研究該些政策施行的背景與歷程，即可

看出，大陸 1978 年開始所施行的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是先在定點

上（深圳），由實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特區」經濟發展經驗開始，再

逐步推廣至其他沿海重點（港口城市）及地區的「實驗過程」（耿慶武，

2001：32）。關於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不同的學者均提出不同

的觀點，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階段論（陳秀山、張金鎖、康凱，2005）、

三階段論（耿慶武，2001、楊開忠，2010）、五階段論（殷存毅，2011、

王思粵、陳麗瑛，1996），兩階段論的提倡者主要是依據國家發展戰略

來進行論述，認為從計劃經濟的階段轉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階段

作區分，國家在發展策略上有明顯的轉型與特色，因此是從國家整體

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劃分，重視的是比較兩個階

段之間在區域經濟上的發展差異，即開放與否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或國

家發展的影響。三階段論的學者，則是以改革開放後作為主要討論的

範圍，基本上認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並無出現區域發展的特色與政策，

因為重視的是區域均衡發展的觀點。故認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依國家

整體發展戰略可分為三個階段，主要從 1978 年改革開放開展，如耿慶

武認為第一階段為（1978-1983）興辦經濟特區、第二階段（1984-1990）

為開放沿海地區，以及第三階段（1991-迄今）的多元全面對外開放；

楊開忠則區分為：第一階段（1979-1991）產業佈局重點向沿海地區傾

斜、第二階段（1992-1999）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以及第三階段（2000-

迄今）統籌城鄉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階段。中共自 1949 年建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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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域發展戰略歷經了三個時期：一是沿海與內陸平衡發展時期；二

是傾斜政策下的不平衡發展時期；三是朝著區域一體化目標前進的區

域均衡協調發展時期。從中國區域發展的演進過程來看，正好就如同

西方區域發展理論的演進，從平衡發展理論到不平衡發展理論，再到

區域協調發展理論（高進吉，2008：30）。將中國大陸區分為三階段的

論者，有些學者區分的依據主要是政策的開放程度來進行劃分，如由

一開始的部分地區到後來的全部區域的開放；有部分則是依據區域發

展協調的程度來劃分，如傾斜發展到協調發展。     

至於提出五階段論點者，則依據整體國家發展作為劃分的角度，

如殷存毅依國家區域的發展與規劃進行區分，將經濟發展分為以下五

階段：沿海區域、長江三角區域、西部區域、東北區域、中部區域等

五個開放的階段，重視的地域性在發展上的時間與政策，但基本上也

是以改革開放後的發展與政策作為討論範圍。此外，王思粵、陳麗瑛

依開放經濟形式提出五階段論：第一階段設立經濟特區、第二階段開

放沿海城市及設立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三階段外貿體制改革、第四階

段外匯制度改革以及第五階段採用租稅減免以鼓勵引進外資。 

本論文接下來結合上述的發展階段內容，透過地域性的角度、與

區域協調的角度作為討論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階段選擇，並依國家

區域發展的戰略，分為五階段討論中國大陸區域經濟之發展歷程：沿

海區域、長江三角區域、西部區域、東北區域、中部區域等五個發展

的階段，來探討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的歷程與策略。以下就五個階段

分別進行分析： 

一、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策略、不平衡的發展戰略： 

  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政策主要因應文革結束後避免中國經濟的崩

潰，由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來的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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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發展戰略思想後，進而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的說法。因此，

在 1980 年代，中國通過在沿海地區設立四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十

四個沿海城市，並賦予這些地區或城市一些特有的財權和事權下放，

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因此形成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殷存毅，

2011：63）。為加快改革開放地步伐，中國政府開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

先後開闢了沿海經濟特區、開放港口城市和經濟開放區。1980 年 8 月

深圳經濟特區政是設立，隨後又相繼設立了珠海經濟特區、汕頭經濟

特區和廈門經濟特區，實施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1983 年 4 月，

國務院決定加快海南的開放建設，在政策上放寬，給予較多的自主權。

1986 年 2 月國務院提出經濟特區應建立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的外向

型經濟，進一步發揮「兩個視窗」、「兩個扇面」的作用。1988 年 4 月，

設立海南經濟特區，給海南更加靈活的經濟政策和更大的經濟自主權

（楊開忠，2010：101-102）。這也是中國大陸發展區域經濟的開端，轉

變過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發展方針以均衡為主，鄧小平時代由

於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挑戰，開始打破區域均衡發展的策略模式，透

過建構與開放部分區域（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做為先試，企圖作為

挽救當時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的第一步，從六五計劃開始走向提高經濟

效益為主要競政策的方向。 

二、推動長三角發展與建設浦東新區： 

  此策略為發展沿海經濟的擴展或延伸。主張以上海浦東的開發作

為開放的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三角沿岸城市，目的在於把上海建

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

流域經濟發展。隨著 1980 年的沿海開放策略的成功，中國大陸開

始第二階段的區域發展計畫，透過重點城市的發展規劃，並希望建

構新的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即透過打造上海為中國大陸主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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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心，帶動長江流域的發展。基本上上海一直以來即為中國大陸

經濟的重心，因此放在區域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可預期的，因為第一

階段的開放帶有試驗性與不確定，因此，自然不會冒險把上海先作

為第一階段的開放考量，而隨著第一階段發展的順利，第二步則是

如何保持上海經濟核心之地位。 

三、展開西部的開發： 

  來自於 1990年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國內與國際兩個因素的挑戰而

開展的發展策略，亦可視為是中國大陸的區域發展策略因應環境因素

的第一次修正。國內的挑戰來自於區域發展策略所帶來的區域發展失

衡所致，中國內部出現沿海集中發展而內陸停擺的現象，導致內陸與

沿海區域發展失衡，所引發的國內發展壓力，因而出現發展西部的考

量。而另一個因素，則是國外的挑戰，來自金融危機國際經濟環境的

衰退，導致中國第一階段的發展模式（出口導向模式）受到挑戰，開

始思考調整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如何建構中國大陸西部內需型的市場

則成為新的發展主軸。 

四、振興東北地區發展戰略： 

  主要在於重新提振中國大陸的重工業發展，進行對於國力整體提升

的另一項發展策略。基本上，工業為國家發展的基礎，若要進行區域

的規劃上，東北的發展仍是以工業發展為主要定位，因此，針對發展

東北的問題，則以重新提振衰微的工業作為首要的目標，藉由區域自

身的屬性與特色來進行發的規劃亦為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

色。 

五、中部地區崛起區域發展戰略： 

  中部是中國的內陸地區，同時也是中國的農業和能源及重化工業生

產基地，發展的規劃應可視為第四階段的延伸。（殷存毅，2011：65-66）



第三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建構區域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探討 

79 

 

中部的發展定位，可視為供應中國大陸追求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的基礎

策略，中部地區是中國大陸農業、能源和重化工業的生產基地，因此

整體的發展規劃上，扮演未來推動中國大陸發展上的重要角色。 

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經過近二十年的實施，可綜合描述為一

從東南沿海起步，然後自東（部）到西（部）、由（沿）海到（內）陸

逐步推進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

「沿邊地區」--「沿江地區」--「內陸省會城市」的多層次、階段性、

重點性、由點至面的一套全國性區域發展政策（耿慶武，2001：31）。

透過上述五個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整體發展

的規劃有了初步的完整性，並且是經由不斷的調整與修正的發展過程

而來，也似乎有針對每個區域所屬的特性與條件來進行安排，在推動

區域發展的可行性確實提升不少。而「海西經濟區」的提出則視為強

化東南沿區域發展之外，應有一更重要的政治性意涵，即在於兩岸的

強化的交流以及政治上的開放，這可以從其對台優勢的特性上得出。

此外，針對中國大陸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構想還可以視為中國

大陸深化區域合作的一個大的發展戰略，透過過去長三角與上海、珠

三角與港澳等的發展模式，作為強化兩岸合作的建構，並在之後連結

「海西經濟區」、台灣以及港、澳，建構出中國大陸學著馮雷（2009）

所提出的「中國自由貿易區」，一個跨區域合作的大發展戰略。 

 

參、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類型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都發生重大變革，市

場機制逐步取代計畫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區域戰略重點

選擇上，國家改變過去的「均衡佈局」戰略，取而代之的是效率優先

的「傾斜」戰略。而為了鼓勵沿海地區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對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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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行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國家區域管理體制改革和區域發展戰略

的轉變，使得地方政府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體，極大調動了地方發

展經濟的積極性，從而使得區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陳

秀山，2005：26）。為了學習外國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同時更為了吸收

外資和拓展海外市場，中國大陸當局早於 1979 年便建議在廣東和福建

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其後，又指定十四個沿海城市為「開放城市」，以

及成立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帶三個「經濟開放區」。

1985 年通過的第七個五年計劃（1986-90）明確地把全國分成三大經

濟地帶：東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並提出以「沿海發展策略」為核

心的空間梯度發展形態（李思名，1996：22）。鄧小平說：「特區是個

視窗，是技術的視窗、是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

視窗」（鄧小平，1993：51-52）。這是對創辦和發展經濟特區的目標和

意義的深刻揭示，是對經濟特區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地

位和作用的精闢概括（鍾堅，2010：17）。經濟區域的特點是，它突破

了某些行政區劃界線，它強調的是區內各經濟主體在經濟、社會和文

化上的趨同性（張平，2005：3）。在中國大陸之實踐上，經濟特區是

最早指定以吸引外國投資的地區。經濟特區是對改革開放政策早期吸

引外國資本、投資、企業及技術方面的試金石，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它們在某些地方酷似第三世界地加工出口區，它們既定的工業出口策

略為它們提供了立法和稅收特許權及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用地，以方

便外國投資者。 

中國的經濟特區亦對外國投資者提供類似的財政、立法及基礎設

施的優惠，包括享用免稅期、利潤可以容易匯出中國，和提供可以即

時使用公共設施和廠房（葉嘉安，1996：249）。簡而言之，特殊經濟

區即實行特殊經濟策的一定空間範圍，是指一個主權國家或地區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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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經濟發展等目的，在其管轄範圍內有空間選擇地

實行某種特殊政策的特定經濟區域。而廣義來說，特殊經濟區還包括

不同主權國家之間或不同關稅區之間通過協議結成的旨在區域貿易自

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類特殊經濟區域（殷存毅，2011：131-132）。

當今世界範圍內，特殊經濟區的稱謂、功能及具體作法千差萬別，但

其基本類型主要有：保稅倉庫、自由港、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

綜合型經濟自由區和科學工業園區等幾種形式（唐永紅，2003：19）。

因此，中國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經濟特區、經濟

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等各類特殊

經濟區成為經濟發展極其重要的空間重心，構建了一套特殊經濟區政

策體系。特殊經濟區作為帶動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通過內外兩種資

源集聚與體制革新，提升了中國的工業水準與科技研發能力，推動了

外向型經濟發展以及各地區的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進展。所謂經

濟特區，是指主權國家或個別地區在其境內劃出一定範圍，實行特殊

開放政策和特殊管理體制，以此實現特定經濟目標的特殊區域。經濟

特區大致有五種發展模式（鍾堅，2010：11-15）： 

一、貿易型：以減稅為主要優惠政策，發展對外貿易和轉口貿易，以商

業營利為主要目標。 

二、工貿型：以減免關稅和所得稅為主要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在區

內投資、生產和出口各種加工製品，以生產收入為主要目標的經濟

特區。 

三、科技型：以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依託，通過吸引外資、外技，建立高

新技術出口產業，以研究、出口和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為主要目標。 

四、綜合型：以一業為主，多業經營，具有多層次的產業結構多功能和

規模比較大的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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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境行：由一個關境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區延伸或擴大而形成的經濟

特區，有些是跨國境，有些屬於跨關境。 

綜觀中國大陸在發展區域經濟上的歷程與模式，透過設置特殊經

濟區的模式，再加以開放與優惠的政策，使得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上

得到初步的成果。特別是經濟特區的模式，中國通過在沿海地區設立

四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

為中國大陸地沿海城市帶來優勢的發展戰略。而也因為經濟特區是中

國大陸對改革開放政策早期吸引外國資本、投資、企業及技術方面的

試金石，陸續開展了一系列的發展模式，如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保稅區等，為中國大陸帶來長足的經濟發展以及國家

的提升。但是隨著經濟特區這類資源過度投注的不平衡經濟發展模式，

逐漸也造成了中國大陸內部發展上出現區域的失調，以及區域之間的

貧富差距或發展失衡現象。因此，隨著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

差距的逐步擴大，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公平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特

別是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規劃，因此在區域發展政策上也修正從協調發

展的角度進行，透過各地區發揮其比較優勢，以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並且透過已發展區域地持續成長來帶動較落後區域的發展，發揮區域

的特色並作為互補，以達到整體共同發展的目標。故在面對區域間因

為發展政策所導致的失衡問題，成為中國大陸近幾年來在制定整體發

展策略上所主要考量的重點，特別是如何由現有的三大經濟圈而來帶

動其他區域的發展，以推動區域共同發展的目標，成為中國大陸在區

域發展上的主要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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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探討：以沿海三大區域經濟圈

為例 

 

經濟學上的「經濟圈」， 是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

心， 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

環狀經濟區域（蔡德林，2011：4）。世界上的經濟發達的區域基本上

是沿海城市經濟帶，以一個城市為龍頭，帶動一批城市發展並最終形

成一個經濟圈，目前的中國已形成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經

濟圈並存的格局（陳耀，2003：17-19）。「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提出，

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有條件的區域，

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

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分佈合理的「新城市群」。而新城市群或者

說「都市圈」，它是一個或大或小的區域經濟共同體，發展的目的就是

將分散的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以期謀取人流、物流、能流與資訊流的

快速、高效運營和最大效益，收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就目前

比較成熟的三大都市圈，從地緣關係上看，京津冀都市圈具有人文優

勢；珠三角背靠國際大都市香港，具有亞洲優勢；而長三角更具「蝴

蝶效應」潛質，展現出吸引全球的世界魅力（陳述彭、陸鋒，2006：1。）

都市圈的規劃可以使屬於不同省份的城市組成一個更廣泛的經濟單元，

這似乎更有利於區域經濟逐漸走向集聚，而剛被劃入都市圈的城市則

可以從這一劃分中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從而分享經濟集聚和核心城

市輻射效應。都市圈之所以存在，至少在以下兩個意義上體現了經濟

活動與空間的關係：第一，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高度集聚，占地面積很

小的都市圈（尤其是其核心大城市）是經濟活動集聚的主要地區。第

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相互依賴性，在同一個都市圈內部，不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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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城市分工協作，互為需求與供給，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孟可強、

陸銘，2011：3-4）。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體制轉軌的特定歷史背景

下，中國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及生產要素在

市場機製作用下向一定地理單元自然聚集加上區域政府大力推動。長

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區，都是先由若干個有關連的地理單位

因經濟發展協作需要而自然集聚在一起，再由政府推動並明確界定經

濟區範圍和經濟區域的發展進行規劃和協調的（葉飛文，2008：83）。 

國家日趨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也使國內經濟日漸和國際市場、資

金和技術接軌。經濟區內的大城市以其全國最通達的對外和對內交通、

通訊，最大行政及金融中心和優質人才集中地的優勢，成為外資進入

該國市場、購買或利用其人力和天然資源的地區總部。基於此，它是

進出該國的資金流、物流、技術和資訊流的最方便門戶。我國自改革

開放以來，已在東部沿海形成了三個不同成熟程度的都會經濟區。因

為改革開放的先後， 以及地理位置，特別是和外資投入中國大陸的策

動源(香港) 的距離，三區之間亦存在一些發展上的差距。但這些經濟

區都有明顯的共性: 有明顯的核心市（薛鳳旋、蔡建明，2003：534）。

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並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為

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以香港、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經濟圈，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京津冀經濟圈。這三大城市經濟圈，

土地面積合計為 90.4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 9.42 %；人口為 4.37 億，

占全國的 34.23 %；2002 年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62628.92 億元，占全國

的 61.16 %。因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初步統計，

僅 2003 年上半年，上述三大經濟圈的 GDP、實際利用外資額和出口

額分別占全國的 39.27 %、68.47 %和 72.3 % ，真正成為了拉動我國經

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強勢地區（餘澤忠，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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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大都市圈共同的規律是依靠改革開放政策，發揮區位優勢，

實現基本生產要素資本的大量投入獲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三大都市圈，

無論是外向型模式、內地市場型，還是內外均衡型，均依靠資本的大

量投入。這種投資能夠實現的關鍵是適時把握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及

其國內政策條件。南方兩大都市圈的發展都得益於政策優勢的推動。

20 世紀 80 年代初，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國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優勢

使珠三角率先承接都市圈外的產業轉移。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和浦

東開發的政策優勢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董鎖成、王培縣，2006：

42）。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經濟區域為主結構的新的發展形式，正

在演變成為中國經濟格局的最大地區性特徵。在全球化、區域化的進

程中，我國區域經濟也在努力發展，以期在 21 世紀獲得更大的國際

競爭優勢。在我國華南經濟發展中，珠江三角洲起到了龍頭的作用；

在華東以及長江流域經濟區發展中，上海及長江三角洲起到了重要的

龍頭作用（譚成文、李國平、楊開忠，2001：13）。透過現已發展的三

大經濟圈的輻射效應，希望能為落後區域起到帶動效用，因此，政策

規劃的走向似乎傾向各區域競合似的互補作用，大於區域間競爭的意

含。 

以下將透過中國大陸三大區域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分析，並探討

三大區域經濟發展中，「區域結合主要城市」的發展策略，對於其內的

城市或跨區域合作上所帶來的影響與效應。因此，並透過三大區域經

濟中的核心城市的發展模式，進行分析區域經濟的發展對於城市經濟

發展的建構與影響，藉以作為論文之後分析海西與金門區域合作的效

應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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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長三角經濟圈與上海經濟區模式分析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是指由滬、蘇、浙三地 16 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

的複合型區域，具體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

鎮江、南通、揚州和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

舟山和台州市，整個區域土地面積為 10.97 平方公里（葉飛文，2008：

143）。長三角區域自古就是經濟富庶、文化發達的區域，特別是在長

江黃金水道的連接下，江、浙、滬在區位上呈現出頻繁的經濟貿易來

往。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是目前中國經濟最活躍、經濟實力最

強的地區之一（閏彥明，2010：35）。「長三角經濟圈」概念第一次出

現，是在 1997 年成立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時被明確提出的。為

切實推進區域經濟圈建設，長三角經濟圈建立了一系列、不同層次的

合作協調機制。這些協調機制極大推動了長三角經濟合作一體化進程，

在產業機構、統一市場、基礎設施一體化等方面展開富有效率的合作

（汪偉全，2010：12）。長江三角洲不僅有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

而且有裝備優良，行業配套俱全的南京、杭州，還有全國聞名的明星

城市蘇、錫、常及重要港口寧波。長江三角洲又可分為四個小圈蘇、

錫、常、通圈緊靠上海，與上海一起構成該地區的核心，是三角洲發

展對外貿易的主要地區，也是發展機電工業的中心地域；寧、鎮、楊

圈，是具有相當規模的重化綜合工業區；杭、嘉、湖、紹圈，是魚米

之鄉，而且紡織工業、食品工業、機械工業也有相當基礎；甬、舟圈，

不僅可發展沿海重化工、海洋捕撈業，而且是我國極具潛力的深水港

口和中轉碼頭。四小圈又分別以滬、甯、杭、甬為中心，輔之周圍的

明星縣鎮，呈現出圈中有圈，各具風采（高汝熹、阮紅，1990：11）。 

至於長三角經濟區的特點，主要以混合企業主導型。即以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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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密集型產業為支撐，現代製造業、包括金融在內的現代服務業比

較發達。長三角經濟區擁有我國最大的港口群和城市群，是「總部經

濟」和跨國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嚴正、馬照南、孫寶臣，2006：9）。

近年來，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走向經濟一體化，上海龍頭地位明

確，其他地區圍繞上海進行資源的整合和配置。在政府層面，上海、 江

蘇、浙江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一年一度的定期交流

( 在產業界，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如高速公路、鐵路、航空、

港口碼頭等) 的一體化已經卓有成效，各種促使發展機制一體化的企

業跨地區發展、跨地區的兼併收購活動也正在風起雲湧（劉丹鷺，2005：

93）。基本而言，90 年代中期以來，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不僅獲致外

資的青睞，上海亦成為此一地區之龍頭角色，且在政府職與運作協調

上居領航地位，也能在利益上讓鄰近之江蘇與浙江分享。「長三角經濟

圈」十餘個城市的經濟綜合體，一旦結合將成為大陸經濟發展與成長

重要驅動力所在。尤其是結合 2010 年上海博覽會之訴求，其作為區域

經濟發展之指標，可預見其深遠影響力（陳德昇，2007：3-4）。 

目前長三角經濟圈的發展逐漸擴大。自 20 世紀 80 年代上海經濟

區成立之時，僅包括上海及其周邊的 10 個城市，20 世紀末發展為 15

個城市，而 2007 年形成了包括兩省一市的「長三角經濟區」，2008 年

又加入了安徽省，形成了更加廣義的「泛長三角經濟區」（孟可強、陸

銘，2011：4）。未來隨著泛長三角經濟圈的建構，將帶動更多鄰近長

三角城市的發展，使得長三角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第一增長極的作用

更加明顯。而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帶領的角色亦將更為鞏固。不過在

中國大陸發展區域經濟的同時，區域之間的各城市在針對發展資源的

爭取上，要如何落實更加公平的分配與管理，以及如何建立控制的機

制來進行，以減少城市之間的趨向競爭大於合作的狹隘本位思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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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泛長三角在發展上的一大挑戰，也成為中國大陸發展區域經濟上的

隱憂。 

 

貳、泛珠三角經濟圈與廣州經濟區模式分析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是圍繞廣義上的珠江流域所展開的經濟空間，

它是隨著珠三角城市區域經濟力的逐步擴散而形成與發展的，大致經

歷了一個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過程，因而是

一個動態發展的經濟空間概念。「小珠三角」是指傳統意義上的珠江三

角洲經濟區，範圍包括 14 個市縣：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

東莞、中山等，市，以及惠州市的市區和惠陽、惠東、博羅三縣，肇

慶市的市區和高要、四會兩市；「大珠三角」指的是小珠三角加上香港

和澳門構成的區域。「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目前提出它是泛指包括廣

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 省區和香

港、澳門 2 個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廣大區域（李冬平、楊友孝，2005：

169）。珠三角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對外貿易口岸之一，廣州曾位居中

國五大通商口岸之首，改革開放時，珠三角被中央賦予「靈活措施、

優惠政策」而先行一步，成為八十年代中國開放政策的楷模。珠三角

積極吸收、利用外資與國際勞動力分工及亞太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

的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了「共振作用」，大量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力密

集型製造業企業進入珠三角，不僅吸收了本區域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還為大量來自區外、省外地遷移人口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使珠三角農

村地區迅速實現現代化。同時也正式通過外資的投入，尤其是作為外

資主要來源的港、澳境外牽引作用，而與世界經濟重組、國際勞動分

工以及世界城市體系聯繫起來（楊春，1996：87）。 

1994 年 10 月，中共廣東省委七屆三次全會決定制定建設珠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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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經濟區現代化的整體發展戰略。1995 年 6 月初，完成了《珠江

三角洲經濟區城市群規劃》的制定工作。「以『珠三角』有機協調的城

市群為整體，以廣州為核心，以廣州至珠海和廣州至深圳的發展線為

主軸」， 這一發展戰略卓有成效地推動了「珠三角」經濟的持續飛躍

和都市圈現代化建設的整體發展。「大珠三角」是廣東加上香港及澳門, 

也可以稱之為粵港澳合作。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粵港澳就開始了民間

的「前店後廠」式的合作。尤其是 2003 年 6 月 29 日 CEPA ( 《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立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簽訂，意味著「大珠三

角」的融合和發展走向了更寬的領域、更高的層次（陳瑞蓮、劉亞平，

2007：43）。珠三角經濟區的特點為港資、外資企業主導型。是全國最

大的高新技術產業帶和世界級電子、電器產品製造基地。港資以外，

主要是東南亞和海外的華資，真正的西方資本並不占明顯優勢，而是

「三來一補」和貼牌生產的現象突出（嚴正、馬照南、孫寶臣，2006：

10）。珠三角地區之所以可以成為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極」，是因為

珠三角地區廣泛地利用了毗鄰香港這個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生產或者服

務的優勢，降低了製造業發展的交易成本，同時通過廣東南部地區要

素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努力降低製造成本，其著名的「前店後廠」

模式，就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區域生產力配置理論和實踐的精彩

描述（劉丹鷺，2005：92-93）。因此，針對珠三角經濟圈地發展，除

了區域內的廣州之外，實際上香港作為核心城市的帶領角色是更重要

與明顯的，透過香港扮演珠三角在中金融上角色，確實為珠三角在發

展上帶來更多的吸引，更別說在發展珠三角中資金的挹注與引入。因

此，珠三角經濟圈的發展香港應該更被視為主要龍頭的核心城市。 

而隨著「珠三角」的發展，近年來更發展出「泛珠三角」的發展

政策。所謂「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是指包括珠江流域及周邊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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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廣西、湖南、福建、江西、海南、四川、雲南、貴州，九個省、

自治區，再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經濟區域，簡稱「九

加二」。推動「泛珠三角」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以香港、廣東為增長極，

以區域合作為平臺，促進各成員的經濟發展和有效地加入到國際區域

經濟合作的潮流中（李開宇、李九全、曹小曙，2005：165-166）。2004 

年 6 月 3 日，泛珠三角區域政府行政首長在廣州簽署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框架協定》，這意味著中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區域

經濟合作的正式啟動，也標誌著中國區域政府體制最大的合作框架正

式形成。「泛珠三角」區域政府合作是「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的必然趨勢，也是「泛珠三角」政府應對經濟全球化、區域化，解決

區域公共問題的必然要求和現實選擇，必將極大地推動「泛珠三角」

區域各省區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增強區域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推

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亞太區域合作的發展，也將為中國政府探索

一條區域間政府合作的創新之路（陳瑞蓮、劉亞平，2007：42）。 

故「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以香港和廣東為區域增長

核心，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泛珠三角」區域的資金、

技術、人才、資訊、資源等要素有機結合，實現區域經濟更高層次的

發展。其時空間結構表現為：先期由珠三角向北擴展腹地，中期擴大

形成以廣州—香港走廊為龍頭的大珠江三角洲為核心區、其他區域為

腹地的「大珠三角」經濟區（其中粵、桂、湘、瓊、滇為緊密腹地，

閩、贛、黔、川為次緊密腹地），遠期隨著區域合作的加強和區域經濟

的發展，走向區域一體化。其空間擴展過程表現為：由珠三角到大珠

三角在到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尺度由城市到省域再到跨省

域，國內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尺度在鄰近區域內不斷擴（李開宇、李

九全、曹小曙，2005：165）。實施「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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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以通過輻射腹地的擴大，保持和提升原有的區域經濟優勢地位。

從這個角度看，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發展，也必然帶動國內各個經

濟區爭先恐後的良性發展的競爭局面，有利於各地區經濟發展活力的

增強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推動後發地區的經濟增長（李冬平、楊

友孝，2005：170）。因此，發展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主要是希望擴大

其經濟腹地，以對於區域經濟綜合實力的增強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有

所助力，使的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及鄰近地區（如港、澳）合作地區

發展成為中國大陸具競爭力的經濟地區。目前珠三角以及於泛珠三角

地區與香港 CEPA 之運作，以及與東協國家建構自由貿易區之互動，

皆可體現其經濟發展之潛力與企圖心，尤其是廣東素以敢於衝撞體制

與突破政策規範聞名，因而在區域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進程凸顯其區位

優勢和自主創新精神（陳德昇，2007：4）。隨著泛珠三角的概念發展，

未來香港與澳門的地位將更加被強化，也為珠三角走向結合國際的區

域經濟發展模式帶來更多的優勢與助力。 

 

參、環渤海經濟圈與北京、天津經濟區模式分析 

 

環渤海經濟圈是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結

合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律而提出的構想。其基礎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

成的京津唐、遼中南、山東半島三個相對獨立的經濟區。這一戰略構

想對於我國經濟整體及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振興東北、帶動中部崛

起、促進東北亞經濟合作的意義重大。環渤海經濟圈是在上世紀 80

年代中期，「大渤海地區」概念的演變。此後，這一概念得到學術界和

官方的普遍重視。1996 年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九五」計畫和 2010 年遠景目標》則明確地提出了要依託沿海大

中城市，形成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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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至此，環渤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升到了國家的發展戰略（蔡德林，

2011：3-4）。環渤海地區包括京、津、冀、遼、魯三省兩市，國土面

積占全國的 5.4 %，人口占全國的 17.9 %，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 23.9 

%，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核心區和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早在

1992 年 10 月，黨的十四大報告就明確提出, 要加速環渤海地區的開

發開放，力爭經過 20 年的努力，使其成為我國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

區（魏后凱，2008：8）。至於環渤海經濟圈的戰略角色，主要扮演連

結東北亞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並由於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進一步

希望建構與韓國、日本，俄羅斯、港澳、台灣等區域經濟整合的功能。

環渤海地區位於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向東與韓國和日本隔海相

望；向北聯結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向南與中國長三角、珠三角、

港澳臺地區及東南亞各國聯繫。獨特的地緣優勢，使其成為海內外客

商新的投資熱點地區，為環渤海區域開展國內外多領域合作提供了有

利的環境和條件。以京津為中心，大連、青島、煙臺、秦皇島等沿海

開放城市為扇面，以瀋陽、太原、石家莊、濟南、呼和浩特等省會城

市為支點，構成了中國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交往

的密集城市群，在國內發揮著集聚、輻射和帶動作用（李學工、薛娜，

2010：67）。 

環渤海經濟區的特點為國有企業主導型。國有企業比重大。在該

地區外商投資來源中，日本、歐美、韓國等外商投資的比重較高。該

經濟區是中國最重要的以礦產加工、重型裝備製造和輕紡加工為主導

的綜合型工業基地，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產基地。尤其是擁

有中關村科技園區、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等國家及高新技術開發區（嚴

正、馬照南、孫寶臣，2006：10）。而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比起另外兩

個經濟圈而言，出現了兩大挑戰，而使得發展上未如前兩大經濟圈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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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亮眼。目前京津冀都市圈由於國有企業的比重較高，國家投資或者

扶持的力度很大，因而也能夠實現巨大的資本投入來帶動經濟增長，

但是經濟效益明顯沒有南方兩大都市圈高（董鎖成、王培縣，2006：

43）。環渤海地區的產業佈局和產業分工結構雷同現象嚴重。北京、天

津、遼寧和山東都以電子資訊業、冶金和石化工業為主，山東、遼寧

和河北都以機械製造業為主。而大部分省市都有鋼鐵、煤炭、化工、

建材、電力、重型機械、汽車等傳統行業。導致產業結構自成體系、

明顯趨同，使得區域內經濟發展日益趨同導致經濟摩擦與衝突現象時

有發生（杜小軍、柳新華、劉良忠，2010：37）。 

另一個挑戰來自環渤海經濟圈缺乏主要核心城市來帶動。目前以

京津冀都市圈為主要發展核心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

兩大直轄市及河北省的石家莊、廊坊、保定、滄州、承德、張家口、

唐山、秦皇島、邢臺、衡水、邯鄲等城市。北京是全國政治、文化和

國際交流中心，而且經濟實力雄厚，產業基礎好，商業服務業發達，

是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之一，經濟發展水準僅次於上海。天

津是中國北方重要的、綜合性的港口城市和環渤海地區經濟中心，城

市經濟發展歷史悠久，加工工業門類齊全，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京津

兩市組成了全國最大的政治、文化、經濟三位一體的核心區（李灝，

馮百俠，王宏劍，2007：59）。但是環渤海經濟圈因為渤海海峽被分為

京津冀、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三大板塊」，並各自區域內的中心城市

為依託，逐步形成三大城市群（即以京—津—唐為核心、隸屬於華北

經濟區的京津冀城市群；以濟—青—煙為核心、隸屬于華東經濟區的

山東半島城市群；以沈—大為核心、隸屬于東北經濟區的遼中南城市

群），並各自爭當「龍頭」（杜小軍、柳新華、劉良忠，2010：37）。經

濟圈內形成區域內部保護主義，不僅造成合作上的困難外，也由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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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一個主要帶領城市，扮演如長三角中上海的角色，或泛珠三角中香

港的角色，也使得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上較為鬆散與沒有主力拉動，

因而在許多區域發展的政策上無法確實整合資源與帶來擴散效應，以

致於影響了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未來環渤海經濟圈在面對帶領的龍

頭上應要更為明確，一方面避免各城市之間對發展資源的爭奪與對立

外，也可更清晰自身在區域經濟的定位，真正體現其作為中國大陸的

三增長極的帶領角色，為環渤海經濟圈帶來更多經濟發展。 

 

第三節 小結 

 

改革開放 30 年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 30 年來的

經濟發展，一方面得益於國際和平和經濟全面增長的大環境，另一方

面則歸功於中國採取了區域遞推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選擇了以經濟特

區、沿海開放城市、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為「視

窗」特徵的點域式帶動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同時體現了以區域發展帶

動整體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國的經濟發

展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次推進的總態勢: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環渤海

的開放開發，中國沿海地區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這三個地區也成為

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潘文卿、李子奈，2008：85）。中國

80 年代以來的開放政策，使得各個區域與國際經濟的聯繫均有所加強。

然而，不同文化和經濟基礎, 不同的開放時差和開放程度，不同開放

條件(如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 ，又導致了各地對外聯繫的差異。以

開放政策為例， 80 年代初的經濟特區政策及建立的深圳、珠海、汕

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80 年代後期建立的 14 個沿海開放城市以及

沿海地區的成片開放，均使這些地區得到特殊優惠，國際聯繫得以開

拓和加強（李小建、張曉平、彭寶玉，2000：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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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來看，區域對外開放進程的不平衡主要與兩個因素密不可

分:一個是中央政府的區域不平衡開放政策。在改革開放最初 20 年時

間內，中央政府將最優惠的開放政策給了沿海有限的幾個地區，而置

內地於相對苛刻的開放政策環境之下；另一個是不平衡的區域開放區

位格局。與沿海地區相比較,廣大的內陸地區在對境外開放方面，存在

明顯的區位劣勢（趙偉，2001：47）。改革和發展的收益並未在中國的

不同地區間公平分享，與以三大增長極為代表的沿海地區相比，中國

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步伐緩慢了許多，珠三角與長三角它們的發展無

疑帶動了中國西南部地區的發展，但卻對東北與西北的帶動作用要小

得多；而環渤海則是正在形成的第三個增長極，但它增長歷程相對較

短，因此對東北與西北地方的帶動作用還未充分顯現出來。這也一定

程度地解釋了過去 30 年來，西南地區的發展快於西北地方以及東北地

區的原因；以及東南沿海的「先富」遲遲未能帶動中國內陸地區、尤

其是西部與東北地區的「後富」，中央政府不得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

略」與「東北振興計畫」來加快中國西部與東北地區的發展，以縮小

中國明顯擴大的地區間的不平衡（潘文卿、李子奈，2008：85-92）。

有鑑於發展政策的失衡或是區域本身開放的條件不足，所導致的經濟

與區域發展問題，中國大陸區域經濟政策的發展上開始重視協調發展。

因此，近年來區域之間進行整合成為發展的趨勢。區域整合是基礎設

施、產業結構、城市和空間結構、政府調控與經濟政策的相互作用的

過程（林先揚，陳忠暖，2004：42-46）。至於何謂協調發展?蔣清海（1995）

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下的定義是：在各區域對內對外開放的條件下，

各區域間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狀態

和過程。用系統論語言表達即是每個區域都以其他區域為自己的約束

條件，選擇自己的要素，調整自己的結構，改變自己的功能，以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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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進其他區域的發展，使各區域要素不斷更新，結構不斷優化和區

域間不斷相互容納、聯結、相互促進，形成全國各區域在動態回饋過

程中各自螺旋式上升的態勢。田揚戈（2000）認為，從系統論角度看，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就是要通過協調區域經濟系統各子系統內部的關係，

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以此實現區域經濟的增長（孫翠蘭，2008：11-12）。 

透過上述界定，進行區域整合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在於調整各區域

的發展基礎，以及整合區域的資源以作統一的分配與利用，將各區域

的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如西部開發的因素除了發展西部的經濟之外，

還有另一重要意義，即為了解決三大經濟增長極在發展上面臨水電缺

乏的問題。隨著這些工業城市集聚區環境問題的愈來愈嚴重，改變這

些工業城市集聚區的能源消費結構成為國家和地區重要的能源政策。

因此，國家決定大規模開發西部地區的能源資源特別是水電資源，實

現電能在全國跨大區的輸送（陸大道，2003：268）。也因為國家發展

戰略的調整，使得近年來中國區域經濟合作日益向以市場力為主導、

以跨區域企業集團為主體力量、區域分工由垂直型向水準型轉變、區

域一體化加快向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發展（李開宇、李九全、曹小

曙，2005：165）。如此重視各區域的目的，在於達到區域之間的分工

與共同發展，完成全面小康社會發展的目標。因此，整合各區域資源

與條件，作不同型式的整合與發展的政策規劃，避免同一種型式的發

展模式，又能依據各區域自身的條件而作出適合的規劃與發展定位，

建構出共同發展的經濟圈，成為近年來中國大陸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

新協調政策。顯然，地方利益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邏輯起點，地方

利益的維護與實現是構建區域經濟圈的基礎。建立區域經濟圈的一個

重要目的，就是要合作共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這就需要區域經

濟圈的內部各地方，以開放、合作、信任的胸懷，共同參與區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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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需要拋棄傳統地方主義的影響，向新地方主義轉變，營建開放的、

互賴的、合作的新型關係。因此，要改變獨善其身的想法，樹立起自

身利益是建立在他人利益基礎之上、自身發展狀況與他人的發展狀況

「唇齒相關」的意識，在互利互信基礎上以實現區域整體的利益，即

應在區域經濟圈內建立起新型區域合作觀念（汪偉全，2010：15-16）。

故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結構調整的加快「十一五」計畫時期，中

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現象，就是過去以單個企業分散競爭為

特徵的競爭結構，將逐步轉化為以地點、區域和產業集聚式的「塊狀」

競爭結構，除了「長三角」和「珠三角」會進一步突顯其在中國經濟

發展中的地位外，環渤海灣地區、西南經濟區、武漢經濟圈、西北經

濟區和東北經濟區的競爭優勢也會逐步崛起（劉丹鷺，2005：92）。 

入世之初，因主要忙於入世談判，中國政府還無暇顧及區域經濟

集團化的問題，剛開始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現在來看，這個

策略已經有所轉變，實際上為「邁大步、看多步」。不能不說，出現這

種戰略轉變，是經濟全球化與全球區域合作集團化趨勢的浪潮所迫，

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以後與國際經濟緊密融合的客觀要求，更是中

國入世以後實現各種承諾、發展雙邊關係的必然選擇（郭萬達、馮月

秋，2003：1）。中共中央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

五年規劃的建議》中，專門論述了區域協調發展問題，明確提出健全

市場機制，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 引

導產業轉移；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內

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區內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

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溫家寶總理在《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

建議的說明》中又強調，要重視發揮城市群的集聚效應。因此，在「十

一五」期間，從政府層面的整合功能來看，關鍵是要構建都市經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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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上的合作、協調與整合平臺（朱同丹，2008：40）。在未來在中國

大陸，各區域經濟或經濟圈之間的分工與發展，勢必也會帶動整個中

國大陸經濟上的發展，特別是透過建構「一區域搭配一主要核心城市」

的經濟圈發展模式，透過一個城市作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不僅彰顯各城市的特色也為不同的區域帶來經濟型態的區別，減少經

濟圈內因為功能的重疊而產生經濟的吸附與競爭作用，有效降低各經

濟區之間的競爭，而達到區域分工與共同發展的整體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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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模式與策略分析 

