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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社會影響評估

• 只有賣國不須要進行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

• 任何國家的重大基礎建設、發展計畫，及公共政策都
須要進行社會影響評估。

• 目的是要瞭解這些建設、開發或重大政策到底會影響
到哪些人口、團體、居民？影響哪些面向？影響程度
如何？正面或負面？預期或非預期？一旦負面影響大
到所涵蓋人口、團體、居民無法承受時，或無可彌補
時，該項計畫不會被允許執行。

• 社會影響評估的最終目的是要維護生物、社會與人類
環境的永續與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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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社會影響評估

• 要考慮的面向至少有以下幾項（Global Social Venture 

Competition）：

1. 涵蓋人口：多少人口、團體、居民會受到影響？

2. 生活改善：每一個個人、團體會得到什麼好處？（就業、
所得、健康、福祉、安全…..等）

3. 永續性：這些好處可以維持多久？是短期，還是長期？

4. 成本：因為條件改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可測量成本是多
少？

5. 可複製性：生活改善會擴大到其他非直接涉及的人口嗎？

6. 未預期後果：可能造成哪些未預期的社會後果？。

7. 催化效果：可能產生的衍生效果有哪些？。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一、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社會影響評估

• 任何社會影響評估不只是以量化的金錢計算成本效益，還
必須考慮質化的影響，例如：文化、性別、族群、生活習
慣、安全、國家認同、社區意識、人際關係、人性等價
值，而非價格的因素。

• 這一次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只做了經濟影響評估，而且也
是在簽署之後才匆匆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

• 在中經院的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中坦承無法呈現如經濟安
全、人才流動、社會觀感等非經濟議題之影響。其實不只
如此，還涉及諸多上述社會影響評估的指標。

• 到目前為止，政府並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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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1. 全國產業總工會說會影響全國600萬服務
業員工，這是從我國2013年6月總就業者1
千959萬人中服務業占58.92%，約645萬7
千人，扣除未納入服務貿易協議的行業推
估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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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2. 民進黨預估服貿協議受衝擊的人數達423萬7千人，約略
是從2012年我國受僱者的行業別中推估而來，包括：批
發及零售業111萬人、營造業70萬8千人、住宿及餐飲45
萬1千人、金融及保險42萬2千人、運輸及倉儲32萬9千
人、通訊及傳播21萬3千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6萬7千人、支援服務業23萬6千人、醫療保險及社會服
務業38萬6千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7萬3千人、
其它服務業32萬7千人，總計452萬2千人，扣除其中非
全額納入服務貿易協議名單者，例如：非財團法人醫
院、非身心障礙與老人服務機構的社會服務員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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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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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3. 中華民國汽車材料公會聯合會理事長辛宗人指出國內目
前有50萬人與該產業有關。

4. 郝明義說臺灣有15000家（登記有案的）出版社、7600
家印刷廠、40家發行商、800家書店。

5. 依據內政部統計2012年我國身心障礙機構271所，老人
福利機構1,034家（49床以下者8百多家），從業人員約3
萬4千人。

6. 依衛生署統計2012年醫療財團法人62家（可能受影響的
醫院5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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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 這些統計資料都不是政府主動提供的。到底簽署了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會影響多少人？哪種行業的人？政府怎可不告
訴人民呢？

• 名目上臺灣對中國開放64項，所涉及的各行各業，絕不只
是64種。

• 舉例來說，社會服務項下包含身心障礙機構與小型老人服
務機構，所涉及的員工包括：照顧服務員、社會工作人
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職
能治療人員、營養師、醫師、藥劑師等專業人員。每一種
專業人員的薪資、工作條件、資格要件等均不同；所受到
的影響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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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多少人？

• 據此，這64項涉及數百種不同的受僱者，
他們的薪資、工作條件、資格要件都不
同，所受到的影響比想像中複雜太多了。
政府未告知人民，讓人民在資訊不足下出
現焦慮、恐慌，怎可說是特定政黨、媒
體、學者在刻意扭曲、誤導、蒙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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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生活將會改善嗎？

• 任何重大基礎建設、發展計畫，或公共政策目的不外
乎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論是增加就業機會、提高
國民所得、促進健康、提升福祉、保障安全等。

• 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預期成效來看，目前僅有的資
料是7月16日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評估報告，指出服務
貿易協議生效將可帶動臺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
增加9700萬至1.34億美元，增加率0.025%至
0.034%，增加就業人數11,380-11,923人。其中以批
發、零售的商品買賣最多，估計將創造5000多個就業
人數。經濟效益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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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生活將會改善嗎？

• 如上述，64項開放項目涉及數百種工作人力，到底哪些人
獲益？在哪方面獲益？哪些人受害？雖然，受影響的都是
服務業，但是，職種差異太大，有些可能會獲利，而受害
者因專長限制、地域限制、時間限制根本無法從受益者的
職種獲得補償。

• 也就是，不可能要洗衣業工人轉行成為修車工人；也不可
能讓嘉義的修車工人到花蓮工作當餐旅服務人員：同時，
一種新擴張的行業不可能立即找到可用之才，需要時間培
育。這些因素都會限制受害者的就業機會。絕非只提出
GDP增加率與粗估的就業增加人數，就能說明這項協議利
大於弊。何況說，經濟評估的成效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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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永續嗎？

