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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上，長期肩負著繁榮經濟、富庶民生的重要任務，尤其是

台灣電力公司與台灣中油公司，更在整體能源物資供應上，持續扮演著維護國家安全與

保證民生安定的關鍵角色。這是大多數國人既有認知中，我國公營事業最主要的功能，

同時也是長期以來公營事業形象定位與社會溝通的基礎。 

不過，自由化與民營化的浪潮，衝擊了公營事業傳統的形象定位，也瓦解了公營事

業既有的社會溝通基礎。在內外阻力重重的民營化道路上，「反改革」的質疑不斷侵蝕

公營事業的形象；而在接受市場挑戰與績效檢驗之際，公營事業仍然負有一定的政策任

務與必須達成的政策目標，兩難的困境更不利於社會溝通。同時，缺乏危機溝通的理念

與機制，也讓公營事業在許多突發事件中，往往面臨著「有苦說不出」、「有理說不清」，

甚至「解釋沒人聽、澄清沒人信」的窘迫，徒令外界的批評不斷撕毀公營事業的形象。 

尤其，2012 年的「油電雙漲」，在經濟不佳環境下引爆的民怨，更讓公營事業成為

眾矢之的。回顧一年來的歷歷波折，油氣價格合理化的各項政策說明，包括回歸市場機

制、反映成本、節能減碳、使用者付費等等，卻都無法說服民眾；在整體景氣低迷環境

下，難解的計價公式，無效的社會溝通，都只讓台電與中油更成為民怨發洩的箭靶，並

為公營事業製造了更多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而公營事業在百口莫辯之際，憤而大砍一向

被視為公共關係利器的睦鄰與回饋經費，以為反擊，固有其正當性，但結果卻是招來更

大的反彈，最終仍然棄守立場，徒然暴露了公營事業長期以來奉灑錢公關為圭臬的迷

思，更反映了公營事業在社會溝通，特別是危機溝通上的慌亂無措。總之，固然公營事

業或有自認是政策任務的犠牲者，或有自嘆是景氣不佳的代罪羔羊，甚或有自居於外界

惡意攻訐的受害者，但不論如何，社會溝通屢屢受挫，形象破損已成事實。 

時空環境已經改變，時勢潮流無可逆轉，民意趨勢相當明確，公營事業當然必須持

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來回應民眾的期待。誠如本社潘董事長文炎指出：「公營事業經

營目前的問題所在不在一般管理問題上，主要問題為定位、溝通和社會支持」。可以說，

形象重建與社會溝通策略，正是公營事業改革進程中亟待修補的重要環節。具體言之，

政府與公營事業都應該思考，如何從結構上、作法上改善公共關係與社會溝通，扭轉整

體形象？ 

第一章 前言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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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基於公益法人角色立場，遂於於今(102)年本社規劃「公營事業經營發展」議題，

敦請東華大學朱景鵬教授擔任"政策定位"面向探討之召集人，針對制度面、治理面、政

策面召開三場座談會；元智大學許士軍名譽講座教授與環球經濟社林建山社長擔任"經

營管理"面向研討召集人，針對經營管理面召開三場座談會；聯合報項國寧社長擔任"溝

通協調"面向研討召集人，針對形象重建、社會溝通召開二場座談會，這一系列深入探

討座談會共計召開八場，共有 40 多位產官學研界之專家學者參與與談，每位與談專家

學者於會前提供書面資料，每場皆由中油台電代表先行引言，並由與談專家學者發表看

法，從不同角度與觀點進行論述，內容深具參考價值，故特集結所有與會專家學者意見

與研討成果彙整成專題報告，並收錄多篇由許士軍名譽講座教授、林建山社長和黃茂榮

教授發表公營事業相關議題之論述，期有助於讀者了解與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相關面向之

觀點與考量，並提供相關單位作為國營事業改革之參考，同時讓民眾知道公營事業推動

改革的努力與成果，挽回日益扭曲的公營事業形象，進而擴大公營事業的社會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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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說明 

【台灣中油公司】 

一、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之澄清 

(一)所有公營事業之一般性使命與目的 

國營事業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僅是國家經濟活動重要的

一環，對國家整體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影響。國營事業管理法第2條規定：「國營

事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又第4條規定：「國營事

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

入。但專供示範或經政府特別指定之事業，不在此限。」亦即國營事業在追求合理利潤

的同時，仍持續被賦予政策性任務，包括經濟政策或社會福利政策工具。 

(二)中油公司之使命與目的 

中油公司本為國營事業一員，以提供穩定能源供應、創造優質生活資源、促進國

內經濟發展為使命，便利人民生活為主要經營宗旨。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中油公司未

來將持續配合多項國家政策，包括配合經濟部推動「新能源產業旗艦計畫」，將持續推

動再生能源政策，建立低碳環境為目標，除積極發展綠色能源，並參與國內外新能源開

發合作計畫與替代能源資源研發，為地球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配合「量的擴充在國外，

質的提升在台灣」之石化高值化政策，全力推動高值化並啟動人才養成計畫，持續與企

業合作，帶動國內石化業產業升級；配合「推廣潔淨能源，擴大使用天然氣」政策，致

力擴大並分散天然氣進口來源，及增建天然氣儲槽、管線等相關輸儲設施，以保證供氣

穩定及安全；配合「研發推廣再生能源，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政策，持續推廣生質柴油

與酒精汽油，並投入太陽能、氫能及燃料電池等研發工作，促進綠色能源產業發展；配

合「加強節約能源管理，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政策，持續推動四省（節水、省電、節能、

省錢）計畫；建立自發性排放減量計畫查核機制、建構新設廠生產設備之能源效率指標。 

  