 

隨著中國大陸調整區域發展的戰略之後，區域的發展與建構逐漸

受到重視。為了防止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1992 年以來，中國的產業

佈局逐步採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國家投資的重點逐步轉向中西部

落後地區，特別是 1999 年以後，隨著「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

部崛起」以及「沿海率先發展」的戰略實施，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速度

有所加快，但地區差距仍然在擴大，東部地區繼續保持領先發展（楊

開忠，2010：116）。且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也在不斷擴大。面對這一越來越嚴峻的現實問題，黨和國家提出了區

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尤其是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把貫徹科學

發展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目標（孫翠蘭，

2008：11）。在中國大陸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的推動下，也有越來越多區

域自主性的發展建議與規劃在這樣的趨勢下順勢被提出，如「海峽西

岸經濟區」的提出，即為福建省為主導以開發東南沿海區域的發展策

略。但東南沿海並非從未有過發展的機會。自中國大陸 1979 年對外改

革開放以來，對於沿海東南區域的經濟規劃是一直有進行的，只是在

經濟發展上一直不如其他沿海經濟區般的亮眼，而成為中國大陸東海

岸的滯後區塊，因此這也是為何「海峽西岸經濟區」開始受到中國大

陸中央重視的原因（張亞中、李閩榕，2010：13）。而本章主要將從「海

峽西岸經濟區」概念的發展與內容進行探討，並進一步分析「海峽西

岸經濟區」建構的戰略意涵以及其發展模式與效益。最後，透過對於

平潭、廈門、福州、泉州，各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上的設定與

挑戰進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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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海峽西岸經濟區」之建構與發展 

 

「海峽西岸經濟區」 （以下簡稱「海西經濟區」）為 2001 年至今

中國大陸針對東南沿海的區域發展的一個戰略構想，2006 年時被納入

中國國家發展「十一五」規畫中，作為以福建省為主，如何進行「閩

臺合作」，以「吸引台資」與「促進閩臺產業分工」的發展構想。2009

年 5 月 14 日國務院通過並發布《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

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並 2011 年 3 月由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復《海

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使得發展東南沿海區域的構想得到重視與落

實。而在 2011 年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規畫中，更將「海西區」列為

要重點發展與建設的一個區域，也代表中國調整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

略與經濟產業結構另一個目標的開始。在「十二五」規畫裡中國大陸

除了追求國家在發展經濟模式上的轉型，也希望加快國家的建設與區

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離不開區域發展戰略，經

濟區已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生態型式。各地都在爭取設立對其本區域

發展有利的不同類型的經濟區，以在發展過程中尋求相對於其他地區

的比較競爭優勢。基於「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區在

全國的戰略位置越來越清晰，在發展整合中已從地方戰略上升為國家

戰略（葉飛文，2010：1）。而中國大陸國務院已於 2011 年 3 月正式批

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意味著自 2004 年以來由福建省所提

出的發展海峽西岸的構想得到重視與資源的挹注，隨著「海西經濟區」

的構想的落實推動，未來海峽西岸將有望建設成為中國大陸新的經濟

增長區，成為新的區域發展的指標。因此，建設「海西經濟區」的構

想被設定為中國大陸追求區域發展均衡的重點執行區域，希望在發展

上透過區域的個別發展，使中國大陸逐步的縮小城鄉、以及沿海與內

陸之間的差距，真正達到全面小康的國家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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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經濟區」概念的出現最早在 2001 年出現。自 2001 年 2 月

以來，中國福建省政府便開始積極規劃海峽西岸經濟區計畫。2004 年

11月 29日， 福建省政府具體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綱要（試行）》。

2005 年 11 月「海西經濟區」計畫被中國共產黨接受，正式寫入《中

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的建議》。2006

年 3 月中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一個五年規劃》，支持「海西經濟區」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

經濟發展（童振源，2006：1）。2004 年福建省委、省政府地提出「建

設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海峽西岸經濟區」區域發展戰略，

其空間還只是東至臺灣、北銜溫州、南接潮汕；幾年後，海西的範圍

已擴大到福建的 9 個設區市和粵浙贛的 l1 個設區市，即所謂「九加十

一」；2009 年 5 月 4 日國務院通過《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

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出臺政

策明確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標誌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從地方性

區域性的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於海峽西岸經濟騰飛以及擴大兩岸

交流，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意義重大（周強，2010：197。） 

   在《意見》中，將海峽西岸經濟區由地方發展戰略上升到國家發展

戰略，賦予福建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大使命和歷史責任，要

求福建省到 2012 年人均 GDP 接近或達到東部地區平均水準，力爭在

一些領域走在全國前列；到 2020 年，科學發展達到新的水準，實現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李閩榕，2011：6-7）。《意見》中並允許在對

台經貿、航運、旅遊、郵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中，採

取更加靈活開放的政策，先行先試，取得經驗。其中特別指出，在現

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

島嶼設立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更加優惠的政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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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兩岸區域合作試點（卓祖航，2010：26）。有關海西經濟區建構的

經濟效益可參考下圖 3。 

 

 
圖 3 海峽西岸經濟區版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作者自繪 

 

而國務院 2011年通過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更確實

「海西區」的範圍加以規範，海西區主要是以福建省為主體，北承接

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東與台灣、西與廣西的廣大內陸腹地

貫通，周邊涵蓋了浙江、廣東、江西等三省的部分地區。主要涵蓋 20

個設區市，包括福建省全境的福州、廈門、漳州、泉州、三明、莆田、

南平、龍岩、寧德等 9個城市，浙江省的溫州、麗水、衢州等 3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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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江西省的上饒、鷹潭、撫州、贛州等 4個城市；廣東省的汕頭、

梅州、潮州、揭陽等 4個城市，總共 20個城市。陸域面積約 27萬平

方公里，人口 6000-8000萬人，經濟規模約 2兆人民幣。規劃期從 2011

年至 2020年。具體的範圍請參閱下圖 4。 

 

 
圖 4 海峽西岸經濟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作者自繪 
 

第二節 建構海西區的區域發展定位與戰略意涵分析 

 

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是深化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海峽西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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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區地理位置獨特，處於中國東南沿海開放前沿，自古以來就是開放

的重要視窗。構建海峽西岸經濟區，充分利用政策、區位、華僑等資

源優勢，能夠很好的發揮在引進外資、國際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上的

作用（周勇，2010：102）。中國大陸《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

針對海西區的戰略主要設定為：「海峽西岸經濟區東與台灣地區一水相

隔，北承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國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組

成部分，在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佈局中處於重要位置，具有對臺交往的

獨特優勢。福建省在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居主體地位，在對臺交流合作

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即清楚揭示了發展「海西區」的兩個主要作用：

作用一，成為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另一新經濟增長極，肩負帶動沿海

經濟圈整合與聯結的功用；作用二， 對台交流，增進兩岸之間經濟的

合作與互動更密切，並帶有以利促統的功用。改革開放 30 年來，中國

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經濟增長極。在這

樣的區域發展格局下，福建發展的滯後將使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經濟斷

裂帶。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構建將帶動福建、贛東南、浙南和粵東地區

經濟的發展，使這些地區有可能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四個增長

極。另一方面，福建是大陸距離臺灣最近的省份，有 80％的臺胞祖籍

在福建，其地理位置、歷史淵源和人文關係，決定福建在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林喜慶、許放，2008：58-59）。因此，

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明確的指出海西發展的建構具有加

強統籌協調，推進分工協作，不斷增強海西在全國發展大局中的戰略

地位。 

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主要有下列四個戰略地

位設定： 

一、作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海西經濟區具有的對臺優勢，即

地理優勢、語言優勢、文化優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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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的角色。透過海西加強基

礎設施的建設，以作為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以及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

通道。 

三、成為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借助台灣之技術，發展新型

工業化，使海西經濟區成為具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四、在旅遊上的設定，使海西成為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透過兩岸旅

遊文化的相互共構以發展「海峽旅遊」的特色概念。 

但事實上，最初「海西經濟區」的構想被提出來時，其實在功能

設定上並未明顯帶有關於連結兩岸政治的考量，發展「海西經濟區」

的主要意涵在於希望將海峽西岸建設成為中國大陸新的經濟增長區為

主要的構想，成為新的區域發展的指標，是以福建省為主的東南沿海

區域對自身區域的發展所進行的規劃與建議。「海西經濟區」的建構目

的在於發揮閩浙贛、閩粵贛等跨省區域協作組織的作用，加強福建與

浙江的溫州、麗水、衢州，廣東的汕頭、梅州、潮州、揭陽，江西的

上饒、鷹潭、撫州、贛州等地區的合作，建立更加緊密的區域合作機

制（肖金成，2009：5）。在我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業轉移是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縮小地區經濟差距擴大，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的重要手段之一。近年來在福建南北兩側的長三角經濟圈和珠三角經

濟圈競爭力日趨增強，福建在區域經濟的競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更加制約了福建省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

強。因此，根據區域產業轉移的客觀趨勢，加大閩東南沿海發達地區

向閩西北內陸欠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力度，對於減緩福建省區域間的

不平衡發展，加速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具有重要意義（許劍，2010：6）。 

發展海西經濟區的另一個意義在於提升區域的發展與生產力。從

全國區域生產力佈局來看，整合海峽西岸經濟區，既有利於促進這一

區域的高速發展，也有利於把長三角、珠三角和海峽西岸這三大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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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成我國沿海地區一條完整的經濟繁榮帶，提升我國的國際綜合競

爭力，提高抗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海峽西岸經濟區是在競爭中催生

的，但在發展中不只是和其他經濟區有競爭關係，更多的可能還是合

作，提供發展機遇（葉飛文，2009：5）。海西經濟區是對外開放、協

調發展、全面繁榮的經濟區，具體目標：一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

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全面推進對外經濟、科技和

文化合作與交流，形成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二是開創統

籌協調發展新局面。以推進城鎮化實現城鄉和地區協調發展，以科教

興省和人才強省實現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以生態省建設實現人與自然

的和諧；三是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繁榮新成就。加快推進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進程，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劉連舸，2004：3）。

從區域發展關係來看，海西經濟區的快速發展與崛起將有效連接長三

角與珠三角，打通中國東南部和沿海經濟圈，串聯沿海城市群，有利

於形成沿海對外開放經濟帶。站在全球的角度來看，海峽西岸經濟區

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海上通道的中點，處於東亞經濟走廊中心地區，

海峽西岸經濟區建立必將有力地助推亞太經濟的迅速發展（李靖宇、

張晶濤，2010：75）。更具體地說，海西經濟區的建構最主要的目的在

於發展福建為首的東南沿海區域經濟，除了將中國大陸沿海經濟進行

全面性的發展，並且透過海西的發展，完成連結沿海幾大重要經濟圈

的功能，即把沿海從北到南的環渤海、長三角、珠山角經濟圈透過「海

西」此經濟區以進行完整的串聯，構成整體沿海經濟圈的分工佈局，

以及強化沿海經濟圈作為區域經濟龍頭的帶領角色之發展。 

但隨著中國大陸區域發展上的不平衡現象越來越嚴重，在中央有

計畫進行區域協調發展的策略產生並介入指導後，加上兩岸關係的和

緩發展，使得建構「海西經濟區」除了建構區域發展之外還有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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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一個政治上的意涵。即透過「海西經濟區」成為建設成兩岸經

貿合作的新區域，以「海西區」作為開展兩岸區域合作先行先試點，

並在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之下，以更靈活與開放的政策來進行經貿、

航運、旅遊、郵政、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與合作。而此政治意涵，

除了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與合作之外，更深一層的目的在於對台釋出

政治上的善意，或者可以說是帶有以利促統的些許統戰的政治意涵。

如國務院 2009 年通過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

若干意見》表明海峽西岸經濟區已被國家明確為東部沿海一個非常重

要的區域。福建省在海西區中居主體地位，具有對台交往的獨特優勢。

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構建既然關係到福建及福建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

也關係到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肖金成，2009：5）。海西經濟區，是

相對海峽東岸臺灣提出的，是指以福建為主體北起浙江溫州，南到廣

東汕頭的臺灣海峽西部的海域與陸地。這一區域連接著我國經濟發展

雙引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與寶島臺灣隔海相望，天然具備對

台經貿合作優勢。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的提出將有利於福建進一

步融入全國發展的大格局，有利於福建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做出貢獻（王

志揚，2006：27）。建設一個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海峽西

岸經濟區是中央關於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

要戰略部署。中央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下決心

重點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投資巨大。這不僅表明隨著綜合國力的大

幅度提升，中央對未來台海局勢和平發展的信心，不再擔心海西經濟

區將成為未來可能爆發的台海衝突的打擊目標，更顯示出了中央對實

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大誠意（周勇，2010：100）。 

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對台經貿交流合作方面具有如下獨特優勢：一

是有助於成為祖國大陸改革開放與對台經貿交流合作前沿的地緣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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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區位優勢；二是有助於拓展對台直航、擴大經貿交流合作的海空港

口優勢；三是有助於促進經貿交流合作的文緣關係與人脈優勢；四是

有助於開展經貿交流合作的特殊政策優勢（唐永紅，2010：48）。至於

中國大陸中央對於「海西經濟區」發展的政治戰略，主要是基於「海

西經濟區」與台灣之間存在幾個共通處與優勢而產生的考量。深入探

討海西經濟區在兩岸關係發展之優勢，主要來自「五緣」之深厚。福

建省與臺灣地區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

循，具有對台交往的獨特優勢（石正方，2005：20；林喜慶、許放，

2008：59；李靖宇、張晶濤，2010：75；王唯山，2011：20）。閩台兩

地，海天相連，山水相近，血脈相通，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五緣」和「六求」更是為兩岸合作提供了可靠的社會基礎。所謂「五

緣」， 就是血緣相親、地緣相近、文緣相承、商緣相通、法緣相循，

所謂「六求」，就是求密切經貿合作，求兩岸直接三通，求旅遊雙向對

接，求農業全面合作，求文化深人交流，求載體平臺建設新思路（應

莉雅，2007：2）。地緣、史緣、親緣、同音共俗的傳統文化和改革開

放以來兩岸關係迅速發展等各種條件，為海峽經濟區構建提供了良好

的歷史和現實基礎。（鄭慶昌、羅宗美，2004：6）。 

針對「海西區」作為對台合作的優勢地位，本文以下整理出四點

進行討論，分別是地理位置鄰近、語言、文化與信仰相通、血緣同源、

商貿往來密切。以下針對四點較明顯的優勢進行分析（羅海成、王秉

安，2008：96）： 

一、地理位置鄰近：海峽西岸經濟區是大陸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區域，

平潭島距離台灣新竹僅 68 海浬。 

二、文化淵源深厚：閩台文化、語言與信仰相似，臺灣的語言、文化、

風俗、習慣都與福建相近，加上台灣的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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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自福建各省，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媽祖文化等在台

灣地區有廣泛影響。 

三、血緣同源：80％以上臺灣民眾祖籍地在福建。 

四、商貿往來密切：福建依然是大陸台商投資最為集中、最為活躍的

地區之一。福建的港澳臺商企業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廈門灣和閩江口

地區；福州、海滄、杏林、集美台商投資區發展良好。 

上述說明了，海西經濟區在兩岸關係發展上的獨具優勢，因此，

也更加強化中國大陸發展海西經濟區的力度以及特殊政治層面上之設

想。從海西經濟區在未來兩岸關係中的戰略地位著眼，福建應在立足

現有對台經貿交流成果的基礎上，積極構築對台交流與合作的前沿平

臺，並在不損害大陸相關群體利益的前提下，以市場為導向、以經貿

為紐帶，繼續實行「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政策，實施有利於吸引

和爭取臺灣人民的經貿政策，有步驟地讓一些帶有探索性的交流合作

議題在一定範圍內試行，積極發揮「政策試驗」的功能，逐步完善經

濟合作機制，在條件成熟時，再擴大到其它區域。推動海峽西岸經濟

區建設的深層意義在於創建對台經濟合作新平臺，即作為對台經濟政

策的試驗場，整合創新現有對台經貿政策，使之走向規範化，為即將

到來的全面合作提供經驗，為兩岸經濟一體化進行全面的政策準備（李

非、陳茜，2010：50）。在台海局勢穩定、兩岸關係改善的重要契機階

段，福建作為對台合作交流先行區，在局部地區開展先行先試，探索

積累對台合作經驗，進而促進兩岸經濟、文化全面互動、良性發展。

不僅有助於推動海峽西岸戰略的實施，而且還將成為國家對台戰略部

署的重要內容（羅海成、王秉安，2008：92）。 

也因此的政治設定，使得「海西區」的定位除了去發展的經濟意

涵之外，更多了政治上的特殊使命與定位，增強了海西在中國大陸眾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110 

 

多區域發展規劃中的重要性與關注力，成為「海西區」在建構與發展

中的契機。目前在發展上海西落實在四個具體規劃目標，分別是發展

成為「科學發展之區」、「改革開放之區」、「文明祥和之區」、「生態優

美之區」，而最重要的意義是透過海西的發展，實踐區域協調發展與帶

領的目的，以及借助台灣對於海西的技術與資金等的投入，一方面為

兩岸創造新的交流形式之外，另一方面則在於促進兩岸交流與新的關

係的推展。 

 

第三節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之模式與效益 

 

「海西經濟區」發展模式上大致依循過去三大經濟圈的發展模式，

即透過建構「區域加城市」的方式，在經濟圈內以 1 個或 3 個以內的

城市為核心，來帶動區域內主要次中心城市的整體經濟發展。過去中

國改革開放後所陸續建構的三大經濟圈，即採此一發展模式，因此，

每個經濟圈內幾乎都有一個核心城市來作為龍頭帶領區域經濟的發展，

並扮演拉動與經濟效益擴散的作用角色，如長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

廣州與香港、環渤海的北京與天津。而各經濟圈發展的核心城市請參

考表格 4 之整理。 

總體來看，海西城市群規模小，目前還沒有一個超大城市，中心

城市帶動力弱，廈門雖可謂福建經濟發展龍頭，但因經濟總量和城市

規模等因素，使其遠沒有發揮作為中心城市的樞紐功能和培育功能。

如果靠單個城市自身的發展，難以在短時期內強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輻

射效應，難以發揮中心城市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增長極作用。因此，

福建省要發展壯大中心城市就必須大力發展城市群和城市帶，通過城

市聯盟倍增中心城市的整體功能（石正方，2005：21）。廈門、福州、

泉州、溫州、汕頭是海西五大城市，其中廈門、汕頭為經濟特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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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等級、優惠政策方面有著獨特優勢；福州為福建省省會城市，經

過多年建設已經成為福建省的中心城市； 而泉州、溫州則以較大的經

濟總量和人口規模以及靈活的民營經濟著稱。五大城市之間差距較小，

沒有核心地位特別突出的城市（王開科、莊培章，2010：52）。因此，

鑑於東南沿海缺乏有力的城市作為發展的龍頭主力，之後 2008 年的

《海峽西岸城市群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構建海峽城市群的

戰略構想（姜愛林，2010：75）： 

落實國家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決策部署，充分發揮福建省比較優

勢，優化整合內部空間格局，聯動周邊省區，推進兩岸合作交流，逐步形成

兩岸一體化發展的國際性城市群--「海峽城市群」，構築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

重要「增長區域」。構想中的「海峽城市群」核心圈由臺北、高雄、台中 3 大

都市圈區與福建福州、寧德、莆田、泉州、廈門、漳州 6 個都市區構成。之

外，還涵括潮汕都市區、溫州都市區和梅州、龍岩、三明等城市，並在此基

礎上，對接長珠三角洲，輻射長株潭、環鄱陽湖、武漢、合肥等都市圈，形

成兩岸城鎮密集。 

在海西城市發展上的規劃，近期以加快突出發揮福州、廈門、泉

州、溫州及汕頭五大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山區次中心城市及

腹地的發展；壯大潮汕、閩西南、閩東北及浙南地區經濟實力，推進

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長三角、珠三角緊密對接與聯動發展；加強港澳臺

聯繫，構築外資密集、內資彙集、具有較強輻射力的經濟高地等。遠

期要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基礎上， 進一步加強與海峽東岸的臺灣聯繫，

構築海峽經濟區；同時，要加快西向通道建設，積極拓展中西部地區

腹地（吳得文、毛漢英、張小雷、湯小華，2009：297-298）。可以看

出，建構海西經濟區發展的模式，同樣依循著過去三大沿海經濟圈的

模式來進行，主要透過核心城市的建構，來帶動區域內部各種層級與

功能屬性之城市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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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中國三大城市群和海峽西岸經濟區城市群分佈 

城市群

名稱 

中心城

市 

主要次中心城市 土地面積 人口 經濟總量 

長三角

城市群 

上海 南京、蘇州、無錫、

常州、南通、泰州、

湖州、嘉興、杭州、

紹興、寧波、鎮江、

揚州、馬鞍山、蕪

州、滁湖 

10.0 萬平方

公里，占全國

1.04％ 

7570 萬人，占全

國 5.89％ 

34205.67 億

元，占全國的

25.01％ 

珠三角

城市群 

廣州、

香港 

深圳、澳門、佛山、

肇慶、江門、中山、

珠海、東莞、惠州 

2.3 萬平方公

里，占全國

0.24％ 

2625 萬人，占全

國 2.04％，另外

香港 681 萬人，

澳門 46.5 萬人 

廣東省

16039.46 億

元，占全國的

11.75％，香港

14997.862 億元 

環渤海

城市群 

北京、

天津 

唐山、廊坊、秦皇

島、承德、張家口、

保定、滄州 

3.3 萬平方公

里，占全國

0.34％ 

2762 萬人，占全

國 2.15％ 

16052.08 億

元，占全國的

11.76％ 

海西城

市群 

福州、

泉州、

廈門 

漳州、莆田、寧德、

龍岩、三明、南平 

4.1 萬平方公

里，占全省的

33.94％，占

全國 0.43％ 

2258 萬人，占海

峽西岸經濟區

的 64.3％，占全

國 1.73％ 

5044.66 億元，

占海峽西岸經

濟區的 83.34

％，占全國的

3.695％ 

資料來源：伍長南、馬曉虹、黃繼偉，2009，「海峽西岸經濟區區

域經濟發展研究」，頁：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目前海西經濟區發展模式之規劃主要採三核心城市拉動的策略，

分別為福州、泉州以及廈門。2008 年批復的《規劃》，提出海峽西岸

城市群的空間藍圖是形成「一帶（沿海城鎮密集帶）、四軸（西部山區

發展軸、北部福武發展軸、中部核心發展軸和南部廈龍發展軸）、雙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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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託一北一南兩大中心職能地區形成的福州大都市區和廈漳泉大都

會區）、多核（多個區域次中心）」的海西城市群空間結構，要將毗鄰

台灣的空間區位優勢和作為兩岸交流樞紐的戰略地位突顯出來，海峽

兩岸將形成緊密互動的一體化合作區域。海峽西岸經濟區城市群，是

以福州、廈門、泉州為三大中心城市，建立閩江口、廈門灣、泉州灣

三大城市圈，從而形成海峽西岸經濟區城市群（伍長南、馬曉虹、黃

繼偉，2009：94-97）。這一空間規劃突出了海西經濟區內城市群的總

體發展方向和路徑， 即推進沿海地區城鎮建設發展的連接，構建沿海

城鎮密集帶，輻射、影響內陸地區的發展；充分發揮福州大都市區和

廈泉漳地區區域核心增長極的擴散、帶動作用，構建以溫州、汕頭為

核心的沿海次區域中心， 以贛州、南昌、上饒為核心的腹地連接中心

格局（王開科、莊培章，2010：53）。因此，海西經濟區的發展模式主

要是透過經濟區域內部核心城市的重點發展以帶動區域的擴散發展。

透過集中力量培植和發展經濟區內的城市經濟圈，帶動以福建為主體

的西岸經濟區的發展，以核心城市的集聚和擴散能力、吸引和輻射效

應，構成的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經濟系統。外引台港澳，內聯

贛東南浙南粵東，對福建相連的周邊地區產生集聚與擴散、吸引與輻

射作用。具體發展模式是：(1)加快建設首位度較高的經濟中心。海西

內城市經濟圈的經濟中心是由福州、泉州、廈門等沿海中心城市構成。

(2)發展若干腹地或周邊城鎮。作為擴散的接受地與要素供給源和重要

的市場區，並強化港口、鐵路、航空等現代化交通手段以進行輻射與

擴散。(3)推動經濟中心與腹地形成緊密聯繫的內在經濟關係（葉飛文，

2004：100）。 

海西經濟區現已逐漸形成多層次跨省區域合作。以福建主體，包

括海西經濟區內閩粵贛浙 4 省 20 個城市進行合作。未來海西區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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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積極透過核心城市的建設，藉由福州、廈門、泉州的帶領龍

頭之設定，希望能仿效過去三大經濟圈的發展模式，在幾個主要城市

的發帶動下，使得經濟效應得以進行輻射與擴散到其他海西區內的次

級城市，完成國家對於海西區在區域發展上的定位功能，除了重新把

居弱勢的東南沿海發展起之外，更重要的是扮演對於沿海各經濟圈進

行整合與聯結的作用，強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上的成效。之後更可以

進而對於其他更為落後、或發展條件較不佳的區域進行另一層次的帶

動作用，如中部區域、西部區域等，經由沿海區域經濟的拉動下，逐

漸落實中國大陸對於區域進行協調發展的目標與戰略。因此，透過帶

動的作用，既可以藉由成功的發展經驗進行複製於其他區域之外，亦

透過區域間進行協合關係的建立，讓區域間透過合作而避免過度的惡

性競爭，達到區域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共同發展目標。但是以整體的

發展來說，目前福建在經濟發展上還是處於落後於其他經濟圈的情況，

主要由於福建的區位比較優勢較不突出導致。福建位於東南沿海，與

臺灣地區隔海相望，屬於較早改革開放的地區，但經濟發展水準相對

仍落後於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特別是福州、廈門等中心城市與

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缺乏競爭優勢。

一些跨國總部企業在區域佈局時往往首選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

城市設立大區域總部，相對而言，福州、廈門等城市處於弱勢地位。

各中心城市由於腹地狹小、境內多山、交通不便等約束條件使得城市

的區位優勢受到限制，港口的發展長期局限於閩江口內港區，港口資

源優勢發揮不足，臨港工業發展相對滯後（陳小平，2011：4） 

未來，在「岸基產業」和「港口經濟圈」的推動下，福建沿海將

迅速形成閩江口城市群、廈門灣城市群和泉州灣城市群：它們將以福

州、廈門、泉州三大城市為增長極，以其周邊的中小城市通過內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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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重組和整合，發揮三大中心城市作為福建經濟「增長極」、「財富

源」和「區域龍頭」的拉動與推動作用，進而在中心城市與中小城市

之間形成功能、分工細緻、整體協調的合作關係，最終形成「一鏈」

（海西沿海城市帶鏈條）、「三核」（福州、廈門、泉州為中心）、「五紐」

（寧德、莆田、漳州、福鼎、詔安為輔助紐結）、「六支架」（南平、三

明、龍岩、武夷山、邵武、長汀）的沿海城市群基本框架（黃家驊，

2004：5）。因此，未來要發展海西區內核心城市作為帶動區域內的整

體經濟的政策，仍要透過加強建設海西區內的福、廈、泉內的建設與

提升，才能發揮建構海西區的經濟發展與區域競爭力。以下將就海西

區內的三個核心城市進行分析，除進行討論這三個城市的特色與優勢，

並對於發展海西區經濟的促進作用與帶動效果上進行探討。 

 

壹、福州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福州市是福建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國最早實行對外開

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同時，福州市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福

海寶地」之譽旅遊文化資源。但在海西區內，福州市在經濟、文化、

環境等方面的品牌特色不明顯，核心競爭力難以確定。而廈門市和泉

州市具有鮮明的城市特色。廈門市作為經濟特區，城市綜合競爭力位

於全國前列，擁有對台、環境、港口的獨特優勢，是台商投資的熱點

城市，在海西的發展中發揮主要牽引作用。泉州具有一批在全國具有

影響力的產業集群，工業產值位居福建省第一，具有優秀的地方區域

品牌和企業品牌（陽成虎、杜青龍，2010：109-110）。因此，對於福

州發展定位，未來應憑藉其高度發達的配套服務產業、良好的商務氛

圍及豐富的涉外人、財、物資源，打造具有國內先進水準的區域性商

務中心和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國內外企業總部聚集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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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洲、王飛，2008：99）。目前福州作為海西經濟區裡核心城市的發展

規劃，主要集中於發展特區建設。特別是按照國務院《意見》關於「進

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設立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督區域」

的要求，加快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探索兩岸共同規劃、共同

投資、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受惠的合作新模式，在兩岸交流合

作先行先試方面創造新經驗，創立新業績（王開明，2010：4）。在《兩

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簽訂的大背景下，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有助於

海峽兩岸的資源整合與區域對接，其可以充分利用海峽兩岸的資金、

技術和人才資源，增強海峽經濟區的空間集聚和輻射能力，加速推動

兩岸經濟融合、文化交流，推動兩岸建立更為緊密的經貿交流合作機

制，形成海峽兩岸產業垂直與水準混合型分工體系，打造更富有競爭

力的區域經濟板塊實體（趙崢、李娟，2011：36）。 

平潭簡稱「嵐」，地處福建東南沿海，平潭東面與臺灣新竹僅距

68 海浬。平潭總人 12139 萬人，主島海壇島面積 324.12 平方公里，為

全國第五大島、福建第一大島。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下轄原平潭縣

15 個鄉鎮。《意見》出臺後，福建省委省政府作出設立福州(平潭)綜合

實驗區的重大決策部署， 決定在平潭推行一系列對台「先行先試」政

策。平潭實驗區重點建設六大區域包括：產業發展區、國際旅遊發展

區、商貿合作區、現代物流港區、科技文化產業區、城市發展區（姚

成林，2011：19）。而平潭綜合實驗區是一個有別於大陸其它地區、實

施更加優惠政策的兩岸合作的特殊區域。其它地區的發展戰略都是經

濟層面的，而海西區包括平潭綜合實驗區，不僅擔當著發展經濟的任

務，更擔負著推進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先行先試的重任，享有中央賦予

更加特殊、優惠的政策，更加靈活、創新的措施（卓祖航，2010：27）。

設立對台交流合作的綜合實驗區，平潭具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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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臨臺灣海峽，是聯接海峽兩岸的重要節點；作為我國第五大島嶼，

海岸線長達 408 公里，有利於建設大型物流港口；旅遊資源景觀獨特、

類別豐富；目前發展水準不高，開放開發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生

態環境成本較低；海西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給予許多優惠政策，

已經面臨一定的發展機遇（高建平，2010：4）。加上平潭距離福建省

會城市福州市區 100 公里左右，平潭海峽大橋和高速公路連接線建成

通車後，1 小時即可到達。省會城市豐富的高素質、低成本人力資源，

將為平潭開放開發提供有力的支援（羅海成，2010：19）。2011 年 11

月中國大陸國家國務院正式批復的「關於『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

規劃』（2010-2030）」（以下簡稱《規劃》）中對於平潭的規劃進行功能

性的區分，主要有： 

中心商務區、港口經貿區、高新技術產業區、科技研發區、文化教育區、旅

遊休閒區等發展發展定位。 

因此，隨著未來「平潭綜合實驗區」在交通、基礎建設方面陸續

建置完成，福州將會因為「平潭綜合實驗區」，而清晰建構出其在海西

中作為核心城市的發展的定位與不可取代性，發展「平潭綜合實驗區」

不僅為平潭也為福州帶來發展上的新契機，也將更進一步提升了海西

在中國區域發展中戰略性地位。未來作為省會中心城市，福州將發揮

「服務全省的重心和輻射作用」，其地位是：以實施工業強市、以港興

市、科教興市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抓手，從海西尋求資源配

置與準確定位、建構成為現代產業極具中心、商務服務中心、金融服

務中心、交通信息中心和科技研發中心（伍長南、馬曉虹、黃繼偉，

2009：108）。《規劃》中針對平潭採取全島開放，並對於通關模式、財

稅支援、投資准入、金融保險、對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賦予平潭

比其他經濟特區更加特殊、更加優惠的政策。未來平潭是否能夠成為

兩岸合作的先試區域，吸引台商進入發展則將是兩岸所密切關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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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關乎兩岸能否發展出新的模式的關鍵之一。 

 

貳、泉州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泉州市地處福建省東南部，北承省會福州，南接特區廈門，東望

寶島台灣，西毗漳州、三明，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葉謙、張

君、黃安民，2010：22）。泉州市經過近 30 年的經濟高速增長，創造

了區域經濟增長的「晉江模式」，GDP 增長速度連續十數年高居福建

省首位，是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和城市化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小

企業集群發展的典型，被確定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

（李永春、梅雪，2010：14）。改革開放以來，泉州以「三來一補」起

步，走「外向型經濟為主」 、穩步推進工業化進程，培育形成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紡織鞋服業、建築建材業、食品飲料業、工藝品製造業、

機械製造業五大傳統支柱產業。「十五」以來，泉州著力推進產業升級，

力促傳統產業優化提升，大力拓展新興產業，推動全市工業保持快速

發展。石油化工、電子資訊、汽車製造、修船造船和生物製藥等五大

新興主導產業已具規模。全市 2009 年 GDP 實現 3002．12 億元，GDP

總量連續 11 年居全省首位（許毓坤、張慶武，2010：44）。 

改革開放以來，泉州成功探索和實踐了具有全國意義的「泉州模

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塊狀經濟」格局，有力地促進了工業化、

城市化進程（廖小軍，2010：59）。泉州模式概括為「市場機制比較完

善，民營經濟與外向型經濟互相促進，縣域特色經濟發達，品牌優勢

突出」四個方法（呂振奎，2010：80）。經過 20 多年的精心培育和市

場經濟的錘煉，泉州民營企業數量與規模迅速擴大，經營形式日益多

樣化，經營領域不斷擴展，已初步形成了紡織服裝、建材、石油化工、

鞋業、工藝品、食品飲料、機械、電子等支柱行業和一批具有一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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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明星企業和拳頭產品，並朝著規模化、品牌化、規範化方向發展，

民營企業已成為泉州產業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張豔華、湯小華、吳

得文，2006：179）。泉州的民營經濟優勢，泉州製造業發達，商業氛

圍濃厚，民營企業多有實力，且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定位上應以：

製造業總部、科技服務機構、商貿物流業總部、金融服務機構、資訊

諮詢機構等五個方面作為總部經濟發展的重點扶持對象（王鳳洲、王

飛，2008：100）。得益於國家「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相關政策，在未

來的 5-l5 年時間內，泉州鐵路將向南延伸，連接福廈鐵路和廈深鐵路，

快速進出廣東；向北通過福廈鐵路、溫福鐵路和甬台溫鐵路便捷出入

浙江、上海、江蘇等地。另一方面，為了將由泉州、廈門、漳州組成

的東南地區串成一條「海西濱海環灣發展走廊」，更好地構建廈漳泉城

市聯盟（葉謙、張君、黃安民，2010：23）。但近幾年，泉州出現了不

少民營企業外遷的現象。企業紛紛將自己勞動加工環節遷往江西、湖

南等內地，使泉州區域產業經濟初步呈現外遷的潛在風險。加上泉州

民問投資擴張的動力不足，其雄厚的民間資本的能量仍沒有充分釋放

出來，大多數企業選擇投奔具有區位優勢的京浙滬等地投資興業。目

前泉州不少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才流失的現象，其中民營企業

的人才流失尤為嚴重，人才的流失，給企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極

大地制約了企業的發展（柳燕脈、張向前、蘇世燦、劉金燦，2010：

126）。 

因此，未來隨著海西區的發展，泉州在城市發展與產業型態上也

必須面臨轉型與提升。從全球產業分工價值鏈角度看，目前泉州市外

商直接投資總體而言，仍處於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環節。

這是非常被動的，對泉州經濟的長期發展也不利。因此，應該從以勞

動密集型的組裝、簡單加工環節儘快地向上游設計、研發、複雜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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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生產和下游的運營、市場開拓、物流、金融、法律、會計等服務

環節延伸（劉素鳳，2011：25）。泉州對台產業合作也正在實現由傳統

產業向科技、技術、服務、現代農業的轉變，以政策創新啟動其它社

會經濟因素的聯動發展，建構多層次、多特色的對台經貿緊密合作平

臺，使之儘快形成發展合力，進而帶動海西其它地區的發展（石正方，

2011：32）。從「泉州模式」發展的視角看，在「十二五」應在「全面

實施品牌帶動戰略」引導下，繼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

強化縣域特色經濟；要繼續深化企業品牌、產品品牌和產業品牌帶動

戰略；要大力實施第三產業發展帶動戰略，在有效促進生產性服務業

發展的前提下，著力發展和促進生活性服務業；大力實施總部經濟發

展戰略，提高區域品牌對區域內外資源的吸引力，促進區域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大力實施政府品牌形象塑造戰略工程，推進和深化公共服

務型政府建設進程，建立公共服務滿意度測評機制，為全面實施品牌

帶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呂振奎，2010：78）。未來再發展泉州的規劃

上，大致上仍以政府作為在城市行銷的過程中主導之作用。目前泉州

面臨第二次創業階段，根據泉州市規劃提出的基本定位，政府可以進

行大泉州戰略規劃，整合縣域品牌和企業品牌資源，明確戰略定位對

外傳播品牌定位和形象。城市的核心價值是城市品牌，泉州要重視塑

造城市統一的總品牌、各分類的子品牌。開展城市品牌行銷，建立城

市品牌戰略與企業品牌形象識別系統（柳燕脈、張向前、蘇世燦、劉

金燦，2010：127）。此外，更應明確的在旅遊上未泉州重新定位，發

展泉州在文化上的特色，建構屬於泉州的旅遊品牌隔，並進行與其他

省市交通的建構，以完善旅遊交通系統，以求能進行整體的提升與發

展泉州。未來泉州將繼續發揮其在海西中創業型中心城市的定位，在

「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撐和帶動作用」，提升民營經濟規模、質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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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泉州建成濱海城市同時發揮湄洲灣、泉州灣優勢，建成海西現代化

工貿港口城市（伍長南、馬曉虹、黃繼偉，2009：111）。因此可知，

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海西區首先仍重視核心帶領城市能否順利找出其發

展之定位，泉州能否順利發揮或轉型成為海西區內的帶領城市，關乎

其在發展中所將獲得中央多或少的發展資源挹注，也因此成為泉州，

甚至是每個海西區城市間最關注與努力尋求發展定位的目標。 

 

參、廈門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廈門市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的東南部、九龍江入海處、背

靠漳州、泉州平原，瀕臨台灣海峽，與台灣與澎湖列島遙遙相望。在

福建省內比較的話，廈門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年的經濟特區，

地處省內經濟富裕閩南金三角地區，又多年居區域龍頭地位，其在城

市綜合競爭力的優勢方面一直居領先地位。廈門是閩南金三角地區的

龍頭 ，不僅是在經濟方面，也在文化方面。悠久的閩南文化，為海峽

兩岸經濟文化交往，百姓生活交流等，都起著不可低估的文化效應（蔣

曉慧、劉廣洋，2011：59-60）。廈門在海西區的重要性，在國務院的

《意見》中也曾明確要求「發揮廈門經濟特區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的

試驗區作用」，以及要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著力轉變政府職能，

提高行政效能」。自海西區建設以來，更進一步要求廈門不但要繼續成

為全省的龍頭，而且要成為海西區的龍頭（程紅，2010：27）。但從目

前廈門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廈門尚不具備作為中心城市的一些條件。

首先，廈門的可用建築土地較小。廈門土地總面積 1569 平方公里，其

中用於建築的土地僅有 450 平方公里。其次，人口與經濟規模較小。

廈門人口僅有福州和泉州的 l／5 強，GDP 規模卻遠低於福州和泉州，

甚至在全國 l5 個同級別的副省級城市排名中處於末位。再次，廈門的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122 

