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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 
提報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壹、執行情形 

一、陸客觀光團來臺人次及其外匯收入 

（一）自97年7月18日起全面開放陸客來臺觀光迄101年9月
30日止，來臺觀光團體陸客達439萬1,124人次。來臺觀
光團體陸客97年每日平均300人次，98年每日平均1,661
人次， 99年每日平均3,199人次，100年每日平均3,351
人次。101年 9月單月入境團體陸客達 106,556人次，每
日平均 3,552人次，較100年同期每日平均入境2,232人
次，成長59.17％。 

（二）依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結果估算，自97年7月至101
年9月底止，以大陸觀光團體旅客人數、在臺每人每日消
費金額、平均停留夜數，及當年匯率乘計估算每年加總，
來臺觀光團體陸客帶來新臺幣2,218億元（72.5億美元）
的外匯收入。 

 二、開放省市地區及組接團社 

（一）大陸居民來臺旅遊之省市地區由最早 13省市逐漸開放至
25省市，自 99年 7月 18日起，已全面開放中國大陸 31
省市居民皆可赴臺旅遊。 

（二）可辦理來臺旅遊業務之組團社由最初33家增加為146家，
至99年7月18日已增為164家，101年7月31日再增加
52家，赴臺旅遊組團社合計216家；臺灣辦理接待陸客業
務之接待社，從正式開放前的 148家，於開放後陸續增為
290家，至101年9月30日止已達408家。 

三、維護陸客觀光團旅遊品質 

(一)為維護陸客觀光團來臺接待品質，觀光局 100年 9月積極
輔導旅行業全聯會及旅行業品保協會訂定旅遊品質及旅行



 5 

購物自律公約並強化管理法令，避免旅行業者以操作低價
接團費之模式接待陸客觀光團；觀光局並透過臺旅會與海
旅會積極協商，要求陸方向組團社宣導配合。亦獲陸方表
示會配合我方政策並由雙方相互通報相關訊息事證。 

(二)觀光局藉由 101年 2月 21日海南舉辦兩岸旅行業者

聯誼會機會，推動兩岸業者簽訂「海峽兩岸旅遊品

質海南行動宣言」，輔導臺灣旅行業者與大陸旅行業

者，自我約束接待品質，並採納雙方業界建議回歸

旅遊市場常態發展，不以固定價格限制市場機制，

而採「旅遊品質管理，非價格管制措施」原則。 

(三)觀光局於 101年 3月 30日修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事項」(簡稱注意事

項)第 3點及第 4點，規定旅行業及導遊人員辦理接

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體業務，應合理收費，

不得以購物佣金或促銷行程以外之活動所得彌補團

費；應使用合法業者依規定設置之住宿設施；另規

定旅行業及導遊人員有違反注意事項有關禁止於既

定行程外安排或推銷自費行程或活動之規定者，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相關規

定，分別處停止其辦理該業務及執行接待業務 1個

月。 

四、推動陸客來臺「自由行」 

（一）自100年 6月底開放陸客來臺自由行，100年自由行陸客

總計入境 30,281人次；101年 1月入境 10,431人次，2

月入境6,480人次，3月入境11,306人次，4月入境12,730

人次，5月入境8,949人次，6月入境12,297人，7月入

境15,558人，，8月入境17,212人，9月入境20,647人

次，累計入境達145,901人次，平均每日約312名自由行



 6 

陸客來臺旅遊。 

（二）另依 101年 1月 20日新修正發布「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

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就陸客來臺自由行相關規定，亦放

寬大陸居民曾於3年內以個人旅遊來臺，且無違規情形，

再申請來臺個人旅遊免附財力證明，以及大陸居民申請來

臺個人旅遊，在大陸地區無親屬或親屬不在大陸地區者，

緊急聯絡人得改由大陸地區組團社之代表人擔任之。 

五、設立辦事處之推廣平臺 

「臺旅會」與大陸「海旅會」互設辦事處，為大陸居民來
臺旅遊建立更積極、及時、直接的溝通應變平臺；觀光局以「臺
旅會」名義於 99年 5月 4日設立北京辦事處，就團體及自由
行陸客來臺觀光業務，積極於大陸各地辦理座談會及行銷推廣
活動，並建置與大陸組團社訊息聯絡機制，俾利於第一時間將
臺灣旅遊景點新動態、交通訊息、獎勵優惠措施等傳遞給大陸
組團社，為增加對華中、長三角地區推廣宣傳效能，刻正籌設
上海辦事處。 

 

貳、近期辦理重要業務 

一、 增加開放第二批陸客來臺自由行試點城市 

為增加陸客來臺自由行人數，活絡臺灣觀光，觀光局透

過臺旅會與大陸「海旅會」多次積極磋商後，針對陸客來臺

自由行開放區域，雙方同意第2批開放之試點城市計有天津、

重慶、南京、廣州、杭州、成都、濟南、西安、福州及深圳

10個城市，惟雙方考量試點城市開放之均衡性及準備程度等

因素，將分兩階段啟動實施，第 1階段先啟動天津、重慶、

南京、廣州、杭州、成都 6個城市，第 2階段再啟動濟南、

西安、福州及深圳 4個城市；第 1階段之 6個城市業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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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8日啟動，第2階段4個城市經小兩會磋商達成共識，

並於 101年 8月 8日第 4屆海峽兩岸觀光交流圓桌會議共同

宣布，於101年8年28日啟動。來臺人數配額上限內政部亦

由每日 500人，配合本次開放調整為每日1,000人。 

二、 增加開放赴金馬澎地區「小三通」自由行城市 

經小兩會磋商達成共識，除原已開放福建的福州、廈門、

漳州、泉州、莆田、三明、南平、龍岩、寧德等 9個城市居

民赴金馬澎地區「小三通」自由行之外，再增加開放浙江的

溫州、麗水、衢州；廣東的梅州、潮州、汕頭、揭陽；以及

江西的上饒、鷹潭、撫州、贛州等 11個城市，總共擴及大陸

4個省 20個城市居民可赴金馬澎地區「小三通」自由行，並

於 101年 8月 8日第 4屆海峽兩岸觀光交流圓桌會議共同宣

布，於101年8年28日啟動。 

三、 重要宣傳推廣活動 

(一)邀請大陸人民網採訪團 101年 7月 8日至 17日來臺採訪觀

光資源，體驗南臺灣在地文化、美食小吃、人文風俗之魅力，

使大陸居民更加了解南臺灣文化風采與美食，促進遊程深度

化與主題化，擴大臺灣旅遊在兩岸四地之傳播效應。  

(二)舉辦第4屆海峽兩岸觀光交流圓桌會議，以產業合作，共創

雙贏為交流主軸，共商郵輪旅遊、休閒農業及旅遊保險等議

題。會後安排海旅會成員及組團社參訪高雄、臺南、南區國

際光點等研擬新行程開發，並與高雄及臺南縣市政府、觀光

協會等座談交流。 

(三)邀請大陸媒體101年8月16日至26日採訪「2012臺灣美食

展」，體驗臺灣在地文化、美食小吃、人文風俗之魅力，使

大陸居民更加了解臺灣文化風采與美食，促進遊程深度化與

主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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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大陸地區第 4批次開放 52家組團社來臺熟悉旅遊路

