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一、 從2015到2022：蝦皮變成大章魚
年

中資出版專案
經濟民主連合

年

🦐2020

11月13日 蝦皮支付公司取得金管會電子支付機構業
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樂購蝦皮公司）在台登 ▎
5月13日前取得執照，最多可展
記， 正式進軍台灣，以免運、免上架費等誘因快速攻佔 務許可，依法須於翌年
延三個月，並須先經投審會審查增資至5億元。
市場。
🦐2016年
12月30日 經濟部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
摩飛樂有限公司（ 2020 年更名為蝦皮支付股份有限公 ▎
辦法〉對判定中資之持股計算方式，改為「分層認定
司，簡稱蝦皮支付公司）成立，蝦皮開啟支付業務。
計算法」，一旦中資持股超過30%則認定下層公司亦
🦐2017年
蝦皮母公司SEA集團於紐約上市，中國騰訊持股39%。 為中資。
同年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在台登記。
🦐2018年
蝦皮公布統計，單月超商取貨物次超過2000萬、下載用
戶1500萬、日活躍用戶240萬，自詡「穩坐台灣最大電
商」。
賴中強律師向投審會投訴中國騰訊違法透過SEA集團投
資樂購蝦皮公司，投審會官員表示中國人或中國企業在
第三地投資的公司持股必須超過 30% 才會被定義為中
資，而且30%的計算採「綜合持股計算法」，也就是說
中國人或中國企業持有A公司股份比例為甲，A公司持有
B公司股份比例為乙，B公司持有C公司股份比例為丙，
丙來台申請投資，只有當甲X乙X丙>30%，才算是中資
投資，因此SEA集團不被認為是中資。

🦐2015

年

🦐2019

蝦皮支付公司代理收付日均餘額31億元，依法須申請電
子支付機構業務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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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4 日 蝦皮支付公司撤回增資申請，表示欲再檢視〈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相關法令之規定，
先行撤回增資申請案。
▎3月17日 蝦皮支付公司再次提出增資申請。
▎4月金管會邀集經濟部、第三方支付業者、銀行公會等，決定調高第三方支付業者金流納管門檻，由十億元
以上放寬為二十億元以上。
▎5月蝦皮支付公司向金管會申請展延取得電子支付機構執照之期限。
▎6月15日經民連召開記者會，指出蝦皮利用消費者蝦皮錢包的款項辦理「蝦拼晚點付」放款，違反銀行法。
▎7 月 1 日 金管會公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將金流納管門檻從 10 億元
以上放寬為20億元以上。
▎7月16日經民連向台北地檢署告發蝦皮違反《銀行法》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8月2日起經民連連日召開「十天剝蝦皮」記者會，每天揭露蝦皮取得電子支付機構執照風險及相關問題，呼
籲投審會不予通過增資。
▎8月12日 蝦皮寄給用戶「金流服務商變更通知」，表示即日起蝦皮購物之合作金流改為「樂購蝦皮公司」經
營，當用戶繼續使用即視為同意變更。
▎8月13日 蝦皮支付公司取得電子支付機構執照期限屆滿，然因其未回覆投審會詢問與騰訊之相關業務往來問
題，尚未通過增資審查。同時「蝦皮店到店」啟用，正式跨足物流業。
▎8月14日 金管會廢止蝦皮支付公司的電子支付業務許可。
▎8月25日 蝦皮公告停止「蝦拼晚點付」業務。
▎9月7、9、27日經民連連續向台北地檢署告發蝦皮侵佔消費者款項、遭金管會廢止電子支付機構許可後竟違
法營業，以及違法經營儲值銀行業務；並向監察院提交陳述書，請求調查金管會縱容蝦皮「左手換右手」無照
違法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金管會僅回覆將於翌年第一季查「樂購蝦皮公司」金流是否超過納管門檻。
▎11月15日 經民連批評金管會鬆綁金流納管門檻形同為蝦皮開後門，呼籲立法院速審〈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第五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
🦐2022

