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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濫開臨時會，反對草率通過服貿

協議 

  

6 月 21 日我國政府與對岸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涵蓋範圍包括

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各行各業，衝擊近五百萬國人的就業與生計。

然而，決策過程中未充分諮詢產業與勞工意見，未實質進行衝擊影響評

估，未妥善規劃因應對策，已引起社會各界普遍的疑慮。各界已提出多

項警告：「弱勢產業，如美容、洗衣、汽車維修業等，中資進入後以連

鎖店經營，將重演超商消滅雜貨店的情況，造成大量失業」、「全面對

中國開放服務業，將讓中國政府在極短時間內影響並掌控台灣經濟。」、

「將侵蝕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基礎」。更令人錯愕的，執政黨五日

黨政協調會議，決定七月底召開立法院二次臨時會，要通過＜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 

  

我們謹此發起聯署呼籲： 

  

(一)政府應先全面進行產業聽證會，再談國會審查： 

  

面對「黑箱決策」的指責，政府官員最近開始在廟口宣講＜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但是，民主制度要求的是雙向溝通，受影響的業者、

勞工應該有權提出疑問並表示意見。我們要求政府就每一個開放產

業，依行政程序法公開進行聽證，邀請產業與勞工代表、相關團體

代表出席並開放公民參與；以釐清並討論開放範圍、限制、時程、

具體產業衝擊、就業衝擊，政府並應提出配套因應措施。報載陸委

會原承諾九月份向國會提出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為因應立法

院臨時會，將提前到七月中提出，在欠缺雙向溝通下，勢必又將淪

為閉門造車的「作文比賽」，而沒有真正完整的＜衝擊影響評估報

告＞，國會又如何可能進行有意義的審查？ 

  

(二)朝野立委應勇於反對召開二次臨時會： 

  



馬政府執政五年，立法院開了八次臨時會，已創下行憲以來的最高

紀錄，也反應了行政部門濫用多數黨在臨時會的議事主導權，把臨

時會當成「法案提款機」，「爭議法案快速印刷機」的反民主現象。

我們反對行政部門的「黑箱作業」，也反對立法院以「臨時會」草

率表決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民主不光只是表決，而是要在

利害關係人充分參與，獲得充分資訊的前提下，進行討論、折衝，

讓各種替代方案與配套措施可以獲得審議，而這需要充分時間的準

備。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各同業公會、產業與職業工會普遍未就＜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進行討論，未獲得充分資訊，國會的審議又如

何進行？對於影響如此廣泛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政府事前不

讓人民參與，事後又急於在臨時會草率表決通過，實在令人憤怒。

我們呼籲執政黨立委在七月十二日的黨政協調會中勇敢地表達反對

召開臨時會的立場，我們也呼籲朝野立委投票反對召開臨時會，反

對臨時會審查服貿協議，讓各行各業與社會各界有更多的時間來了

解＜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來討論如何因應，不要急於草率通過。 

  

(三)反對以逕付二讀方式，草率通過服貿協議： 

  

我們尤其反對 2010 年立法院審議 ECFA 時「逕付二讀」，不交付

委員會審查、不召開公聽會之草率決議模式。這樣的「逕付二讀」

模式，剝奪了人民經由國會公聽會表達意見的權利，禁絕了朝野立

委在委員會中詳細討論、折衝的權利，也剝奪了立委對官員的質詢

權，其目的只求快速表決通過，完全無視民主審議的本質。我們在

此鄭重敬告朝野立委，如果立法院決議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逕

付二讀，我們將對投票支持的立法委員發動最嚴厲的譴責。我們要

求立法院應先交付委員會審查，並針對不同開放產業召開公聽會，

廣徵各界意見；這樣，日後委員會與院會的逐條、逐項討論、修正、

表決也才有意義。 

  

【發起團體】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

線、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中

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中華民國殘障聯盟、民間監督健保聯盟。 

【連署團體】 

澄社、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台大勞工社、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

環境法律人協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修復式正義連線、陳文成博士

紀念基金會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

盟、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台灣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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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大高雄總工會 、反貧困聯盟、高雄市公民監督公

僕聯盟(陸續增加中)。 

【發起學者】 

徐偉群、顏厥安、鄭秀玲、陳吉仲、張嘉尹、徐斯儉、陳俊宏、劉靜怡、

林敏聰、呂建德。 

  

發起團體後續行動 

(一)推動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連署： 

    由於三個在野黨黨團已經公開反對召開臨時會，我們將與所有國民黨

籍立法委員辦公室聯絡，呼籲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加入「反對召開臨時會，

反對服貿協議逕付二讀」的連署。 

  

