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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比較英俄台電信私有化暨結論 

 

    在經過前面三章的英國、俄羅斯與台灣電信私有化個案探討後，本章將嘗試

綜合比較這些個案，來驗證本研究建構的電信私有化理論。本章第一節為理論驗

證，將以理念衍生的「電信私有化歷史遺緒」有無與「執政者（黨）連任勝選幅

度」高低、制度衍生的「資本市場體質」優劣與「政治權力融合」高低、及利益

衍生的「全民員工釋股」有無與「首次釋股套利誘因」高低等六項指標，比較英

俄台三國在電信私有化進展速度、成功機率及順暢與否等的相異處。也就是，電

信私有歷史遺緒與執政者連任勝選幅度是否決定電信私有化進展速度？政治權

力融合與資本市場體質是否決定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及全民員工釋股之有無

與首次釋股套利誘因機制是否決定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第二節整理歸納出英俄

台電信私有化共同點。第三節為本研究的結論。第四節為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理論驗證 

 

我在比較英國、俄羅斯與台灣的電信私有化個案後發現，在電信私有化速度

方面，英國最快（三年完成私有化），台灣次之（九年完成私有化），俄羅斯最慢

（超過十三年，迄今尚未完成）。在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方面，英國最成功（失

敗零次），台灣次之（失敗二次），俄羅斯失敗次數最多（至少失敗三次）。在電

信私有化順暢性方面，英國最順利（零公股），台灣次之（公股僅剩三分之一），

俄羅斯的阻力最大（公股仍高達 75%）。 

再就本研究擬定的電信私有化第一項理論來進行分析。我發現，電信私有歷

史遺緒與執政者連任勝選幅度等兩項理念因素，確實決定了電信私有化進展速度

的快慢。英國因為符合這兩項條件，使其電信私有化速度在三國中最快；俄羅斯

完全不符合這兩項條件，所以在電信私有化速度上最慢；台灣只符合其中一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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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以電信私有化速度在三國中居於中間。 

電信私有的歷史遺緒。英國在 1912 年將電信產業收歸國有前，歷經了一段

約四分之一世紀的私有歷史。在這段期間，英國郵政總局兼營郵政、電報與電話

三項業務。電話在當時是最新科技，因此威脅到既有郵政與電報的業務，迫使郵

局積極遊說財政部，同意讓它收購私人電話公司，並取得獨家經營的特許權。 

俄羅斯與台灣則欠缺此一電信私有的歷史經驗。俄羅斯在 1917 年共產革命

前，電話與電報設施就是由國家自建擁有。革命後，憲法規定所有生產工具俱屬

國有，電信網路就一直是軍方與國安部門的「專利」，民生電話服務更是完全不

受行政當局的重視。台灣的電報、電話基礎建設始於日據時期，為殖民台灣的需

要而建。國民黨自 1945 年收復台灣後沿用郵電合一舊制，1949 年遷台後改為郵

電分離，並將台灣電信單位改隸中央、亦即行政院交通部電信總局管轄，以迄

1996 年電信法修法、改成立國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止。 

執政者（黨）的連任勝選幅度。就執政黨的連任勝選幅度而言，英國因其單

一選區相對多數選舉制度的關係，很容易就產生勝選政黨所獲席次超過其得票比

例的擴散效應，使得席次比例的意義更勝於得票率。事實也證明，Thatcher 領導

的保守黨在 1983 年大選的得票率為 42.4%，較 1979 年大選的得票率 43.9%略低，

但所獲席次反而產生更大的差距。保守黨與第二大黨工黨的席次差距，從 1 : 0.79

（339 席 v.s. 269 席）到 1 : 0.53（397 席 v.s. 209 席）。BBC 指出，雖然 Thatcher

政府此次連任的主因是工黨與社民黨－自由黨聯盟的實力接近，以致抵消反對陣

營的力量，加上英國剛贏得福克蘭群島戰爭（戰爭自 1982 年 4 月進行至 6 月結

束，而保守黨刻意選在戰爭結束一週年之際、即 1983 年 6 月 9 日提前改選國會），

所以此次勝選與經濟表現較無關聯，但 Thatcher 政府無論如何還是鞏固了執政地

位，因此這次的勝選對保守黨而言意義重大。保守黨的席次優勢，使其可以貫徹

BT 的私有化。403 

                                                 
403 BBC 網站，”1983: Thatcher triumphs again,”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vote_2005/basics/election4/past_elections/4393313.s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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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採議會制、用國會席次決定組閣權的英國不同，台灣與俄羅斯決定國家行