年

▎3 月 16 日 經民連於立法院，舉行「當年反服貿，今日拒
蝦皮」記者會，揭露中國騰訊利用蝦皮全面滲透台灣，變
成八爪章魚的國安風險，要求政府至少做到蝦皮金流納
管。
▎3 月 17 日 蝦皮宣布與「 OK-mart 」合作店到店服務，加
上先前與美廉社、亞太電信、 85 度 C 等公司合作之店面，
「蝦皮店到店」已突破1000間門市。
▎3月18日 經民連於蝦皮店到店台大門市舉行晚會，呼籲社
會記取反服貿運動的訴求與教訓，正視中國影響力在台的
擴張。
▎4月13日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二項授權規定
事項辦法〉審查期限即將屆滿，經民連至立法院要求財政
委員會排審，召委沈發惠現場承諾隔週排審。
▎4 月 18 日 金管會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備詢時表示，金流
納管門檻的修正是反應市場變化與業者意見，然 2021 年代
理收付金流超過 10 億元（舊法）、低於 20 億元（新法）的
就只有樂購蝦皮公司、綠界科技、拍付國際三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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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沸沸揚揚的「蝦皮支付」增資案

蝦皮，是冬海集團（SEA）全資持有的子公司，SEA同
時還擁有全球知名的遊戲代理商競舞娛樂（Garena）。
2017年SEA於紐約掛牌時，中國騰訊持有高達39%的股
權。2015年蝦皮在台灣正式上線，藉著免運費、免上架
費等誘因，短時間內成為台灣最大電子商務平台，至
2018年就有1,500萬下載用戶帳戶，單月超(商)取物件更
超過2,000 萬件次； 2020年蝦皮電商平台每月訪客數
5236萬人次，遠高於第二名PChome的3244萬人次，
與第三名momo的3117萬人次。
如此龐大的電子商務平台，每天經手鉅額的買方與賣方
收款、付款，再委託「蝦皮支付公司」管理。 2019 年
「蝦皮支付公司」保管代理收付日均餘額高達31億元，
超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稱電支條例）的金
流納管門檻，蝦皮依法必須申請成為電子支付機構接受
監理。

三、蝦皮．騰訊．中國 剪不斷的關係

集團財報說明與騰訊的關係緊密。資料來源：2019年財報37頁

SEA

按照《電支條例》第7條的規定，「蝦皮支付公司」若
想取得電子支付執照，必須在期限內增資至5億元。然
而，蝦皮在面對經濟部投審會的增資審查時，對於投審
會詢問：蝦皮集團與騰訊集團間是否有其他業務往來，
如共同開發產品、管理軟體、委託資訊或技術服務、共
享客戶資訊等，蝦皮完全沒有回應。
2021 年八月，蝦皮因為增資失敗、電子支付許可遭到
廢止。電子支付執照確定落空後，竟「左手換右手」地
將金流業務交給同樣資金來源、在台負責人同樣都是胡
育嘉的「樂購蝦皮公司」，繼續無照違法經營。蝦皮對
問題的逃避，使其背後的中國影響力究竟為何、帶給台
灣什麼風險，成為最大爭議。
在蝦皮支付公司申請電子支付以前，經濟民主連合早就
根據SEA在紐約證交所的公開資料、蝦皮賣家中心的資
訊，還有世界各地的新聞報導，抽絲剝繭出蝦皮背後的
中國影響力。
截至 2021 年， SEA 集團的財報都還白紙黑字記載：
「根據我們的創辦人（李小冬）與騰訊公司之間所簽定
的『不可撤銷代理權』，騰訊同意將其所持有普通股份
表決權，指定我們的創辦人作為其代理人。」、「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我們的創辦人與騰訊公司就其所持
有的普通股份計算，共擁有合計 61.1 ％的表決權
力。」、「我們的創辦人與騰訊公司對本公司業務握有
重大影響力，包括併購、合併、全部或大部分資產出
售、董事選舉及其它許多重要公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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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足以讓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騰訊公司，全然信任李小冬能夠代表其行使公司股
權？今年初，騰訊大動作減少蝦皮母公司SEA持股，也解除所謂「不可撤銷代理權」，讓許多人以為蝦皮
就此脫離「中資」身分。事實上，騰訊自SEA上市以來已多次減少對SEA的持股。更巧妙的是，當2020年
投審會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對中資股權計算方式認定的那一年，騰訊對SEA的持股減
少恰好低於我國對中資定義的30%。蝦皮是否操弄數字遊戲規避法規？背後動機耐人尋味。
即使不論股權，以下三項證據足以說明蝦皮就是中資，具有明確的中國影響力，不容狡辯：
（一）蝦皮從未說明與騰訊的關係為何