 

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經濟增長方式仍然以粗放式發展為主，產業集

中度還比較低，產業鏈條偏短，生產的產品附加值低，處於價值鏈的

下游 ，服務業比重較低，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較弱（代莉，2010：

63）。但廈門之所以仍被選為海西經濟區中的三大核心城市，則是來自

地理、政策與文化等之重要性。自 80 年代以來就一直是進行投資貿易

的重要基地 ，由於具備得天獨厚的對台「五緣」優勢，再加上是國內

僅有的五個經濟特區之一 、沿海開放城市以及當前的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重要中心城市，廈門在福建乃至全國的對台經貿格局中有著十分特

殊而又重要的地位，表現在（黃志強，2009：96）： 

一、廈門為台商投資祖國大陸的重要聚集地，截止 2008 年底，廈門市

累計吸收利用台資投資金額 93 億美元。 

二、廈門透過「小三通」以及大陸同胞赴台旅遊口岸等優勢，廈門逐漸

成為兩岸人流、物流、資訊流和資金流來往的重要的雙向視窗。 

三、廈門為福建省最大的台資企業聚集區和台商密集區。截止 2007 年

底，在廈的台資企業達 3315 家；有近 10 萬台商常居廈門。 

因此，基於海西建構的政治戰略意涵，廈門具備扮演發展兩岸關

係的龍頭角色，也為廈門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尋得良好的發展機會。 

就投資順序而言，福建是台資企業最早集中投資的地區，其投資

主要集中在廈門，其他的分佈于福州、莆田、泉州、漳州沿海一帶，

至於龍岩、三明、南平台企較少。目前，福建省內有馬尾、集美、杏

林、海滄四個國家級台商投資區， 泉州也正在申報國家級台商投資區

（張向前、劉璿璿、劉林峰，2010：84）。廈門擁有全國較早成立的三

大台商投資區，已形成海滄精細化工、翔安光電產業園區等對台產業

對接的工業園區，是福建台商投資最密集地區（石正方，2011：32-）。

以下針對福州、泉州與廈門三城市對台產業之設置，主要整理如表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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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格 5 福、廈、泉三大中心城市區對台產業園區概況 

 園區名稱 園區的主要產業 發展概況 

廈 

門 

地 

區 

海滄台商

投資區 

化工、電子、機械、

生物醫藥 

投資總額 43.13億美元，合同利用台資 33.25億美元，

實際利用台資 26.33億美元。 

集美(杏

林) 台商

投資區 

電子、機械、化工、

輕紡 

截至 2007年底，全區共引進台資項目 615項，累計利

用台資 20多億美元。 

火炬翔安

產業園區 

光電子、生物醫藥、

精密機械 

2007年底，共有 274家企業落戶該區，其中登記註冊

台資企業(含第三地轉投資)已經達到 84家，註冊資金

5億美元，計畫投資總額逾 12.5億美元。世界知名光

電企業友達光電、中華映管、金保利光電、廈華電子

等相繼落戶。 

福 

州 

地 

區 

福清融僑

經濟技術

開發區 

電子、玻璃、鋁業、

塑膠、食品 

主要以國家(福清)顯示器產業園為載體，利用冠捷、

捷聯顯示器產量已居世界第一、產品市場佔有率高、

品牌知名度高等優勢，吸引內外資參與產業鏈擴展。

2007年，全區顯示器產業鏈企業 60家，實現產值 371

億元，約占融僑開發區總值的 70.9％ 。 

福州保稅

區 

物流業  

福卅經濟

技術開發

區 

電子、光機電儀一體

化、生化製藥、機械

冶金、建材、輕紡、

食品 

截至 2008年 5月份，台資企業已經達到 224家，總投

資達 l5.75億美元，占全區外商投資總額的 26.12％ ，

合同外資 7.1億美元，占全區合同利用外資總額的

23.03％ 。 

青口投資

區 

機械、輕工、建工 區內有總投資 22 690萬美元的東南(福建)汽車工業有

限公司及總投資7億多美元的零部件上下游配套廠120

家。 

馬尾科技

園 

電子資訊、生物醫

藥、節能材料、環保

設備 

入駐企業超過 100家，其中由跨國公司投資的企業有 6

家，被評為全國電子百強企業的新大陸。馬尾科技園

已初步形成以中華映管為龍頭的電子資訊產業、以生

物醫藥和食品工業為輔的三大產業族群。 

泉 

州 

地 

區 

泉州台商

創業基地 

輕工、電子、機械、

高科技 

台商創業基地(台創園)首期規模 1500畝，2006年已全

部完成招商，30餘家台資企業陸續人駐，項目總體規

劃 6000畝以上現代化工業園區，規劃年產值在 100億

以上。 

綠谷台商

高科技產

光伏電子、電子資

訊、精密機械、高檔

現已引進臺灣長照光伏、智尊科技、東曜健身等 9個

台資項目(其中研發中心 2個)，首期合同利用台資 1.3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124 

 

業基地 輕紡 億美元。 

洛秀台商

投資區 

光電、新材料、裝備

製造、輕工、物流 

產業初步按機電一體化產業、紡織服裝產業、石化後

加工產業進行佈置，分三期建設。現已引進泉州和諧

光電科技項目，該項目總投資達 5．7億美元，擬建 LED

廠 6座，主要生產具有同行業國際領先水準的 LED系

列產品， 並將形成光電(LED)系列產品從外延片、晶

片、封裝到應用的垂直產業鏈。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

年產值達 8億美元，可帶動下游產業年產值 200億人

民幣。 

臺灣學者

(泉州) 
創業園 

電子資訊和通訊工

程技術；光機電技術

與數位化設備；功能

陶瓷新材料 

建設中 

資料來源：石正方，2011，＜海西「兩岸經貿合作緊密區域」建設相關問題研

究＞一文，頁 29。 

 

目前針對廈門發展成為海西中核心帶領城市的規劃，有關於「海

西翔安綜合試驗區」構想被提出。廈門翔安新區地處海峽西岸最前沿

大陸東南沿海外凸弧形地帶，東北與泉州市交界，南部隔海與金門島

相望，居廈、漳、泉閩南「金三角」中心地帶。獨特的區位使其擁有

海、陸交通優勢。既是「珠三角」與「長三角」南北兩大經濟區的結

合部，又是金門島及臺灣島與內陸廣闊腹地東西兩個經濟板塊的連接

處，因而是一個具有特殊地緣經濟利益的小型經濟板塊。設立「海西

翔安綜合試驗區」，在拓展兩岸人員往來通道、搭建兩岸經貿合作橋樑、

做好臺灣人民工作等方面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對台工作平臺， 將有

助於廈門在兩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發揮前沿基地和橋樑紐帶作用，是

廈門乃至海西進一步擴大對台交流合作的重要舉措（李非，2010：

49-50）。未來廈門將持續扮演其在海西中重要中新城市的定位，發揮

先試先行的龍頭和示範作用，建設「翔安綜合試驗區」，將可與「平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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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實驗區」形成功能上的優勢互補作用對於海西的發展將更有促進

作用，在福建省形成南北兩大閩台經貿交流合作平台，以吸引台、澎、

金、馬地區不同要求、不同定位的投資者進入，對於海西區的發展將

更有正面的助益。 

 

第四節 小結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地區很難依靠單個地區獨立地構建經

濟的優勢，而必須更多地依賴多個區域在協同過程中，通過資源分享、

優勢互補等多種途徑，進行雙向的整合，形成綜合整體效應，才會有

效降低區域之間的交易成本，實現區域分工與均衡發展，從而提升整

體競爭力（朱鵬頤，2010：8）。區域經濟整合一般是指地緣相近的不

同經濟體系相互之間結合的經濟區域結構，在區域內共同廢除彼此的

某些經濟壁壘，進行適度合作與協調，取長補短，發揮雙邊或多邊的

整體優勢，以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經濟整合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集團

化的過程，它涉及貿易的自由化、生產要素的自由轉移以及宏觀經濟

政策的統一協調（全毅，2006：49）。而福建今後區域發展戰略，應著

眼於海岸線長、深水良港眾多、面對臺灣、毗連港澳等區位優勢，發

揮 80％臺胞祖籍地在福建、約 100 萬香港同胞和約 1000 萬海外華人

是福建鄉親的人文優勢，以福建為主體，外引台港澳，內聯贛東南浙

南粵東和皖湘鄂，構築以沿海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經濟圈為依託，以快

速便捷暢通的立體交通網絡和現代通訊網路為紐帶，以資本、技術、

管理、人才等生產要素流動為動脈的海峽西岸經濟區，形成對外開放、

吸引臺灣、外引內聯、輻射帶動、連片開發、協調發展的東南沿海繁

榮區域（葉飛文，2004：98）。海西經濟區地處兩大經濟帶的聯結處，

未來隨著內部高速鐵路網的建成，將促進海西的快速發展，形成一條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126 

 

以福州省會城市，廈門經濟特區，從根本上緩解海峽西岸交通運輸的

緊張局面，加速形成福建與中西部地區和兩大三角洲的快捷大能力通

道，對促進海峽西岸與長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地區更緊密、更高效

的交流合作，對推動兩岸「三通」、擴大兩岸交流合作，對發揮海峽西

岸經濟區「兩個先行區」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俞開洋，

2008：86）。 

可以預見，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未來亞洲區域經濟新格局中將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傳統的世界區域經濟格

局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適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現代區域經濟

新格局，在亞太經濟合作背景下，構建環中國海經濟圈的設想已經被

學者們多次提出，這是全球範圍內未來亞太區域經濟的新框架，而處

在環中國海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日本、

韓國和東南亞諸國將共同構築這一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中國、韓日

和東南亞各國將形成三足鼎立之勢，因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關係到

亞太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也關係到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應莉雅，2007：

2）。但作為經濟區域的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成效一方面將取

決於經濟區內部各種經濟資源的有效整合，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佈局，

以提高自身整體實力；另一方面則將取決於能否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

區域外部的各種經濟資源。就後者而言，加快閩台經濟合作，對於福

建的經濟發展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它是支撐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要

支柱。閩台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會在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建成的同

時，促進閩台之間經濟的融合，進而為閩台兩地形成同一經濟區奠定

基礎。從根本提升中國東南沿海的整體經濟實力，從而明顯增強中國

參與東亞乃至世界範圍的區域經濟合作能力（鄧利娟，2004：76）。故

海西區的發展除了建構發展的定位與資源投注之外，也要避免重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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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大經濟圈內有些城市因為本位主義而導致區域發展在推動上的困

難與對立，以及應該更明確將海西內的核心城市的定位區隔出來，以

避免廈泉福三市的定位過於相近，而影響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效果與工

作的推動，才能強化其與其他經濟圈上的區別，並迅速建立獨特的發

展特色，從根本提升中國東南沿海的整體經濟實力。 

但至目前的發展來看，海西經濟區在實際建構的經驗仍然出現挑

戰。從 2004 年至今，福州、廈門、泉州等幾個海西經濟區主要城市均

出臺了關於在各自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取得了不少

成績，但是效果不明顯，主要表現在缺乏區域協調發展意識，缺乏科

學合理的規劃，各城市之間競爭多於合作。各城市僅僅從自身利益出

發招商引資，彼此之間是一種對企業和項目的爭奪關係。不但使區域

之摩擦增多，而且難以形成類似於長三角、珠三角內部出現的「總部- 

-加工基地」的功能分工關係。這也說明目前各城市對海西的認識還只

是著眼於建設自身。因此，在制定海西總部經濟發展戰略的時候，應

該克服這種狹隘的地域觀念，樹立全域觀念（王鳳洲、王飛，2008：

99）。在各級政府分治的模式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重點

雷同，缺乏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和整體發展的規劃思路與政策。例如：

廈泉福三市的城市定位相近，都想成為未來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中心，

城市之間競爭明顯大於聯合，摩擦大於融合，無形中成為各自封閉的

小系統，結果造成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強、小城市不特，使得城

市群內角色混亂，加速了區域間無序和不平等的競爭（李靖宇、張晶

濤，2010：78）。未來海西區域內若要順利發展，則必須落實區域間各

城市的合作，以減少區域內的磨擦，而拖延了海西區的發展。至於海

西內各區域要如何進行合作與發展，主要有四種協同發展模式：（朱鵬

頤，2010：8-10） 

一、資源分享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擁有具潛力卻未被充分利用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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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未來若能連結高雄、福州、廈門等港共組港口群，進行分工合作，

將有助於連結區域與國際的航運，提升優勢。 

二、優勢互補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未來可以扮演聯繫周邊省份和中西部

內地腹地的管道，並通過台灣海峽以參與國際市場。 

三、關聯互動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內福州、廈門及泉州等港口群進行強

化，促進互動與協同發展以擴大港口經濟的規模與發展。 

四、聯網輻射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未來須建構對外鐵路，以利連結中西部

區域以及達到連結沿海三大經濟圈的作用。 

但就現階段來看，海西區域協同發展局面尚未形成，主要是產業

同構和內耗性競爭的現象比較明顯。僅就福、廈、泉三大中心城市區

域而言，目前雖然在經濟特色方面已有所區隔，如福州以服務業高速

發展、電子資訊及汽車與配件等現代工業集群發展為特色，廈門以電

子資訊、機械冶金、石化三大產業為支柱，以物流、金融保險等生產

性服務業高速成長為特色，泉州以工業高速發展、傳統產業聚落：紡

織服裝、鞋業、建陶石材、工藝品、食品飲料等傳統優勢產業集群，

但這些特色經濟的優勢尚不顯著（石正方，2011：28）。目前海峽西岸

經濟區的城市化處於關鍵階段，但除福州、廈門、泉州等幾個大城市

以外，大多數城鎮還沒能形成繼續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而大城市周邊

的中小城市尚未成熟，不能形成分工明確的城市集群，對周邊地區的

集聚能力弱。因此，當前要注重研究如何加強小城鎮的發展後勁，加

強大城市的集聚能力，加強推動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形成聯繫緊密、

分工明確的城市體系，使海峽西岸經濟區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地區（陳

菁，2010：114）。 

而至於發展海西經濟區，以建構兩岸關係協合的趨勢上，海西經

濟區未來勢必將進行更加開放的經貿政策。尤其在對台合作方面，以

「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原則做為主要指導方針，並且透過更為優

惠與開放的政策來吸引並鼓勵臺灣的部份產業與技術逐步轉移至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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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區。除了彌補海西區本身在產業上的不足，以及海西內部城市經

濟總量和城市規模不夠強大的因素，使海西區能真正達到中國大陸對

其扮演新的經濟增長極角色的實現，與發揮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與聯結的效應。因此，未來若海西區在發展上能與台灣的城市進行聯

結，不只達到海西區域內部的發展，亦能促進跨區域的合作與兩岸經

濟發展上的整合，尤其於海西區鄰近的金門，雙方在地理、族群、語

言與文化上的優勢，若得以再進行城市間的協合與分工，也將使得「海

峽經濟核心圈」或「海峽旅遊」的概念更加完整與全面。對於台灣而

言，金門可作為中國大陸與台灣本島之間的仲介橋樑，亦可減低內部

對兩岸直接進行交流的衝擊；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廈門過去已有與金

門進行小三通的經驗與交流模式，只需再進行擴充與開放，也降低了

雙方在合作上的前置規劃與互動的磨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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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門與「海西經濟區」建立經濟合作模式之

分析 
 

兩岸自從實施「小三通」以來，金門一向是重要的運輸中轉點，

但隨著 2008 年 7 月 4 日兩岸週末包機直航首度啟航後，金門在兩岸中

繼站的角色將逐漸被取代，對於金門在發展上將形成挑戰與威脅，有

鑑於此，金門應該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發展定位。而面對中國大陸大力

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政策之下，自古即與廈門在貿易上頻繁互

動，加上 2001 年後開放的「小三通」政策下與廈門具有商貿、人員往

來交流的金門，將是尋求與建構其在區域發展定位的一個新的機會。

金門與福建省為主的海西區，不管在地理位置上還是人文背景上均有

緊密的關係與連結。福建省與金門具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

商緣相連的優勢，這些不同層面的連結也為金門在發展上提供新的思

考方向與形式，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中的新的形式，金門或許在未來又

可以憑藉著其在地理、歷史與人文上的優越性，扮演兩岸關係中新的

中繼角色，金門可以從本來的運輸中繼站，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大陸

進入台灣的門戶，成為兩岸之間進行合作或建構新互動關係的試驗地

區。 

本章將透過探討金門與廈門是否可能透過建立「經濟合作特區」

的模式進行交流的可行性，目的為透過金門與廈門雙方在發展關係上

的建構，除了尋求金門在未來新的發展定位，對於金門的發展提出一

點建議；也希望在面對「海西經濟區」的發展規劃，在福建各城市進

行建設與發展的趨勢之下，為金門創造與這些城市進行連結的條件與

機會，透過與海西區各城市的合作與連結使得金門在區域中的發展性

越來越強化，在功能性也越來越具有不可取代性，以降低與防止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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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在區域發展中被邊緣化的可能性。 

 

第一節 金門發展優勢、挑戰與定位之分析（金門發展的

SWOT 分析） 

 

金門位於東經 118 度 24 分，北緯 24 度 27 分，即福建東南方的廈

門灣內，西與廈門相對，東隔台灣海峽與台灣相距約 150 公里，總面

積為 150.46 平方公里（李沃牆，1998：132）。金門除大金門本島之外，

尚包括小金門、大膽、二膽、東碇、北碇等十二個島嶼。 金門的地理

位置有三面為中國大陸所圍繞，立於福建省東南方廈門灣內，是大陸

邊緣的一座小島，西距廈門外港約十公 里，北向隔著圍頭灣、金門港，

與大陸的晉江、南安、同安，廈門市、海澄等地相望，舊時兩地船行

約半個鐘頭，而東南面與台灣的台中、彰化遙遙相對，有關金門的地

理位置圖詳見圖 5（李培齊、張力、陳滄江，2008：18）。金門位於廈

門對岸、平均相距約 5 公里的小島，金門在地理上的位置也為其帶來

了獨特的歷史定位與在兩岸關係中的微妙中介角色，而且也因為其獨

特的地理位置為其帶來了政治上的特殊治理與整體發展上的限制。在

過去兩岸關係對峙的時空背景下，金門作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防

禦前線，全島實施戰地政務管制的情況下，使得金門在定位上成為軍

事海防的要塞，全島約有 10 萬駐軍的情況之下為金門帶來了長足的經

濟發展與效益。而隨著 1990 年兩岸關係進入和緩發展後，加上 金馬地

區解除戰地政務體制，島內駐軍大減之後，開始為仰賴軍力消費的金

門經濟帶來衝擊，也讓金門縣政府不得不思索如何重新界定金門的發

展定位。 

因此，除去軍事定位的金門在未來該發展為哪種的定位，才能為

其在區域內尋得發展的機會成為自 1990 年至今金門縣政府與金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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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的議題。2001 年開放實施的「小三通」是金門在發展定位的一

個新的突破與構想，將金門的角色從過去兩岸之間的屏障轉換成為兩

岸之間新的互動橋樑，也開啟了金門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不可替代的

角色意義。而隨著兩岸之間交流深化，2008 年全面三通的實施後，又

衝擊到了金門作為兩岸橋樑的功能性角色，故針對金門的發展勢必再

次尋求一個新的定位，以因應兩岸全面三通後的金門發展。面對這個

新的發展危機，對金門而言並非全然為危機，反而可能成為金門在發

展中的新轉機。因為透過兩岸更開放的政策，提供了金門進行建構與

廈門更深化的合作關係的機會與彈性，而面對中國大陸在 2009 年之後，

將由中央政府強力支持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政策相呼

應下，似乎為金門在兩岸關係中又開啟了新的角色定位的契機，金門

如何界定自身的定位以及其與海西的關係，將影響金門未來在區域內

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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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金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頁：155。引用網站
http://tpweb.cpami.gov.tw/all%20files/p_7_7_2/1.%e5%8d%80%e5%9f%9f%e7%99

%bc%e5%b1%95-%e7%9b%ae%e9%8c%84.pdf 
 

 

壹、金門整體發展的 SWOT 分析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對台灣本島以外的離島之基本民生建設不夠

重視。過去多數之建設則也多半是以軍備需求為主，各項基本民生建

設明顯不足。因此離島居民無論是在醫療、水、電、衛生、交通、教

育方面所呈現的品質遠不如台灣本島的居民。亦造成離島人口不斷大

量外流，嚴重影響地方發展。有鑑於此，乃有「離島建設條例」提出 。

「離島建設條例」立法的目的在於加強離島經濟建設與發展，促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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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經濟繁榮（李金振，2009：3）。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加上特有政

治情勢的影響，台灣離島相較於本島，有著發展上的弱勢與困境，為

了增進離島居民的生活福祉與地區的發展，政府於民國 89 年訂定「離

島建設條例」，該條例第 16 條規定政府須分十年編列不少於 3 百億元

之「離島建設基金」挹注離島建設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

中心，2007：2）。自民國 89 年之後針對金門的發展與建設多半依據「離

島建設條例」進行規劃與「離島建設基金」進行補助。 

但基本上離島本身具有一些先天的優勢與限制對於發展上具有影

響，金門同樣地也具有這些在發展上的問題，針對金門在發展上的機

會與挑戰，將透過 SWOT 分析來進行整理與討論，主要區分為優勢、

劣勢、機會與威脅等四個面向來討論。 

 

一、金門具有之優勢： 

(一) 豐富的旅遊資源與多元文化特色--閩南、軍事文化與自然生態共構

下獨特的金門。 

  過去兩岸軍事緊張時期，金門是台灣軍防的最前線，一直實行戒

嚴措施。1992 年，金門廢除戒嚴，解除軍事管制。由於長期的管

制與禁建，金門保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包括湖泊、濕地和豐富

的鳥類生態。1995 年成立首座關於離島的金門國家公園，用來維

護歷史文化資源、戰役紀念等，兼具自然資源保育功能。金門擁有

大量的戰地景觀，諸如戰史館、軍事碉堡、地下工事、紀念碑、戰

爭史蹟等各式地戰地特色文化。同時，金門保留有豐富的人文遺產，

包括閩南文化、河洛文化、僑鄉文化（王勇，2010：132-133）。由

軍事的定位轉換到非軍事的定位，也使得金門在發展上尋求轉型而

極力的發展觀光產業，而過去的軍事地位所進行的管制，反而也成

為有助於金門在發展特色上的發展，不僅為金門的觀光增添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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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金門在旅遊上提供有別於台灣本島的文化與軍事體驗。成為金

門在發展上的一項優勢。 

(二) 獨特的酒香文化與產業—金酒公司。 

金門高粱酒產業是帶動金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根本核心產

業，金酒公司自 1953 年建廠，至 2010 年營收達新台幣 123 億，是

金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地生命線，2010 年盈餘繳縣庫金額約新台

幣 42 億元，占總縣政經費的 31.5％（2010 年上繳國稅亦達新台幣

32.9 億元整），是金門主要的經濟發展的命脈（李沃士，2011：6）。

金酒作為金門在發展上的龍頭產業基本上是不容置疑的，不僅在經

濟上位金門創造可觀的收益，金門酒廠更提供大部分金門人工作機

會，因此針對金酒未來的發展應思考如何繼續保持優勢，並且積極

開拓其他如國際的市場，以延續其在金門的帶領並為金門在創造更

多的發展性。 

(三) 歷史保留示範—島內古蹟、聚落的保存良好且密度高。 

金門的聚落與古蹟由於經歷過軍事的嚴格管制政策，使得金門

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必須以軍事為主而未進行開放並與允許改建發

展，也因此讓這些聚落文化與古蹟大致上都存在，或許有部分因為

戰火摧殘而破落，但大部分的原貌或原址仍被保存。因此，在解除

戰地政務後，金門得以對外進行開放，金門內部的古蹟與聚落文化

也成為獨特的文化資產，亦是金門在發展觀光的重要特色。目前金

門共有 21處國家級古蹟以及 12處縣定古蹟，島不僅有的閩南建築，

更保存有僑民回金門後所建造的洋樓建築，形成金門特殊的歷史與

文化歷程，也為金門在發展觀光上提供多元性的文化訴求以及人文

方面不同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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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在發展上的劣勢： 

島嶼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大多會面臨到人口外流與產業發展

不振的問題。以金門的情況而言，過去也一直處於人口外流與產業發

展遲緩的情形，主要原因即是在於無法突顯金門的特色，在加上軍事

管制時期，金門與對岸完全斷絕，與台灣本島往來也諸多限制，當然

無法吸引足夠的人才，對於金門的發展影響甚鉅。整體而言，金門地

小人少，自然資源缺乏，產業發展局限於初級產業，製造業與服務業

除少數部門之外，多數都處在初期萌芽階段，且有缺水、缺電、缺人

的瓶頸；同時金門缺乏火車頭產業帶動整體產業發展、高等教育與醫

療產業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大、小金門發展失衡，因此金門要靠自身

的資源及力量發展經濟會相當困難（史惠慈，2011：21-22）。金門目

前主要依賴金酒公司扮演經濟上的產業帶領角色，其他的產業則或因

環境因素、本身條件的欠缺而無法有效發展與經營。隨著金門開放觀

光以來，在觀光產業上也面臨到瓶頸，主要在於地方政府與民間無法

有效配合宣傳與行銷，大部分的觀光產業都比較依賴自我的經營模式，

對於金門縣政府的補助與尋求協助的部分較被動與不足。導致在觀光

產業尚無法突出並建立特色，在整體行銷上能見度與廣度也不夠，使

得在推動觀光產業上甚為吃力。基本上針對觀光產業地發展上，同類

型的產業可以結合併舉辦選拔與票選活動，一方面增強這些產業的曝

光，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讓產業之間發展競合關係，透過相互競爭與合

作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以及整合資源行銷。 

以下針對金門在發展上的限制主要歸納為下列三點： 

(一) 離島所造成的邊陲效應--發展受限。 

金門的地理位置離台灣本島較遠，在發展的資源分配上本來就

比本島來得少，者也是一般離島所會遭遇的問題。但金門更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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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離台灣本島遙遠，但卻相近於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與福建省

的廈門更是相距僅 2000 多米，如此特殊地地理因素，在過去兩岸

對立的狀態下，更使得台灣本島願意投注與建設金門的機會更低，

使得金門在資源分配上、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上都無法獲得太多的關

注與投入，而造成金門在發展上形成邊陲的情況。 

(二) 民生設備及建設缺乏--水、電不足、交通發展受限，特別是交通易

受天候影響。 

金門在基礎的建設上較為缺乏，主因來自於金門本身離島的地

位而造成地發展邊陲效應，以及早期金門最為兩岸軍事對峙前線的

歷史所造成，使得金門未獲得有力的建設與發展。在金門的民生用

水方面長期均仰賴地下水，更因為氣候較為乾旱下雨機會較少，使

得金門在用水上的缺乏，未來將成為發展上的一大隱憂。在金門本

島亦無相關電力設備相關的措施，在電力的使用上不足夠供應日後

進行建設與發展所需，則成為發展的隱憂之二。此外，金門主要聯

外的交通管道，在設備上相較於台灣本島略微不足，使得常受限於

金門的氣候，每到春季常因為濃霧而造成能見度不佳而造成聯外功

能無法發揮的狀況，不僅在交通上有所不便，氣候因素也增加了金

門在發展觀光上的困難，則為金門發展的隱憂之三。 

(三) 過去特殊軍事管制限縮金門的發展。 

過去金門在兩岸的軍事定位，局限了金門發展的可能性。金門

在設定上常被設定在扮演台灣本島的軍事守護者與中國的隔離者，

在發展上多是從台灣本島的安全設定為考量出發，有關於金門自身

的需求則常被忽略，如因為是軍事前線所以在兩岸軍事對峙時期幾

乎於關乎民生之建設，多為軍事需求之建設；早期更因為軍事的特

殊管制連交通、人員往來方面都市管制的。因此在某些程度上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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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金門在發展上的機會。 

 

三、金門在未來發展之機會： 

(一) 區域位置--鄰近中國大陸的福建沿海，可作為兩岸之間的防衛屏障

與連結橋樑的雙重角色。 

面對中國大陸發展海西區，並以海西作為發展兩岸交流地先試

區域而言，金門市位於最靠近海西區的台灣城市，因此在兩岸交流

上具有最優先的區位優勢，使得金門在發展上有新的機會。未來透

過與廈門或其他海西區的城市進行合作與分工的角色建構將為金

門在發展上帶來新的機會，也因為金門地理位置上的鄰近，使得金

門將成為聯繫兩岸的關鍵中介者，一方面既可以減輕我國政府在進

行兩岸交流下產生的衝擊，也可以透過金門的試驗來調整兩岸交流

的進程。 

(二) 自身定位所帶來的發展競爭力--經濟、兩岸的區位發展定位。 

金門針對自身在發展上的定位，為金門在發展上提供競爭力。

在整體的發展定位上，金門未來要朝向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平

衡發展。既追求金門的開發與建設，又同時兼顧金門既有的自然資

源與環境生態保護，並將環境與自然資源結合觀光的發展，推動具

有自然特色的休閒模式，為金門提供與其他先進開發成市所不同的

文化面貌。在區域定位上，金門努力爭取作為兩岸區域經濟先行先

試點的機會，一方面積極的參與中國大陸建設海西區的過程尋求金

門與海西區城市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努力爭取金門作為與海

西區合作的台灣代表角色，為其自身的發展上努力尋求新的定位。 

(三) 作為連結海西內部城市的交流據點--文化、旅遊、交通、醫療、人

民等交流。 

金門因為鄰近福建省，未來可以倚仗區位的優勢，依循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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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發展海西區的政策，而尋求與海西各城市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建

立。金門將可以成為兩岸發展上各種的橋樑角色，如旅遊、交通、

學術、醫療、文化、人民等交流的中介角色，但前提是金門必須先

建構出自己的城市特色與定位，因此努力朝向觀光發展的定位，將

是以目前而言對金門最有利的方向，若可以透過旅遊方面強化發展

的政策與功能設定，將有機會朝向扮演連結兩岸旅遊產業與發展舉

足輕重的中介角色，因此如何抓緊金門發展成為海峽旅遊圈的一員

並建構不可或缺的功能性地位，將是未來金門發展觀光上需要審慎

思考的重要課題。 

 

四、金門在發展上的威脅： 

(一) 兩岸直航正常化--弱化金門擴大小三通的中轉地位。 

隨著 2008 年兩岸開放三通之後，金門作為兩岸交通中繼站的

地位受到了挑戰，也使得金門不得不思索其發展的下一步。在過去

的間接開放政策下，為金門創造無可取代的地位，也藉由金門扮演

緩衝兩岸交流廈可能帶來的安全問題、社會問題以及政治問題。經

過近 10 年的實施，提供金門在發展上努力的方向，也提供兩岸在

建構交流的模式參考。但三通後，金門不再是享有兩岸政策優勢的

主要角色，因此如何必面在三通後地位面臨弱化以及被取代的命運，

將是金門未來發展的挑戰。 

(二) 在兩岸城市中的競爭力可能不足。 

金門由於自身基礎條件的不足，加上內部除了金酒公司並無法

發展有利產業，使得金門在兩岸城市中的競爭力與能見度較弱，若

要尋求兩岸城市的合作，金門將面臨吸引力與競爭力不夠的困境，

即無法有太多條件來吸引海西區內的城市與金門合作，也沒有產業

來進行連結。故將成為金門在發展上的另一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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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部人民在發展政策上的分歧。 

就金門要如何發展的問題上，金門內部的人民目前並無共識。

即有關金門的發展政策上金門內部仍存有分歧，例如究竟要不要成

效發展博弈產業、金廈是否要建橋等，基本上在金門內部並無平台

提供民眾來討論與形成共識，也無法針對議題有完整與清楚的認知。

更甚者，大部分居民連金門的發展都只是被動的配合與接受，並無

參與性與積極性，也使得多數的金門人民在有關金門在發展政策上，

非但無法產生共識也甚至於較容易沒有想法，因此將是金門在發展

上的另一隱憂。 

關於金門在發展上的整體 SWOT 分析主要進行整理如表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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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 金門整體發展的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豐富的旅遊資源與多元文化特色

--閩南、軍事文化與自然生態共構

下獨特的金門。 
2.獨特的酒香文化與產業—金酒公

司。 
3.歷史保留示範—島內古蹟、聚落

的保存良好且密度高。 

1.離島所造成的邊陲效應--發展受

限。 
2.民生設備及建設缺乏--水、電不

足、交通發展受限，特別是交通易

受天候影響。 
3.過去特殊軍事管制限縮金門的發

展。 
4.觀光人才及周邊相關人力資源不

足。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區域位置--鄰近中國大陸的福建

沿海，可作為兩岸之間的防衛屏障

與連結橋樑的雙重角色。 
2.自身定位所帶來的發展競爭力--
經濟、兩岸的區位發展定位。 
3.作為連結海西內部城市的交流據

點--文化、旅遊、交通、醫療、人

民等交流。 
4.金門華僑眾多，且具經濟實力，

未來若有金僑或外資機構共同參

與投資，將使金門的整體發展更為

有利。 

1.兩岸直航正常化，弱化金門擴大

小三通的中轉地位。 
2.在兩岸城市中的競爭力可能不

足。 
3.內部人民在發展政策上的分歧。 
4.受到大陸對岸較富盛名之遊憩景

點的競爭。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2007），「金門綜合發展計

畫暨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金門縣政府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2008），「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以及作者自行整理。 
 

貳、金門發展定位之調整與發展策略選擇探討 

 

針對金門發展的定位規劃，主要可以透過《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

畫》、《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離島建設條例》等重大公共建設

計畫來進行歸納與探討。有關金門的發展定位，依行政院民國 98 年通

過之《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與《金門縣整體發展綱要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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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下，金門在未來將以發展「國際級永續觀光休閒島嶼」為整體發

展願景，並配合建構發展成為「大學島」、「醫療島」、「免稅島」。而若

遵循《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中金門則將為定位「離島生態觀光區」 ，

將金門定位為人文生態觀光區，同時配合金門縣長政見，發展「金—

廈雙子城」，在閩南城市生活圈中進行各區帶策略發展。至於《金門縣

第三期綜合建設方案（100-103 年）》則在整體的金門在總體發展主軸

上定位為「國際級觀光休閒島嶼」，在發展定位上，推動「社會經濟與

環境生態平衡發展」，在區域定位上，以金門做為「位於閩南經濟生活

圈的兩岸先行試點」，在產業定位上，以「觀光與金酒產業雙軸心發展」。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1）而「金門縣概念性總體規劃」內

容將以「推動島嶼永續發展、金門品牌走向國際」的理念基礎，推動

金門朝向三 E 發展（ECFA 共榮金門、ECO 低碳金門、EVENT 活躍

金門）。並與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9 年 6 月核定的「金馬中長期規劃報

告」中所提「國際級觀光休閒島嶼」、「優質養生醫 療健康島」、「高級

免稅精品購物天堂」、「兩岸高等教育殿堂薈萃的大學島」及「酒香四

溢、詩酒並雅的白酒文化島嶼」5 大願景及愛金 12 大建設等政策作

密切搭接。共同打造金門成為全方位島嶼：包含全球-戰地觀光勝地、

亞洲地區-觀光醫療渡假村、海西地區-產學培訓中心/兩岸交流平台/

購物免稅島、台灣地區-永續低碳示範島，以創造金門縣產業發展最大

優（金門縣政府，2011：1-2）。 

針對表格 7，對於金門未來的定位大致可以歸納為一個發展定位

主軸，即發展結合金門自然生態為主的觀光為核心定位，基於離島為

經濟發展弱勢地區，加上這些離島地區勞動人口嚴重外流，對於發展

產業上十分不利，因此，將離島的發展定調為發展「離島生態觀光區」

的觀光產業模式。並且透過加強金門地方的基本建設，以及政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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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放以利於提升觀光產業，如大學島、醫療島、免稅島等，基本上

仍是以強化觀光的競爭力而產生的政策，原則上仍圍繞在共築離島觀

光的主軸。並且持續推動原本的優勢產業如：金酒、貢糖，並將這些

產業與觀光進行結合，發展成專屬金門的特色旅遊定位與文化。透過

結合地方資源與生態的方式，一方面發展與建設離島，另一方面則是

避免開發而產生對離島特殊景觀環境進行破壞。既讓離島不但能突顯

地方特殊生態與文化，也能夠建立屬於各自在推動觀光產業的特色。 

 

表格 7 各發展規劃中有關金門發展定位之歸納表 
規

劃 

名

稱 

國土空

間發展

策略計

畫 

金馬中長期經濟

發展規劃 

離 島 建

設條例 

金門縣第三期綜合建

設方案（100-103年） 

金門縣概

念性總體

規劃 

發

展 

定

位 

離島生

態觀光

區 

1.國際級觀光休

閒島嶼 

2.優質養生醫療

健康島 

3.高級免稅精品

購物天堂 

4.兩岸高等教育

殿堂薈萃的大學

島 

1. 建 設

並 進 行

生 態 環

境、文化

之保存 

2. 免 稅

島 

3. 博 弈

觀光 

國際級觀光休閒島

嶼： 

1.發展定位：推動社

會經濟與環境生態平

衡發展。 

2.區域定位：做為閩

南經濟生活圈的兩岸

先行試點。 

3.產業定位：發展觀

光與金酒產業雙軸心

發展。 

推動島嶼

永續發

展： 

1.觀光島 

2.醫療島 

3.免稅島 

4.大學島 

5.白酒文

化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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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行政院核定對金門的發展項目，主要透過五個面向持續對

金門的發展的硬體設備等進行建設，分別是金門港埠建設計畫、金門

港埠建設計畫、金門尚義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金門綜合醫療大樓以

及金門地區供水改善規劃等五項。相關實施規劃的位置分配如下圖 6

所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29-31）： 

 

 

圖 6 行政院核定金門縣重大公共建設空間配置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

暨第三期（100~103 年）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第 31 頁，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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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金門大橋建設：金門大橋主要為橫跨大小金門之間的橋樑，目的在於連

結兩者的陸運交通，並對於整體觀光資源結合，以及一些基本需求上進行實

質幫助與改善。 

二、提升金門港埠建設：透過擴建水頭港區小三通浮動碼頭的相關工程、大型旅

客服務中心等計畫，目的在於改善金門的交通設施，協助提振景氣及區域均

衡發展。 

三、金門尚義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金門機場的設備進行擴充與增建，改善現有

的不足，以及減少在往返時的不便，提升更多遊客願意到金門進行旅遊的意

願。 

四、建蓋綜合醫療大樓：金門由於醫療資源相對的不足與位置偏僻，容易造成救

治上的延誤與資源上的浪費、失衡。因此，為了提高醫療品質著手規劃醫療

上的建設。 

五、改善金門地區供水之規劃：金門水源不足，為了穩定供應金門地區未來民生

供水，需要針對供水上進行改善。 

金門在發展上，更需要結合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由其是在中國

大陸近年來對於福建省沿岸的建設計劃，更是金門退推動發展觀光產

業的一個新的方向。金門的發展雖受限於人口規模小，人才流失、資

源缺乏等多元因素，但有必要巧妙結合兩岸合作的契機與鏈結海外僑

胞的資產，突出發展策略。具體而言，巧妙運用中國大陸（廈門）發

展與兩岸特性關係，政策上有其可以施展的空間，以及台商轉型與跨

代接班需求的時機，金門可藉此掌握其發展角色地位（劉孟俊，2011：

46）。金門之未來發展隨著特殊的地緣位置，有機會扮演閩東南城市區

域的流動分工角色，使其成為與鄰近廈門地區發展互補之角色。簡言

之，未來的金門將是善用兩岸中介地理位置的金門（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2010：15）： 

一、在區位角色上：金門將扮演兩岸客運中轉的樞紐； 

二、在經濟發展上：金門將以台金廈旅遊圈及台商幹部培訓基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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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三、在文化意義的建構上：金門將成為閩東南僑鄉文化研究與區域發