線：由海旅會張海燕常務理事率大陸新增 52家組團社業者

計105人於101年9月20日至27日來臺進行踩線行程，此

次行程分東、西兩線分別考察旅遊資源，以老景點新玩法及

新景點新玩法方式，引領大陸組團社重新認識臺灣，協助大

陸旅遊業者包裝高品質之行程。參與本次踩線之業者均認

為，其為大陸來臺旅遊市場之後進者，更應以高品質團及特

色主題遊為訴求，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雲南及天津地區業者

已積極洽談昆明及天津來臺之包機；後續將由觀光局北京及

上海辦事處提供業者所需資訊，並鼓勵其推動高端品質遊及

主題特色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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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空運相關協議 
提報單位：交通部(民航局) 

壹、 執行情形 

兩岸自 97年7月實施空運直航以來，歷經週末包機、平

日包機階段，並於98年8月31日起進入定期航班階段。目前

飛航定期航班，客運為各方每週 279班，雙方合計每週 558

班；貨運為各方每週28班，雙方合計每週56班。開放之飛航

航點，我方為桃園、高雄、松山、臺中、臺南、花蓮、臺東、

金門、馬公等計9個航點；陸方為上海虹橋、上海浦東、北京、

深圳、廣州、成都、昆明、廈門、福州、南京、重慶、杭州、

大連、寧波、瀋陽、武漢、青島、長沙、鄭州、天津、西安、

桂林、海口、合肥、哈爾濱、南昌、貴陽、濟南、太原、煙臺、

長春、南寧、石家莊、徐州、無錫、泉州、三亞、鹽城、溫州、

蘭州、黃山等計41個航點。 

自97年7月截至 101年9月底止，已飛航約13萬3千架

次，載運旅客超過 2,323萬人次，載運貨物超過 49萬噸。另

若以98年8月31日起實施定期航班來看，兩岸客貨運航線之

統計數據分述如下： 

1.客運部分：98年9月至101年9月底止，共計飛航約12萬

3千架次，載運約2,117萬人次，平均載客率77.14%。  

2.貨運部分：98年 9月至 101年 9月底止，兩岸航線貨量約

為47萬噸貨物。 

 

貳、具體效益 

對旅客而言，直航政策對民眾往來於兩岸的效益，反映在旅

行時間縮短及旅行成本的下降。旅行時間縮短部分，以桃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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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線為例，兩岸直航後，桃園至上海僅需 1小時 30分的航行

時間，且不需至香港轉機候機，就整體旅行時間而言，約可較經

香港中轉航班節省4小時 10分。對航空產業而言，兩岸直航前

須透過第三地中轉，國籍航空公司僅能營運臺灣至第三地航段

(例如臺北-香港航段)，兩岸直航後則可完全參與兩岸直航市場

之營運，並拓展其全球航網，有利於桃園航空城之發展。另兩岸

間共劃設三條兩岸直達航路供兩岸航班使用，有效縮短飛行時

間，以上海、北京航線為例，相較於飛經香港飛航情報區，平均

節省約 1小時飛行時間，營運成本亦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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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提報單位：交通部(航政司) 

壹、執行情形 

一、自 97年 12月 15日起至 101年 9月 30日止，直航兩岸港口

船舶達 59,236艘次，總裝卸貨櫃 695萬 TEU，總裝卸貨物 3

億2,081萬計費噸，載運人數40萬人次。 

二、海運稅收互免法制化 

民國 99年7月 1日財政部發布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及空運

補充協議稅收互免辦法，其中，第 3條：「大陸地區船舶運送

業於中華民國 97年12月 15日以後，自臺灣地區載運客、貨

進入大陸地區取得之運輸收入，營業稅稅率為零，其所得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海難救助 

現階段海難救助執行係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大陸搜救

單位實施兩岸海上搜救合作，雙方已於99年9月16日，假金

廈水域舉辦「2010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此外，雙

方並於 101年8月30日，假同海域舉辦『2012年海峽兩岸海

上聯合搜救演練』。 

四、直航港口 

依據協議第2條「直航港口」規範，經海基會與大陸海協

會換文確認，大陸方面目前共開放 72個港口(55個海港、17

個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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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具體效益 

有關兩岸海運協議簽署前後之效益比較如下表 

 
 協議簽署前 協議簽署後 
營運模式  
 

外籍船舶需透過灣靠第三 
地，方可往返兩岸港口。 

我國籍、大陸籍與符合海運協議 
之外籍船舶，可直接航行兩岸港 
口。 

以上海港與基隆港為例， 
航行時間約 25.5~26小時。

直航後，上海港與基隆港直航航行時
間約 17小時，節省約 8.5~9小時。 

時間節省 
 

以福州港與基隆港為例， 
航行時間約 17.5~18小時。

直航後，福州港與基隆港直航航行時
間約 6小時，節省約 11.5~12小時。 

降低臺灣產品出口至大陸的成本。 
降低大陸產品出口至臺灣的成本。 
降低外資企業佈局兩岸的經營成本。 

營運成本 

 

對航商而言，直航節省運輸成本初估約 15~30%，透過運輸成本 
節省，民生物資輸入成本亦可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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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提報單位：交通部(郵電司) 

壹、執行情形 

一、直接通郵執行情形 

（一）新增業務部分 

97年兩岸直接通郵增開辦小包、包裹及快捷郵件業務，101

年9月開辦兩岸郵政速遞（快捷）郵件業務。 

（二）兩岸直接通郵統計 

自 97年 12月 15日全面直接通郵以來，截至 101年 9月

30日止，兩岸互寄郵件每日平均：平常函件約 3萬 1,360

件，掛號函件約2,657件，快捷郵件約 1,609件，包裹約

391件，兩岸郵政速遞（快捷）郵件約 240件，合計約 3

萬6千餘件。 

（三）函件、包裹送達時間約 7至 15天，快捷郵件送達的時間

約3至7天。 

二、郵政匯兌執行情形 

（一）匯出匯款業務 

自98年2月26日開辦雙向通匯後，截至101年9月30日

止，我方匯出至大陸地區各銀行（含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匯出筆數每日平均約 71筆，匯出金額每日平均約新臺幣

610萬6,885元。 

（二）匯入匯款業務 

開辦雙向通匯前，郵局不能收受大陸地區匯入匯款；自98

年2月 26日開辦雙向通匯後，截至101年 9月30日止，

自大陸地區匯入筆數每日平均約12筆，匯入金額每日平均

約新臺幣201萬7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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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具體效益 

