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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議應繞過三個社會地雷

壹、轉業困難的弱勢者賴以維生的基層民生
產業，不應列入開放項目：

貳、醫療及照護等公共服務，不應朝財團化、
大型化發展，不應背離公共化、社區化之
目標：

参、應避免中國北京政權經由兩岸政商集團
介入台灣的政治敏感產業，進而介入台灣
的民主、侵害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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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轉業困難的弱勢者賴以維生的基層民生
產業，不應列入開放項目：

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認為：自由貿易能夠使各

國以相對較低的價格獲得自身所缺少的商品

或服務，並能促使資本、勞動力、技術獲得

最有效的配置。

這樣的理論，對於轉業困難的弱勢者，是無

法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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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理論，回到真實的人：

要紡織業的關廠工人到晶圓廠工作，算不算

資源的最有效配置？可能嗎？

紡織業的工人失業後，要多久才能找到工作？
還是永遠退出勞動市場？退出勞動市場後
的生計、生存，這樣的社會成本，誰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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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業困難的群體：

1.中高齡就業者

2.初等或中等教育程度

3.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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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民生產業特徵：

1.我國服務業以非知識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
目前國內服務業約有九十三．五萬家，非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就占八十六％

(鄭秀玲/20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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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民生產業特徵：2.教育程度

依據主計處100年工業及服務受僱員工概況
統計，各行業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占54.6%

＊其他服務業(含汽車維修及美容業、機車維
修業、洗衣業、美髮及美容美體業、殯葬
服務業) 占24.0%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含廢棄物處理)
占40.8%

＊運輸及倉儲業 占43.2%

＊住宿及餐飲業 占44.4%

＊支援服務業(含建築物清理) 占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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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社會保障不足的雙重風險：

因為我國多數服務業聘用員工人數未達五
人，此時雇主不負有強制加入勞保義務，
服務業從業人員多數以「無一定雇主或自
營作業者」名義，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
加入勞保(或者根本未加入勞保)。

這些未加入勞保的受僱者，或以職業工會
為投保單位加入勞保的受僱者，實際上無
法加入就業保險，未來因兩岸服貿協議開
放造成失業，將無法領取失業給付。

政府就此竟完全無任何評估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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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社會保障不足的雙重風險：

基層服務業的中高齡失業現象發生後，將加
重年輕人的家計負擔，讓原來領22k 、30k
的年輕人，因家中長輩失業，負擔更加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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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
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轉業困難的弱勢者賴以維生的基層民生產業，
不應列入開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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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醫療及照護等公共服務，不應朝財團化、
大型化發展，不應背離公共化、社區化之目標：

醫院

允許中方在台灣以合資形式捐助設立非營利
的醫療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院服務。

名義上雖限制外國人及中方合計擔任董事比例
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但中方捐助人可以找國人
出任董事，再以契約約束控制。中資加入醫院
經營，將加劇醫療集中化及大型化發展，醫療
資金競相投入設備與設施競爭，將衝擊我公衛
政策與醫療制度的自主性，並排擠健保的醫療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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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醫療及照護等公共服務，不應朝財團化、
大型化發展，不應背離公共化、社區化之
目標：

照護

允許中方在台灣以合夥形式設立小型老人及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雖有「小型」之限制，但實際上難以查核中
資以境外控股公司方式連鎖經營，最終還
是會走上大型化、財團化方向，與照護社
區化、公共化之理念背道而馳。合夥之營
利目的，亦與前開理念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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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應避免中國北京政權經由兩岸政商集團
介入台灣的政治敏感產業，進而介入台灣
的民主、侵害人權：

台灣應該建立經濟體制的民主、人權防衛
機制，強化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個人
資料、政治表意自由的保護，並要求中國
對應改善人權狀況，在防衛機制完善之前，
應該禁止或暫緩中資以及有中國影響力的
外資經營這些敏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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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十項政治敏感產業與民主危機：

一.入口網站、電子商務與網路中立性，

二.廣告與媒體收買，

三.中資參股我國銀行與聯徵中心全民信用資
料庫，

四.中資金融機構與變相政治獻金，

五.印刷業與言論自由，

六.表演場館與演藝人員政治控制，

七.醫院、八.市場研究、九.郵寄名單編輯服
務業以上三者與大規模情報蒐集社會控制

十.商品通路與企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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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口網站、電子商務與網路中立性：

