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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電信私有化 

 

第一節  私有化前的台灣電信簡史 

 

前清時期：電報建設。台灣的電報事業可追溯至清朝同治 13 年（1874 年），

當時的總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禎奉命來台主政，以台灣隔海、公文傳報費時為

由，奏請清廷架設水陸電報線。光緒 12 年（1886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於台北

設置「電報總局」，建設完成南北縱貫陸線及台南安平至澎湖馬公段、淡水至福

州川石山段之海線，並分別設立台南、台北、新竹…等十個電報局的業務，為台

灣電信事業的發展起源。劉銘傳在光緒 12 年委託英商「怡和洋行」闢建淡水通

往福州川石山的這條海底電纜，全長約 117 浬，翌年 8 月 23 日完工，10 月開始

營運。這條電纜代表當時台灣規模 大、 重要的科技，也是台灣開發的轉捩點。

除官方通信外，島內不乏茶、糖、樟腦等貿易商利用這條電纜。自此台灣與中國

大陸，甚至與全世界接軌。惟清廷在光緒 21 年（1895 年）因甲午戰爭戰敗，割

讓台灣與澎湖給日本，台灣電報事業遂改歸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通信部管轄。光緒

27 年（1901 年），日本總督府民政局改制為民政部，下設通信局，統一掌管台灣

郵政電報業務，並在各主要城鎮設立三個等級的郵便電信局。325 

殖民電信體制：郵電合辦。台灣的電話通訊事業，則創始於 1900 年，台灣

總督府在台北廳初設台北交換局及基隆支局。1902 年，廢交換局，由一等與二

等郵便電信局兼辦電話業務。1905 年，設立淡水電話所，開辦裝設市內電話，

並與長途電話相聯繫。1907 年，總督府修改郵電組織架構，將郵便電信局改名

郵便局（即今之郵局），除繼續掌理郵政電報業務外，仍兼辦電話業務。1912 年，

                                                 
325 王世慶，〈交通志〉，卷 24，戴德發監修，盛清沂編，《台北縣志》（台北縣：台北縣文獻委員

會，1960），頁 78-79；中華電信網站，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590，點閱

日期 2008/2/24；交通部電信總局，《中國電信紀要》（台北：交通部電信總局，1971），頁 16。

另外，日文「電信」係指電報，與中文用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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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由一等與二等郵便局兼辦的電話業務，改統一由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辦理。

326 

1945 年台灣光復，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在 11 月 1 日成立「郵電管理

委員會」，接管全省郵電機構，但一切郵電業務的經營，仍由留用而尚未被遣送

回國的前通信部日籍人員，照日本的殖民舊制辦理。然而，此一率由舊章的情況

維持不到一年，即因為郵電事業在經營上具有全國性與國際性的特色，不像鐵路

公路事業可由各省獨立經營；加上台灣欠缺電信專業人才與機線器材，國府中央

又立法明訂郵電為應歸屬交通部管轄的國營交通事業，因此交通部在 1946 年 5

月 5 日將郵電管理委員會改組為「台灣郵電管理局」，郵政與電信管轄權自此雙

雙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轉移到交通部。此為台灣電信事業與設施於光復後正式

納入國民黨政府中央行政體制的開始，也象徵日本在台灣殖民電信體制的正式結

束。327 

國府電信體制：郵電分離。然而，由於國府在大陸的郵電事業一直採分辦模

式，使得中央的郵政與電信兩總局在監督台灣郵電管理局上時有扞格，於是兩單

位連袂呈請交通部批准讓台灣郵電分家，回歸國府既有的郵電分辦體制。電信總

局遂於 1949 年 4 月 1 日將台灣郵電管理局分家，改成立「台灣電信管理局」與

「台灣郵政管理局」。328電信總局於 1950 年 1 月遷台辦公後，轄有台灣電信管理

局、「台北國際電台」（後改名為「國際電信局」）及「電波研究所」（後改名為「電

信研究所」）三直屬機構。台灣電信管理局管理全台灣的電信事務，台北國際電

台主辦國際電信事務，電波研究所則研究電波傳輸及頻率使用等項目。1958 年

10 月 23 日，蔣中正總統公佈《電信法》，為國家經營與擁有電信事業建立明確

法源。其中涉及電信產權者，包括： 

第二條  電信事業由交通部主管，有關電信之各項規則，由交通部訂定之； 

                                                 
326 王世慶，頁 81-3。 
327 徐耀南、洪兆鉞編，《台北電信史略》（台北：交通部台灣北區電信管理局，1995），頁 1-2。 
328 徐耀南、洪兆鉞編，頁 2-3。中華電信網站，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590，
點閱日期 20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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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中央政府經營之電信，為國營電信事業，由交通部管理。329 

1981 年 1 月 23 日，蔣經國總統公佈已修訂的《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

電信總局根據該條例第 11 條規定，裁撤台灣電信管理局、國際電信局、台北電

話局、台北長途電信局、台中電信局及高雄電信局等六機構，改設台灣北區、中

區與南區三間電信管理局、國際電信管理局、長途電信管理局，同時新設立數據

通信所專責辦理數據通信業務。若加計原有的電信研究所與電信訓練所，電信總

局共管理八間電信機構。330  

電信自由化與公司化（1988-1996）。台灣在 1980 年代開始出現電信服務自

由化的風潮，時間點上適逢政治民主化。蔣經國在病逝前不久，宣布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起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電信總局也約莫在同一時間，依行政院

指示研議電信自由化行動方案，於 1987 年 8 月提出「開放部份獨占事業計畫項

目及進度預定表」，主張開放加值服務與各式用戶終端設備，經行政院經建會於

1988 年 1 月 6 日第四百一十六次委員會決議通過。1988 年 5 月 25 日，經建會第

四百六十五次委員會決議全面研修電信法制，並於 6 月 17 日由交通部成立「電

信政策與法制現代化專案小組」。專案小組達成的結論包括： 

(1) 電信事業應分為兩類。第一類電信事業指提供電話、電報、數據、影像

等基本交換與傳輸之電信事業，維持國營獨占經營。第二類電信事業即

加值網路業務，除電信總局之數據通信所經營外，經交通部核准，可開

放民間業者經營。 

(2) 電信業務經營與行政監督應予劃分，即電信總局應劃分為二，並以一次

改組為原則。電信總局負責行政監督，電信公司負責實際營運。近程目

標先成立國營公司，遠程目標再將國營公司轉化為民營公司。處理員工

                                                 
329 交通部電信總局，《中國電信紀要》，頁 125。 
330 徐耀南、洪兆鉞編，頁 4；高凱聲，〈台灣電信市場與電信政策法規〉，劉幼俐編，《電訊傳播》

（台北：雙葉，2004），頁 163；中華電信網站，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590，

點閱日期 20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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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作業時，應注意員工權益的保障。國營電信公司在預算及採購上必

須擁有較大自主權，以便能與民營公司公平競爭。331 

這是台灣行政部門首次建議將電信行政機關部份業務改制為民營電信公

司，並在過渡期間以國營電信公司形式經營。之後，交通部宣布自 1989 年 6 月

起以逐項方式開放電信網路加值服務業務，這是台灣邁向電信自由化的第一步。

1989 年 7 月 25 日，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確

立私有化政策，成員涵括經建會、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省政府，由經建會

主委擔任召集人，經建會、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與財政部證管會共同擔任幕

僚。其任務為： 

(1) 擬訂民營化推動方案； 

(2) 修訂或訂定民營化有關法令； 

(3) 研提解決民營化時所遭遇問題之途徑； 

(4) 審議民營化執行方案，藉以統籌規劃與協調推動民營化各項事宜。 

由於已於 1953 年公佈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限定凡直接涉及國家機

密、專賣或獨占性事業、大規模公用或有特定目的之事業不得轉讓民營，因此在

經建會主導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在成立後兩個月內召開七次會

議，提出《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方案》草案、《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

正草案，並於 1989 年 8 月公佈確定第一波十九家優先移轉民營之事業名單。1990

年 6 月因經建會主委人事異動，該小組此後未再開會，形同解散，私有化政策也

陷入停擺。經建會在該小組停止運作後，雖繼續在私有化問題上扮演行政院幕僚

單位，但角色由主動改為被動，主要工作係追蹤各部會執行私有化進度及移轉私

營法令解釋之協調。至於交通部，其轄下事業包括電信總局在內，均未被列入第

一波優先移轉民營名單，僅陽明海運有向資本市場籌資需求，主動報交通部要求

                                                 
331 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白皮書》（台北：交通部電信總局，1993），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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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民營，使得第一波優先民營事業名單增為二十家。332 

1991 年 6 月 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正案，規

定凡經主管機關認已無公營之必要者，得報由行政院核定後轉讓民營，而且政府

資本低於 50%即屬民營事業。同年，電信總局開始有修訂「電信三法」的構想，

後來由交通部成立專案小組檢討。所謂「電信三法」，是指《電信法》、《交通部

電信總局組織條例》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其中，《電信法》是台灣

的電信事業基本大法，自 1958 年公佈至今，僅曾於 1977 年作部份修正。新修正

重點為合理定義電信事業分類，第一類電信事業採特許制，第二類則完全競爭；

增訂外人投資第一類電信事業比例不得超過總股數 20%，第二類則無限制等。《交

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於 1943 年公佈至今，雖歷經兩度修正，仍保留行政監

督與電信事業經營者雙重角色（即所謂的「球員兼裁判」）。新修正重點為重新調

整電信總局職掌與內部單位、附屬機構，讓新制電信總局專注國家電信政策設計

與電信市場監督管理，不再扮演電信行政監督與事業經營雙重角色。至於《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則為因應電信自由化與公司化政策，是仿照日韓模式

的一項新立法，讓中華電信公司專責電信事業經營，並賦予其較大經營自主權，

包括加強董事會職權、新進人員改採聘雇制度與實施事後審計制度等，這也是舊

制電信總局脫胎換骨成為國營電信公司的法源依據。交通部將另擇適當時機，讓

國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由股票上市逐步轉型為民營公司。333 

行政院於 1992 年 4 月正式提出電信三法修正案，送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與法