一、兩岸直接通郵效益： 

（一）擴大郵政服務範圍─增加開辦小包、包裹及快捷郵件及兩

岸郵政速遞（快捷）郵件等業務，滿足用郵大眾需求，有

助提升兩岸經貿往來的效益。 

（二）提高郵件時效性─兩岸郵件因利用海、空運直航運輸及增

加封發局，致郵遞時效提升。臺灣端封發局有臺北、高雄、

基隆、金門、馬祖等 5處；大陸端封發局有北京、上海、

廣州、福州、廈門、西安、南京、成都等 8處。因郵件運

送時間縮短，加速商業文件遞送時效，有助於廠商進出口

商品報關及通關之經濟效益。 

（三）增進兩岸郵政營運合作關係─就郵件的查詢，帳務結算等

業務的聯繫，均可經由雙方郵政單位辦理，回歸常態化經

營。 

二、兩岸雙向通匯效益： 

（一）兩岸郵政匯兌業務，由單向匯出大陸地區之匯兌業務，增

加自大陸地區匯入款業務，完成雙向通匯，提升匯款時效，

便利國人收受由大陸親友匯回國內之款項，滿足兩岸民眾

更便利之匯款服務需求，有助於海外資金之流入。雙方郵

政匯出及匯入款項，於電文發送次日即可匯入對方郵政帳

戶。 

（二）以兩岸郵局據點遍及都會區與偏遠鄉鎮地區優勢，提供兩

岸民眾更便利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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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含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金融部
分）－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 

提報單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壹、執行情形 

一、 建立兩岸金融業監理合作機制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於 98年 4月 26日完成簽署

後，金管會已於 98年 11月16日與陸方銀行、證券及保險三

監理機構分別簽署兩岸銀行業監理合作備忘錄、兩岸證券及期

貨監理合作備忘錄及兩岸保險業監理合作備忘錄，並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規定陳報行政院，經行政院

核定函請立法院備查後，於99年1月16日生效。 

二、 訂定兩岸金融往來許可管理辦法 

為因應兩岸金融三項合作備忘錄生效後開放兩岸金融市

場雙向往來之管理需要，金管會於99年3月16日修正發布「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及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及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等

三項管理辦法，開放兩岸金融業參股投資、銀行業互設分支機

構、證券期貨及保險業互設辦事處，並在辦法中訂有完備之事

前審查、風險控管及事後追蹤管理機制。 

三、截至目前為止，在銀行業部分，金管會已核准 11家國內銀行

赴大陸地區設立分(支)行(共 20件申請案)，其中 10家已開

業，並設有 6家辦事處；另金管會已核准 2家陸銀設立臺北

分行，並設立 2家辦事處。在證券期貨業部分，金管會已核

准 5家投信事業赴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其中 1

家已營業，另並有 12家證券商赴大陸設立 25處辦事處，2

家投信事業赴大陸設立辦事處。在保險業部分，金管會已核

准 9家國內保險業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其中 6家已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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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並設有15處代表人辦事處。 

貳、具體效益 

一、兩岸銀行業准入及開展業務之協商成果： 

（一）金管會已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中，為

國內銀行業者爭取到包括縮短辦事處升格分行及辦理人民

幣業務之等待期等較一般外資銀行更為優惠之經營條件，

期協助起步已晚之國內銀行業者能夠迅速拓展業務。截至

目前為止，已有4家國內銀行(兆豐銀行、臺灣銀行、玉山

銀行及臺灣企銀)在大陸設立甫滿 1年之辦事處升格分行

之申請案件獲金管會核准，其中兆豐銀行蘇州分行、臺灣

銀行上海分行及玉山銀行東莞分行均已開業。另一方面，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之臺北分行均已開業。 

（二）截至目前為止，國內銀行於大陸地區已有10家分行開業。

另金管會並已核准第一銀行申設成都分行、彰化銀行(昆山

分行)申設花橋支行、國泰世華銀行申設青島分行及(上海

分行)閔行支行、土地銀行申設天津分行、合作金庫申設天

津分行及(蘇州分行)高新支行、華南銀行申設上海分行及

(深圳分行)寶安支行。 

（三）金管會並與大陸地區銀行監理機構於 100年11月23日「兩

岸銀行監理合作平臺」第二次會議中達成共識：第一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彰化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華

南銀行等6家臺資銀行大陸分行，在 101年完成申請辦理

人民幣業務準備並符合大陸地區法規規定條件後，即可提

出申請，大陸方面將收件並儘快審核。6家國內銀行之大

陸分行均已向大陸地區金融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大陸臺資企

業人民幣業務；其中華南銀行深圳分行、彰化銀行昆山分

行及國泰世華銀行上海分行已獲陸方核准開辦，另第一銀

行上海分行已獲陸方核准籌辦。另兩岸銀行監理機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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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5月15日確認雙方共識，對於目前審核中的申請案

件，將在符合監理法規及審查程序之前提下，儘速完成審

核作業。 

二、在兩岸證券期貨開展業務之協商成果方面，金管會已在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中，為國內業者爭取到包

括在大陸申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給予適當便利。

截至目前為止，有7家國內投信事業向陸方提出申請QFII資

格，6家獲陸方證券監理機構核准資格並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5.7億美元；至於保險業部分，有8家國內保險業向陸方提出

申請QFII資格，皆獲陸方證券監理機構核准資格， 8家並取

得投資額度合計10億美元。 

三、在兩岸保險業准入及開展業務之協商成果方面，金管會已在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早期收穫計畫中，為國內保險業者爭取

到允許臺灣保險公司經過整合或戰略合併組成的集團，參照外

資保險公司市場准入條件(集團總資產 50億美元以上，其中任

何一家臺灣保險公司的經營歷史在 30年以上，且其中任何一家

臺灣保險公司在大陸設立代表處 2年以上)申請進入大陸市

場。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申請至大陸地區參股投資之申請案件

獲金管會核准。 

 
 
 
 
 
 

 



 18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貨幣清算 
提報單位：中央銀行 

壹、執行情形 

一、臺資銀行香港分行已可辦理人民幣業務 
（一）臺資銀行香港分行前因須與中國銀行(香港)簽署「清算協

議」，該「清算協議」中「內地」1定義涉一中問題，故未
能簽訂。 

（二）經中央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多次溝通，98年9月7日中國
人民銀行同意將「清算協議」之「內地」定義刪除。 

（三）至101年9月30日報備簽署「清算協議」之18家香港分
行，已全部開辦人民幣業務。 

二、兌換人民幣現鈔法制齊備  

99年7月13日中央銀行會同金管會修訂「人民幣在臺灣

地區管理及清算辦法」，將臺灣地區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拋補

業務及人民幣偽鈔之處理等納入規範。 

三、中國銀行(香港)直接提供臺灣地區人民幣新鈔 
（一）原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與美國銀行(BOA)供應之人