二、在現行體制下公營事業經營之自主空間 

從法令規章觀點來看，政府除應適度鬆綁法規限制，國營事業也應朝成為獨立個體、

股東的有限責任、集權化管理、股權可移轉等方向改革，並將股東、董事會及經營管理

者結合在一起，創造促進組織運作之內外部誘因，使國營事業經營兼具彈性及效率。  

(一)現行法令及其適用 

國營事業業務運作受諸多法律約束，如「國營事業管理法」、「政府採購法」、

「預算法」等。業務運作涉及產品之定價、儲存、運輸、銷售、技術合作、原料採購等

問題，均須呈報至經濟部、行政院、審計部等機關審查，部分更須移轉立法院完成法定

程序，如此繁瑣審核過程，對國營事業運作自然產生負面的影響。以下從中油的費率、

投資、預算、採購及人事待遇等面向，探討相關法令之時宜性： 

1.費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20條規定：「國營之公用事業費率，應由總管理機構或事業

機構擬具計算公式，層轉立法院審定，變更時亦同。」中油公司主要產品價格如汽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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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等，由能源局邀請專家學者定期檢討調價公式內，如有修訂

則再報請經濟部核定，與國營事業管理法第20條須層轉立法院之規定不同，應再檢討

最後核定單位之權責歸屬。 

2.投資：國外礦區之測勘及鑽探與國外油氣田之併購，其性質較特殊，與一般採購案不

同，依據「預算法」第25條及「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1條規定，國營事業投資案最後

須由立法院核定，往往易流失合作商機。因此，有關海外探勘投資案，建議改由國營

會核定。 

3.採購：採購業務採最有利標決標，雖可提升採購案品質，惟就程序及時程而言，因須

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將延長採購作業時間，部分採購案需求較急，可能無法趕上需

用時程。主管機關應針對「政府採購法」以及「國營事業管理法」第22條再行調整，

建議改由董事會核定，以縮短採購時間及流程。 

4.人事進用：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1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除特殊技術及重要管

理人員外，應以公開甄試方法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每年透過招考聘用新職

員，惟中油公司員工平均年齡偏高，15年內將有超過六成員工屆臨退休，各單位恐將

有幾個月無法適時補足人力之缺口。除正式招考外，建議主管機關授權給各國營事業，

可視業務及人力需求，採不定期自行招募一定比例職員，維持公司內部營運。 

5.薪資待遇：中油公司薪資、績效獎金發放係依「行政院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

定基本原則」、「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理要點」、「經濟部所屬事業經

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作業，用人費相關之員額及預算也必須由主管機關

核定後納入政府預算送立法院審定。其中，「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理要

點」第四條規定，「各事業機構人員之年度薪給標準，除主持人外，由各事業機構衡

酌事業機構特性、生產力、營運績效及用人費負擔能力擬訂…。各事業機構主持人(董

事長、總經理)之年度薪給標準，不得高於事業機構主持人，得在不超過本部部長年度

薪給範圍內…」等因素。對於擔任業務性質(如負責銷售潤滑油、生技產品等業務)之員

工而言，即使戮力推銷公司產品，仍只可領取相同等級之薪資、獎金；復因國營事業

工作環境穩定，工作權有保障，員工易養成吃大鍋飯心態，存在不同工卻同酬的組織

文化，前開因素難以有效激勵員工。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應明文，允許各單位可放寬薪

點、獎金發放標準及級距上限之彈性，並設計依績效做為員工年度調薪與否或調薪幅

度之機制，以激發員工生產力及創意。 

(二)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歸屬 

國營事業在業務運作上，主要涉及其業務計畫、產品之定價、儲存、運輸、銷售、

技術合作、原料之採購等問題，例如按規定各國營事業機構之營業計畫與預算等，均須

呈報至國營會、經濟部、行政院審查，部份甚至須移轉立法院完成法定程序；而資本支

出部分，依法牽涉到行政、立法、監察(審計部)三院。從上述程序，可瞭解國營事業運

作深受法限及層層監督，僅有部分內規例如行政章程、場務、工安環保等可自行明訂，

其餘皆須陳報至主管機關審核，顯見國營事業自主運作空間相當有限。 

 

三、內部組織之檢討與改進 

國營事業在台發展已於半個世紀，「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條揭示「發展國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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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為國營事業設立之初衷。因當前外部環境變動劇烈，

例如原油價格長期處於相對高檔，倘政府為減緩國內民生經濟衝擊，要求國營事業承擔

各項相關政策任務，影響國營事業正常經營，長遠將不利國營事業永續經營。以下將從

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董事會之職責與功能、策略規劃及決策程序、績效標準與評核機

制等角度，分析中油公司在國營事業體制下之內部組織缺點及可改進方式。 

(一)經營理念與文化 

身為油品市場之領導品牌，中油公司之經營理念為「品質第一、服務至上、貢獻最

大」，其中，品質指本公司產製高品質的優良油品，未來應加強品質管理致力提昇國人

生活環境的品質；服務是指本公司肩負國家多項任務，充分供應各行業用油是本公司重

要職責。油品市場自由化後，為了市場占有率，業務經營更著力於銷售服務面。中油提

昇基層油品銷售人員的服務水準與態度，以落實服務至上的經營理念，繼續維持市場領

導品牌；貢獻指在促進國家經濟和基礎工業的發展，今後更應在既有基礎上繼續努力，

對國家與民生經濟作出更多貢獻。 

雖然中油品牌形象已深根在國內消費者心中，然而我國能源99.8％以上須仰賴進口，

如將經營目標只著重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是相當不夠的；換言之，中油應將公司經營範疇

擴大至國際領域，與國際油公司合作布建探勘事業或貿易據點，以利與國際市場接軌，

讓中油之經營版圖及品牌形象兼具本土化及國際化。 

(二)董事會之職責與功能 

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制度中，董事會執行的各項業務結果，除應向股東(政府)負責

外，也應符合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決議。理想的董事會成員應具備執行職務

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而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包括具營運判斷、會計及財務分