制委員會審議。交通部長簡又新在接受質詢時表示，當前政府目標是「將行政單

位的方式變成國營公司化，完全沒有談到民營化的問題；民營化只是國營公司長

期的目標，這個目標在短期內都不會實行。」334但因體制外的「電信自主工會」

                                                 
332 陳師孟等，《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澄社，1991），頁 20、213；行政院研考會編，《公

營事業民營化問題與對策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考會，1994），頁 9-11。 
333 陳堯，《電信舵手－從赤腳牧羊童到創造二○○○億營收》（台北：商周，2003），頁 158-161。

中華電信網站，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590，點閱日期 2008/4/8；交通部

電信總局，《電信白皮書》，頁 67。 
334 《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81 卷，第 43 期，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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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發動抗爭，委員會審議工作才進行到第一條即叫停，直到 1993 年 4 月交通部

指派電信局基層員工出身的陳堯出任改制後電信總局首任總局長後，電信總局才

重新推動修法及與工會協商。1995 年 1 月 5 日，行政院在第二四一四次院會核

定「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336，要求國民黨黨籍立委務必在此一會期

通過行政院版本的電信三法。但自主工會也在 3 月間提出工會版《電信法》修正

草案，並經交通委員會民進黨立委方來進等連署付委審查。國民黨立院黨團一致

支持行政院的電信自由化政策，民進黨與新黨則支持電信自主工會在《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第五條及附帶決議中增訂員工董事條款，即所謂的「產業民

主」條款（員工至少占中華電信公司五分之一董監事席次），並納入立法院朝野

協商決議。由於工會是電信私有化 大阻力，電信總局宣稱會以保障員工權益為

優先，包括轉調中華電信公司的員工仍保留交通事業人員公務員身分，至於員工

待遇、退休與撫卹也全適用改制前的規定。儘管如此，陳堯在其回憶錄，從草案

研擬到正式通過為止的這段期間，電信三法修訂過程極為艱辛，經歷多次說明

會、協調會與公聽會及立法院朝野協商，國民黨甚至還巧妙利用第二屆立委任期

屆滿（第六會期於 1996 年 1 月 18 日結束）前夕的時機點，才勉強完成修法。337

至於「產業民主」條款，後來被修改為「學者專家」合占董監事席次的五分之一，

員工董監事納入「學者專家」範疇，而且由於發生主席「漏念」致三讀程序未完

成，該條款 後未納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附帶決議。338                         

    立法院在 1996 年 1 月 16 日通過電信三法修正及制定程序，後來陸續開放民

間業者經營行動電話、呼叫器、派遣式無線電話、行動數據通訊及國內衛星小型

                                                 
335 台灣電信工會於 1957 年 6 月 30 日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當時共十二個分會，會

員數為 4,288 人。因為電信局在 1996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工會也改名為

中華電信工會。但工會內部分成兩大陣營，一是由官方、資方與扶植的系統，一是原本走體制外

路線的自主工會系統，雙方角力不斷。改制後首屆工會選舉，由代表自主工會的張緒中當選理事

長。第二屆工會改選，則是由國民黨、資方與行政院支持的陳潤州當選理事長。2003 年 3 月，

第三屆工會改選，再由張緒中當選理事長。《中華電信工會》，第 7 期，2004 年 8 月 25 日，頁 53-54。 
336 亞太營運中心範圍涵蓋電信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製造中心及媒體中心等六大中心，

而電信中心就是電信服務中心，是另五大中心的基礎建設，可謂中心的中心。參見高凱聲，〈電

信自由化理論和實例探討〉，頁 38。 
337 陳堯，頁 161-163。 
338 余世芳等，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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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站等無線通訊業務，促使費率大幅下降與業務大幅成長。3397 月 1 日，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資本額約 965 億元，總員工數達 34,700 多人，

主要業務包括固網、行動及數據通信三大領域，並提供語音服務、專線電路、網

際網路、電子商務及各項加值服務。在總公司下，另根據區域與事業特性分設北

中南區電信分公司、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與國際電信分公

司，並維持附設電信研究所與電信訓練所。340 

從 1988 年至 1996 年，台灣的電信私有化僅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

在此一階段，國民黨控制的行政院有鑑於工會反對之強烈，較少提到或模糊帶過

電信私有化政策，強調的是電信市場開放與企業化經營。到下一個階段，電信私

有化成為行政院決策才日趨明朗。正如從電信總局總局長轉調國營中華電信公司

首任董事長的陳堯在回憶錄中指出：「公司成立伊始，…加速（中華電信）公司

民營化才是整個公司今後應全力以赴 具關鍵性的任務」。341 

中華電釋股角力戰（1996-2000）。1996 年 12 月，李登輝總統召開「國家發

展會議」。朝野在會中針對「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議題，達成七大共識，包括

主管機關應檢討修正私有化時間表並依期限完成、以全民釋股方式將規模龐大公

營事業依股權大眾化原則移轉民營、以優惠價格供國人普遍認購。公營事業民營

化推動專案小組及相關主管機關根據這些決議，配合修訂私有化時間表。1997

年 4 月，李登輝以元首身分宣示私有化為國家重要政策。3421997 年 6 月 12 日，

中華電信公開遴選「中華開發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團辦理「公股釋出規劃研

究案」，並於 1998 年 6 月底完成研究報告，提出釋股方式與比例分配（參見表

5.1）。 

                                                 
339 林淑馨，《鐵路電信郵政三事業民營化：國外經驗與台灣現況》（台北：鼎茂，2003），頁 262-263。 
340 林淑馨，《鐵路電信郵政三事業民營化：國外經驗與台灣現況》，頁 283。彼得潘，「中華電信

釋股案評析」，《通訊雜誌》，1999 年 6 月，頁 11。 
341 陳堯，頁 147-150。 
342 余世芳等，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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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中華開發顧問團研提之釋股架構 

國內釋股 釋股時程 

競價拍賣 公開申購 全民釋股 員工認購

海外釋股 合計 

第一階段 3% 6%  1.6%  10.6% 

第二階段    2.7% 15% 17.7% 

第三階段   20%-25% 13.9%  33.9%-38.9%

合計 3% 6% 20%-25% 18.2% 15% 62.2%-67.2%

資料來源：蔡堆，〈中華電信公股釋出現況與未來〉，《主計月刊》，第 555 期（2002 年 3 月），頁

29。 

備註：第三階段釋股之員工認購部份，係依照《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於跨民

營門檻時，包含員工得增購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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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政府一再宣示私有化為國家重要政策的氛圍下，被列為亞太營運中

心六大中心之一的電信部門，成為動見觀瞻的私有化執行指標。尤其自國營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掛牌起，電信私有化進入實質討論階段，此時重點已轉為中華

電信私有化釋股作業該如何進行，以填補政府財政赤字。1998 年 11 月 16 日，

中華電信向台灣證券交易所申報生效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1998 年 12 月 10 日，

行政院主計處與財政部在召開八十九年度（2000 年）預算收入籌編會議時，決

定編列釋出中華電信 28%股權的預算，釋股收入訂 930 億元，預算編列的釋股價

則訂為每股 34 元。主計處有鑑於當時國內上市股票並無電信類可供參考，遂依

據「業主權益除以總股數」的方式求得此一價格。不過，主計處等單位在重新計

算未來一年半的財政收支後，發現有一段高達 300 億元的預算缺口，但政府只剩

下 40 億元的舉債空間，為求預算能收支平衡，行政院遂希望中華電信用擴大釋

股或提高股價方式提高釋股收入，以彌補這段預算缺口。中華電信在交通部政策

指示下，以一次釋出所有股票會衝擊資本市場為由，選擇以「證期會公式」（如

下）計算編列預算股價。 

每股股價﹦（最近三年度平均每股稅後純益 × 類似公司之平均本益比 × 

40%）＋（最近三年度平均每股股利 ÷ 類似公司之平均股利率 × 20%）＋（每

股帳面淨值 × 20%）＋（預估當年度股利 ÷ 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 × 20%）343 

計算後，得出的中華電信釋股價格為每股 40.95 元，再取其整數為每股 40

元。雖然預算書的價格並非 後確定的釋股價，定價仍要由釋股委員會決定，而

且每股 40 元已比行政院原先編列的釋股預算每股 34 元要高，但這一點卻變成中

華電信工會抗議行政院「賤賣國產」的訴求點。344 

    1999 年 4 月 26 日，中華電信工會動員五千會員在立法院陳情，要求立法院

刪除中華電信釋股預算。3454 月 28 日，也就是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中華電信

                                                 
343 蔡堆，〈中華電信公股釋出現況與未來〉，《主計月刊》，第 555 期（2002 年 3 月），頁 30。 
344 彼得潘，「中華電信釋股案評析」，頁 10-14。 
345 《中華電信工會》，第 7 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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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股預算的前一天，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在民進黨召委主導下，意外刪除財政部下

年度的 320 億元稅收收入。交通部長林豐正則在當天下午的國民黨與行政院黨政

協商會議中，鬆口同意調高中華電信釋股預算的編列股價，藉以降低外界批評聲

浪，而財政部與主計處也因此不急於替被刪除的 320 億元預算翻案。4 月 29 日，

交通委員會在國民黨立委的主導提案下，動員表決讓中華電信釋股預算初審過

關，同時將編列股價從每股 40 元提高到 60 元。5 月 28 日，第四屆立法院第一

會期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交通部民國八十九年度（含 1999 年下半年及 2000 年）歲

入預算案，包括中華電信高達 1,910 億元的釋股預算。3461999 年 7 月 27 日，包

括中華電信工會、台電工會與台灣石油工會在內等十八家公營事業工會成立「公

營事業工會大聯盟」，希望以集體力量挑戰政府的民營化政策。347 

根據「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與中華開發的規劃，中華電信採公司

整體（業務不分割）私有化模式，分兩階段釋股。第一階段先辦國內釋股、後辦

海外釋股，預計在民國八十九年度（含 1999 年下半年及 2000 年）分兩次釋出中

華電信資本額共 33%股權。第二階段則規劃在民國九十年度（2001 年）進行全

民釋股，預定 2001 年 6 月底正式移轉民營。雖然各項釋股比率業已經立法院院

會通過，但是 1999 年 11 月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審查中華電信公司營業預算

