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衛所訊 第 11 期 

 
 

   第 11 期 

  102 年 7月 15日出刊 

 

發行人：蔡向榮                            地址：25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376號 

出版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電話：02-26212111 傳真：02-26225345 

創刊日期：101年 9月 15日                 網址：http://www.nvri.gov.tw/index.aspx 

目錄 

疫學研究組 ....................................................... 1 

辦理農民學院「102年度豬隻疾病及衛生防疫進階選修訓練班」 .......... 1 

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林科院參訪本所 ................................. 3 

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參訪本所 ............................. 4 

辦理第 826 次學術研討會 ........................................... 6 
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講授獸醫流行病學課程 .... 7 

豬瘟研究組 ....................................................... 8 

赴口蹄疫非結構蛋白（NSP）抗體陽性豬場訪視 ........................ 8 
赴口蹄疫抗體偏低豬場輔導 ......................................... 8 
參加「口蹄疫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第十次檢討會議」記要 ................ 9 

檢定分所 ........................................................ 10 

102年動物用藥品 cGMP規範教育訓練 ................................ 10 

秘書室 .......................................................... 11 

家庭節電小撇步（上） ............................................ 11 

人事室 .......................................................... 13 

辦理 102 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 13 

政策推廣 ........................................................ 14 

政令宣導 ........................................................ 16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農業的契機與影響－農委會國際處 ............. 16 
6 月 21 日全面落實新食管法－行政院衛生署 .......................... 20 

土石流防災 3 大訣竅－農委會 ...................................... 21 

 



畜衛所訊 第 11 期 

1 
 

疫學研究組 

辦理農民學院「102 年度豬隻疾病及衛生防疫進階選修訓練班」 

102年 6月 4至 6日於本所獸醫試驗中心 1樓會議室辦理農民學院「102年

度豬隻疾病及衛生防疫進階選修訓練班」，邀請中興大學李維誠教授、林正忠教

授、台灣動科所陳世平副所長、中國文化大學動科系羅玲玲主任、正鋼種豬場

李坤達場長、本所李淑慧組長、林有良組長及鍾明華博士講授重要豬隻疾病介

紹、育種管理、生物安全計畫、生產醫學與新式飼養技術概念及產業人士經驗

分享，養豬農民及相關獸醫學員共計核選 30人參加。 

 

 

圖 1、農民學院-豬隻疾病及衛生防疫進階選修訓練班全體學員合照留
影。前排由左 3至右分別為鍾明華博士、本所蔡向榮所長、李淑慧組
長及動科所陳世平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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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特別邀請之授課講師。上排由左至右為李淑慧組長、林有良組
長、鍾明華博士及李維誠教授；下排由左至右為林正忠教授、陳世平
副所長、羅玲玲教授及李坤達場長。 
 

圖 3、課程講授、實習及學員與講師討論等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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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林科院參訪本所 

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林科院趙文雄院長（Mr. TRIEU Van Hung）等一行 13

人於 102年 6月 10日下午參訪本所，由本所鄭秀蓮副所長代表接待，並於本所

綜合研究大樓 310會議室播放簡介，並與各組組長討論相關研究、學術經驗交

流及未來台越學術合作等議題，並於會後參觀各組業務。本次參訪貴賓及本所

同仁共計 21人參加。 

 

 

圖、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林科院參訪團與本所同仁合照留影。本所鄭
秀蓮副所長（前排左 3）、李淑慧組長（前排左 2）、林有良組長（後
排右 1）、涂堅組長（後排右 2）、黃天祥組長（後排右 3）及越南農業
暨農村發展林科院趙文雄院長（前排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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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參訪本所 

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邀請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趙增連副司長等一行 23人於 102年 6月 17日參訪本所，由防檢局企劃組林鴻

