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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由於法令的限制以及政策的保護，使得公營廠商在面臨資源使用受到

限制以及市場缺乏競爭的環境下，逐漸顯現出生產效率不彰以及財務長期

處在虧損的窘境，也因而造成各國財政上的負擔。在 1980 年代初期之經

濟自由化潮流的推波助瀾下，改善公營廠商經營績效的民營化政策日漸受

到各國政府以及經濟學者所認同，其中有系統且持續性推動民營化者，首

推 1979 年英國首相柴契爾夫人。之後民營化的推展逐漸由歐洲漫延至亞

洲以及全世界，而形成了 1990 年代世界性的民營化風潮。 

 

一般而言，公營廠商背負著提供就業、穩定物價的任務，其生產規模

往往較大，就業人數較多，對市場的影響力也較大，因此在公營廠商民營

化的過程當中，對本國消費者、勞工、本國民營廠商、甚至外國廠商的權

益，都將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所以在推動民營化的同時，本國勞工所

組成的工會，或本國以及外國廠商所組成的利益團體，常常透過遊說或提

供政治獻金等方式來影響政府推動民營化的決心與程度。本研究之主要目

的在於設立一理論模型，在本國與外國廠商各自組成利益團體並提供政治

獻金的情況下，探討政府如何決定其最適民營化的程度以及其所能收取的

政治獻金額度。除此之外，政府對社會福利或政治獻金的重視程度如何影

響最適民營化程度的訂定，也是本文所要討論的主題。 

 

若以我國電信市場為例，長久以來中華電信公司一直是我國電信市場

的獨占者，於民國八十四年開始，交通部基於「建立電信市場公平競爭環

境」、「促進電信技術進步」、「改善電信事業經營效率」、「提供高品質、多

樣化且價格低廉的服務」以及「透過產業關聯性，誘發連鎖效應，帶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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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等目的，陸續開放行動通信、衛星通信、固定通信以及語音單純

轉售業務等多項電信業務給民間電信業者經營，正式啟動我國電信自由化

政策。之後，原本持有 100%中華電信股權的交通部，於民國八十九年八

月十六日首次公開釋股，推動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經過多年來的多次釋

股作業，直到民國九十四年八月十日為止，交通部總共出脫其手中 52.17%

的股權，其對中華電信的股權持有降至 50%以下，正式使中華電信成為民

營公司。1 

 

綜觀中華電信公司的釋股過程，並非相關的利益團體均認同政府所推

動的民營化方向，其中「中華電信工會」極力反對民營化，而國內、外電

信業者、國內、外法人以及自然人則是贊成。縱使是贊成，然而對於「釋

股方式」、「釋股比率」以及「完成時間」等問題上，相關的利益團體也都

持有不同的意見。因此工會團體乃藉由罷工、示威等方式來表達訴求，而

國內、外電信業者、國內、外法人則是透過公開或私下溝通的方式，來影

響政府推動中華電信民營化程度的決策，也充分顯示出我國在電信民營化

的過程中受到相關利益團體所影響。 

 

根據以上所欲達到的研究目的，本文所涉及的相關文獻包括產業經濟

學的「民營化模型」以及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獻金模型」等兩大類。在民

營化的文獻方面，若以模型設定的型態而言，近年來的文獻大都建立在公

                                                 
1 我國行政院於 1989 年 7 月成立「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開始推動民營化工作，

之後歷經三次的組織變更，現由「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委員會」以及由工會代表、專家學

者與社會公正人士所組成之「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監督與諮詢委員會」（由勞委會擔任幕僚），

共同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工作。在此期間，政府一方面著手修訂相關法規，一方面陸續進行公股

與資產的出售作業，其中以出售股權的方式最為普遍。截至 2006 年 10 月底為止，共計 35 家公

營事業完成民營化，17 家結束營業，而目前正持續推動民營化者有 14 家。從過去推動民營化的

成果中我們發現到，縱使該公營事業已經達成民營化的目標，但政府仍保留相當比例的股權，包

括握有中鋼的 22.94% 股權、中華電信的 41.48%以及高雄銀行的 46.26%等，使得政府對該民營

化之廠商仍具有某一程度的影響力。有關這 35 家已移轉民營事業以及目前公股持有比率的相關

資訊，請參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頁

http://www.cepd.gov.tw/upload/SECT/Privatization/qa/14-951031@513417.696195031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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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民營廠商同時存在，且在同一個市場中相互競爭的混合寡占模型 