時，又針對其公股釋出方式及比例分配問題提出討論與修正，經朝野黨團協商

後，於 12 月 21 日在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中通過，中華電信釋股

比率才宣告確定。348 

中華電信第一階段首次釋股對象以國內法人為主（自然人亦可參加），採用

競價拍賣方式，比例由 5%調降為 3%；自然人部份，以公開申請配售方式，比

例由 9%調升為 13%；員工認股部份，比例由 2.5%調升為 3.2%。第二次釋股對

象海外釋股部份，採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方式，比例由 14%調降為 12%；員工認

                                                 
346 彼得潘，〈中華電信釋股案評析〉，頁 10-14。 
347 《中華電信工會》，第 7 期，頁 54。余世芳等，頁 60。 
348 蘇世旭，〈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與員工權益問題探討－以中華電信為例〉，國立成功大學企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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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則從 2.5%調降為 1.8%。但兩次員工認股股數合計維持 5%不變。至於第二階

段，則照交通部所擬版本，釋股對象為國內自然人，以全民釋股方式釋出 20%，

員工則採員工優惠認股方式，比例為 13%，合計與第一階段相同，同為 33%。

公股至此一階段將僅剩下 34%。349 

簡言之，根據此一規劃，在總共 66%的釋股比例中，全民釋股的比例 高，

為 33%。員工認股居次，比例為 18%。海外釋股第三，比例為 12%。國內法人

居末，比例為 3%。

                                                 
349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 88 卷，第 58 期，頁 127、14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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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電信釋股比率及方式 

時程 釋股對象 釋股方式 釋股比例 

國內法人為主 

（自然人亦可參加）

競價拍賣 3% 

國內自然人 公開申購配售 13% 

第一次 

員工 員工認股 3.2% 

海外釋股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12% 

員工 員工認股 1.8% 

第
一
階
段 

第二次 

小計 33% 

國內自然人 全民釋股 20% 

員工 員工認股 

（含得增購部份） 

13% 第
二
階
段 

 

小計 33% 

合計 66% 

資料來源：蔡堆，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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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立法院也在 1999 年 10 月 22 日針對《電信法》外資持股規定同步進

行修法，11 月 3 日由總統公佈。其中，第十二條涉及電信事業私有化，茲將相

關規定臚列如下： 

第二項 

    第一類電信事業以依公司法設立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第三項 

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董事長及半數以上之董事、監察人應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其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份總數不得超過 20%，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

之股份總數不得超過 60%。350 

第六項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國人持有股份比例，由交通部另定之，不適用

第三項之規定。 

第十項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移轉民營時，其主管機關得令事業發行特別股，由

事業主管機關依面額認購之，於三年內行使第十一項所列之權利，並為當

然董、監事。 

2000 年 1 月，交通部開始辦理中華電信私有化釋股作業，並依《公營事業

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由財政部、主計處、經建會、勞委會與交

通部所指派的代表組成「國營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評定底價。但由於總統

大選進入短兵相接的階段，中華電信私有化釋股作業再次受到擱置，而且終國民

黨主政期間，中華電信私有化始終未付諸實施。 

另外，中華電信長期獨占的固網業務，包括市話、長途與國際電話、專線租

賃、ISP 主機代管、虛擬私人網路及固定與行動通訊整合等，自 2000 年起開始

                                                 
350 參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http://www.ncc.gov.tw/，點閱日期 2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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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私營電信業者的挑戰，包括「台灣固網」351、「東森寬頻電信」（後更名為「亞

太固網」）352、「新世紀資通」353與「全民電信」354等四組私營電信團隊申請特許

執照。這些私營電信團隊的成員組成有一特色，即普遍囊括國內重量級的金融集

團與高科技集團。交通部固網審查委員會在 2000 年 3 月 19 日宣布台灣固網、東

森寬頻電信與新世紀資通等三家公司雀屏中選。355

                                                 
351 台灣固網的大股東是台灣大哥大，而台哥大的六大法人股東－太電、富邦、大陸工程、國巨

電子、宏碁與長榮也有出資，太電集團的台固持股後來被台哥大收購。2008 年 3 月，台哥大宣

布以每股 8.3 元、較淨值折價 17%的價格收購台固。另外 2000 年 3、4 月間，也傳出台糖、台電

等國營事業有意投資台固，並送案至經濟部。前者需要資訊網路系統推動物流暢通，後者則擁有

完整光纖電纜設備，亟需固網業務人才。 
352 東森寬頻電信以力霸集團（30%）與台鐵（20%）為主，其他股東包括宏泰集團、交通銀行、

彰化銀行、中鋼等 35 家公司。東森寬頻電信的網路資源來自全區有線電視網路與台鐵環島光纖

網路的結合。 
353 新世紀資通的品牌為「速博 Sparq」，由遠東集團（21%）主導，結合新加坡電信（18%）、台

電（10%）、和信、中華開發、統一、台灣工業銀行與國泰等大型企業團隊共同組成。後來遠東

旗下的遠傳持股 26%，2007 年 8 月更宣布與新加坡電信達成以 17%折價換股比例的協議，再取

得 24.51%，合計掌握逾半數股權。新世紀資通在電信網路建置上領先其他民營業者，因為新加

坡電信挾本國經驗，對新世紀資通提供諸多建議。台灣雖開放固網，但有關網路建設的法令仍待

鬆綁。由於中華電信掌握大部分公共管線，加上各縣市政府不歡迎佈建主幹線路所必需的路面開

挖，以致網路建設進度嚴重落後。 
354 全民電信的主要股東是金寶集團，另包括聯電、世華銀行、光寶集團、東元、技嘉與中油等。 
355 在行動通訊業務方面，自 1997 年開放的第二代行動通訊業務（2G）原本有八張執照，2004
年已整合為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遠傳三大業者。在第三代行動通訊業務（3G）方面，交通

部在 2002 年 2 月完成五張執照的拍賣後，五家業者已於 2005 年開台營運，預期 3G 用戶將逐漸

取代 2G 用戶。參見交通部電信總局，《交通部電信總局 94 年年報》（台北：交通部電信總局，

200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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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電信私有化的執行 

 

雖然電信私有化是國民黨主政時期由行政院提出的政策，但尚未進行首次釋

股，政權就先輪替。民進黨內部對於電信私有化則有歧見。在野時期的民進黨立

委多半聲援中華電信工會反私有化的立場。但其黨綱第三章第七條規定：「公營

事業開放民營。為避免政治酬庸及市場獨占壟斷並提高經濟效益，應確立公營事

業開放民營之原則；部份具有獨占或寡頭壟斷且短期未能開放民營之公用事業，

應調整其功能並接受民意機關之嚴格監督。」356立場親民進黨的學術社團「澄

社」，也曾在《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一書中主張，電

信是明顯缺乏經營效率的公營事業，所以應立即推動電信私有化。357  

然而，2000 年 3 月總統大選前夕，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與無黨籍候選人宋

楚瑜都表態應暫緩與檢討私有化政策，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則對此避而不談。陳水

扁 後以些微差距擊敗宋楚瑜與連戰，當選總統，台灣也出現首次政權輪替。陳

水扁政府第一任期上任後，改口宣稱國營事業私有化為前任政府既定政策，而且

既然中華電信釋股預算已獲立法院通過，因此會繼續推動中華電信私有化。358  

在 2000 年 3 月底交通部與國內主辦承銷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簽約後，

中華電信隨即依既定時程表展開上市申請作業。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分別在 2000 年 6 月 30 日與 7 月 24 日通過此一上市案。3592000

年 8 月 4 日，交通部長葉菊蘭宣布，經交通部召集的民營評價委員會決議，訂中

華電信釋股底價為每股 104 元，競拍承銷期間自 8 月 16 日至 19 日為止。她宣稱

評價委員會於競拍底價評定時已充分考量取得成本、帳面價值、時價、市價、將

                                                 
356 參見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點閱日期 2008/4/9。 
357 書中提到：「由於資訊與材料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得電訊傳輸的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已非大

規模經濟產品，適宜移轉民營以提高效率並促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參見陳師孟等，頁 212。 
358 余世芳等，頁 203-204；《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95 卷，第 39 期，頁 266；《中華

電信工會》，第 8 期，2004 年 10 月 30 日，頁 45-46；《中華電信工會》，第 11 期，2005 年 10 月

5 日，頁 74。 
359 行政院金管會網站，http://www.sfb.gov.tw/secnews/news/year_89/8908/890802.htm，點閱日期

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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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之利得、市場狀況、出售時機及資產重估價或資產鑑價等因素，希望所訂

底價能在合理反映公司價值、順利釋股、適當照顧員工福利三者間取得均衡。360

員工可優先以 104 元價格認股，而且得以持股的 10%按面額認購新股，但條件是

至少持股三年。 

交通部依照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釋股比率，以競價拍

賣方式向國內法人發行 2.89 億股，占總股權 3%，投標限制 少五張、 多五千

張，得標價無上限。另以公開申購方式向一般投資大眾配售 14.47 億股，占總股

權 13%，每人可申購二張，若申購人數過多，則辦理電腦抽籤分配。然而，由於

中華電信的釋股價格被外界認為訂得過高，使得第一階段首次釋股便出師不利，

未如數售罄。其中，競價拍賣部份僅出售了 2.14%股份（得標率為 72.09%，平

均加權得標價為 109.01 元）。雖然因競拍數量未全數售完，底價 104 元即為公開

申購之承銷價格，但公開申購配售部份仍少到只有 0.68%股份，連帶使得員工認

購的股份按比例僅剩 0.042%。此次釋股合計僅釋出 2.76 億股，即 2.862%股權，

釋股金額為 297 億餘元。2.862%的實際釋股量顯與原先規劃的 16%（尚不含員

工釋股）相去甚遠，而且實際繳款率僅 14%，前兩週的報酬率甚至為-3.2%。對

外銷售狀況欠佳，導致本次員工可認購股數也較預期大幅降低，平均 93%以上員

工可認購股數不到一張（千股）。同時，此次釋股期間適逢台灣股市大幅下挫，

自 8 月 4 日底價公佈日至 9 月 25 日競價拍賣繳款日止，台股指數從 7,925 點跌

到 6,677 點，跌幅高達 15.75%。361 

在第一階段第二次釋股的海外釋股部份，交通部與中華電信在國內上市核備

案通過後，隨即於 2000 年 9 月 2 日公開遴選出美商「高盛」（Goldman Sachs & 

Co.）、「瑞銀華寶」（UBS Warburg）與美商「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 Co.）