 (二)拜訪賴士葆服務處並進行社會調查： 

    我們將於 7 月 10 日周三拜訪立法院國民黨團書記長賴士葆位於台北

市景興路的服務處，呼籲賴委員讓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聽取民意。我們並

將在景興路上進行社會調查，統計景興路上有多少比例店家，將受到服

貿協議開放的衝擊。 

  

 (三)二十六個基層受害產業打電話向十九位國民黨立委求助： 

    此次服務貿易協議受衝擊的產業涵蓋非常廣泛，除了藥局與軍用品外，

所有的批發、零售、經銷業全部列入。第一波受害產業，將是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的二十六個基層產業：餐飲店、食品行、麵包店、服飾店、

皮鞋店、鐘錶行、眼鏡行、美髮店、洗衣店、家電行、家具行、水電行、

冷氣行、建材行、室內裝修、汽車零件與維修、機車零件與維修、加油

站、快遞、貨運行、通訊行、文具店、清潔公司、相片攝影、印刷排版

影印、廢棄物處理，這些產業全面開放中資來台經營，中資只要投資九

百萬台幣(三十萬美金)，就可以有兩個董事、一個經理、一個主管技術

人員共四個人、帶四個家庭來台長期居留，加上中小型服務業家庭成員

無償勞動的特性，必然對基層民生產業與就業造成重大衝擊。這個問題

已超越藍綠與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呼籲這二十六個產業的業者、勞工與

各地民眾打電話給以下十九位國民黨立委表達：(1)民意大於黨意；(2)

反對召開臨時會；(3)反對服貿協議逕付二讀、草率通過。 

請二十六個基層受害產業打電話向十九位國民黨立委求助： 

  

國民黨籍區域立委，得票勝負差距在 10%以下者計十九席。 

  

姓名 選區 電話 當選勝

http://www.cet-taiwan.org/
http://www.gcaa.org.tw/


負差距 

江惠貞 新北市 

板橋東區 

(02)2358-6532(國會研究室) 

(02)2961-0599(板橋服務處) 

1% 

盧嘉辰 新北市 

土城、三峽 

(02)2358-6911(國會研究室) 

(02)2268-9268(土城服務處) 

(02)2672-8399(三峽服務處) 

4% 

李鴻鈞 新北市 

新莊 

(02)2358-6236(國會研究室) 

(02)2992-9199(新莊服務處) 

4% 

李慶華 新北市 

汐止等七區 

(02)2358-6525(國會研究室) 

(02)2694-1301(汐止服務處) 

(02)2497-7809(瑞芳服務處) 

6% 

黃志雄 新北市 

樹林、鶯歌等 

(02)2358-6391(國會研究室) 

(02)2680-0775(樹林服務處) 

(02)8678-0909(鶯歌服務處) 

(02)2204-2269(新莊服務處) 

7% 

林鴻池 新北市 

板橋西區 

(02)2358-6871(國會研究室) 

(02)2253-6788(板橋服務處) 

7% 

吳育昇 新北市 

淡水等六區 

(02)2358-8011(國會研究室) 

(02)2296-0360(泰山服務處) 

(02)2625-5158(淡水服務處) 

(02)2601-8588(林口服務處) 

(02)8630-5521(八里服務處) 

(02)2636-3110(三芝服務處) 

(02)2638-0249(石門服務處) 

8% 

張慶忠 新北市 

中和 

(02)2358-6896(國會服務處) 

(02)8221-5879(中和服務處) 

8% 

廖正井 桃園縣 

大園、觀音、

新屋、楊梅 

(02)2358-6316(國會研究室) 

(03)385-1818(大園服務處) 

(03)488-2728(楊梅服務處) 

(03)477-3556(新屋服務處) 

∠1% 

顏寬恒 台中市 

沙鹿、大肚、

烏日、龍井、

霧峰、大里 

(02)2358-8006(國會研究室) 

(04)2632-6151(沙鹿服務處) 

(04)2337-3351(烏日服務處) 

(04)2330-2559(霧峰服務處) 

∠1% 



蔡錦隆 台中市 

西屯、南屯 

(02)2358-6121(國會研究室) 

(04)2708-2899(台中服務處) 

4% 

江啟臣 台中市 

豐原、石岡、

新社、東勢、

和平 

(02)2358-6730(國會研究室) 

(04)2515-9998(豐原服務處) 

(04)2577-3099(東勢服務處) 

5% 

王惠美 彰化縣鹿

港、和美、福

興、秀水、伸

港、線西 

(02)2358-6181(國會研究室) 