政權（組閣權）誰屬最關鍵的選舉是只爭一席的總統大選，因此選舉得票率的消

長特別值得關注。在台灣，民進黨陳水扁在 2000 年首次競選時僅獲得 39%的得

票率，相較於兩個主要對手的 36%與 20%，勝負差距不大。但到了 2004 年尋求

連任時，由於是一對一的政黨對決，陳水扁與呂秀蓮這一組候選人囊括過半的得

票率，雖僅險勝連戰與宋楚瑜這一組，但得票率已大幅增長。在俄羅斯，Yeltsin

在 1991 年初次競選俄羅斯聯邦總統時，得票率高達 57.3%。但他在 1996 年競選

連任時，第一回合初選時的得票率僅 35.3%，尚且低於共黨候選人 Gennady 

Zyuganov ， 直 到 第 二 回 合 決 選 才 藉 由 另 一 位 無 黨 籍 候 選 人 之 力 勉 強 扳 倒 

Zyuganov，獲得 53.7%得票率，但得票率與連任氣勢皆大大不如第一任競選時的

旺盛人氣。 

    在結合電信私有歷史遺緒與執政者連任勝選幅度等兩項指標後，我藉由表

6.1 呈現英俄台三國電信私有化速度的分類。英國位於象徵速度最快的第二象

限，俄羅斯位於最慢的第四象限，台灣則位於兩者中間的第三象限。 

                                                                                                                                            
點閱日期 2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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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決定電信私有化速度的心理條件：理念 

                                     執政者連任勝選幅度 

 高 低 

有 英國 N/A 

無 台灣（殖民） 俄 （沙皇與共黨專政） 

 

電 
信 
私 
有 
歷 
史 
遺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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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本研究擬定的電信私有化第二項理論來進行分析。我發現，資本市

場體質與政治權力融合等兩項制度因素，確實決定電信私有化整體的成功機率。

英國因為符合這兩項條件，使其電信私有化在三國中最成功；俄羅斯完全不符合

這兩項條件，所以在電信私有化最失敗；台灣只符合其中一項條件，所以電信私

有化僅取得有限度的成功，在三國中的表現持平。 

資本市場體質。英國倫敦股市的公司市值，在 1986 年 Big Bang 金融改革前

已至少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紐約與日本東京，金融改革後更坐二望一。財

經界普遍認為，倫敦證交所是一個高流動性、高效率的資本市場，要引進數量龐

大的散戶股東並非難事。 

台灣股市的體質雖較英國股市遜色，被 IFC 歸類為是新興市場，但整體公司

市值比許多已開發市場（包括澳洲、新加坡與西班牙等）高，和亞洲金融中心的

香港相比也僅略遜半籌，在 1990 年代居全球第十名，而且近年來已被 FTSE 列

為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相形之下，俄羅斯股市近年雖被高盛集團列為「金磚四

國」之一，上市公司市值不斷成長，但股市遲至 1990 年代中期才成立，而且包

括 FTSE 與 IFC 仍將俄羅斯列為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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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資本市場體質」指標評比 

                                上市公司市值 

 高 低 

高 英國／台灣 N/A 

低 N/A 俄羅斯 

成

交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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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力融合。英國的憲政體制是典型的議會制，選舉制度是單一選區相對