(一)相關開放項目：入口網站、資料處理、網站
代管、第二類電信-存取網路服務、存轉網路
服務、數據交換通信服務、電子商務-電子購
物及郵購業。

(二)衝擊影響：

1.掌握大量國人個資及消費紀錄；

2.可進行網路監控，侵害通信自由(郵件)；

3.(入口網站)立於上游關鍵位置，有上架決定權；

4.可影響網路媒體的報導內容；

5.可進行關鍵字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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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服務總覽 中資可取得此市場地位

娛樂電影音樂星座算命名人娛樂遊戲旅遊

消費拍賣 ATM 輕鬆付網路行銷超級商城
服務+ 大團購關鍵字廣告

實用行事曆通訊錄捷徑列會員中心帳務中

心 服務中心無名相簿 My Yahoo!記事本

社群通訊信箱即時通訊交友無名小站
社群遊戲部落格

資訊新聞運動股市理財氣象房地產汽機車
公益健康知識+ 字典搜尋輸入法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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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口網站、電子商務與網路中立性：

(三)因應措施與開放前提：

1.網路中立性立法；

2.強化個資與隱私保護；

3要求中國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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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告與媒體收買：

(一)相關開放項目：開放中資經營(廣播電視以
外之)所有廣告業務。

(二)衝擊影響：廣告是媒體的主要財源，控制
了廣告收入，就對媒體內容有影響力，對新

聞自由構成威脅。

(三)因應措施與開放前提：

1.應立法禁止廣告商與廣告主以明示或暗示方
法，介入媒體的人事、經營方向與編採內容。

2.所有政治廣告的經費來源應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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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資參股我國銀行與聯徵中心全民信用資
料庫：

(一)相關開放項目：中資參股我國銀行、中資
銀行增設在台分行據點、中國銀聯來台設立

分公司。

(二)衝擊影響：

1.中資董事、中資企業將取得聯徵中心全民信
用資料庫的資料。

2.聯徵中心的資料尚且包括所有在台企業的財
務報表、聯屬公司資料等營業秘密。

20



(三)背景：

聯徵中心董事多由銀行業者出任，球員兼裁判

，因此控管鬆散，基本上是以銀行自律為運機
制。

聯徵中心只對2009年8月1日以後入會的新會

員(新銀行)，要求傳真提供客戶同意查詢的同
意書，對於2009年8月1日以前入會的舊會員
(舊銀行)，完全相信會員自律，只要會員聲

稱有取得客戶的同意書，就開放資料下載，事
後僅進行相當有限的抽查稽核，而且基本上

不進行實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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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資參股我國銀行與聯徵中心全民信用資
料庫：

(三)因應措施與開放前提：

修改銀行法，立法規範聯徵中心。

要求中國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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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資金融機構與變相政治獻金：

(一)相關開放項目：中資參股我國銀行、中資
銀行增設在台分行據點、放寬中國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台灣證券之限額、放寬大陸證券期貨
機構參股台灣證券期貨機構限制、修正大陸

保險業在台灣參股評等。

(二)衝擊影響：

如何避免中資金融機構以正面誘因(貸款、紓
困、展延等)或負面誘因(抽銀根等)，影響台
灣企業的政治態度，要求表態或不淂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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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資金融機構與變相政治獻金：

(三)因應措施與開放前提：

修正政治獻金法、僑外投資條例、制定中資
投資條例，禁止前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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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刷業與言論自由：

(一)相關開放項目

書籍文具批發業

書籍文具零售業

印刷、排版、裝訂

(二)衝擊影響

控制書報雜誌的上架權

25



六.表演場館與演藝人員政治控制

(一)劇場 音樂廳 演出場所經營

(二)衝擊影響

影響演藝人員的表演機會、政治意向

文化統戰 強化「兩岸同屬一中」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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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場研究

M732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

僅開放市場研究

但基礎資料、系統工具、人員訓練均相同

可掌握大量國人個資、消費習慣及政治社會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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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郵寄名單編輯服務業

可掌握 上市上櫃公司股東名冊

(有助中資插旗購入股份)

黨員 樁腳名冊 客戶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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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醫院

經由電腦連線，可取得健保資料庫及其他醫院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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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商品通路與企業控制

(一)相關開放項目

批發業、零售業、快遞業

運輸業、倉儲業

港埠、碼頭、貨櫃場

(二)衝擊影響

決定商品的上架權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