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09.6.11 1 

一、第 11次歐「中」領導人會晤的成果與問題 
 

中興大學蔡明彥副教授主稿 

 

█大陸強調歐「中」戰略合作必須基於「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

政」原則。 

█大陸向歐盟提出 3 項要求：儘早承認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解

除對大陸軍售禁令、放寬對大陸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 

█此次歐「中」高峰會流於外交形式，缺乏深化合作的具體內容。 

█歐「中」對人權事務、雙邊貿易、減排標準等問題，仍有歧見。 

 

（一）會談背景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2009）年5月20日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

出席「第11次歐『中』領導人會晤」，並和歐盟輪值主席國捷克總統克

勞斯（Václav Klaus）、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歐盟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The Council of the EU/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索

拉納（Javier Solana）等人進行會談。這次的「歐『中』領導人會晤」原訂去

年12月11日在法國里昂舉形，但因大陸以當時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總

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接見達賴喇嘛為由，取消這場高峰會，讓這場會

議延後5個月才舉行。由於這是「歐『中』領導人會晤」機制自1998年

4月在倫敦舉行第1次會議以來，首度的中斷與再次恢復，對於觀察歐

「中」關係發展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二）雙方立場 
1.大陸立場 

根據溫家寶在歐「中」領導人會議與會後記者會上的各項宣示，

可將大陸在處理歐「中」關係的立場，歸納出幾項重點： 

（1）確定歐「中」基本定位：溫家寶強調歐「中」關係「核心在

戰略性，內涵在全面性，關鍵在與時俱進」。目前國際政治與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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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多變，大陸認為歐「中」必須堅持「戰略夥伴」此一基本定位，

擴大雙方務實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全面、深入、持續的發展」。  

（2）發揮歐「中」領導人會晤的戰略引領作用：大陸與歐盟應透

過「歐『中』領導人會晤」，加強「歐『中』經貿高層對話」（根據 2007 年 12

月 3日公布的「第 10次歐中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歐中雙方同意成立副總理級的「歐中經貿高層對話」機制，討論歐中

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問題。第 1 次「歐中高層經貿會議」於 2008 年 4月 25日在北京舉行，由大陸總理王岐山與歐盟貿

易委員會曼德森【Peter Mandelson】共同主持，第 2次「歐中經貿高層對話」則於今年 5月 8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由王岐

山與歐盟貿易委員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共同主持）和各種磋商機制，推動雙方在各領域

的交流合作，並且儘快就商簽「歐『中』夥伴合作協定」達成共識。 

（3）堅持「互不干涉」原則：溫家寶強調，歐「中」戰略合作必

須基於「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讓

雙方關係不會因為突發事件受到影響。 

（4）拓展雙方合作：大陸認為歐「中」應進一步完善雙方合作的

法律框架，加強在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與協

調。同時，大陸向歐盟方面提出 3 項要求，包括歐盟應儘早承認大陸

的市場經濟地位、解除對大陸的軍售禁令、放寬對大陸高技術產品的

出口限制。 

2.歐盟立場 

（1）肯定歐「中」關係的重要性：歐盟方面表示，歐「中」關係

發展潛力龐大，歐盟高度重視加強和大陸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未來將

致力於深化雙方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透過歐「中」「領導人會晤」與「經

貿高層對話」等機制，加快「歐『中』夥伴合作協定」的談判進程，

並和大陸合作因應各種全球性問題的挑戰。  

（2）歡迎兩岸和平發展：歐方在會談過程中，重申「一中」原則，

並且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表示歡迎與支持。 

（3）表達解決對大陸軍售禁令的「政治意願」：針對大陸希望歐

盟儘早承認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並解除對其軍售禁令一事，歐盟並

未做出正式承諾，僅強調願意以「公正、客觀的方式」對待大陸市場

經濟地位問題，並且強調歐盟具有解決對大陸軍售禁令問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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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  

 

（三）會談成果 
    此次「歐『中』領導人會晤」透過現場翻譯進行，全長約 2 個小

時，雙方在會後發表「歐『中』高峰會聯合新聞公報」（Joint Press Communiqué of 

the EU-China Summit），總結此次會談的成果，雙方同意今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

第 12次領導人會晤。大陸與歐盟領導人在這次高峰會中達成的共識，

包括： 

1.經貿合作 

歐「中」在第 11次領導人會晤中，針對推動雙邊經貿合作達成幾

點共識：（1）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2）雙方同意進一

步促進相互投資，加強在中小企業、貿易便利化、科技、交通、郵政

等領域的合作；（3）雙方將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財金對話，共同推進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4）大陸將在近期內派出另一個採購團前往歐洲

國家（大陸在今年 2月下旬已經派出一個採購團前往歐洲，和德國、瑞士、西班牙、英國等國家簽署總值達 150億美金

的採購協定），增加大陸對歐洲產品的進口；（5）雙方相關部門簽署「歐『中』

清潔能源中心聯合聲明」、「歐『中』中小企業合作共識文件」和「歐

『中』科技夥伴關係計畫」，展現歐「中」發展進一步合作的意願和行

動。 

2.氣候變化 

  針對歐盟關切的氣候變化問題，溫家寶表示「中」方願意配合加

強「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

施，並且推動今年底「哥本哈根會議」（隨著「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議即將在 2012年屆滿，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家，計劃在今年底舉行「哥本哈根會議」，商討全球氣候變化與生態問題，並且決定