析、經營管理、危機處理、產業知識、國際商情決策等能力。  

然而，實務上國營事業多由公股代表派任，雖係依循派任規定的辦法據以執行，但

常僅依部長或政府高層旨意遴派，無法兼顧專業上的需求，反而失去聘任人才時應同時

考量到的專業能力。公股的董事代表在職務上如有上、下階級之分(如總經理與董事長)，

職務等級較低的公股董事往往不具有獨立性，仍常受制較高層級內部董事之壓力與指揮。

另外，也應思考兼任公股董事薪酬制度中因再設計激勵因素，使其薪酬及職責產生對等

關係。  

為健全國營事業工會及勞工制度，應將勞工董事的職權功能接近獨立董事，而勞工

權益則透過工會或團體協商等方式據以爭取。政府亦須建立有效之勞工申訴及協商管道，

扶植工會健全發展，使勞工權利不必全需透過勞工董事爭取即可獲得保障。  

(三)策略規劃體系與決策程序 

中油公司目前組織結構包括總公司、八大事業部以及研究單位，其中總公司之轉投

資處及貿易處為公司推動多角化經營及國際化布局之主要業務單位。  

為妥適規劃未來經營發展計畫，達成「成為涵蓋探勘、油氣、石化、高科技具競爭

力之綜合性國際能源集團」的願景，中油公司公司除定期召開業務會報及董事會研討業

務發展方向，或由董事長不定期邀及高階主管召開中長期經營發展策略會議外，亦視未

來業務發展趨勢不定期舉辦相關能源會議，如太陽能發展會議、石化產業未來發展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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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挑戰圓桌論壇、生質燃料發展研討會等，邀請外界產官學專家學者提供建言，以分

析、瞭解能源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及本公司未來可能的發展契機。  

經衡酌內部高階主管及外部專家建言、目前經營實績、未來國內外競爭環境變動、

並考量整合公司核心技術及各項資源、發揮經營優勢創造利潤之能力，據以擬定中油公

司未來中長期經營策略。  

中油公司中長期經營策略初稿經由公司內業務會報、董事會事業計畫會前會及董

事會層層核議後，再提報經濟部審議，奉經濟部審查通過之經營策略，將為中油公司據

以規劃未來經營重點業務。  

目前國營事業之中長期策略規劃常因經營環境快速變化而無法及時修正調整而掌

握商機，建議國營事業之中長期計畫改授權由公司董事會核定、報部核備即可。 

(四)績效標準與評核機制 

國營事業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發放作業均須依照「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實施要點」辦理。依該要點規定，當年度績效獎金，包括「考成獎金」及「績效獎金」

兩部分，且獎金之發放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為上限。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之作業

方式，係於每年年初由國營會及能源局進行工作考成各項指標項目研議，檢討後將草案

提報部轉院複審(複審採分工作業，由經建會、研考會、主計總處、人事總處等單位審

核)核定。隔年初，當營運及財會資料統計完成後，國營事業始進行試算考成分數，國

營會及能源局初審後經報部轉院複審核定後實施。  

有關國營事業績效標準與評核機制之檢討，茲說明如下：  

1.「考成獎金」及「績效獎金」部份指標重複計算：中油公司工作考成評估面向包括「營

業收入」、「獲利能力」、「財務管理」、「營運能力」、「人力資源」、「國家政

策」等，然「績效獎金」計算已採用相同的財務指標，有重複計算之情況。  

2.財務指標權重過高：中油公司計算「考成獎金」之財務指標權重高達49%，惟國營事

業原先設立初衷非以營利為目的，且受限於須配合政策任務、國內環保意識高漲致使

煉製設備不易汰新，造成公司營運成本提高，財務績效難以被彰顯。  

3.對評核績效機制之建議：建議「考成獎金」之計算應採用經營管理效率及國家政策配

合成效等指標為主，而中油公司之工作考成評估指標，則建議改增列油品加權平均市

占率、多邊貿易量、量化可促進天然氣合理使用、土地資產活化等指標，並酌減少財

會指標權重，以貼近中油當前經營環境。  

 

四、未來發展之瞻望 

(一)政策取向之改進與調整 

中油公司為當前國內營收規模最大之國營事業機構，惟面臨諸多法規束縛或須配合

之政策負擔，致迄今累積相當大之財務虧損，影響國家財政之健全。就政策面而言，有

以下幾點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討或調整，以利國營事業未來之發展： 

1.減少政策性任務：國營事業營運常須配合政府政策性任務，如油價凍緩漲或提供弱勢

團體補貼優惠等。中油公司歷年提供補貼優惠時，虧損往往隱藏在利潤中，無法呈現

真正之責任歸屬，易使監督者及經營者較少誘因或壓力去改善公司績效。政府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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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營事業經營上之政治干預，讓公司回歸市場化，當國營事業年度盈餘上繳國庫後，

政府再自行規劃提供補貼之對象與金額，讓國營事業經營績效能被彰顯。  

2.解除浮動油價機制亞鄰競爭國最低價為上限之限制：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機制自96年

實施迄今，每年能源局均邀集許多學者專家針對油價公式內各項因子進行檢討修訂。 

我國能源自主性極低，油氣能源須仰賴進口，長期以來，國內油價均低於亞鄰日本、

韓國、新加坡與香港，此一低油價政策不利於能源進口國家推動節約能源與發展替代

能源。故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機制中應解除調價以亞鄰競爭國最低價為上限之不合理

規定，建議改為以亞鄰均價為上限或取消此規定，落實國內油品市場朝自由化發展。 

3.其他部會有關油料補貼應自行編列預算支應：中油為配合政府減輕特定族群之負擔，

持續代政府機構提供特定族群補貼措施迄今已達46億元，包含大眾運輸及計程車購油

優惠、農業動力用油補貼、復康巴士補貼、漁船用油補貼等，未來各部會應自行編列

預算以為支應，避免損害中油長期利益及永續發展，以展現實際經營成效。 

4.引進民間專業經理人參與董事會運作：國營事業應建立強有力的董事會，發展事業的

整體策略，監督績效目標之達成甚為重要。但董事的遴選應避免牽涉及到政治利益，

意圖干預國營事業的運作。提高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機制，較有效作法是政府建立聘