展研究的重鎮； 

四、在生活服務的提升上：金門將發揮地緣優勢，建設為廈門台商子

弟孜心就學的基地。 

表格 8 金門整體發展定位設定與規劃 

定位 內容 

發展定位 維持環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朝國際休閒觀光島、提

升教育發展、養生醫療健康島及精緻購物免稅島四個

目標發展。 

區域定位 

樞紐。 

1.以金門作為兩岸互信合作的「先行示範區」，共創兩

岸雙贏模式。 

2. 金門將扮演兩岸客運中轉的 

產業定位 

 

以觀光產業為發展軸心，善用金門獨特優勢、台灣資

源與大陸市場，創造金門關鍵競爭力，並帶動其他產

業發展。 

經濟定位 

 

金門將以台金廈旅遊圈及台商幹部培訓基地為主軸； 

文化定位 

 

金門將成為閩東南僑鄉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研究的重

鎮。 

生活定位 

 

金門將發揮地緣優勢，建設為廈門台商子弟孜心就學

的基地。 

資料來源：內容引自金門縣政府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2008），

「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第8頁內容，以及作者整理繪製。 

 

未來也希望金門得以建構出兩岸中介的功能角色，透過不同的面

向，積極聯結兩岸人民與城市之間的互動，不僅提升金門自身的經濟

與發展，也能夠再次創造自身在兩岸關係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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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潮流之下重新建構金門的發展優勢。但要以金門作為兩岸區域

合作、城市合作的前提必須是金門內部建設的具備，以及金門設定的

發展定位必須與海西區的建構有所相關，例如在功能上具有互補性或

強化性，否則難以吸引海西區的城市與金門進行深化的交流。並且金

門必須清楚自身在區域整合下的發展定位，仔細評估兩岸進行城市合

作對於金門發展觀光產業的優勢與挑戰，針對開放的內容及程度確實

規劃並有完整政策配套來落實，否則將難透過兩岸合作為金門內部的

發展帶來經濟上的提升與助益，未來反而更將因為開放而造成經濟外

移至廈門或海西區各城市的問題，更加深金門在區域發展的困境。 

 

第二節 金廈交流經驗與金廈經濟合作模式之建構 

 

金門與廈門之間的交流自古以來即存在，在歷史的脈絡上，金門

與廈門是一體的。在民國 38 年以前，兩地通商極為頻繁，據歷史記載，

位於金城的南門曾為負責與大陸商運往來的後浦港是與廈門交通的主

要港口及貨物集散中心，且其西南隅也有同安渡可與同安相互往來，

可停泊四百擔船一百餘艘，鎦五店海關並曾設與後浦南門，亦可見當

年與中國大陸商運交易的盛況與活絡程度（李沃牆，1998：133）。金

門是台灣的邊陲、也是大陸的邊陲。從地理位置來看，金門與廈門只

有一水之隔，其最近處僅 2000 多米，並且金門和廈門一樣屬於港口型

城市， 以農業為主，在經濟結構上與廈門有很強的互補性。正因為金

門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其經濟發展及繁榮有賴於依託及融入

海峽西岸才能得以實現。金門作為中轉地的地位與作用正在逐步提升，

金門地方政府及民眾把握有利時機，加強與大陸的經貿及文化等方面

的交流與合作，為建立自主的經濟體系及融入相關經濟圈奠定基礎（代

莉，2010：63）。從 1956 年到 1992 年，金門是台灣的「戰地政務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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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2001 年，金門是兩岸「小三通」的「兩岸直航試驗區」，未來金

門應建立「金門經濟特區」。未來金門可以利用毗鄰福建的地理優勢，

以及經濟特區的稅務優惠，打造國際水平的物流中心，建設料羅灣深

水港、修建金廈大橋，建設國際航運中心。還可以利用金門的地理條

件，建造海洋主題公園，內容包括海底水族館、水上遊樂場等，形成

以海洋文化為核心的國際旅遊中心（梁偉洪，2007：3）。但目前金門

的經濟發展，遠落後於廈門，有關金門「特區」的定位及前途發展等

議題，只有實施開放政策，讓金門自由化、「特區」化，此不僅有助於

金門的進步及繁榮，更有益於兩岸關係 的互動及進展。所謂金門自由

化、「特區」化，就是讓金門成為兩岸的自由港、經貿中心及環保休閒

產業（如光電建築、度假旅遊、照護休養等）中心。一旦金門成為真

正的自由港，包括大陸汕頭以北、上海以南、江西以東的大片區域，

均能以此為經貿中心及環保休閒產業中心，以此區域（包括台灣）為

腹地，金門有自己的優勢產業，也有龐大的消費市場（陳自創，2008）。 

針對金門與廈門進行合作的構想，如：「金門國際自由市」（張亞

中，2009）「廈金特別安排區」（石正方，2008）、「廈金特區」（唐永紅，

2009）、金廈生活圈（成功大學、金門技術學院，2008）、金門自由貿

易區（單驥，2008）等的概念在近年來相繼被提出。這類的構想主要

在於透過廈門與金門的地理優勢，以及過去小三通的交流經驗，希望

能再度在兩岸建構出新的互動合作模式，以及為廈門在海西中的發展，

甚至是兩岸關係發展中尋找新的發展優勢。而針對「金廈特區」（或稱

「廈金特區」）此類的構想，其實也是論文在金門與海西經濟區在區域

整合的發展中所選擇進行探討的構想與希望去建構的互動模式，目的

是討論金門有沒有機會在海西經濟區的發展中，尋求自身在區域的發

展方向，以及透過與廈門的合作以強化與海西中其他城市的聯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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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創造更多的發展契機，也讓兩岸共同成立金廈特區的設想變的可

行。將金門、廈門、泉州與漳州四地化為同一地塊，以在經濟、社會、

文化等方面得以相輔相成的情況下，重新規劃四地的發展，成為兩岸

和平發展的試點，即所謂金廈共同生活圈。打造「金廈特區」關鍵在

於兩岸思想的解放，打破傳統的完全按行政區劃進行經濟建設的思維

方式，切實從海西與台灣的特殊的地緣人緣關系的實際出發，作為兩

岸合作的特殊地區來發展。這就需要得到兩岸政府的默許與支援，定

期召開會議，共商「金廈特區」的發展大計，使「金廈特區」重新崛

起，形成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亮點，促進海西經濟區的建

設（李禮仲、周信佑，2008：3-4）。而針對金、廈走向特區模式的建

構上，論文將以雙方建構「旅遊特區」的可行性進行討論，就雙方共

同發展旅遊城市的可能性與優勢上作分析，以了解金、廈是否可以經

由城市於某面向之合作，而達到共同發展、共生共榮的局面。以下將

透過過去金、廈進行合作的經驗、金廈建構「旅遊特區」的構想與可

能性分析，以及影響金廈「旅遊特區」建構之變異因素等三方面進行

探討。 

 

壹、小三通到大三通金廈交流的經驗與發展 

 

小三通主要是根據「離島建設條例」中第 18 條通過「試辦金門馬

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以作為小三通的管理依據。政府推動小

三通的兩大目的第一係促進金馬地區之建設與發展，「小三通」的基本

宗旨是照顧金門、馬祖民眾的生活需求，降低當地民眾犯罪風險，並

且希望藉由開放與大陸地區航運、人員、貨品、金融、郵政等雙向往

來，以促進金馬地區的經濟繁榮。第二是增進兩岸良性互動，改善兩

岸關係（劉秋華，2003: 41）。小三通的開放內容包括：（1）航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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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往來；（3）商品貿易；（4）通匯；（5）檢疫；（6）軍艦。目前小

三通的範圍主要包含二個項目：一是為讓金門、馬祖民眾與大陸地區

進行合法的直接經貿交流，此部分是指「除罪化」的事項；二為在有

效控管風險即採取完善配套措施的前提之下，有限度開放大陸船舶、

貨品及人員進入金馬地區（陳建民、蔡承旺，2005：51）。但在小三通

的實踐，現階段「小三通」旅客仍大多屬於「過境」型旅客型態，雖

然旅客量逐年維持成長中，然而消費偏低，所產生經濟效益不如預期。

對此，金門亟需導入「在地消費」經濟行為，才能活絡金門經濟。小

三通歷年旅客量 2005 年 51.9 萬人次，2006 年 62.3 萬人次，2007 年

72.5 萬人次。小三通旅客結構主要為：中轉旅客占 60%、金門民眾占

30%、大陸人士占 10%（李炷烽，2008）。金門小三通自 2001 年實施

以來，主要客源以金門當地居民為主，吸引外來遊可有限，對當地整

體經濟發展的貢獻有限。2008 年擴大小三通後，雖吸引許多台灣旅客

利用小三通赴福建，使得由金門小三通出境人潮顯著增加，但由於大

部分的旅客還是將金門當成過境，並未停留觀光或進行消費，使得利

用小三通來促進離島發展的成效始終未能實現（史惠慈，2011：21-22）。 

2009 年透過小三通進出有 129 萬人次，2010 年有 138 萬人次，2011

年有 147 萬餘人次，但實際為金門帶來的經濟效益卻有限，金門作為

兩岸進出的中繼站地位角色是明確的，但是卻無法為金門整體的經濟

發展與效益帶來明顯的提升。 

而兩岸直接三通後，對於金門的經濟衝擊並不大，主要的衝擊來

自於功能性被取代。金門過去因為小三通的政策，對於其經濟上本來

就不具有太大的提振，原因來自於金門雖為兩岸人員來往的轉運，但

多數人員均未在金門停留與進行消費，使得金門無法透過小三通有效

提振金門的經濟。相反的，隨著近年來，金門縣政府針對觀光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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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整，透過幾觀光活動如迎城隍、中秋博狀元餅等活動、爭取金門

列入「十大重點觀光城鎮」的提名，努力提升金門旅遊上的能見度。

突顯金門宗教、民俗上的特性，並吸引兩岸宗教性與民俗團體來金門

進行交流；再者，持續推動發揚金門戰地觀光文化，在景點的規劃方

面開放部分具軍事特色的參訪點，藉此展示金門代表兩岸由戰爭關係

走向和平關係的新特色。未來金門將是國際情勢另一個重要的歷史展

示，象徵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金門將從「殺戮戰場」轉變為「和平

廣場」，甚而已轉變成兩岸溝通橋樑的角色。經由不同的金門文化特色

重新定位與包裝以結合觀光政策之推動，故使得 100 年到金門觀光的

人數統計約有 113.5 萬餘人次，相較於 99 年的 68.4 萬餘人次，成長了

45 萬餘人次之多。100 年整體觀光旅遊經濟產值預估數為新台幣 82

億多，其中台灣及國外遊客預估累計產值為新台幣約 61 億元，大陸旅

客(經小三通)預估累計產值為新台幣約 21 億元。反而為金門帶來了經

濟的效益與收入，因此透過觀光產業的行銷與政策的推動，似乎對於

金門整體的經濟發展較有長足的貢獻，這也是近兩年來金門為何定位

在大力推動觀光產業發展的主因。但基本上，小三通在金廈合作上，

應可視為促進雙方發展旅遊的推動而不可直接等同於經濟的提升。以

金門而言，小三通為金門在兩岸旅遊上創造的優勢主要在於提供交通

上便利性，但金門實質經濟的成長並不能單靠這個交通優勢來創造，

仍必須透過提高內部旅遊產業的吸引力與競爭力才能達到。簡單的說，

即金門要如何留下旅客於金門進行消費才是創造其經濟得以成長的主

因，否則在未來建構金、廈旅遊合作之後，金門亦可能會走向過去小

三通模式的完全的中繼站角色，成為廈門進入台灣或是台灣近如大陸

的轉運站，而未能真正有助於金門提供經濟上的成長與發展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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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金廈建構經濟特區合作模式之分析 

 

從歷史的向度看，我們民眾的先祖先輩，相當比例都是來自福建

的移民，而由於經濟地理因素的制約，我們和福建特別是其沿海地區，

在歷史上曾經不斷形成次區域式的經濟區，這種次區域經濟區，是一

種軟區域主義，基本上由經濟地理的鄰近性，而非由政府決策力量所

促成（李英明，2011）。而在面對中國陸對海西的發展推動，金門的角

色應作為兩岸之間的先試區域。李縣長主張，台灣應該以金門做為台

灣的窗口而與海西特區做交流，先將政策在金門試行後，再全面落實

到台灣，以避免造成台灣島內過度波動。對於金門以其特殊的歷史地

位在扮演推動建立兩岸互信機制的城市外交角色功能之評估上，金門

縣長認為，金門早期在地理位置上擔任反攻最前哨的軍事城市角色，

隨著兩岸關係轉化，金門成為兩岸和平的最前哨，如果能夠在如此特

殊的歷史地理位置上，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金門將可扮演

安全閥城市的角色作用（許文英，2010：138-139）。隨著兩岸政治的

和緩發展，以及在經濟領域上的合作日愈深化，金門與廈門具有發展

兩岸交流深化的優勢與條件，分別是區位優勢（即位於兩岸最鄰近的

地緣優勢）以及人文血緣地優勢（文化同於源、血緣同族）。因此，也

提供了金門與廈門得以在兩岸關係擔任先行交流的角色。過去金門與

廈門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為兩岸交流的通道，即「小三通」政策

時作為兩岸人員進出與交流的主要通道，「小三通」的特殊與開放確實

為雙方帶來合作的經驗與奠定合作的基礎。但隨著兩岸完成「大三通」

後，大大降低了金門與廈門作為兩岸主要通道的功能性地位，也使得

金門與廈門淡化了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性。 

而隨著中國大陸近年來發展區域經濟的政策，針對福建沿海的開

發計畫逐步落實，並在 2011 年由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復《海峽西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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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展規劃》，代表著兩岸關係仍然是未來兩岸關注的重心，因此，基

於海西的地理位置，再度為金門與廈門雙方在發展上提供新的機會與

可能性。也因為「海西」的發展規劃，開始出現了很多對於兩岸合作

建構的議題探討，其中最重要與可行的莫過於建構「金廈特區模式」、

或是「金廈自由經濟區」的論點。金門與廈門過去即存在小三通的交

流模式與經驗，因此，只要在現有的架構下再進行雙方在兩岸關係中

發展定位的重新界定與規劃，應可以進行新的互動方式的建立與產生，

不僅在推動的時間上具有優勢，也具備了過去交流的法理規範基礎，

確實為兩岸交流中一個較可行的構想與模式。而針對金門與廈門如何

進行合作，基本上兩岸學者均有提出相似的構想，如「金廈和平特區」

（李炷烽，2006）、「廈金自由經濟區」（唐永紅，2006）、「金廈特區」

（或稱「廈金特區」，）、「廈門灣對台合作新區」（羅海成、王秉安，

2008）、金廈生活圈（傅棟成，2008）、「廈金經濟特區」（唐永紅、孫

海雅、王超，2009）、金門國際自由市（張亞中，2009）等。多以金門

與廈門兩個城市作為兩岸合作的對象並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模式建議。

本文則以金廈「特區」模式作為探討金、廈合作建構的選擇（初步的

實踐為建構金廈「旅遊特區」），而針對此種模式兩岸的學者亦多有採

用，如台灣方面採用「金廈特區」而中國大陸則以「廈金特區」稱之，

基本上兩者均指涉相同之意涵，只是在於雙方對於各自城市的優先順

位強調而有不同的名稱。 

而關於「特區」的意涵，這裡主要是指涉的是在政策與法令上有

特殊開放與優惠的區域，目的是希望透過區域的彈性與開放來帶動產

業與城市的發展。因此，在概念上金廈「特區」模式基本上為兩岸的

特殊政策開放的實驗區域，且初步是以經濟上的開放來進行。因此，

關於金廈「特區」模式的建構上要如何推動，一般均認為透過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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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開放來作為基礎，而非一下子就跳到政治上的全面開放。在建構

的進程上，「廈金特區」可以作為包括兩岸經濟一體化、兩岸文化(社

會)一體化、兩岸政治(安全)一體化的兩岸一體化先行先試區。相應地，

「廈金特區」在內涵及其建構方面可以包括「廈金經濟特區」、「廈金

文化(社會)特區」、「廈金政治(安全)特區」三個層面。實踐中，可以根

據兩岸關係發展的需要與可能，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由經濟、文化

層面開始，逐步向政治層面發展，逐步實現、充實、完善、提高「廈

金特區」的內涵（唐永紅、孫海雅、王超，2009：46-47）。而考慮建

立廈門與金門經濟聯合的構想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效果。第一， 海西

區的經濟發展需要一個中心城市。一個地區的崛起在很大意義上取決

於該地區中心城市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的積聚與擴散能力。相對於

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福建中心城市輻射力有限，產業積聚

效應不明顯、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通達性不高，凸顯出區域經濟集群

發育相對滯後。第二， 從地理位置來看，閩台一水之隔，按照區域經

濟的「墨漬」擴散原理，福建具有「近鄰」優勢，且福建和臺灣經濟

互補性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陳曦，2010：23）。至於推動金廈「特

區」的建構主要依循哪一種功能性來設定，兩岸的學者多依循城市合

作的概念來作為雙方進行合作的設定，目的在於透過城市的屬性不同

以達到角色的互補功能，造成雙方間的雙贏局面。 

金門與廈門向來積極推動成立「金廈特區」，縣長李沃士認為兩岸

推動發展「金—廈雙子城」有其利基：首先，兩個城市地理位置相近，

其次，金門與廈門又有城市互補特性。過去因為兩岸關係相對緊張，

金門的建設傾向在軍事建設，民生建設資源投入較少，因此體現為戰

地景觀之自然生態；廈門基本上是一個迅速發展中的城市，兩個城市

因此形成地理相近的不同發展形態，具有發展成雙子城的積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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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在同樣一個主軸上相互競爭。李縣長認為，雙子城的運作是要有

互補性，一旦同質性太高就創造不出雙子城之發展特性。就經濟的角

度而言，未來若能因兩岸金廈雙子城推動成功，而使金門島嶼所缺乏

之水電資源就近自廈門取得，將可減少地方財政之負擔（許文英，2010：

137）。雷倩則認為要從兩個面向來思考金門廈門兩個城市的關係。第

一要有專業分工，彼此的交流和貿易才會有加值效果，第二要有自己

的特殊性，金門與廈門的角色定位應該分開來看。金門最重要是經貿

自由區的概念，包含有四點，即「陸資、陸生、陸客、陸貨」的開放，

對於台灣的安全筏也有作用，對於旅客和人員的往來至少可以做到四

陸金門開放；另一個構想是海峽非軍事區，不是光金門地區，整個海

峽都是非軍事區，金門的軍事設施就可大量移轉做為觀光景點，將使

金門過去的軍事和現在閩南文化結合。此外，建制交通共管區及免稅

商業特區，為金門創造新的商業機會，在金門成立精品級的商業特區，

將可增加過路客和觀光客在金門的消費和停留時間（雷倩，2008）。 

盧信昌（2009）認為：（盧信昌，2009：1） 

金廈特區未來應與大陸其他的經濟特區再做區隔，因為繼續停留在經濟

特區的概念太自我受限，在競爭條件上也是互有千秋。金廈特區應該要發展

成為兩岸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重要窗口，藉由與臺灣對口交流的便利性，來

引進現代文明與全球工商業脈動的快速變化。而最近的路則是先定位為特色

觀光帶，像是成為國際和平特區，把金門與廈門當成一個示範點，喚醒人們

對和平的期待、記憶與想像空間。要知道金門與廈門的歷史文物跟第一線的

戰地遺產，都是具有生財價值的重要文化資產。若雙門能蛻變成和平巡禮的

國際觀光帶，將會成為全球的有識青年成長學習之旅的停泊站，也讓每一代

輩出的青年人都能參訪這個曾經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冷戰據點。 

透過不同的角色設定來探討金、廈門兩城市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各

自的機會，並且透過合作來創造雙方更大地發展，由其在特殊的兩岸

關係發展之下，特別地具有意義與價值。至於金、廈門得以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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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方面，金、廈門在發展上具備有下列條件，而使得上述的作用

具有優先性與不可取代性，分別為（唐永紅，2006：158-162）： 

一、區位與服務區域條件：金、廈是兩岸聯繫的中心，也是東北亞和東

南亞國際主航線的海上交通要衝。區位條件使得廈、金、高雄、香

港、上海等城市形成「競爭為輔、合作為主」的共同發展關係。 

二、港口與物流條件：廈門港已發展為以外貿運輸和臨海工業為主，兼

有旅遊客運、國際中轉等功能，是主要的樞紐港與對台直航口岸之

一。金門則四面環海，環島多港灣口岸。雙方有小三通的現實條件，

與高雄等地闢有海運與空運航線。 

三、成本與效益條件：金、廈遠離各自的政治中心，且是海島地形，故

隔離成本較低；經濟以外向型為主，關稅減免損失與經貿轉向效應

不致過大。效益上，有助於克服三通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障礙，並

產生較大的創造與擴大效應。 

至於兩岸創設「金廈特區」合作概念在經濟上的意義為：第一，

可以形成海峽西岸和東岸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新起點與新平台，

進一步發揮經貿自由化與便利化試驗田與先行區；第二，作為實現兩

岸經貿關係再發展的突破口與切入點，成為兩岸制度性合作與一體化

的一個先行區和試驗區，舒緩世界經濟區域化帶來的競爭與邊緣化壓

力；第三，可以促進海峽西岸內部、大陸各經濟區之間乃至海峽經濟

區與中華經濟區內部的分工、合作與協調發展，更好發揮區域經濟的

增長極與輻射源作用（王勇，2010：136-137）。其中針對經濟方面的

影響建立金廈特區模式將有助於雙方經濟一體化的完成，使雙方免於

被區域邊緣化的可能。建立「廈金經濟特區」，逐步實現廈門與金門的

經濟一體化，既可以確立廈金在兩岸經貿互動中的中心城市地位，最

大化海西區的近台優勢，又可以促使臺灣經濟利用大陸的廣闊腹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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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困境，推動兩地經濟的互補性發展。共同打造「環廈金經濟區」，在

經濟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廈金聯合之後，「環廈金經濟區」的經濟互動

將進一步加強，兩岸的產業結構、生產力佈局等將逐步優化，區域經

濟集群優勢將逐步加強，最終可以促使「環廈金經濟區」區域經濟一

體化，實現海峽兩岸經濟的崛起與振興，避免兩岸在區域經濟一體化

的浪潮中被邊緣化的命運（陳曦，2010：24）。若建立「廈金經濟特區」 ，

可以增強其臨台優勢 ，對臺灣以及周圍地區形成輻射力和積聚力，並

通過「承『長』接『珠』」 ，實現福建經濟的迅速崛起擺脫被邊緣化

的命運。促使兩岸經濟互動加強，兩岸經濟一體化加速，資源配置進

一步優化。廈、金合作是臺灣進入大陸龐大的內銷市場與海西區出口

的主要門戶（代莉，2010：63-64）。 

而林忠山（2008）就兩岸區域整合，提出四階段論，第一階段是

「金廈特區」之整合，第二階段是「閩台特區」之整合， 第三階段是

「環海特區」之整合，第四階段是「完全特區」之整合。金門與廈門

作區域整合，金門現行匱乏的醫療、教育、民生設施均能迅速且低成

本的從廈門獲取，且金門可以廈門及其周邊城市為腹地，發展其島嶼

型之商業行為，以及藉著從廈門引入相當可觀的觀光休閒人潮，以振

興其旅遊觀光休閒產業。以廈門的角度來看與金門的區域整合，就經

濟面向，所圖之獲益只是突破了海、空的阻障，能充分的發揮港灣機

制，擴大經濟圈增加經濟循環及成長。不過，這並非廈門迫切所需，

若廈門希望與金門作區域整合，其最大誘因，乃在政治面向的整合意

義及價值。而在金廈「特區」的模式要如何進行初步的城市整合，及

金廈合作的主要實踐上，基本上則可以先透過雙方的優勢產業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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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金廈建構經濟特區合作模式之實踐 

 

針對金廈進行經濟合作模式之實踐，論文以旅遊業作為雙方在建

構合作特區的實踐選擇，並進一步探討建構共同生活圈的可能，而主

要透過建立城市之間的合作進行推動。就當前兩個城市的發展，進行

發展旅遊合作應是最可行的選擇。特別是自 2002 年以來，廈門為解決

本身經濟困境，將自己定位為「亞太地區著名的生態型濱海遊樂城市」，

以第三產業中的旅遊業作為發展的優勢與重點，而旅遊業中的金廈旅

遊更是一大突破口，這也是廈門海灣型城市建設中新的內涵與發展戰

略（陳建民，蔡承旺，2005：60）。充分發揮廈門生態環境優勢，依託

廈門旅遊會展現有資源，加強旅遊業發展所需的硬體建設和軟體建設，

改善旅遊基礎設施，提升文化內涵，促進地區間旅遊經濟合作，促進

旅遊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蔣曉蕙、劉廣洋，2011：60）。到

2020 年，廈門的旅遊發展目標是：建成有一定知名度的全球性旅遊目

的地、中國南方最重要的旅遊中心城市之一、中國生態品質最好的濱

海旅遊城市之一。「廈金」通過海上遊覽連結為一體化的旅遊資源整體，

對通過「小三通」方式進出臺灣和大陸的遊客具有獨特的吸引力，有

良好和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廈金」旅遊一體化發展，將使海峽西岸

經濟區的閩東南地區成為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與閩南金

三角一衣帶水的金門，憑藉其海島自然生態環境優越的優勢，可與廈

門共同成為區域的旅遊中心，成為廈門的後花園（王唯山，2011：

22-24）。 

而針對廈門欲建構發展旅遊城市的規劃，應可以結合金門設定發

展生態觀光旅遊城市的定位，共同利用雙方在區位上的便利優勢，在

海峽兩岸旅遊之發展上進行合作，亦使得雙方城市地位在兩岸整合的

趨勢之下更為明確與落實，也成為金門在尋求發展的一大契機。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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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說，海西經濟區的建設是實現閩台旅遊合作大踏步發展的有利的

良機。新形勢下，閩台旅遊合作機遇與挑戰並存，福建旅遊業要想取

得更大突破，必須從大旅遊的發展角度出發，打造海西文化旅遊特色，

打好「海峽旅遊牌」，積極開發對台旅遊產品，尤其是以閩台淵源文化

為基礎的文化旅遊，加快培育富有對台特色的旅遊項目和旅遊線路（韓

光明，2010：76）。因此，未來金、廈的合作主要設定在經濟層面上進

行，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構新的兩岸關係的定位，透過金門與廈門雙

方在城市發展上的互補與兩岸關係上的示範性意義，轉變過去軍事對

峙最前線兩個城市走向新的和平發展，轉化兩岸在國際政治歷史上的

敵對關係成為新的和平示範區域，似乎才是推動發展建構金廈「特區」

或進一步地金廈「旅遊特區」的主要目的。而未來雙方將如何透過這

個目的的設定為雙方帶來城市發展的定位與特殊地位，並在觀光上的

吸引與政策的配合，真正有助於這兩個城市在發展經濟上的效益成為

雙方應共同努力並創造的方向。 

    而金門在進行與廈門發展城市旅遊合作模式的建立上，應該要掌

握優勢，以尋求城市發展之定位。對於金門而言，主要優勢來自於金

酒產業，以及兩岸發展之差異，此處包含政治制度之差異、對人權、

自由、民主等價值之維護、食品安全的監管、人力素質上之差異等，

特別是兩岸對於食品安全上之管理制度不同，近年來中國大陸陸續爆

發飲食安全的問題，也使得台灣製造的食品在中國大陸占有不小的市

場，這個現象可由中國大陸遊客來金門、台灣旅遊時，每每大肆搶購

奶粉、農產品等行為看出，台灣食品對於中國大陸人民而言是具有安

全性與優勢的。因此，在進行金廈城市合作的整合模式之下，金門未

來配合免稅政策，而成為行銷台灣產品與品牌的基地，也為金門在兩

岸經濟發展中建立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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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金廈「特區」發展與建構之變異因素探討 

 

以下主要將探討未來當兩岸進行城市經濟交流時，可能造成不利

於合作的因素進行討論。主要透過四個因素來進行探討，分別是政治

因素、經濟因素、安全因素以及社會因素，探討這四個因素對於金廈

近經濟合作模式之建構所產生的影響。 

 

一、 政治因素探討： 

就兩岸合作的發展來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即為政治因素。兩岸

的關係變化，主要也是來自於政治態度的改變，所導致政策上的轉變。

而以政治因素來看，影響政治政策與態度最主要的關鍵為不同的政黨

對於兩岸政策上的差異所致。以下就政治因素的國內與國外因素進行

分析： 

(一) 我國國內政治之變遷—政黨因素。 

以我國而言，兩岸政策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黨執政而產生立場

與開放程度的差異。以國民黨而言，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基本上是

從禁止到逐漸開放，而民進黨部分則是主張有限的開放。在目前的

兩岸情勢看來，我國的兩岸政策在國民黨的執政下，主張「先經濟、

後政治、擱置爭議」的主要發展定調下，兩岸關係將走向越來越和

緩的關係是可以期待，特別是兩岸自2008年來一系列的開放政策，

均是透過國民黨政府的主導所進行的。因此，在當前的發展走向之

下，藉由政府政策的彈性開放與政治態度的轉換將兩岸關係由緊張

塑造成為和平的景象，並且進行在經濟上的深化成為是目前多數人

國人所認同並期待的兩岸關係發展走向。但台灣內部其實在針對中

國大陸的政策上並未具有共識，因此，在我國國內另存有一部份的

人民對於兩岸開放政策是抱持質疑的態度，反對兩岸過於快速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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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因此也造成有些政黨反對兩岸過度的開放與深化，認為如此將

造成台灣產業的外移大陸，以及人民因為經濟的接觸而在政治上逐

漸被統化，因此是危險的且不利於國家安全與主權的維護。因此，

我國內部事實上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仍存在有分歧，而這個分歧也

成為不同的政黨用來尋求選票認同與政治利益的立基，也成為台灣

未來在發展兩岸政策上的變數之一。未來的兩岸政策將可能因為不

同的政黨執政而形成開放程度與方向的差異，而這樣的不確定性也

影響了金門再尋求與海西區城市合作與特區建構發展的一大隱憂

與挑戰。 

(二) 中國大陸內部的對台政策 

除了我國內部的因素之外，事實上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另一因

素在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因素。透過中國大陸一路以來的發展歷程，

我們可以發現中央政府對於政策的完成主導與干預是非常直接且

深入的，目前中國大陸愈發展和緩的兩岸關係，因此在政治策上對

於台灣是極度的優或與開放的，目的除了想就由台灣的資金與技術

之外協助中國在東南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之外，另一面在於希望經

由經濟交流慢慢的完成「以經促統」的政治目的。但也為中國內部

對於政治干預的全面與直接，若未來中國中央調整了對台灣的態度

與政策設定，則將使得現行的交流與合作受到影響與中斷的可能，

不僅對於發展上所投入的資源將有所不利與損失，也將全面阻斷兩

岸關係的發展與合作。今年（2012）的 10 月，中國大陸內部將面

臨新的國家領導人的選出與政治權利的轉換交接，這些政治上的因

素將成為影響金廈建構特區交流模式的因素，未來新的中國國家領

導人對於兩岸政策的立場是否延續當前的開放與彈性，或者是轉趨

強硬都將成為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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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因素探討： 

當前兩岸經貿關係之密切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也是台灣首次如

此深與廣地參與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第一次出現與中國經濟興衰息息

相關的現象。綜觀近年來台灣無論在投資、貿易、市場、技術等各個

方面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兩岸經濟可說是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自發性

的「功能性整合」與互賴特徵。（江啟臣，2008b：5）也因為兩岸在經

濟上的分工與互賴，使得兩岸進行經濟的開放越來越深化。在這樣的

趨勢之下，不僅台灣本島在離島部分也因為先於台灣本島的開放，而

有了更多兩岸經濟合作的經驗。以金門與廈門在經歷經濟的開放與交

流過程中，最顯著的例子為「小三通」的開放。但「小三通」實施以

來，兩岸學界亦有較不樂觀的分析，認為「小三通」實施後定位讓金

門成為兩岸貨物往來的中轉地，人員往來也受限重重，從而影響了金

門開放旅遊與經濟發展的預期成效，造成兩當地發展前景不明和不確

定（陳建民，2008a：95）。針對兩岸小三通後金廈互動頻繁之現象，

大大加深了金廈經濟互賴的疑慮。台灣方面向中國大陸單邊傾斜之不

對稱現象。另在資金流動變化與資金匯兌方面，因小三通所帶來商品

多樣性與前往中國大陸的便利性，導致金門人多在對岸置產，使得資

金外流情況惡化（陳建民，2008b：65）。 

因此，未來若金廈在經濟上的合作與交流未能替金門提供經濟上

的成長或是造成金門資金外流、人才外流至廈門的現象更形惡化，則

可能會使得金門重新思考兩岸進行合作的必要性。故對於未來金廈進

行合作的議題，經濟也將是主要關鍵的影響因素，因為若金門無法藉

由與廈門甚或海西區內城市的合作，為金門在經濟上創造更多的效益，

則似乎也就失去金門一開始尋求合作的立意。 

 

三、 安全因素探討—基於金廈跨海大橋興建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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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兩岸發展的趨勢來看，兩岸再面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似乎

不高，主要是兩岸不僅在經濟上的互賴非常深化，且在人員之間的交

流也越來越多層次與多面向，使得兩岸因為交流產生對彼此的認知也

逐漸轉換對彼此的觀念與印象，也使得兩岸走向和平發展越來越令人

期待。而也隨著兩岸關係的轉變，過去多思考如何阻隔雙方，也逐漸

轉變成為雙方要如何更深化合作，因而金廈跨海大橋之興建則是這種

情勢發展下的新思維。特別是金、廈在進行小三通的交流之後，雙方

針對在交通運輸上出現了如何使金廈間之往來更加便捷的想法。目的

在於強化交通的便利性建構，增強金、廈門各自在觀光經濟之收益。

而就政治之角度觀之，金廈大橋之興建正是宣示兩岸和解和平之新起

點，取代過去敵對之氣氛，立基在金廈大橋上的乃是兩岸未來經貿觀

光文化合作的新方向。最後就發展金廈生活圈之角度而言，金廈大橋

之興建將加速金廈 間交通往來之便利性，對於金廈人民而言前往廈門

無論是觀光旅遊、求學經商或訪友探親均更為便捷快速，以金廈大橋

作為金廈生活圈中最為強而有力之繫帶，將共同實現建構緊密結合金

廈生活圈之願景（謝明輝，2008，3）。關於金廈建構跨海橋樑的討論

確實在近幾年受到我國的重視，並且有三個方案規劃不同的跨海大橋

的建造路線與形式，如圖 7所示的三個方案。不過除上述三方案之外，

還有一個最被認為可行的方案即為兩岸透過小金門再進行連結，而大

小金門之間再透過縣政在建造的金門大橋來連結的方案。目的是緩衝

中國大陸的廈門直接連結大金門所造成的安全維護疑慮。但目前針對

金廈跨海大橋的建構，我國中央政府還在進行評估並未落實推動，主

要是基於維護主權與國家安全上的考量，畢竟兩岸雖走向和平發展，

但是針對我國主權之認知至今雙方仍未有共識。未來一旦兩岸關係又

產生變化，則雙方將因為有橋樑的聯繫，將使得我方維護國家安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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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與危急。因此，未來兩岸建築金廈跨海大橋的這個想法要得到落

實，應要待雙方在和平方面有相同的共識與期待，以及透過條約來進

行規範與落實，才能減少我方對於安全上的疑慮，也才有機會真正推

動這個象徵兩岸和平的跨海大橋的落實。 

 

圖 7 金嶝大橋三線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謝明輝，2008，＜兩岸共同成立金廈特區願景－金門未來

最佳的戰略發展＞一文，頁：2。引用自台灣競爭力論壇網站： 
http://www.tcf.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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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因素： 

金門內部人民在針對如何提振經濟上有不同的看法，及金門如何

強化觀光或發展新產業產生分歧，最顯著的例子即為是否要發展博弈

產業上，到目前金門人民並沒有共識。以政府的規劃，透過離島發展

博弈產業對於離島因為基礎設備或發展產業不足的現象得以解決，也

會為金門在發展觀光定位上建立區隔與特色，更重要的是會為金門帶

來經濟的收益。但金門內部針對發展博弈產業存有疑慮，首先是擔心

破壞原有安定與穩定的秩序，擔心因為博弈將帶來色情與毒品等問題，

造成金門治安的破壞。再者，則是擔心金門的純樸良善民風將會因為

博弈的進入而不復在，讓金門還為享有經濟的好處之前就必須先為民

風的敗壞付出代價，即人民沉溺於投機而未能踏實工作。最後，則是

發展博弈使得金門成為投資者炒作下的受害者，可能在炒作下使得金

門物價、地價等高漲，而這些收益除了金門當地居民可能享受不到權

落入投資者身上，可能還會因為高漲的生活物質而不利於當地居民維

持生計，故反對。因此，在社會共識上金門內部存有差異，也將使得

金門在自我發展的定位上將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討論與確定。這對

於要提升金門吸引廈門，甚至是對海西區內的其他城市尋求與金門合

作上的吸引力而言都產生不利的影響，目前金門方面在發展旅遊上的

優勢雖有，但是若能夠在建構多一點的特色，則將會更提高金門自身

發展的競爭力。 

 

第三節 小結 

 

以區域整合的觀點，我們在探討兩岸的整合或者新關係的建立時，

除了本身的條件分析與帶來的優劣性分析之外，還必須考量影響這些

整合進行的變異因素，即對於金、廈進行合作的一些因素與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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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兩岸關係是一段特殊的歷史，雙方在國共內戰、冷戰期間的

對峙，使得兩岸自 1949 年起經歷了 50 多年的對抗，過去在兩岸軍事

對峙期間，雙方戰爭關係到一觸即發的敵對僵化，使得兩岸在距離與

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隔閡了雙方交流的可能性。而以台灣而言，對於

中國大陸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轉變，從早期的「漢

賊不兩立」、「反攻大陸 統一中國」，到現在的兩岸合作與全面三通開

放交流，是經過了國家內部一段時間的政策調整與轉化而成；同樣的，

中國大陸方面也是如此。就兩岸雙方關係的轉變來說，除了是來自於

雙方對經濟發展的需求之外，亦來自於雙方對於和平上的共識建立。

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發展，不僅國際政治的發展有了新的發展面貌，也

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隨著經貿的深化與互賴，越來越積極尋求合作的

建立，而面對這樣的趨勢，也成為兩岸關係帶來新發展的空間與彈性。

兩岸在經濟上的交流與互賴，提供兩雙方進行合作的空間與機會，兩

岸越來越重視經濟上的共同發展與成長，逐漸淡化政治上對立的色彩，

未來當兩岸在不同的層面進行合作的機會越多，也將使得雙方走向和

平共生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兩岸在合作上的思考，不應只是在政治上的象徵意涵的達成，

也應該透過合作為雙方的經濟有所促進，對金門而言，過去因為離島

的因素加上特殊的歷史背景導致金門在發展上因為政策的管制而受限。

而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來臨，迫使金門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提振自身的發

展，不僅透過國家中央政策與資金的協助，更必須仰賴自身對於發展

的規劃與努力。而近年來正當兩岸關係走向新發展的時刻，雙方有共

識逐步走向經濟的整合與共同發展；加上中國大陸致力推動海西區的

發展，再次大力建設與發展東南沿海。都恰好為金門提供一個新的發

展機會，金門因為具有兩岸之間區位的優勢，讓金門創造在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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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可取代的地位，進而為金門創造新的區域地位的發展機會。因此，