全球下一階段的減排協議）取得積極成果。但是溫家寶也強調，大陸對於節能減排

問題，將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根據這項原則，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程度、

歷史責任、人均排放上，存在明顯差異。已開發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應承擔較多的義務，嚴格執行「京

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並在 2012年後繼續承擔減排義務。至於開發中國家，因其歷史累積排放量較少、人均排放量低，

主要任務應在發展經濟、消除貧困，而非負擔減排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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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事務 

在此次領導人會晤中，歐「中」亦針對國際金融危機與能源安全

交換意見，同時雙方也討論包括朝鮮半島、緬甸、伊朗、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等重要的國際問題。大陸與歐盟同意共同因應國際金融危機

帶來的挑戰，並將針對各項國際問題加強協調與合作。 

 

（四）潛在問題 
雖然歐「中」對於未來雙邊合作達成前述的共識，但進一步分析

高峰會的進行與雙方在各項議題的立場，可發現雙方關係仍存在許多

潛在問題： 

1.會談流於形式 

大陸以法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為由，延後召開此次歐「中」高峰

會，已顯示大陸對歐「中」高峰會的不夠重視，德國媒體甚至批評北

京為了懲罰薩科齊，取消歐「中」高峰會，反應大陸對歐盟這個對話

夥伴的「蔑視」（「歐媒抱怨大陸蔑視歐盟，稱歐『中』關係已失衡」，中評社，2009.5.2.10）。 

倘若仔細觀察此次歐「中」高峰會的進行，可發現過程流於外交

形式，雙方領導人會談的時間僅有 2個小時，會後雖舉行一場 40分鐘

的記者會，但溫家寶在記者會中的發言便占了 30分鐘。歐「中」對於

未來雙邊關係發展的表述，大多集中在「深化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和諧發展」、「『中』方願與歐盟做好朋友、好夥伴，以和諧促發展，以

合作謀共贏」、「雙方要齊心協力、共克時艱，為世界經濟儘早復甦作

出貢獻」等外交辭令，缺乏具體的合作方案。英國媒體對此便提出質

疑，指出如果歐「中」峰會只停留在談論商討的外交形式，將無太大

的實質意義（「溫家寶誠意、務實之旅：歐盟對中國很重要」，中評社，2009.5.21）。 

2.政治障礙持續存在 

大陸與歐盟雖恢復高層對話，但歐盟國家對於西藏問題、人權問

題以及大陸對緬甸與蘇丹達富爾的政策，仍有質疑。溫家寶在會議期

間指出：「在處理歐『中』之間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方面，雙方應該堅

持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這一點至關重要」。此顯示大陸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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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重啟歐「中」高峰會，但「堅決不容忍涉及達賴的任何問題」。只是

達賴喇嘛已經計劃在今年 5 月再度出訪歐洲，屆時歐洲國家若與達賴

進行任何接觸，可能讓稍見緩和的歐「中」關係再度出現緊張。 

3.貿易問題遲未解決 

歐盟 27 個成員國輸往大陸的產品，從 2000 年的 350 億美金，增

加為 2008年的 1,060億美金，但在同一時期，歐盟從大陸進口產品的

金額也由 2000 年的 1,020 億美金增加為 3,370 億美金，顯示近年來歐

「中」貿易失衡問題並未獲得有效解決（Antoaneta Bezlova, “China-EU: Summit Redefines 

Diplomatic Boundaries,” ISP News Agency, May 22, 2009）。 

即便歐「中」領導人在高峰會中宣示反對保護主義，但是根據「歐

洲國際經濟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y）在今年 5月公布對歐「中」

經貿問題的分析顯示，大陸在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正尋求將其產業

模式由高度依賴製造業出口，轉為擴大內需，並且開始對歐洲地區進

口的食品進行管制，包括限制進口愛爾蘭豬肉、比利時巧克力、義大

利白蘭地、英國果醬、德國雞蛋與西班牙日常用品。目前歐「中」雙

邊經貿問題無法獲得有效解決的真正原因，在於歐盟因內部意見紛

歧，並未做好和大陸談判貿易赤字問題的準備，而大陸方面也從未打

算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向歐洲國家進一步開放大陸市場，此一結構

性問題將會讓歐「中」貿易爭議持續存在（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y, “EU-China 

High Level Dialogue – Can it End Souring Trade Relations and Increased Protectionism?” Media Briefing Note, May 2009）。 

4.氣候變化問題仍有歧見 

    由於大陸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排碳國家之一，因此歐盟積極和大陸

洽談氣候變化問題，希望大陸能夠承諾在 2020年之前減少排碳，並且

發展乾淨能源。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此次歐「中」高峰會上呼籲，

根據歐「中」在 2005年建立的「氣候變化夥伴關係」（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

大陸方面應在今年底「哥本哈根會議」舉形之前，向歐盟說明「中」

方的談判立場，他強調歐「中」雙方需要「透明的交往」（clear engagement），

將談判立場告知對方，而歐盟方面已對此做好準備（Darren Ennis and Tamora Vidaillet, 

“EU and China Pledge New Ties on Trade, Climate,” Reuters, May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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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陸方面認為，設定嚴格減排標準的對象應是已開發國家，而

非開發中國家，並且呼籲已開發國家包括歐盟，應向大陸轉移乾淨能

源的技術。由於歐「中」立場還有明顯差異，雙方欲在氣候變化問題

上達成進一步的合作共識，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磋商。 

 