志組長、許玫綺科長與黃慧娟技正陪同，本所鄭秀蓮副所長於綜合研究大樓 310

會議室代表接待，進行本所業務簡介及與各組組長討論相關研究及防疫議題，

並建議未來能增加學術及疫情資訊交流機會，本次參訪貴賓及本所同仁共計 33

人參加。 

 

 

圖 1、本次參訪長官。本所鄭秀蓮副所長（左上）、防
檢局企劃組林鴻志組長（右上）、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
驗檢疫總局趙增連副司長（左下）及中國質檢總局食
品局畢克斯副司長（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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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所鄭秀蓮副所長（左）與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趙
增連副司長（右）互贈紀念品及合影。 
 
 

圖 3、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一行與各組組長學術及研究交
流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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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26 次學術研討會 

本所於 102 年 6 月 19 日舉辦第 826次學術研討會，由林育如助理研究員、

黃春申助理研究員及陳燕萍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鴨病毒性肝炎單株抗體之製

備」、「2012年草食動物牛型分枝桿菌基因分型之研究」及「雛鵝早期免疫水禽

小病毒試驗與赴美國參加國際基礎獸醫流行病學訓練課程報告」，獸醫相關人員

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35人參加。 

 

 

圖、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李淑慧組長（A）及報告人員（B：
林育如助理研究員；C：黃春申助理研究員；D：陳燕萍助理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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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講授獸醫流行病學課

程 

本所於 102年 6月 27日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

在綜合研究大樓 310會議室講授獸醫流行病學課程「單元 4- Epidemiologic Study 

Designs I」，課程中除講授流行病學種類（敘述性流行病學、分析性流行病學及

實驗性流行病學等），教授及演練流行病曲線繪製方法（時間及病例數關係圖，

前後須留 2倍潛伏期時間），並請本所陳麗璇助理研究員提出狂犬病疫苗施打與

中和抗體力價之相關性分析資料及進行討論，本次課程共有 15人參加。 

 

圖、流行病學單元 4- Epidemiologic Study Designs I之上課情形。左
上為蔡宜倫助理教授，右上為陳麗璇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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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研究組 

赴口蹄疫非結構蛋白（NSP）抗體陽性豬場訪視 

本所豬瘟研究組鄧明中副研究員於 102年 6月 14日赴台中市偕同台中市動

物保護防疫處同仁前往烏日區訪視 NSP陽性豬場，俾便了解該等豬場豬隻是否

出現黑腳蹄病變。由於該場剛購入仔豬，且餵飼豬隻的餿水並未經煮沸，該場

畜主又兼職經營載送其他豬場肉豬至肉品市場的運輸工作，因此，推測該場發

病的可能原因，包括引進仔豬、餵飼餿水、運輸車輛及人員等因子。呼籲所有

養豬業者，務必建立並執行個自豬場的生物安全計畫，最好不要兼職與接觸豬

隻有關的產業，以利個自豬場的防疫成效。 

赴口蹄疫抗體偏低豬場輔導 

102年 6月 6日及 24日分別接獲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電話洽詢本所豬瘟研

究組派員協助該所輔導口蹄疫抗體偏低豬場，藉以改善該等豬場的口蹄疫免疫

成效。該日由本所黃有良助理研究員偕同防疫所同仁赴該縣虎尾鎮王君、麥寮

鄉林君、二崙鄉顏君與廖君豬場就當時疫苗施打時所見情形與疫苗保存現狀給

予改善建議。並請畜主務必依防疫規定，確實執行口蹄疫疫苗免疫注射及依規

定填報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落實各項自衛防疫措施，以防口蹄疫病毒入

侵。 

  

圖 1、雲林縣虎尾鎮王姓豬場豬隻施打
口蹄疫疫苗豬隻聚集情形。 

圖 2、雲林縣麥寮鄉林姓豬場豬隻施打
口蹄疫疫苗後疫苗溢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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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口蹄疫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第十次檢討會議」記要 

