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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2)

q1978年，中國大陸實施經濟的改革開放；1987
年11月，臺灣開放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
q1991年起臺灣政府陸續訂定兩岸交流活動相關
法規與措施。
q戒急用忍(1997年7月-2001年11月)
q積極開放、有效管理(2001年11月-2005年3月)
q積極管理、有效開放(2005年3月-2008年5月)
q深耕臺灣、連結全球(2008年5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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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2/2)

q兩岸交流基本原則：「對等、互利、互補、互惠」。
q兩岸農業交流，包括兩岸農產貿易、農業投資、農業技
術與人員交流等項目。
q臺灣在資金、技術較有優勢；大陸有廣大市場及豐富資
源。
q臺商投資中國大陸，有助於其近年農業的發展，臺商也
擴展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惟在外銷市場上與臺灣產生
激烈的競爭，兩岸農業由互補逐漸產生互競情形。
q2008年臺灣大選再次政黨輪替，新政府的兩岸政策展現
更積極、正面方向，兩岸農業交流必將呈現更深、更廣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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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農業產業發展趨勢(1/4)
(一)農業基本條件
臺灣

臺灣耕地總面積約82.7萬公頃，農戶數75萬戶，
每戶農家平均耕地面積為1.1公頃，屬小農經營型
態。農業人口305萬人，佔總人口之的13.34％，農業
就業人口約54萬人，佔就業總人口的5.1％，2008年
臺灣農林漁牧生產總值為4,144億元新臺幣，佔GDP之
比重為1.69％。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耕地總面積約15,346萬公頃，農戶數約
2.5億戶，每戶農家平均耕地面積約0.5公頃。大陸農
村人口約7.37億，佔總人口(13.2億)的56.25％，農
業就業人口數約3.14億人，佔就業總人口的40.8%，
2007年農林漁牧總產值為47,104億元人民幣，佔GDP
之比重為11.3％。 5



3.14億人
【40.8％】

54萬人
【5.1％】

農業就業人口
【佔就業總人口比例】

2007年2008年年度

47,104億元人民幣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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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臺灣國別

兩岸農業生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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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農業產業發展趨勢(2/4)

(二)農業生產
臺灣

2008年臺灣地區農林漁牧生產總值為4,144億元
新臺幣，其中農產產值占43.22％，畜產35.26％，
漁產21.41％，林產0.11％。若以單項產品價值比
較，依次為毛豬、稻米、肉雞、檳榔及雞蛋。
中國大陸

2007年大陸農林漁牧總產值為47,104億元人民
幣，由近年大陸農產品生產結構變動趨勢分析，農
產業比重占52.3%，畜產占34.2%，漁產占9.5%，林
產占3.9%，其中農產業為生產比重占最大的項目，
擔負其糧食安全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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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農業產業發展趨勢(3/4)

(三)發展趨勢
臺灣

以「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為施
政方針，發展精緻農業，三大主軸為：
u卓越農業：發展農業生技、種苗、種畜禽、蘭
花、石斑魚及觀賞魚、熱帶水果等重要產業。
u健康農業：推動吉園圃安全蔬果、CAS優良農產
品、產銷履歷、有機農業，從農場到餐桌為驗
證安全把關，建立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
逐步邁向無毒農業島
u樂活農業：結合觀光、文化的休閒農業，推廣
深度旅遊，開創農業精品。 9



精緻農業三大主軸及發展願景精緻農業三大主軸及發展願景

三大主軸三大主軸 發展願景發展願景

重塑農村風情重塑農村風情
打造樂活休閒島打造樂活休閒島

領先科技研發領先科技研發
打造卓越農科島打造卓越農科島

深化安全驗證深化安全驗證
打造健康無毒島打造健康無毒島

向上提升螺旋向上提升螺旋

開發好產品開發好產品
提升服務品質提升服務品質

開拓新市開拓新市
場場

促進農村活促進農村活
化化

健康農業健康農業

卓越農業卓越農業

樂活農業樂活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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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農業
支 持