二、大陸近期推動國際貨幣體制改革之觀察 
 

中山大學范錦明副教授主稿  

 

█大陸向今年 4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的 20國集團首腦高峰會議放出

創造與主權國家貨幣脫鉤、免生內在缺陷的國際儲蓄貨幣的風

向球。 

█大陸此舉是為了突顯現行的國際貨幣體制不但讓大陸蒙受巨額

的外匯損失，決策權也長期由 7 大工業國家操控，對轉型或開

發中國家不公平。 

█7大工業國家反對改革的立場，大陸應該早已料到，預計大陸將

會繼續爭取轉型與開發中國家的支持。 

 

今（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啟程英國倫敦參加

20國集團首腦高峰會議之前，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

一文，建議創造與主權國家貨幣脫鉤、免生內在缺陷的國際儲蓄貨幣。

周小川還提議，目前應該在國際儲備中擴大「特別提款權」用途，並

著力推動SDR（為國際貨幣基金會會計上記帳的單位，由美元、日圓、英磅及歐元4種主要貨幣構成）的分

配。根據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報導，俄羅斯、巴西等一些新興國家經

濟體對大陸的建議表示贊同，而美國和歐洲等一些西方國家則表示反

對更換世界儲備貨幣。甚至於美國總統歐巴馬回應說：沒必要創建新

全球貨幣。美國財長蓋特納則說，美元將繼續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

美國政府的舉措將確保美元這一地位。大陸推動國際貨幣體制改革的

主要目的是為己也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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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經濟深受美元貶值之苦  
從2005年7月下旬至2009年5月中旬，美元受到美國聯邦準備理事

會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而一再貶值，人民幣的幣值則受到國際壓力而

不斷調高，結果造成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下跌幅度已經超過16％。美

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下跌，使大陸財富減少與企業利潤降低。到2009年3

月，大陸的外匯準備累計達到1.95兆美元。大陸除了將一部分外匯換成

歐元與日幣之外，也大量購買美國政府長期公債。根據美國財政部的

統計，2009年3月大陸持有7,679億美元的美國政府長期公債，超過日本

的6,867億美元而居第1位。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下跌幅度超過16％，其

實已經造成持有大量美元與美國政府長期公債的大陸，蒙受財富上的

損失。加上大陸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絕大部分的價格需求彈性都非常

高，讓大陸的出口廠商不敢將美元貶值的匯率差額轉價給買方，造成

大陸的出口廠商利潤降低。因此大陸認為國際間如果能夠修改體制，

不再以美元為主要的交易與儲備貨幣，對美國國際貿易有順差的各個

國家，就可以免除因為美元一再貶值而引起的財富減少與企業利潤降

低。 

 
（二）大陸認為現行國際經濟體制對轉型或開發中國家不公平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雖然陸續申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

行與世界貿易組織，但是一直認為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章程、運作與

入會規定，都是由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以及日

本等 7 大工業國家在操作，而這 7 個國家為了保障既得利益，強迫後

入會者簽署許多不公平的條款，尤其對轉型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特別不

利。當初大陸在入會時之所以忍氣吞聲，都是抱持「先加入，再逐步

結合轉型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要求修改組織章程」的策略。到 2007年大

陸對外貿易總額已經占全球對外貿易總額的 7％，僅次於美國與德國，

因此大陸自認已經可以替全世界轉型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事

務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伸張正義。雖然大陸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表態反

對創建新全球貨幣之後，以媒體斷章取義和誤解周小川的本意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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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找到下臺階。但是從周小川在今年年初的幾篇演講稿可以發現，

大陸對於國際貨幣體制的改革早已進行研究與規劃，這一次只不過是

藉由參加 20國集團首腦高峰會議的機會放出風向球，相信大陸對這個

議題不會就此結束，今後還會利用各種國際經貿高峰會議積極爭取轉

型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支持。 

 
（三）我方可以採取的立場 
我方雖然不是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成員，由於我方經濟發

展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因此對於大陸推動的國際貨幣體制

改革，不能認為事不關己。尤其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擁有多位學有

專精的國際金融人才，政府財經部門可以輔助這些機構與學會，以研

討會的方式，定期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專家與智庫進行交流。一方面可

以瞭解大陸推動國際貨幣體制改革的構想與進程，一方面也可以讓我

方的國際金融人才間接參與規劃，以避免遭到邊緣化。 

 
三、大陸第二次土地改革— 「土地流轉」 

 

企劃處主稿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

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

營權，外界視為「二次土改」。 

█大陸各地方政府已陸續制訂「土地流轉」具體措施，惟政策衍

生問題仍有待解決。 

 

在大陸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農村改革自始扮演重要角色。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以「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為主軸的農

村改革率先登場，開? 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而在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農村改革再度成為重點。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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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等多種形式「流轉」土地

承包經營權，這個政策被外界視為是「二次土改」。而「公有制」是共

產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石，允許「土地流轉」是否代表中共的轉化，引

起許多討論。 

 

（一）大陸土地制度的沿革 
1.二元制 

1949 年中共建政前後，農地制度是「公益性土地歸國家所有，經

營性土地歸農民所有」的二元複合型產權結構（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9.2.17）。 

2.私有制 

1949年至 1953年間，實施「土地改革法」，強制地主分田給無地

或少地的農民（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114-115），即所謂第一次「土地改革」。1954