▎ 2019 年蝦皮與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
驗區建設領導小組共同舉行「數字絲路『新杭線』
——Shopee 與杭州區域貿易布局戰略發布會」，承
諾在「一帶一路」政策下，協助中國政府發展：區
域基建、人才發展及產業集群構建等的戰略措施，
打造中國跨境貿易發展的「新杭線」。
▎ 2021 年中國商務部為發展「十四五計畫」 [1] ，與
「跨境電商平台代表」蝦皮進行座談，同行的還有
（二）SEA董事名單中的關鍵代表：任宇昕
廣東省商務廳及深圳市商務局。蝦皮在此次交流中
向中國商務部分享，如何以「本土化」優勢，推動
騰訊對蝦皮的影響從來就不只有股權， 2013 年起騰 跨境電商與服務貿易融合創新，並一同討論服務貿
訊首席運營官兼平台與內容事業群及互動娛樂事業 易的前進方向，共謀政企合作，積極回應中國「十
群總裁任宇昕，出任 SEA 董事。任宇昕加入騰訊 四五」計畫的需求。
前，任職於具中國解放軍背景的華為。有趣的是，
任宇昕自 2005 年起就開始負責騰訊的遊戲研發、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
營與市場銷售，而代理遊戲的Garena也一直是SEA 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的主要營收來源，分別佔了該公司 2018 年營收的
55.9% 、 2019 年 營 收 的 52.2% 、 2020 年 營 收 的
46.1% 。合理判斷，身為 SEA 董事的任宇昕也高度涉
入 SEA 線上遊戲產品的開發與使用者資料管理，藉
以聯繫騰訊與 SEA 之間的業務合作關係。根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管理人員之互換」，可以作為兩家公
司間有重大影響力之證明。
如前所述，2021年8月14日蝦皮支付公司未於期限內
增資、取得電子支付執照，進而遭到金管會廢止電
子支付許可。其關鍵的原因正是：蝦皮無法回覆投
審會關於「蝦皮集團與騰訊集團間是否有其他業務
往來，如共同開發產品、管理軟體、委託資訊或技
術服務、共享客戶資訊等」的提問。這個「無法回
覆」的背後，應該就是不言可喻的中國影響力。

（三）蝦皮就是中國政府拓展海外市場的「孵化器」

蝦皮近年來與中國政府合作密切，大力輔佐中國政
府向海外拓展電商市場。
▎ 2018 年蝦皮與義烏人大副主任徐江琦、義烏商
務局局長王碧榮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在平台專
區、跨境物流集貨倉、跨境電商人才培養等方面展
開全面合作，推動更多義烏賣家轉型出海，瞄準
「一帶一路」政策下東南亞6億人口的電商商機。

蝦皮中國總部負責人劉江洪，代表蝦皮與浙江省義烏市簽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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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啟銘違法曲解中資定義

根據經濟部官員的說法，是否為中資其定義應照〈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認為「有控制力
才算中資」「持股30%以上才算有控制力」。然而，此辦法的母法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
項，「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
區從事投資行為。」 母法條文根本沒有提到「控制力」或「30%」。這個違反母法的中資定義，是2009年馬
政府開放中資時，當年的經濟部長尹啟銘與投審會執行秘書范良棟違法加上去的。
檢視1992年此法制訂時的原文是：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之外國公司，得不予認許。
經認許者，得撤銷之。外國公司主要影響力之股東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亦同」

換言之最初母法其實是以「有重大影響力」做為認定是否為中資的標準。
至於「有重大影響力」如何認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第五條已有規範。
重大影響通常可以下列一種或多種情況證明：
1. 在被投資者之董事會或類似治理單位有代表。
2. 參與政策制訂過程，例如參與股利或其他分配之決策。
3 . 企業與其被投資者間有重大交易。
4. 管理人員之互換。
5. 重要技術資訊之提供。
所以，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單從中國騰訊在SEA擁有一席董事此一點判斷，中資對蝦皮當然有重大影
響力。