民幣現鈔，有供應不穩定、鈔券陳舊及成本較高等缺點。 
（二）經雙方多次溝通，同意由臺灣銀行、兆豐銀行之香港分行

與中國銀行(香港)分別簽署協議，直接供應人民幣現鈔。 
（三）自 99年 10月 26日起，臺銀、兆豐銀行已直接向臺灣地

區金融機構提供全新之人民幣現鈔。兩家銀行掛牌賣出人
民幣，每 2萬元人民幣，民眾約可節省兌換成本新臺幣
1,000元。 

四、至101年9月30日止，中央銀行共計核准224家金融機構所

屬 3,819家分支單位及 231家外幣收兌處辦理人民幣兌換業

務。 

貳、具體效益 
                                                 
1.「內地」定義為「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除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外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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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匯兌業務運作順暢 

目前兩岸間可透過美元進行匯款，並可經由臺灣地區銀行

在大陸之聯行或美國之聯行同業存款帳戶劃撥，款項交割之運

作方式與其他國家相同，相關運作順暢。 

二、建立兩岸建立貨幣清算機制 

為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中央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已於

101年 8月 31日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自簽

署日起 60天內，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後生效，中央銀行並於101

年9月 17日發布臺灣銀行（上海分行）膺選為新臺幣清算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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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為健全大陸船員管理制度，建立保證機制，使兩岸漁船船員

勞務合作秩序正常化，政府透過海基、海協兩會制度性協商，

於98年12月22日「第4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漁船

船員勞務合作協議」，建立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機制，維持

「境外僱用、境外作業、過境暫置」政策。協議簽署後，漁

船主僱用大陸船員需透過我方仲介機構向大陸經營公司要求

外派，透過兩岸經營主體（大陸經營公司及我方仲介機構）

簽訂勞務合作契約，以及漁船主與船員簽訂勞務契約，經營

主體需負起相對連帶保證責任，以保障船主與船員權益。透

過協議簽署，要求大陸方面外派船員應負起篩選責任，已確

實減少挾持、船員脫逃等不法情事發生。 

二、許可16家仲介機構及公告10家大陸指定船員外派經營公司 

農委會核准16家仲介機構，其中有臺灣省漁會、瑞芳、基隆、

馬祖及澎湖等 5家漁會，及遠洋鮪延繩釣漁船及遠洋魷漁船

等 2家公會，與凱聖漁業有限公司等 9家公司，受委託向大

陸經營公司引進大陸船員。 

三、船員引進及接駁 

（一）自99年3月21日協議生效後，近海漁船主依新制度透過

仲介機構引進之大陸船員累計9,448人次；101年9月30

日仍受僱人數為2,167人。 

 

（二）目前受僱我漁船主之大陸船員係持農委會核發之「大陸地

區漁船船員來臺履行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許

可證」搭乘大小三通直航客船來臺，至 101年 9月 30日

止農委會已核發5,704張來臺許可證，並已有5,611名大



 21 

陸船員搭乘直航客船來臺，另有6,177名大陸船員搭乘直

航客船返回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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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於98年12月22日第4
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並於99年3月 21日正式生效，提供兩岸農
產品貿易檢疫檢驗的聯繫溝通平臺。透過本協議可請中國大陸提供
輸入檢疫檢驗標準、程序、法規、技術交流及會商等，協助解決我
國農產品輸銷中國大陸之檢疫檢驗問題，另藉由考察參訪機制，讓
中國大陸瞭解我國之供果園登錄及安全管理體系，符合基準者，享
有便捷檢疫檢驗等快速通關優惠措施，對提昇我國外銷中國大陸農
產品之到貨品質，具有相當效益。 

一、建立官方業務聯繫機制 
至 101年9月30日止雙方已查詢、不合格案件通報、訊

息回覆及聯繫案件累計541件，包括不合格案件通報218件，
產品輸入及檢疫規定查詢 59件，業務聯繫案198件，以及訊
息回覆案 66件，對增進雙方業務的瞭解及解決業者貨物通關
問題有顯著助益。辦理6次工作會商。達成多項具體共識，由
雙方相關單位依權責落實推動。舉辦2次「兩岸農產品檢疫檢
驗研討會」，就雙方動植物檢疫檢驗監管等議題進行研討。 

二、協助處理臺灣輸銷中國大陸農產品之農藥殘留安全標準差異 

臺灣輸銷中國大陸農產品之農藥殘留安全標準，雙方同意

對中國大陸已經制定相應農藥殘留安全標準者，按中國大陸標

準執行；對中國大陸尚未制定者，可採用臺灣或 CAC標準作為

輸入檢驗依據。另，臺灣未來亦將針對新增品項（如米），陸

續提供相關試驗資料供中國大陸評估制定。 

三、協助推動臺灣鮮梨申請輸銷中國大陸品項 

自 100年12月起臺灣鮮梨可依「臺灣梨輸往大陸檢驗檢

疫管理規範」輸往中國大陸，成為我國第 23項准入中國大陸

之生鮮水果，截至 101年9月底計輸出 17,582公斤，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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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外銷成功開拓新興市場。 

四、協助臺灣優良畜禽產品申請輸銷中國大陸 

自100年2月1日起臺灣5家畜禽產品廠商之調製豬肉、

加工禽品及禽蛋，獲同意輸銷由北京、上海及廈門口岸輸銷中

國大陸，截至101年9月底已輸出45,017公斤至中國大陸。 

五、協助推動臺灣附帶土壤羅漢松順利輸銷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於 100年 10月來臺查核羅漢松產地檢疫作業，

同意我方業者可依「臺灣輸往中國大陸羅漢松工作計畫」輸

銷，截至101年9月底，輸出42批，計3,046株。 

六、協助推動臺灣稻米申請輸銷中國大陸品項 

自101年6月16日起臺灣稻米可依「臺灣大米輸往大陸植

物檢驗檢疫要求」輸往中國大陸，截至101年9月底計輸出

568,983公斤，為臺灣稻米成功開拓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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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一、內容 