任民間企業資深且具相關實務經驗的高階經理人制度，讓其擔任國營事業之公股董事

代表，並適度賦予公股董事決策權力，進而激發董事會對公司經營的創意與發揮職權

功能。  

5.建立董事薪酬與職責之對等關係：國營事業董監事多為政府指派，且董監事多半只是

兼任。依目前政府規定其每月薪酬相當低，超過部分甚至須悉數繳庫或作各基金之收

益，故擔任國營事業董監事者，其薪酬不如上市企業來得優渥，無法有誘因可激勵董

監事積極參與公司運作。政府應重新檢討董監事遴派之規定，設置國營事業董監事薪

酬級距，減少主管機關各種考核與管理，提高官派董事之權責，讓其薪酬與責任之間

建立對等關係。  

6.檢討現行法規是否合乎時宜：國營事業的各項業務深受諸多法令規章之限制，是造成

決策程序冗長、經營效率與績效無法有效提升的因素之一。主管機關應審慎檢視法令

規章是否有已不合乎時宜，必要時應重新檢討修訂或刪除，例如參與海外油氣田併購、

競標獲取油氣田工作權益、油氣探勘、原油三角貿易等較時效性業務，可先由主管機

關核定，而立法院及審計部則改採事後考核機制，讓國營事業運作效率可適度提昇。 

7.政府應積極規劃高廠遷廠後土地重新規劃之問題：104年中油高廠遷廠已將屆臨，然高

廠土地如何再規劃利用尚未定案，僅有民間團體和地方政府提出成立生態公園或規劃

建立新社區住宅等構想。雖然中油公司內部已成立「高雄產業園區開發小組」，規劃

高廠未來朝發展成具價值高、產值高的綠能科技產業，政府亦應與中油共同參與規劃

與推動高廠遷廠後土地利用之研議，讓這塊土地能夠新生。 

(二)中油公司未來應朝民營化方向改革 

國營事業改革最徹底也最有效的方案即推動民營化，然根據過往歷史經驗，國營事

業民營化易受工會及員工的阻擾，主因擔心公司被「財團化」及工作權可能不保。中油

公司組織龐大，推動民營化方式可區分為整體民營化及先切割事業再民營化。先切割事

業再民營化方案，其推動過程可能延長完成民營化的期程，即使各事業順利切割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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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化前恐引發其他績效較不佳事業之員工，欲調動至績效較佳之事業單位，否則其將

拒絕支持民營化政策。換言之，整體民營化方案應是較為單純且易行。 

主管機關應從政策面，重新檢討國營事業制度，依各事業之特性，提供適度法規鬆

綁環境，並採間接管理以減少利害關係人干擾；訂定國營事業年度盈餘目標，透過官派

董事達到監督事業運作，以落實政府政策。另方面，政府亦應效法Petronas及Statoil等國

際能源公司之經營模式，在維持國營條件下，政府減少法規與各部門之管理，賦予企業

實質自主經營環境。  

因我國自然資源相當缺乏，國內能源供給來源幾乎多來自進口。為確保國家安全，

即使中油公司民營化後，其經營型態仍應維持「國有民營」，政府保有相對最大股權。

其優點公司經營效率及自主性可較國有國營來得高，且可避免「財團化」之後遺症。  

 

五、結語 

未來國營事業之使命及目的，應從法源(規)內容重新檢討是否合乎時宜，並適度賦

予國營事業新定位。在維持國營體制下，應減少對中油公司層層法規束縛與主管機關之

監督，以及各種政策性任務不應全由中油公司配合與承擔。政府可透過官派董事配合各

項政策之執行，讓其能具有如民營公司之企業化經營環境。 

隨著能源逐漸耗節與面臨高油價時代，當前中油公司經營日益艱困，為追求永續經

營，民營化改革應是正確途徑。中油公司民營化後政府仍須保有相對最大股東，以維持

「國有民營」之經營精神。此外，民營化後中油公司可提高經營效率與自主性，有利布

局國際能源市場，以及有能力善盡更多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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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一、 前言 

電力是經濟發展最主要之動力，更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之要件。不論是一般傳統產

業，或是新興高科技產業，莫不以電力做為動力；尤其在自有能源缺乏之台灣，充裕電

力是經濟發展之關鍵，更是提供人民舒適生活之重要指標。 

長期以來，台電公司在供電體系中扮演了兩種角色，一種是國營公用事業的角色，

肩負推動電力建設及政府電力政策配合者之責任，需受諸多法令規範，在經營上欠缺彈

性與自主性，難以如民營企業般企業化經營。另外一種則是企業經營者之角色，與一般

民營企業無異，須能滿足顧客多樣化需求，持續獲取合理利潤，以追求公司永續經營。 

惟此兩種角色，本身即具有衝突性，台電除了身為國家唯一電力供給來源之任務外，

又需兼顧國家政策執行之重擔，就無法如一般民營企業對其業務具有完全之自主管理

權。 

但社會各界審視台電公司經營績效時，一方面以財務盈虧來衡量其營運成果，同時

又以不調整電價來達成照顧人民生活之政策目標，應如何給予台電公司適當定位，平衡

允當衡量其競爭力，方能彰顯台電公司之真正經營績效，避免民眾誤解台電公司經營不

善，至為重要。 

 

二、 財務狀況 

台電公司自 95 年起開始虧損迄今，主因係自民國 92 年以來，台電公司受到國際燃

料價格大幅飆漲的影響，加上為了穩定供電並兼顧環保，新增加的電源多數是以成本較

高的天然氣來發電，使得供電成本大幅上升，但政府為了穩定物價、照顧民生及減緩對

產業衝擊，電價的調幅並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的上漲，電價長期低於售電成本所致，請

詳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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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因能源局於 101 年 10 月修正汽電共生實施辦法及購電費率，大型機組不再比照燃煤 IPP 計價，因此

