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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業界及學界的先進、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很榮幸受邀參加今天這一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主辦的公聽會，有關個別產業的開放內容、影響評估

及因應配套措施等，將由業務主管機關經濟部進行說

明，以下本會謹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

協議）的政策目標、主要內容、國家安全評估及相關因

應配套，以及外界關切問題進行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及支持。 

壹壹壹壹、、、、洽簽服貿協議的政策目標洽簽服貿協議的政策目標洽簽服貿協議的政策目標洽簽服貿協議的政策目標    

服貿協議是 ECFA 的後續協議，延續 ECFA「幫助

人民作生意、提升臺灣競爭力」的政策目標，具體說

明如次： 

一一一一、、、、為臺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累積為臺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累積為臺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累積為臺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累積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目前推動貿易自由化的主力，已由世界貿易

組織（WTO）移轉到區域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

世界各國莫不積極對外洽簽相關經濟合作協定。

兩岸簽署服貿協議，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釋放

臺灣經濟自由化及兩岸和平訊息，將有助於相關

國家加速與臺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進程，並為

臺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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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協

定的戰略目標，逐步累積基礎。 

二二二二、、、、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大陸服務業市場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大陸服務業市場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大陸服務業市場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大陸服務業市場 

臺灣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近 70％，

國內市場已近飽和，亟需拓展對外貿易，反觀大

陸服務業目前占 GDP 約 48％，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ECFA 服務貿易早收清單中，陸方對我開放的

11 項服務業項目，已有初步效益，在服貿協議中，

我方再向陸方爭取到80項超過其WTO承諾的優惠

待遇，提高臺商對大陸經營據點的控制力、擴大

經營範圍，並可透過簡化審批程序等便利性措

施，快速進入大陸市場，將可協助我業者在大陸作

生意。 

三三三三、、、、營造臺灣經濟自由化環境營造臺灣經濟自由化環境營造臺灣經濟自由化環境營造臺灣經濟自由化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吸引外來投資吸引外來投資吸引外來投資    

臺灣經濟成長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因此，進

一步創造自由化環境，促進投資、貿易及人員往

來，並與全球經貿體系緊密結合，對於維持臺灣

競爭力具有關鍵影響。服貿協議生效後，除陸資

可依協議及陸資來臺規定來臺投資外，外資亦會

考量在臺投資，以適用轉赴大陸投資之優惠待

遇，將有助於活絡臺灣經濟，並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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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服貿協議主要內容服貿協議主要內容服貿協議主要內容服貿協議主要內容    

服貿協議包括協議文本（共計 4 章 24 條條文）、附件

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市場開放清單）及附件二「關

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等三部分（協議詳另冊）。重

點如次： 

一一一一、、、、協議文本特色協議文本特色協議文本特色協議文本特色    

（一）建立風險控管及安全閥機制 

服貿協議之內容除參考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

（GATS）相關規範外，亦考量兩岸關係特殊、兩

岸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濟規模和條件差異等

因素，設有風險控管及安全閥的機制，包括： 

1.為保留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政策之主導權，在協

議中明定原則上相互給予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

遇，但不適用於現有不符措施及其修改（第 4

條），也就是說，未來陸資來臺投資的待遇及開

放速度，仍操之在我，何時完全做到國民待遇

及最惠國待遇並無時程表。 

2.對於國人擔心大陸勞工來臺及投資移民問題，

在協議中明定協議不適用於有關就業或居留之

措施（第 3條），以減少民眾疑慮。 

3.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人類與動植

物之生命或健康，明定雙方可採取或維持與

GATS 規定相一致的例外措施（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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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避免相關市場開放措施造成未預期到的產業