對於金門而言，當前正是金門扭轉劣勢的機會，或許金門在發展條件

上有所侷限，如硬體建設、水電等資源不足、內部欠缺產業發展等限

制，但憑藉其海島自然生態環境優越、特殊兩岸歷史地位與地理區位

等也為金門創造新的優勢，未來透過建構兩岸的觀光旅遊的中介門戶，

金門可望再次成為兩岸交流的新橋樑，並進一步可以成為兩岸發展上

各種的橋樑角色，如旅遊、交通、學術、醫療、文化、人民等交流的

中介角色。並且憑藉金門特殊的歷史，轉化成為兩岸和平的展示與象

徵地區，建構成為兩岸關係下獨特的經濟與政治的示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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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論 

 
論文在第二章透過區域整合理論作為探討兩岸之間進行合作的理

論途徑，希望藉由區域整合理論的分析，由區域理論整合中整合的模

式以及整合的學派，作為論文尋求建構金、廈兩地在海西中的整合與

發展的理論依據。基本上在整合理論的概念下，區域進行合作是有追

求共同利益發展的前提，特別是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浪潮下，區域內

的各國家會進行合作或許是因為透過合作以減低自身在全球化下所將

面臨的經濟衝擊，這或許來自於各別過家內的經濟條件先天的不足，

也或許來自於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經濟模式的轉變所致。但不管如何，

在區域整合理論的概念中，區域國家之間的合作，不外乎是先求降低

衝擊，再求透過區域之間的共同處或優勢的合作，有機會建構國家經

濟的新優勢。而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追求自身的經濟地位提升後，而得

以進一步建構出國家在區域政治上更具優勢的地位與影響力。因此，

論文所探討促進金廈合作的原因即在於希望對於雙方在經濟的發展上

尋求新的機會，故經濟因素可視為是論文研究發展兩岸關係的主要考

量，也是論文所主要討論的範疇。 

 

論文藉由區域整合理論來探討兩岸在合作上進一步建立與實踐的

可能性，有鑑於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隨

著經濟的互賴越來越深，基本上朝向合作已經成為國家在選擇對外關

係上的必要選擇與手段之一，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下，兩岸關係的發展

也必須有新的突變與思維才足以因應，否則當區域之間的合作日益深

化，則對於區域外的國家而言將會是增加對外經濟行為的一大挑戰與

困境。而對台灣而言，近年來我國對外的貿易行為在國家上以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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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為主，針對是否應該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整合上基本上國內也存有

正反不同的想法，但是就實際發展來看，進行合作似乎是當前我國在

發展經濟上不得不的一個選擇。儘管我國內部對於開放兩岸進行合作

上存有疑慮與其他考量，為了避免我國在東亞區域整合的趨勢下排除，

在經濟發展上受到邊緣化危機。尤其是在於全球化、區域化發展趨勢

下，各國追求發展經濟成為首要的課題。這樣的趨勢，也使得我國不

得不採取經濟的發展應優於政治考量的發展策略，主要的考量在於先

淡化兩岸在政治上的特殊關係，先爭取經濟上的成長，來逐步開展兩

岸在經濟上之交流與深化關係之建構。而兩岸進行合作的重要意義在

於，可視為兩岸關係和平化的第一步，當兩岸之間在經濟層面的交流

越發頻繁，除了象徵兩岸關係走向新的發展方向，也代表著雙方關係

在發展上有了初步的共識建立。因而近年來，在經濟上兩岸的合作已

經逐步建立並深化中。而此趨勢亦可視為兩岸關係上的重大突破。因

此，論文主要以尋求一個以經濟為主並淡化主權競合的方法，透過特

定的區域開放與中國大陸經濟之合作，一方面對於擔憂中國大陸以政

促統的方式有所解決，另一  方面又可以在區域之經濟發展上有所提升

與助益，並對於兩岸關係在關係進行試驗與新的模式之建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論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五點分別是：第一，兩岸有進行整合之

必要，「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的重要性與發展戰略，是

我國爭取加入東亞經濟整合的第一步。第二，兩岸在整合的方式上可

以透過交流學派與新功能主義等理論做為實踐之依據，透過雙方的多

元交流與政治菁英之主導與推動，授權地方政府的開放與雙方積極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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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來逐步深化兩岸經貿互賴與建立互信基礎。第三，以金門作為與

海西經濟區合作之選擇，在實踐上以城市合作的模式來進行，透過金

門與廈門城市合作之模式，有助於我國追求與中國大陸經濟整合，並

突破中國大陸企圖利用經濟統戰台灣的封鎖，並做為兩岸發展合作模

式之試驗。第四，金廈建構合作之落實上，可先朝向發展「旅遊特區

模式」之設定與推動，以及發展「兩岸商品、資金及人員自由化流動

的平台」，強化發展金門成為行銷台灣品牌與產品的基地，以逐步建立

金門在區域發展之優勢與競爭力。第五，金廈建立交流模式在建立上

存有變異的因素，將影響雙方合作之推動。以下就這五方面的研究發

現進行說明。 

 
壹、兩岸有進行整合之必要，「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的

重要性與發展戰略，是我國爭取加入東亞經濟整合的第一步。 

 

就當前兩岸進行區域整合下對於台灣帶來的發展效益上，除了關

乎中國市場之外，也關乎著台灣與東亞能否進一步進行區域整合，以

避免在經濟上遭受邊緣化的危機，更重要的是東亞經濟的整合將能有

效延續台灣產業分工之角色。在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方面，中共也扮

演著一個積極主導的角色，藉此形塑中共東亞大國角色，主控新的區

域權力核心。從區域整合的觀點來看，兩岸進行經濟的整合主要具有

經濟層面與政治層面之考量。在經濟層面上來看兩岸藉由合作來開放

市場，促進相互的投資與貿易的進行；在政治的層面上來看，中國大

陸欲藉由與台灣的合作完整的掌控其在亞洲區域的主導，積極的排除

美國在東亞的介入與主導。而台灣方面最重要的考量則在於藉由與中

國大陸的合作，以早日融入東亞區域整合的架構之內，除延續經濟上

之優勢與連結東亞的市場，並且積極的尋求改善兩岸對立關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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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岸進行經濟整合，也為台灣提升與東亞區域各國展開經濟整合

的籌碼，將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經濟進行連結的促進作用。兩岸的整合

是經由經濟層面的互動互賴而逐漸走向合作狀態，並透過協調建立共

同利益；在整合過程中，兩岸慢慢藉由區域間交流與協調建立共同對

外經濟的立場。因此，兩岸整合的目的在於補強各自國家內經濟之不

足，以及追求雙方合作所能獲得的利益。故「整合」的過程，基本上

是金門與廈門進行權力轉移與重新建構互動的一個動態過程，雙方在

於追求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利益而進行合作與協調。因此金廈合作，

基本上是兩岸進行區域整合的試驗，雙方基於地緣關係的一種經濟合

作，透過參與整合讓渡其經濟或政治的某些權力，建構一個特殊的規

範與機制進行管理，而參與雙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進行合作與協商，

並以追求雙方在區域的共同利益為目標。 

而我國在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上的成效，主要來自於與中國大陸簽

訂 ECFA，此舉可視為台灣尋求在區域經濟上與他國進行整合，特別

是尋求中國大陸之合作，以對於台灣在參與融入東亞區域整合的一個

促進的手段，否則將使得台灣在東亞區域整合上排除。就我國推動與

中國大陸經濟整合上，目前仍存在有許多挑戰與不利我國之發展。儘

管如此，透過經濟上的合作的確為兩岸帶來關係上的和緩發展，而未

來台灣應該把握兩岸和緩的氣氛，以及透過如何對中國的資源之運用

和我國產業發發展策略上的調整，並針對內部對於兩岸合作在政治上

的分歧加以協調與共識創造，透過國家整體共識的創造，為台灣在兩

岸關係與經濟發展上，都能有更多正面發展的力量來促進。 

再者，論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發展「海西經濟區」具有在兩岸關

係上扮演的重要性與發展戰略的目的，這對於兩岸發展和平關係具有

促進的作用，但也對我國是否與「海西經濟區」進行合作產生阻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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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主要是中國大陸在發展「海西經濟區」的政治戰略設定，使得

我國在進行經濟合作與交流上產生疑慮。但是不可否認的「海西經濟

區」，的規劃與推動，對於促進兩岸關係的發展上是具有正面的意義，

對於我國在經濟發展也具有機會。透過「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定位也

可以清楚了解中國大陸發展「海西經濟區」對於兩岸關係上的目的性，

「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定位主要有四個： 

一、作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 

二、擔任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的角色。 

三、成為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 

四、在旅遊上的設定，使海西區成為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 

清楚地強調其扮演兩岸關係促進角色的首要作用與功能，以及作

為中國大陸與發展兩岸新的交流關係的先行地位的重要意義，這也提

供我國與「海西經濟區」發展經濟合作的基礎與機會。而根據中國大

陸《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的規劃「海西經濟區」，有兩個主要

作用：作用一，成為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另一新經濟增長極，肩負帶

動沿海經濟圈整合與聯結的功用；作用二， 對台交流，增進兩岸之間

經濟的合作與互動更密切，並帶有以利促統的功用。因此「海西經濟

區」的提出除了視為強化中國大陸東南沿區域經濟的發展之外，應有

一更重要的政治性意涵，即在於兩岸的強化的交流以及政治上開放的

意涵。而此政治意涵，除了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與合作之外，更深一

層的目的在於對台釋出政治上的善意，或者可以說是帶有以利促統的

些許統戰的政治意涵。 

  因此，發展「海西經濟區」對於兩岸關係既有促進作用也有抑制作

用。在促進上的意義，「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可視為連結兩岸關係深化

發展的試驗，因而具有發展兩岸關係的重大意義而使得台灣不得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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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中國大陸方面下決心重點建設「海西經濟區」，也表明中國大陸

對未來台海局勢和平發展的信心與善意的釋放，也就是透過國家資源

地投注確保「海西經濟區」未來將不會成為兩岸衝突下被打擊目標的

宣示。而對於兩岸關係的阻礙上，也因為其背後特殊的政治意義，成

為我國在考量與海西區進行合作時的挑戰，即到底過度依賴中國大陸

的市場會不會在最後有助於對方促統的運用，而對於我國主權的主體

性將造成危害。這個問題也是造成我國目前對於是否與「海西經濟區」

進行深化合作的舉棋不定的關鍵。而針對這個問題，論文認為可以先

選擇我國的離島金門縣來進行兩岸試驗與開放的城市，並不需要全面

的開放台灣本島作為交流的對象。或許這種折衷的方式可以達到既把

握與海西發展夥伴關係的機會，又可以對於國家主權上進行維護。這

也是論文為何希望透過離島金門作為與海西區交流合作的主要城市選

擇，一方面因為離島在地理位置上遠離台灣本島，另一方面金門又曾

經扮演兩岸交流的試驗區域，因此，既可以迴避掉中國大陸方面在發

展海西區上對於兩岸政治層面設定的壓力，也可以為離島創造經濟發

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金門與「海西經濟區」的試驗作為日

後我國是否進一步開放與深化合作的依據與參考。 

 

貳、兩岸在整合的方式上可以透過交流學派與新功能主義等理論做

為實踐之依據，即透過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在權限上的開放，以促

進雙方積極交流，來逐步深化兩岸經貿互賴與建立互信基礎。 

 

透過整合理論為研究之途徑，論文所指涉的「區域」主要以金門

與「海西經濟區」為主，既不屬於傳統國家也不是國際社會，而是兩

者之間的過渡層次。而整合上的設定以經濟作為連結，透過經濟來聯

繫，整合的最終目的則為強化雙方的經濟發展，並提升雙方在區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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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在推動上，金廈雙方是具有進行整合之優勢，雙方不僅在地

理上相近，只隔一海之遙，且各自為不同主權國家成員，並具有文化、

語言、血緣、種族等聯繫。金門與廈門具有相同閩南文化、血緣、經

濟（小三通）上等聯繫，因而促使成員間建立發展上的認同感，並存

在相互依存的特殊經驗。因此，論文所探討的金廈合作基本上是建立

在整合理論下的概念，以整合理論的概念來看兩岸合作，經濟因素視

為優先因素應是雙方之間的共識；再者，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因

此，當前兩岸的合作與整合的發展，應視為一經濟之整合而非政治整

合，雙方仍建立在經濟上且模糊的主權的詮釋，並限縮於特定議題上

的合作；論文對於探究金門與海西經濟區的經濟整合，並未如林伯格

等認為的追求區域間超國家主權機構的政治整合概念。而是希望藉由

雙方的交流以及經濟上的合作，共同為雙方帶來經濟上的發展與成長。

經過前面論文各章節的分析與研究，主要有以下的發現與建議，將分

別在下面的各小節進行說明。 

   論文以整合理論為基礎，進一步探討並建議兩岸關係發展在未來的

可能模式。在面臨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區域之間的合作與發展已成為

趨勢，特別是當經濟整合對於兩岸均有各自利益所在，則當區域經濟

合作程度越深化，不僅創造出吸引外資的廣大市場，刺激區域內經濟

活動以及強化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且一旦國家在區域內經濟力提升，

也意味著國家在區域內、甚至是全球將政治影響力之提升。因此，區

域進行合作不但有助於消除外在的衝擊與競爭，甚至可以轉化競爭為

提升，對於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際地位是具有正面的意義。也因此在

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區域經濟合作寄予積極的立場，並針對區

域合作的制度化發展給予更多的空間與認同。所以，對兩岸來說，雙

方在未來的發展，合作將是一個利益較多的途徑，特別是區域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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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上，也因此論文希望以經濟合作所帶來的利益為前提，能逐步的

建構兩岸，特別是金門與海西中的廈門合作的可能與落實，為兩岸在

不僅在經濟上帶來新的發展關係，也希望透過此合作的建立，為兩岸

帶來政治關係上的新突破。 

而研究發現，以整合理論的概念來看，兩岸的整合基本上是一種

「區域主義」的發展模式，主要還是由政府來主導推動區域合作與互

動，並透過建立機制進行整合。在兩岸整合的理論假設上，論文以整

合理論中的交流學派和新功能主義學派來做為模式參考。以交流學派

的界定，兩岸之間可以透過交流的數據來了解雙方合作的狀況，以及

加深合作關係的建立。兩岸之間如果交流量（指的是通郵件數、經貿

額、旅遊人數等數據資料）愈密集，代表越有進行整合的基礎，兩岸

透過頻繁的交流與互動，不僅加深彼此的認知，更可能以此建構了解

基礎而促進合作。交流主義學派注重國家間人民與社會團體的交流，

並透過各國之間的交流數據來推論國家間整合的程度，以交流主義學

派的觀點來探討「海西經濟區」與金門交流模式之建構，基本上可以

過去「金廈小三通」的經驗與數據作為基礎，並且隨著兩岸「大三通」

的開放後，研究金門與廈門之間交流與互動的一些新發展面向與轉變。

除了探討兩岸合作上的可能性，並可進一步分析兩岸建構「多元式安

全社區」整合模式的可能性，特別是杜意奇提出的「多元式安全社區」

概念，是各國在整合下，彼此卻都仍保有主權上、法律上之自主，整

合基本上是作為維持社區內和平的依發展過程，因此在精神上似乎也

符合目前兩岸共同希望在區域內建構新的互信與和平的目標。而且當

未來兩岸之間隨著交流越來越密集、層面越來越廣後，走向更深化地

經濟合作關係並建立互信機制也將更能期待。 

此外，論文設定的另一個兩岸整合方式，為新功能主義。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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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針對整合的定義，主張重視政府領導人與精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

認為他們的想法才是國家在推動整合上的關鍵，新功能主義並提出溢

出效益，認為先由經濟上共同利益的合作為基礎，才有機會透過外溢

效益而進行其他面向（如政治上）之合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外溢

並非自動的而是仰賴菁英的推動。因此新功能主義學派非常重視政府

或政治菁英在整合上的態度，認為整合的推動還是應該來自於政治菁

英們的策動與規劃，並且主張應該重視利益團體的角色，認為當利益

團體的利益越會因為整合而體現，則利益團體越會擔任協助政府或政

治菁英的推動者，努力促進整合的推動。在新功能主義下金廈推動交

流，原則上是透過兩岸政府的推動與規劃為主導，例如：先有兩岸簽

訂 ECFA 的合作基礎，而之後中國大陸國務院對於海西發展的規劃出

現，爾後才有兩岸在海西區的合作的推動。故兩岸的合作基本上是由

上而下的，主要來自於政府的立場開放，且設定在於經濟合作為主。

經由兩岸對於進行經濟合作的共識之下，未來再配合更多法令規範與

保障，將使得兩岸之間因為接觸而擁有共多的交流，也更能為雙方建

立互信的基礎。 

而在新功能主義的適用之下，兩岸的整合也可以先以金門與廈門

的整合狀況來做為之後合作與互動的參考，金門與廈門之間藉由經濟

的合作，如設立「金廈金融特區」、「金廈旅遊特區」等，再逐步的擴

大到其他層面的整合，如政治層面上的「兩岸政治交涉特區」，教育層

面的「兩岸教育合作特區」，逐步的發展兩岸之間的整合與交流。因此，

依新功能主義學派的角度作為分析「海西經濟區」與金門進行整合的

途徑而言，必須從經濟問題為整合的前提，即兩岸推動經濟上的整合，

並以追求經濟上的共同利益為基礎，才比較符合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

也透過政府或政治菁英們的主導與協調，先求經濟上的整合以及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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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域中的共同發展，才有機會進一步的來討論政治上的整合。因此

依新功能主義先經濟、擱置政治的整合主張與模式，似乎也能貼近兩

岸當前進行合作的現況與精神。 

 

叁、以金門作為與海西經濟區合作之選擇，在實踐上以城市合作的模

式來進行，透過金門與廈門城市合作之模式，有助於我國追求與

中國大陸經濟整合，並突破中國大陸企圖利用經濟統戰台灣的封

鎖，並做為兩岸發展合作模式之試驗。 

 
論文研究發現金門與海西內的城市廈門進行競合關係建立是具有

可行性的。主要就雙方的條件以及發展模式上來分析而發現建立合作

有其可行之處。在「海西區」發展模式上大致依循過去三大經濟圈的

發展模式，即透過建構「區域加城市」的方式，在經濟圈內以一個或

三個以內的城市為核心，來帶動區域內主要次中心城市的整體經濟發

展。目前海西區的規劃主要採三核心城市拉動的策略，分別為福州、

泉州以及廈門。因此，廈門目前被選為海西區內三大核心發展城市之

一，代表其之後將再有來自中國大陸中央的資金投入與政策開放，將

為廈門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與資源。更甚者，在中國大陸的規範下，

廈門在海西區具有重要性地位，在國務院的《意見》中曾明確要求「發

揮廈門經濟特區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的試驗區作用」，賦予了廈門成為

海西區的龍頭的角色意義，即是看中廈門作為台資企業最早集中投資

的地區，以期待能在日後持續扮演吸引台灣資金與技術投入的區域角

色。廈門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成為其可以擔任海西區發展兩岸關係龍

頭城市的機會，廈門隔海與金門島相望，並且為廈、漳、泉閩南中心

地帶，具有海、陸交通優勢；加上近幾年來，廈門內部在交通建構上

的完整，如廈門高鐵的完成，將使廈門成為中國大陸內部交通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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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以串連福建省內，亦銜接至上海（廈滬專列），便利與連結了中

國大陸沿海各城市上的交通，亦成為廈門發展經濟上的重要基礎。因

此廈門實在有值得重視之處。 

此外，廈門自 2001 年開始與金門進行「小三通」政策，也奠定了

廈門擔任兩岸合作帶領者的基礎。雙方針對交流上已經具有相關的法

令規範，也有一定的程序進行運作。因此，廈門被視為兩岸進行深化

合作的城市之一確實具有優勢與可行處。未來雙方若再進行更深化的

交流與開放只須從既有法令規範加以修訂，相對簡化了在推動上的困

難並提高實踐的可行性，也會有效縮短雙方在進行合作的上磨合時間。

最後則是雙方在地理、族群、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福建省與金門具

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的優勢，這些不同層面的

連結為金門在發展上提供方向，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中金門或許在未來

可以憑藉著其在地理、歷史與人文上的優越性，扮演兩岸關係中新的

中繼角色，並從本來的運輸中繼站，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大陸進入台

灣的門戶，成為兩岸之間進行合作或建構新互動關係的試驗地區。故

若未來雙方進行城市之間的協合與分工，將使得發展「海峽經濟核心

圈」或建構金廈「特區」的概念更加完整與具體。 

因此，研究發現以離島作為研究主要的對象，在目前來說，是最

能達到我國政治與經濟上的目的。以過去兩岸發展的歷程上，離島在

作為防禦上曾經發揮過良好的功用，不僅是地理位置上具備有阻隔的

優勢，在實際的操作上也確實具有可行性。而隨著兩岸關係的和緩，

離島的功能似乎也可以有新的轉換，而 2001 年開始實施的小三通確實

可當作轉換離島功能的第一步，雖然小三通在經濟上為金、馬等離島

並未帶來太多的經濟效益，但是卻也重新為離島確立了新的發展定位，

也使的離島作為兩岸交流的平台功能受到肯定。而隨著中國大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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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策略地出台後，更加為離島發展兩岸交流平台提供難以取代

的優勢，即區位的優勢，特別是金門，與中國大陸的廈門距離僅 2000

多米，故更加確立離島作為研究兩岸合作先行平臺的可行性。  

此外，透過離島金門作為兩岸合作的對象，也是用以突破中國大

陸一直以來以經濟促統政策的最好做法。首先因為離島距離台灣本島

較遠，且領土上並未連結，因此，經由離島進行兩岸經濟合作之試驗，

對於安全考量上較低。加上中國大陸在發展海西經濟區的設定上，出

現層級不對等有企圖矮化我方之疑慮。中國大陸以開放地方吸引與爭

取我國之合作，在我國內部則認為這種以「中央對地方」層級的不對

等模式是不恰當的，因此，對於海西經濟區一直未有太多關注與因應。

但又無法忽略海西勁區發展後對於我國在經濟上的衝擊與吸引力，因

而陷入了困境。面對此，以金門作為我方爭取與「海西經濟區」合作，

一方面可以先藉由金門來作為試驗，另一方面也不必因擔憂被矮化而

失去經濟發展的機會。雖然金門在發展上具有限制，例如除了金酒之

外並無其他產業，對於海西經濟區的吸引力相對於本島小，但是金門

在地理位置上更為鄰近海西經濟區，雙方交通往來也便捷與快速，加

上近年來金門努力朝向發展觀光產業，成為建構兩岸旅遊的轉運站與

連結者，因此還是具有優勢與可行性的。 

 

肆、金廈建構合作之落實上，可先朝向「旅遊特區模式」之設定與推

動，以及發展「兩岸商品、資金及人員自由化流動的平台」，以

強化發展金門成為行銷台灣品牌與產品的基地，以逐步建立金門

在區域發展之優勢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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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金門與廈門具有發展定位共通，且雙方均有進行合作的

優勢。首先雙方的發展定位上均積極的朝向發展觀光旅遊產業，因此

雙方可以透過城市旅遊合作的方式，對於雙方建構「旅遊特區模式」

將有所助益，甚至可以發展具特色的「海峽旅遊區域」並結合海西區

內的其他城市共同發展。針對金門的優勢方面，金門在兩岸關係中，

因為地理鄰近中國大陸福建沿海，從地理位置來看，金門與廈門只有

一水之隔，並且可以作為兩岸之間的防衛屏障與連結橋樑的雙重角色，

而具有發展的優勢。此外，金門與福建省擁有閩南文化、小三通等不

同層面的連結，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中，金門在未來是可以憑藉著其在

地理、歷史與人文上的優越性，繼續扮演兩岸關係中新的中介角色，

讓金門從小三通的運輸中繼站，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大陸進入台灣的

門戶，成為兩岸之間進行合作或建構新互動關係的試驗地區。根據當

前我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規劃，未來金門將扮演不同的地位，

在區位角色上金門將扮演兩岸客運中轉的樞紐；在經濟發展上金門將

以台金廈旅遊圈及台商幹部培訓基地為主軸。 

金門將努力朝向成為兩岸發展上各種的橋樑角色的方向前進，希

望除了透過扮演兩岸之間，如旅遊、交通、學術、醫療、文化、人民

等交流的中介角色，並以發展「國際級永續觀光休閒島嶼」為整體發

展願景，並配合發展成為「大學島」、「醫療島」、「免稅島」以完備建

構其作為連結兩岸合作之優勢。金門在經濟發展以觀光產業作為主力，

經由不同的金門文化特色重新定位與包裝：如推展金門夜間景點、宣

傳海上活動、軍事文化、設立免稅購物等，逐步地帶動金門整體觀光

旅遊經濟產值與效益。因此，在產業的發展定位上，未來金門朝向旅

遊發展將是可以確定的主軸定位，而這也與廈門 2002 年定位為「亞太

地區著名的生態型濱海遊樂城市」的定位相同，所以將使得金、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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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上有了共通處，並對於雙方如何建構發展「特別區域」合作的

模式提供了具體的方向。在概念上金廈「特區」模式設定為兩岸的特

殊政策開放的實驗區域，並且初步就經濟上來進行合作與開放，特別

是先設定於旅遊方面的合作，均為雙方目前在城市發展定位上的主要

設定；並且依循城市合作的概念來進行雙方的合作，目的則是在於透

過城市的屬性不同以達到角色的互補功能，共同發展成為金廈旅遊特

區建構的可能性。雙方可以通過海上遊覽連結的旅遊資源整體，再藉

由「小三通」的方式進出兩岸具有獨特性，結合兩岸獨特生態、文化、

歷史等觀光旅遊特色，奠定雙方作為「海峽旅遊模式」合作的深化與

建構。 

再者，金門近年來在政策上的配合，使得金門成為免稅島，大大

提升了金門發展觀光旅遊產業的優勢，使得金門每年在觀光旅遊的產

值上有近 80 億的效益。而在金門發展旅遊產業方面，除了免稅之外，

主要的經濟效益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遊客對於台灣產品的喜愛。主要是

因為近年來中國大陸頻頻發生食品安全的事件，使得中國大陸對於台

灣製造有更多的偏好。因此，中國大陸遊客到金門旅遊後，往往大肆

採購台灣製造的產品，例如：奶粉、面膜、茶葉、書籍、農產品、菸、

酒等，也使得自 2011 年以來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企業進駐金門，即在於

看重中國大陸遊客對於台灣產品的信賴與喜愛。這也使得金門走向發

展台灣品牌、台灣產品集散地，把金門打造成為兩岸之間行銷台灣品

牌的前哨站成為重要的發展策略。未來，金門除了努力發展旅遊產業

之外，更可以打造成為台灣產品的集散地與行銷處，並在免稅政策配

合下，將使得金門在發展上更具有優勢與競爭力，也使得台灣本土的

一些產業得有新的管道進行銷售，也將更有助於經濟的發展。 

 



第六章 結論 

183 

 

伍、金廈建立交流模式在建立上存有變異的因素，將具有影響雙方合

作推動之可能。 

 
論文研究發現若金、廈未來要進行城市旅遊特區的建構，將面臨

有四個因素之影響，而使得合作會難以進行。這四個因素分別是政治

因素、經濟因素、安全因素以及社會因素。 

一、就政治因素上： 

雖然論文主要以經濟層面為探討，在建構兩岸合作時，忽略

雙方在政治上之爭議，但在兩岸關係上的發展，政治問題是無法

被完全忽視的，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可能會因為雙方對於政治問

題的差異而受到影響。例如：我國部分，未來若在政治上由不同

的政黨執政，也將產生對中國大陸的立場與開放程度的差異。不

同的政黨對於兩岸政治策的立場，將導致推動金門與海西經濟區

內的廈門進行合作產生影響；加上台灣內部人民，在針對中國大

陸的政策上並未具有共識，這也造成國內有些政黨面對兩岸的開

放與深化交流是反對的。因此，未來面臨不同的政黨執政，將產

生不同程度的開放，這也將會影響金門推動與廈門共同發展合作

的進行。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的政策立場上，一直以來中國內

部對於政治干預的全面與直接，若未來中國中央調整了對台灣的

態度與政策設定，則將使得現行的交流與合作受到影響與中斷的

可能，將不利於兩岸進行合作關係的建立。 

二、就經濟因素上： 

金門尋找與海西區建立合作關主要是為其在區域發展提供新

的機會，未來若金廈在經濟上的合作與交流未能替金門提供經濟

上的成長或是造成金門資金外流、人才外流至廈門的現象更形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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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則可能會使得金門重新思考兩岸進行合作的必要性。因為若

金門無法藉由與廈門甚或海西區內城市的合作，為金門在經濟上

創造更多的效益，則金門將轉換其發展觀光旅遊的合作對象，以

及重新思考雙方進行合作的必要性。 

三、安全因素方面： 

任何與中國大陸進行深化關係的發展，必須考量兩岸之間的

關係走向，目前兩岸雖走向和平發展，但是針對我國主權之認知

至今雙方仍未有共識。未來一旦兩岸關係又產生變化，雙方關係

建構的越深化，將使得我國維護安全上的不易。因此，有關金、

廈深化交流的建構，如雙方跨海橋樑的建造，在目前來說，都將

因為安全因素而受到延宕。 

四、社會因素方面： 

最後，就社會共識上金門內部人民針對如何發展經濟的深化

上仍存有差異，特別是新產業如博弈產業的是否引進上，基本上

地方政府與人民之間確實出現差異，也將使得金門在自我發展的

定位上將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討論與確定。這對於金門強化自

身發展以提升促進與廈門的合作，甚至是對海西經濟區內的其他

城市尋求與金門合作上的吸引力而言都是不利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建議 

 

論文的研究建議則主要有下列六點： 

 

壹、金廈城市合作模式的建構上，未來可發展文化旅遊之特色。 

 



第六章 結論 

185 

 

關於金廈如何進一步的建立金廈旅遊遊特區，研究建議也可經由

信仰文化上來先行推動。經過近幾年來，金門與廈門共同致力推動將

觀光產業結合民間信仰與文化，所發展出的信仰旅遊模式更是雙方未

來在發展觀光上的重要嘗試。故金門與廈門構在建構與發展兩岸信仰

文化旅遊特區的構想上是具有區位之優勢與實踐上交通的便利性。基

於閩台雙方在宗教信仰上的淵源，臺灣民間信仰普遍都是源自中國大

陸，因此，自 2001 年兩岸小三通啟動以來，金門與福建針對宗教上的

交流就開始展開，特別是媽祖信仰儼然成為閩台進行宗教交流的重要

盛事，小三通也成為兩岸宗教交流的主要通道。而透過當前的交流狀

況，雙方如何落實建構海峽信仰文化旅遊特區上應該進行更深化關係

的建立。未來兩岸之間應透過旅遊產業整合，推動交流合作，建構便

捷的運輸系統，利用小三通之地理區位優勢，帶動整個兩岸旅遊之市

場。 

針對發展宗教旅遊上，金門縣政府自 2008 年開始便結合地方宗教

活動，推出迎城隍活動來進行與旅遊的結合，並且透過邀請對岸廈門

民間團體來金門，積極推動兩岸在宗教上之交流；並透過文化上的邀

請與參與，讓廈門或福建的宗教團體得以到金門來進行旅遊，對於雙

方旅遊觀光之推動頗為用心。而 2012 年的「2012 金門迎城隍-浯島宗

教文化觀光季」更可看出金門地方政府希望在凸顯宗教文化交流上，

擴大帶動金門在旅遊觀光發展成長之企圖，除了積極與共同地為兩地

創造獨特的觀光發展產業與有利的經濟效益之外，並致力為金、廈兩

城市在海西區、兩岸之間，甚或東亞區域奠定區位的發展優勢。而在

宗教文化與旅遊結合之後，金門在旅遊發展上也可以陸續的推動其他

的文化旅遊的進行，如在軍事文化上，建構金、廈成為兩岸的和平地

展示區域，進一步地針對雙方在過去的戰爭關係，轉化為共同開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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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形象之塑造，讓金門與廈門結合國際關係裡的冷戰歷史，為雙方

在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中發展新的定位，也象徵兩岸未來共同致力走

向和平的決心展示。因此，雙方推動建立兩岸或金廈「和平特區」應

可視為發展金廈互動關係建立的後續構想與方向之一。 

而根據日前金門縣府研考室主任陳朝金提出（2012），金廈共同促

進海西經濟四省二十三城市開放到金門「一日遊」建議，由於離島自

由行的大多以廈門為出入口岸到金門，希望未來能有一個更具體的適

用範圍，增進金廈觀光旅遊及經濟的發展。廈門方面則提出五特區加

三（澳門、香港、金門）旅客在旅遊在自由流動的構想，針對金門與

廈門發展旅遊合作上已有具體的方向，這將對於日後金門發展觀光有

所助益。最後，當金、廈落實走向和平的可能性與深化之後，雙方在

交流上將更為緊密與具有促進行，這樣的發展對於未來雙方進行交通

的連結上，人員往來、金融等的自由流動上，將更能提升實踐的機會，

也為金、廈域發展成為「共同生活圈」的交流模式上提供更好的基礎，

也將對於兩岸關係帶來新的發展局勢。 

 

參、金門內部原有的優勢產業金酒產業應強化發展與落實永續發展，

以維持金門之經濟發展之優勢。 

 

未來針對既有的優勢產業--金酒的發展，應結合金門發展觀光的

定位，將高粱酒產業包裝成為金門特色的伴手禮，並可以透過興建金

酒歷史博物館，館內除了詳列金酒公司在金門的發展歷程進行介紹之

外，並可將過去所生產的酒類產品進行陳列展示，將高粱酒與金門在

歷史的發展上進行結合；並可以進行販售與金酒相關衍生性的產品，

如金酒形象公仔、發展以高粱酒制作的相關食品、伴手禮或者高粱酒

風味餐飲套餐、研究開發高粱酒入餐的創意食譜、結合金門陶瓷廠發



第六章 結論 

187 

 

展高粱酒飲用的特色杯具等或精巧的造型擺飾。讓來進行觀光旅遊的

遊客，既可以品嚐高粱酒的風味、了解高粱酒與金門之間的歷史，又

可以選購相關伴手禮；並且針對這些衍生性商品的開發，也可以透過

公開的甄選活動更進一步以提升金酒或金門的知名度以及行銷金酒或

金門的觀光。將有助於金酒公司在金門觀光發展上的帶動作用與經濟

的效益，甚或為金門在地居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此外，於提升金門

高粱酒於國際的知名度上，可以透過國際酒類活動的參與或是在一些

重要的國際性會議或場合贊助酒品，以及影片或宣傳片的製作與贊助，

在網路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透過影像的傳播或產品本身的優勢適度

地將金門高粱酒推廣至國際市場，也能進一步藉由金門高粱酒開拓金

門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有效的助於金門整體觀光產業的推動。因此，

經由上述不同的面向來具體落實與推動金門想發展酒香文化的特色觀

光文化，也可以對於金酒的持續發展提供新的空間與可能性。 

 

叁、金門內部特色文化的強化，以增強發展觀光旅遊產業的吸引力。 

 
針對金門既有特色文化如軍事文化、僑鄉文化、閩南文化、自然

生態、信仰文化等的強化上，可以對於金門內部既有的文化進行保存

維護，以及透過新的包裝來推動行銷。 

一、軍事文化上--可以在不影響軍事安全與機密的前提上進行研究開

放更多軍事的景點的可能， 除了讓旅客能夠有機會深入體驗軍事

設備與認知兩岸特殊的軍事歷史，更可以透過參觀與體驗的過程，

感受戰爭為人類所帶來的壞處，對於和平的認知將更能提升，促

進兩岸遊客與人民對於區域和平的共同推動。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188 

 

二、僑鄉文化--在僑鄉文化上之推動，除現有定期舉辦的「金門世界華

僑日」以及相關華僑建築的保留與展示之外，可以透過劇場的方

式或者影片的拍攝，讓遊客能有機會與場所再次感受那段金門過

去特殊的發展歷史，並了解那些異鄉遊子的心路歷程以及成就的

新人生，增強遊客透過文化與心理情感上對於金門文化的聯繫與

認同。在實踐的模式上，可以參考如中國杭州著名「印象西湖」

文化表演活動，即是透過結合地方文化與旅遊而進行的城市旅遊

宣傳的方式，是一個很好的藉由文化產業以強化地方觀光特色的

例子。或許未來金門可以針對推動華僑文化來進行規劃與研究，

並結合既有的華僑建築進行利用，發展出屬於金門的「僑鄉文化」，

以持續金門的觀光創造更多的吸引力與優勢。 

三、閩南文化、信仰文化--在閩南文化的推動上，金門因為過去未有高

度的開發，因此島內還保留下傳統的閩南風俗與習慣，而這些閩

南風俗與習慣可能在當今兩岸的社會已不多見，因此，也讓金門

成為兩岸閩南文化的保存與展示的最佳代言。在金門島內對於傳

統閩南的祭祀儀式、歲時節慶、信仰文化、生活民俗等的保存，

也使得金門未來最為發揚與保存閩南文化的最好對象。在針對閩

南文化的推動上，應可以透過節慶與宗教活動來進行，如在既有

的四月十二迎城隍、中秋博餅等活動定期持續的推動之外，其他

節慶如在七夕或過年再配合舉辦新的活動。七夕活動上可以結合

「七娘媽」的傳說與牛郎織女的浪漫愛情進行活動構想；至於過

年期間則可以恢復舉辦舞龍舞獅拜年或其他民俗慶典遊街遊行之

慶祝，以營造濃郁地過年的喜慶氣氛。並將民間既存的一些傳統

婚喪喜慶儀式由地方政府透過文字或影像的方式來加以記錄、保

存以及展示，將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加以延續與流傳。突顯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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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閩南文化上作為主要推動與保存的角色，也為金門在觀光上

透過不同時節活動的持續推動來吸引更多的遊客到訪。 

四、自然資產--針對金門的生態與自然景觀加以維護，當前兩岸均面臨

過度開發的狀況，金門則仍保存良好的自然景觀以及生態，對於

發展休憩旅遊產業上具有優勢。因此，在兩岸過度開發的情況下，

金門提供與自然接觸的空間與機會，這也使得金門在未來發展觀

光的另一個特色，不論是進行單車運動、星宿研究與研習活動、

賞鳥、沙灘活動等，均可以透過不同的旅遊活動，創造金門在觀

光上結合休憩、養生、慢活、接觸自然的新的旅遊形式。 

 

肆、加強金門內部的硬體設備建設以提升發展旅遊的基礎。 

 
未來金門在發展觀光產業上，仍具有挑戰與限制，主要是來自於

金門島內的相關硬體設施不夠完全所致。金門若要發展觀光產業，最

重要的如旅館數是否足夠因應人潮，以及旅館的設施與服務上是否具

有競爭力，都是未來金門在發展上的挑戰。在旅館方面強化對遊客的

吸引力上，未來應可透過建造星級的飯店、人力素質的訓練與提升、

交通便利性的創造等來逐步提升。至於金門在發展上的另一個挑戰則

是來自於水、電供應上不足，針對這個問題目前的政策除傾向跟對岸

合作購買以解決水、電的缺乏。但金門也應該思考如何強化水電使用

或提供的設施，如在水質的安全與淨化、電力的供應與設置等硬體設

備應盡快擴大，還有研究是否有替代方案的可能，如走向綠能發展研

究太陽能能源在金門發展的可能，經由不同方案的研擬，方能為金門

在發展上創造優勢以及因應之後旅客增加後的需求。在交通上金門也

有需及待改善的空間，目前金門的對外交通主要以空路、水路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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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路、海路上，金門的尚義機場、水頭碼頭是否能容納兩岸地眾多