多數制，這兩種制度結合起來，使得勝選的政黨不僅控制行政（內閣）與立法（國

會），而且在所獲席次比例上超過其得票比率，造就了類似總統制「贏者全拿」

的效果。儘管如此，它自有一套解決政治危機的機制，亦即不信任投票與提前改

選國會的制度設計。反對黨得向國會提出不信任案倒閣，若未通過，內閣繼續執

政；通過，首相率內閣總辭，同時宣布解散國會進行改選。這些制度設計讓保守

黨得以利用最新民意提高本身私有化政策的正當性。但在總統制或像台灣、俄羅

斯一樣的總統－議會制國家，行政（總統）、立法（國會）部門都獲得憲法保障

固定任期，隨時可能由政治危機演變為憲政危機或僵局，進而傷害到私有化政策

的推動。儘管俄羅斯與台灣的總統擁有被動解散國會權，但此一制度設計無助於

根絕分立政府或府會衝突出現的機率，只會讓僵局繼續存在。 

此外，國會選制也會對總統－議會制國家的政治穩定構成影響。以台灣為

例，在 2008 年以前都是採用 SNTV 與 MMD（Multi-Member District，複數選區

制），形成立法院三黨不過半。這使得各主要政黨能透過在立法院的結盟改變國

會多數，進而影響政治穩定。再以俄羅斯為例，國會下議院 Duma 的選制是單一

選區與比例代表混合制。此一制度原本就有國會生態為多黨並存的可能性，再加

上俄羅斯的政黨發展尚未成熟，距離發展成為兩黨制仍有相當遙遠的距離。這並

不是說總統－議會制配上 SNTV 與 MMD 制或單一選區與比例代表混合制，就

一定會面臨府會衝突。如果選舉結果是由同一政黨控制總統與國會，則總統－議

會制的制度效果將近似於議會制。但問題在於，此一制度設計提供了政治不穩定

的可能性，如果選舉結果碰巧是反對黨控制國會多數（如同 2001 年至 2008 年的

台灣，與 1990 年至 1999 年的俄羅斯），則行政－立法立時出現扞格，將衝擊到

電信私有化的成功機率。 

根據這樣的分類，我發現，在電信私有化政策的提出與執行期間，英國的政

治權力融合程度高，俄羅斯與台灣的政治權力融合程度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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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政治權力融合」指標評比 

                                 政黨體系 

 兩黨制 多黨制 

高 英國 N/A 

低 N/A 台灣／俄羅斯 

行 
政 
立 
法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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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資本市場體質與政治權力融合等兩項指標後，本研究藉由表 6.4 呈現

英俄台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表現的分類。英國位於象徵最成功的第二象限，俄羅

斯位於象徵最失敗的第四象限，台灣則處於兩者中間的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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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決定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的結構條件－制度 

 

 高 低 

優 英國 台灣 

劣 N/A 俄羅斯 

             

資

本

市

場

體

質 

政治權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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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本研究擬定的電信私有化第三項理論來進行分析。我發現，是否有

針對全民與員工釋股及首次釋股套利誘因高低等兩項因素，確實影響了電信私有

化的順暢性。英國因為符合這兩項條件，使其電信私有化在三國中最順利；俄羅

斯完全不符合這兩項條件，所以在電信私有化遭遇的阻力最大；台灣只符合其中

一項條件，所以電信私有化順暢性在三國中的表現僅差強人意。 

全民與員工釋股。在像英國這樣的高所得國家，對全民公開釋股是常見的私

有化途徑。但在如俄羅斯這樣的新興市場，交易拍賣則扮演更吃重的角色，這反

映的是這些市場需要引進像外資這樣的策略性投資者，借重其技術、資金與公司

治理標準，協助國有企業上市，發展才初具雛形的國內證券市場。此外，國有企

業一旦成功私有化，也能為財務揭露與公司治理設立新標準，方便其他國內主要

企業仿效。404除交易拍賣外，俄羅斯也常採用「內部者私有化」的模式，但這類

模式通常僅用在小型國企。 

我發現，Thatcher 政府非常聰明地先將電信事業部門獨立並股份公司化，讓

郵政總局無置喙餘地；然後用各項釋股優惠吸引 BT 員工支持私有化，工會防堵

私有化的陣線隨即出現缺口。在電信私有化的具體實施策略上，Thatcher 政府採

取的是全民釋股與員工為主的途徑，而且分三次逐步釋股，這使得工黨只能從原

先堅持在執政後推動電信再國有化，到最後默認此一既成事實。 

台灣自 2000 年一開始就實施過全民與員工釋股，但中華電信每股訂價門檻

高達 104 元，被外界認為誠意不足，以致全民公開申購配售的股份不到中華電信

股權的 0.68%，法人認購的股權也只有 2.14%，員工認購的股份按前兩者比例更

只剩下 0.042%。後來中華電信陸續實施多次針對國內法人的拍賣，中華電信董

事長賀陳旦甚至以全民釋股執行難度過高而公開反對全民釋股，主張海外釋股才

有利於穩定經營。405直到 2005 年謝長廷擔任行政院長期間，交通部才規劃 3%

                                                 
404 Ira W. Lieberman & Robert Fergusson, “Overview of Privatization and Emerging Equity Markets,” 
in Ira W. Lieberman & Christopher D. Kirkness, eds., Privatization and Emerging Equity Markets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 10. 
405 《中國時報》，「賀陳旦：國營事業不該為民營化而民營化」，2003 年 6 月 16 日，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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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民釋股，但比例顯然遠不及海外釋股 ADR 的 14%。 