傷害，在協議中明定一方若因開放而對其服務

部門造成實質性負面影響，可要求與另一方磋

商，尋求解決方案（第 8條）。 

（二）強化協議執行力 

1.針對大陸臺商反映部分大陸地方政府不執行兩

岸協議之情形，在協議中明定協議規範適用於

雙方各級政府及其授權機構（第 3條），避免大陸

中央與地方行政不一，並作為日後要求陸方落

實執行之依據。 

2.為減少臺商在大陸投資遭遇「潛規則」的障礙，

明定許可程序應有客觀、透明的標準；主管機

關應在一定時間內通知申請案審核結果；對於

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賦予行政救濟的權利（第

6條）。 

3.建立雙方業務主管部門的溝通平臺，若大陸方

面未落實執行協議內容，可透過雙方主管部門

直接聯繫，及時解決問題（第 18 條）。 

二二二二、、、、市場開放清單市場開放清單市場開放清單市場開放清單    

（一）我方對陸方共作出 64 項開放承諾，其中 27 項

係現行已開放陸資投資項目，37 項屬新增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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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開放項目，且均未超出我目前對外人來臺投

資的待遇。 

（二）陸方對我方共作出 80 項超出大陸在 WTO 對外資

所作的開放承諾，包括：金融服務、數位內容、

文化創意、醫療照護、低溫物流等產業，與我

對外輸出服務業發展規劃相符。 

三三三三、、、、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為避免外資企業以「紙上公司」方式搭便車

享受服貿協議的優惠待遇，雙方針對超出 WTO 承

諾的服務部門及開放措施，明定法人需遵守同業

經營及實質商業經營等規範。此外，已在大陸從

事服務業經營者，也可提出申請，以享有本協議

中超出 WTO 承諾之優惠待遇。 

參參參參、、、、國家安全評估及國家安全評估及國家安全評估及國家安全評估及相關因應配套相關因應配套相關因應配套相關因應配套    

政府在 98年 6月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時，即已建立

各項管理機制，以確保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在服貿

協議協商過程中，亦已審慎處理各層面安全事項，以

確保協議執行對我方的整體影響利大於弊。主要作法

包括： 

一一一一、、、、不開放敏感產業不開放敏感產業不開放敏感產業不開放敏感產業    

考量兩岸關係特殊，涉及國家安全及社會敏感項

目，現階段我方均不開放，包括基本電信服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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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電信)、教育服務，以及涉及考試、證照之專

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專業技師、醫

師)等，均未承諾開放。 

二二二二、、、、落實落實落實落實及強化及強化及強化及強化既有陸資來臺管理機制既有陸資來臺管理機制既有陸資來臺管理機制既有陸資來臺管理機制    

(一)設置嚴格管理門檻：為避免陸資經由第三地來臺

投資，規避陸資投資的規範，陸資直接或間接持

有第三地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逾 30％，或對該第三

地公司具有控制力，亦視為陸資，適用相關管理

規範。 

(二)股權投資不得擁有經營權：針對陸資以證券投資

方式實質控制國內上市櫃公司之疑慮，規定大陸

合格境內投資機構（QDII）投資單一臺灣上市櫃

公司，若股權超過 10％以上，需經投審會依陸資

來臺許可辦理審查。 

(三)針對特殊陸資企業及投資案件訂定防禦條款：無

論直接或間接投資均應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

資許可辦法」相關規定提出申請，逐案進行聯合

審查。凡投資人為大陸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

之企業，將限制其來臺投資。若審認該投資案在

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或在政治、

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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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則限制或

禁止其來臺投資。若在陸資許可來臺投資經營

後，才發生上述得限制或禁止之事由，得撤銷或

廢止其投資。 

(四)完善事後管理機制：陸資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 3千萬元以上，即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6 個月內，檢具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股東