四、蝦皮只是街角虛實整合的超商，還是控
制金流、物流、資訊流，入島入戶又入腦的
八爪章魚？
中國對台灣從未放棄武力統一，也不斷藉由文化、經
濟、社會等各種層面滲透台灣。因此，在了解蝦皮背後
的中國影響力後，我們就得更小心防範他所掌握的工
具：蝦皮涉入影響台灣經濟的「物流」，可以決定商品
上架、下架，可以決定個別商店的廣告投放與網路流
量；蝦皮平台擁有大量「資訊流」，每天蒐集台灣數百
萬消費者的個資與消費偏好；蝦皮每日數十億元的代收
代付「金流」，更將企業與消費者的錢財把玩於手掌之
間。

（一）線上線下 全面整合

八年前的三一八運動，在數十萬群眾抗議聲下擋下服貿
協議，阻斷中資大量進入我國服務業，減緩對基層民生
產業的衝擊。然而中資透過馬政府時期發布的行政命
令，或者假藉港資、外資名義，依然持續走後門地逐漸
啃蝕台灣的經濟自主性。中國騰訊掌控的蝦皮就是最明
顯的案例。
蝦皮去年起與85度C、美廉社、亞太電信等開設實體店
面「蝦皮店到店」、跨行物流界，短短半年內在全國各
地已經擁有近500家分店，後更與OK-mart合作，整合
雙方的配送服務，合計蝦皮實體據點已達1,260間，這
象徵著中國影響力持續在台不斷擴大。這1260家實體
店，承平時期是「以商圍政」的市場力量：中國官員常
說「不允許台商一方面賺中國人民幣，一方面搞台
獨」，將來中國可以透過騰訊蝦皮懲罰台獨頑劣份子的
政治獻金提供者。在台海緊張，甚至於戰時，1260家實
體店更可能是中國灘頭堡，做為情報傳遞、政策發布與
官方文件受理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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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 無所遁形

（三）金流凍結 黑字倒閉

蝦皮購物掌握大量使用者個資，若遭中共政權不當使用，
極可能淪為中國監控台灣消費者的利器。翻查蝦皮購物官
網的《隱私權政策》內容，發現蝦皮對於使用者個資的處
置原則包括「遵守相關管轄地之任何適用法律、政府或監
管要求」，蝦皮也明言將向「對Shopee有管轄權的政府
或監管機關」等第三方揭露使用者個資。甚至，即便蝦皮
聲稱將大多數使用者個資儲存在新加坡的伺服器，仍然會
將這些資訊傳送至第三國，「並在該地根據本隱私權政策
及隱私權法之規定保存或處理。」
在商務需求下，電子商務平台使用或傳送使用者個資看似
合理，但是所謂「相關管轄地」、「政府」、「監管機
關」、「第三國」若為中國，當地不成熟的個資保護法制
與中國對台統戰的政治意圖，即可能對台灣使用者造成嚴
重的政治風險。蝦皮所收集的敏感個資細項，包括姓名、
電郵、地址、銀行帳戶、與使用者互動的人及帳號等有關
資訊、照片、錄音、影片、通訊偏好、交易紀錄、搜尋與
訂單內容等，這些數位資訊若遭中國不當使用，幾乎可以
讓中共政權掌握一個台灣人的政治意向與人際網絡，並對
其懲罰或攻擊。
中國利用企業擁有的個人資料來達其政治目的並非沒有前
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服就協助中國政府建立
「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其董事長更宣稱要讓「壞人無處
可逃」，實際上就是代替政權懲罰異議者。

實體商店，批發、零售業的金流主要是應收帳款，由
商店自己掌握，但是，電子商務平台，買家支付的貨
款是透過電商平台、第三方支付業者託管，再向賣家
商店給付。賣家的應收帳款金流實際上是掌握在第三
方支付業者手中，這就是危險所在。如果哪一天台海
關係緊張，或者習近平透過騰訊下命蝦皮，店家不可
以一方面在蝦皮平台賺錢，一方面支持台獨政治人
物，用以杯葛、拖延廠商應收帳款給付，這將造成台
灣的經濟、金融危機。
以前，我們常說「赤字倒閉」，但是，應收帳款掌握
在別人手中的企業，是有可能「黑字倒閉」的。也就
是公司資產大於負債，但是，因為應收帳款未能正常
收現入帳，造成周轉不靈，無法支付各項營運費用，
公司還是會倒閉。我們應該把這樣的控制權，電子支
付機構的經營權交到蝦皮手中？交到騰訊手中？交到
習近平手中嗎？
與蝦皮同一時間來台營業的美食外送平台「誠實蜜
蜂」，2019年無預警結束在台營業，當時就拖欠數百
家台灣餐飲業代收款項，沒有給付，讓合作業者求償
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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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碰到在蝦皮下單出貨地顯示為台灣的商品，
竟走海運物流送貨。