俄羅斯則過度倚賴國內金融工業集團、亦即國內銀行來執行電信私有化政

策，這導致特定利益團體有操作的空間。誠然，俄羅斯是基於國內資本市場尚不

成熟、民間欠缺投資資本的現實處境，才被迫倚賴在前一階段貨幣私有化順勢而

起的金融工業集團，但只要無法做到全民與員工釋股，政府在電信私有化釋股上

就會面臨困境。英國金融城雖然也會影響 BT 私有化政策，但 Thatcher 政府透過

提高全民釋股及員工釋股比例，壓縮倫敦金融城謀取暴利的空間，並換得 BT 員

工倒戈支持私有化。而且英國公開透明的股票市場及國會遊說制度，讓各利益團

體也能進行公平競爭，雨露均霑。但俄羅斯的競價拍賣制度只會造成一翻兩瞪

眼、贏者全拿的結果，更容易引起敵對利益團體的衝突。甚至敵對的利益團體各

自尋求敵對政治勢力結盟，擴大政爭，形成政治與經濟的惡性循環。我從英俄台

的比較中發現，雖然金融業介入電信私有化無可避免，但只要透過提高全民與員

工參與釋股的比例、以股市交易取代拍賣機制等做法，自然可將金融業利益團體

操縱電信私有化的弊端或危害減至最低，兼收瓦解電信工會阻力之效。 

首次釋股的套利誘因。就英國政府提供的套利誘因而言，BT 顯然在 1984

年第一次釋股就很大方，包括大幅折價釋股（全額交割折價幅度達 33%，若投資

人使用分期付款，以首期款僅需 50 便士計算，折價幅度甚至高達 86%）、員工優

惠認股、高額股利、股利可抵消電話帳單等，以致被 John Vickers 與 George Yarrow

等望重士林的經濟學家批評是賤賣國產。但這些套利誘因讓 BT 在 IPO 期間吸引

到超過五倍的認購額度，而且讓後續的兩次釋股同樣吸引到大批股民參與，同時

釋股訂價還能逐次調高。 

    相形之下，台灣的套利誘因就顯得不夠大方，尤其 2000 年首次釋股訂價最

低門檻竟高達 104 元，與外界評估每股應 40 至 60 元的水準相距甚遠。2005 年

的全民釋股拍賣底價為 56.3 元，折價幅度雖達 12.73%（以釋股前的十日均價計

算），遠高於原本預定的 6%，但比起 BT 首次釋股便折價 33%的幅度，仍是小巫

見大巫。也因此，中華電信釋出的二十九萬張股票中，享有優先權的自然人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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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二十二萬張，不到八成，反而是以金融保險機構為主的法人以五比一的金額下

單，搶購剩餘股票。至於俄羅斯，因為 Svyazinvest 唯一一次成功的釋股是競價

拍賣，而且號稱是該國歷來私有化釋股最公平、最接近市價的一次，因此對參與

競標的國內外法人而言，更無套利空間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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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決定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的策略條件－利益 

                            全民員工釋股 

 有 無 

高 英國 N/A 

低 台灣 俄羅斯  

     

首

次

釋

股

套

利

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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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彙整這六項指標，本研究列出表 6.6－英俄台三國電信私有化的總積分

如下。得分最高的是英國（6 分），其次是台灣（3 分），最低是俄羅斯（0 分）。

此一總積分意味這三國在電信私有化整體條件上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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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英俄台電信私有化六項指標之綜合評比406 

 英國 俄羅斯 台灣 

電信私有歷史 1 0 0 

連任勝選幅度 1 0 1 

資本市場體質 1 0 1 

政治權力融合 1 0 0 

全民員工釋股 1 0 1 

首次套利誘因 1 0 0 

總積分 6 0 3 

                                                 
406 符合左邊一項指標，累計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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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俄台電信私有化共同點 

 