名簿等資料，報主管機關備查。陸資企業在臺營

運期間，若從事未經許可事項，可依兩岸條例第

93 條之 1 相關規定進行裁罰及停止其股東權利，

並命其停止或撤回投資。有關陸資來臺所涉資通

安全、金融資訊安全、個人資訊保護等事宜，亦

將在現有機制上強化管理，以確保安全。 

三三三三、、、、強化強化強化強化產業支援方案產業支援方案產業支援方案產業支援方案    

在服貿協議簽署後，經濟部已會同相關服務業主

管機關，修正「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針對可能受服貿協議衝擊產業，檢視其適用

條件、輔導措施等，並經行政院核定將原有經費

調整為 982.1 億元，後續相關機關將依據此修正

方案，強化產業及就業輔導機制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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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本次公聽會所涉產業之說明本次公聽會所涉產業之說明本次公聽會所涉產業之說明本次公聽會所涉產業之說明    

一一一一、、、、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業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業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業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業（（（（車輛車輛車輛車輛、、、、機械機械機械機械、、、、電機電機電機電機、、、、電電電電

子子子子、、、、化工化工化工化工、、、、度量衡度量衡度量衡度量衡、、、、酒類產品酒類產品酒類產品酒類產品））））    

（一）我方加入 WTO 時已開放技術檢測與分析服務

業，並於 98年 6月 30日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屬

車輛、機械、電機、電子產品之技術檢測及分

析服務」，本次服貿協議擴大範圍至化工、度

量衡及酒類產品之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並開

放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

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

務。至於陸方則在加入 WTO時承諾已開放獨資

經營技術測試和分析服務及部分貨物檢驗服

務。本次服貿協議將給予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

陸設立的合資與獨資認證機構、檢查機構和實

驗室與大陸檢測機構同等的待遇。此外，雙方

將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展開檢測數據(結果)

的接受合作。 

（二）依據經濟部評估，我方開放部分屬於國內具有

比較技術優勢之領域，且在國內市場已達飽和

的情況下，影響預期有限。至於陸方承諾我業

者可享有與大陸檢測機構同等的待遇，將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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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享更明確的保障。另開放陸資檢測服務業

來臺，以目前開放陸資來臺之技術檢測與分析

服務業多係雇用臺灣員工之情形，預估應可增

加就業人口。 

二二二二、、、、建築物清理服務業建築物清理服務業建築物清理服務業建築物清理服務業    

（一）我方於加入 WTO時，已承諾開放建築物清理服

務業，並於 101年 3月 30日開放陸資投資。本

次服貿協議開放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

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

據點，提供建築物清理服務，並未擴大陸資投

資範圍。至於陸方在 WTO 則未承諾開放本業

別，本次服貿協議新增開放臺灣服務提供者在

大陸設立合資、合作或獨資企業，提供建築物

清潔服務。 

（二）依據經濟部評估，臺灣建築物清理服務業市場

腹地有限，自 101年 3月 30日開放陸資投資以

來，尚無陸資業者來臺。反觀大陸市場開放後，

將可加速我國業者對大陸投資的速度，有助於

我國業者獲取更廣大的市場商機。 

三三三三、、、、環境服務業環境服務業環境服務業環境服務業 

（一）政府於 98年 6 月 30日已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廢

(污)水處理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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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業、以及環境污染防治設施之公共建設項

目，本次服貿協議擴大範圍至廢氣清理服務

業、噪音與振動防制服務業、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服務業，並開放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

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

商業據點，提供環境服務。陸方於加入 WTO時，

已承諾開放本業別合資且允許外資擁有多數股

權。本次服貿協議開放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

設立合資、合作或獨資企業，提供環境服務，

並放寬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申請企業環境污

染治理設施營運資質的認定。 

（二）依據環保署評估，現階段國內環境服務業市場

已呈飽和狀態，且公共工程預算逐年減少，市

場有限，開放陸資來臺投資逾 4年，並未對國

內環保產業造成影響，預期開放本業別對產業

之影響不大。另大陸於「十二五規劃」將環境

服務相關產業列為重點項目，因此大陸有關環

境服務之市場正在蓬勃發展，規模亦較臺灣市

場大，開放後有助於臺商進入大陸市場，並增

加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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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服貿協議生效後，陸資來臺投資上述三項服