年 9 月制定的大陸第一部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出租、典當、抵押

等權利（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9.2.17）。 

3.集體制 

1955年至 1958年間，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農民所擁

有的土地又被強制集體化，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也被剝奪（中國國家信息中心，

2009.2.17）。 

4.公有制 

1958 年開始推行人民公社，結束農民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權與經

營權統一歸於公社（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8.12.12）。 

5.承包制 

（1）1982年，發布「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家庭聯產承包制」

取代人民公社（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9.2.17）。1984 年，將土地承包期延長至 15

年以上，「家庭聯產承包制」確立為農村最基本的生產經營制度（中國國家

信息中心，2009.2.17）；1993年承包期限再延長為 30年（新華社，2009.1.23）。 

（2）1988年 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議憲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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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土地使用權合法流轉得到認可，以適應改革開放後，發展工商

業的土地需求（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8.12.12）。 

（3）2002年 8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對

土地集體所有權的行使，訂定有系統的法律規定（財貿研究，2006.8.1）。 

（4）2008年 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

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賦予農民更充分且有

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並依「自願有償」的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

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澳門日報，2008.12.18）。 

 

（二）「土地流轉」政策的意涵 
「土地流轉」指的是土地「使用權流轉」，即保留土地承包權，轉

讓土地使用權。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可以將土地使用權轉讓

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亞洲週刊，2008.10.26）。 

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土地制度的框架，但

因為沒有出租、抵押、轉讓和繼承等權利，使土地所有權只能向城鎮

國有土地轉移；而且土地所有制引發產權模糊和地權分散化問題，限

制對土地的長期投資，特別是城市資本對農村的投資，嚴重影響農村

的發展（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9.2.17）。 

「土地流轉」將土地的處分權還給農民。但「十七屆三中全會」

的「決定」也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

性質及用途，也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顯示「土地流轉」政策

有放有收，既允許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也防止假藉流轉之名，

損害農民權益（澳門日報，2008.12.18）。 

 

（三）「土地流轉」政策施行相關措施 
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

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後，「土地流轉」政策正式施行，各地方政府也陸

續制訂「土地流轉」的具體措施： 

Ø重慶市頒布法令，建立區縣、鄉鎮、村 3級農村土地流轉中心，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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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逐步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重慶人民廣播電臺，

2008.11.27)。 

Ø北京市第 1家土地專業合作社「北京百合興盛土地專業合作社」，2008

年底正式領取營業執照，嘗試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央通訊社，2008.12.6)。 

Ø浙江省發放農民土地產權證，農民可向銀行抵押貸款(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9.3.17)。 

Ø東莞市批准土地流轉試點資金安排方案，農戶將承包經營的土地流轉

給專業大戶，或農業企業等規模化經營主體者，可各獲得每畝 200

元及 100元人民幣的獎勵(中國新聞社，2009.3.17)。 

Ø湖北省制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約的規範文本 (湖北楚天廣播電臺，

2009.4.4)。 

Ø河南省首家通過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註冊的農村土地信用合

作社，「信陽市光山縣江灣農村土地信用合作社」正式營運(河南衛星廣播電

臺，2009.4.9)。 

Ø新疆自治區規定土地流轉期限以 3至 5年為宜，最長不宜超過 10年，

以保護農民的權益 (新疆人民廣播電臺，2009.4.18)。 

 

（四）「土地流轉」政策的缺失 
Ø「土地流轉」政策規定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也就是農地只能農用，這

和有意投資農村土地的開發商預期有所出入，認為改革的幅度有限（中

央通訊社，2008.12.10）。 

Ø「土地流轉」政策缺乏價格評估機構，所造成的價格混亂，將無法避

免炒作地皮的問題（中央通訊社，2008.10.18）。 

Ø「土地流轉」政策由於欠缺明確的配套措施，加上官場貪腐風氣難除，

縱然政策正確，不免因執行過程偏差而走樣（青年日報，2008.11.13）。 

Ø大陸耕地面積已經下降至近 18億畝的糧食生產警戒線，一旦開放「土

地流轉」，將威脅糧食安全（中央通訊社，2008.10.18）。 

Ø農村土地荒廢的主因不是缺少勞動力，而是農民種地無利可圖，因此

目前急需解決的不是「土地流轉」問題，而是農產品價格的問題(中國

時報，200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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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土地流轉」政策可能造成農民拋售土地後蜂擁進城，成為城市流民，

造成城市治理隱患；而若農民回流農村耕作，又已無土地經營權，可

能再次成為佃農 (中國時報，2008.10.6)。 

 

（五）結語 
土地是農民、農村穩定的基本保障，土地改革在農村改革中的重

要性不可言喻。大陸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啟動「二次土改」，顯示農村

問題已經到非根本改造不可的地步。 

而「土地流轉」政策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是因為其等同於承認

農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而且雖然在理論上未牴觸大陸憲法所規定

農地屬集體所有，但允許以「自願有償」的原則「流轉」土地，實際

上已朝向土地「私有化」發展（中央通訊社，2008.10.18）。 

 

四、大陸醫療改革的昔與今 
 

彰化師範大學劉兆隆助理教授主稿 

 