(mixed oligopoly model)上。若以模型所建構的經濟型態而言，相關的研究

包括封閉經濟體系 ［例如 De Fraja and Delbono (1989)、Cremer and Thisse 

(1989)、George and La Manna (1996)、Estrin and de Meza (1995)、Fershtman 

(1990)、Matsumura (1998)、White (1996)、Baraldi (2003)、Fjell and Heywood 

(2004) 與吳世傑、黃鴻、黃財源 (2001) 等］以及開放經濟體系 ［例如

Fjell and Pal (1996)、Pal and White (1998)、Ohori (2006)、翁永和、羅鈺珊、

劉碧珍 (2003)與邱俊榮、黃鴻 (2006) 等］等兩種型態的經濟結構。 

 

若以研究的主題而言，相關的民營化文獻大約可分為三大類。第一類

主要在於探討民營化對社會福利的影響。在此類文獻中，大部分的研究僅

就民營化政策加以探討，而對於其他的相關政策，則加以忽視。如 De Fraja 

and Delbono (1989) 在於比較公營廠商在四種不同的市場結構下之社會福

利水準，而 Cremer and Thisse (1989) 則是在公營廠商之利潤不小於零的假

設下，探討公營廠商可否作為提升社會福利的政策工具。此外，Fjell and Pal 

(1996) 主要探討本國與外國民營廠商家數之變動對廠商之產量與社會福

利水準的影響，並評估外國併購本國廠商對本國福利與廠商利潤的影響。

再者，George and La Manna (1996) 則認為公營廠商往往會在邊際成本低於

市場的均衡價格下生產，然而當其在市場具有領導地位時，不僅可使市場

價格高於其邊際生產成本，增加本身的利潤，更可藉由資源配置效率來提

升社會福利。最後，Baraldi (2003) 則證明了一家民營廠商與一家部份民營

化的公民營混合廠商進行 Cournot 競爭，其福利會比一家民營廠商與一家

完全公營廠商競爭或比兩家都是民營廠商競爭時來得高，同時以 18 個

OECD 的國家電信產業進行實證分析。 

 

第二類的民營化文獻則在於探討民營化對其他相關政策的影響。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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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文獻中，除了民營化政策外，也考量了其他的相關政策以及政策之間的

互動關係。如 White (1996) 在於分析生產補貼對民營化決策與社會福利的

影響，而 Pal and White (1998) 則以兩階段的賽局來探討民營化政策如何影

響最適關稅與補貼的水準，以及在既有的貿易政策下，民營化對社會福利

的影響。至於 Mujumdar and Pal (1998) 則是在不同的課稅形式下（包括從

量稅或從價稅），探討民營化政策對政府稅收與社會福利水準之影響。最

後，Fjell and Heywood (2004) 則在公營廠商民營化後仍保持領導者地位的

假設下，探討最適補貼、產量以及社會福利之間的變化。 

 

在以上所提及的兩類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無論是在封閉或開放

經濟體系，甚至是搭配其他相關政策，相關文獻所討論之民營化政策均侷

限在完全民營化(full privatization)或完全公營等兩種極端的概念上。然而，

在現實的社會中，絕大多數被民營化後的公司，仍有相當比例之股權為政

府所握有，亦即有部份民營化 (partial privatization)的情況，因此第三類的

文獻則在於探討最適民營化程度的訂定，其中 Matsumura (1998) 一文為討

論該主題的先驅者。該文發現到，除非公營廠商為市場獨占者，否則純粹

公營的廠商型態並非社會福利極大的最適型態﹔而當公營與民營廠商具

有相同的生產效率時，純粹民營也非最適的廠商型態，因此在特定的條件

下，該文認為部分民營化是最佳的選擇。此外，翁永和、羅鈺珊、劉碧珍 

(2003) 則將 Matsumura (1998) 的概念與 Fjell and Pal (1996) 的模型相結

合，在開放經濟體系下，討論並比較不同市場結構下之最適民營化程度以

及社會福利水準。再者，邱俊榮、黃鴻 (2006) 則在分析公營與民營廠商

之生產效率如何影響民營化政策的推行，以及民營化最適釋股比例的訂

定。最後，Ohori (2006) 則在國際雙佔巿場下，探討最適環境保護稅和民

營化政策之決定，並證明最適的民營化決策為部分民營化，且最適民營化

的程度與環境污染的清潔成本呈現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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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政治經濟學的文獻方面，與貿易政策相關的研究頗為眾多，而