購電中之燃料支出自 101 年起僅包含 IPP 電廠燃料成本。 

2.國際燃料價格自 92 年起大幅上漲，故提供 92 年成本與近期成本結構做比較。 

101 年每度售電之發購電燃料成本較 92 年增加 1.21 元，而同期間每度電價僅較 92

年增加 0.65 元，不足反映售電成本上漲部分每度約 0.56 元，造成台電 101 年稅前虧損

616 億元，至 102 年 6 月底止，累積虧損已達 2,278 億元。台電在業務量不斷成長情況下，

努力精簡用人提升員工生產力，並撙節其他各項營運費用，避免浪費及無效率支出等成

本發生，運維費由 92 年 0.47 元/度，降至 101 年 0.38 元/度，換算吸收電價調幅約 4%

【(0.38-0.47)÷2.07】，惟因燃料漲幅太大，101 年發購電燃料成本高達 3,800 億元，約占電

費收入 7 成，故遠非台電降低其他營運費用所能自行吸收。 

 

三、 經營績效與國際標竿電業比較 

(一)世界各國電力公司之排名 

台電公司為我國唯一綜合電業，在國內並無同級民營業者可資比較，為瞭解國外其

他電業經營狀況，乃蒐集先進國家電業經營資訊用以客觀檢視台電公司營運成效，俾藉

他山之石以攻錯，並作為研擬台電公司未來發展策略及提昇經營績效之參考。 

電力公司裝置容量之排名(詳如下表)主要是根據 Eskom 網站資料、Forbes Global 2000

公用事業排名及台電公司所搜集各電力公司資料加以修正彙整而成。依所搜集資料顯示，

國外電力公司統計大多不含 IPP，故本次排名亦以不含 IPP 之裝置容量為準。2011 年全

球裝置容量最大的電力公司是中國華能集團公司(125,380 千瓩)、中國大唐集團公司 

(110,060 千瓩)及中國國電集團公司(106,720 千瓩)等，台電公司排第 22 名(32,508 千瓩)；

若排除大陸 5 大發電集團，純以綜合電業排名，台電公司排第 17 名。 

 

 

單價 % 單價 % 單價 % 單價 %

燃料(A) 0.59 31 1.20 44 1.30 46 1.49 49 

購電支出 0.36 20 0.68 25 0.71 25 0.72 24 

購電中之燃料支出(B) 0.11 6 0.39 14 0.41 14 0.43 14 

利息 0.06 3 0.05 2 0.05 2 0.06 2 

折舊 0.45 24 0.43 16 0.42 15 0.44 15 

運維費 0.44 25 0.40 15 0.39 14 0.38 12 

用人費 0.21 11 0.18 6 0.18 6 0.17 6 

其他 0.26 14 0.22 9 0.21 8 0.21 6 

合計 1.93 103 2.76 102 2.87 102 3.09 102 

減:每度其他收入 -0.06 -3 -0.05 -2 -0.05 -2 -0.05 -2 

售電成本(C) 1.87 100 2.71 100 2.82 100 3.04 100 

售電燃料成本(A+B) 0.70 37 1.59 58 1.71 60 1.92 63 

平均每度售電單價(D) 2.07 2.61 2.60 2.72 -2 

每度售電稅前盈虧(D-C) 0.20 -0.10 -0.22 -0.32 100 

稅前盈虧(億元) 318 -181 -433

單位：元/度

-616

92年度決算 99年度決算 100年度決算 101年度決算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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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裝置容量大小排名之電力公司(2011 年) 

公   司   名   稱 國   別 裝置容量(千瓩) 組織型態  

1.中國華能集團公司 CHNG 中國 125,380 公營 

2.中國大唐集團公司 CDT 中國 110,060 公營 

3.中國國電集團公司 CGDC 中國 106,720 公營 

4.法國電力公司 EDF 法國 97,424 公營 

5.中國華電集團公司 CHD 中國 94,100 公營 

6.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 CPI 中國 76,800 公營 

7.韓國電力公司 KEPCO 韓國 67,006 公營 

8.東京電力公司 TEPCO  日本 66,472 民營 

9.沙烏地電力 Saudi Electricity Co. 沙烏地阿拉伯 51,148 公營 

10.南方電力公司 Southern Co. 美國 43,555 民營 

11.南非電力公司 ESKOM 南非 41,647  公營 

12.新紀元電力 Nextera 美國 41,067 民營 

13.巴西電力公司 Eletrobràs 巴西 41,040 公營 

14.美國電力公司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美國 40,167 民營 

15.義大利電力公司 ENEL  義大利 39,882  公營 

16.墨西哥聯邦電力委員會 CFE 墨西哥 39,270 公營 

17.魁北克電力公司 Hydro-Québec 加拿大 36,971 公營 

18.杜克能源 Duke Energy 美國 36,000  民營 

19.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 TVA 美國 34,178 公營 

20.關西電力公司 KANSAI  日本 33,850 民營 

21.中部電力公司 CHUBU  日本 32,835 民營 

22.台灣電力公司 TPC 台灣 32,508 公營 

23.萊茵集團 RWE 德國 31,285 民營 

24.印度國家火力發電公司 NTPC 印度 30,830 公營 

25.安特吉 Entergy 美國 30,060 民營 

26.多米尼資源 Dominion Resources 美國 27,500 民營 

27.依維爾德羅拉 Iberdrola 西班牙 25,576 民營 

28.艾塞龍 Exelon 美國 25,544 民營 

29.億昂 E.ON 德國 20,763 民營 

30.賓州電力 PPL 美國 18,693 民營 

資料來源：1.Eskom 網站資料    2.Forbes Global 2000 公用事業排名(2012 年版)  

3.各家電力公司年報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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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標竿電業比較 