█大陸中央政府 2009年對醫療事業，包括醫療改革費用的預算只

有 1,180億元人民幣，其投資額看來並不會增加。因此如何能讓

大陸地方政府情願出資，成為未來大陸醫改的重大關鍵。 

█未來如要建立全大陸的醫療網的關鍵是必須要能有效的提升與

普及大學醫學教育。惟大陸官方僅停留在口頭宣示，並未見到

具體作法。 

█如何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市場機制的建構，去借力使力以完

善醫療保障體制，是未來思考醫改方向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大陸的醫改道路與轉折 
大陸由於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福利政策也可以說是它的正

當性的基礎。大陸過去在 1950 到 1980 年代之間，由於國民平均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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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0多歲，再加上人口成長因戰亂而停滯，所以在醫療負擔上並不

沉重。主要的醫療衛生問題是在公共衛生與防疫上，因此在這一段期

間是由國家負擔報銷所有衛生經費，在醫療體制上也是以公費醫療為主。 

進入 1980年代之後，由於人口與國民平均年齡增加，因此老人疾

病與慢性病也日漸增加，醫療保障開始成為政府預算最為沉重的一

塊，迫使大陸政府開始將醫療改革自政府預算中單獨處理。一般來說，

大陸的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共可分為 2階段，第 1個階段是在 1980年代

初期到 1992 年間；另一個階段是由 1992 年迄今。第 1 個階段最大的

變化，並不是在於醫療保險經費的籌措，而是在於醫療服務機構的運

作與補償制度朝向市場化傾斜。換句話說，這一階段主要是以費用控

制為中心，在 1985 年以前主要是針對消費者實施費用分攤；因此在

1985年以前是強調對醫院的控制。第 2個階段的重心，則是實施醫療

經費社會化的統籌，也就是實行以縣市為單位的醫療保險基金的統

籌，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以行政手段控制醫療費用的增長。這個模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1994年開始試點的「兩江模式」（兩江指江蘇鎮江市和江西九江市）。 

 

（二）1990年之後的「兩江模式」與城市職工醫療體制 
「兩江模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下：1.企、事業單位與職工共同繳

納醫療保險費，單位按照上年度醫療費用占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繳納

保險費；2.建立社會統籌醫療保險基金與個人醫療保險帳戶，單位繳納

保費的一半建立社會統籌醫療保險基金，由專門機構統籌管理使用；

另一半職工個人繳納款項則是建立個人醫療保險帳戶，歸個人所有，

同時不僅專款專用，還可以結轉與繼承；3.職工醫療費用先由個人帳戶

自付，個人帳戶不足時由個人自付，個人自付款項超過本人工資 5％

時，由社會統籌醫療保險基金支付，個人實行共付；4.提高病人選擇就

醫的自由度，增加定點醫院之數目；5.配套進行醫院資格審查與醫療服

務價格調整等措施。「兩江模式」在取得成功後也成為大陸各城市醫療

改革的原始雛形。這種城市醫改模式在 2000年之後擴大到了全大陸各

地的各大城市，包括北京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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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大陸城市地區所進行的醫療改革重點，包括：1.改變醫

療費用的籌集方式，由改革以前的各單位自行籌集改成各地方政府籌

集，以增加醫療保險基金承擔風險的能力，同時還可以解決各單位因

職工年齡結構不同所帶來醫療費用負擔不均的問題；2.引入供給需求的

市場機制，增加需求方對醫療服務的付費比例，並希望能從而制約了

需求者對醫療保險的過度需求。 

這種引進市場機制的作法後來引起了很多爭議，包括了「看病

難」、「看病貴」、「天價醫療」、「賣醫院」、「以藥養醫」、「拿回扣」等

問題，引起了非常熱烈的撻伐與討論。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

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6 年

年會的預備會上更指出，「正是由於大陸在醫療衛生領域過多地利用了

市場化機制，才導致了現有衛生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局面，使得處於

城市大醫院發展越來越快，而低端機構，尤其是農村鄉鎮醫院、城市

社區醫院等逐步萎縮，甚至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論者認為，在醫療

衛生領域實行的市場化機制導致了政府職能逐漸弱化，公共財政投入

日益減少，其直接後果一方面造成醫療費用不可遏制的上漲，另一方

面使得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為擴大收入轉向發展昂貴的專科治療

性服務，公共醫療則逐漸萎縮與棄守。 

作者認為大陸在思考醫療改革的方向時，一直在朝向市場性與公

共性之中擺盪。過去 20年他們總結經驗時認為醫改之所以失敗，是因

為「太過朝向市場傾斜」，因此應該朝向「公共性」去扭轉。最具體的

例子就是在 2006年時自上海市所發起的一系列「平價醫院」的政策。

論者認為這種思考只是單憑一股對「公共性」的熱情從事醫療改革，

其實是很難成功的。而所謂「市場化」的概念，相關官員的認識也很

膚淺，甚至內容南轅北轍。所以論者認為過去在大陸醫療改革方向的

論戰，與其說是對話還不如說是立場的各自陳述。 

 

（三）2009年所提出的新醫改體制 
2009年 4月大陸提出了未來醫改的具體 10項內容：1.建設全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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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體系。醫療改革的目的是建設全面的醫療體系，為全大陸人民提供

長期全面的醫療保障。2.全民加入醫療保障體系。每個大陸公民都享有

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新的醫療改革保證將每個人都納入醫療保障體

系。3.政府主導醫療體系建設。鑒於醫療體系建設涉及人口、資源、資

金、市場、制度、政策等諸多方面，新的醫療體系建設由政府主導設

計和推進，政府將從外匯儲備資金中支付 50,000 億元人民幣用於醫療

體系建設。4.全面市場機制運行。政府機制總是沒有市場機制有效率，

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資源，新的醫療體系將按照市場機制運行。5.藥品價

格全面下跌。通過全國市場統一招標的方式採購藥品，全面降低藥品

價格及醫療設備、檢查費用價格，從而降低醫療成本和費用支出。6.