（一）「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於 98 年 12 月 22 日簽

署，99年 3月 21日生效，透過該協議之運作，致力於新興科技

項目的標準合作、提升量測能量、排除貿易障礙及調和認證差

異，協助我產業布局中國大陸，取得競爭優勢，深耕中國大陸

內需市場，進而切入國際產業鏈關鍵位置，帶動產業升級，拓

展國際市場。 

（二）建立兩岸消費品安全訊息通報聯繫及協處機制，加強對不合格

消費品處理的溝通與協調，由陸方對我方查獲之中國大陸產製

不合格消費品進行源頭管理。 

二、績效 

（一）在產業服務部分，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建置「兩岸標準計量檢

驗認證暨消費品安全資訊網」（www.cs-smiac.cnfi.org.tw）及大

陸 3C強制性產品驗證查詢系統（www.china3c-search.tw），業者

可填寫「廠商諮詢表」，由該局透過本協議建立之溝通平臺，協

助解決產品輸銷中國大陸之標準及檢驗問題（計 90件）。此外，

為持續提供廠商最新法規變動資訊，已舉辦研討會 35場及完成

國產「玩具」、「紡織品」、「資通訊商品」及「數位電視機」等 4

類產品輸銷大陸商品檢驗指南手冊；已彙整完成「中國大陸 LED

道路／隧道照明產品節能認證」指南；101年底預定完成「工具

機械」及「家用電器」檢驗指南各 1本。 

（二）自協議生效至 101年 9月 30日止，我方已通報中國大陸 536件

不合格消費品案件，陸方已完成調查及處理回復計 460 件，並

對中國大陸製造商採取禁止出口或加強監管等措施，有效達成

源頭管理之目標。通報案件以「玩具」（52%）及「耐燃建材及

木製板材」（23%）居多，陸方已強制要求依我玩具標準 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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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7檢驗後方能出口我方，不合格情形已改善，自 99年辦理通

報以來，進口玩具不合格率自 99 年的 2.74%下降至 100 年的

1.85%，另進口耐燃建材及木製板材不合格率自 99 年的 3.16%

下降至 100年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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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提報單位：經濟部(貿易局) 

 

一、ECFA早期收穫計畫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計畫已於 100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降稅，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亦已於100年1月1日前全面實

施。 

二、ECFA貨品貿易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成果 

(一)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101年 1至 8月自臺灣進口總額為

822.36億美元。陸方給予我方早期收穫清單內貨品之進口額約

為130.4億美元，其中約52.8億美元已適用優惠關稅，獲減免

關稅約 3.3億美元，累計 100年 1月至 101年 8月獲減免關稅

約4.53億美元。  

(二)另依據我國海關統計，101年1至8月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值總

計約為 271.96億美元。ECFA早收清單貨品進口值總計約為

32.31億美元，其中約 9.51億美元已適用優惠關稅，關稅減免

總計 3,570萬美元，累計 100年 1月至 101年 8月獲減免關稅

約5,846萬美元。 

(三)ECFA原產地證明書101年1至9月累計核發45,841件，總金額

約 67.22億美元，其中農產品 882件，1,766萬美元，工業產品

44,959件，67.05億美元。 

三、ECFA服務業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成果 

(一)金融服務業(延續「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MOU)」) 

1.銀行業部分，金管會已核准11 家國內銀行赴中國大陸設立分

行，其中10家已開業(土銀—上海、合庫—蘇州、一銀—上海、

華南—深圳、彰銀—昆山、國泰世華—上海、中國信託—上海、

兆豐－蘇州、臺銀－上海、玉山－東莞），並設有 6家辦事處 

2.證券期貨業部分，已有12家證券商赴中國大陸設立25處辦事

處，2 家投信事業赴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並核准 5家投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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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赴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其中1家已營業。另截

至目前為止，有 6家國內投信事業獲陸方證監會核准 QFII資

格，均獲中國大陸外匯管理機構核准投資額度，合計5.7億美

元；至於保險業部分，有 8家國內保險業獲陸方證監會核准

QFII資格，並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10億美元。 

3.保險業部分，金管會已核准 9 家國內保險業赴中國大陸參股

投資，其中6家已營業，另並設有15處代表人辦事處。 

4.金管會已核准2家陸銀設立臺北分行，並設立2家辦事處。 

(二)非金融服務業 

1.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100年 1月∼101年 8月屬

於ECFA服務業早收清單中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為53件，投

資或增資之金額約為 1,876萬美元，其中以產品設計業（共

29件）最多；我方核准赴中國大陸投資涉及ECFA服務早收項

目計228件，投資或增資金額約3.2億美元，以電腦軟體設計

業（共119件）最多。 

2.中國大陸首家臺商獨資醫療機構、臺灣聯新國際醫療集團「上

海禾新醫院」101年6月26日開幕，上海禾新醫院係ECFA簽

訂後核准設立的第一家臺商獨資醫療機構，投資金額約2,357

萬美元。 

 

3.我方迄今共有 8部臺灣電影片依據ECFA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

畫，申請通過陸方廣電總局審批，其中6部已在中國大陸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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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9月ECFA早收農產品外銷大陸與100年同期比較統計表 
101年10月5日 

出口量(公噸) 出口值(千美元) 
我國關

切產品 
101年 

(1-9月)                                                               

100年 

(1-9月) 
增減量 

增減比率 

(%) 

101年 

(1-9月) 

100年 

(1-9月)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 

活石斑

魚 
8,734.20 5,514.16 3,220.04 58.40 93,924.20 72,521.60 21,402.60 29.51 

生鮮、

冷藏烏

魚 

－ － － － － － － － 

※冷凍

秋刀魚 
17,627.94 3,693.36 13,934.58 377.29 10,093.70 2,782.90 7,310.80 262.70 

冷凍虱

目魚片 
8.59     2.11 6.48 307.06 19.20 10.70 8.50 79.44 

生鮮甲

魚蛋 
1,169.59 928.64 240.95 25.95 3,441.60 3,548.60 -107.00 -3.02 

文心蘭

切花 
1.80 3.13 -1.33 -42.51 10.60 26.40 -15.80 -59.85 

金針菇 
22.50 150.27 -127.77 -85.03 11.40 83.70 -72.30 -86.38 

香蕉 
585.47 1,205.57 -620.11 -51.44 557.20 874.00 -316.80 -36.25 

柳橙 435.55 250.13 185.42 74.13 353.10 176.30 176.80 100.28 

檸檬 
     1.06 0.18 0.88 486.11      2.60 0.50 2.10 420.00 

哈蜜瓜 
1.54 1.89 -0.36 -18.77 17.80 2.30 15.50 673.91 

紅龍果 21.09 3.35 17.74 529.27 37.00 6.40 30.60 478.13 

茶葉 
418.61 503.34 -84.73 -16.83 7,444.50 6,953.00 491.50 7.07 

合計 
29,027.92 12,256.12 16,771.80 136.84 115,912.90 86,986.40 28,926.50 33.25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101年9月為初步值。 

※秋刀魚因海外捕撈後直接外銷至國外港口後，再向農委會漁業署申報資料，以往該署於1至2個月彙送海關，

101年調整為3個月統一彙報，比較基礎有時間落差，無法反應實際當月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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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提報單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一、建立聯繫窗口，通報不安全食品資訊，將問題產品阻絕境外 