反私有化利益團體的強大阻力。英國、俄羅斯、台灣乃至大多數其他國家，

在推動電信私有化時往往會遭遇一項共同難題，就是反私有化的利益團體不易對

付。這些利益團體不僅內部成員凝聚力強，有時還會與其他持相同立場的團體組

成聯盟，合力擋下電信私有化的法案或政策。最常見的形式，是反對黨、郵政總

局／國安部門、電信工會，組成反對電信私有化的鐵三角（參見圖 6.1）。然而，

除了反對黨的角色較固定外，其餘的反對電信私有化利益團體，會隨著該國特定

的歷史社會文化等脈絡而有差異。若是後共新興民主國家，通常國安部門扮演較

重要的角色，譬如俄羅斯。若是先進民主工業國家，則可能是由郵局取代國安部

門的角色，譬如英國。但台灣因為的情況較特殊，不論是國安部門或郵政總局對

電信私有化的影響力都不大，這可能是因為國安部門在威權時代就沒有真正掌握

電話通訊系統的所有權，以及台灣自 1949 年起即改採郵電分離政策。 

在英國，反對電信私有化最力的是郵政總局、工程師工會（電信工會）與工

黨。郵政總局反對電信私有化是因為擔心自己的整體營收受損，工程師工會是擔

心自己的飯碗不保，而工黨則是基於意識型態與選舉利益力挺工會。在俄羅斯，

反對電信私有化的最主要利益團體不是向來順從政治權威的工會，而是軍方與國

安情治部門，這是因為這些單位在電信國有獨占體制中享有特殊利益，得無償使

用這些向來被視為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網路設施。私有化讓它們必須付費使用，甚

至退出此一長期以來就歸其管轄的勢力範圍。至於台灣，反對電信私有化的最大

利益團體主要是中華電信工會。工會會員人數合計不過兩萬多人，積極參與工會

活動者亦不過寥寥數千人，但反對私有化的意志堅定，而且與其他公營事業工會

串聯，甚至懂得利用選舉前的機會施壓在野黨立委支持。這使得中華電信工會實

際展現的抵制力量遠超過其實際人數（參見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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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黨 

               

 

郵政總局／國安部門               電信管理階層與工會 

圖 6.1：反電信私有化的鐵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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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英俄台支持與反對電信私有化的主要利益團體 

 英國 俄羅斯 台灣 

反電信私有化團體 
郵局、電信管理階

層、工會、工黨及

電信設備製造商 

國防部、內政

部、FSB 等國安

情治部門 

電信工會 

親電信私有化團體 倫敦金融城 金融工業寡頭 金融保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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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部門對電信私有化的介入。英國、俄羅斯與台灣電信私有化的另一項特

色，則是金融部門對這項政策的支持與介入之深，其中又以國內金融部門的角色

最突出，其次才是外資法人。資訊通訊科技在這二十多年間的長足進步，促成金

融業在各項服務與業務上也能提供諸多重大創新，甚至帶動金融市場的競爭與併

購。因此，金融業堪稱是受惠電信私有化最大的利益團體。尤其，與執政者（黨）

政治關係良好的大型金融利益團體最容易取得參與電信私有化的管道，相較於其

他產業團體，其獲利也最豐碩。407已有跨國研究發現，國內金融部門是強大的親

電信改革利益團體。一國若有較強大的金融部門，則較有可能出現電信管制改

革。408 

在英國，倫敦金融城表態支持電信私有化，而且在 BT 釋股過程中獲得不少

實質利益，包括股票上市承銷費、顧問費。一旦內閣作成電信私有化的決議，金

融城憑藉與內閣官員的關係，就能分到利益。在俄羅斯，因為第二階段貨幣私有

化而興起的國內金融工業集團都對 Svyazinvest 有興趣，但無力單憑自有資金承

接 Svyazinvest 的股權，因此必須彼此結盟或與外資合資。至於在台灣，中華電

信前幾次釋股招標都是由國泰、富邦等金融保險集團參與得標。對這些金融集團

而言，中華電信現金股利殖利率平均 5%，是一種適合長期持有的投資標的。對

本身持有「台灣大哥大」與「台灣固網」等電信公司的富邦集團而言，持有中華

電信股權更有商業利益的考量。 

電信私有化的選舉週期。至少就英俄台三國的個案而言，電信私有化均與國

內選舉週期密切相關。這可以從三國電信私有化的關鍵時機點皆在重要選舉日期

前後，及這些選舉的結果牽動電信私有化後續發展走向，略窺一二。巧合的是，

這三國執政者或執政黨都是在連任後的隔年大力推動電信私有化，這似乎說明電

信私有化的時機選擇純粹是政治問題，而非表面上的經濟問題。 

                                                 
407 Pirie, Micropolitics: The Creation of Successful Policy, p. 178. 
408  Wei Li,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 Lixin Colin Xu, “Regulatory Reform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Private Interes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3, No. 8 (2005), pp. 1307-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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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私有化不是保守黨 1979 年上台前的競選政見，甚至沒有排入 Thatcher