                                                 
360 交通部網站，http://www.motc.gov.tw/mocwebGIP/wSite/ct?xItem=4698&ctNode=149&mp=1，

點閱日期 2008/5/20。 
361 Megginson, The Financial Economics of Privatization, p. 434.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

89 卷，第 68 期，頁 97-99；《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 94 卷，第 28 期，頁 113；《立法院

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89 卷，第 62 期，頁 228；蔡堆，頁 31-33。因為競價拍賣情況不理想，

交通部決定釋放利多，民眾申購股票並持有滿一年，得依面額 10 元認購申購股數 10%的股票；

持股滿兩年，得依面額認購 20%股票。參見蘇世旭，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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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協辦承銷商之議價對象，並由高盛取得擔任全球協調人的優先議價權，9 月

8 日完成議價。交通部基於釋股規模（12%股權）、上市地點選擇、公司知名度及

國際化、發行費用、後續資訊揭露及維護費用等因素，選擇發行 ADR 及在紐約

證交所上市，釋股時間規劃為該年年底。362 

由於首次釋股結果不如預期，立法院在 2000 年 10 月 24 日第四屆第四會期

第八次院會作成決議，「交通部對八十八年（1999 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2000

年）預算編列釋出中華電信股份未執行部份及九十年度（2001 年）編列之釋股

預算，可伺機於國內採公開申購、拍賣、全民釋股方式出售股票，或以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或洽著名國外電信事業者為策略投資人之方式於海外釋股，以利民營

化目標之達成；惟交通部於實際執行釋股時，為因應市場狀況，得視時機彈性調

整；並於執行後一個月內向本院交通委員會專案報告。另第一次海外釋股發行存

託憑證後，交通部應即放寬該公司外資直接持股上限為 35%。」決議內容還修正

第四屆第二會期第十三次會議的決議，規定「該公司第一階段海外釋股比率為

12%，並得視市場情況另增加 1.8%的超額配售權。」363 

中華電信股票於 2000 年 10 月 27 日正式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發行，屬於

政府出售既有持股、而非增資發行新股的型態。上市首日收盤價為 100.5 元，下

跌 3.5 元。陳堯在回憶錄中指出，中華電信股價訂「104 元，既與時機不合，也

引起民怨，…前述釋股結果，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因整體經濟因素所使然，其實，

如能在策略上技術上稍加因勢利導，也許不致於如此出師不利，甚至…致民營化

的時程也因而延宕了下來，實在可惜。」364 

中華電信董事長毛治國有鑑於首次釋股不順，建議先引進 ADR 等國際資

金，然後再進行全民釋股與特定法人釋股，就能藉助國際資金監督中華電信的釋

股作業是否符合國際規範，進而避免「財團化」的疑慮。此一構想在 2001 年農

曆年前一度獲得葉菊蘭的支持，但後來因交通部政務次長賀陳旦認為主辦承銷商

                                                 
362 《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89 卷，第 62 期，頁 227-228。 
363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 89 卷，第 57 期，頁 126-127。 
364 陳堯，頁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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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每股約 75 元價格太低而作罷，以致延宕發行 ADR 的計畫。後來國際股

市直轉而下，交通部更錯失釋股良機。由於 ADR 無法上路，交通部尋求多元釋

股方案，在券商建議下，以國民黨時代立法院通過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作為法源依據，透過公開協議方式甄選民間投資者，辦理公告

釋股招標。3652001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20 日，交通部即以盤後拍賣與員工認股方

式進行中華電信第二次釋股，釋出 1.81%股權（1.74 億股），釋股金額為 99 億餘

元，釋股底價訂為 57 元至 60.5 元之間。366 

2002 年 2 月 1 日，葉菊蘭轉調行政院客委會主委，交通部長改由陳水扁台

北市長任內捷運局長、時任交通部政務次長林陵三接任。在林陵三領導下，交通

部在 2002 年 5 月與 6 月間辦理兩次公告，再次以公開協議方式徵求對象，由投

標人出價競價辦理中華電信釋股，惟限制投標人須整批承購 5.5 億股以上。結果

第一次雖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外商法人參與投標，但因所提供的投標文件格式不

符投標須知要求， 後以廢標收場。交通部為示公平，緊接著又在 6 月 21 日辦

理第二次公告，結果無投標人送件而宣布流標。367 

2002 年 6 月 7 日，立法院修正《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將外國人

直接持有之股份總數上限從原本 20%調高至 49%，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之股

份總數上限則仍維持 60%。但第五項「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國人持有股份

比例，由交通部另定之，不適用第三項之規定」，依然未予更動。 

    2002 年 12 月 6 日，交通部公告第三次辦理中華電信 13 億股公開招標，且

規定每一投標單至少需購買 6.5 億股以上，單標 低承購金額將在新台幣 319.15

億元以上，應繳保證金亦高達 30 億元。然而，這些條件顯然獨厚大型財團，排

除一般社會大眾參與認股。368而且在公告招標之前，就有許多具實力與高知名度

的國內外投資銀行，向交通部與中華電信表達承接該公司股票的意願。而交通部

                                                 
365 徐元直，「中華電信釋股邁大步，多元方案全面啟動」，《新台灣週刊》，第 352 期，2002 年 12
月 19 日。 
366 《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92 卷，第 23 期，頁 251。 
367 徐元直，2002 年 12 月 19 日。《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第 92 卷，第 23 期，頁 252。 
368 于宗先等著，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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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利用短短的八天時間，將招標公告刊登在自由時報東部版的不起眼廣告上。12

月 17 日開標，國泰與富邦兩大集團共八家業者（包括國泰壽險、台灣弘遠投資

公司、台灣大哥大、泛亞電信、台固投資公司、弘運科技公司、富邦壽險、富邦

產險369），委託美商摩根大通銀行代理標購，共同以每股 50.3 元（高於中華電信

前一日收盤價 49.1 元）得標，各瓜分 6.75%。此次釋股占總股權 13.47%，釋股

金額為 653.9 億元，若加員工認股則為 13.91%，釋股金額提高至 671 億餘元。交

通部因此要讓出兩席董事，中華電信的民股比例也超過 18%。370 

交通部常務次長張家祝宣稱，中華電信在此時釋股能順利獲得國內法人認

同，原因在於當時全球經濟不景氣，中華電信的高配息對投資人很有吸引力。然

而，此次釋股也極具爭議性。首先，此次釋股違背當初政府宣示優先全民釋股、

再針對法人進行競價拍賣的承諾。其次，成交價格剛好略微高出底標，而且遠低

於立法院預算所訂的每股 60 元價格。第三，從公告到拍賣僅八天，時間上過於

倉促。也因此，監察院向交通部提出糾正，抨擊交通部曲解立法院於 2000 年 10

月 24 日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八次院會授權「得視時機彈性調整」釋股之決議。371 

2003 年 1 月 30 日，中華電信召開董事會，將反對交通部向少數特定對象大

量釋股的原任董事長毛治國372解除職務，另通過曾為陳水扁台北市長任內交通局

長、被視為扁系人馬的賀陳旦為新任董事長。連親民進黨的媒體《自由時報》都

形容，此一人事案難免令外界聯想是否提前為 2004 年總統大選佈樁。373同年 3

                                                 
369 台灣大哥大、泛亞電信與台灣固網，合組台灣電信集團，富邦為 大股東。 
370 徐元直，「中華電信釋股邁大步，多元方案全面啟動」；交通部網站，「公營事業民營化」，

http://www.motc.gov.tw/mocwebGIP/wSite/ct?xItem=4600&ctNode=186&mp=1 ， 點 閱 日 期

2008/4/10。《中華電信工會》，第 10 期，2005 年 5 月 27 日，頁 46。《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

錄」，第 92 卷，第 23 期，頁 251。 
371 監察院網站，http://www.cy.gov.tw/，「中華電信釋股糾正案文」（2003/11/20），點閱日期

2008/5/20。 
372 刁曼蓬，「中華電信民營化後，挑戰更大」，《天下雜誌》，第 329 期，2005 年 8 月 15 日。毛

治國於 2003 年 8 月 7 日以中華電信卸任董事長身分到立法院說明時表示，曾建議交通部應朝分

散方式釋股，若採鉅額釋股則應將每一份的比例降低，例如以 5 千萬股為一單位，以避免遭單一

財團壟斷及財團化質疑。惟交通部次長張家祝表示，若分割成太多標，處理程序過於複雜。參見

《中華電信工會》，第 10 期，頁 46。 
373 賀陳旦表示，他過去在交通部政務次長的工作是主導中華電信民營化釋股方向，未來將調整

角色，全力配合政府的釋股政策。參見《自由時報》，「賀陳旦接任中華電信董事長」，2003 年 1
月 30 日，自由時報網站，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an/30/today-p14.htm，點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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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與 4 月，交通部進行中華電信股票各一次的盤後拍賣，共釋出 1.85%股份。 