（一）依據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兩岸已建立制度化食品安全聯繫窗口，

雙方目前已確實依我方所擬「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快速通報作業

要點」，針對邊境查獲不合格食品資訊、民眾高度關切議題及其

他高風險產品與兩岸食品中毒事件資訊，及雙方關切之「食品

添加物標準」之增修訂內容，即時通報相關資訊，以利兩岸主

管機關就相關事件預作因應及處理，並有效將問題產品阻擋於

境外。 

（二）有關雙方相互通報不安全食品訊息一節，依照衛生署的統計，

迄 101年 9 月底止，已達 925件，通報項目包括自大陸進口的

白木耳農藥殘留、鮑魚檢出禁用動物用藥等案件。其中陸方食

品主要不合格原因主要為農藥殘留問題，除已有效阻隔於境

外，並於邊境加強抽批，同時將我方相關管理法規資料提供陸

方，要求陸方採取改善措施，務使出口之產品符合規定。 

（三）衛生署並彙整大陸輸臺不合格食品之通報資訊，就風險較高者

研擬適當的管制措施，請陸方加強監管，俾使輸出之產品符合

我方規定。以 98年 3月至 100年 8月底，大陸輸臺不合格食品

之案件，統計以白木耳產品檢出農藥殘留頻率最高，該署即於

100年 9月「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進出口食品安全第 2次會

議」中，促請陸方加強監管及提出具體改善措施。目前，白木

耳等產品已未在邊境查驗時發現農藥殘留不符規定，強化輸臺

食品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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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業務交流，瞭解兩岸食品安全規範之差異，促進兩岸食品貿

易往來 

（一）兩岸衛生主管機關每年定期舉辦專家會議及學術研討會，對兩

岸食品安全法規、管理架構、檢驗系統及進出口監督體系等事

項，進行實質而專業的討論，至今達成多項具體共識，包括在

塑化劑事件處理期間，透過雙方主管機關合作追溯不合格產

品，也協助臺灣廠商解決輸陸食品通關障礙。而各項議題之研

討會，也協助生產業者與食品廠商瞭解兩岸食品安全規範之差

異，強化兩岸食品安全管理與兩岸食品貿易往來。 

（二）以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為例，針對臺灣可輸銷大陸之 22

項水果，因大陸尚未有相關標準，衛生署於 99年 4月第三屆「海

峽兩岸食品安全業務主管部門專家會議」中，促請陸方增(修)

訂該 22項水果之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陸方已同意初步規

劃於 3 年內，將現有之 807 項標準增加至 7,000項，並同意將

優先訂定臺灣水果之農藥殘留安全標準。且在完成訂定相關標

準之前，陸方原則同意儘快採行臨時性管理措施，並將臺灣提

供之安全標準作為臨時性管理措施之重要技術依據。 

（三）另為保障兩岸民眾對藥食兩用中藥材之食用安全，雙方業務主

管機關亦於前述 99年 4月之會議中，針對「藥食兩用中藥材殘

留農藥容許量管制規範」進行交流討論，雙方同意將加強供食

品使用中藥材栽種時使用之農藥種類、管理方式及管理權責等

資訊相互交流。陸方亦同意，就臺灣邊境查驗農藥殘留量不合

格率高之藥食兩用中藥材，包括白木耳、菊花及枸杞等，加強

源頭生產端農藥使用之管理。 

三、積極處理兩岸重大食品安全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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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0 年 5 月間我方發生食品遭塑化劑污染事件，兩岸主管機關

即經由協議窗口，相互通報問題產品流向，事件處理期間，我

方計向陸方通報 17次，共涉及 60件產品；大陸衛生部也向我

方就本案處理情形通報 4 次；大陸質檢總局則就入境口岸實施

檢驗檢疫時，針對我方產品塑化劑含量判定不合格訊息，計向

我方通報 30次，共涉及 73件產品。 

（二）經我方採取積極有效處置措施，使本事件迅速獲得全面有效控

制，並將相關處理情形通報陸方，已促使陸方解除對我輸陸產

品之輸入限制，恢復正常通關作業。 

（三）有關三聚氰胺事件求償協處事宜，鑒於三聚氰胺求償案件，係

屬跨境民事糾紛，涉及不同法域之法規適用，與相關證據之蒐

集、採認，程序雖較為繁雜而冗長，經過兩會居間協調，目前

已依各廠商情形區分協處方式，獲致階段性的協處進展，包括

協調陸方廠商同意在我方貨物銷毀的基礎上，研議還款事宜；

協助我方廠商赴陸與大陸廠商進行溝通，針對具體賠償方案交

換意見，並持續協調安排下一輪溝通事宜。近期亦已協助我方

廠商，前往大陸實地瞭解大陸廠商破產情況，取得所需法律文

件資料。政府將在現有協處的基礎上，持續促請大陸方面積極

督促其廠商負責妥善賠償事宜，協助廠商儘早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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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提報單位：法務部 

自 98年 6月 25日「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生

效後，雙方業已建立制度化協處機制，協助緝捕與遣返刑事犯及刑事

嫌疑犯，以共同防制各類不法犯罪。此外，本協議也建構兩岸民、刑

事的司法互助體制，雙方相關機關可透過司法文書送達、調查取證、

罪犯接返等方式，協助進行犯罪之偵辦、追訴與審判，有效確保兩岸

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截至目前為止，本協議執行成效如下： 

一、共同打擊犯罪 

（一）透過協議協處機制，陸方已遣返我方刑事犯及刑事嫌疑犯 211

名，包含：具指標性之外逃通緝犯，如彰化縣議會前議長白○

○、前法官李○○、張○○及前立法委員郭○○、重大槍擊犯

陳○○、前交通部秘書宋○○等人，彰顯法網恢恢、疏不而漏

的精神，也讓不法之徒不再心存僥倖。 

（二）我方相關機關與大陸主管部門進行交換犯罪情資，合計破獲 65

案，包含詐欺、擄人勒贖、毒品、殺人、強盜及侵占洗錢等，

逮捕嫌犯 4,335人，茲說明重點如下： 

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大陸公安單位交換犯罪情資，

50件 4,268人，包括詐欺犯罪 37件 4,210人、擄人勒贖犯

罪 5件 29 人、毒品犯罪 4件 21人、殺人犯罪 2件 2人、

強盜犯罪 1件 3人、侵占洗錢犯罪 1件 3人。 

２、法務部調查局與大陸地區公安單位交換情資，共同偵辦破

獲 10件跨境走私毒品犯罪，查獲海洛因毒品 295公克、安

非他命 25 公克、愷他命 1,281 公斤，搖頭丸 14 公斤，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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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嫌犯 32人。 