102年 6月 24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假該局 8樓 801會議

室召開「口蹄疫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第十次檢討會議」，本次會議由防檢局張淑

賢局長主持，全國各地防疫機關及畜牧產業相關單位（養豬協會、養鹿協會及

中央畜產會等）均派員參加，本所則由蔡向榮所長與豬瘟研究組王 羣助理研究

員與會。本次會議主要是探討豬瘟及口蹄疫疫苗注射及防疫措施執行進度，部

分口蹄疫抗體力價或注射率不佳之縣市防疫單位均在此會議中詳細說明其原因

以及解決之道。除此之外，對於口蹄疫疫苗申購、保存以及施打等相關議題亦

極為熱烈討論。由於此會議所討論之議題與後續之豬隻防疫工作息息相關，參

與會議有助於掌握口蹄疫的防疫現況。 

 

  

圖 3、雲林縣二崙鄉顏姓豬場豬隻口蹄疫
疫苗施打情形。 

圖 4、雲林縣二崙鄉廖姓豬場豬隻口蹄
疫疫苗施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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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分所 

102 年動物用藥品 cGMP 規範教育訓練 

本所檢定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舉辦 102年動物用藥品 cGMP規範教育訓

練，邀請台灣藥物品質協會陳建輝顧問分別於 6月 19日講授「動物用藥廠 cGMP

查核作業-分析方法查核」及 6月 26日講授「動物用藥廠 cGMP查核作業-微生

物查核」課程，兩場共計 150名學員參加，學員來自中央及地方縣市政府人員

及國內動物用藥廠人員，報名情形相當踴躍。課前問卷調查學員課程需求，並

統計分析結果再與講師討論課程內容。講師講授能力及實際經驗獲得學員的讚

賞，學員發問之問題，講師均給予完整的答覆。課前與課後測驗比較分析出學

員對於授課內容均有顯著的了解，問卷調查課程整體滿意度，均有 9成以上，

有些學員並提供良好的建議，作為未來課程規劃的參考。 

 

 

  

圖 1、講師陳建輝顧問授課情形。 圖 2、學員上課認真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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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家庭節電小撇步（上） 

每年夏季由於用電量激增，為滿足用電需求並反映供電成本，所以每年 6

至 9月實施「夏月電價」。夏月電價已於 6月 1日啟動，民眾要省荷包，最好還

是落實日常生活省電。 

據台電表示，每月用電量在 120度以下部分的單價與「非夏月電價」相同，

都是每度 2.1元，其餘級距都比「非夏月電價」貴，漲幅從 13%至 25.1%不等。

又電費採分段累進，原則上用電量高，累進級距的電價就越貴，夏月用電增幅

也就越大。 

大家知道如何節省用電嗎?  

家裡的電器包含電視機、電腦、電鍋、照明電燈、冷氣機、電冰箱、洗衣

機、烘衣機甚至到公用的電梯,只要簡單的幾個動作,就可以省下可觀的電費唷! 

以下提供｢家庭省電小撇步｣，如在電冰箱的使用方面，擺放位置最好左右

兩側、背面都留有 10公分以上距離，以保持良好通風散熱；食物應先冷卻降溫

再放入冰箱，同時，冰箱內食物儲存量以八分滿為適量，以免阻礙冷氣流通，

可省電 4至 5%。 

夏天不可或缺的冷氣，室內溫度最好設定在 26至 28度為宜，每調高 1度

可省 6%電力；如搭配電風扇輔助，可使室內冷氣分布均勻；或可在窗戶加裝窗

廉或隔熱紙，減少太陽輻射，可省電約 10至 20%。另外，建議民眾除改用較省

電的 LED燈泡外，也要養成隨手關燈的好習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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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節能減碳愛地球吧!讓我們看看應該如何做... 