    2003 年 5 月 30 日，立法院決議，交通部以出售股份或辦理現金增資方式進

行中華電信私有化時，不得再採公開協議方式，而須先經十次全民釋股後，始得

以公開標售方式辦理。由於以公開協議方式釋股迭遭批評，交通部長林陵三遂宣

布中華電信將改採「多管齊下」的策略，除辦理鉅額讓售、啟動 ADR 計畫外，

另外用「買回庫藏股，再註銷股票」的方式變相釋股，以迴避立法院上述決議。

交通部的說帖是希望藉此達到減資瘦身目的，並改善公司財務指標，使中華電信

在發行 ADR 時有更好的賣相。中華電信於 6 月 24 日召開董事會，宣布將舉債

500 億元實施庫藏股制度，一次購回並註銷股本的 10%，且註銷股份全數為交通

部手中持有之公股，當時公股持有比例為 79.56%。若中華電信實施庫藏股，財

政部將進帳 450 億元，500 億元負債則由中華電信承擔。374 

    不過，工會認為，實施庫藏股將立刻讓中華電信欠下 500 億元債務，不利於

未來設備的投資更新，且公股比例隨即減少 2.26%，交通部不費吹灰之力就迴避

立法院關於釋股程序之決議。更令工會不滿的是，富邦、國泰等財團不用額外出

資，就可自動增加 1.5%股份，獲利約 75 億元。因此工會透過國際組織「世界電

信大會」遊說，聯合三十多個公民營工會抗議，及利用立法院四黨一派並存的政

治生態召開公聽會。375 

    就在庫藏股案引發紛擾之際，中華電信 7 月 17 日以發行 ADR 方式辦理首

次海外釋股，在紐約證交所掛牌，共釋出 9,650 萬單位，釋出價格訂在每單位 14.24

美元，相當於當初設定目標價 13.33 美元至 15.32 美元的中間。若換算成台股，

則相當於普通股 11 億 975 萬股，占總股權 11.5%，每股股價為 49 元新台幣，收

入共計 15.8 億美元，換算新台幣為 543 億餘元。此一承銷價較當日在台灣中華

電信普通股收盤價每股 50 元新台幣折價 1.9%。同時，也配合發行 ADR 而採行

「國內外同步同價釋股」措施，以盤後拍賣順利拍出 2 億股，占 2.07%股權，釋

                                                                                                                                            
期 2008/5/20。 
374 徐元直，〈中華電信釋股邁大步，多元方案全面啟動〉。《中華電信工會》，第 7 期，頁 54。 
375 《中華電信工會》，第 7 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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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收入為 98 億元新台幣。376 

    這次的中華電信 ADR 發行，承銷商包括高盛、美林與瑞銀投資銀行（UBS 

Investment Bank），因協助釋股而獲利 2,100 萬美元。掛牌首日的收盤價為 14.35

美元，上漲 0.8%。根據彭博社 2003 年 7 月 17 日的報導，台灣的電信業競爭激

烈，全球電話市場占有率下降，在摩根士丹利世界通信指數自 2000 年 7 月下跌

逾 50%的情況下，中華電信為吸引投資大眾，計畫讓股東在該月份就能享有 40

億台幣（相當 1.16 億美元）的股息，這意味投資人能賺到相當於當時一年定存

利息八倍的獲利。報導並稱，中華電信在過去三年，經過五次公開標售與二次承

銷失敗後，改善銷售條件，終於在美國發行成功。台灣藉此發行收入，縮小政府

約 69 億美元（2,380 億台幣）的財政赤字。377 

為避免波及 2004 年 3 月總統大選，交通部在 2003 年 11 月 26 日宣布暫停原

擬盤後拍賣中華電信 18 億股的計畫，中華電信也同步放棄實施庫藏股計畫。2004

年 2 月，交通部宣布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前暫緩中華電信國內外釋股作業，及舉

債買回庫藏股等重大決策。 

    2004 年因為要舉行總統大選，因此敏感的電信私有化釋股作業被擱置整整

一年。2005 年 4 月 6 日，行政院核准交通部釋出對中華電信 17%的持股，而且

規劃此次釋股須一舉完成私有化的任務。5 月 22 日，中華電信選出高盛、瑞銀

與摩根士丹利為該公司私有化海外釋股承銷商。5 月 30 日，交通部預告將於三

日內修正外資持有中華電信比例上限。6 月 8 日，行政院宣示 7 月 1 日私有化時

程不變，國內釋股採盤後折價拍賣。6 月 14 日，交通部正式公告提高外資持有

中華電信比例上限至 40%，中華電信臨時董事會也通過發行占公司股權 12%至

14%的 ADR，國內釋股額度則在 3%至 5%之間。8 月 4 日下午，行政院長謝長

廷出乎外界預料地宣布，中華電信釋股給全民，8 月 9 日前到承銷商「群益證券」

                                                 
376 交通部網站，「公營事業民營化」， 
http://www.motc.gov.tw/hypage.cgi?HYPAGE=publiCor_06.asp&corpid=2，點閱日期 2008/3/19。中

華電信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國際開拓史：1997-2006》（台北：中華電信工會，2006），頁 78、

80。 
377 中華電信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國際開拓史：1997-2006》，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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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登記，每人可認購一至三張，成交者在 8 月 31 日還可獲配現金股息每股 4.7

元。換言之，申購三張的民眾，月底會有 1 萬 4100 元新台幣的現金股利落袋。

但單一法人申購不得超過二萬九千張，且排除華僑與外資參與。這項釋股方式被

稱為「改良式盤後拍賣」，亦即投資人不論以多少價格投標， 後均能以底價得

標，每一位投資人的獲利均等。8 月 8 日是颱風日，8 月 9 日國內各報以顯著版

面刊登中華電信 3%全民釋股的廣告。8 月 9 日下午五時半，交通部完成中華電

信國內盤後拍賣 3%，計 2.894 億餘股，底價為每股 56.3 元，吸引七萬多名自然

人參與，且全部都以每股 56.3 元價格378購得股票，以十日均價 64.51 元計算，折

價幅度為 12.73%，高於原預定的 6%，國庫進帳 163 億元，其中自然人占 76.63%，

以金融保險機構為主的法人占 23.37%，超額認購 1.9976 倍。379 

至於海外釋股則占股權 14%，共 135.11 百萬單位 ADR，相當 13.5 億餘股。

中華電信公股比率因本次釋股從 64.8%降至 47.89%。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在台北時間 8 月 10 日上午通過中華電

信發行 ADR 申請案，讓國際投資法人下單，下單金額高達 150 億美元，而中華

電信 ADR 釋股金額為 26 億美元，相當於 5.77 倍的超額認購。ADR 每單位訂價

18.98 美元，每單位 ADR 相當國內 10 股，換算為國內每股 60.67 元。若以 8 月

9 日國內收盤價 61 元計算，折價幅度約 0.5%；但若以美國當日收盤價 19.57 美

元計算，則折價幅度為 3%。由於 8 月 12 日為預定除息日，使得海外釋股誘因增

強不少。加計以往已釋出之股權，因確定公股持有比例已低於 50%，且於 8 月

12 日公司除息前 後過戶日完成過戶，故私有化基準日為 2005 年 8 月 12 日。380  

                                                 
378 交通部政務次長周禮良說，訂中華電信每股 56.3 元，是因 2005 年每股配息 4.7 元，交通部希

望民眾至少賺一個配息額度，因此以前一天（8 月 8 日）收盤價 61 元減 4.7 元，才得出 56.3 元

結果，「這樣謝（長廷）院長對民眾宣傳，買中華電股票『有利可圖』的支票可以兌現。」《自由

時報》，「中華電信釋股  現買現賺」，2005 年 8 月 10 日，頭版。 
379 交通部網站，「公營事業民營化」， 
http://www.motc.gov.tw/mocwebGIP/wSite/ct?xItem=4600&ctNode=186&mp=1。《中華電信工會》，

第 11 期，頁 25-27。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se.com.tw/server-java/t05st01，點閱日期 2008/4/10。 
380 交通部網站，「公營事業民營化」， 
http://www.motc.gov.tw/mocwebGIP/wSite/ct?xItem=4600&ctNode=186&mp=1， 
點閱日期 2008/3/19。《中華電信工會》，第 11 期，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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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 28 日，中華電信再次進行全民釋股，續採用改良式盤後拍賣。

國內外共釋出庫藏股十二萬張，相當 6.8%股權，公股從 47.8%再降至 41%。國

內共有 36.34 萬人搶購，形成三倍的超額認購。國內釋股 後定底價為每股 51

元，較前一日收盤價每股 53.7 元，折價幅度達 5.03%，為國庫增加 61.2 億元收

入。2006 年折價空間較 2005 年減少，但中華電信釋股申購情況仍算熱絡，因此

交通部將原先每人限購二張改為一張，每位投資人扣手續費後 多僅賺 2,600 多

元。至於 ADR 部份則採用詢價圈購的方式。財政部在 2006 年 9 月 29 日公佈 ADR

釋股訂價每單位 16.99 美元，與前一天收盤價相同，換算成每股約 56.05 元台幣，

較國內釋股底價每股 51 元，反而溢價 9.9%.。不過，ADR 仍全數成功釋出，使

得外資在中華電信持股水位提高到 47.65%，而國庫則進帳 283 億元。國內外釋

股合計為國庫帶來 344.4 億元收入。另根據中華電信股務代理公司「台証綜合證

券」截至 2007 年 3 月底的資料，前兩大股東為交通部與代表外資的美國紐約銀

行中華電信存託憑證 ADR 帳戶，持股比率分別為 35.41%與 31.80%。381 

    很顯然地，中華電信一如英國 BT，屬於旗艦型的公營事業。由於公司體質

健全，只要政府訂定的釋股價格不致偏離市場行情，甚至願意向全民折價發行，

則肯定會引來超額認購，進而讓後續釋股私有化過程水到渠成，而且在獲得股民

認同後，後續的釋股定價還可節節調高。然而，由於立法院與反電信私有化的

大利益團體－中華電信工會堅持不得「賤賣國產」，加上中華電信釋股設計太過

複雜，試圖滿足所有利益當事者，反而讓全民釋股的比例縮水，無法營造出類似

BT 的空前超額認購熱潮。也因此，中華電信工會並未像 BT 工會在私有化後一

蹶不振，反而繼續握有與交通部及資方討價還價的籌碼。再者，中華電信的釋股

價格一開始就定得偏高，在葉菊蘭交通部長任內甚至高達每股 104 元，這雖不會

招致賤賣國產的批評，但也讓投資人根本無利可圖。

                                                 
381 財政部網站，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32130&ctNode=34&mp=1；中華電信網站， 
http://www.cht.com.tw/ProductPrint.php?CatID=856&Module=NormalArticle&mode=print，點閱日期