研究人力素質高研究人力素質高資通技術與環境佳資通技術與環境佳

農村再生農村再生

新技術
新經營模式 新市場

實施策略

生態文化多樣特色生態文化多樣特色

海岸新生海岸新生 66萬公頃綠色造林萬公頃綠色造林

ü分子層級基因
選種
ü高效能高生物
安全生物工廠
ü機能性益生菌與
活化益菌素

ü生物性農藥與肥
料開發

ü疫苗開發與疫病
篩檢技術

ü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擴大規模效益
ü結合觀光文創深化休閒農業經營
ü以品牌農業帶動農業升級
ü農業研發中心整合上中下游能量
ü建立台灣下單大陸取貨模式
ü運用資通技術推動遠端服務行銷

ü銀髮族飲食休
閒養生市場
ü高所得與訂婚
精品市場
ü節慶與旅遊伴
手市場
ü國外目標市場及
大陸高所得地區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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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農業產業發展趨勢(4/4)
中國大陸

u中國蔬菜、水果、花卉、養殖魚、種苗、家禽、家
畜、乳製品等產品具出口優勢，惟其為口蹄疫、高病
原性禽流感等多種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疫區及農藥殘
留問題。

u依擬WTO統計，2004年中國農產品出口居世界第5位。
其小麥、稻米產量居世界第1位，玉米及燕麥位居2-3名。

u 糧食安全涉及大陸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
立的全局性重大戰略。近10年來，其糧食自給率維持
在95%以上。受全球人口增長、耕地和水資源約束以及
氣候異常等因素影響，自2006年以來國際糧價大幅上
漲，小麥、玉米、大豆價格創新高，全球糧食供需長
期趨緊，故中國更重視糧食安全問題，採提高糧食生
產、利用非糧食物資源、加強國際合作等措施因應。12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1/6)

(一)兩岸農產品貿易現況與發展趨勢
q進口
u以「正面表列」方式公告輸入項目。
u已公告開放輸入農產品1,414項，占農產品總項目
62.9﹪大部分為國內生產不多或非敏感性產品，對
國內農業影響較小，未開放自大陸進口項目為834
項。

p 出口
u臺灣對農產品出口至中國大陸並無限制，近年來大
陸方面陸續優惠臺灣產22種水果、11種蔬菜及8種
水產品等輸入措施，並對於部分品項實行零關稅優
惠措施。 13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2/6)

q貿易概況
1.隨著兩岸加入WTO，雙方農產貿易明顯成長，2002年為

4.33億美元，2008年擴增為11.54億美元，兩岸農產貿易占
臺灣農產貿易總值7.23%。中國大陸已成為臺灣第4大農
產品進口國及第2大農產品出口國。

2.2008年臺灣自中國大陸進口農產品7.18億美元，主要進口
項目為：木材及其製品(占16%)、穀類及其製品(14%) 、
水產品(10%，蝦、蟹、海扇貝、魷魚為主) 、植物中藥材
(7%) 、蔬菜(6%)、水果(6%)。
3.2008年臺灣農產品出口中國市場4.36億美元，以皮及其
製品為最大宗占52%，次為其他農耕產品占12%，水產品占
11%(以魷魚為主)，羽毛占5%，羊毛占2%，水果及其製品
1.4%(生鮮水果233萬美元，釋迦 、柚子及蓮霧為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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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赴中國大陸農業投資現況

q目前臺商赴大陸地區從事農業投資，准許赴大陸投
資的「一般類」農業項目共有1,196項，佔總項目
75.98%。

q1991年起至2008年12月厎止，臺商赴大陸地區從事
與農業有關之投資案件累計共有5,186件，總金額
約39.2億美元。

q投資領域集中在食品及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
業，約佔投資金額75%，主要分佈於福建、海南、
山東等地區。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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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國於1994年國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
法》之後，自1997年起，陸續批准設立福建(福州和漳
州)、海南、山東平度、黑龍江、陝西楊凌、廣東（佛山和
湛江）、廣西玉林、江蘇（昆山和揚州）及上海市郊區等9
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

q2006年起，陸續成立福建(漳浦和漳平)、四川新津、山東
棲霞、重慶北碚、廣東珠海金灣、湖北武漢黃陂、江蘇無
錫碭山、江蘇南京江寧、廣東汕頭潮南、雲南昆明石林等
11個「臺灣農民創業園」。2009年5月在海峽論壇宣布，將
在福建、安徽、江蘇等地增設4個臺灣農民創業園。

q經由提供土地、租稅和融資等優惠政策，吸引具規模之台
資企業及掌握較高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台灣農民赴大陸
投資。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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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赴大陸地區農業投資現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農委會企劃處繪圖