政府第一任期的財經議程中。然而，保守黨在尋求首次連任前夕，公開宣示將甫

完成股份公司化改制的 BT 私有化，卻成為一項有用的選舉戰術，因為 BT 乃英

國大型公營事業的代表，而公營事業私有化政策正好可用來取代因 1981 年過度

通貨緊縮而光環褪色的貨幣主義政策。BT 私有化完全符合保守黨的選舉邏輯，

因為此舉能夠籠絡己方的支持者與選民，打得工會無法招架，甚至迫使工黨跟進

推動私有化。409 

Svyazinvest 在 1995 年釋股失敗與 1997 年首次釋股成功，也分別與 1995 年

年底國會選舉共黨大勝、1996 年總統選舉 Yeltsin 連任成功有關。正如俄羅斯「私

有化之父」Chubais 所說，共黨獲勝是嚇跑外資退出 1995 年電信釋股拍賣的關

鍵，而 Yeltsin 在 1996 年競選連任的選舉，雖有驚無險，卻是再度吸引外資及與

克里姆林宮交好的財團於 1997 年入股 Svyazinvest 的因素之一。410 

至於台灣，2000 年政黨輪替前，國民黨同時掌控行政與立法部門，而且一

度被看好可蟬聯執政，此時的電信私有化政策乃是整個國家經濟建設計畫「亞太

營運中心」的一環，無涉選舉。但在 2000 年與 2004 年總統大選期間，電信私有

化政策的進退開始與選舉掛鉤。在 2000 年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

扁與無黨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為爭取工會的選票，都表態反對中華電信私有化。

陳水扁當選後，反而改口支持電信私有化政策，理由是這是國民黨主政時代的立

法院決議，民進黨必須依法行政。在兩次總統大選間隔期間，朝野政黨為了支持

與反對電信私有化，在立法院上演激烈攻防戰。儘管立法院多次決議要求交通部

暫緩中華電信釋股作業，監察院也提案彈劾釋股作業有瑕疵，但均未動搖總統府

與行政院貫徹中華電信私有化的立場。然而，陳水扁在 2004 年競選連任前對電

信私有化的態度再次轉變為模糊，向中華電信工會承諾會檢討私有化，但勝選隔

年即完成中華電信公股降至 50%的任務目標。 

                                                 
409 Feigenbaum & Henig, p. 197. 
410 阿納托利．丘拜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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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私有化賣相而犧牲自由化。英俄台都是先維持或扶植國有電信公司的

市場地位，再進行私有化。電信自由化一開始均非當務之急，因此在優先充實國

庫與嘉惠親執政黨利益團體的考量下，寧可先犧牲自由化，以求增加國營電信公

司的賣相。 

David Saal 指出，Thatcher 政府刻意讓 BT 在私有化後轉型為垂直整合的企

業集團，未強迫自然獨占業務（固網）與本身有競爭力的電話終端設備產品業務

分離，不利市場競爭。其目的顯然是希望藉此增加 BT 的賣相，吸引投資人，並

將釋股收益極大化。411Vickers & Yarrow 也批評 Thatcher 政府私有化政策欠缺自

由競爭思維，只以削減 PSBR 及提高投資銀行顧問與 BT 管理階層持股為念，這

也就是為何 Thatcher 政府不願像美國處理 AT&T 案一樣，切割 BT 的網路與設備

供應部門，進而降低 BT 出現反競爭行為的誘因，而是寧可透過禁止交叉補貼等

手段管制 BT 的行為。換句話說，政府寧可犧牲有效競爭與管制，也要美化 BT

的賣相，替私有化釋股營造利多氣氛。412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俄羅斯與台灣身上。俄羅斯在推動電信私有化前，就先

成立掌握各區域電信公司的電信控股公司 Svyazinvest，然後讓 Svyazinvest 併國

際電話業務為主的 Rostelekom，以求拉高釋股價格。台灣則是不願在私有化前將

中華電信切割成數家公司，及以低價出租或轉售用戶迴路給民間電信業者。 

                                                 
411 David Saal, “Restructuring, Regulat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Privatized Utilities in the UK,” 
David Parker & David Saal,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Privatiz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3), p. 565. 
412 Kay & Thompson、Vickers & Yarrow 與 Foremen-Peck & Millard 等人批評的是，隨著股東人數

激增，Thatcher 政府放寬市場進入管制的阻力也會增加，因為這些去管制措施會讓 BT 的股價失

去利多支持，進而使股東權益受損，股東當然會透過選舉投票反對私有化。儘管如此，根據 Olson
的集體行動理論，這些股東終究是一盤散沙，因人數太多且彼此無聯繫，加上「搭便車者」不在