200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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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中華電信歷次釋股概況表（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前） 

交通部截至 2005 年 8 月底釋出中華電信股票相關資料 

交通部釋股時間及方式  股價（元） 釋出股數（股）  比例（%）

競價拍賣  104-166 
2000/10 第一次國內釋股 

公開申購  104 
272,459,000 2.82

2001/6 第二次國內釋股  盤後拍賣  57-60.5 173,484,000 1.798

2002/12 第三次國內釋股  公開標售  50.3 1,300,000,000 13.47

2003/3 第四次國內釋股  盤後拍賣  51-52 7,424,000 0.08

2003/4 第五次國內釋股  盤後拍賣  49-50 165,830,000 1.72

海外釋股  49 2003/7 第一次海外釋股暨第六

次國內釋股  盤後拍賣  49 
1,309,750,000 13.58

員工認購  149,137,859 1.55
員工認購 

面額增購  9,666,499 0.10

海外釋股  60.67 1,351,000,000 142005/8 第二次海外釋股暨第七

次國內釋股  改良式盤後拍賣 56.3 289,431,000 3

合計釋出（2005.8.12 達到民營

門檻） 
 52.111

海外釋股 56.05      505,389,0002 5.342006.9 第三次海外釋股暨第八

次國內釋股 改良式盤後拍賣 51      120,000,000 1.27

中華電信公司股份總數  9,647,724,900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立法院公報》與交通部、中華電信網站資料。 

備註 1：52.11%為已釋股比例的總和。 

備註 2：不含「台灣大哥大」持有中華電信普通股一併發行 ADR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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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檢視台灣電信私有化的條件 

 

以下將分別剖析台灣的理念、制度與利益，並以二乘二表格的形式，解釋這

三個條件如何影響到台灣電信私有化的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 

 

一﹑理念 

電信私有歷史遺緒。本章第一節所做的歷史回顧已發現，台灣的電信事業自

始就未曾有私有化或私人經營的歷史，而是先後歷經清廷、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

黨政府的官營模式。在前清時期，清廷政府就已在台灣架設電報線與海底電纜，

讓台灣首度與世界接軌。至日本殖民時期，總督府架設台灣第一個電話網路，由

全省各地的郵便局兼辦電報與電話業務，郵電合併經營。在國民黨政府收復台灣

後，也一併接收日本殖民政府遺留的郵電事業，但將郵電分家，電話電報業務全

部歸「台灣電信管理局」掌管。國府退守台灣後，台灣電信管理局移交給交通部

電信總局管轄。1981 年，國民黨政府公佈《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裁撤台

灣電信管理局等六機構，進行電信總局的行政組織改造，但仍未改變電信事業為

國有或官營的法定地位。若以交通部電信總局所定義的第一類基本傳輸與交換電

信事業為電信業者（不包含加值服務業者），則遲至 1996 年《電信法》通過，正

式開放行動電話業務起，才算是台灣私人擁有電信事業之濫觴。 

就判定電信私有化速度快慢的第一項指標－電信私有歷史遺緒之有無而

言，台灣顯然是否定的。 

執政者連任勝選幅度。第二章「電信私有化理論建構」指出，影響電信私有

化速度的第二項指標是「執政者連任勝選幅度」，而這裡的連任主體是以行政部

門為基準。議會制國家看的是國會大選，總統制（含半總統制）看的是總統大選。

因此，我檢視象徵台灣首次政權輪替的 2000 年第十任總統選舉，觀察到共有五

組正副總統候選人。其中，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與呂秀蓮以囊括 39.3%得票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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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無黨籍候選人宋楚瑜與張昭雄以 36.84%居次。國民黨提名的連戰與蕭萬長

以 23.1%排名第三。至於另外兩組候選人的得票率都不到 1%。 

    但到了 2004 年第十一任總統選舉時，只剩下競選連任的陳水扁與呂秀連，

以及由在野黨國民黨與親民黨合推的連戰與宋楚瑜等兩組候選人。選舉結果是陳

呂配以 50.11%的得票率當選，得票數亦從四年前的 497 萬票擴張到 647 萬票。 

正如本研究先前指出的，執政者連任勝選幅度的擴大，意味現任政府在推行

電信私有化政策上獲得更多的民意授權或託付，對電信私有化速度會產生正面的

效應。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水扁在 2000 年初次競選與 2004 年競選連任前夕對私有

化態度曖昧，但勝選後便開始執行電信私有化政策，以及 2005 年一口氣將中華

電信公股降至 50%以下的原因。就判定電信私有化速度快慢的第二項指標－執政

者連任勝選幅度而言，台灣執政者（陳水扁）連任勝選幅度顯然較前一次總統大

選的得票率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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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決定電信私有化速度的心理條件－理念（台灣） 

                                      執政者連任勝選幅度 

 高 低 

有 N/A N/A 

無 台灣 N/A 

           

電

信

私 
有 
歷 
史 
遺 
緒 



電信私有化的政治邏輯－以英俄台為例                             
 

 180

二﹑制度 

資本市場體質。不論是 2000 年 10 月首次釋股的公開申購（2.82%），或者是

2005 年 8 月的改良式盤後拍賣（3%），釋股比例均相當有限。交通部與中華電信

的說法是，考量到國內資本市場的胃納量，3%的釋股量相當於 180 億新台幣的

市值，對國內資本市場規模來說已是巨額釋股案。382行政院研考會 2002 年委託

「中華經濟研究院」，針對包括中華電信在內的十一家國營事業提出《國營事業

資產管理研究》報告，也指出由於國內股市景氣不佳的因素，導致中華電信釋股

作業延緩，影響中華電信的私有化進程。383  

誠然，電信私有化可能因為受到資本市場短線波動影響而受阻，但資本市場

長期的體質與效率可能才是電信私有化 終能否成功的關鍵。因此，問題在於，

台灣資本市場的胃納量是否真的如交通部官員所說的如此不足？根據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1995 年的資料，台灣股票市場雖被歸類為是新興市場，但整

體公司市值比起許多已開發市場（包括澳洲、新加坡與西班牙等）還高，和亞洲

金融中心的香港相比也只是略遜半籌，居全球第十名。若以成交額而論，比起香

港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超越德法，居全球第四名。即便以較居劣勢的上市

公司家數來做評比，仍位居全球第二十一名。384 

另外，台灣證券交易所在 2005 年底雖仍未能列入英國富時（FTSE）指數已

開發市場之列，但在評比上已有相當進步，估計當年的外資匯入總投資金額及持

股比例均創歷年新高。2004 年本益比是十二倍，至 2005 年 12 月 23 日為止，本

益比則是十七倍，比美國、日本略低，但較新加坡、香港略高。上市公司總市值

至 2005 年 12 月 29 日止為 15 兆 6,897 億新台幣，前一年底為 13 兆 9,891 億新台

幣，增幅為 12.16%。385截至去年為止，FTSE 仍繼續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國家市場

                                                 
382 中華電信網站， 
http://www.motc.gov.tw/mocwebGIP/wSite/ct?xItem=10473&ctNode=145&mp=1 
，點閱日期 2008/4/11。 
383 行政院研考會編，《國營事業資產管理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考會，2002），頁 83。 
384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pp. 2-22. 
385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 http://202.66.146.82/regbod/tw/tsec/press/cp051230.pdf ， 點 閱 日 期

200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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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名單，至於未調整為已開發市場的理由，主要是台灣資本市場尚有自由成

熟的外匯市場、自由的交割機制、集中市場的自由交易、活絡的借券市場等四個

限制項目未達標準。386 

基於上述說明，可知台灣資本市場的體質尚稱健全，雖尚未躋身已開發市

場，但公司市值與成交額仍在世界名列前茅，應有助於中華電信的私有化釋股。

就針對電信私有化成功機率所擬定的第一項指標－資本市場體質而言，台灣顯然

在全球平均值以上。 

                                                 
386 行政院金管會網站，http://www.fsc.gov.tw/ct.asp?xItem=3200870&ctNode=2646&mp=2，點閱

日期 200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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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資本市場體質」指標評比 

                                上市公司市值 

 高 低 

高 台灣 N/A 

低 N/A N/A 

        

 

成

交

額 



電信私有化的政治邏輯－以英俄台為例                             
 

 183

政治權力融合。李登輝總統在 1991 年至 2000 年間進行六次修憲，在 1997

年第四次修憲取消立法院閣揆同意權與賦予總統被動解散立法院權力後，台灣的

憲政體制精神已然從「修正式的議會（內閣）制」387轉型為 Maurice Duverger 所

謂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Duverger 將半總統制形容為「一種新的政

體模型」，定義為(1)民選總統(2)總統擁有相當實權(3)內閣掌握行政權並向國會負

責。但正如學者林繼文指出，Duverger 的半總統制概念過於空泛，而這又涵蓋兩

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統實權」定義過於廣泛，包括總統的解散國會權是主

動或被動？任命總理權需不需要獲得國會認可？第二個問題是半總統制憲法賦

予總統的法定權力與總統實際擁有的權力無明顯相關性，而 Duverger 也將此一

差距歸因於傳統或環境等外生變數，或國會政黨組成等與半總統制無直接關聯的

因素。因此，半總統制作為一種憲政體制的類型，是無法獨自解釋政治運作的。

388 

    Shugart & Carey 根據總統與總理的權力對比，提出「總理－總統制」與「總

統－議會制」等半總統制的兩個次類型。在「總統－議會制」下，總理及內閣閣

員的任免皆由總統控制，總理因而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此外總統可解散國

會，甚至享有立法權。相形之下，「總理－總統制」下的總統不能自由地任免閣

員，總理僅向國會負責。與議會制、總統制及總理－總統制相比，總統－議會制

會讓政體經常限於鬥爭狀態，而這主要是起因於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權責未劃分

清楚或明文規定於憲法之中。這兩個角色的分立，在總統失去國會多數支持時更

加明朗化。憲政模糊與憲政權力不成比例的問題，在總統－議會制身上 為明

顯。389依其定義，台灣屬於總統－議會制的半總統制次類型。390 

    林繼文有鑑於半總統制概念定義蘊含多種憲政運作的可能性，因此將「總統

                                                 
387 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洛克出版社，1997），頁 80、162。 
388 林繼文，〈半總統制下的三角政治均衡〉，林繼文編，《政治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頁 136-137。 
389 Matthew S. Shugart &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 24, 56, 68. 
390 林佳龍，〈半總統制、多黨體系與不穩定的民主：台灣憲政衝突的制度分析〉，林繼文編，《政