• 即使是上述的GDP成長率與就業增加人數，我們
還要問這是長期的利益嗎？還是短期效應？

• 舉例來說，中國資金進入老人服務機構，即使規
定出資比率低於50%，不具控制力。

• 事實上，臺灣8百多家小型老人養護機構大部分是
家族企業、合夥，或獨資，出資不必超過一半，
絕對具有實質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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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永續嗎？

• 中資只要在投資初期高價區域性收購，臺灣業者可能就會
出售經營權。

• 因為老人照顧具有高度的地域性、且需求不能延緩。因
此，業者很容易以龐大資金掌控地域主導權。一旦掌控地
域主導權，就可決定價格與品質。臺灣業者的利益當然是
短期而已。

• 這次開放的業別很多都具有這種特性：小型、小資本、家
族式、地域性，市場很容易被控制，利益很難永續。

• 萬一中資發現老人機構無利可圖，立即拋售，原來穩定的
社會福利「準市場」（quasi-market)會被嚴重破壞，很
難在短期間內恢復平衡。屆時，政府必須接收以保障服務
對象的福祉，其成本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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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有多高？

• 成本考量不只是可測量的成本，還包括不
易測量的風險。

• 目前政府宣稱準備了952億臺幣的「因應貿
易自由化補償基金」來協助產業轉型或補
助，這只是可測量的成本。

• 至於，因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之後所造
成的社會成本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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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有多高？

1. 因資訊不明、被質疑黑箱作業，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信
任。

2. 因被質疑不對等談判，造成人民覺得有城牆失守之挫敗。

3. 為協助某些行業可進軍中國而引進中資，讓大多數弱勢產
業面臨被消滅與併購的危機，此乃劫貧濟富，將造成貧富
差距擴大。

4. 引進中資提供健康與社會服務，讓人民覺得政府連照顧老
人、病人、身心障礙者都撤守，傷害人民感情。

5. 因為中資進入某些高技術、資訊敏感的業別經營階層，而
使敏感資訊與先進技術外流，不出幾年臺灣的優勢管理與
技術喪失，得不償失。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五、成本有多高？

6. 中資進入管理階層，不同的行為模式、意識型態、價值將使
臺灣中小企業的組織文化面對很大的衝擊，這不利於長期穩
定的企業文化。

7. 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相對不自由、不開放的社會，一旦中資
進入具有思想控制的文化事業，臺灣的自由與開放將受到嚴
重的傷害。

8. 中國的國家利益絕對超過個人、家庭、社區、企業、社會之
上，如何保證臺灣社會穩定、國家安全不會在大幅引進中資
之後，受到嚴重威脅。

• 這些社會成本都是可預測，只是難以測量。其對臺灣社會的
傷害，絕非增加一萬個就業機會、增加少少的GDP可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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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複製？

• 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就可讓臺灣與其他國家
加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 2010年ECFA簽署時，中華經濟研究院也評估，
臺灣會因此而使GDP、進出口、貿易條件、社會
福利等均出現正成長。

• 透過兩岸連結，突破臺灣參與區域合作的瓶頸，
加速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 這個期待有可能實現嗎？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算嗎？其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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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預期後果有多少？

1. 是否因為服務業引進中資及其附帶進來的員工與眷屬越
來越多，導致臺灣社區認同意識的瓦解？就中國的立
場，當然希望臺灣因為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而門戶洞
開、心防撤除。

2. 承上，進來的員工與眷屬越來越多，而導致臺灣社會道
德價值扭曲？先前大量引進中國遊客，導致風景區的管
理備受挑戰、低價競爭歪風引發旅遊品質下滑，這是我
們要的社會發展方向嗎？

3. 一旦中國遊客、員工、眷屬藉由類似取走花蓮石頭、臺
灣泥土、貶抑臺灣主權等行為，引發臺灣人民有被族群
滅絕的焦慮，必然激化兩岸人民的對立，甚至引發激烈
衝突。這是我們要的後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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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預期後果有多少？

4. 因為引進中國式醫療與社會服務管理，是否會將優越的
大中國民族作風與宗主國施捨恩賜想法，滲透進本應是
人性化的照顧服務現場？這絕對不利於臺灣已逐漸發展
成熟的健康與社會服務走向。

5. 受僱於中資經營的臺灣企業員工，或是為了取得與中資
企業合作的機會，而進行自我思想檢查，進而自我洗
腦、自我麻醉、自我貶抑，以獲得中國的認同。影歌星
會以背棄自己的族人、部落、鄉里、國家，只為了取得
中國節目的青睞，其他人不會嗎？這是人格扭曲、賣祖
求榮。這所引發的臺灣內部社會衝突，正是中國期待的
臺灣社會認同自我瓦解於無形。瞄準臺灣的火箭，只是
道具而已，真正的腐蝕力量，就藏在服務貿易協議後
面。我們要這樣的後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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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催化效果如何？

• 臺灣產業會因此激發鬥志、增加創意、調整體質、促進團
結、吸引新投資者嗎？如果是會，這些與未預期後果的比
較如何？

• 政府與某些業者信誓旦旦地說：我們不怕，因為我們的管
理較先進、技術較好。顯示，政府要以喊話激發業者的鬥
志，達到簽署的預設目標。真的會是如此嗎？

• 一旦效果不佳，馬政府學舌中經院所說的：因為還不夠開
放，所以效果沒有顯示出來。只要繼續開放，效果自然出
現。這是把責任推給老天！你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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