的遊客人數，以及能否做好擔任兩岸旅遊的中繼通道，基本上是面臨

考驗的。此外，天氣因素對於金門的交通有限制作用，一旦到了霧季

常使得金門海、空交通陷入停擺，這對於金門要發展兩岸旅遊先行區

上是不利的。因此，這就關乎到金廈跨海大橋是否應當建造的考量，

或許創造一個兩岸陸路上的連結，對於天氣因素所造成旅遊的限制上

將有機會改善，但這又會在引發另外如邊境安全以及管制上的問題。

因此，需待我國在相關配套方法與政策研究後才能有所推動的可能。

此外，亦可研究金門是否需在建蓋新機場的可能，新機場可以爭取金

門開放增設國際航線，對於要金門在建構與發展兩岸旅遊產業合作上

將更能有正面的提升，也可以增加國際遊客到金門旅遊上的管道選

擇。 

 
伍、金門未來應促進推動發展新的產業，以強化金門在兩岸城市的競

爭力。 

 
關於金門的發展定位上，除了發展觀光產業之外，未來是否還有

發展其他產業的可能，則是金門追求永續發展上應該持續思考的另一

課題。目前金門的經濟主要依賴金酒公司的營收與就業機會之提供，

以及觀光產業來帶領，未來金門也應該有新的產業與發展定位的思考，

如嘗試發展博弈產業的可能性、休閒觀光產業、國際會議中心、藝術

文化展館中心，或者休閒運動產業如高爾夫球場、馬拉松運動、單車

運動等，或許對於金門來說也是可以嘗試討論與規劃的方向，畢竟創

造越多的產業型態對於金門在區域的發展上來說，將會是更具有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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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金、廈建構特區合作上的法制規範應陸續建構與確立。 

 

而論文也發現在研究兩岸關係深化的建立，特別是論文所研究的

金門與海西區合作的問題上，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兩岸之間互信不足而

使得在雙方進行合作時的困難。因此，針對如何順利推動金門與廈門

建構「特區」模式來進行交流上，應該尋求雙方在法制規範上的落實，

例如透過雙方條約的簽訂或者雙方政府各自透過法令與政策來推動，

才能減少因為雙方互信不足導致合作無法進行的問題，或者是降低雙

方在合作上的疑慮。透過我國法令的規範，也可以給予金門在爭取兩

岸發展中有更多的彈性與空間，例如在人員上的開放、貨幣兌換與使

用上的開放、縮短證件審查時間、陸路連結的開放、或者是水電供應

上之開放等，藉由我國的政策與法令來進行新的規範與開放，讓金門

爭取成為兩岸關係先行先試區更具有優勢與競爭力。更重要的是，透

過國家的立場進行兩岸條約的簽訂，針對開放金門作為兩岸交流上有

雙方共識與條約的建立，讓金門在作為台灣開放兩岸交流的城市代表

具有法律賦予的正當性，也便於金門爭取更多發展所需資源的進行。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壹、研究限制 

 

    在研究中國大陸的議題上，最容易遇到的困難在於資訊的主觀性

與中立性就缺乏。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的資料均經過官方的審查與公布，

並且較難以藉由這些官方資訊對於中國大陸內部發展較全面與具體之

掌握。大部分的資訊多帶有官方的立場宣示，較不容易客觀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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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論文在研究有關「海西經濟區」的資料進行收集與研究上，由於論

文的研究方法上僅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次集資料分析法來進行，並未輔

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協助研究，因此，資料的取得上很難取得第一手的

資料，大部分都是由中國大陸官方所發布的資料與消息或是在中國大

陸的書籍與網路的報章資訊。這也增加了論文在研究上的限制，由其

在對於研究海西區發展上，將可能會傾向於官方立場之設定，可能對

於研究上會出現不夠客觀或者是過於正面的評價海西區的發展與效益，

因此對於研究之結論也將有所侷限，為本論文研究限制之一。 

  此外，論文對於金廈特區的設定上，以經濟整合為出發，在具體落

實上，論文以發展金廈觀光產業為實踐，並試著將金門在兩岸經濟整

合的定位上，設定為行銷台灣品牌產品的重點區域。論文的研究設定，

除了強調金門發展兩岸旅遊產業之轉運站角色，也試著將金門建構為

行銷台灣品牌的基地，以增加經濟上之效益。但由於論文針對金廈建

構特區交流模式上，較偏重現行兩岸交流基礎為出發，在模式上雖可

行但較無創新之建構。此也為論文主要的研究限制。 

  最後，論文只從經濟面談兩岸的合作，對於兩岸政治面的問題並沒

有涉入，主要是在於兩岸政治面問題，牽涉到雙方對於主權上認知之

差異，更正確來說，是中國大陸方面對於我國政權的不承認，使得雙

方難以在政治面上尋求合作，甚或是清楚的界定與關係建立，均難以

在論文進行地當下完成與具備有共識存在。因此，論文針對政治面向

是忽略未談，故也使得論文的研究上具有限制。 

 

 

 

 



第六章 結論 

193 

 

貳、研究展望 

 
論文希望以整合理論作為基礎來探討兩岸進行經濟合作的可行。

尤其在面臨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區域之間的合作與發展已成為趨勢，

特別是當經濟整合對於兩岸均有其利益所在，則當區域經濟合作程度

越深化，不僅創造出吸引外資的廣大市場，刺激區域內經濟活動以及

強化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且一旦國家在區域內經濟力提升，也意味著

國家在區域內、甚至是全球將政治影響力之提升。因此，區域進行合

作不但有助於消除外在的衝擊與競爭，甚至可以轉化競爭為提升，對

於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國際地位是具有正面的意義。而順應全球化的發

展，近年來也是兩岸關係走向新的發展時刻，雙方逐步進行接觸與交

流，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也透過簽訂 ECFA 來進行深劃開放與合作，目

前雙方似乎均具有共識而逐步走向經濟的整合與共同發展。此外，自

2009 年以來，中國大陸開始致力推動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此一內

部區域經濟政策，除了希望藉由中央再次大力建設與發展東南沿海之

外，也希望藉由「海峽西岸經濟區」擔任兩岸關係發展的新試驗區域。

而與福建鄰近的金門恰好因此有了一個新的發展機會，金門將能否有

機會擺脫過去軍事管制的歷史，重新朝向發展經濟的新發展進程，成

為論文一關注的焦點之一。論文更希望深入探討在兩岸當前的經濟發

展共識下，是否意味著雙方逐漸朝向政治對話與建立軍事互信的方式，

為過去長期對峙的兩岸關係尋求新的發展，即雙方是否均有意轉換對

彼此的政治思維，進而開放更多政治上合作與關係的建立，並有機會

朝向如新功能主義所認為透過溢出效益將促使國家之間逐漸向更多面

向的整合，即從經濟上逐漸發展成為政治上的整合，進而建構政治上

的合作關係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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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論文試圖透過金門與海西經濟區裡的廈門作為主要研究的對象，

研究雙方在城市發展上的互補與共同發展的可能性，以及透過金、廈

來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試驗與示範，了解究竟過去兩個在兩岸軍事對

抗上最激烈的戰場，能否有機會轉變成為新的和平發展關係的建立。

並且進一步擔任轉化兩岸在國際政治歷史上的敵對關係的新的和平示

範區域。經過研究發現金、廈朝向合作與共同發展，似乎是兩岸政府

所共同期待的一個新關係的設定，因而使得推動發展建構金廈「特區」

或進一步地金廈「旅遊特區」具有可行處，並且具有政治上重要示範

性之目的，即期待發展建立出「兩岸和平示範區域」。但就實際的發展，

雖然推動金門與廈門或是整個海西區的合作是兩岸雙方都有共識的想

法，但是就推動上仍存有落差，在我國方面更似乎呈現出「地方積極、

中央消極」的現象。主要的因素可能來自於雙方尚未有建立更深化合

作發展關係的信心，特別是我國方面，對於主權上面仍然存有擔心被

中國大陸矮化與稀釋的疑慮，雙方目前並未有太多能夠建立互信的制

度與管道，導致雙方雖有合作的想法上之共識，但在實際的推動上卻

極為緩慢。因此，論文提出透過區域性的開放試驗來使雙方日漸消除

歧異與不信任感，先由部分區的開放與實踐來逐漸調整我國在兩岸關

係內的立場設定，而這個開放的區域應該是有雙方經由政治的條約或

政策法令進行規範，針對雙方如何合作的細部內容加以落實與確立，

並對於可能發生的爭議與主權重疊的部分，經由雙方協調與討論來先

行防範，以致力於雙方交流的推動與進行。而在更細部的推動上，論

文認為先經由金、廈共同發展旅遊合作關係之建立，既符合金門發展

的定位也能使得金門兩岸中繼站的角色能得到較大的發揮，而旅遊的

相互開放與合作以當前金廈的實踐上，將可以透過信仰文化旅遊的方

式來建構，在雙方共同的宗教與信仰特色下先確立雙方在旅遊上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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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再逐步的深化與不同層面的合作。所以關於金廈發展兩岸關係的

「特區」模式建構上，先經由發展信仰文化的旅遊合作，深化成為城

市與城市間功能之互補的特色城市文化旅遊，在擴大為共同生活圈的

模式建立，逐步的來構築金廈發展成為兩岸關係經濟、政治、文化特

區的示範角色。 

因此，以目前的發展來看，論文針對金、廈在合作上以設定於經

濟上的層面的推動，目的是希望透過雙方在觀光產業上先有基礎的建

立，而經濟上的合作推動則必須以金、廈雙方在文化與區位優勢來做

為連結。經由經濟上的先行交流經驗逐漸發展出雙方之間的深化互賴，

成為兩岸雙方互信機制的參考與協助，並為日後促使兩岸有機會發展

政治上之合作關係奠定基礎。而現階段經濟上的交流、合作與其相關

後續發展的狀況，都將成為試驗與發展新的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對

於金門而言，能否順利由過去的政治對立區轉化成為兩岸和平的展示

與象徵地區，並成功建構成為兩岸關係下和平的經濟與政治的示範區

域，將是直接擔任影響兩岸關係是否從經濟合作，走向政治合作的關

鍵因素。這也是金門爭取擔任兩岸關係先試區域所需肩負的重要責任。

未來當透過金門能順利實踐出一個由兩岸經共同認同的條約創造出經

濟的示範區域後，甚至是政治上的合作示範區時，則意味著兩岸能真

正走向和平與共生發展的發生。因此，透過金門與廈門的合作模式的

建構，積極地促進兩岸和平廣場的可能發展，不僅對於雙方、對於東

亞區域發展上，甚至是國際關係發展上，將都是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並且也將是各方所樂見的發展與期待的結果。我們也期待這樣和平共

生的關係能早日在兩岸之間被創造，雙方能朝向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新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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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全文 

國發〔2009〕24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

劃綱要的部署，支援和推動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促進該

地區又好又快發展，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支援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意義，

明確總體要求和發展目標 

   （一）重大意義。海峽西岸經濟區東與臺灣地區一水相隔，北承

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國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全國區域經濟發展佈局中處於重要位置。福建省在海峽西岸經濟區

中居主體地位，與臺灣地區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

連、法緣相循，具有對台交往的獨特優勢。近年來，福建省大力推進

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為進一步加快發展奠定了

堅實基礎。當前，兩岸關係出現重大的積極變化，為海峽西岸經濟區

加快發展和開展與臺灣地區合作提供了重要機遇。支持福建省加快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是進一步發揮福建省比較優勢，實現又好又快發

展的迫切需要；是完善沿海地區經濟佈局，推動海峽西岸其他地區和

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發展的重大舉措；也是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戰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 

   （二）總體要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鄧小

平理論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從維護中華民族核心利益、促進祖國統一的大局出發，牢牢把握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著力推進兩岸交流合作，促進兩岸互利共贏；

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水

準；著力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著力深

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著力改善民生，推進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建設；著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將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經濟持續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綜合競爭力不

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和諧區域，為全域做出更大貢獻。 

   （三）戰略定位。 

   ——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

的對台優勢和工作基礎，努力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實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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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試政策，加強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經濟的全面對接，推動

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範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 

   ——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從服務、引導和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出發，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鐵路、

高速公路、海空港為主骨架主樞紐的海峽西岸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

使之成為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通道。 

   ——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立足現有製造業基礎，

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積極對接臺灣製造業，大力發展電子資訊、裝備

製造等產業，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

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在全國具有競爭力的先進製造

業基地和兩岸產業合作基地。 

   ——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充分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優勢，增強武夷山、閩西南土樓、鼓浪嶼等景區對

兩岸遊客的吸引力，拓展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等兩岸共同

文化內涵，突出“海峽旅遊”主題，使之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目的地

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遊中心。 

   （四）發展目標。 

   ——到 2012年，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

的基礎上，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接近或達到東部地區平均水準，著力科

學發展先行,力爭在一些領域走在全國前列；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

基本公共服務水準明顯改善；地方財政收入較大幅度增長；單位生產

總值能耗持續下降；生態環境繼續改善；服務兩岸直接“三通”的主

要通道基本形成並不斷完善，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功能更加

凸顯。 

   ——到 2020年，率先建立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

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統籌協調能力明顯提高，社會就業更加充

分，社會保障體系健全，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社會更加和諧。資源利

用效率明顯提高，生態環境優美，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生態文明建

設位居全國前列，科學發展達到新的水準，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

目標。閩台經濟融合不斷加強，促進形成兩岸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二、發揮獨特的對台優勢，努力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 

   （五）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的緊密區域。按照同等優先、適當放寬

的原則，以資訊、石化、機械、船舶、冶金等產業為重點，提升台商

投資區和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載體作用，密切與臺灣相關行業協

會、企業的聯繫，促進兩岸產業深度對接，形成以廈門灣、閩江口、

湄洲灣等區域為主的產業對接集中區。發揮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

現代林業合作實驗區的視窗、示範和輻射作用，促進對台農業資金、

技術、良種、設備等生產要素的引進與合作。推動對台離岸金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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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臺灣金融資本進入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管道和形式，建立兩岸區域

性金融服務中心，推動金融合作邁出實質性步伐。建立海峽兩岸旅遊

合作機制，共推雙向旅遊線路，培育“海峽旅遊”品牌。加強與臺灣

現代服務業合作，建設海峽西岸物流中心。實行更加開放的對台貿易

政策，擴大對台貿易。健全涉台法律法規，依法保護臺胞的正當權益，

為臺胞投資興業、交往交流提供便利條件和優質服務。制定相關政策

措施，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到臺灣投資興業，推動建立兩岸產業

優勢互補的合作機制，促進兩岸經濟共同發展。 

   （六）建設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全方位、多層次開展與臺

灣地區的交往，推動文化交流、人員互動。加快推進閩南文化生態保

護實驗區建設，提升閩台緣博物館的交流功能。深入開展兩岸文化對

口互動活動，深化兩岸科技、教育、衛生、體育等方面合作。加強祖

地文化、民間文化交流，進一步增強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

連接兩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紐帶作用。 

   （七）建設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加快完善兩岸直接“三通”

基礎條件，提升對台開放合作整體功能。規劃建設對台交通通道，推

進對台直接航運。進一步擴大口岸開放，加強口岸基礎設施和大通關

機制建設，實現福建電子口岸互聯互通和資訊共用。健全兩岸人流、

物流往來的便捷有效管理機制，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直接

往來。增設直接往來貨運口岸，推動空中直航，把該地區建設成為兩

岸交流交往、直接“三通”的主要通道和平臺。 

   三、加快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發展保障 

   （八）加強綜合交通運輸網路與對外通道建設。按照促進海峽西

岸經濟區發展和兩岸直接“三通”的要求，大力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

設，形成內地到福建的便捷交通走廊。整合港灣資源，形成以廈門港、

福州港為主，佈局合理的東南沿海地區港口發展格局。集中力量加快

海峽西岸經濟區高速公路網建設，儘快打通省際間的斷頭路，加強縱

深推進、南北拓展的高速公路建設，加快建設北京至福州高速公路，

儘快形成高速公路網路。將海峽西岸經濟區鐵路發展項目納入國家中

長期鐵路網調整規劃，加快建設溫福、福廈、廈深、龍廈、向莆鐵路，

規劃建設北京至福州、昆明至廈門高速鐵路以及城際鐵路和一批港口

鐵路支線，形成連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

區的大運力快捷鐵路運輸通道。完善廈門、福州等機場兩岸空中直航

的設施條件，合理佈局支線機場，開闢國內外新航線，形成以福州、

廈門國際機場為主的幹支線機場相結合的空港佈局。 

   （九）加強沿海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優良港口條件，積

極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強化能源保障，優化能源結構。結合沿海

煤運港口的建設，合理佈局沿海大型煤電，適時推進超臨界、超超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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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火電建設。進一步完善核電廠址前期工作，加快推進寧德、福清核

電等項目建設。積極發展風力、潮汐等新能源。進一步完善電網建設，

加強與華東電網的聯網，加快開展與南方電網聯網的前期工作。佈局

建設石油儲備基地和煤炭中轉基地。加強臺灣海峽油氣資源的合作勘

探和聯合開發。結合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佈局，加快輸氣管網建設，

逐步提高民用燃氣覆蓋率。 

   （十）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改善城市間道路交通條件，加強

對外交通與內部道路的銜接。完善城市內道路路網結構，提高路網密

度。推進福州、廈門、泉州等城市軌道交通發展，提高城市道路標準。

進一步健全城市道路橋樑、供水、供氣、防洪、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市

政基礎設施功能，提高人口承載能力。努力改善鄉村交通、飲水安全、

人居環境等條件。加強水源與供水工程建設，適時開工建設一批具有

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的綜合水利樞紐。合理規劃和建設跨區域、

跨流域水資源配置工程，確保城鄉供水安全。切實解決沿海島嶼供水

問題，適時推進向金門、馬祖等地供水、供電及鋪設海底通信纜線工

程建設。 

   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十一）加強海峽西岸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採取更加有效的政策

措施，大力推進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努力打造特色

鮮明的區域創新體系。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體系，建立穩定的各級財

政科技投入增長機制。整合科技資源，推動跨部門、跨區域的科技合

作。支援資訊、醫藥、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等領域應用基礎

研究，加強高技術和產業關鍵共性技術開發，造就一批競爭力強的優

勢企業和知名品牌。鼓勵、支持台商投資高新技術園區，吸引臺灣科

研機構和科技人員共同創建創新平臺。建設海峽西岸高新技術產業帶，

使之成為承接臺灣高新技術產業與技術轉移的載體。加強國家重點實

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加快科技成果轉

化與應用，提高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十二）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

全的要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業結構優化升級，構建現

代農業產業體系。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加強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

肥料、新農藥、新機具的推廣應用。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穩定

發展糧食生產，努力保持糧食自給能力不降低。大力發展畜牧業、園

藝業、林竹產業、水產業等優勢產業，積極培育水產品、蔬菜、水果、

食用菌、茶葉、花卉等特色農產品。大力發展品牌農業，支援培育一

批農產品加工示範園區、示範企業和示範項目，扶持壯大農業產業化

龍頭企業。加強閩台農業合作，推進農產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設，擴大

特色優勢農產品出口。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產出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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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率。加快農產品品質安全體系建設，建立健全新型農業社會化

服務體系。 

   （十三）建設海峽西岸先進製造業基地。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發展水準。著力發展先進製造業，

重點發展電子資訊、裝備製造、石油化工等產業。加快發展積體電路

設計和軟體、光電、消費電子、生物醫藥、精密儀器、環保、新材料

等高新技術產業，著力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建材、

冶金、紡織、食品等傳統優勢產業。實施品牌帶動戰略，扶持重點骨

幹企業發展，培育一批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主業突出、競爭力強的

大企業、大集團。鼓勵建立與臺灣產業配套的以及大陸台資企業所需

的零部件、原輔材料中心。加快培育特色優勢產業，著力培育產業集

群，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十四）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承接臺灣現代服務業轉移，

依託中心城市、產業集聚區、貨物集散地、交通樞紐和港口資源，建

設福州、廈門、泉州等物流節點和一批現代物流中心。依託臨港工業

和台資企業集中區，合作建設物流配送或專業配送中心。依託保稅港

區、保稅物流園區，建設連結海峽兩岸的現代物流中心。依託福州、

廈門軟體園，發展軟體服務外包、動漫遊戲產業，培育承接服務外包

業務的專業企業，吸引臺灣企業乃至世界跨國公司服務外包轉移。積

極發展資訊服務業。大力吸引臺灣企業到海峽西岸經濟區設立地區總

部、配套基地、採購中心、物流中心、營運中心和研發中心。積極發

展面向臺灣及海外的會展業。以濱海旅遊、生態旅遊、紅色旅遊和文

化旅遊為重點，進一步整合旅遊資源，加強旅遊景點及配套設施建設，

辦好各類旅遊節慶活動，豐富旅遊產品，開拓旅遊市場，培育一批有

特色、有影響、有效益的旅遊精品。 

   （十五）建設現代化海洋產業開發基地。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優勢，

推進臨港工業、海洋漁業、海洋新興產業等加快發展。堅持高起點規

劃、高標準建設，將沿海港口作為大型裝備製造業專案佈局的備選基

地，合理佈局發展臨港工業。以廈門灣、湄洲灣等為依託，建設以石

化、船舶修造等為重點的臨港工業集中區，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

新增長點。推廣名優新品種和生態養殖模式，建設生態型海水養殖和

海水產品加工基地。加快漁港建設。加強海上通航和救援合作，推動

建立海上救援協作機制，完善臺灣海峽防災減災體系。加強海洋科技

中試基地及研發平臺建設，加快培育海洋藥品、保健食品、海水綜合

利用等新興產業，形成若干以港灣為依託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臨港經濟

密集區。 

   五、統籌區域內協調發展，促進互動融合 

   （十六）推進形成科學合理的主體功能區。發揮發展基礎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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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承載能力較強等有利條件，把海峽西岸沿海具備條件的地區

作為全國主體功能區的重點開發區域，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

一步提高人口與經濟聚集程度。在山區貫徹以保護為主、開發為輔的

原則，最大限度地保護山川秀美的生態環境。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的要求，做好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科學劃分主體功能區域，完善

區域發展政策，創新管理體制，強化陸海統籌、山海聯動，優化基礎

設施和產業佈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相協調。 

   （十七）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強海峽西岸城市群發展的規劃協

調，提高城市建設與管理水準，增強產業和人口承載能力、輻射帶動

能力，逐步形成以區域中心城市為骨幹、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基礎的

城鎮體系。統籌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就

業、社會保障等的發展，加快建立城鄉基礎設施共同發展機制、城鄉

公共服務均等供給制度、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基礎設施向

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拓展、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各大中城市

要切實履行市帶縣、市幫縣的責任，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資金等對

農村的支援，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以城帶鄉，統籌發展，

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十八）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革命老區、

原中央蘇區縣、少數民族地區、海島、水庫庫區等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對這些地區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

基礎設施等方面投入，不斷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

務均等化。立足資源優勢和市場需求，大力扶持特色產業發展，提高

農產品和特色資源深加工水準，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加大勞動力就業

技能培訓，合理有序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沿海對

山區對口幫扶工作機制。積極推動包括台資企業在內的符合環保要求

的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福建山區轉移，促進這些地區加快發

展。 

   （十九）推動跨省區域合作。加強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長三角、珠

三角的經濟聯繫與合作，促進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協調發展，進一

步完善沿海地區經濟佈局。發揮閩浙贛、閩粵贛等跨省區域協作組織

的作用，加強福建與浙江的溫州、麗水、衢州，廣東的汕頭、梅州、

潮州、揭陽，江西的上饒、鷹潭、撫州、贛州等地區的合作，建立更

加緊密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重大專案建設的協調，推進跨省鐵路、

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統籌規劃佈局和協同建設，暢通

海峽西岸經濟區港口與腹地的通道。加強電子、機械、旅遊、物流等

產業的對接，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和合理佈局，形成產業對接走廊。加

強市場開發，建設區域共同市場，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

的無障礙流動。統籌協調區域內對台交流合作的功能分工，提升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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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的對接能力。 

   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動力活力 

   （二十）增創體制機制新優勢。進一步發揮廈門經濟特區在體制

機制創新方面的試驗區作用。從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實際出發，圍繞建

立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的需要，先行試驗

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繼續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城鄉統籌綜合配套

改革試驗，建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在嚴格執行土地用

途管制的基礎上，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依法流轉,逐步建立城鄉統一

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金融改革與創新，擴大金融改革試點，在多種

所有制金融企業、離岸金融業務等方面進行改革試驗，完善創業風險

投資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著力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

能。加強法制建設，大力推進依法行政，著力構建規範透明的法制環

境。進一步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大力推

進外貿、港口、社會管理等領域改革，探索建立有利於擴大兩岸交流

合作的新機制。 

   （二十一）積極合理有效利用外資。提高利用外資水準，更加注

重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智力資源。創新外商投資管理方式，簡

化審批程式。進一步優化外資結構，引導外資投向主導產業、高新技

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節能環保等領域。積極研究海峽西岸經濟區範

圍內的國家級開發區擴區、調整區位和省級開發區升級，拓展開發區

的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積極推進各

類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整合。支援在台商投資區和台資企業密集地區

開展海關保稅物流中心試點。規範招商引資行為，實行統一的土地、

稅收政策，營造公平、開放的投資環境。 

   （二十二）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結構，鼓

勵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服務產品和農產品出口，大力支持自主

智慧財產權、自主品牌產品出口，嚴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

產品出口。積極擴大對台進出口貿易。鼓勵經濟發展急需的先進技術、

關鍵設備和重要資源進口。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引導加工貿易向

產業鏈高端發展。鼓勵優勢企業參與海外資源開發，建立境外生產、

行銷和服務網路，帶動商品出口和勞務輸出。積極推進保稅加工、保

稅物流業發展，大力發展國際中轉、配送、採購、轉口貿易和加工製

造等業務。 

   （二十三）深化與港澳僑合作。充分利用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的機制，進一步提升閩港澳經濟合作的層次和水準。加強與

港澳在服務業領域的合作，引入港澳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

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吸引更多的港澳金融機構到福建設立分支機搆或

投資參股，支持符合條件的福建企業到香港上市融資。利用香港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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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道和行銷網路，積極開展聯合招商，推動福建企業到香港設立行

銷中心、運營中心，擴大對港貿易和轉口貿易。加強福建與港澳的物

流業合作，建立跨境物流網路。加強閩港澳旅遊合作，推動旅遊線路

對接延伸。充分發揮福建海外華僑華人眾多、愛國愛鄉的優勢，充分

利用各種有效平臺作用，積極引進僑智，大力吸引海外僑胞來閩投資，

引導更多的華僑華人支持和參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七、加快社會事業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二十四）大力推進人力資源建設。以人才資源能力建設為核心，

著力培養學術技術帶頭人、科技領軍人才和一線創新人才，抓緊培養

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所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為海峽西岸經濟

區建設提供堅強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援。加強人的能力素質建設，支

援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實用性、技能型人才。調整高

校學科設置，加快培養經濟建設緊缺急需的人才，建立起與兩岸產業

對接相適應的人才培養結構，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和水準。進一步拓展

兩岸職業教育合作，支持開展兩岸校際合作、職業培訓、資格考試和

認證、職稱評定、人才引進和人力資源開發等試點工作。健全人才政

策體系，鼓勵臺灣科技、教育等領域人才到海峽西岸經濟區創業，形

成廣納群賢、充滿活力的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良好風尚。 

   （二十五）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大力推進文

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立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立健全

運行保障機制。加大投入力度，加強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文化

站等文化設施建設，積極推進文化資訊資源分享、廣播電視“村村通”

和農村電影放映等文化工程建設，進一步完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網路。

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營造良好網路環境。整合文化資源，打造

一批地域特色明顯、展現海峽西岸風貌、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文化

品牌，重點保護發展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紅土地文化、

船政文化、佘族文化、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加強文物、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完善歷史文化名城等基礎設施，妥善保護歷史文化街區。

推動文化與經濟融合，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建立海峽兩岸文化產

業合作中心，著力培育專、精、特、新文化企業，努力使海峽西岸經

濟區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產業基地。 

   （二十六）著力改善民生。鞏固提高九年義務教育，把義務教育

重點放在農村，調整農村義務教育佈局結構，完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

機制。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改革勞動和就業管理體制，完善公共就

業服務體系，建立城鄉統一、區域協調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平等的就業

制度。加強城市社區、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全面推行城鎮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力推進各項社會救助制度建設，

特別要關注對困難臺胞臺屬的救助，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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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體系。健全社會保障性住房制度，切實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難。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八、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十七）全面推進節能減排。落實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強化

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對新上專案嚴把產業政策關、資

源消耗關、環境保護關。大力實施重點節能工程，突出抓好高耗能行

業和重點耗能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引進臺灣先進節能環保技術，積

極推進和支援重點台資企業的節能減排。積極發展迴圈經濟，開展國

家迴圈經濟試點。建立和完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促進重點行業廢棄

物再利用和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提高工業用水迴圈利用率。建

立淘汰補償機制，加快淘汰落後生產能力。 

   （二十八）加強生態建設和保護。積極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提高林地保護和管理能力，加強森林資源的撫育更新，保持森林覆蓋

率居全國前列；優化森林資源結構，提高森林資源品質，強化森林資

源的生態功能。加強水資源管理，完善取水許可和水資源有償使用制

度，加強水資源總量控制和定額管理，健全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

合的管理體制。完善閩江、九龍江等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辦法，推動

龍岩、汕頭、潮州建立汀江（韓江）流域治理補償機制，推進生態環

境跨流域、跨行政區域的協同保護。 

   （二十九）強化環境綜合整治。從源頭上控制環境污染，加強污

染治理、監測和監管。繼續推進自然保護區和生態示範區、生態農業

示範縣、生態示範區、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加強臺灣海峽海域、

重要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重點流域沿岸鄉鎮垃圾集中處理和規模化

畜禽養殖場污染治理，提高流域水環境品質。推進主要江河水源地、

嚴重水土流失區和生態脆弱區的綜合治理與生態重建。加強沿海防護

林體系工程建設，切實保護近岸海域生態系統。實施對重要生態功能

區的搶救性保護、重點資源開發區生態環境強制性保護、生態環境良

好區和農村生態環境積極性保護、風景名勝資源嚴格保護，維護生態

平衡，保障生態安全。 

   九、加強組織領導，落實保障措施 

   （三十）加強統籌協調。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是中央確

定的重要工作方針，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要明確責任，從自身職能出發，

抓緊制定細化方案和具體措施，將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加強規劃指導。由發展改革委會同福建省及相關地區，商有關部

門抓緊編制《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以指導和促進海峽西岸經濟

區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在更高的起點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在規劃編

制過程中，要注重與其它規劃和相關政策的銜接。 

   加大資金投入和項目支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中央預算內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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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以及其他中央專項資金，都要加大對海峽西

岸經濟區的扶持力度，特別要加大對原中央蘇區縣、革命老區、少數

民族地區的扶持力度。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等資金時，福建革命老區、

少數民族地區等參照執行中部地區政策，福建原中央蘇區縣參照執行

西部地區政策。適當降低中央投資專案地方投資比例，支持發展特色

產業和重大項目建設，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專項補

助。對具有全國或區際意義、有助於形成海峽西岸經濟區整體競爭力

的項目，在項目布點與審批、土地利用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 

   （三十一）賦予對台先行先試政策。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符合

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中央對台工作總體方針政策為指導，在兩

岸綜合性經濟合作框架下，按照建立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區的要求，

允許在對台經貿、航運、旅遊、郵政、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與合作

中，採取更加靈活開放的政策，先行先試，取得經驗。 

   支持擴大兩岸經貿合作。按照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原則，鼓勵

承接臺灣產業轉移，允許國家禁止之外、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各類台商

投資項目在海峽西岸經濟區落地，加快台商投資項目審批。積極推動

海峽兩岸雙向投資，對赴台投資專案簡化審批程式，加快審批和核准

節奏。在兩岸建立長期、穩定的經貿合作機制過程中，允許海峽西岸

經濟區在促進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臺灣服務業市場准入等方面先行

試驗，適當增加對台合作的用地指標。設立對台農產品出口加工基地

和臺灣農業技術、新品種推廣中心，增設臺灣農民創業園。擴大“區

港聯動”政策覆蓋範圍，在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政策的基礎上，進

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設立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實施更加優惠的政策。探索進行兩岸區域合作試點。積極推動建立兩

岸金融業監管合作機制，在此機制下，優先批准台資銀行、保險、證

券等金融機構在福建設立分支機搆或參股福建金融企業，支援設立兩

岸合資的海峽投資基金，進一步擴大兩岸貨幣雙向兌換範圍，逐步建

立兩岸貨幣清算機制。 

   支持兩岸交流交往。把福建沿海機場、港口等作為兩岸直接“三

通”的首選地。適時增加福建沿海港口為對台海上貨運直航口岸。推

動福建機場與臺灣實現空中直航，增加航班、航線。支持福建作為對

台郵件總包交換中心。支持開拓對台旅遊市場，適時擴大大陸居民從

福建口岸赴臺灣旅遊。支持福建試行便利兩岸人員往來的管理辦法，

包括為臺灣本島居民辦理來往大陸通行證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證件等。

進一步發揮福建作為兩岸事務重要協商地的作用。 

   支持平臺載體建設。適時推進廈門、福州台商投資區擴區和新設

立泉州台商投資區。支持繼續辦好涉台重大經貿文化活動。推動媽祖

文化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設立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園，建設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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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文化交流與合作基地。 

   （三十二）強化組織實施。福建省要加強領導，周密部署，進一

步解放思想，創新機制，明確工作責任，確保各項任務和政策措施落

到實處。對與兩岸經濟交流比較密切的浙南、粵東、贛東南地區以及

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也要予以積極支持。各地區各部門要認

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支援配

合本意見的實施，同心協力，扎實工作，努力把海峽西岸經濟區經濟

社會發展推向新的階段，在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全國發展大局中

發揮更大作用。  

國務院 

                    二○○九年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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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  全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11年 3月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發展基礎 

  第一節 發展優勢 

  第二節 機遇和挑戰 

  第二章 總體要求和發展目標 

  第一節 指導思想 

  第二節 戰略定位 

  第三節 發展目標 

  第三章 空間佈局 

  第一節 功能區劃分 

  第二節 總體佈局 

  第四章 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 

  第一節 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的緊密區域 

  第二節 建設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第三節 建設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 

  第四節 建設兩岸合作的平潭綜合實驗區 

  第五章 加快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 

  第一節 加強綜合交通運輸網路與對外通道建設 

  第二節 建設海峽西岸能源基地 

  第三節 加強資訊網路體系建設 

  第四節 提高防災減災能力 

  第六章 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第一節 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第二節 建設海峽西岸先進製造業基地 

  第三節 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第四節 建設現代化海洋產業開發基地 

  第五節 加強海峽西岸區域創新體系建設 

  第七章 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第一節 加快建設海峽西岸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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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第三節 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 

  第四節 建立城鄉協調發展長效機制 

  第八章 加強區域合作 

  第一節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第二節 推進與港澳僑更緊密合作 

  第三節 加強與國內其他地區的合作 

  第九章 加快社會事業發展 

  第一節 大力推進人力資源建設 

  第二節 優先發展教育 

  第三節 大力發展文化事業 

  第四節 提升醫療衛生服務水準 

  第五節 構建和諧社會 

 第十章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第一節 加強資源節約利用 

  第二節 加強生態建設和保護 

  第三節 強化環境綜合整治 

  第四節 大力發展迴圈經濟 

  第十一章 提升改革開放水準 

  第一節 積極合理有效利用外資 

  第二節 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第三節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第四節 充分發揮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先行作用 

  第十二章 規劃實施的保障措施 

  第一節 著力先行先試 

  第二節 加大資金支持力度 

  第三節 加強組織協調 

 

前 言 

  海峽西岸經濟區東與臺灣地區一水相隔，北承長江三角洲，南接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國區域經濟發

展佈局中處於重要位置，具有對台交往的獨特優勢。福建省在海峽西

岸經濟區中居主體地位，在對台交流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黨中央、

國務院高度重視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2009年 5月，國務院出臺了

《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

24號，以下簡稱《意見》）。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著眼全域，

在兩岸關係出現重大積極變化、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進入關鍵時期作

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標誌著海峽西岸經濟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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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為謀劃好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佈局，指導和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

在更高的起點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根據《意見》要求，特制定本規

劃。本規劃範圍包括福建省全境以及浙江省溫州市、衢州市、麗水市，

廣東省汕頭市、梅州市、潮州市、揭陽市，江西省上饒市、鷹潭市、

撫州市、贛州市，陸域面積約 27萬平方公里。規劃期從 2011年至 2020

年。 

  本規劃是指導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和編制相關專項規劃的重要依

據。 

第一章 發展基礎 

  海峽西岸經濟區區位優越，對台合作優勢獨特，山海資源豐富，

生態環境良好，經濟發展水準較高，具備加快發展的有利條件。 

第一節 發展優勢 

  優越的區位條件。海峽西岸經濟區地處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臺灣地區和祖國大陸的結合部，鄰近港澳，發揮著承南啟北、貫通東

西的橋樑紐帶作用，是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要前沿平臺和紐帶。 

  良好的資源環境和人文優勢。海峽西岸經濟區生態環境良好，森

林覆蓋率比較高；岸線資源豐富，港口優勢突出；旅遊資源獨特，擁

有福建武夷山、福建土樓、福建泰寧、江西三清山、江西龍虎山、江

西龜峰和浙江江郎山等世界自然遺產、世界文化遺產及風景名勝區。

海峽西岸經濟區是著名僑鄉，旅居世界各地華人華僑 2100多萬人，港

澳同胞 400多萬人，人文優勢明顯。 

  獨特的對台合作優勢。海峽西岸經濟區處在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

與臺灣地區經濟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海峽西岸經濟區是大陸距離臺灣

本島最近的區域，平潭島距離臺灣新竹僅 68海裡。80％以上臺灣民眾

祖籍地在福建。臺灣的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大部分傳自海峽西岸經濟

區，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媽祖文化等在臺灣地區有廣泛

影響。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商貿往來歷來十分密切。閩台政治

法律關係淵源深厚。 

  率先對外開放的沿海地區。海峽西岸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對

外開放的沿海地區之一，依託毗鄰台港澳優勢，率先建立開放型經濟

體系，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充分發

揮經濟特區改革“試驗田”作用，率先推行市場化改革，市場化程度

高、民營經濟發達。 

  較好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海峽西岸經濟區經濟綜合實力不斷增

強，2009年地區生產總值超過 2萬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近 3500

美元；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先進製造業逐步發展壯大；人口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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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斷集聚，城鎮化水準不斷提高；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綜合交

通運輸網路初步形成；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不斷增強，人居環境不斷

優化。  

第二節 機遇和挑戰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國際間產業轉移不斷加

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推進，這些都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強與臺

灣地區的合作、實現較快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 

  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實施。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海峽

西岸經濟區建設，對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賦予

了新的使命，為加快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強大動力。深入實施西部

大開發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和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政策的實

施，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有力支撐。 

  兩岸交流合作全面推進。近年來，兩岸實現直接“三通”，簽署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兩岸關係發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海峽

西岸經濟區與臺灣經濟聯繫更加密切，以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

文化、媽祖文化和祖地文化為紐帶的交流交往更加活躍，台商投資區

等載體平臺已成為臺灣產業轉移的集聚區，海峽論壇等重大涉台經貿

文化交流活動影響日益擴大。隨著兩岸關係不斷改善，海峽西岸經濟

區在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將進

一步凸顯。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地理上連為一體，

在自然、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市場體系內在聯繫

緊密。閩粵贛、閩浙贛等跨省區域協作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出海通道建設加快推進，將在更大範圍內促進生

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同時，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也面臨著嚴峻挑戰，主要是發展

方式還比較粗放，自主創新能力不夠強，經濟發展整體水準和產業素

質有待提升；區域中心城市實力還比較弱；港口資源開發利用還不充

分，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區域內原中央蘇區縣、革

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海島、水庫庫區等地區發展基礎薄弱，城鄉

公共服務水準差距較大；促進要素合理流動的制度環境和市場體系有

待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改革創新，改革攻堅的任務仍比

較繁重。  

第二章 總體要求和發展目標 

  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

大決策部署，進一步解放思想、勇於創新，凝心聚力、乘勢而上，努

力開創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新局面。 

第一節 指導思想 



附錄二 

237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鄧小平理論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抓住國家鼓勵