五、蝦皮對台灣的危害不是未來式

倘若我們先不討論未來的風險，單就中國因素當前在蝦皮的
影響，也能看見諸多負面結果。簡單來說，台灣的產品需要
標示成分、生產的工廠、地址，需要通過檢驗；中國慣用低
價策略快速擴大市場，卻不用標示也不用檢驗，這是劣幣驅
逐良幣打擊本土產業的過程，對辛苦經營本土品牌的業者不
公外，消費者更求償無門。在台灣，批發零售業的總從業人
員達兩百萬人，是當年爭論服貿協議時各界評估對就業衝擊
最大的開放項目。如今，蝦皮電商平台上充滿中國貨與山寨
台灣貨，大量中國商品透過蝦皮電商平台，對台灣傾銷，打
擊本土批發零售業，已嚴重傷害台灣經濟。
2021年9月蘇巧慧等立委就曾與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共
同召開記者會，控訴中國盜版書籍猖狂，以「隨選列印」的
模式販售，一本書淨利可能高達100至200元，其中來自蝦
皮電商平台的客訴案件最多，但向蝦皮反應盜版書狀況後，
出版商還要自己拿實體盜版書來舉證，且只能下架該書籍產
品而非關閉賣家。即便蝦皮主張他們會註記出貨地是台灣亦
或是海外，然而用戶都知道憑出貨地根本無法辨識其來源，
在google搜尋「假出貨地」四個字，出現的都是消費者在
蝦皮受騙的辛酸血淚。

六、政府放水蝦皮，有影無？民間在努力，金管會在扯後腿
面對來勢洶洶的蝦皮，經濟民主連合積極阻止中國影
響力在電商平台的擴張，包括揭露前述蝦皮與騰訊的關
係，也到地檢署告發蝦皮違法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並向
監察院檢舉銀行局官員的失職。這些努力部分有得到成
果，例如投審會向蝦皮所詢問的關鍵問題，便是出自經
民連的新聞稿；然而卻也有部分議題，政府不願正面處
理。

金管會去年6月30日公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五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修正案，將第三方支
付業者應申請電子支付機構許可之營業規模門檻，由
10億元放寬為20億元。不過，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今年2月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統計資料，全部30家合
法電子支付機構業者於2月底之總代理收付餘額只有
53 億元， 30 家合法業者中僅一卡通達 20 億元門檻，
第二名街口支付為16億元，第三名以下均低於10億元
(表1)，此修法根本不符合市場現狀。

表1 蝦皮支付公司與電子支付機構業者代理收付款項金流量比較。 資料來源：金管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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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於立法院答詢時稱：調高金流納管
門檻從10億為20億的原因是「因為第三方支付不希望
到達標準就要去申請受金管會監管的電子支付」，然
而銀行局長莊琇媛於4月13日表示，今年第一季統計
金流結果，代理收付金額超過10億但低於20億的就只
有「樂購蝦皮公司」一家。[2]所以這個法規放寬，真
正受到實質影響的就是蝦皮一家，金管會的修法形同
為蝦皮量身打造！
今年4月12日，金管會針對國泰世華銀行ATM當機影
響消費者權益，以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開罰兩百萬元，
並祭出改善獲認可前限制增設ATM等五大監管措施，
這是因為銀行依法受金管會監理，金管會依據《銀行
法》第六十一之一條為必要處分。相對地，今年3月
22日，蝦皮購物發生大當機，許多用戶被迫登出、無
法上架或下單，並有用戶反應蝦皮錢包款項無法領取
等情形，蝦皮公司至今仍無完整之說明，亦未提出補
償方案，更無主管機關出面糾正監理。這就是蝦皮金
流不受政府納管的弊害，其不適用《電支條例》及各
項子法規範。
更具體地來說，一般第三方支付與成為電子支付機構
最大的差別是，後者須依法將提撥清償基金（避免倒
閉消費者求償無門）、專款專用（避免業者隨意挪用
款項）、凍結帳戶機制（需有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方
能執行），讓掌握龐大金流量的業者能在法律規範下
保障消費者權益。試想，當缺乏法律規範、每日經手
金流量數十億元的蝦皮，如果又出現更嚴重的大當
機、不可逆的系統故障，造成企業應收帳款未能如期
入帳、企業支票跳票、用戶蝦皮錢包遭凍結，會導致
多少消費者權益受損，甚至是嚴重的金融危機？
銀行局長於4月18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上又改口稱超過門檻的業者有三家
，無論是一家或三家，黃天牧的說法都在誤導大眾。
[2]