為客觀檢視台電公司之營運成效，因此標竿電業以經營內涵同為綜合電業，

且裝置容量前 17 大公司作為績效比較之標的。惟經積極蒐集資料，由於美國電

力公司、新紀元電力、墨西哥聯邦電力委員會、巴西電力公司、杜克能源、田納

西河流域管理局等 6 家公司，獲得之經營資訊有限。因此，僅將資料較齊全之法

國電力公司等 10 家公司作為比較基準，並選取「線路損失率」、「每戶停電時

間」、「每員工售電量」、「火力廠熱效率」等經營效率指標，「CO2 排放強度」

環境保護指標，以及「資產報酬率」、「信用評等」等財務績效指標進行比較，

俾作為台電公司經營改進之參考。  

1.線路損失率  

台電公司 2012 年線路損失率為 4.42%，表現優於法國電力、東京電力、南方

電力、南非電力、義大利電力、魁北克電力、關西電力、中部電力、萊茵集團等

公司，而僅略高於韓電之 3.99%，在世界各標竿電業中排名第 2。  

分析韓國電力線路損失率近年大幅下降原因，主係其超高壓輸電為 765kV(台

電公司系統為 345 kV)，且其家庭用電電壓為 220V(台電公司系統為 110V/220V)，

此為其線路損失較台電公司有利原因。  

2.每戶停電時間  

台電公司 2012 年每戶停電時間為 19.050 分 /戶．年，表現優於法國電力、南

非電力、義大利電力、魁北克電力、萊茵集團等公司，但每戶停電時間則高於東

京電力、中部電力、關西電力、美國南方電力與韓國電力。  

分析台電公司每戶停電時間高於日、韓電力公司主因，係東京電力、中部電

力、關西電力、韓電等公司供電區域都市化程度與配電自動化較台電公司高。未

來隨著台電公司配電自動化逐年完成後，每戶停電時間將可再進一步縮短，迎頭

趕上日、韓電力公司水準。  

3.每員工售電量  

台電公司 2012 年每員工售電量為 876 萬度。僅低於韓國電力之 1,326 萬度與

魁北克電力之 1,013 萬度，但高於中部電力、南方電力、東京電力、關西電力、

法國電力、南非電力、萊茵集團、義大利電力。  

分析台電每員工售電量低於韓國電力之主因，係韓國電力採用之員工人數不包含

建廠工程及維護部門之員工數，而魁北克之電力來源主要係以水力發電為主，發

電部門員工人數較少之故。  

4.火力電廠熱效率 (歐洲採低熱值毛效率 LHV，美國及其他國家採高熱值淨效率

HHV) 

台電公司 2012 年火力廠低熱值毛效率為 42.98%(高熱值淨效率為 38.4%)，與

歐洲國家比較，表現優於法國電力、萊茵集團，但低於義大利電力。與美洲、亞

洲國家比較，表現優於南非電力、南方電力、魁北克電力等，但低於韓國電力、

東京電力、關西電力與中部電力等公司。  

分析台電公司火力電廠之熱效率表現，在各電力公司居中等地位。低於韓國



 13 

電力主因係韓國緯度較台灣高，在熱交換效果與熱效率有很大助益；另發電結構

上，台電公司熱效率較高之複循環機組比重較日本低，且高效率之大潭複循環機

組天然氣用量受限，若解除限制，則依政府增用天然氣政策，熱效率可望再提升。

另台電公司目前許多火力機組機齡已大幅超過汽力 25年、複循環 20年經濟年限。

截至 101 年底，汽力機組運轉已超過 30 年有林口、大林、協和、興達等機組；複

循環機組運轉已超過 30 年有通霄等機組。  

台電公司為提高火力電廠之綜合效率與提升競爭力，已進行大林、林口、通

霄更新計畫，完成後熱效率大林電廠可由 38.44%增加為 45.59%；林口電廠可由

37.98%增加為 44.93%；通霄電廠可由 40.31%增加為 58.0%。因此，未來隨著計畫

陸續完成後，台電公司火力電廠之熱效率績效將可再進一步提升，躋身前段地

位。  

5.CO2 排放強度  

台電公司 2011 年 CO2 排放強度為 0.496 公斤 /度(2012 年 CO2 排放強度為 0.488

公斤 /度)，排放強度低於南非電力、南方電力、萊茵集團等公司。但高於法國電

力、韓國電力、東京電力、義大利電力、魁北克電力、關西電力、中部電力等公

司。  

分析台電公司 CO2 排放強度高於魁北克電力主因係該公司以水力發電為主，

因此排放強度只有 0.002 公斤 /度；而法國電力、韓國電力、東京電力、關西電力、

中部電力等公司排放強度低於台電公司，係其核能發電比重高於台電公司之故；

另義大利電力由於該公司有 24.5%發電量係來自水力發電，故排放強度較低。  

6.資產報酬率  

南方電力公司資產報酬率為 5.6%，高居各國之冠，其次為南非電力之 5.1%，

台電公司 2012 年資產報酬率為 -2.13%，位居最末。  

分析台電公司 2012 年資產報酬率位居最末之主因，係自民國 92 年國際燃料

價格起漲，電價無法反映售電成本之上升，致 95 年起持續虧損，除原有保留盈

餘 700 億元及資本公積 27 億元，全數用於彌補虧損，截至 101 年底，帳上累積虧

損達 1,936 億元。台電公司除持續開源節流及提升績效來因應外，也積極向政府爭

取，儘速合理調整電價。  

7.信用評等  

台電公司 2012 年 S & P 信用評等等級為  A+，與韓國電力、中部電力、關西

電力等公司之  Moody’s 信用評等等級  A1 相當。但優於東京電力、南非電力、

南方電力、義大利電力、萊茵集團等公司；稍低於法國電力、魁北克電力與關西

電力。在信用評等指標上，台電公司與各國電力公司應屬相當，位居各電業之中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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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前經營困境 

(一) 電價調整未能反映燃料發電成本，財務結構惡化 

台電公司定位究竟為機關或企業，對台電公司之經營至關重要，當政府要求

負擔政策任務時即被認為政府機關，但要求盈餘時，卻被認為應如民營企業般之

經營。國外電力公司多為自主企業體，其政府提出提升能源效率及減碳政策時，

皆搭配誘因機制，以確保不損及電力公司的收入。我國雖有部分法律規定相關部

會應編列預算撥補台電公司執行政策性供電的費用，事實上卻要讓台電公司自行

吸收，對台電公司頗為不公。  

目前台電公司面臨之經營環境非常險峻，在財務方面，電源結構劣化及電價

未能充分反映成本：92 年起國際燃料價格開始上漲，雖 95 年與 97 年 3 次調整電

價，惟並未完全反映發電成本，致 95 年起連年虧損，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帳上