累計至98年7月
在大陸地區投資農業產業類別金額及件數統計

206,558.7

102,858.3

45,431.3
30,317.5

26,433.6

38.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件數)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金額
(萬美元)

件數

核准金額

食品製
造業

皮革、
毛皮及
其製品

飲料
製造
業

木竹製
品製造
業

農林
漁牧

業

菸草
製造
業

(萬美元)

18



國人赴大陸地區農業投資現況(續)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農委會企劃處繪圖

累計至98年7月赴大陸地區農業投資業別比例

43.05%

50.18% 24.99%

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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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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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6.42%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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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業 菸草製造業(百分比低於0.03%)

占農業投資總
核准金額比率

占農業投資總
件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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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農業技術交流以及農產品展銷活動

q透過民間農業團體或學術研究單位，進行兩岸農業相
關交流活動，蒐集中國大陸有關農業政策、制度、技
術、市場及疫情資訊。

q臺灣農產品外銷以「立足臺灣、全球佈局」原則，積
極拓展國際市場，中國亦為重要目標市場之ㄧ，農委
會歷年來積極輔導外銷業者參加大陸農業相關展覽，
辦理通路促銷活動及貿易洽談會，以提升臺灣農產品
行銷中國市場。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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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人員互訪

q90年代中期後，兩岸農業學術交流發展頻繁。臺灣自
1995年5月開始受理大陸農業專業人士來臺參訪，
2008年5月新政府上任後，來臺參訪人數攀升，至
2009年8月止已有17,629人次。，有關海峽兩岸農業
領域的各種學術研討會或交流會經常在海峽兩岸舉
行。

q自1993年起兩岸在漁業人員勞務方面展開合作，臺灣
漁船雇用大陸勞工補充漁業勞力，解決臺灣漁船勞工
不足的問題，使我漁業產業能持續穩定成長。

三、兩岸農業交流與貿易投資現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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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農業交流衍生之問題(1/3)

(一)農產品貿易與走私
對於大陸通過「小額貿易」方式進入臺灣市場之農

產品，臺灣將其視為走私。由於兩岸農產品同質性較
高，距離又近，大陸產品價格便宜，大陸農產品走私來
臺問題時而發生，同時由於未經檢疫，亦容易挾帶病菌
來臺，引發嚴重疫情。

(二)農業投資影響臺灣農業國際競爭力
兩岸距離近，農業生產與消費型態類似，加以中國

政府提供多項優惠措施，臺商赴大陸投資生產之農產品
有增加趨勢，其投資生產之農產品，大量銷往日本、美
國等市場，甚至走私來臺，與臺灣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
產生互競關係，在國際市場互有消長，取代臺灣重要國
際市場之情形日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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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農業交流衍生之問題(2/3)

(三)農產技術外流
近10年來中國陸續設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

區」及「臺灣農民創業園」，提供土地、租稅和融資等
優惠政策，吸引並鼓勵臺商赴中國投資，臺商亦帶入許
多生產與管理技術以及充沛的資金與優良的農產品種，
加速臺灣農業品種及技術外流。
(四)農產品智慧財產權保護

農委會暨所屬機關之研發成果，在中國大陸申請專
利、商標及品種等權利登記，因屬於政府機關而未被受
理，致使我國研發成果之權益嚴重受損。此外，臺灣農
漁畜產品著名產地地名在中國遭搶註商標之案例不斷，
例如茶葉之「阿里山」茶、「西螺」醬油、「池上」米
及「燕巢」芭樂等商標均曾遭中國搶註，且臺灣山寨版
水果在中國猖獗等問題急待解決。 23



四、兩岸農業交流衍生之問題(3/3)