少數，無法形成有效集體行動。參見 Kay & Thompson, “Privatization: A Policy in Search of a 
Rationale,” pp. 18-32; Vickers & Yarrow, “Telecommunications: Liberalisation and the Privatisation of 
British Telecom,” pp. 241-240; Vickers & Yarrow, “Privatization in Britain,” pp. 209-245; James 
Foremen-Peck & Robert Millward,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British Industry: 1820-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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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論 

 

私有化、特別是電信私有化，是具有高度政治性的議題，但過去的研究甚少

用完整的政治分析架構來進行探討。本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探討電信私有化

過程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並嘗試建立電信私有化的政治理論。 

本研究將電信私有化過程拆解為三個面向－進展速度、成功機率與順暢性，

並在第一章中提出希望回答的三個核心研究問題： 

1. 決定電信私有化進展速度的心理條件為何？ 

2. 決定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的結構條件？ 

3. 決定電信私有化順暢性的策略條件？ 

此外，本研究也控制了國際建制、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等三個變項，並將國

內政治列為電信私有化的自變項。本研究挑選在這三個控制變項具備相似條件，

但國內政治條件南轅北轍的英國、俄羅斯與台灣，做為研究個案。同時，為求精

確回答這三項研究問題，本研究也針對速度、成功機率與順暢性界定符合研究需

要的定義。 

第二章繼續根據政治學理論中常見的三項途徑－理念、制度與利益，輔以既

有文獻與研究成果，推演出關於電信私有化的三個次理論。其中，理念的兩項指

標分別為「電信私有歷史遺緒」有無與「執政者（黨）連任勝選幅度」高低。制

度的兩項指標分別為「政治權力融合」高低與「資本市場體質」優劣。利益的兩

項指標分別為「首次釋股套利誘因」高低與「全民員工釋股」有無。我假設，這

三個途徑正好依序回答三個研究問題。也就是說，理念是決定電信私有化進展速

度的心理條件；制度是決定電信私有化成功機率的結構條件；利益是決定電信私

有化順暢性的策略條件。 

接下來的第三章、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進行英俄台三國的個案分析。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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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案國家電信史與私有化執行細節的陳述，我發現，這三國在電信私有化過程

中的表現上，正好呈現三個不同的等級。在電信私有化進展速度、成功機率與順

暢性的表現上，英國都是最優，俄羅斯都是最差，而台灣則恰恰居於中間。同時，

我也用本研究建立的六項指標，逐一檢視個別國家電信私有化的心理、結構與策

略條件。 

由此得出的研究結果是，理念、制度與利益可以分別解釋英俄台在電信私有

化進展速度、成功機率與順暢性上的差異，符合原先的假設。本文定義的理念分

兩部分，一部分是國家的電信私有經驗，另一部份是政治人物的主觀政治信心。

這兩部份牽涉到歷史或政治人物個人機遇，無法或難以靠外在力量改變。但改變

制度與利益比起改變理念容易得多。在電信私有化的研究中，制度扮演的是結構

性條件的角色，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制度承諾」的效果。制度承諾愈明確，

電信私有化成功的可能性愈高。利益扮演的是策略性誘因的角色，對電信私有化

政策發揮「利益分配」的效果。利益分配愈普遍、愈讓全民與電信員工有利可圖，

電信私有化愈能獲得市場與投資人認同，愈能化解阻力。就長期而言，政府應先

謀求改革憲政體制與資本市場監理。就短期而言，政府必須主動提高投資人的套

利誘因機會，特別是選擇 IPO 上市。 

電信私有化要取得成功，或提升其成功機率，憲政體制與資本市場這兩項制

度皆不可或缺。有利於電信私有化的憲政體制，必須擁有高度的行政與立法一致

性，方便行政部門能放手推動政策。但如果是行政權獨大、或立法權被壓縮，反

而會產生反效果。俄羅斯與台灣總統的行政權很大，俄羅斯總統甚至能行使某種

程度的立法權功能，但一旦國會被反對黨掌控，加上共黨垮台後形成的多黨體

系，很容易就會演變為行政立法僵局。相反地，英國議會制原本就有很高的行政

立法一致性，加上單一選區相對多數選制形成的兩黨制，更是大大提高政治權力

融合程度，為電信私有化鋪上坦途。 

對投資人而言，資本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度承諾」。它和政治體制一樣，

需要有效率的運作。上市公司市值與成交額達到高水準的資本市場，能夠讓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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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有效的運用，投資人透過購買股票，預期長線增值獲利，而公司則可以藉由