務業，仍須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

法」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未來亦將就相關陸資來

臺投資產業進行密切監控，如有違常或違法的情

況出現，將依法處理，以確保臺灣業者權益與市

場公平競爭。若協議生效後，相關產業受到實質

性負面影響，政府亦將依據兩岸服貿協議第 8條

「緊急情況的磋商」，要求與陸方磋商，以積極尋

求解決方案。 

伍伍伍伍、、、、外界關切問題之回應外界關切問題之回應外界關切問題之回應外界關切問題之回應    

一一一一、、、、服貿協議服貿協議服貿協議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是黑箱作業是黑箱作業是黑箱作業，，，，不符民主程序不符民主程序不符民主程序不符民主程序？？？？    

（一）服貿協議協商過程中係由服務業各主管機關採

取小規模、不公開的方式蒐集和徵詢業界意

見，因服務業行業別及業者眾多，故無法逐一

徵詢個別業者的意見。在國會溝通方面，則由

經濟部與陸委會安排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的立

委說明，並於協議簽署前向院長和內政委員會

報告協商進展和協議大致內容。相關機關的說

明和溝通或許有待改進之處，但絕非「黑箱作

業」，也沒有違反民主程序問題。近幾個月來

政府相關機關已密集安排各業別的說明會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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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並配合立法院朝野協商決議，參與 20 場

公聽會，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向外界說明，努力

化解外界的疑慮和誤解。 

（二）為提高對外經濟合作協定（議）在協商過程中之透明

度，並改進與各界溝通的情形，行政院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訂定「經濟合作協定（議）談判諮詢及溝通

作業要點」，明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在協議談判前、

談判中及談判後，與立法院、產業界及社會大眾溝通

及諮詢之規範。行政部門將依此作業要點後續辦理相

關溝通事宜。 

二二二二、、、、應先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先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先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先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進行服貿協議審再進行服貿協議審再進行服貿協議審再進行服貿協議審

查查查查？？？？服貿協議應重啟談判服貿協議應重啟談判服貿協議應重啟談判服貿協議應重啟談判？？？？    

（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1條及兩岸條例第 1條之規

定，兩岸條例為處理大陸事務的特別法。針對

兩岸協商簽署協議事項，民國 92 年修訂兩岸條

例時，業增訂 7條條文(包括兩岸條例第 4條、

第 4條之 2、第 4條之 3、第 4條之 4、第 5條、

第 5條之 1、第 5條之 2)，明定相關處理規範

及適當國會監督機制，符合大法官釋字第 329

號解釋意旨，也展現行政受立法監督之負責態

度。兩岸協議均在依法行政及民主原則的憲政

體制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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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行政院已依據兩岸條例相關規定，將服貿

協議函送立法院，有關立法院朝野協商就服貿

協議審查程序所作決定，行政部門將予尊重。

惟重啟 FTA 談判，易遭貿易伙伴質疑誠信，不

利後續國際經貿佈局，故行政部門仍將以最大

誠意與努力進行溝通，以爭取本案全案得以審

查通過。 

三三三三、、、、服貿開放陸資來臺將引進大量大陸勞工服貿開放陸資來臺將引進大量大陸勞工服貿開放陸資來臺將引進大量大陸勞工服貿開放陸資來臺將引進大量大陸勞工，，，，排擠臺排擠臺排擠臺排擠臺