(五)農產品檢疫問題急待解決
兩岸均已加入WTO，卻未能因應兩岸貿易所需，就動

植物檢疫文書認證事宜達成共識。由於中國大陸是口蹄
疫、狂犬病、高病原性禽流感、牛瘟等多種重大動植物
疫病蟲害之疫區，在兩岸農產品貿易受限與走私難以控
制情況下，許多農產品不通過海關的病疫檢驗，存在動
植物病疫傳播問題，有賴共同合作與解決。
(六)兩岸漁業缺乏仲裁處理機制

兩岸漁船作業海域重疊，雙方船員在海上作業常有
碰撞、絞網甚或搶劫等事件發生，我方僱用大陸船員亦
牽涉廣泛問題，雙方未能建立仲裁處理機制，以致無法
解決漁業糾紛及大陸船員供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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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1/10)

(一 )兩岸農業交流之目的
1.分享資源，共創利益：依據雙方農業資源的結構及特
性，分享市場、資金、技術、資訊及種原等資源，提
升資源使用效率，開創雙方利益。

2.解決共同問題，減少發展障礙：雙方在漁業糾紛、資
源保育、產品走私、疫病傳染等共同面臨的農漁業問
題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可共同研商解決之道。

3.建立合作伙伴，奠定互信基礎：以善意、誠信建立交
流的伙伴關係，從交流中促進彼此瞭解，互信基礎建
立後，更可擴大交流效果。

4.增進交流效益，發展良性政經關係：雙方均肯定交流
的實質效益後，較容易發展可以維護長遠交流效益的
良性政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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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2/10)

(二)兩岸農業交流之原則
我國兩岸農業交流之最高指導原則，以保障我國農業之
發展為優先，並兼具以下原則：

1.農產貿易以「互補」為原則
我方以從中國大陸進口臺灣較缺乏之原料及中藥材為

主，以提昇臺灣之木材及食品加工業之競爭力；大陸則以進
口臺灣高級漁產品、園特產品及加工食品為主，以滿足其經
濟發展後對高級食品的需求。

2.農業投資以「互利」為原則
臺灣對中國大陸農業投資，可帶給中國大陸農業部門資

金、技術、品種及管理等好處；臺灣則可著眼於大陸市場的
拓展，並且利用大陸廉價的原料、人力，以作為進軍國際市
場之跳板。

3.技術合作以「互惠」為原則
臺灣在熱帶及亞熱帶農業科技與管理技術方面領先中國

大陸，中國大陸則在種原的存量方面佔有優勢，雙方應以
「互惠」方式辦理合作交流。 26



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3/10)
1.農產貿易方面
p進口

兩岸距離近，農業生產與消費型態類似，隨著
兩岸農業經貿交流的日益頻繁，雙方農產品存在互
競關係。由於中國大陸土地、勞力及生產成本相對
低廉，為避免中國低價農產品造成之衝擊，繼續維
持管制中國大陸830項農產品進口。
管制項目包括重要關稅配額農產品如稻米、花

生、大蒜、乾香菇等以及大宗蔬菜如甘藍、結球白
菜、花椰菜等主要生鮮蔬菜，以避免我國農業遭受
低價競爭，以維護農民權益。另配合宣導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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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4/10)
p出口

基於「立足臺灣、佈局全球」之原則，除日本及美
國等重要外銷市場外，中國大陸亦是台灣拓展農產品國
際市場的選項之一，積極辦理工作如下：

u中國大陸消費者及流通網絡等市場調查，深入瞭解當地
消費者需求、習性及主要競爭對手，擬定具市場區隔之
行銷策略及行動計畫 。

u在中國大陸註冊「吉園圃臺灣安全蔬果」、「CAS臺灣
優良農產品」等標章，積極宣傳臺灣優質安全產品，並
與中國大陸產品區隔。

u輔導出口業者參加於中國大陸舉辦之重要綜合食品展及
專業展、在中國大陸重要消費城市與主要通路業者合作
辦理「臺灣水果節」，形塑臺灣農產食品優質安全形象
拓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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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5/10)

p兩岸共同防制農產品走私
大陸農產品走私來臺，或臺灣農產品品種走私

進入大陸，不但打擊臺灣農產品的市場空間，更使
雙方農產品疫病相互傳染，雙方應共同防制農產品
走私。
p加強農產品檢疫檢驗之合作

兩岸農產品貿易往來中，在執行農產品之檢疫
檢驗工作時，遭遇檢附文書證件或其他檢疫檢驗規
定亟待確認時，常肇因雙方主管機關缺乏及時溝通
之管道，導致影響相關農產品通關時效，為迅速解
決此雙方農產品輸出入貿易所面臨之檢疫檢驗問
題，亟需建立及時溝通及管道，以維護消費安全以
及兼顧雙方農畜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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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6/10)