累積虧損高達 2,278 億元、未來 10 年(103 年~112 年)重大投資計畫電力建設需投

資超過 1 兆 6,000 億元，然虧損情形致自有資金嚴重不足，須借款支應。營運虧

損及大量舉債造成截至 102 年 6 月底帳上總負債 1.724 兆元，負債比率 91.5%，相

較 92 年度(燃料價格起漲點 )稅後盈餘 243 億元，負債比率 58.82%，財務狀況大幅

轉劣。  

(二) 台電公司在國營事業架構下無法自主經營，整體效率提升受到限制 

台電公司係國營公用電力事業，除必須與民營企業遵守相關法規外，尚須受

「電業法」規範，而在國營事業架構下，更需受國營事業管理法、政府採購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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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法規限制。由於用人、薪給、採購、投資及預算等均受到嚴格管制與束縛，

在經營管理上，欠缺自主性、彈性及時效性，致使台電公司難以企業化經營。  

 國營事業管理法 

1.經營自主權不足 

(1)企業經營須配合市場趨勢變化，並隨領導者之經營理念與領導風格而於管理

方法上有所權變。一旦管理方法改變或訂定新營運目標與計畫，企業組織與

人力配置即須隨即配合調整，才能顯現管理效用。  

(2)惟依照目前法規規定，台電公司雖有各項完善之事業規劃或管理制度，卻無

法發揮實質效用，其管理技術亦無法落實應用。  

2.董、監事缺乏獨立性 

台電公司董事會與監察人為公司內部最高決策機關與監督機關，目前政府

持股占 96.92%，由其選任之董事與監察人，對公司經營決策、營運方向、管理

技術、人事安排，有決定性之影響，而且台電公司董事會通過之案件尚須經主

管機關核准，影響董、監事獨立運作，政府實質上掌控公司經營管理權與監督

權。  

 政府採購法 

1.經營缺乏彈性與時效性 

(1)台電公司係具國營事業本質且須自負盈虧之企業體，有別於一般行政機關，其經營

須面臨市場競爭。採購作業之良窳，攸關其競爭力與經營績效；與一般民營企業

透過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即可辦理之經營管理模式有很大差別。 

(2)台電公司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各項採購作業，如發電所需之燃煤、燃油等原料

及電力設備採購，受各種法規規範須層層報核之作業規定，採購時間冗長，易造

成營運計畫之延誤、喪失良好投資時點，影響採購彈性與事業應變能力。 

(3)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公開招標，係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如

因未達 3 家而流標，除影響已投標廠商之權益外，亦影響採購效率及使用部門之

需求。因此，以監督管理行政機關採購作業之規範加以約束國營事業，已使其失

卻經營彈性與時效性。 

2.管理不易與成本增加 

因發電機組建置往往耗時甚長，囿於配合專案計畫及預算編列時程，往往需分期

購置。因分段招標採購，造成電廠中有不同之機組型式，使設備維護不易、備品偏高

且必須增加維護人力等情形。 

(三) 政策性任務各部會協商尚無共識，台電公司負擔仍未減輕 

台電公司之政策性負擔主要有依法辦理之負擔(學校用電、農業用電、公用自來水

用電、電化鐵路用電、公用路燈用電及離島用電等，每年約 65 億元)、依現行行政命令

之負擔(經營離島供電營運虧損及再生能源基金費用未能附加於售電價格等，每年約 60

億元)及配合政策實施用電優惠獎勵節能措施(每年約 80 億元)等三類。 

1. 依法辦理之政策性負擔：行政院及經濟部雖已分別召開政策性負擔逐步回歸各部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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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會議(以 10 年期程方式編列)，惟各部會對於是否編列預算支應政策性用電優惠

金額仍未明確表示，協商仍無共識。 

2. 依現行行政命令要求之政策性負擔-「經營離島供電營運虧損」：行政院已於 102 年 4

月 15 日函請經濟部以逐年漸進方式，編列預算撥補台電公司，截止 100 年底止台電

公司未獲撥補之經營離島供電營運虧損，共計 484 億元。(101 年為 61 億元-報部未核

定) 

3. 另電費折扣之「縣市節電競賽」已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以 100 年節電折扣金額

估算，預估台電公司一年可減少 12 億元之折扣負擔。優惠電價之「基本折扣」部分，

按經濟部規劃，將自 103~105 年逐年調降，並於 106 年落日，惟台電公司希望能儘速

調降，以降低虧損。 

(四) 電源與電網開發受環保抗爭影響，導致部分地區供電困難 

1. 電源開發不易，基載機組占比不足，電力系統對於基載電力需求為 55%～65%，但以

101 年為例，台灣本島系統基載電源配比僅占 42.4%。系統基載電源不足，負載適應

性偏低，部分中載複循環機組或燃油汽力機組作基載運轉，大幅增加台電公司燃料成

本及營運成本。 

2. 因變電所及相關連接線路因民眾抗爭、民代介入及相關政府機關未能積極支持與配合

等問題，致興建困難，工程延宕將擴大惡化大台北地區之供電安全及市政建設。 

3. 日本福島核災事故後，民眾對核安問題極為關切，導致核四議題之爭議，而且放射性

廢棄物之處置設施場址選定具高度敏感性，迭遭可能場址所在地地方政府、民意代表

機構及環保團體等之異議、杯葛或抗爭，造成政府施政決策之困擾，而難於落實執行。 

(五) 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壓力日趨升溫，加重電業經營之困難度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將是另一影響台電公司未來電價之重要因素，為達成行政院「國

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之全國 CO2排放量，於 2020 年回到 2005 年，2025 年回到 2000 年之