灣民眾工作機會灣民眾工作機會灣民眾工作機會灣民眾工作機會？？？？    

（一）服貿協議主要開放與陸資來臺投資(設立商業據

點)相關的投資人和白領管理人員來臺，並不涉

及開放大陸勞工議題。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

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規定，陸資企

業之負責人可來臺從事經營管理活動和董監事

業務，並在資格條件與數量上有嚴格限制。陸

資需投資達 20萬美金以上才能申請 2人來臺，

投資金額每增加 50萬美元，才可再申請增加 1

人，最多不能超過 7 人。如果想申請陸籍主管

或專業技術人員來臺從事經貿活動，則必須符

合設立滿 1 年且實收資本額或年營收額達新臺

幣 1 千萬元以上等條件，並規定已實行投資金

額 30萬美元以上者可申請 1 人，每增加 50萬

美元才能再申請 1 人，最多不得超過 7 人（投資

美金 330 萬元才能申請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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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於承諾表中所列的「自然人移動」，我方並

未承諾開放大陸的專業服務人員來臺，並且也

不同意比照我對其他 WTO 會員有關「自然人移

動」的承諾，開放大陸人士來臺工作；目前我

方承諾開放的範圍，仍維持現行法令已對大陸

投資人和白領管理人才開放的範圍，包括短期

的商務訪客和跨國企業內部調動陸籍主管及專

門技術人員來臺從事經貿專業活動，這些大陸

經貿專業人士停留時間較長，但並未取得工作

證和居留權。 

（三）綜言之，陸資來臺雖帶來少數陸籍投資人及白

領管理人員，但大部分的員工必須在地聘僱，

有助於創造國內就業機會。據經濟部統計，至

102 年 11月底止，陸資來臺投資已有 475件，

其申請大陸籍白領管理人員來臺數合計有 239

人（至 102 年 9 月底），在臺灣雇用 7,007 人（至 102

年 5 月底）。預期在服貿協議生效後，因陸資來

臺投資增加，可增加國內就業機會。    

四四四四、、、、服貿協議變相開放大服貿協議變相開放大服貿協議變相開放大服貿協議變相開放大陸白領勞工來臺陸白領勞工來臺陸白領勞工來臺陸白領勞工來臺，，，，造成假投造成假投造成假投造成假投

資真移民資真移民資真移民資真移民？？？？    

（一）服貿協議明文規定，將準用 GATS關於自然人移

動的附件，亦即不涉及工作、長期居留及移民

問題。我方在服貿協議「特定承諾表」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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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比照我方對其他 WTO 會員有關「自然人移

動」的承諾，開放大陸專業服務人員來臺，也

沒有開放大陸白領管理人員來臺工作，一切作

法沿用現行規定，亦即陸資經經濟部核准來臺

投資設立公司，投資人、經理人、主管或專業

技術人員可依「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

業活動許可辦法」來臺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但

陸資投資人、專業技術人員等，不能取得工作

證，不能從事需要專業證照的服務業，也不能

取得永久居留和身分證，只能拿到一年多次的

停留證件，此與投資移民完全不同。 

（二）目前臺灣僅開放外國人可來臺投資移民，投資

人及其配偶、子女符合條件者可獲永久居留

證，並進一步取得我國身分證，大陸地區人民

不能適用投資移民的規定。 

陸陸陸陸、、、、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政府是以「壯大臺灣、連結亞太、布局全球」作

為經濟發展戰略，兩岸經貿只是其中一環。簽署服貿

協議是要對國際社會宣示臺灣貿易將進一步自由化訊

息，表達臺灣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如加入 TPP 及

RCEP 等區域經濟組織的決心，因此，簽署服貿協議最

終政策目標在於提升臺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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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臺灣與國際經濟接軌，絕非僅限縮於兩岸經濟的

全面合作而已。 

由於服貿協議在諸多項目為臺灣業者在大陸爭取

到優於外資的待遇，且有助於推動我國與其他國家簽

署經濟合作協議，基於整體考量，政府仍希望協議效

益能夠早日實施。對於外界批評政府溝通不足部分，

相關機關將持續加強辦理，針對相關管理及配套措施

部分，政府亦已提出具體強化作法，並將參考各界在

立法院公聽會提出之意見，持續檢討改善，讓服貿協

議的實施能夠作到利益最大化、衝擊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