治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頁 17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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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權」進一步劃分為兩項變數：總統對總理的任免權，及總統在決策上的主動權。

他發現，雖然同樣的制度條件可能導致不同的政體類型（如奧地利總統能自由任

命總理與閣員，及依總理請求解散國會，但依照憲政慣例，總統任命的總理必然

是下議院 大黨領袖），然而就實際案例來看，「總理主導型」與「總統干政型」

的半總統制有明顯不同的構成因素，主要差別在於是否為危機社會。依此邏輯看

待 1997 年修憲後的台灣，在直接涉及國家安全以外的議題上，若立法院支持行

政院，結果將是總理（行政院院長）主導制；若立法院不支持行政院，將是無政

府狀態。加上台灣特殊的多席次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造成立法院派系林立、政黨紀律不彰，政府提案要獲得國會通過的成本

很高。儘管如此，立法院不太可能以倒閣方式對抗行政院，因為候選人個人的競

選成本極大，連任失敗率也高，而倒閣意味立法院將全面改選。行政與立法部門

的政治僵局由此而生。391 

台灣 2000 年後的憲政發展結果，符合林繼文的預測，出現行政立法部門分

別由不同政黨掌控的情形，而且是反對黨（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及無黨聯盟）

聯盟始終占立法院多數。但陳水扁政府並未啟動像法國第五共和的換軌機制，而

是在罔顧國會多數的現實下，先後組成「全民政府」與「少數政府」。在此一發

展中，顯見憲政體制的制度約束有其侷限性，立法院選舉制度及其構成的政黨體

系，則成為影響憲政走向的另一個因素。392 

陳水扁政府上台時，當時的第四屆立法院由國民黨主導，在總數 225 個席次

中，計國民黨 123 席，民進黨 70 席，無黨籍者 12 席，新黨 11 席，民主聯盟 4

席，民主非執政黨聯盟 3 席，建國黨 1 席，新國家連線 1 席。此後以迄中華電信

2005 年 8 月完成私有化釋股 50%門檻前，立法院共進行過第五屆與第六屆兩次

改選。第一次改選的選舉日是 2001 年 12 月 1 日，計民進黨 87 席，國民黨 68

                                                 
391 林繼文，〈半總統制下的三角政治均衡〉，頁 167-170。 
392 黃德福，〈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競爭〉，明居正、高朗編，《憲

政體制新走向》（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頁 97-139；吳玉山，〈制度、結構與政治

穩定〉，《政治學報》，第 32 卷（2001 年 12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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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親民黨 46 席，台灣團結聯盟 13 席，無黨籍 10 席，新黨 1 席。第二次改選

的選舉日是 2004 年 12 月 11 日，計民進黨 89 席，國民黨 79 席，親民黨 34 席，

台灣團結聯盟黨 12 席，無黨聯盟 6 席，無黨籍者 4 席，新黨 1 席。不論是第五

屆或第六屆的立法院，雖然民進黨為第一大黨，但始終無法籌組過半席次的執政

聯盟，反而是國民黨及其友黨組成的聯盟始終保持國會多數。換言之，陳水扁總

統無法影響到立法院提出的法案或決議，而立法院也不能左右陳水扁總統任命的

閣揆人選。 

    陳水扁總統八年任內（2000-2008）共換了六任行政院院長，包括唐飛、張

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與張俊雄。就電信私有化政策而言，除謝長廷外，

其餘院長均未特別重視中華電信釋股進展，而是放手給交通部主導中。然而，在

此一議題上，行政院與立法院、監察院的關係始終緊張。光是在 2005 年 8 月中

華電信完成法律定義上的私有化釋股（政府持股低於 50%）以前，監察院就以未

真實合理反映資產價值、估算作業草率，及偏離「全民釋股」精神、淪為財團化

為由，兩次糾正交通部。第五屆立法院也分別在 2003 年至 2005 年間第三、四、

五、六會期作成五項要求交通部暫緩中華電信釋股的決議，甚至要求「中華電信

公司移轉民營以出售股份或辦理現金增資時，不得採協議方式，須先經十次公開

供全民申購後始得以公開標售方式辦理。」393立法院試圖以審查中華電信編列預

算為武器，但行政院與交通部相應不理，反而宣稱是在執行立法院於 2000 年及

2001 年通過的釋股預算決議。由此觀之，儘管行政院在中華電信釋股案掌握主

導權，但行政與立法部門在電信私有化政策上各行其是，確實也讓釋股作業一再

延宕，間接影響到投資人的信心。 

儘管國內外學者對於台灣半總統制或總統－議會制的憲政內涵或許有不同

見解，但顯然一致認為，總統－議會制的權責歸屬不清，在府會分立時尤然，不

利於行政立法一致性，甚至在先天上就不是以此一價值（政治穩定）作為其運作

                                                 
393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 94 卷，第 30 期，頁 4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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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394而且，台灣當時採用的國會選舉制度仍是容易形成多黨的 SNTV，立法

院自 2001 年選舉後即形成國民黨、民進黨與親民黨親三黨不過半及國親主導立

法院的政治生態。 

以上這些因素，使得台灣（在 2008 年國會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改革實施前）

容易形成多黨制，而且行政立法一致性低。就本研究針對電信私有化成功機率所

擬定的第二項指標－政治權力融合而言，台灣顯然屬於 差的第四象限。 

                                                 
394 吳玉山，〈合作還是對立？半總統制府會分立下的憲政運作〉，明居正、高朗編，《憲政體制新

走向》（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頁 163-209；林佳龍，〈半總統制、多黨體系與不

穩定的民主：台灣憲政衝突的制度分析〉，頁 178-211；Shugart & Care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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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政治權力融合」指標評比 

                      

 兩黨制 多黨制 

高 N/A N/A 

低 N/A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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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關於台灣政經制度的說明，證明台灣資本市場高度發展，但政治權力

融合程度低，僅經濟制度為電信私有化提供制度承諾，因此電信私有化的制度承

諾效果打了折扣。這意味台灣電信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的可能性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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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決定電信私有化成功機率的結構條件－制度（台灣） 

                                       政治權力融合 

 高 低 

優 N/A 台灣 

劣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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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 

利益團體與全民員工釋股。在所有財政部、經濟部與交通部主管的國營事業

中，對國庫貢獻度 高者莫過於中華電信。該公司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間共繳庫

1,348.55 億元，遙遙領先第二名台灣菸酒公司 1,033 億元，第三名台電 642.36 億

元，第四名中油與第五名中華郵政（現改名台灣郵政）則分別貢獻約 400 多億元。

395因此，中華電信一旦釋股，以其高殖利率的優勢，只要釋股價格低於一般市場

行情，肯定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然而，綜合中華電信歷來釋股的成績，釋股給全民的比率遠遠不如法人。不

僅針對法人的競價拍賣次數遠多於針對散戶投資人的公開申購，而且第一次開放

給全民的釋股價格每股還高達 104 元，後來一路慘跌至 50 多元，買到的投資人

面臨股價腰斬的命運。雖然第二次（2005 年 8 月）的全民釋股股價較為合理，

但其占總股權僅 3%，比起占 14%的 ADR 仍是少得可憐。 

中華電信在評估私有化釋股作業時，一開始就鎖定海外釋股途徑，主要是因

為該公司當時股本為 994.77 億元，金額相當龐大。第一階段釋股總金額如按預

算編列每股 60 元計算，計達 1,910 億元。如全部在國內釋股，必將影響國內資

金的供需，並將對其他公股釋出及民間企業的籌資產生排擠效果，而且發行方式

業已決定以海外存託憑證方式辦理。海外釋股比例 初的版本是 19%，但在立法

院相關委員會聯席會議中，被眾多立委刪減為 12%。396這一點顯示國內利益團體

在限制海外釋股比例上展現的同仇敵愾。 

    中華電信釋股一案，牽動的利益層面甚廣，而且各利益團體無不使盡全力爭

取，包括私有化前執行顧問、國內承銷商團、海外釋股的主協辦承銷商、全球協

調人、存託銀行及股務代理機構等的遴選與決定，連當時美國參議院多數黨共和

黨領袖杜爾 Bob Dole 都專程拜訪中華電信，希望了解海外釋股案的進行情形。

後，由國民黨黨營事業色彩濃厚的「中華開發」顧問團隊取得私有化執行前的

                                                 
395 《中華電信工會》，第 11 期，頁 12。 
396 陳堯，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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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權；中信銀為國內釋股主辦承銷商，並將當初曾投標的各家廠商納入競價拍

賣的承銷團，以擴大參與層面；海外釋股則遴選美商高盛、瑞銀華寶與摩根士丹

利（Morgan Stanley）等三家為主協辦承銷商，由高盛擔任全球協調人；至於公

司股務則由台証證券取得代理權。397 

    1869 年成立於紐約的高盛集團，與美林、摩根士丹利並列全球前三大投資

銀行，管理全球逾 300 億美元資金，在大型釋股案、購併案、直接投資與股票承

銷案的全球市占率均名列第一。從美國前總統 Bill Clinton 曾任命高盛集團共同

董事長 Robert E. Rubin 擔任白宮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再升任財政部長一事看