(04)775-4168(鹿港服務處) 

(04)757-8568(和美服務處) 

∠1% 

林明溱 南投、名間、

集集、竹山、

鹿谷、水里、

信義 

(02)2358-6171(國會研究室) 

(049)222-7688(南投服務處) 

8% 

張嘉郡 雲林縣 

海線十一鄉

鎮 

(02)2358-6970(國會研究室) 

(05)632-0629(虎尾服務處) 

(05)782-2088(北港服務處) 

∠1% 

翁重鈞 嘉義縣 

海線八鄉鎮 

(02)2358-6781(國會研究室) 

(05)341-2029(嘉義義竹服務處) 

∠1% 

黃昭順 高雄市 

左營、楠梓 

(02)2358-6786(國會研究室) 

(07)341-3361(高雄服務處) 

2% 

林國正 高雄市 

前鎮、小港 

(02)2358-6923(國會研究室) 

(07)721-1213(高雄服務處) 

6% 

王進士 屏東縣 

屏東、麟洛、

萬丹 

(02)2358-6626(國會研究室) 

(08)723-2505(屏東服務處) 

(08)776-3989(萬丹服務處) 

3% 

  

新聞聯絡人：賴中強 0970533210 (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   

            張淑惠 0963008283(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秘書長)  

  

張嘉尹教授發言 

(世新大學法律系教授) 

濫開臨時會破壞憲法的制度設計。憲法第 69條固然規定，經由總統的

咨請或是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的請求，德召開臨時會，然而憲法第 68

條也規定了立法院常會的開會期間，常會與臨時會的關係就是原則與例



外的關係。常會處理經常性事務，臨時會則是例外的召開以處理突發事

件，而且是嚴重與急迫的突發事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並

非嚴重與急迫的突發事件，而且審查的前提是行政院提出真正的〈衝擊

影響評估報告〉，以進行逐條審查，為此召開臨時會，不但是對於臨時

會的濫用，也破壞憲法對於常會與臨時會的制度設計。 

  

陳吉仲教授發言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特聘教授) 

反對立法院召開第二次臨時會且要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理由如

下。 

(一)在政府的完整評估報告未呈現時，立法委員如何審查? 此服務

貿易台灣對中國開放項目，涉及從業人數超過 400萬人，涉及生產

總值超過 10兆台幣。雖然中經院已有相關評估(協議簽署後，台灣

GDP將增加0.57%，相當2200億新台幣，並帶動國內投資成長2.97%，

約 14.97億美元)。但是請問此次協議生效後受益者和受害者為

何? 造成國內未來的工資水準為何? 對台灣的所得差距為何? 對

台灣整體及每一項產業的就業人數影響為何? 沒有具體產業及上

述的影響評估難以審查其協議。 

(二)沒有任何的因應措施，政府號稱已編列 9百多億的經費來因應，

此有兩項問題，第一是具體的損失對象及損失程度未具體評估，如

何因應? 第二，若是已知損失程度，請公開其結果。在 1990年代

台灣面臨貿易自由化的衝擊及因應中，皆有較周詳的準備，以農業

部門來說，入會後有 1000億的進口損害救助基金的編列，此服貿

協議的影響幅度遠超過農業加入 WTO，因此沒有任何的因應措施如

何讓立法委員來審查此協議。 

因此我們呼籲政府應先全面進行產業聽證會，再談國會審查，其理由有 

(一)就經濟學界而言，評估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和評估商品貿易

自由化的影響之理論及模型有很大的差異，前者更是未有一致的方

法，這須要經濟學界加以討論，故須進行聽證會。 

(二)政府的版本可能是總體的影響，包括對 GDP、投資金額及就業

人數的影響，但卻無對每一產業及區域的影響，甚至對未來工資水

準及所得差距的影響，兩岸市場不對等下的影響、舉例而言，以服

務提供模式包括：(1)跨境提供服務(2)境外消費(3)商業據點呈現

(4)自然人呈現等中的自然人呈現為例，台灣的勞動市場對中國白

領勞工打開大門，然而政府並沒有防堵的配套措施，以投資 330萬

美元中資企業為例，如果配偶子女同行，該企業最多將可申請

15*3=45人來台。本次服務貿易協議受衝擊企業家數約 82萬家，只

要有 100分之 1，約 8千家企業遭到中資併購、或合資、或在台新



創公司，則最多將可引進約 36萬中國人來台，其對台灣勞動市場

的衝擊將十分巨大，但這部分卻沒有任何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