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支援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全面

貫徹落實《意見》，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主題，著力推進兩岸交流合作，促進兩岸互利共贏；著力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水準；著

力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著力深化改革

開放，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著力改善民生，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

會建設；著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將海峽西岸

經濟區建設成為經濟持續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

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和諧區域。 

第二節 戰略定位 

  加強統籌協調，推進分工協作，不斷增強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全國

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地位。 

  ——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

的對台優勢和工作基礎，努力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實施先

行先試政策，加強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的經濟全面對接，推動

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範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 

  ——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從服務、引導和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出發，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鐵路、

高速公路、海空港為主骨架主樞紐的海峽西岸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

使之成為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通道。 

  ——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立足現有製造業基礎，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積極

對接臺灣製造業，大力發展電子資訊、裝備製造等產業，加快發展戰

略性新興產業，建設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兩岸產

業合作基地。 

  ——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充分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優勢，增強對兩岸遊客的吸引力，拓展兩岸共同文

化內涵，突出“海峽旅遊”主題，使之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目的地和

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遊中心。 

第三節 發展目標 

  認真貫徹落實《意見》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先行

先試，加快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通過持續努力，到 2020 年海

峽西岸經濟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成

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極。 

  ——科學發展之區。著力科學發展先行，力爭在一些領域走在全

國前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到 2015年，在優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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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經濟

社會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其中福建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東部地區

平均水準，地方財政收入較大幅度增長；到 2020年，經濟社會發展取

得新成效，區域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其中福建省綜合實力邁上新臺

階。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經濟融合不斷加強，形成兩岸共同發

展的新格局。 

  ——改革開放之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重點領域

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建立起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

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對外開放水準明顯提高，全方位、多層

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進一步完善；區域合作不斷拓展，區域經

濟一體化加快發展，服務兩岸直接“三通”的主要通道基本形成並不

斷完善，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功能更加凸顯。 

  ——文明祥和之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突破，文化事

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準明顯提

高，建立比較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

系，收入分配結構更加合理，社會就業更加充分，人民生活更加富足，

人均基本公共服務水準進入全國前列，人民安居樂業。 

  ——生態優美之區。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不斷取得

新成效，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持續下降，

節能減排得到落實，森林覆蓋率繼續保持較高水準，生態文明建設位

居全國前列，成為人居環境優美、生態良性迴圈的可持續發展地區。  

第三章 空間佈局  

  按照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明確功能區定位，進一步優化空間佈

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區位優勢充分發

揮的協調發展新格局。 

第一節 功能區劃分 

  充分發揮發展基礎較好、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等有利條件，進

一步細化功能分區，優化產業佈局，加強陸海統籌、山海聯動發展，

推動形成科學合理的主體功能區。 

  一、東部沿海臨港產業發展區。發揮沿海港口優勢，引導產業集

聚，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和壯大化工、裝備製造、

能源和港口物流業，建設沿海臨港重化工業基地，形成沿海產業密集

帶。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引導發展濱海旅遊、港口航運、生態養殖等

產業，加強對重要江河的入海口、海灣、島嶼及其周邊區域的保護。 

  二、中部、西部集中發展區。中部以麗水-南平-三明-龍岩-梅州、

西部以衢州-上饒-鷹潭-撫州-贛州等中心城市為支撐點，形成以點狀

分佈的增長極。依託生態、資源等優勢，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積極發

展果林竹、生物醫藥、綠色食品、旅遊等產業，進一步吸引人口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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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集聚。大力發展集約型的綠色有機農業，建設優勢農產品生產基地。 

  三、生態保護和生態產業發展區。以閩江、九龍江、晉江、汀江

（韓江）、甌江等為主要水生生態廊道，以武夷山脈和洞宮山-鷲峰山—

戴雲山—博平嶺兩大山脈為核心的生態功能保護帶，積極開展生態保

護和生態建設，加強生物多樣性和物種資源保護，實施水源涵養保護

工程，發展休閒旅遊業、林竹業和綠色有機農業等生態產業。 

第二節 總體佈局 

  按照功能區定位，統籌區域發展空間佈局，加快形成分工明確、

佈局合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的“一帶、五軸、九區”網狀空間開

發格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一、加快建設沿海發展帶。利用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發達的

優勢，積極推動海峽西岸沿海一線率先發展，形成南北兩翼對接長三

角和珠三角的橋頭堡；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大力發展先進

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推動臨港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集聚發展；優化

提升城市功能，推動城市之間的融合發展，建成特色鮮明、具有競爭

力的海峽西岸城市群。 

  二、縱深推進五個發展軸。以福州、廈門、泉州、溫州、汕頭為

龍頭，依託鐵路、高速公路，由沿海地區向內地輻射，帶動沿線地區

發展，形成以點帶面、聯動發展的新格局。重點建設福州-寧德-南平-

鷹潭-上饒發展軸、廈門-漳州-龍岩-贛州發展軸、泉州-莆田-三明-

撫州發展軸、溫州-麗水-衢州-上饒發展軸和汕頭-潮州-揭陽-梅州-

龍岩-贛州發展軸。 

  三、培育壯大九個集中發展區。充分考慮現有開發強度、資源環

境承載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重點發展九個集中發展區，建設成為產

業集聚區和城鎮密集帶。 

  ——廈門灣發展區。以廈門為龍頭，以漳州為縱深，增強高端要

素集聚和綜合服務功能，提升港灣一體化發展水準，推動形成集裝箱

運輸幹線港和現代物流中心。廈門市要加快島內外一體化發展，重點

發展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先進製造業和創新產業的集

聚區和示範區。漳州市要加快發展製造業和現代農業，與廈門形成產

業互補格局。 

  ——閩江口發展區。以福州為核心，以羅源灣、江陰為兩翼，大

力發展臨港產業，推動福州港成為綜合性港口。以平潭開發開放為突

破口，著力先行先試，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積極發展高技術、先進

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和對台產業合作基地，推

動形成現代製造業集聚區和城鎮密集帶。 

  ——湄洲灣發展區。依託沿海港口，加強南北岸合理佈局和協調

開發，重點發展大宗散貨運輸，成為服務臨港產業發展的區域重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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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推動石化產業集聚發展，建設臨港重化工基地、能源基地。開發

建設莆田湄洲灣石門澳，推進港城共同發展，大力發展臨港重化工業。 

  ——泉州灣發展區。以泉州為核心，統籌環泉州灣產業、港口、

城市發展，拓展城市規模，增強城市的集聚輻射、綜合服務功能。加

快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製造業和現代

服務業，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兩岸產業對接基地、民營經濟創新發

展示範區。 

  ——環三都澳發展區。統籌環三都澳發展佈局，合理有序推進岸

線開發和港口建設，引導裝備製造、化工、冶金、物流等臨港產業集

聚發展。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加強與浙西南、贛東北地區的區域合

作，積極加強與閩江口、溫州等地對接，建設成為海峽西岸東北翼新

的增長極。 

  ——溫州沿海發展區。以溫州為依託，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發達的

優勢，加快建設沿海先進製造業基地、港口物流基地，構築海峽西岸

東北翼的增長極，帶動麗水、衢州、寧德等地發展，建設成為連接長

角和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區域和出海口、兩岸產業對接基地和民營

經濟創新發展示範區。 

  ——粵東沿海發展區。以汕頭為龍頭，以潮州、揭陽為兩翼，推

進汕頭、潮州、揭陽同城化發展。進一步發揮汕頭經濟特區的輻射、

帶動作用，建設以高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升級為先導、先進製造業為

主體的新興產業基地。依託沿海港口，加快建設重化工業為主的臨港

工業基地，建設成為海峽西岸南翼的增長極。 

  ——閩粵贛互動發展區。以龍岩、三明、贛州、梅州等城市為中

心，大力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加快發展旅遊、現代物流、生態農業、

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和精深加工等產業，建設成為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基

地，閩粵贛邊連接沿海、拓展腹地的生態型經濟樞紐，全國重要的客

家文化中心和紅色旅遊基地。 

  ——閩浙贛互動發展區。以南平、鷹潭、撫州、上饒、衢州、麗

水等城市為中心，充分利用生態和能源資源優勢，建設綠色農產品基

地、能源供給基地和銅產業基地。依託武夷山、三清山、龍虎山等豐

富的旅遊資源，大力發展旅遊、生態休閒觀光農業等產業，建設成為

國際知名的生態文化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 

第四章 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 

  抓住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利時機，充分發揮對台的獨特優

勢，先行先試，努力構建一個吸引力更強、功能更完備的兩岸交流合

作前沿平臺。 

第一節 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的緊密區域 

  推動建立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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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更為扎實的物質基礎、提供更為強大的

經濟動力。 

  一、加強產業深度對接。推進兩岸產業對接集中區建設。按照同

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原則，以資訊、石化、機械、船舶、冶金等產業

為重點，加強兩岸產業深度對接，形成廈門灣、閩江口、湄洲灣等沿

海一線的產業對接集中區。溫州、汕頭等其他地區要發揮各自優勢和

產業基礎，加強與臺灣產業對接。 

  提升台商投資區載體作用。適時推進廈門、福州台商投資區擴區

和新設立泉州台商投資區。加強台商投資區、開發區、海關特殊監管

區域功能整合，推動台商投資集聚發展，提高產業承載力。 

  拓寬兩岸產業對接領域。推進光電、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新能

源、新材料、海洋等產業的對接，大力吸引與之配套的上下游企業投

資。推動與臺灣相關行業協會、科技園區、企業等建立更緊密合作機

制，共同建設兩岸產業對接專業園區。 

  提升產業合作關聯度。進一步完善產業鏈配套建設，依託福州、

廈門台商投資區及其他台商投資集中地區，建立大陸台資企業所需的

零部件、原輔材料中心，鼓勵本地企業投資台資企業配套行業。支持

大陸台資企業就地轉型升級。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到臺灣投資興

業，推動建立兩岸產業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合作機制。 

  二、深化農業合作。充分發揮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現代農

業示範區、現代林業合作實驗區、臺灣農民創業園的視窗、示範和輻

射作用，促進對台農業資金、技術、良種、設備等生產要素的引進與

合作。支持建設海峽兩岸農業技術合作中心，建設對台良種引進繁育

中心和示範推廣基地。加快臺灣農民創業園建設，支援有條件的地方

增設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和臺灣農民創業園。加快建設對台農產

品出口加工基地，打造兩岸農產品集散中心。 

  三、提升服務業合作水準。建設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推動

兩岸銀行、保險、證券等機構雙向互設、相互參股，同等條件下，優

先批准台資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區域內設立機構或參股區域內金

融企業。推動對台離岸金融業務發展，促進兩岸銀行卡通用和結算。 

  建立兩岸物流業合作基地。積極承接臺灣現代服務業轉移，加強

兩岸物流企業、專案對接，合作建設物流配送或專業配送中心。加快

海峽西岸國際採購和區域物流中心建設，推動兩岸物流產業標準化和

網路化建設。 

  加強旅遊合作。建立兩岸旅遊互動合作機制，加強兩岸旅遊景區

和線路對接，做大做強“海峽旅遊”品牌。支持開拓對台旅遊市場，

逐步增加大陸居民從福建口岸赴台旅遊。全力打造“小三通”黃金旅

遊通道，使之成為大陸對台旅遊先行先試示範區和兩岸旅遊合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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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四、擴大對台直接貿易。在兩岸建立長期、穩定的經貿合作機制

過程中，允許海峽西岸經濟區在促進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臺灣服務

業市場准入等方面先行試驗。實行更加開放的對台貿易政策，擴大大

陸台資企業所需的零部件、原輔材料進口，積極推動優勢產品對台出

口。  

第二節 建設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以中華文化為紐帶，多領域、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與臺灣各界

的往來，推動文化交流、人員互動，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活力。 

  一、推進文化交流合作。加強祖地文化、民間文化交流，進一步

增強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媽祖文化等連接兩岸同胞感情

的文化紐帶作用。加快推進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加強對媽

祖信俗、南音等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的保護，進一步

提升閩台緣博物館功能。支持設立客家文化（閩西）生態保護試驗區，

加快海峽客家論壇中心和客家始祖文化園建設。加強兩岸少數民族交

流。提升各類涉台展會層次，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兩岸重大經

貿文化活動中心。深入開展兩岸文化、藝術、廣播影視、新聞出版等

方面交流互動。推動宗親文化、宗教、民間信仰的交流，推進閩台族

譜對接，吸引更多的臺灣同胞來閩尋根謁祖、探親訪友。 

  二、推進科技交流合作。以中國·海峽專案成果交易會、粵台經濟

技術交流會為平臺，加強與臺灣在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合作。

加強廈門、泉州、汕頭等兩岸科技交流合作平臺建設，鼓勵兩岸科研

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共同設立兩岸合作研發機構，聯手培養研發團

隊和技術人才。深化氣象、海洋、地質、地震、環保等方面交流合作。 

  三、推進教育交流合作。進一步拓展兩岸職業教育合作，推進兩

岸校際合作、職業培訓、資格考試和認證、專業技術資格評審、人才

引進和人力資源開發等試點工作，積極推動兩岸院校學生互招、學歷

互認、師資互聘。開展兩岸合作辦學試點，做好台商子女在區域內就

讀服務工作。擴大區域內高校對台招生規模，推動區域內學生到臺灣

就學。 

  四、推進衛生交流合作。加大衛生領域對台開放，鼓勵和支援台

商在區域內投資建設醫院等設施。鼓勵臺胞比較集中的福州、廈門等

地醫院提供就醫及結算便利，為臺胞提供醫療服務。以海峽中醫藥合

作發展中心為載體，建立兩岸中醫藥交流合作基地。支持符合條件的

臺胞申請參加醫師資格認定、考試、執業註冊和短期行醫。   

第三節 建設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 

  充分發揮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作用，進一步拓展兩岸直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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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範圍，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兩岸交流交往、直接“三通”

的主要通道和平臺。 

  一、構建服務兩岸的客運樞紐。加快完善兩岸直接“三通”基礎

條件，提升對台開放合作整體功能。進一步擴大口岸開放，加強口岸

基礎設施和大通關機制建設，實現福建電子口岸互通和資訊共用。健

全兩岸人員往來的便捷有效管理機制，允許外省居民在福建辦理證件，

方便兩岸人員直接往來。適時發展對台客滾直航運輸和海上郵輪，完

善廈門、福州等機場兩岸空中直航的設施條件，增加航線、航班，打

造兩岸空中快線。 

  二、構建服務兩岸的貨運樞紐。充分利用沿海港口優勢，完善港

口功能，加快海峽航運業發展。鼓勵臺灣企業投資區域內交通等基礎

設施建設，密切兩岸港口合作。支持增開兩岸集裝箱班輪航線、散雜

貨不定期航線，加快福州、廈門、泉州、溫州、汕頭等兩岸直航港口

建設。支援台資企業在閩設立航運公司，鼓勵船舶在閩港口登記。推

進兩岸港區對接，推動運輸業、倉儲業、船舶和貨運代理合作。 

  三、構建服務兩岸的資訊樞紐。支持福州、廈門郵政物流中心建

設，做大做強對台郵政和物流業務。擴大廈門-金門、馬尾-馬祖航線

包裹業務的服務範圍和物件。加強對台通郵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建立

對台郵件總包交換中心。進一步發揮福建作為兩岸事務重要協商地的

作用，支持國家有關部門、兩岸相關團體在福建設立辦事機構。 

第四節 建設兩岸合作的平潭綜合實驗區 

  根據《意見》中關於“在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政策的基礎上，

進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設立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實施更加優惠的政策，探索進行兩岸區域合作的試點”的要求，

設立平潭綜合實驗區，開展兩岸區域合作綜合實驗，努力把平潭建設

成為兩岸同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的共同家園。 

  一、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按照創新合作模式、深入推進交流合

作的要求，借鑒臺灣有效的管理經驗和方法，積極探索更加開放的合

作方式，開展兩岸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綜合實驗，爭

取率先突破，為兩岸交流合作開闢新路、拓展空間、創新機制。 

  二、構建兩岸經貿合作特殊區域。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推進兩岸投資貿易便利化。積極承接臺灣產業轉移，高起點發展電子

資訊、海洋生物科技、物流、旅遊等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

展低碳技術，建設兩岸合作的低碳科技示範區。加強兩岸旅遊合作，

開闢兩岸聯線旅遊。對接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建設兩岸文化產業園。

支援在平潭島內設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行更加優惠的監管政策。 

  三、建設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抓緊規劃建設平潭至福州的海峽

第二通道，暢通平潭島與陸地聯繫的通道。適時開通平潭至臺灣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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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快捷客貨滾裝航線，構建兩岸直接往來的便捷通道。加快建設環島

路等內部路網體系和市政設施，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綜合防災體系建

設，優化人居環境，建設現代化海島城市。創新社會管理新模式，積

極探索臺胞參與平潭社會事務管理的方式，把平潭打造成為適宜兩岸

民眾居住的示範區。 

  為統籌協調平潭開放開發建設，由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抓緊

編制《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以指導和促進平潭充分發揮後

發優勢和對台優勢，推進先行先試綜合實驗，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第五章 加快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 

  按照統籌規劃、合理佈局、適度超前、安全可靠的原則，加快交

通、能源、防災減災和資訊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發展保障能力，服務

兩岸直接“三通”。 

第一節 加強綜合交通運輸網路與對外通道建設 

  大力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海峽西岸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

建設服務中西部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 

  一、加快交通通道建設。加快推進運輸通道建設，完善福州、廈

門、泉州、溫州、汕頭等綜合交通樞紐功能，更好地服務於兩岸交流

合作和中西部對外開放。到 2015年鐵路營業里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

均達 5000公里以上。 

  ——貫通東西通道。依託沿海港口，向縱深推進，向腹地拓展，

建設快速鐵路、高速公路相結合的東西向主通道。加快建設向塘至莆

田（福州）鐵路，抓緊建設合肥至福州、昆明至廈門高速鐵路和贛州

至龍岩、龍岩至廈門、金華至溫州擴能工程。改造提升橫峰至福州、

鷹潭至廈門等鐵路。加快建設北京至福州高速公路，全面建成福州至

銀川、廈門至成都、泉州至南寧等國家高速公路。 

  ——連接兩岸通道。按照擴大兩岸直接“三通”要求，適時發展

臺灣海峽北、中、南線輪渡滾裝運輸，開展連接兩岸運輸通道的規劃

研究工作。 

  ——拓展南北通道。完善連接長三角、珠三角的快速鐵路、高速

公路，優化運輸結構，提高運輸效率和通過能力。加快建設廈門至深

圳快速鐵路，儘快貫通東南沿海鐵路客運專線。改造提升南平至三明

至龍岩、廣州至梅州至汕頭等鐵路。打通杭州至廣州的快捷通道，貫

通長深線麗水至梅州段等國家高速公路，對沈海高速公路進行擴容改

造。 

  ——區域協作通道。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協調發展、合作協

作的通道，打通省際間斷頭路，抓緊建設甯德至上饒高速公路等區域

幹線，規劃建設寧德至衢州、長汀至泉州、衢州至麗水、浦城至梅州、

鷹潭至梅州鐵路，爭取建成福鼎經浦城、建甯、武平至詔安的交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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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二、合理佈局港口建設。加強港灣資源整合，完善港口規劃佈局，

加強配套設施建設，加快建設面向世界、連接兩岸三地、服務中西部

地區發展的海峽西岸港口群。 

  ——福州港。以福州港為主體，整合覆蓋福州、寧德兩市的三都

澳、羅源灣、興化灣北岸等港區，推動成為集裝箱和大宗散貨共同發

展的綜合性主要港口。 

  ——湄洲灣港。以湄洲灣港為主體，整合覆蓋泉州、莆田兩市的

湄洲灣、泉州灣、興化灣南岸等港區，重點發展大宗散貨運輸，成為

服務臨港產業的地區重要港口。 

  ——廈門港。以廈門港為主體，整合覆蓋廈門、漳州兩市的廈門

灣、東山灣等港區，加快形成以集裝箱運輸為主、散雜貨運輸為輔的

主要港口。 

  ——溫州港。以溫州港為主體，整合覆蓋溫州的狀元嶴、大小門、

樂清灣、甌江南北岸等港區，發展散雜貨和集裝箱運輸，服務臨港產

業。 

  ——汕頭港。以汕頭港為主體，整合覆蓋潮州港、揭陽港等港區，

發展大宗散貨、雜貨和集裝箱運輸，服務於腹地經濟發展。 

  ——拓展港口腹地。實施“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發展戰略，

鼓勵沿海港口物流企業在內陸城市建立“陸地港”，推進發展河海聯

運、鐵水聯運等多式聯運。 

  三、提高空港服務能力。按照兩岸空中直航發展需要，抓緊完善

機場發展佈局和設施配套，建設部分支線機場，加快形成以廈門、福

州國際機場為主，中小機場為輔，幹支線機場相結合的空港佈局。抓

緊廈門（新）、武夷山、上饒、衢州等機場建設工程前期工作。積極引

進基地航空公司，開闢國內外新航線。大力發展飛機維修等臨空產業。

到 2015年民航旅客輸送量達 4000萬人次以上。  

第二節 建設海峽西岸能源基地 

  依託良好的港口條件，加強對外能源合作，優化能源結構，構築

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供應體系，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一、電力。以清潔、低碳為發展方向，科學規劃電源點建設，加

快電網建設步伐。合理佈局沿海大型煤電，加快列入規劃的超臨界、

超超臨界大型燃煤火電專案建設和前期工作。規範水能資源開發利用，

合理佈局抽水蓄能電站，推進仙游、衢江、梅州五華等抽水蓄能電站

建設和前期工作。抓緊完善電網建設，推進福建與華東聯網第二通道

及與南方聯網前期工作，加快構築“省內環網、沿海雙廊”的 500千

伏超高壓電網，實現多通道大容量的跨省聯網；加強 220千伏及以下

輸配網和智慧電網建設，提高供電能力和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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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源儲備。發揮沿海港口優勢，積極引進煤炭、石油、液化

天然氣等能源資源。加快建設閩江口、湄洲灣、汕頭煤炭中轉儲備基

地。研究臺灣海峽油氣資源的合作勘探和聯合開發。加快完善天然氣

管網，積極開展福建與粵東、浙南、贛東南天然氣輸氣骨幹對接的研

究。 

  三、新能源開發。加強新能源資源調查和評價，優先開發技術比

較成熟、可規模化發展和產業化前景比較好的新能源。積極推動風能

規模化開發，加快推進莆田平海灣、寧德霞浦、漳浦六鼇、溫州洞頭、

里安等海上風電示範項目，建設一批海上風能基地。加快生物質能、

太陽能、地熱能、潮汐能等開發利用。 

第三節 加強資訊網路體系建設 

  加快寬頻通信網、數位電視網和下一代互聯網建設，推進“三網

融合”，積極推進物聯網發展。完善省級政務資訊網，加快整合省、

市、縣三級突發公共事件應急執行資訊系統，完善應急反應體系。推

進各地行政審批服務中心資訊化建設，實現網上行政審批。加快推進

“數位城市”、“數位社區”工程建設。加強農村資訊化建設，構建

“三農”資訊服務體系。加快建設電子商務等公共服務平臺，完善物

流資訊、信用認證、支付閘道等平臺，推進物流資訊平臺跨省聯網。 

第四節 提高防災減災能力 

  加強政府對城鄉安全的綜合協調、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加

快建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防災減災體系，提高防禦自然災害能

力。推進以閩江、九龍江、汀江（韓江）、甌江、贛江、撫河等重點江

河堤防工程和洪水預警預報系統升級改造，加快中心城市和縣級城區

防洪排澇工程建設，加強沿海防護林和海堤建設，健全城鄉防洪體系。

建立健全地質災害防治體系。建設一批具有跨區域、跨流域、跨時空

調節功能的大中型蓄、引、調水利樞紐工程，發揮防洪、灌溉、供水

等綜合作用。加強兩岸在防範颱風、地震等方面的合作，推動建立兩

岸共同防範自然災害的長效機制。 

第六章 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依託現有產業基礎和比較優勢，推進產業集聚和優化升級，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以現代農業為基礎、以先進製造業為主、以

服務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 

第一節 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

方式，促進農業結構優化升級，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一、著力發展優勢特色產業。引導建設閩東南高優農業、閩西北

和贛東南、浙西南綠色農業、沿海藍色農業產業帶。加快農業結構調

整，發展壯大園藝、林竹、水產、畜牧等優勢產業，積極培育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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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豬、蔬菜、水果、食用菌、茶葉、花卉等特色農產品。積極發展休

閒觀光農業、森林旅遊業。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業新品種、

新技術、新肥料、新農藥、新機具的推廣應用，提高土地產出率和資

源利用率。 

  二、提高農產品加工水準。圍繞優勢特色產業，大力發展農產品

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延長產業鏈，提高附加值。扶持壯大一批農業

產業化龍頭企業，培育一批農產品加工示範園區、示範企業和示範專

案。大力發展品牌農業，扶持發展一批有影響力的品牌農產品和重點

企業。支援農產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設，擴大特色優勢農產品出口。 

  三、建立健全農業服務和品質安全體系。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

扶持發展一批農家店、農民專業合作社、重點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

市場和農資服務網路。加強糧食現代物流體系建設，大力發展農產品

冷鏈物流。健全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品質監管等

公共服務機構，建立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農產品品質安全監管體系。

支持出口食品、農產品品質安全示範區建設。 

第二節 建設海峽西岸先進製造業基地 

  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資訊化和工業化融合，實施品牌帶

動戰略，扶持重點骨幹企業發展，著力培育產業集群，建設成為東部

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重要基地。 

  一、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堅持自主創新與消化吸收再創新、深化

內涵與拓展外延、重點突破與全面提升相結合，加快發展電子資訊、

裝備製造、石油化工等產業，引導發展一批關聯性大、帶動作用強的

龍頭企業和骨幹項目，延伸產業鏈，壯大產業規模，提升產業整體發

展水準。電子資訊產業要按照立足優勢、加強合作、促進集群的原則，

加強電腦及網路、數位視聽、移動通信三大產業鏈建設，大力發展軟

體、半導體照明、光電、新型元器件等新興產業。加快福廈沿海資訊

產業基地建設，培育發展福州、廈門、泉州、溫州、潮州等一批新興

特色產業園，促進產業集聚。按照提升水準、重點突破、加強配套的

原則，加快建設裝備製造業基地。加快發展交通運輸設備、工程機械、

電工電器、環保設備、飛機維修等優勢產業，建設各具特色的裝備製

造業產業園。鼓勵發展遊艇製造業。鼓勵強強聯合，推進重點骨幹造

船企業與中外大企業戰略合作，與上下游產業組成戰略聯盟，加快形

成東南沿海修造船集中區。按照基地化、大型化、集約化的原則，合

理佈局，延伸和完善石化產業鏈，加快湄洲灣、漳州古雷石化基地建

設，形成全國重要的臨港石化產業基地。積極推進石化深加工和綜合

利用，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 

  二、加快發展新興產業。以國家級、省級高新區為載體，著力發

展資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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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海峽西岸高新技術產業帶。集中發展軟體業、積體電路設計業、

服務外包業，著力打造國家軟體出口基地和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努力

創建中國軟體名城。重點培育生物製藥、化學新藥、中藥和天然藥物

等生物醫藥產業，推進生物資源系列開發。加快電子專用材料、光電

材料、催化及光催化材料、稀土材料等新材料的產業化，發展化工輕

紡新材料、新型建築材料、特種金屬及陶瓷材料。大力發展清潔能源、

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設備製造，培育核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

產業。積極發展大氣、水污染防治、固體廢棄物處理等環保設備製造，

加強節能新技術、新裝備、新產品的推廣應用。 

  三、鞏固提升傳統優勢產業。著力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

改造提升建材、冶金、林產、紡織等傳統優勢產業，培育國內外知名

品牌，提高產業競爭力。提升水泥、石材、建築陶瓷和水暖器材等優

勢產業發展水準，提高產業集中度和市場佔有率。積極發展優質浮法

玻璃深加工和新型牆體材料，加快培育特種玻璃產業。推動重點鋼鐵

企業聯合重組，加強與國內外大企業合作。積極發展鎢、鋁精深加工

產業，加快金、銅礦專案建設，推動發展稀土功能材料產業。提升制

漿造紙、林產化工、人造板、木竹製品等發展水準，推進林漿紙和林

板一體化，加快建設臨港大型林漿紙項目，建設一批資源綜合利用的

木竹加工骨幹專案，形成林產品深加工基地。突出紡織服裝鞋業品牌

創建、研發設計、新型材料開發應用及設備更新，提升發展水準，加

快建成集研發、設計、製造和服務為一體的紡織服裝鞋業中心。  

第三節 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積極承接臺灣現代服務業轉移，重點發展旅遊、物流、商務等服

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一、打造國際知名旅遊目的地。圍繞“海峽旅遊”品牌，整合優

勢資源，加強旅遊景點及配套設施建設，加快形成東部藍色濱海旅遊

帶和西部綠色生態旅遊帶。以武夷山、三清山、泰甯和龍虎山、江郎

山等為重點，積極發展生態旅遊和文化旅遊，打造以武夷山為中心的

海峽西岸西北翼旅遊產業集群。以福州曇石山文化遺址、三坊七巷、

莆田媽祖文化、屏南白水洋、福鼎太姥山、雁蕩山等為重點，積極發

展濱海旅遊和文化旅遊，打造以福州為中心的海峽西岸東北翼旅遊產

業集群。以廈門鼓浪嶼、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潮州歷史文化名城、

漳州濱海火山、南澳國際生態海島等為重點，積極發展濱海旅遊和文

化旅遊，打造以廈門為中心的海峽西岸南翼旅遊產業集群。以福建土

樓、古田會址、紅都瑞金、婺源等為重點，積極發展生態旅遊和紅色

旅遊，打造以龍岩為中心的海峽西岸西南翼旅遊產業集群。培育和壯

大一批旅行社、旅遊飯店等骨幹旅遊企業，提高旅遊產業的競爭力和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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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發展現代物流業。在廈門、福州、泉州、溫州、汕頭等

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和港口，規劃建設一批現代物流園區、綜合性現

代物流中心。加快保稅區、保稅港區、保稅物流園區建設和整合發展，

完善保稅物流監管體系，積極推進兩岸港區發展保稅倉儲、貿易採購、

配送中轉等國際物流。引導傳統運輸、倉儲企業向協力廠商物流企業

轉型。加強沿海主要港口、交通樞紐和國際機場等物流節點多式聯運

物流設施建設，加快發展公鐵海空聯運，完善海峽兩岸及跨境物流網

路，加快形成東南沿海大型國際物流通道口。 

  三、大力發展技術服務業和商務服務業。依託福州、廈門等重點

城市，大力發展資訊服務、研發設計、智慧財產權等高技術服務業。

加快仲介服務業市場化發展步伐，重點發展管理諮詢、研究設計、資

產評估、信用服務等商務服務，大力發展法律、會計、廣告等仲介服

務業。大力發展面向臺灣及海內外的會展業，提升重大展會的辦會水

準，加快培育國際化的會展品牌。 

第四節 建設現代化海洋產業開發基地 

  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優勢，加快發展海洋經濟，建成全國重要的海

洋開發和科研基地。 

  一、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福建開展全國

海洋經濟發展試點工作，組織編制專項規劃，鼓勵體制機制創新，努

力建設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加強海洋科技中試基地及研發平臺建設，

建立海洋生物資源研發中心、海洋高技術工程中心、新能源開發等實

驗示範基地。加快培育海洋藥品、保健食品、海洋資源綜合利用、海

洋服務業等新興產業，形成以沿海重要港灣為依託的臨港經濟密集

區。 

  二、加強海洋環境保護。加強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實施閩江口、

泉州灣、九龍江口等海洋生態保護恢復工程。加強海洋保護規劃，建

立一批紅樹林、珍稀物種棲息地、重要水生生物和濱海濕地生態保護

區。合理開發海域資源，分類開發與保護島嶼資源。探索建立兩岸海

洋管護協作機制，共同保護臺灣海峽海洋資源。 

第五節 加強海峽西岸區域創新體系建設 

  採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進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

收再創新，努力打造特色鮮明的區域創新體系。 

  一、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積極推動技術、資金、人才、管

理等要素向企業集聚，引導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力度。支援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與企業聯合興辦技術創新機構，扶持發展民辦科研機構，

鼓勵重點外資企業在區域內設立研發機構。開展創新型企業試點，培

育一批創新能力強、經濟效益好、擁有自主品牌的創新型企業。 

  二、完善區域科技創新平臺。加強科技資源整合，推動跨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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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域科技合作。加快建設技術研發協作、科技成果轉化、科技仲介

服務、科技資源分享四類創新平臺，擴大中國·海峽項目成果交易會的

影響，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鼓勵、支持台商投資高新技術園區，

吸引臺灣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共同創建創新平臺。加強重點實驗室、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建設，打造海峽西岸自主創新平臺。 

  三、加強關鍵領域與核心技術創新。圍繞重點產業發展和傳統產

業改造升級，重點攻克產業發展中關鍵、共性技術，解決產業發展技

術瓶頸。支援開展資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等領域重

大科技聯合攻關，研製一批具有國家先進水準的重大科技產品。在電

子資訊、裝備製造、石油化工等具有比較優勢產業領域，推動建立一

批產業技術聯盟，協作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在建材、紡織等傳統優勢

產業領域，加強技術聯合研究開發，提高傳統優勢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七章 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按照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體要求，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加快推進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之間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和生產要素自

由流動，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第一節 加快建設海峽西岸城市群 

  加強海峽西岸城市群發展的規劃協調，引導城市合理分工，優化

城市規模等級，進一步完善以區域中心城市為骨幹、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為基礎的城鎮體系。 

  一、發展壯大區域中心城市。福州、廈門、泉州、溫州、汕頭等

中心城市，要發揮港口優勢，完善城市佈局，推動產業做強、規模做

大、功能做優、環境做美，增強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能力和

綜合服務能力。漳州、莆田、寧德、潮州、揭陽等城市，要依託沿海

港口，積極發展臨港產業，建設成為現代化港口城市。南平、三明、

衢州、麗水、上饒、鷹潭、撫州等城市，要發揮旅遊、生態資源優勢，

加快發展旅遊業、生態產業，建設成為重要的生態型城市。龍岩、贛

州、梅州等城市，要發揮紅色旅遊、客家文化等優勢，大力發展特色

產業，建設成為重要的生態工貿城市。積極推進海峽西岸西南翼和東

北翼的城市聯盟，加強分工協作，促進產業協作配套、設施共建共用

和生態協同保護，實現資源要素優化配置。 

  二、培育發展中小城市。根據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潛力，

明確發展定位，積極培育發展中小城市。沿海及中心城市周邊縣市，

要積極參與區域產業分工，以發展臨海產業和為中心城市生產生活服

務配套型產業為重點，建設一批新型中小城市。經濟欠發達的山區縣

市，要實施大城關戰略，引導產業和人口集聚，增強對農村經濟的輻

射力。支持區位優勢明顯、產業基礎較好、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市）

率先向中等城市發展，建設成為區域次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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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加大投入，加快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

繁榮，努力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一、繁榮農村經濟。立足各地資源優勢，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和區

域佈局，加快培育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場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和農產

品品牌。引導城市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向農村轉移，推動鄉鎮企業整

合和提升。大力發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進一步拓展外向型農業，

積極擴大特色農產品出口。 

  二、增加農民收入。完善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

經營體制，穩定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挖掘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潛力，

拓寬農民非農收入管道和來源。多管道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大力發

展勞務經濟，鼓勵就地就近轉移就業，支持農民自主創業。支持進城

務工人員返鄉創業。 

  三、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環境。強化鄉村規劃建設管理，推進村莊

整治，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大力推進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完善農村路

網體系，加快農村出行公交化步伐。大力發展農村衛生、文化事業。

大力推廣農村沼氣、太陽能等可再生資源。實施農村“家園清潔行動”

和生態家園富民工程。  

第三節 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 

  以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為核心，著力優化發展環境，發展壯大特色

產業，促進欠發達地區跨越發展。 

  一、做大縣域經濟。引導產業集聚發展，設立一批產業轉移示範

園區，推動包括台資企業在內的符合環保要求的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

產業轉移，構建以資源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配套型為主的產業

體系。發揮特色資源優勢，建成一批綠色食品生產加工基地、生態旅

遊基地和礦產資源開發加工基地。推進小城鎮建設。 

  二、加大扶持力度。加大中央資金的扶持力度，支持交通、水電、

水利、旅遊等設施建設。擴大以工代賑、易地扶貧搬遷、農村危房改

造等扶貧工程實施範圍，支援原中央蘇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

海島、水庫庫區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沿

海對山區對口幫扶工作機制，加快山海協作示範區建設。加強沿海島

嶼供水工程建設，切實解決沿海島嶼供水問題。 

第四節 建立城鄉協調發展長效機制 

  加快建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著力解決“三農”問

題和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促進城鄉共同發展。探索城鄉統一規劃、統

一建設、統一管理的新機制，統籌推進各項建設，努力打造具有海峽

西岸特色的宜居城鄉。支援城市企業向農村延伸產業鏈，引導城市資

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扶持發展一批特色產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252 

 

業集中區。加快建立城鄉基礎設施共同發展機制，統籌城鄉供排水、

供電、供氣、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福州地鐵建設，積極研

究論證廈門、泉州等城市軌道交通發展，規劃建設海峽西岸城市群城

際軌道交通客運系統。統籌城鄉社會管理，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提高城鄉社會管理一體化水準。  

第八章 加強區域合作 

  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區域

合作，促進區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形成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地區

優勢充分發揮的協調發展新格局。 

第一節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建立健全區域合作機制，創新合作模式，突破行政區劃界限，消

除行政壁壘，加快區域一體化進程。 

  一、統籌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以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為切入點，

推進跨省行政區的鐵路、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統籌規劃佈

局和協同建設。加快鐵路、高速公路主通道建設，構築以沿海港口為

核心向周邊地區輻射的綜合交通網絡，暢通沿海港口與腹地的通道。

統籌推進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區域內電力、天然氣供應網路。統

籌規劃建設資訊基礎網路，共用公共資訊資料庫。 

  二、加強產業合作對接。加強區域內產業分工和協作，優化資源

配置，促進區域經濟不斷融合。探索建立跨區域合作產業園區，加強

電子、機械、旅遊、物流等產業對接，推動產業集聚發展。統籌協調

沿海地區產業梯度轉移，合理佈局產業轉移承接地。發揮沿海港口優

勢，吸引周邊地區及廣大內陸省份在連接沿海出海口的通道沿線規劃

佈局產業項目，培育發展沿線產業帶。共同打造“海峽旅遊”品牌，

建設無障礙旅遊區。 

  三、推動建立統一市場。積極開放市場，打破各種形式的壟斷和

封鎖，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加快區域內市場資源整合，發展壯

大閩浙、閩贛、閩粵邊貿市場，促進雙邊貿易和經濟協作。加快發展

區域性商品市場、產權交易市場、人力資源市場，促進人流、物流、

資金流、資訊流的暢通流動。 

  四、完善和提升區域合作機制。進一步發揮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和

閩浙贛、閩粵贛等跨省區域協作組織的作用，建立更加緊密的區域合

作機制。探索設立區域合作示範區，為區域合作發展探索新路徑。探

索完善有利於人才交流的戶籍、住房和人事管理等政策，積極研究再

就業培訓、勞動力轉移、醫療保險對接等方面改革。加快區域大通關

機制建設，推行跨省區不同關、檢區間的區域通關模式。開展區域內

高速公路等收費專案聯網結算試點。建立企業信用資訊共用機制、聯

合執法機制、維權聯動機制和檢測結果互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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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推進與港澳僑更緊密合作 