醫院診費相對提高。優秀的醫護人員是提高醫療品質的關鍵，國家將

全面提高醫護人員工資水準，醫護人員收入將高於普通公務員收入水

準。7.全面普及醫療保險。國家將主導建設全面的醫療保險體系，包括

農村在內每個人都將納入醫療保險體系，貧困人群的醫療保險由國家

支付。8.預防醫療二元並重。在提高醫療保障水準的同時，國家將建立

全面的預防保障體系。9.發展教育建設健康國家。未來大陸醫療體系建

設取決於教育發展水準，國家將在未來 10年全面普及大學教育，提高

公共預防水準和全民支付能力。10.實現「效率、和諧、持續、確定」

醫療改革目標。新的醫療改革將通過市場競爭提高效率，通過醫療保

險提高保障能力，通過全民醫療促進和諧，通過發展教育保證持續，

通過政府主導和制度建設保證醫療改革全面實施和落實。整體說來新

的醫改方向目標遠大，然而其具體作法是什麼卻還未見明瞭，當然其

中也有著一些問題恐不得不面對。 

 

（四）大陸面對新醫改的難點 
首先，大陸在從事醫療改革時應該最先去除的就是政府財政投入

的迷思。根據 2009年經濟學人等媒體報導指出，「大陸政府規劃到 2020

年時，大陸將建立一個政府出資的比較健全的醫療保險體系﹔到 2011

年，醫療保險將覆蓋全國 90％的人口；與 10月公布的草案比較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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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8,500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相當 1,250 億美元）的開支，對此，大陸政府在 2009

年 1月說，將在 2009 年及隨後 2年將這筆資金用於醫療保險體系的改

革」，可見大陸政府在思考未來醫改模式時，已經開始突破過去與財政

脫鉤的思考，這是可喜可賀的地方。但是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醫改

上的出資問題上卻一直擺不平，也就是地方政府對這項改革興趣缺

缺。大陸官方指稱，自 2009年起未來 3年的醫療改革方案所需經費共

計人民幣 8,500 億元（約臺幣 4兆 2,500 億元）。但醫療改革計畫的 8,500 億元開

支中，大陸中央政府只出 40％；省級及更低級別的地方政府可能不願

將錢投到這種不能立竿見影的地方（迅速增加就業和刺激 GDP 增長較能立竿見影），因此，

地方政府對於醫療改革究竟要要負擔多少，仍不明確。財政部副部長

王軍就告訴記者說，8,500億元投資代表的只是醫療開支的增列。其問

題誠如在北京出版的財經雜誌指出，今後 3 年，大陸中央政府對醫療

開支的年均投資額將大約是 1,110億元；但中央政府 2009年對醫療事

業，包括醫療改革費用的預算只有 1,180億元，對醫療改革的投資額看

來並不會增加。因此如何能讓地方政府情願出資，成為未來大陸醫改

的重大關鍵。 

第二，整體的醫療體制與醫師教育體制跟不上時代腳步。在醫療

體制上主要的問題是醫院，目前不僅醫院的數量有問題，質量有問題，

體制也有問題。在基層醫療設施建設方面，大陸政府計劃投資建設約

2,000所縣級醫院，保證每個縣至少能有 1所醫院；大陸中央財政將於

2009年出資建設 2.9萬所鄉鎮醫院，並將 5,000 所已有的鄉鎮醫院進行

升級；大陸中央將在未來 3 年內出資建設偏遠地區的鄉村診所，保證

每村擁有 1 家診所。這個投資數額非常龐大，引起了很多財政專家的

關注。很多財經專家認為這樣的公共醫療投資能落實的前提，是在大

陸能持續維持 2位數的經濟成長到 2015年，顯然這是一個過度樂觀的

估計。其次是大陸醫生的教育體制很多元，有正規的大學醫學院，也

有醫專的制度，因此醫生的素質相差甚大，這也是為何基層醫療網始

終無法有效建構的原因。因此未來如要建立全大陸的醫療網的關鍵是

必須要能有效的提升與普及大學醫學教育。在醫院體制上，如何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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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適當的勞務支出與克服以藥養醫的問題，則成為最大的難題。對

此大陸官方僅停留在口頭宣示，並未見到具體作法。 

第三，所謂醫療保險體系除了國家負擔以外，還有保險市場負擔

這一塊，這 2 個部分如何分工與整合才是建構一個國家完整醫療網的

關鍵。目前大陸官方在如何引進商業醫療保險市場上仍不夠多元進

步，除部分大城市較為完善以外，其他很多地區仍是空白一塊。特別

是在進入WTO以後，外資醫療服務業與金融服務業將大舉進軍大陸，

因此如何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市場機制的建構，去借力使力以完善

醫療保障體制，是未來思考醫改方向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大陸官方始

終擔心外資醫院的大舉進攻會破壞其原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公共性本

質，會使醫療體制更朝向營利化與市場化傾斜，甚至破壞地方醫療網

的建構。所以在未來如何調整心態對待外資醫院與金融服務業（包含臺資），

將他們整合到大陸的醫療保障體制之中，這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難點。 

 
五、大陸應對新流感疫情之觀察 

 