來，高盛在美國政商界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至於總部設在瑞士的瑞銀集團，管理

資產規模超過 1 兆美元。而與高盛齊名的摩根士丹利集團，同時也是美國第二大

券商。398 

    中華電信工會籌組的歷史，則必須回溯到台灣電信工會時代，從 1957 年 4

月 14 日籌備會開會並草擬工會章程，到同年 6 月 30 日召開首次代表大會，台灣

省電信工會才正式成立，當時共有十二個分會，會員人數 4,288 人。1976 年元旦，

台灣省電信工會提升到中央層級，直接受內政部輔導，隸屬全國總工會，工會名

稱同時改為台灣電信工會，分會增為二十六個，會員人數遞增到約 17,000 人。

原本多年相安無事的工會，在歷經電信三法修法抗爭多年後，1996 年 7 月 1 日

隨中華電信公司正式改制，名稱也改為中華電信工會。回顧工會成立之背景，公

營事業是在國民黨政府扶植下才紛紛籌組工會，包括電信工會，可是在國民黨電

信黨部掌控下，空有工會之名，卻無工會之實，因為工會幹部選任幾乎都操控在

資方手中。 

    從台灣省電信工會成立，到改名中華電信工會將近四十年期間，不論是工會

理事長或分會常務理事幾乎均由資方主管擔任，此一現象直到 1996 年公司化改

制、第一屆中華電信工會選舉才改寫。同年 11 月 6 日，代表自主工會的張緒中

                                                 
397 陳堯，頁 179-180。 
398 《中華電信工會》，第 11 期，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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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票之差擊敗資方扶植的陳潤州，當選首屆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1999 年底

工會改選期間，執政黨國民黨為贏得 2000 年 3 月總統大選，看中電信工會 3.5

萬名員工的選票，全面介入工會改選，護送陳潤州當選第二屆電信工會理事長。

陳潤州任內在尚未讓員工權益獲得具體保障前，即發文同意中華電信股票上市。

第二屆工會處處配合資方推動私有化，甚至打算與資方簽訂缺乏具體員工權益保

障及「勞動條件尊重民營化公司」之團體協約，促成張緒中在 2003 年 2 月 26

日以高票回任理事長。 

    張緒中所率領的體制外「電信自主工會」，在重新掌握中華電信工會理事席

次後，採取擴大勞工團結陣線的路線，聯合其他國有與已私有化產業工會，以遊

說國會為手段，先於 2000 年 6 月成功爭取通過《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

產業民主條款，即國營事業董事至少有五分之一為勞工董事；繼之在 2003 年爭

取到私有化後公股 20%以上事業應有一席勞工董事，後來又成功推動公股降至

49%以下私有化後的中華電信仍保有一席勞工董事。399這顯示中華電信工會在與

政府討價還價過程中，也掌有若干主動權。 

    在張緒中領導下的中華電信工會，雖然反對電信私有化政策，但不同時期有

不同的議題設定。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工會反對黨營色彩濃厚的中華開發參與中

華電信釋股規劃，反對賤賣國產與主張企業化優先等理念。政權輪替後，民營固

網業者要求低價出租用戶迴路，工會改為反對政治力介入商業協商及圖利財團。

工會在感覺到政權輪替仍無法改變中華電信私有化的趨勢後，改採堅持與資方簽

訂團體協約的策略，罷工則為手段。工會在 2003 年 7 月及 2005 年 6 月阻撓中華

電信在紐約證交所發行 ADR 的過程中，透過「國際網路工會」（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UNI）、「美國電信工會」（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America, 

CWA）、「美國勞聯－產聯」（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與美國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Sherrod Brown 眾議

                                                 
399 《中華電信工會》，第 11 期，頁 34-36。中華電信工會，《中華電信工會國際開拓史：1997-2006》，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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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紐約證交所總裁 Dick Grasso 施壓，試圖以勞資糾

紛、交通部違反立院有關全民釋股決議、違法執行 2001 年編列釋股預算及公司

未真實反映營業狀況與投資風險為由，影響釋股及股價。400若以私有化釋股與否

為判準，工會似乎落敗；但若以簽訂團體協約及爭取員工利益（如工作權、優惠

認股等）而論，則工會顯然達到其想要的目標。 

    就政黨的角色而言，台灣的執政黨與反對黨在電信私有化政策上似無特定的

意識型態，只有永遠的選票考量。若干民進黨立委基於選舉考量，在野時期支持

中華電信工會反對私有化。一旦取得執政權，民進黨立委開始轉為替行政院的電

信私有化政策護航。同樣諷刺的是，2000 年總統大選後淪為反對黨的國民黨立

院黨團，此時也同樣基於選票考量，拉攏中華電信工會反對私有化。 

後，回到本研究針對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的第一指標－「全民員工釋股」有

無來看，中華電信因為有做到對全民與員工釋股及滿足多數利益團體的需求，雖

然成績差強人意，但仍符合本研究設定的標準，所以我將台灣歸類為符合「全民

員工釋股」的指標。 

首次釋股套利誘因。陳水扁政府自 2000 年取得政權以來，就分批進行中華

電信的小量釋股，但 IPO 即因訂價太高（每股 低 104 元）踢到鐵板，以致

後法人僅認購 2.14%，全民公開申購配售的股份更少到只有 0.68%，相較當初規

劃的 16%，不可同日而語。法人與一般散戶對中華電信股權的興趣缺缺，也連帶

使得員工按比例認購的股份僅剩 0.042%。不但沒有超額認購，實際繳款率更低

到只有 14%。首日收盤時也沒有出現大漲的慶祝行情，而是下跌 3.5 元。 

根據一篇針對中華電信首次釋股前股價估算的研究，不同的評價方法得出不

同的股票價格。其中，現金流量折現法 高，達 139.59 元。帳面淨值法 低，

僅 34.55 元。其他算法多將中華電信上市價格的合理股價訂 70 元至 90 元的區間。

這意味交通部訂定的 104 元價格雖不是 高，但也未提供投資人套利空間。401 

                                                 
400 余世芳等，頁 235-236。 
401 陳佳賢，〈中華電信初次上市價格評估－評價模型之比較〉，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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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中華電信陸續經歷一次海外釋股與五次國內釋股，但釋股量都很有

限，而且賣給國內法人與外資的價格僅在每股 50 元至 60 元，幾乎是首次釋股價

格的一半。直到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院長期間（任期為 2005 年 2 月 1 日至 2006

年 1 月 25 日），才完成中華電信關鍵性的第二次海外釋股暨第七次國內釋股。儘

管謝長廷喊出要讓全民釋股「有利可圖」、「藏富於民」，但全民釋股的股份僅 3%，

ADR 卻高達 14%，顯然是 ADR 為主，全民釋股為輔，導致政府的全民釋股美意

打了折扣。 

William L. Megginson 在審視各國電信私有化歷史後指出，開發中國家與「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對電信私有化採行方式各有偏好，開發中國家依賴資產拍賣更甚

於「股票發行私有化」，這種依賴造成電信私有化更容易被泛政治化，更容易衍

生貪污弊端，而且資產拍賣成功機率也比股份發行私有化更低。國有電信公司股

票一旦公開上市，就會成為熱門政治議題，公司財務也會因輿論關注而更透明。

股份發行私有化賣不掉所有上市股票的情況可謂罕見，沾惹醜聞的情況更是少之

有少。另一方面，電信公司資產拍賣 後則流到特定「有關係」買家身上，這些

例子不可勝數，而且許多拍賣就因為政府賣方與民間買家無法就拍賣價格達成共

識，導致私有化拍賣交易延宕多年。Megginson 直指台灣中華電信私有化的釋股

設計愚蠢，才導致施行起來困難重重。他說，台灣政府反反覆覆地試圖售出中華

電信股權所帶來的教訓，就是不應以人為方式設定釋股價格。政府基於怕被指控

是「賤賣」中華電信資產的考量，一直要求儘可能拉高釋股價格，其結果也正好

是所出售的股份數量一直都相當有限。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中華電信 2000

年 9 月的釋股，投資人只願買進政府釋股數量中的 18%。另一個例子是中華電信

公司曾以庫藏股方式向交通部買回自家股票，以便消化 2003 年未照計畫釋出的

股份。402 

                                                                                                                                            
文，2000，頁 75。 
402 Megginson, The Financial Economics of Privatization, 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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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針對電信私有化順暢性所擬定的第二指標－「首次釋股套利誘

因」高低而言，中華電信顯然在首次釋股時提供給全民的套利誘因過低，遠不如

後來提供給外資與國內法人的釋股優惠。即便在 2005 年將中華電信公股降至

50%以下的那一次釋股，雖然行政院號稱秉持「藏富於民」原則，但也只是比前

幾次釋股的套利誘因略高而已。鑑於台灣電信私有化雖有提供全民與員工釋股，

但首次釋股套利誘因低，所以本研究將台灣放在電信私有化順暢性表格的第三象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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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8：決定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的策略條件－利益（台灣） 

全民員工釋股 

 有 無 

高 N/A N/A 

低 台灣 N/A 

 

首

次

釋

股

套

利

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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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我在回顧台灣電信私有化的過程時發現，中華電信從改制為股份公司到走完

私有化程序，一共花九年時間。中華電信在達到過半股權釋出前的私有化門檻

前，一共進行七次成功釋股（雖然首次釋股比率不符預期），另外有兩次承銷失

敗。在公股比率上，中華電信仍維持在 34%上下的水準。 

接下來則是運用本研究提出的電信私有化理論衡量台灣的電信私有化。首先

是決定台灣電信私有化速度的心理條件。台灣電信事業自滿清、日據時期以迄台

灣光復以來，向來就是以行政官署的方式在經營，未曾有過私人經營或擁有的歷

史遺緒。另外，就執政者連任勝選幅度而言，由於陳水扁與呂秀蓮的正副總統組

合在 2004 年再次擊敗連戰與宋楚瑜的在野組合，而且擴大勝選幅度，從 39%得

票率躍增為過半，這意味在電信私有化速度加快上，有利與不利台灣的心理條件

正好各有一個。 

其次是決定台灣電信私有化成功機率的結構條件。台灣的政治權力融合程度

低，但資本市場體質在全球平均值之上，這成為有利於台灣電信私有化成功的條

件。這意味在電信私有化成功機率上，有利與不利台灣電信私有化的結構條件各

有一個。 

再就決定台灣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的策略條件而言，台灣確實有做到全民釋股

與開放員工認股，特別是在 2005 年 8 月的釋股。可惜在 2000 年 10 月的首次釋

股，陳水扁政府沒有適時提供投資人強烈的套利誘因。這意味在電信私有化順暢

性上，有利與不利台灣電信私有化的策略條件也是各有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