  

  

請共同配合節能減碳愛地球。更多資訊請上台灣電力公司首頁電力生活館
省電專區省電錦囊家庭節電小撇步 http://www.taipower.com.tw/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http://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wra.gov.tw/&sa=U&ei=0iVIUZS4DfGQiAfvqICgDQ&ved=0CDgQFjAI&usg=AFQjCNGRCLGXBpn0-xsuQ5Yt_054PxFcBw�
http://www.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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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辦理 102 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 

本所於 102年 6月 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至 17時於淡水休閒農場辦理

未婚同仁聯誼活動-「當幸福來敲門」第 1梯次：愛~在金色水岸温馨烤肉情，

總計 60人報名參加。本次未婚同仁聯誼活動係本所暨新北市淡水區公所、新北

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三峽區公所聯合辦理，

目的為促進政府機關、學校及民間企業未婚員工聯誼機會，增進兩性良性互動

及情感交流，並擴大社交生活領域，當天參加對象有公務機關、醫院、學校、

銀行、中華電信、台電、郵局等公民營企業單身未婚男女，活動內容透過烤肉、

地瓜焢窯、愛的互動遊戲及製作愛的小禮物(手工 DIY製作貝殼果凍蠟燭)等過

程認識心儀的對象，活動最後促成 2組男女速配成功並獲得速配獎愛心抱枕各 1

對。本次活動提供參加男女健康互動機會及認識來自不同工作領域的朋友，在

夕陽餘輝下劃下完美句點（如圖 1~6）。 

  

圖 1、地瓜焢窯時間：有人負責挑選磚
塊，有人負責撿拾乾木材，一起分工
合作，發揮巧思，展現真工夫堆砌焢
窯烤地瓜，也把握機會認識夥伴。 

圖 2、溫馨午餐烤肉時光：與心儀的人一
起動手烤肉展現好手藝，男生升起炭火展
現溫柔體貼的一面，女生清潔料理食材，
酸甜苦辣色香味俱全，吃一口就有幸福甜
蜜的滋味，愛苗已悄悄在每個人心裡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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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幸福就在你身邊觸電時間：愛的
小天使傳遞愛的訊息小卡片及速配小
卡，本次活動促成 2 組男女速配成功
並獲得速配獎愛心抱枕各 1 對。 

圖 4、愛的互動小遊戲：展現彼此的魅力、
從遊戲中更進一步認識夥伴並互相照
顧、互相幫忙、培養默契一起完成活動。 

  

圖 5、製作愛的小禮物（紀念品）：手
工 DIY 製作貝殼果凍蠟燭，可送給心
儀的對象、或互相交換小禮物、或留
給自己當作金色水岸一日遊的美麗回
憶。 

圖 6、離情依依~愛在金色水岸美麗回憶大
合照：愛情的火苗在彼此間點燃，雖依依
不捨，但此刻並不是結束而是期待下一次
相逢的開始。 

 

政策推廣 

1.102年 6月 11日總統令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 3規定：「（第 1

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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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

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 2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爰公教人員

酒後不開（騎）車，以珍惜生命，並維政府形象，為民榜樣。 

 

2.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今（102年）持續推動健康體重管理計畫，鼓勵民眾

揪團參加。國民健康局表示維持健康體重的三大秘訣就是：「聰明吃、快樂動、

天天量體重」，鼓勵民眾若有任何體重管理相關問題，隨時撥打 0800-367-100

專線，也可利用網路電話撥入功能（網址：

http://210.59.250.202/BHP_WebCall/），向營養師及專業運動人員進行諮

詢，若欲查詢健康體重管理相關資訊，可至國民健康局肥胖防治網

（http://210.59.250.202/BHP_WebCall/）查詢，同時鼓勵民眾一起揪團至衛

生局、所報名，參加健康減重活動。 

 

3.2013~2014「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自即日起由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等 64家特約醫院承作至 103年 12月 31日止，有關特約院所相關資訊刊登於

公務福利 e化平台(網址：https://eserver.dgpa.gov.tw)。 

 
 

http://210.59.250.202/BHP_WebCall/�
http://obesity.bhp.gov.tw/�
https://eserver.dg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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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宣導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農業的契機與影響－農委會國際處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於本（102）年 6月 21日簽署，本協議為兩