企劃處主稿 

 

█大陸相關部門及各地政府陸續展開各項防疫措施，應對新流感

疫情。 

█大陸防疫及因應措施圖改善 SARS 時期缺失，惟大陸幅員遼闊，

且鄉村地區衛生條件及醫療資源長期存在不足的問題，防疫成

效仍面臨考驗。 

 

今（2009）年 H1N1新型流感（大陸稱甲型流感，以下簡稱「新流感」）來勢洶洶，截至

6 月 3 日止，大陸已出現 49 例確診病例（其中 2例已治癒。新華網，2009.6.3）；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表示要全力制止疫情在大陸傳播，大陸總理溫家寶亦要

求各地全面做好防控工作（新華網，2009.5.10；新華社，2009.5.11）。鑑於 SARS前例，

大陸對新流感疫情的因應，尤為國際社會所關注，以下謹就近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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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擇要綜述如次。 

 

（一）大陸積極應對新流感疫情 
依照大陸國務院的防疫工作部署，相關部門與各地政府在大陸出

現新流感病例前即陸續展開各項防疫措施，包括： 

1.建立相關部門聯防聯控機制，安排專項資金支應防疫工作 

由大陸衛生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下簡稱「質檢總局」）、農業

部及其他相關部門組成聯防聯控機制，分工負責、協調配合，以確保

防控措施落實、提高防疫效能（中新社，2009.4.28；大陸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9.4.30）。同時，

為確保防疫工作順利運行，大陸中央安排 50億元人民幣專項資金，並

指示地方各級政府安排專款支應（新華社，2009.5.5）。 

2.嚴格執行出入境檢疫措施，要求出入境人員主動申報 

在大陸尚未發現病例前，大陸質檢總局即發布通報要求加強出入

境人員（尤其是來自新流感疫情流行地區人員）的體溫檢測、醫學巡查、交通工具營運

人申報、出入境人員主動申報等工作；針對墨西哥入境人員(包括飛機乘務人

員和船員) 實行更嚴格的檢疫查驗工作，並設立單獨入境通道（新華社，2008.4.28）。

對於來自疫區的交通運輸工具和貨物，則實施嚴格消毒等衛生檢疫處

理（新華社，2009.5.5；新華社，2009.5.11）。 

3.強化新流感疫情監測，厲行疫情零報告制度 

大陸衛生部通告各級衛生部門和醫療衛生人員加強疫情監測，對

不明原因的肺炎、類似新流感症狀的病例（特別是有新流感病例接觸史及近期曾赴墨西哥和

美國疫區旅行者）進行監測與登記；學校、托幼機構、養老院等機構是監測重

點（中新社，2009.5.1）。此外，自 5 月 3 日起，對與新流感密切接觸者實施隔

離和觀察，並實行日報告和零報告制度（上報疫情情況可以為「零」，但絕不允許不報、緩報、

瞞報和漏報。新華社，2009.5.2）。 

4.加強豬、禽疫情監測與防治，禁止自疫情嚴重地區進口豬肉及相關產品 

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4月 28 日、5月 5日）指出，要加強豬、禽等動物流

感疫情監測和防治，嚴格活豬及其產品的檢疫監管；對生豬養殖密集

區和養豬場、屠宰場、活豬交易市場等地，集中進行新流感疫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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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調查（中新社，2009.4.28；新華社，2009.5.5）。為保護大陸畜牧業安全，大陸國家質

檢總局連續發布公告（4 月 26日、4 月 29 日、5 月 3日），禁止直接或間接從墨西哥

和美國德州、加州、堪薩斯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及加拿大亞伯達省

輸入豬及其產品，停止簽發前述地區進口豬及其產品的「進境動植物

檢疫許可證」，已簽發之許可證則予以撤銷（大陸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網站）。 

5.積極進行宣傳教育、統一媒體報導口徑，建立信息公開發布制度 

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4月 28日、5月 5日）提出，必須加強疫病知識宣傳，

正確引導社會輿論，避免群眾產生恐慌情緒；5月 8日，大陸衛生部與

健康教育中心就新流感防控工作聯合召開會議，即要求媒體報導疫情

時，要秉持穩定公眾情緒、有利和諧社會、不對形象產生負面影響等

基本原則（中國網，2009.5.8）。北京、廣東等地政府亦相繼下令，禁止轄下媒

體及網站私自發布疫情消息或散播謠言，報導一律以官方消息為準；

對於不能把握的訊息，必須先向當局查詢（香港蘋果日報，2009.5.4）。在疫情訊息

公開方面，大陸當局要求建立嚴格的信息公開發布制度，大陸境內一

旦發現疑似病例，就要在第一時間及時、準確地發布最新消息，以增

強防疫工作的透明度，保障群眾知情權（中新社，2009.4.28；新華社，2009.5.5）。 

6.深入展開愛國衛生運動 

大陸衛生部於 5 月 3 日下發「關於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做好防控甲

型流感等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引導群眾養成良好衛生習慣，並進行

以「清潔城鄉，保護健康」為主題的愛國衛生活動，對城鄉環境衛生

進行一次集中清理（大陸衛生部網站，2009.5.3）。 

7.加強國際合作 

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5 月 5日）提出，要加強與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