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大陸地區公安單位交換情資，共同偵

辦破獲 5 件跨境走私毒品犯罪，查獲愷他命 790.2 公斤，

逮捕嫌犯 35人。 

（三）經由兩岸警方聯手破獲多起跨境詐騙犯罪集團，臺灣地區之全

般（含電信、網路）詐欺案件發生數由 98 年度 38,802 件、99年度

28,494件（99年較 98年減少 26.57%）減少至 100年度 23,896件（100

年較 99年減少 16.1%）；而受害金額從 98年度 102.7 億元、99年度

61.1 億元降至 100 年度 49.88億元，展現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

具體成果。 

（四）100 年 2 月涉及跨境電信詐騙犯罪案件遭菲律賓遣送至大陸之

14名國人，透過協議協處機制，該等嫌犯已於同年 7月 6日自

大陸遣返回臺，面對相關的司法程序。 

二、司法互助 

（一）截至 101年 9月底止，雙方相互提出之司法文書送達、調查取

證等案件逾 2 萬 3,600 件，其中兩岸相互送達司法文書逾 2 萬

3,200件。 

（二）有關受刑人接返部分，我方已於 99年 4月、100年 7月及同年

9 月間，成功接返在大陸地區受刑事裁判確定人馮○○等 6 名

國人。 

（三）依刑事局統計，目前陸方通報我方民眾在大陸人身自由受限制

案件 1,957 件，涉及之刑事案件主要類型有詐騙、走私、危險

駕駛、毒品（含販毒、吸毒）及交通肇事等。 

（四）透過協議制度化協處機制，不僅確保兩岸訴訟案件的通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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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送達等互助事項，同時，藉由政府相關機關的協助，我方民

眾更可以人道探視在大陸地區受監禁之國人。 

三、結語 

兩岸已簽署 18項協議，相較其他協議，本協議之民意滿意度

尚為最高，且此協議簽署迄今已三年餘，執行成效良好，協議相

關機關將持續推動深化協議互助事項，以積極提升成效，維護民

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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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9月份執行成效簡表 

  
項次 互助事項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人員遣返 我方遣返 4人予陸方（陸方共提出 7

件） 
陸方遣返 211人予我方（我方共提出
708件） 

含前彰化縣議長白○
○、前立委郭○○、前
交通部機要秘書宋○
○、前法官李○○及張
○○、殺人通緝犯陳○
○、重大經濟罪犯劉○
○及楊○○、擄人勒贖
犯何○○，及臺中槍擊
案 嫌 犯 黃 ○ ○      
等。 

情資交換 我方請求 1,730件（陸方回復 773件， 
完成率為 44.68%） 
陸方請求 570件（我方回復 509件，
完成率為 89.30%） 

 二 

兩岸合作
破獲案件
數 

雙方相關機關已合作偵破詐欺、擄
人勒贖、毒品、強盜等計 65案，逮
捕犯罪嫌疑人 4, 335人。 

其中兩案偵破電信詐
欺犯罪 37 案，緝獲嫌
犯 4,210人。 

三 文書送達 我方請求 20,909件（陸方完成 18,864
件，完成率為 90.22%） 
陸方請求 2,314 件（我方完成 2,055
件，完成率為 88.81%） 

 

四 調查取證 我方請求 387件（陸方完成 209件，
完成率為 54.01%） 
陸方請求 66件（我方完成 42件，完
成率為 63.64%） 

 

五 罪犯接返 我方請求 352件（已接返 6 人，完成
率為 1.70%） 

陸方迄今尚未提出接
返請求 

六 重要訊息
通報 

我方通報陸方 795件 
陸方通報我方 1,998件 

 

七 業務交流 我方至陸方 108團（次） 
陸方至我方 77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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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於 99年 6月29日在重慶

舉行的第5次江陳會中完成簽署，並於同年9月12日生效，重要執行

成效如後： 

一、兩岸相互承認優先權部分 

（一） 有關相互承認專利、商標及植物品種權之優先權，在兩岸進行

多次的溝通與努力後，已自 99年11月22日開始受理，且得

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為99年9月12日協議生效以後之首

次申請案。 

（二） 兩岸相互承認優先權之主張，以主張專利優先權為最大宗，國

內企業赴大陸申請專利案件 100年計 22,433件，商標案件計

7,214件，其中專利案大部分為半導體、通訊及電子等高科技

產業；大陸企業來臺申請專利案件100年為1,478件，商標案

件為1,968件。 

（三） 相互受理優先權之主張後，將可避免因在兩岸申請專利先後的

不同，於前後兩個申請日之間，被第三人不法搶先申請，特別

是技術研發密集度高、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產業如手機、面板或

LED等，在專利權利保護上較為周延。截至目前為止，相互受

理優先權主張之件數(參見附表)： 

1. 大陸受理臺灣優先權主張：至101年6月30日止，專利共7,257

件，商標65件。 

2.臺灣受理大陸優先權主張：至101年6月30日止，專利共4,925

件，商標238件。 

二、協處機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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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高協處機制執行成效，智慧局除訂定兩岸商標協處作業要

點及協處流程圖外，並提供協處案件受理電子信箱、聯繫窗口

及諮詢電話，接受以電話、電子郵件及書面方式申請協助，以

簡便迅速方式提供服務。 

（二） 自協議生效起至101年9月底止，我國人民的智慧財產權在大

陸遭受侵害或在大陸申請保護的過程遭遇困難，向智慧局請求

協處的案件總計253件，其中以商標占多數計231件(詳如附表)。

透過協處機制協處成功的案例，例如在臺灣頗具知名度的「MSI

微星科技」、「台銀」、「台? 生技」等商標在大陸遭惡意搶

註事件，已加速獲得解決。另外，「台灣優良農產品CAS」、

「台灣有機農產品CAS ORGANIC」證明商標申請案，因為涉及

維護農民重大權益之公益需要，透過協處機制請大陸商標局優

先加速審查，已於100年1月起陸續獲准註冊。 

（三） 對於請求協助案件的處理，智慧局均具體掌握請求協處人所遭

遇的困境，並依大陸相關商標法令及審理標準規定，指導請求

協處人正確引用法條及檢附必要事證，若尚有其他救濟途徑，

亦會給予適當的建議及提供法律協助，讓請求協處者能夠順利

獲得權利救濟，解決問題。 

（四） 有關是否進行通報，其處理原則為我國廠商依大陸法律規定申

請註冊或維護權利之過程中，遇有不合理對待或違反法律適用

原則等情事，且案件尚係屬於大陸行政機關者，得向智慧局請

求協處，經智慧局審認相關事證，確有該等情事時，再通報大

陸協助處理。 

三、著作權認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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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推動由臺灣影音產業協會辦理著作權認證部分，社團法人

臺灣著作權保護協會（下稱TACP）已自99年12月16日起，正式

為臺灣影音製品進入大陸市場進行著作權認證工作，大大縮短

臺灣業界進軍大陸市場的時間，從原來需耗時數月縮短為數

日，對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極有助益。 

（二） 截至101年9月30日為止，TACP接受臺灣影音業者請求認證

的案件，錄音製品289件，影視製品13件。(參見附表) 