  充分利用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機制，拓展合作領域

和方式，進一步提升與港澳經濟合作的層次和水準。積極引入港澳資

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鼓勵更多港澳金融

機構到區域內設立分支機搆或投資參股，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到香港

上市融資。積極開展聯合招商，吸引臺灣地區銀行借助港澳管道到區

域內投資參股。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到香港設立行銷中心、運營中心，

擴大對港貿易和轉口貿易。加強物流業合作，建立跨境物流網路，促

進現代物流業加快發展。健全旅遊合作機制，整合兩岸三地旅遊資源，

推動環海峽旅遊圈發展。 

  充分發揮海外華僑華人眾多、愛國愛鄉的優勢，加強與海外華僑

華人聯絡和溝通，利用世界福建同鄉懇親大會、世界閩商大會、國際

潮團聯誼年會等各種有效平臺，積極引進僑智和僑資，引導更多華僑

華人支持和參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第三節 加強與國內其他地區的合作 

  依託快速通道，加強與長三角、珠三角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的

經濟聯繫與合作，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優勢互補、

良性互動，進一步完善沿海地區經濟佈局。 

  加強與長三角地區的合作。加快發展閩江口、溫州沿海、環三都

澳等發展區，以溫福鐵路、沈海高速公路為延伸線，主動對接長三角

地區，加強基礎設施、產業和市場等領域的合作，推動要素無障礙流

動，促進共同發展，努力打造帶動閩東、浙西南、贛東發展的海峽西

岸東北翼增長極。 

  加強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加快發展廈門灣、粵東沿海、閩粵贛

等發展區，以廈深鐵路、沈海高速公路為延伸線，推動與珠三角地區

的經濟聯繫，承接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努力打

造帶動閩西南、粵東、贛南發展的海峽西岸南翼增長極。 

  加強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中西部合作。依託對內連接綜合交通

通道，加快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服務和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腹地經

濟發展。 

第九章 加快社會事業發展 

  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大力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切實做到學有所教、

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形成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進步的良好局面。 

第一節 大力推進人力資源建設 

  以人才資源能力建設為核心，著力培養學科帶頭人、科技領軍人

才和一線創新人才，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提供堅強的人才保證和智

力支援。加強能力素質建設，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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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技能型人才。完善引才機制，採取團隊引進、核心人才帶動引進、

專案開發引進等方式，重點引進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健全人才政

策體系，加強服務，優化環境，形成廣納群賢、充滿活力的吸引人才

和使用人才的良好風尚。加強人才市場建設，深化戶籍、人事檔案管

理制度改革，消除人才流動限制，促進人才合理流動，努力使各類人

才才盡其用、用當其時、各得其所。 

第二節 優先發展教育 

  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更加注重素質教育，進一步優化教育結構，

促進教育公平。調整優化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促進義務教育均衡

發展。加快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建設，支援原中央蘇區、革命老區以

及新建城區、外來人口集中地區的中小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

善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積極發展民辦職業教

育。進一步整合高校教育資源，調整優化高校學科設置，優化人才培

養結構，增強辦學綜合實力和競爭能力。加強廈門大學“211工程”、

“985工程”和福州大學“211工程”建設。加強華僑大學、汕頭大學

等重點高校新校區設施建設。鼓勵、支援民辦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規

範辦學行為。 

第三節 大力發展文化事業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文化大發展，

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產業基地。 

  一、全面繁榮文化事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機制，加快建立

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立健全運行保障機制。加強圖書館、

博物館、文化館、文化站等文化設施建設，積極推進文化資訊資源分

享、廣播電視“村村通”和農村電影放映等文化工程建設，進一步完

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網路。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文化市場管理，營造

良好環境。 

  二、打造海峽西岸特色文化品牌。整合文化資源，打造一批地域

特色明顯、展現海峽西岸風貌、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重

點保護發展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媽祖文化等特色文化。

加強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完善歷史文化名城基礎設施，妥善

保護歷史文化街區。支持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鼓浪嶼、閩浙贛廊

橋等申報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開發與弘揚，培

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優勢文化品牌。 

  三、發展壯大文化產業。加快文化創新，推動先進文化發展，健

全文化產業體系。著力培育專、精、特、新文化企業，重點培育一批

優勢文化企業。加快文化資源整合，組建一批新型國有文化企業和大

型文化企業集團。加快發展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廣告、工藝美術等

文化產業，在福州、廈門等地建設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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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產業園區。大力發展文化創意、動漫遊戲等產業。 

第四節 提升醫療衛生服務水準 

  加快建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逐步實現人人享有

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不斷提高民眾健康水準。推進醫療衛生機構管理

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引導非公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加強重大疾病防

控、醫療救治等公共衛生機構和衛生監督體系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支持中醫院建設，加快中醫藥事業發展。落實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加快建立基本藥物供應保障體系。開展醫療保險

地級統籌。優化配置醫療衛生資源，推動醫療衛生資源向農村基層、

城市社區傾斜。加強農村基層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整合城市醫療

資源，構建新型城市衛生服務體系。 

第五節 構建和諧社會 

  加快完善社會公共服務，妥善處理好各方面利益關係，努力形成

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環境。實施積極的就

業政策，改革勞動和就業管理體制，加快建立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

場和平等就業制度。加快建立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

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準，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事業

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積極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健全

住房保障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完善社會公共安全預警體系和

應急管理機制，提高處置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能力。加強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第十章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綠色經濟，推進

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努力建設人居環境優美、生態良

性迴圈的可持續發展地區。 

第一節 加強資源節約利用 

  堅持開發與節約並重，節約優先，加快建立科學合理的資源利用

體系。建立和完善節能減排、監測和考核體系，落實節能減排目標責

任制。強化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審查，對新上項目嚴把產業政

策關、資源消耗關、環境保護關。健全節能環保獎懲機制，完善差別

電價、以獎代補、區域限批等政策。加快節能減排新技術、新產品、

新裝備的推廣應用，淘汰落後產能。加快重點節能工程和污染減排專

案建設，突出抓好高耗能行業和重點耗能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嚴格

執行土地供應政策，落實保護耕地目標責任制。加強工業、農業和城

市節水，推進沿海缺水地區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加強高耗水行

業的節水改造和水迴圈利用。整頓和規範礦產開發秩序。 

第二節 加強生態建設和保護 

  加強森林資源的撫育更新，優化森林資源結構，提高森林資源品



區域整合理論與發展模式之分析―以「海峽西岸經濟區」與金門為例 

256 

 

質，強化森林資源的生態功能，森林覆蓋率保持較高水準。加快生態

公益林體系、綠色通道和城鄉綠化一體化工程建設。加強沿海防護林

體系工程建設，切實保護近岸海域生態系統。加強廈門、福州、衢州、

麗水、潮州等環保模範城市以及園林城市建設，繼續推進生態建設示

範區、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生態文明示範基地等創建工作。加強主要

江河源頭區、重要水源涵養區、飲用水源保護區、防風固沙區、重要

濕地區等生態重要地區的強制性保護，維護生態平衡，保障生態安全。 

第三節 強化環境綜合整治 

  堅持保護與治理並重，加強污染治理，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

最突出的環境污染問題。推動建立環境保護聯動機制，加強生態環境

跨流域、跨區域協同保護。推進主要江河水源地、嚴重水土流失區和

生態脆弱區的綜合治理與生態重建。加強閩江、九龍江、甌江等重點

流域環境整治，完善閩江、九龍江、甌江、賽江等流域上下游生態補

償辦法，推動龍岩、汕頭、梅州、潮州建立汀江（韓江）流域治理補

償機制。加強江河、水庫等飲用水源地保護，確保飲用水安全。加強

污染源線上監測監控，有效控制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

排放總量。加強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加大城市內河、噪音和機動

車污染整治力度。加強環境安全危機防範，提高環境安全突發事件處

置和應對能力。 

第四節 大力發展迴圈經濟 

  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要求，大力發展迴圈經濟，提

高資源綜合利用率，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重要的迴圈經濟產業

帶。大力開發和推廣應用節能和資源綜合利用新技術、新工藝，加快

利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推進行業、企業和園區發展迴圈經

濟，形成企業之間、產業之間的資源利用迴圈鏈。大力推進清潔生產，

發展資源共生耦合的產業鏈和產業群，在廈門、福州、泉州、溫州、

鷹潭等地建設一批生態工業園區。開展迴圈經濟試點。支援建設一批

重點生態農業示範園區，發展戶用沼氣和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沼氣工程。

推進各種廢舊資源回收和迴圈利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和利用

體系。 

  大力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誌的低碳技術，淘汰能耗高、效

率低、污染重的落後工藝、技術和設備，建立低碳型產業結構。加強

低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投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進一步優化能源結構。加強林業建設，增加森林碳匯。

探索低碳發展的政策機制，支持廈門開展國家低碳城市試點。完善綠

色低碳產品認證標識制度，大力推廣能效標識產品，宣導公眾綠色、

低碳消費。  

第十一章 提升改革開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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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國外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的

廣度和深度，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準，實現開放型經濟的新跨越，繼

續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對外開放的先行作用。 

第一節 積極合理有效利用外資 

  創新招商引資機制，提高利用外資水準，實現從單純引進資金向

引進資金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智力資源並重，從製造業為主

向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重的轉變。 

  進一步優化外資結構，引導外資投向主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

現代服務業和節能環保等領域，積極開展金融、教育、醫療、文化等

領域的利用外資。積極吸引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行業龍頭企業投資，

大力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到區域內設立地區總部、物流中心、營運中

心和研發中心。 

  創新利用外資的途徑，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採取專案融資、股權投

資、企業並購等多種方式發展與國際大企業的戰略合作，積極引進創

業投資。支援區域內符合條件的企業到境外上市融資，不斷增資擴產。

規範招商引資行為，創新外商投資管理方式，努力構建規範化、國際

化的營商環境。 

  充分發揮開發區的載體作用，積極研究海峽西岸經濟區範圍內的

國家級開發區擴區、調整區位和省級開發區升級，拓展開發區的功能。 

第二節 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堅持以質取勝，加快推進對外貿易從貨物貿易為主向貨物貿易與

服務貿易並重轉變。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結構，不斷擴大傳統優勢產品、

機電產品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支援具有自主智慧財產

權、自主品牌商品和服務產品出口。鼓勵經濟發展急需的先進技術、

關鍵設備和重要資源進口，嚴格控制高排放、高耗能產品出口。完善

出口品牌培育機制，引導企業從貼牌生產向委託設計和自主品牌為主

方向轉變。完善加工貿易政策，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加快服務貿

易發展，擴大軟體服務外包出口。支援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參

與海外資源開發，建立境外生產、行銷和服務網路，帶動商品、服務

出口。  

  充分發揮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作用，科學規劃、合理佈局，

推動符合條件的地區設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在條件成熟時，支持在

開放型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設立海關保稅物流中心。積極推進保稅加

工、保稅物流業發展，大力發展國際中轉、配送、採購、轉口貿易和

加工製造等業務。完善口岸大通關工作機制，實現口岸通關的規範化、

國際化和便利化。 

第三節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為突破口，加快體制機制創新，率先建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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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一、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總結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經驗，

適時推廣，探索建立統籌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在嚴

格執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礎上，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依法流轉，逐

步建立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開展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

用地減少掛鉤試點。深化集體林權制度、農村公路管理體制等改革。

加快農村信用社改革步伐。 

  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改革方向，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構建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

步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試行

省直管縣體制，擴大縣級政府經濟社會管理許可權。繼續推進國有企

業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系。推進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改革，

加快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建設。 

  三、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社區管理體制，構建社區公共

資源分享機制和綜合治理機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落

戶條件。深化教育辦學體制改革和運行機制建設，形成各類教育相互

銜接的全民教育體系。加強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改革，

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

本醫療衛生制度。推進就業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建立健全覆蓋城鄉

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發展資本、產權、技術、土地和勞

動力等要素市場，完善商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擴大金融改革試點，

在多種所有制金融企業、離岸金融業務等方面進行改革試驗。穩步推

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進一步完善經營性土地使用權的招標、拍賣

和掛牌制度。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五、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準。貫徹“非禁即入”原則，推行

公平准入，鼓勵和支持民營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

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引導民營經濟比較集中的泉

州、溫州等地產業轉型升級。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制度創新，加快建立

現代企業制度。實施中小企業改制上市培育工程。探索更加有效的監

管方式，引導非公有制企業依法規範經營，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第四節 充分發揮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先行作用 

  在新的歷史時期，經濟特區要繼續發揚愛拼敢贏、敢為人先、勇

於探索、開拓創新的精神，率先試驗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爭取率先突

破，繼續發揮改革開放示範和帶動作用。 

  在建立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上率先突破。支持廈門經濟特

區開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在行政管理制度、產業發展機制、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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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加快區域創新體系建設，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率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城鄉統

籌協調發展改革步伐，率先建立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率先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

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在拓展兩岸交流合作上率先推進。支持在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

人員往來便捷化、貨物往來暢通化等方面先行先試。支援廈門建立兩

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擴大金融改革試點，在對台離岸金融、資金

清算等方面率先試驗。支持廈門開展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推動兩岸

現代服務業加強合作。對臺胞到經濟特區置產置業、就業、居住等實

行市民待遇。 

  在擴大對外開放上率先轉型。積極研究汕頭經濟特區擴區。探索

建立更加適應國際市場規律的經濟體制模式，大力推進涉外經濟管理

體制改革，加快與國際慣例接軌，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探索創新海

關特殊監管區管理制度，更好地發揮廈門保稅港區、汕頭保稅區的功

能。 

第十二章 規劃實施的保障措施 

  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加快發展是中央確定的重要工作方針，要切

實加強統籌協調，加大支持力度，加強對規劃實施的組織領導，完善

規劃實施機制，確保規劃順利實施。 

第一節 著力先行先試 

  在中央對台工作總體方針政策指導下，積極探索對台交流合作新

的體制機制，加快在對台經貿、投資、航運、旅遊、郵政、文化、教

育等方面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試，爭取率先突破，取得經驗。 

  支援兩岸產業深度對接。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支援在促

進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臺灣服務業市場准入等方面先行先試，推動

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按照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原則，鼓勵承接臺

灣產業轉移，允許國家禁止之外、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各類台商投資項

目在海峽西岸經濟區落地。對國家批准設立的台商投資區、平潭綜合

實驗區、古雷臺灣石化產業園區等特定區域台商投資專案，實行特殊

審批政策，《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總投資5億美元以下的鼓勵類、

允許類項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和國務院專門規定需由

國務院有關部門核准之外，委託省級投資主管部門核准；在兩岸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後續商談中，積極研究放寬台資市場准入條件和股比限

制等政策。簡化赴台投資審批程式，加快審批和核准節奏，鼓勵和支

援有條件的區域內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立非企業法人機構。 

  支持擴大兩岸交往。推動開放東南沿海海上新航線，進一步完善

海峽兩岸空中雙向直達航路，積極推進增設武夷山、晉江、溫州、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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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等機場作為兩岸空中直航新航點。支持增設具備條件的口岸為對台

直航口岸。繼續發揮“小三通”的作用，放寬大陸居民循“小三通”

赴台旅遊的地區範圍。 

  支持兩岸文化交流。支持設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專項基金，

扶持海峽西岸經濟區與臺灣地區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產業發展。支持設

立兩岸教育合作實驗園區，吸引臺灣高等院校合作辦學。支持設立兩

岸出版交流試驗區。 

  實施土地配套支持政策。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土地利用總體規

劃的建設項目用地，加快審批進度。對重大台資專案用地指標實行單

列。對重大專案使用林地、海域及圍填海計畫指標給予傾斜。在土地

管理法律法規框架下，支持在平潭開展土地管理綜合改革試點。 

第二節 加大資金支持力度 

  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中央預算內專項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以

及其他中央專項資金，都要加大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扶持力度，特別

要加大對原中央蘇區縣、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力度。在安

排中央預算內投資等資金時，對原中央蘇區縣參照執行西部地區政策，

對革命老區縣、少數民族地區參照執行中部地區政策。在安排中央資

金時，對海峽西岸經濟區基礎設施建設予以傾斜，重點支持交通主通

道、主樞紐、口岸以及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等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節 加強組織協調 

  四省要切實加強對規劃實施的組織領導，完善工作機制，落實工

作責任，抓緊推進各項任務的實施，確保各項任務和政策措施落到實

處。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能分工，加大對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

支持力度，在規劃編制、政策實施、專案安排、體制創新等方面給予

積極支援。要加強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指導和幫助地方解決規劃

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發展改革委要會同有關部門加強對規劃實施

情況的督促檢查，重大問題及時向國務院報告。 

  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福建、浙江、

江西、廣東省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要以實施規劃為契機，以更加開闊的

視野、更加昂揚的鬥志、更加扎實的作風，開拓創新，加強合作，扎

實工作，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更高起點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在促

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全國發展大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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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內國家間之合作：不推動超國家之整合機制，而係以區域性的合作架構設計，以提高國家談判之力量。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方式進行合作進行區域性之協商。
	促進以國家為主體的區域整合：以國家為對象，政府透過政策就參與整合國家之間逐步撤除人員、貨物、勞務以及資金之四大流通障礙。其型態可透過整合範圍之擴大、整合政策之深化、整合工具機構化以及賦予機構相應之職權中央化（Peter H. Smith，1992：5）。
	區域內聚力：指在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外的國際社會之間扮演協調者，以處理跨區域性之政策事務。
	提高國家所得與效率，以增加社會福利；
	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以提高國家對第三國談判之籌碼；
	提升國家在區域政治之地位，並增加區域間的政治合作空間。

	區域主義的發展

	區域整合理論的派別
	聯邦主義學派
	交流學派
	合併式安全社區：指的是各國在整合下，最後合併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與政府，即成為一新聯邦國家。
	多元式安全社區：指的是各國在整合下，仍保有主權上、法律上之自主，但透過整合以維持社區內的和平。
	整合的過程是一種學習與相互了解的過程。各國透過交流來建立互信與摩合彼此間的差異，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關係是變動的，會慢慢經過修正而發展出區域內適合各國的一種合作模式。
	整合通常有區域的大國所主導。區域內的大國通常較具有協調以及帶領的能力，而且通常在區域內的大國其影響力也較大。因此交流理論認為區域在推動整合上，大國扮演推動者。
	整合的推動需仰賴菁英與政府領導的進行，並尋求民眾支持與參與。一般而言，國家內的菁英份子與政府通常具有理解議題或決策的能力，因此，透過菁英與政府的推動下，人民才會有機會接觸議題並表達看法。顧認為整合肥來自人民自發而成，而是由上至下的。
	就本論文的兩岸合作模式，若以交流學派的定義來看，主張國家間透過實質的交往以逐步建立互信，等到交流與互賴深化之後，進而在進行安全社區的建立，並實踐國家間的合作似乎是可行的。交流學派並不像聯邦主義學派，一開始就從政治上的整合著手，反而重視國家間的實質互動關係之建構，其中杜意奇所主張經由互動，國家之間最後整合成為一「安全社區」的概念，其中「多元式安全社區」的概念更是適合做為未來兩岸發展交流的模式，整合是各國間尋求和平與發展的方式，國家間藉由不同層面的接觸與交流，逐步建構出區域間的合作與信任基礎，才...

	新功能主義學派
	強調菁英在整合中的角色。認為推動整合乃是政治菁英的考量，當整合具有利益則各國政治菁英便會認同並推動，故認為整合是來自於各國政治菁英的自利而非他利之考量。哈斯認為，國際整合能否成功繫於各國主要的政治菁英和政要的支持程度而定（吳新興，1995：36），認為政治菁英才具有推動性與承諾性。基本上修正了功能主義認為國家整合需建立大眾之共識的論點。
	強調「漸進式決策模式」。認為政治菁英在推動整合上無法做出長期的決策行為。因為他們經常無法預知較早的決策所代表的意義與政策意涵。因此整合需要經由慢慢的接觸與交流，從而進行規劃與修正，故是漸進的再進行與推動的。
	哈斯提出整合的「溢出效益」（或稱擴散效益，Spill-over）。認為歐洲經濟統合將是自我維續（self-sustain），認為經濟的整合會經由接觸而慢慢導向政治上之區域合作，而形成外溢效益，且外溢並非自發而成，而是需要透過菁英由功能部門之決議來推動，並影響其他相關部門。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理論認為先由經濟上共同利益的合作為基礎，才有機會透過外溢效益而進行政治上之合作。外溢效益主要有二： （1）菁英透過經驗過程，了解功能合作的益處進而修正原本的觀念和行為；（2）藉由功能...
	強調經濟整合應以區域為範圍，進而建置一個超國家組織來執行與維繫。並且強調整合中除了政府領導與菁英外，亦須重視利益團體的角色。當社會各利益團體都因整合而獲得利益時，自然會成為整合過程的催化劑。
	因此，透過新功能主義學派的界定來看本論文在兩岸整合的設定，更能貼切當前兩岸關係的現況。由過往的互動經驗看來，兩岸之間若要進行交流與合作，主要的關鍵來自於上位政治領導菁英在國家政策的開放，即如新功能主義學派所強調的由上位的菁英所推動，並且是漸進式的一種合作過程，當開放的面向經由合作對雙方產生利益，則雙方在整合上將會更加擴大。因此，未來金門若要尋求與「海西經濟區」進行經濟上的整合，則關鍵仍在於上位者是否授權與開放，透過法令的規範與推動，兩岸在進行整合時才有所保障以及正當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建構區域經濟發展歷程與策略探討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劃分內涵探討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發展歷程
	一、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策略、不平衡的發展戰略：
	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政策主要因應文革結束後避免中國經濟的崩潰，由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思想後，進而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的說法。因此，在1980年代，中國通過在沿海地區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並賦予這些地區或城市一些特有的財權和事權下放，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因此形成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殷存毅，2011：63）。為加快改革開放地步伐，中國政府開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先後開闢了沿海經濟特區、開放港口城市和經濟開放區。1980年8月...
	二、推動長三角發展與建設浦東新區：
	此策略為發展沿海經濟的擴展或延伸。主張以上海浦東的開發作為開放的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三角沿岸城市，目的在於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發展。隨著1980年的沿海開放策略的成功，中國大陸開始第二階段的區域發展計畫，透過重點城市的發展規劃，並希望建構新的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即透過打造上海為中國大陸主要金融中心，帶動長江流域的發展。基本上上海一直以來即為中國大陸經濟的重心，因此放在區域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可預期的，因為第一階段的開放帶有試驗性與不確定，因此，...
	三、展開西部的開發：
	來自於199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國內與國際兩個因素的挑戰而開展的發展策略，亦可視為是中國大陸的區域發展策略因應環境因素的第一次修正。國內的挑戰來自於區域發展策略所帶來的區域發展失衡所致，中國內部出現沿海集中發展而內陸停擺的現象，導致內陸與沿海區域發展失衡，所引發的國內發展壓力，因而出現發展西部的考量。而另一個因素，則是國外的挑戰，來自金融危機國際經濟環境的衰退，導致中國第一階段的發展模式（出口導向模式）受到挑戰，開始思考調整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如何建構中國大陸西部內需型的市場則成為新的發展主軸。
	四、振興東北地區發展戰略：
	主要在於重新提振中國大陸的重工業發展，進行對於國力整體提升的另一項發展策略。基本上，工業為國家發展的基礎，若要進行區域的規劃上，東北的發展仍是以工業發展為主要定位，因此，針對發展東北的問題，則以重新提振衰微的工業作為首要的目標，藉由區域自身的屬性與特色來進行發的規劃亦為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色。
	五、中部地區崛起區域發展戰略：
	中部是中國的內陸地區，同時也是中國的農業和能源及重化工業生產基地，發展的規劃應可視為第四階段的延伸。（殷存毅，2011：65-66）中部的發展定位，可視為供應中國大陸追求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的基礎策略，中部地區是中國大陸農業、能源和重化工業的生產基地，因此整體的發展規劃上，扮演未來推動中國大陸發展上的重要角色。

	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類型
	貿易型：以減稅為主要優惠政策，發展對外貿易和轉口貿易，以商業營利為主要目標。
	工貿型：以減免關稅和所得稅為主要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在區內投資、生產和出口各種加工製品，以生產收入為主要目標的經濟特區。
	科技型：以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依託，通過吸引外資、外技，建立高新技術出口產業，以研究、出口和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為主要目標。
	綜合型：以一業為主，多業經營，具有多層次的產業結構多功能和規模比較大的經濟特區。
	跨境行：由一個關境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區延伸或擴大而形成的經濟特區，有些是跨國境，有些屬於跨關境。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探討：以沿海三大區域經濟圈為例
	長三角經濟圈與上海經濟區模式分析
	泛珠三角經濟圈與廣州經濟區模式分析
	環渤海經濟圈與北京、天津經濟區模式分析

	小結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模式與策略分析
	「海峽西岸經濟區」之建構與發展
	建構海西區的區域發展定位與戰略意涵分析
	作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海西經濟區具有的對臺優勢，即地理優勢、語言優勢、文化優勢等。
	作為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的角色。透過海西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以作為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以及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通道。
	成為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借助台灣之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化，使海西經濟區成為具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在旅遊上的設定，使海西成為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透過兩岸旅遊文化的相互共構以發展「海峽旅遊」的特色概念。
	地理位置鄰近：海峽西岸經濟區是大陸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區域，平潭島距離台灣新竹僅68海浬。
	文化淵源深厚：閩台文化、語言與信仰相似，臺灣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都與福建相近，加上台灣的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大部分傳自福建各省，閩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媽祖文化等在台灣地區有廣泛影響。
	血緣同源：80％以上臺灣民眾祖籍地在福建。
	商貿往來密切：福建依然是大陸台商投資最為集中、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福建的港澳臺商企業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廈門灣和閩江口地區；福州、海滄、杏林、集美台商投資區發展良好。

	「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之模式與效益
	福州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泉州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廈門的定位與優勢探討
	廈門為台商投資祖國大陸的重要聚集地，截止2008 年底，廈門市累計吸收利用台資投資金額93億美元。
	廈門透過「小三通」以及大陸同胞赴台旅遊口岸等優勢，廈門逐漸成為兩岸人流、物流、資訊流和資金流來往的重要的雙向視窗。
	廈門為福建省最大的台資企業聚集區和台商密集區。截止2007 年底，在廈的台資企業達3315 家；有近10 萬台商常居廈門。
	因此，基於海西建構的政治戰略意涵，廈門具備扮演發展兩岸關係的龍頭角色，也為廈門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尋得良好的發展機會。


	小結
	資源分享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擁有具潛力卻未被充分利用的港口、港灣。未來若能連結高雄、福州、廈門等港共組港口群，進行分工合作，將有助於連結區域與國際的航運，提升優勢。
	優勢互補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未來可以扮演聯繫周邊省份和中西部內地腹地的管道，並通過台灣海峽以參與國際市場。
	關聯互動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區內福州、廈門及泉州等港口群進行強化，促進互動與協同發展以擴大港口經濟的規模與發展。
	聯網輻射型協同發展模式：海西未來須建構對外鐵路，以利連結中西部區域以及達到連結沿海三大經濟圈的作用。


	金門與「海西經濟區」建立經濟合作模式之分析
	金門發展優勢、挑戰與定位之分析（金門發展的SWOT分析）
	金門整體發展的SWOT分析
	金門具有之優勢：
	豐富的旅遊資源與多元文化特色--閩南、軍事文化與自然生態共構下獨特的金門。
	過去兩岸軍事緊張時期，金門是台灣軍防的最前線，一直實行戒嚴措施。1992年，金門廢除戒嚴，解除軍事管制。由於長期的管制與禁建，金門保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包括湖泊、濕地和豐富的鳥類生態。1995年成立首座關於離島的金門國家公園，用來維護歷史文化資源、戰役紀念等，兼具自然資源保育功能。金門擁有大量的戰地景觀，諸如戰史館、軍事碉堡、地下工事、紀念碑、戰爭史蹟等各式地戰地特色文化。同時，金門保留有豐富的人文遺產，包括閩南文化、河洛文化、僑鄉文化（王勇，2010：132-133）。由軍事的定位轉換到非...
	獨特的酒香文化與產業—金酒公司。
	金門高粱酒產業是帶動金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根本核心產業，金酒公司自1953年建廠，至2010年營收達新台幣123億，是金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地生命線，2010年盈餘繳縣庫金額約新台幣42億元，占總縣政經費的31.5％（2010年上繳國稅亦達新台幣32.9億元整），是金門主要的經濟發展的命脈（李沃士，2011：6）。金酒作為金門在發展上的龍頭產業基本上是不容置疑的，不僅在經濟上位金門創造可觀的收益，金門酒廠更提供大部分金門人工作機會，因此針對金酒未來的發展應思考如何繼續保持優勢，並且積極開拓其他如國際...
	歷史保留示範—島內古蹟、聚落的保存良好且密度高。
	金門的聚落與古蹟由於經歷過軍事的嚴格管制政策，使得金門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必須以軍事為主而未進行開放並與允許改建發展，也因此讓這些聚落文化與古蹟大致上都存在，或許有部分因為戰火摧殘而破落，但大部分的原貌或原址仍被保存。因此，在解除戰地政務後，金門得以對外進行開放，金門內部的古蹟與聚落文化也成為獨特的文化資產，亦是金門在發展觀光的重要特色。目前金門共有21處國家級古蹟以及12處縣定古蹟，島不僅有的閩南建築，更保存有僑民回金門後所建造的洋樓建築，形成金門特殊的歷史與文化歷程，也為金門在發展觀光上提供多元性...

	金門在發展上的劣勢：
	離島所造成的邊陲效應--發展受限。
	金門的地理位置離台灣本島較遠，在發展的資源分配上本來就比本島來得少，者也是一般離島所會遭遇的問題。但金門更特殊的是它離台灣本島遙遠，但卻相近於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與福建省的廈門更是相距僅2000多米，如此特殊地地理因素，在過去兩岸對立的狀態下，更使得台灣本島願意投注與建設金門的機會更低，使得金門在資源分配上、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上都無法獲得太多的關注與投入，而造成金門在發展上形成邊陲的情況。
	民生設備及建設缺乏--水、電不足、交通發展受限，特別是交通易受天候影響。
	金門在基礎的建設上較為缺乏，主因來自於金門本身離島的地位而造成地發展邊陲效應，以及早期金門最為兩岸軍事對峙前線的歷史所造成，使得金門未獲得有力的建設與發展。在金門的民生用水方面長期均仰賴地下水，更因為氣候較為乾旱下雨機會較少，使得金門在用水上的缺乏，未來將成為發展上的一大隱憂。在金門本島亦無相關電力設備相關的措施，在電力的使用上不足夠供應日後進行建設與發展所需，則成為發展的隱憂之二。此外，金門主要聯外的交通管道，在設備上相較於台灣本島略微不足，使得常受限於金門的氣候，每到春季常因為濃霧而造成能見度...
	過去特殊軍事管制限縮金門的發展。
	過去金門在兩岸的軍事定位，局限了金門發展的可能性。金門在設定上常被設定在扮演台灣本島的軍事守護者與中國的隔離者，在發展上多是從台灣本島的安全設定為考量出發，有關於金門自身的需求則常被忽略，如因為是軍事前線所以在兩岸軍事對峙時期幾乎於關乎民生之建設，多為軍事需求之建設；早期更因為軍事的特殊管制連交通、人員往來方面都市管制的。因此在某些程度上也限縮金門在發展上的機會。

	金門在未來發展之機會：
	區域位置--鄰近中國大陸的福建沿海，可作為兩岸之間的防衛屏障與連結橋樑的雙重角色。
	面對中國大陸發展海西區，並以海西作為發展兩岸交流地先試區域而言，金門市位於最靠近海西區的台灣城市，因此在兩岸交流上具有最優先的區位優勢，使得金門在發展上有新的機會。未來透過與廈門或其他海西區的城市進行合作與分工的角色建構將為金門在發展上帶來新的機會，也因為金門地理位置上的鄰近，使得金門將成為聯繫兩岸的關鍵中介者，一方面既可以減輕我國政府在進行兩岸交流下產生的衝擊，也可以透過金門的試驗來調整兩岸交流的進程。
	自身定位所帶來的發展競爭力--經濟、兩岸的區位發展定位。
	金門針對自身在發展上的定位，為金門在發展上提供競爭力。在整體的發展定位上，金門未來要朝向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平衡發展。既追求金門的開發與建設，又同時兼顧金門既有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生態保護，並將環境與自然資源結合觀光的發展，推動具有自然特色的休閒模式，為金門提供與其他先進開發成市所不同的文化面貌。在區域定位上，金門努力爭取作為兩岸區域經濟先行先試點的機會，一方面積極的參與中國大陸建設海西區的過程尋求金門與海西區城市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努力爭取金門作為與海西區合作的台灣代表角色，為其自身的發展上努...
	作為連結海西內部城市的交流據點--文化、旅遊、交通、醫療、人民等交流。
	金門因為鄰近福建省，未來可以倚仗區位的優勢，依循著中國大陸發展海西區的政策，而尋求與海西各城市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建立。金門將可以成為兩岸發展上各種的橋樑角色，如旅遊、交通、學術、醫療、文化、人民等交流的中介角色，但前提是金門必須先建構出自己的城市特色與定位，因此努力朝向觀光發展的定位，將是以目前而言對金門最有利的方向，若可以透過旅遊方面強化發展的政策與功能設定，將有機會朝向扮演連結兩岸旅遊產業與發展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因此如何抓緊金門發展成為海峽旅遊圈的一員並建構不可或缺的功能性地位，將是未來金門發...

	金門在發展上的威脅：
	兩岸直航正常化--弱化金門擴大小三通的中轉地位。
	隨著2008年兩岸開放三通之後，金門作為兩岸交通中繼站的地位受到了挑戰，也使得金門不得不思索其發展的下一步。在過去的間接開放政策下，為金門創造無可取代的地位，也藉由金門扮演緩衝兩岸交流廈可能帶來的安全問題、社會問題以及政治問題。經過近10年的實施，提供金門在發展上努力的方向，也提供兩岸在建構交流的模式參考。但三通後，金門不再是享有兩岸政策優勢的主要角色，因此如何必面在三通後地位面臨弱化以及被取代的命運，將是金門未來發展的挑戰。
	在兩岸城市中的競爭力可能不足。
	金門由於自身基礎條件的不足，加上內部除了金酒公司並無法發展有利產業，使得金門在兩岸城市中的競爭力與能見度較弱，若要尋求兩岸城市的合作，金門將面臨吸引力與競爭力不夠的困境，即無法有太多條件來吸引海西區內的城市與金門合作，也沒有產業來進行連結。故將成為金門在發展上的另一挑戰。
	內部人民在發展政策上的分歧。
	就金門要如何發展的問題上，金門內部的人民目前並無共識。即有關金門的發展政策上金門內部仍存有分歧，例如究竟要不要成效發展博弈產業、金廈是否要建橋等，基本上在金門內部並無平台提供民眾來討論與形成共識，也無法針對議題有完整與清楚的認知。更甚者，大部分居民連金門的發展都只是被動的配合與接受，並無參與性與積極性，也使得多數的金門人民在有關金門在發展政策上，非但無法產生共識也甚至於較容易沒有想法，因此將是金門在發展上的另一隱憂。


	金門發展定位之調整與發展策略選擇探討
	推動金門大橋建設：金門大橋主要為橫跨大小金門之間的橋樑，目的在於連結兩者的陸運交通，並對於整體觀光資源結合，以及一些基本需求上進行實質幫助與改善。
	提升金門港埠建設：透過擴建水頭港區小三通浮動碼頭的相關工程、大型旅客服務中心等計畫，目的在於改善金門的交通設施，協助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
	金門尚義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金門機場的設備進行擴充與增建，改善現有的不足，以及減少在往返時的不便，提升更多遊客願意到金門進行旅遊的意願。
	建蓋綜合醫療大樓：金門由於醫療資源相對的不足與位置偏僻，容易造成救治上的延誤與資源上的浪費、失衡。因此，為了提高醫療品質著手規劃醫療上的建設。
	改善金門地區供水之規劃：金門水源不足，為了穩定供應金門地區未來民生供水，需要針對供水上進行改善。
	在區位角色上：金門將扮演兩岸客運中轉的樞紐；
	在經濟發展上：金門將以台金廈旅遊圈及台商幹部培訓基地為主軸；
	在文化意義的建構上：金門將成為閩東南僑鄉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研究的重鎮；
	在生活服務的提升上：金門將發揮地緣優勢，建設為廈門台商子弟孜心就學的基地。


	金廈交流經驗與金廈經濟合作模式之建構
	小三通到大三通金廈交流的經驗與發展
	金廈建構經濟特區合作模式之分析
	區位與服務區域條件：金、廈是兩岸聯繫的中心，也是東北亞和東南亞國際主航線的海上交通要衝。區位條件使得廈、金、高雄、香港、上海等城市形成「競爭為輔、合作為主」的共同發展關係。
	港口與物流條件：廈門港已發展為以外貿運輸和臨海工業為主，兼有旅遊客運、國際中轉等功能，是主要的樞紐港與對台直航口岸之一。金門則四面環海，環島多港灣口岸。雙方有小三通的現實條件，與高雄等地闢有海運與空運航線。
	成本與效益條件：金、廈遠離各自的政治中心，且是海島地形，故隔離成本較低；經濟以外向型為主，關稅減免損失與經貿轉向效應不致過大。效益上，有助於克服三通制度性經濟一體化的障礙，並產生較大的創造與擴大效應。

	而金門在進行與廈門發展城市旅遊合作模式的建立上，應該要掌握優勢，以尋求城市發展之定位。對於金門而言，主要優勢來自於金酒產業，以及兩岸發展之差異，此處包含政治制度之差異、對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之維護、食品安全的監管、人力素質上之差異等，特別是兩岸對於食品安全上之管理制度不同，近年來中國大陸陸續爆發飲食安全的問題，也使得台灣製造的食品在中國大陸占有不小的市場，這個現象可由中國大陸遊客來金門、台灣旅遊時，每每大肆搶購奶粉、農產品等行為看出，台灣食品對於中國大陸人民而言是具有安全性與優勢的。因此...
	肆、影響金廈「特區」發展與建構之變異因素探討
	政治因素探討：
	就兩岸合作的發展來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即為政治因素。兩岸的關係變化，主要也是來自於政治態度的改變，所導致政策上的轉變。而以政治因素來看，影響政治政策與態度最主要的關鍵為不同的政黨對於兩岸政策上的差異所致。以下就政治因素的國內與國外因素進行分析：
	我國國內政治之變遷—政黨因素。
	以我國而言，兩岸政策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黨執政而產生立場與開放程度的差異。以國民黨而言，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基本上是從禁止到逐漸開放，而民進黨部分則是主張有限的開放。在目前的兩岸情勢看來，我國的兩岸政策在國民黨的執政下，主張「先經濟、後政治、擱置爭議」的主要發展定調下，兩岸關係將走向越來越和緩的關係是可以期待，特別是兩岸自2008年來一系列的開放政策，均是透過國民黨政府的主導所進行的。因此，在當前的發展走向之下，藉由政府政策的彈性開放與政治態度的轉換將兩岸關係由緊張塑造成為和平的景象，並且進行在經濟上...
	中國大陸內部的對台政策
	除了我國內部的因素之外，事實上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另一因素在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因素。透過中國大陸一路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中央政府對於政策的完成主導與干預是非常直接且深入的，目前中國大陸愈發展和緩的兩岸關係，因此在政治策上對於台灣是極度的優或與開放的，目的除了想就由台灣的資金與技術之外協助中國在東南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之外，另一面在於希望經由經濟交流慢慢的完成「以經促統」的政治目的。但也為中國內部對於政治干預的全面與直接，若未來中國中央調整了對台灣的態度與政策設定，則將使得現行的交流與合作受到影響...

	經濟因素探討：
	安全因素探討—基於金廈跨海大橋興建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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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兩岸有進行整合之必要，「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的重要性與發展戰略，是我國爭取加入東亞經濟整合的第一步。

	研究建議
	壹、金廈城市合作模式的建構上，未來可發展文化旅遊之特色。
	金門內部原有的優勢產業金酒產業應強化發展與落實永續發展，以維持金門之經濟發展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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