2.投資方面
u加強赴中國大陸農業投資之有效管理

為避免台商赴大陸進行農業投資，導致我國優良農
業科技與品種流入大陸，影響我農業長遠發展，農委會
已將436項國內具技術優勢或生產仍多之農產品，如種
畜、種苗、水產苗等，列為赴中國大陸投資「禁止類」
項目。

u加強農業品種與敏感性農業科技之管理
持續推動農業研發創新，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強

化研發成果之歸屬、運用及管理，積極建立智慧財產保
護機制。針對農業品種及科技保護、農產貿易及檢疫各
方面訂定完整之規範與配套措施，積極防範優良品種及
技術外流，積極保護我國具有優勢之農業科技。此外，
加強輔導相關團體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產地地名標
章或團體商標保護，避免遭中國搶註 。 30



u有條件開放陸資來臺農業投資
有關陸資來台投資之開放步驟係依行政院政策

採「先緊後寬」策略。農業（含農、林、漁、牧
業）部份，不列入優先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項目清
單。

農、林、漁、牧業顧問部份，僅先開放畜牧顧
問服務業，惟排除「家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種」
等，涉及敏感科技業別，以保護我國農業研發成
果；批發及零售二項服務業，排除活動物（包括
畜、禽及水產）之交易，另批發市場之經營依農產
品市場交易法規定，陸資不得投資。

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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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8/10)

3.促進兩岸漁業合作並建立相關機制
u兩岸漁業勞務合作行之有年，中國政府曾一度暫
停對我派出漁船員，現階段我船主雖能僱用大陸
船員，但在缺乏大陸方面配合管制下，衍生防檢
疫及治安顧慮等問題，建立大陸正常船員派出僱
用機制有急迫性。
u兩岸漁船作業海域重疊，雙方船員在海上作業常
有碰撞、絞網甚或搶劫等事件發生，雙方應先建
立仲裁處理機制，以減少漁業糾紛事件。
u推動兩岸對重疊漁場之漁業資源調查評估，以解
決兩岸對共同漁業資源競爭利用之衝突，進而建
立兩岸對重疊漁場資源之共管與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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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9/10)

4.改進農業人員交流
u放寬大陸農業人士來臺之邀請資格、彈性認定來
臺人士之農業專業資格，並規劃縮短審查期程，
以利大陸農業專業人士來臺，增進交流範圍及成
果。
u蒐集中國大陸農業科技研發情形，針對其農業專
業領域重大成果部分，邀請中國大陸專家學者進
行交流，促進並提升我國農業科技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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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岸農業交流之策略與展望(10/10)

5.兩岸農業協商方面
u兩岸漁業勞務合作協商

依據兩岸協商之規劃，兩岸漁業勞務合作議題
將納入未來江陳會協商，建立中國大陸正常船員派
出僱用機制，確保漁船主僱用大陸船員相關權益，
促進兩岸漁業勞務合作之正常發展。

u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商
隨著兩岸貿易增加，農產品檢疫檢驗之合作日

益急迫，將納入未來江陳會協商。由於中國大陸為
多種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疫區，為迅速解決此雙
方農產品輸出入貿易所面臨之檢疫檢驗問題，亟需
建立及時溝通及管道，以維護消費安全以及兼顧雙
方農畜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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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p由於兩岸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農業發展條件各有優
勢，台灣在資金、技術及產銷制度方面較具優勢，
中國大陸則在土地、勞力資源及市場方面較具優
勢，推動良性的農業交流，對雙方農業發展均有助
益，應為雙方共同之期待。

p近年兩岸經貿大幅成長，農業投資與貿易快速發
展，隨著兩岸關係緩和，兩岸交流將更為密切，善
用兩岸農業相互優勢，拓展互利互補的空間，以創
造兩岸農業互惠與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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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