四、植物品種權方面 

（一） 有關植物品種權保護，自協議簽署生效後，兩岸業已相互受理

審查，雙方主管機關亦積極推動法律法規及侵權執法等具體工

作規劃及方案，並強化品種權業務、技術及研討等交流活動。

目前我方業有6個蝴蝶蘭品種及2個補血草屬品種向陸方提出

品種權申請，其中蝴蝶蘭品種有3件主張優先權。 

（二） 至於在協商新增公告保護之植物種類，我方請陸方優先公告提

出之朵麗蝶蘭、文心蘭、印度棗、鳳梨、番石榴、等 5個品項，

雙方同意先加強相關技術交流。 

五、成立工作組並順利開始運作 

（一） 協議生效後，雙方已成立「專利」、「商標」、「著作權」和「品

種權」4個工作組，透過每年定期舉辦工作會晤的方式，就雙

方主管機關關切的事項與問題進行討論，並尋求共識，運作相

當順暢。 

（二） 100 年並已分別於 6 月、7月及 8月召開商標、專利及著作權

工作組會議，就兩岸官方主管與關切的議題進行討論，包括如

何加強協處機制之成效、未來工作組運作方式、未來審查實務

優先交流面等，並達成若干共識。品種權工作組會議則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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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8日至 9日召開，雙方同意每年輪流召開 1次兩岸植物

品種權工作組會議，並依實際需要不限形式及次數舉辦研討與

技術交流。 

六、交換資訊方面 

目前雙方之資料交換作業順暢，大陸已如期提供之資料包括

專利說明書影像檔、英文專利摘要、專利說明書全文數位化資料、

專利公報、中藥專利資料庫、中文法律狀態、中草藥資料庫、知

識產權圖書等。臺灣則已提供專利摘要、全文數位化資料、法律

狀態、科技名詞和生技醫藥中草藥資料庫等資料，有助增進彼此

間業務的了解。 

七、結論 

透過協議建立主管機關直接的溝通平臺與協處機制，加強兩岸

的交流與相互瞭解，有助於更瞭解大陸執行的有效性，並更有效落

實我國人民智慧財產權在大陸的保護。我方協議主管機關除持續定

期檢視協議的執行成效外，並會更加隨時注意輿情報導與人民的關

切，適時召開小組會議討論與回應，對於涉及大陸法制及實務執法

問題，亦將視情況透過前揭工作組會議進行溝通及討論。 

八、附表 

（一）、兩岸相互承認優先權部分 
單位：件 

大陸受理臺灣優先權主張 

專利 7,257 

商標    65 

臺灣受理大陸優先權主張 

專利 4,925 

商標   238 
註：統計期間自99年11月22日至101年6月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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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處機制部分 

單位：件 
項目 商標 著作權 專利 總計 

請求協助之總數 231 15 7 253 
1 進行通報尚未完成協處者 98 2 0 100 
2 經通報完成協處者 47 12 2 61 
3 僅法律協助未通報協處者 86 1 5 92 

註：統計期間自99年9月12日起至101年9月底止。 
（三）、著作權認證部分 

單位：件 
著作權認證案件數 

錄音製品 289 
影視製品  13 
合計 302 

註：統計期間自99年12月16日起至101年9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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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一、建立聯繫窗口，召開工作組會議，積極推動落實協議 

（一）為保障兩岸民眾健康安全與消費者用藥權益，並兼顧國內醫藥

生技產業的發展，兩岸已於 99年 12月 21日第 6次「江陳會談」

中，簽署本協議。嗣協議於 100年 6月 26日生效後，兩岸衛生

主管機關即於同年 8月 1 日至 2 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工作組會

議，就傳染病防治、醫藥品安全管理及研發、中醫藥研究與交

流及中藥材安全管理、緊急救治等合作領域，建立對口的工作

平臺及制度化聯繫管道，以利進行資訊交換、緊急事件即時通

報及處置等事項。 

（二）目前陸續由傳染病防治暨檢驗檢疫、中藥材安全管理、醫藥品

安全管理及研發等工作組，分別召開會議及舉辦研討會，就雙

方管理法規及組織架構、檢驗技術及標準、通報系統與重點工

作推動時程，進行意見交換，積極落實協議。 

二、即時通報疫情、重大意外及藥品安全資訊，保障國人生命健康 

（一）兩岸並已依協議內容，交換疫情統計資料（如大陸發生民眾感

染小兒麻痺、H5N1禽流感、55型腺病毒等疫情資料），我方得

以即時掌握大陸疫情資訊，將更有效維護民眾之健康安全。 

（二）對於國人在大陸地區發生重大意外事故，即時提供緊急救治措

施，並相互通報傷患資訊（如 100 年 8 月國內旅行團在大陸長

白山及 100年 10月大陸觀光客在蘇花公路、101年 2月大陸交

流團在花蓮分別發生車禍等重大意外事件，即時相互通報傷患

資訊），使國人生命健康更有保障。另，陸方就 101 年 6 月 24

日雲南省及四川省交界發生地震，通報我方旅客受傷情形，本

案雖屬個案事件，未達通報標準，但顯見陸方已重視並運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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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所建立之通報機制。 

（三）另對於兩岸醫藥品的安全管理協處機制，衛生署針對 101 年 4

月間媒體報導，大陸不肖廠商以皮革鞣製之剩餘工業明膠製造

藥用膠囊，其黑心膠囊殼含鉻超標百倍之情形，依據「海峽兩

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與陸方聯繫，瞭解掌握問題膠囊流向相

關資訊，並發布新聞對外說明，以維護我民眾健康安全。 

三、落實協議內容，推動大陸輸入中藥材源頭管理機制，維護國人用

藥安全 

鑒於國人使用之中藥材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衛生署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紅棗、黃耆、當歸、甘草、地黃、川芎、茯苓、白芍、

白? 及杜仲等10種進口量較大之中藥材，於邊境進口時，業者應

檢附合格之檢驗證明文件，證明所申請進口之中藥材業經檢驗符

合國內異常物質限量標準。藉由中藥材邊境管理把關措施之實

施，將不合格物品阻絕於境外，確保民眾用藥安全。經統計至 101

年 9月 3日止，共受理 69件中藥材報驗通關案（其中由中國大陸

輸入前揭 10 種藥材之總進口量為 358,902 公斤），其檢附之檢驗

證明文件，均符合我國限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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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提報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一、 原能會成立「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推動小組」，並確定   

我方核電安全及事故通報業務窗口，以進行核安協議生效後各
項工作之規劃與推動。 

二、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第 1次工作組會議，已於 8
月 14至 16日假大陸吉林省長春市舉行，分別就雙方聯繫主
體、資訊交換與通報單內容、臺灣核安 18號演習通報測試演
練及後續工作業務交流會議、參訪及研討會辦理方式等進行
商討，並達致初步共識。 

三、 依據「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合作範圍第 8項核電廠
事故緊急通報，雙方聯繫窗口已於 101年 9月 4日核安第 18
號演習日進行通報測試演練，過程順利。 

四、 依據「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合作範圍第 8項核電廠
事故緊急通報，以及雙方第一次工作組會議決議-兩岸未來每
季（1月、4月、7月、10月）以傳真方式，分由雙方輪流執
行一次緊急應變通聯測試，101年 10月 2日兩岸已順利完成
首次通聯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