所探討的議題也有所不同，其中包括結合利益團體遊說行為與貿易政策形

成的關稅形成模型（the tariff formation approach），如 Findlay and Wellisz 

(1982)；以極大化政治支持度為目的來訂定貿易政策的政治支持模型（the 

political support function approach），如 Hillman (1982)；以民主多數決來訂

定貿易政策的中間選民模型（the median-voter approach），如 Mayer (1984)；

以極大化利益團體所提供之政治獻金為目的來訂定貿易政策的競選獻金

模型（the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pproach），如 Magee et al. (1989)；以及結

合競選獻金與政治支持等兩大模型的觀點，並以菜單式拍賣(menu-auction)

的方式來訂定貿易政策的政治獻金模型（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pproach），如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在以上所提及的政治經濟學的模型中，近年來影響最深遠的文獻為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一文。該文採用菜單式拍賣 (menu-auction) 

的分析方法，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探討各利益團體如何依據貿易政策對自

身利益的影響而提供政治獻金以向政府進行遊說。該文認為，對民主國家

的政府而言，其最大的目標即是得以獲得連任，因此除了提升社會大眾的

福利水準之外，同時也需要籌措選舉經費以宣揚其政績，所以政府亦有誘

因以政策為手段，向利益團體收取政治獻金。由於政策制定的過程受到利

益團體所影響，因此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的模型也被稱為政治

獻金模型，其中政府對決策的制定即是在政治獻金與社會福利大小之間做

程度上的取捨，而最終的政治獻金額度以及貿易政策即是對利益團體和政

府兩者皆為有效率的均衡解。2 

                                                 
2 Goldberg and Maggi (1999) 實証結果支持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的模型，同時也發現

政府明顯的重視社會福利大於政治獻金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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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之政治獻金模型為架構的研究眾

多，所涵蓋的主題也頗為廣泛。例如 Dixit et al. (1997) 以財政政策為標

的，在非合作的均衡下，利益團體之間的競爭使他們陷入囚犯困境，使得

政府成為最大的獲利者。而 Aidt (1997) 乃建立在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認

為遊說行為會產生額外的支出，使得利益團體之間會有合作遊說的誘因，

而最終的均衡結果將視各利益團體的遊說參與程度以及議價能力而定。此

外，Maggi and Rodriguez-Clare (1998) 證明出自由貿易政策比政治均衡下

的貿易政策更有效率，而在此一情況下，縱使會因此而失去來自於遊說團

體的政治捐獻，政府仍可能會採取自由貿易政策。再者，Magee (2002) 認

為關稅政策是由產業的遊說行為與政府之間所協議而決定，由於考慮到搭

便車 (free-rider) 的問題，該文發現到在廠商數目越多的產業，其遊說的形

成就越困難。最後，Wang et al. (2006) 則是探討兩利益團體存在嚴格對抗

性，且政府僅能收取一方之政治獻金時的競爭遊說行為，此時政府所獲得

的利益會比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菜單式拍賣模型下更多。 

 

而在國內的相關文獻方面，林奇蓉 (2004) 探討在利益團體的政治角

力下，廠商進行遊說對政府制訂策略性出口補貼與策略性進口關稅的影

響，同時分析政府對各利益團體的政治獻金與人民福利賦予不同權重時之

影響。其次，王智賢與蔡坤良 (2005) 探討政治獻金限額的制定對社會福

利的影響。再者，吳依芳與王智賢 (2005) 探討工會和廠商的競爭遊說行

為對政府貿易政策和國內產品價格的影響。最後，王智賢與翁永和 (2006) 

則探討利益團體的政治獻金對政府制定自製率政策的影響，並說明政府對

政治獻金以及人民福利的重視程度如何影響利益團體所提供之政治獻金

及最適自製率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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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歸納之文獻得知，雖然過去對於民營化的理論研究頗多，而

以政治經濟學的角度來探討政策形成的文獻也不少，然而將利益團體的影

響力納入民營化的理論模型中加以探討的文獻，卻極為少見。尤其是在本

國與外國廠商分別提供政治獻金的情況下，政府如何訂定最適的民營化政

策，以及政府對政治獻金的偏好程度如何影響最適民營化水準等相關研

究，更是付諸闕如。因此，本文將在開放體系下設立一混合寡佔模型，強

調本國政府、公營廠商以及本國與外國民營廠商所組成的利益團體等四者

之間的互動關係，來探討以上所談到的相關問題。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 1 節為前言；第 2 節說明本文之模型架構並

求解廠商的最適產量；第 3 節則在考量廠商遊說行為下，以政治獻金模

型來說明政府如何制定最適民營化政策；第 4 節則延續第 3 節的討論，

進一步針對最適民營化程度以及廠商政治獻金金額可能存在角解的情況

作探討；最後第 5 節則為本文的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