年月 日
立法院財委會召委沈發惠接受陳情，
承諾排審金流納管之法規命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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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經民連號召前往蝦皮店到店台大門市，訴求「當年反服貿 今日拒蝦皮」。

2022 3 18

七、結語：蝦皮金流納管是政府最起碼的責任
按照《電支條例》規定，業者必須將全部金流交付信託、專款專用，否則將有刑事責任。因為蝦皮不受
《電支條例》約束，所以它並未將所有金流交付信託——蝦皮錢包的用戶若曾收過來自「蝦皮營業部」
的直接撥款便可證明。
那麼蝦皮的錢用去哪了？這個問題要蝦皮自己回答，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蝦皮曾推出年息高達18.25%
的「蝦拼晚點付」貸款服務，每位買家用戶最多有三萬元的貸款額度。試問，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
限公司在台營運資金五十萬、樂購蝦皮公司實收資本額五百萬、蝦皮支付公司實收資本額五百萬，三家
公司登記資本額只有1050萬的蝦皮，哪來這些錢做放貸？蝦皮就是把用戶未交付信託的錢，拿去做「蝦
拼晚點付」的放款。
蝦皮違法把消費者的錢，透過收款付款與蝦皮錢包提領的時間差，拿去做蝦拼晚點付放款——錢是消費
者的，利息錢卻是蝦皮在賺——大家能夠接受嗎？
在經民連不斷抗議下，蝦皮在去年8月25日公告停止「蝦拼晚點付」服務。「蝦拼晚點付」雖停辦，但
蝦皮錢包還是未交付信託，用戶的錢還是可能被蝦皮挪用至其他用途，這就是金流未納管、未受到《電
支條例》約束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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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蝦皮這七年來在台灣的發展：蝦皮先是利用舊法對中資持股計算方式的漏洞，隱蔽背後高達四成的中
國騰訊來台；爾後當金流業務超過納管門檻時，又不願按照台灣的規定接受監理，以左手換給右手、鑽漏
洞行為的規避法律。
坦白說挾帶中國影響力入台玩弄法律的案例還真不少，蝦皮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所以經民連倡議的最終目
標，是希望能將結構性的疏失補正，徹底改變讓「中資水龍頭」關不起來的過時法令與官僚心態，方能一
勞永逸的解決中國以經濟之名，威脅台灣社會穩定與自主的問題。
當然，將蝦皮視為重要觀測對象仍有其必要性，一方面要凸顯制度的問題何在，督促政府彌補錯誤，同時
提醒社會大眾有所警覺；另一方面，我們要正面對決指標個案，向中國影響力表達台灣捍衛經濟自主與民
主自由的決心，對於違法行為我們要求政府開罰，對於法規漏洞我們要求政府補正。因此，當蝦皮有這麼
明顯的錯誤擺在眼前時，我們至少應該要求它按照台灣的法律從事商業活動。第一步，應從金流納管開
始。
我們誠摯地呼籲，金管會應該要求蝦皮委託有執照的電子支付業者處理其平台上買賣雙方的款項收付，如
此一來，才是對合法業者公平，以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作法。

年 月 日 立法院財委會排審金流納管之法規命令，
經民連與數個團體到場外強調「樂購蝦皮」與「蝦皮支付」為同一公司，不該分開判斷計算。
202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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