的合作，特別是在防控技術、信息交流等方面。5月 6日，中共總書記

胡錦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通電話，表示大陸政府高度重視防範新流

感，已迅速啟動應急機制；大陸願與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等有關方面

保持溝通、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這場公共衛生安全挑戰（大陸外交部網站，

2009.5.6）。5月 7-8日，大陸與日本、韓國及東盟在曼谷舉行衛生特別會議，

討論區域防控新流感議題，並達成多項共識，發表「『中』日韓東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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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甲型 H1N1流感特別會議衛生部長聯合聲明」（成報，2009.5.8）。 

8.暫停墨西哥飛往上海航班，調整美國公民赴陸簽證規定 

自 5 月 2 日起，暫停接受墨西哥航空公司飛往上海航班，視疫情

控制情況決定何時恢復航班（新華網，2009.5.3）。另大陸駐美大使館網站發布

通知，自 5 月 4 日起，審批美國公民申請赴陸簽證期限改為 6 個工作

日，並暫停受理加急或特急簽證申請（大陸外交部網站，2009.5.5；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9.5.6）。 

9.派遣包機赴墨西哥接回大陸人民 

5月 4日，墨、「中」兩國政府協商同意互派包機赴對方國家接回

滯留的該國公民；5 月 6 日，98 名滯留墨西哥的大陸人民乘坐包機返

抵上海（新華社，2009.5.6）。 

 
（二）處理作法引發爭議 
1.隔離墨西哥及加拿大公民引致外交風波 

5月 1日，一名由上海飛往香港的墨西哥人被確診感染新流感後，

大陸衛生部門即對大陸境內約 70 多名墨西哥人進行強制隔離（法國廣播電

臺，2009.5.5）；此外，另有 25 名 5 月 2 日抵達吉林省長春市的加拿大學生

亦遭到隔離觀察（中新社，2009.5.5；信報，2009.5.6）。墨西哥外長對此一舉措大表不

滿，並召開記者會表示這是對墨西哥人的「無理行動」、「歧視性」做

法，建議墨西哥國民勿前往大陸旅遊，並決定杯葛 5月 19-21日在上海

舉行的國際食品展（英國 BBC 廣播電臺網站，2009.5.2；星島日報，2009.5.12）；加拿大外長則

要求大陸政府對隔離該國學生提出說明（信報，2009.5.6）。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稱，大陸所採取的是必要之醫學

隔離措施，並非針對墨西哥公民，亦沒有歧視性（大陸外交部，2009.5.4）。世界

衛生組織駐「中」代表韓卓升亦稱，大陸隔離墨西哥遊客措施是恰當

的，並未違反相關規定（文匯報，2009.5.5）。對於加拿大學生被隔離一事，馬

朝旭則表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也得到加拿大公民的認可」（大陸外交部，

2009.5.5）。 

2.禁止豬肉進口被指反應過度、利用新流感施行貿易保護 

  對於大陸禁止疫區豬及其產品進口的措施，加拿大農業和糧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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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示，此一做法缺乏科學根據，如果大陸持續對加拿大豬肉實行進

口禁令，將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9.5.6）。加拿大學

者 Bernard Wolf 認為，就目前疫情發展情形而言，大陸做法顯得反應

過度（加拿大主要貿易夥伴中，大陸是唯一宣布豬肉進口禁令的國家，即便是向加拿大進口大量生豬和豬肉製品、向來

對產品質量把關最嚴的日本，也沒有針對加拿大豬肉宣布進口禁令。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網站，2009.5.6）；媒體報導

則指稱，此舉有利用新流感作為實施貿易保護之嫌（英國BBC廣播電臺網站，2009.5.6）。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對此回應，大陸採取此一緊急性保護措

施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有關區域化的原則，也符合世界貿易組織關

於緊急情況下可採取嚴格檢疫措施的規定，及檢疫措施對貿易影響最

小化的原則，因此是有理由且合適的（新華社，2009.5.5）。 

 
（三）結論 
1.因應措施較 SARS時期改善，惟控制媒體報導恐妨礙疫情公開透明 

大陸此次應對新流感的反應速度，顯較 SARS 時期迅速；所推出

的因應措施，如：對不明原因的肺炎、類似新流感症狀的病例進行監

測與登記，以及強調實行疫情零報告制度、建立疫情訊息公開制度等，

亦顯現其欲藉此改善外界對其 SARS時期防疫輕忽、封鎖疫情的批評。

然其要求媒體報導遵循穩定公眾情緒、不對形象產生負面影響等基本

原則，部分地方政府進一步下令報導統一口徑，雖有避免引發群眾恐

慌的考量，但因地方政府傳統上有隱瞞疫情真相的習慣，若對媒體進

行過度控管，如何確保疫情公開透明，不無疑慮。 

2.大陸當局高度重視防疫工作，惟公衛、醫療條件不足恐成防疫漏洞 

大陸國務院自 4 月底到 5 月中召開 3 次常務會議，積極部署防疫

工作；胡錦濤在大陸出現首個病例後，立即指示全面防制疫情，在在

顯示大陸當局對新流感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視。目前大陸的因應措施雖

力求各方兼顧、層層把關，惟大陸幅員遼闊，且鄉村地區衛生條件及

醫療資源長期存在不足的問題，恐仍會是疫病防控的可能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