募集到的資金進行設備與技術的投資。同時，一個健全的資本市場會有良好的金

融監理與公司治理制度，譬如透過會計財報要求公司揭露經營訊息。在對英俄台

的資本市場體質跨國比較中，不論是就成交額與公司市值而言，俄羅斯顯然均遠

不及英國與台灣，也為電信私有化的失敗埋下伏筆。 

另外，電信私有化要講究策略，向全民與員工釋股就是一個好的策略，因為

它讓全民有機會成為電信公司的「利益攸關者」與股東，而原本只是公司「利益

攸關者」的電信員工也增添股東的身分。全民一旦入股成為電信公司股東，電信

私有化政策就變得和其休戚相關。員工一旦成為股東，其與資方就形成利益與共

的夥伴關係，更沒有理由反對電信私有化。透過這種股權分散的策略，輔以逐步

釋股，就能將反對電信私有化的阻力降至最低，而且無形中減少未來再國有化的

機率，譬如英國與台灣。 

另一個好的策略是提高套利誘因，特別是在首次全民釋股時就要先提高套利

誘因，造成超額認購的搶購熱潮，不僅可以對抗市場上的不景氣，也增加後續私

有化釋股的成功機率。譬如英國，在 BT 首次釋股時利多大放送，後續兩次釋股

反而能減少折價，且照樣獲得市場認同。如果像台灣這樣在後續釋股時才略微提

高套利誘因，則效果將會大打折扣。但提高套利誘因並不意味要達到無償配股的

程度，因為後者反而會產生相反的效果。俄羅斯曾以無償全民配股的方式進行其

他產業的私有化，但反而造成民眾賤賣手中持有的國有資產憑證去套現，促成股

權進一步集中在國內財團手中。 

最後，要強調的是，電信私有化的操作難度確實高於一般國營事業，但追求

電信私有化的成功與順暢並非不可能，即便是新興市場國家亦然。關鍵在於是否

有良好的政治制度與市場環境，以及是否真的做到還富於民，讓一般社會大眾也

有利可圖。 

「賤賣國產」是電信工會等利益團體反對電信私有化的主要訴求，及合理化

其罷工行動的論據。這些團體反對賤賣國產給國內外財團，並非完全沒有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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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國電信私有化成功的模式顯示，關鍵在於把國產賤賣給誰。本研究建議

應逆向思考。唯有在首次釋股時先賤賣國產給全民與員工，電信私有化方能成

功；而且唯有先賤賣國產給全民與員工，後續的電信私有化釋股，乃至其他產業

的私有化，便能如輕舟過萬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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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只針對英國、俄羅斯與台灣三國電信私有化個案進行比較分析，

但所形成的六項指標，比起僅區分左右派意識型態、利益團體是否強大的現有電

信私有化跨國量化研究更細緻，也更能適用於沒有存在左右派意識型態歧異的國

家（如台灣）。現有的量化研究只能指出，政治因素的解釋力高過總體經濟因素，

而總體經濟因素的解釋力又高過個體經濟因素。但這些研究無法說明的是，是哪

些政治因素在電信私有化過程的哪一個層面扮演關鍵角色？另外，現有量化研究

多著重於 WTO 與 EU 等國際建制因素強制國家實施電信私有化的角度，對於那

些較不受國際建制影響的國家，則不具有解釋力。本研究提出的六項指標架構正

好可彌補此一不足，而且更重視國內政治因素，並具體解釋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到

電信私有化速度、成功機率與順暢性等三個不同層面。 

    同時，這六項指標不僅可以解釋英俄台這三國電信私有化個案，也能解釋日

本、智利與匈牙利的電信私有化為何較成功與較順暢，阿根廷、巴基斯坦的電信

私有化為何選在反對黨同時取得行政權與國會多數，或尚處於執政蜜月期的時機

點，以及匈牙利與波蘭的電信私有化為何受本國資本市場發展所牽動。換言之，

本研究提出的電信私有化研究架構不是孤立的個案研究，而是可以涵括其他不同

個案的通則性理論。 

    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以考慮做中國與印度電信私有化的個案研究。主要是

因為這兩個國家的電信市場近年來蓬勃發展，其人口多，用戶數在全球名列前

茅，而且電信私有化正處於逐步加溫階段。研究中印的電信私有化，正好可以和

這兩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進行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