岸服務貿易往來提供制度化基礎，並促進兩岸服務業相互投資與貿易，為兩岸

優勢互補及競爭力之提升帶來效益。 

大陸在 2001年加入 WTO後，已經對包括臺灣在內的所有 WTO會員承諾開放

農業相關服務業，本次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陸方也承諾在農業方面維持現

行開放措施；至於我方在協商過程中，係以確保農民權益與產業發展為優先考

量，在農業方面僅承諾開放「畜牧業顧問服務業」一項，且排除家禽孵育及家

畜禽配種服務。 

「畜牧業顧問服務業」係指提供畜牧業有關飼育的生產技術、疾病診斷、

用藥諮詢、飼料配方及環境保護等專業諮詢服務，針對畜牧業者在飼養過程遭

遇的技術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由於畜牧業係屬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之農業產

業，國內已有完整之服務化產業鏈，且從事畜牧顧問服務業之人員須取得國內

相關專業證照（如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環工技師等），因此，我國已於 98年開

放陸資來臺投資該項服務業，納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僅係反映現狀，實際上並

未新增開放項目；且自 98年開放以來，並無陸資來臺特定投資該服務業，加上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未觸及開放勞工議題，因此，農委會在簽署協議前已評估

對我農業並無影響。 

我國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承諾開放批發（排除農產品批發市場）、零售、

經銷、倉儲等 4項與物流有關的服務業，倘營業項目涉及農產品，將可為臺灣

農產品提供更多元的運銷服務，有助於我農產品之儲藏與銷售，以及臺灣優質

農產品的外銷。其中批發與零售在 98年也已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迄今已有 76

件投資案與農業有關，對我農業產銷體系並無負面影響。 

綜言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農業方面僅開放「畜牧業顧問服務業」（排除

家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種服務）一項，而且是反映 98年已開放的現況；本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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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涉及開放大陸農產品或勞工來臺，陸資來臺投資農產運銷及物流相關行

業，將有助於我農產品銷售，對農民的收益將有幫助。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執行後，臺灣在大陸投資經營的服務業將有更多發展空

間，而引進陸資來臺，也將有助提升國內的服務業就業機會。面對國際經貿自

由化的潮流，我國必須要以開放的態度，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才能促進經

濟持續發展；兩岸順利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將有助於臺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期盼各界能支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共同為臺灣經濟打拼。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農業內容 

Q1：台灣跟大陸在 6 月 21 日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這幾天社會各界對於這個協

議有許多討論，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甚麼是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農業

方面我們跟大陸開放了哪些行業？  

1. 無論是從產值或是就業的角度來說，服務業對於臺灣的經濟都是最為重

要的產業。為了協助臺灣業者到大陸發展，同時也引進陸資來臺投資，

促進國內就業機會，兩岸經過 2 年審慎協商，終於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 

2.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主要是討論哪些服務行業要開放對方投資，以及哪些

服務業的限制措施要進一步取消。在農業方面，大陸在 2001 年加入

WTO 後，就已經對包括臺灣在內的所有 WTO 會員開放農業相關服務

業，大陸也在這次的服務貿易協議中，承諾維持現行開放措施；至於我

方在協商過程中，政府以確保農民權益與產業發展為優先考量，在農業

方面僅承諾開放「畜牧顧問服務業」一項，而且排除了家禽與家畜的孵

育配種服務。 

Q2：甚麼是「畜牧顧問服務業」？開放這項行業對臺灣有甚麼影響呢？  

1. 所謂「畜牧顧問服務業」，簡單來說就是針對畜牧業者在飼養過程遭遇

的技術問題，提供諮詢服務。臺灣的畜牧顧問服務多由飼料或動物用藥

品業者免費提供，而且從事這種服務的人員必須取得相關專業證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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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環工技師。 

2. 其實我國已經在 98 年就已經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畜牧顧問服務業」，納

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僅係反映現狀，並未新增開放項目。自從 98 年開

放以來，並無陸資來臺特定投資該服務業，加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沒

有開放大陸勞工，因此，農委會在簽署協議前已評估對我農業並無影響。 

Q3：我們在 98 年為什麼要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畜牧顧問服務業」？ 

1. 如同我剛剛說明的，臺灣的畜牧諮詢服務大多是由飼料或動物用藥品

業者免費提供，所以其實國內並沒有靠提供這種服務來獲利的顧問公

司；而從事畜牧顧問服務的人員必須取得相關專業證照，因此，如果

倘大陸業者來臺投資，將可增加國內專業人員的就業機會。 

2. 除此之外，大陸在臺灣投資「畜牧顧問服務業」，可以促進大陸企業對

臺灣畜牧服務產業鏈與專業人員之肯定及瞭解，對於我國相關業者到

大陸投資或專業人員受聘到大陸服務，將有幫助。 

Q4：除了「畜牧顧問服務業」以外，我們有沒有開放甚麼服務業，是會影響農

業的呢？ 

1. 我們在這次的服務貿易協議，也開放了批發、零售、經銷、倉儲等 4

種跟物流有關的服務業，大陸來臺投資這些服務業，如果營業項目涉

及農產品，就可能會跟農業有關。 

2. 所謂批發，就是到農產品批發市場批貨來賣的承銷商或零批商，我們

並沒有同意大陸到臺灣來設立農產品批發市場；零售就像是到處都有

的水果行；經銷其實就是連鎖便利超商或是購物中心；倉儲則像是冷

凍冷藏倉庫。這些行業都可能跟農產品有關，所以外界也都非常關心

開放的情形。 

3. 其實批發與零售這兩個行業在 98 年也已經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到目前

為止有 76 件投資案，並沒有聽說對臺灣的農業產銷體系有甚麼負面影

響。不但沒有不好的影響，陸資來臺投資，可以為臺灣農產品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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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運銷服務，有助於我農產品的儲藏與銷售，對臺灣優質農產品

的外銷也有幫助。 

Q5：我們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農產品物流相關行業，大陸是否會因此控制臺灣的

農產運銷體系？ 

1. 我們最近有注意到這樣的質疑，不過請農漁民朋友放心，並不會有這樣

的情形發生。舉例來說，由於臺灣各種農漁產品透過批發市場交易的比

例極高，拍賣制度非常公開透明，大陸投資的公司到批發市場批貨來

賣，根本不可能壟斷我們農產品的批發交易。 

2. 有些人也擔心大陸會控制我們的倉儲業。其實，提供冷凍冷藏的廠商越

多，對於農漁民辛苦收穫的產品，儲藏成本也就越低，產銷調節也更容

易。而且要強調的是，陸資投資倉儲的持股比例不能過半，不會有控制

我們倉儲業的情形。 

Q6：有些人說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之後，大陸農產品及勞工是否會大舉來臺？

不知道農委會有甚麼看法？ 

農委會要再次強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未涉及開放大陸產品或勞工

來臺的問題，目前管制之大陸農漁產品將維持禁止進口，大陸勞工也不能

來臺工作，請農漁民及產業團體安心，政府絕對會為我們農漁業及農漁民

好好把關。 

Q7：聽起來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們農業不會有影響，但是對我們有甚麼

好處呢？ 

1. 這次的服務貿易協議，大陸開放了 80 個行業，我們很多目前在大陸投

資經營的服務業，將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對臺灣農漁產品外銷大陸，

也會有許多幫助。 

2. 舉例來說，有些臺灣業者在大陸經營的連鎖泡沫紅茶店或是餐廳，就可

以利用這次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機會，加強在大陸的發展；而這些

業者很多是使用臺灣的農漁產品，相對也能促進我們優質的農漁產品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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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陸。 
 
 

6 月 21 日全面落實新食管法－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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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 3 大訣竅－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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