排放水準。政府新能源政策採取穩健減核策略，台電公司在未來負載持續成長及核電比

重持續下滑情況下，要達成上述減排目標將益顯艱鉅。 

依台電公司 10109 電源開發方案，預估未來之 CO2排放量，109-112 年之各年減量缺

口分別為 27.3、30.0、37.2 及 43.1 百萬噸，按 101 年度台電公司共用之參考碳價 996 元/

噸計算，台電公司 109-112 年各年碳權經營所衍生之支出分別約為 271.91 億元、298.80

億元、370.51 億元及 429.28 億元，也加重電業經營之困難度。 

 

五、 內部經營管理之檢討與改進 

(一) 強化董事之選任及公司治理 

1. 台電公司政府持股占 96.92%，所選任之董事與監察人為經濟部之權責，近年來已爭

取朝專業方向進行選任，以強化對經理部門之經營指導。例如經濟部已於 101 年 8 月

將行政機關代表董事 2 名改派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林建元教授及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周麗芳教授接兼，並分別聘為董事會「土地審議小組」及「投資計畫暨事業計

畫審議小組」委員，將協助台電公司加強推動資產活化，並對於台電公司經營管理提

供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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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強化公司治理方面，為彰顯董事會之獨立性及專業性，台電公司董事會除了既設「投

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及「土地審議小組」兩大功能性小組，協助提升議事及

決策效率外，另將於 6 月股東會中改選出 3 位獨立董事後成立「審計委員會」，以發

揮最大監督功能。另黃董事長就任已來，所積極推動的資訊揭露，亦獲得「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評鑑時之高度肯定。 

(二) 企業定位由「機關體」轉向「企業體」 

台電過去一直扮演「機關體」之角色，全力配合政府政策穩定供電，以質優、量足、

價廉的電力，協助國家經濟發展，創造台灣優質投資環境；舉凡電源開發、電網建設，

乃至於政策性任務的負擔，皆從國家利益與政策目的來考量，而且「不計血本」，這些

都是造成台電經營困境的因素之一。 

因此，台電公司未來之定位，將從全力配合執行政府政策之「機關體」，努力走向

以追求效率(efficiency)與效果(effectiveness)之「企業體」，在現有人力與資金有限情況下，

追求營運效益之極大化。在經營上，我們要採取減法的思維，亦即為免虧損持續擴大，

危及公司生存，公司不可能再持續提供不計成本效益之電力規劃與開發方案，至於因此

可能造成之電力缺口，台電將適時向主管機關報告。 

為從「機關體」轉向「企業體」，台電公司於今年 2 月成立「電力規劃專案小組」，

這是減法思維下之策略運作小組，其主要任務係針對目前各項投資計畫設計準則所引據

的限制條件(如備用容量率、供電可靠度、999 方案)、外生變數(如經濟成長率假設、機

組可靠度) 加以盤點、檢視，探討是否有放寬限制的空間，或研擬解決方案，爭取主管

機關支持，解決外界批評本公司投資浮濫等問題。目前，這項工作以每週召開一次會議

的方式，逐案檢討，建立各相關單位公司資源有限、投資應有所節制的思維，期望透過

解決這些問題，減輕公司財務壓力。 

(三) 檢討使命及經營理念 

1. 使命 

台電公司為公用事業且為國營事業，自民國 35 年成立以來，肩負經濟發展及民生需

要之供電義務，故台電公司之使命為配合國家經建計畫開發電力能源，提供國民生活及

經濟發展所需質優、價廉、量足的電力。民國 80 年間，電業自由化及台電公司民營化

成為政府積極推動之重大政策，為因應電業自由化後之市場競爭，並確保順利移轉為民

營企業，爰於 87 年訂定使命為「滿足用戶多元化的電力需求，促進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維護股東及員工的合理權益」。 

惟自 87 年訂定以來，歷經多位事業主持人與高階主管之更替，以及面臨經營環境之

重大衝擊，台電公司的使命亦需隨之調整因應，過去全力配合政府政策滿足用電需求，

促進國家競爭力提升之國營事業屬性內涵應重新審視，未來使命將朝以企業屬性之顧客

導向服務內涵，或朝向社會形象屬性之親民軟性內涵來綜合思考訂定。 

2. 經營理念及企業文化 

經營理念為企業經營者之經營態度與管理哲學，包括經營者對人性之看法、領導風

格、價值觀及信念，是引導全體員工行為準則與公司決策之依據，藉由經營理念之推動，

在企業內長久實踐後，即形塑成公司之「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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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企業文化是「以人為本」與「追求卓越」，而「以人為本」在經營理念之

表現上是「誠信」、「關懷」，「追求卓越」在經營理念之表現上則是「創新」、「服

務」，有關經營理念之內涵如下： 

 誠信：對用戶、對員工、對股東揭露真實的資訊 

 關懷：發自內心、自動自發、為利益眾生而做 

 創新：創造顧客價值，提升企業競爭力 

 服務：以客為尊，以滿足內、外部顧客的需求為導向 

鑒於目前「誠信、關懷、創新、服務」四大經營理念，仍符合當前台電公司之核

心價值及全體員工固守之信念，爰尚無修訂之必要，僅擬就其內涵再進行重新詮釋，並

透過教育、傳達、分享，逐漸深化至員工內心裡，而達到潛移默化，以形成當責之企業

文化。 

(四) 藉由 4C 之經營策略引領企業發展並提升競爭力 

 4C 之經營策略之內涵 

鑒於電價未能反映經營成本及合理利潤，使得台電公司自 95 年起持續虧損，財務狀

況迅速惡化。當公司資源不再豐沛，在人力、財力有限下如何整合運用，成為首要任務。

因此台電公司著手推動「創造價值」、「降低成本」，「善盡社會責任」、「強化顧客服務」

之 4C 經營策略，以尋求經營體質的改善與公司競爭力的強化。有關經營策略內涵說明

如下： 

1.「創造價值」(Create Value) 

過去全力配合政府穩定供電，不計成本投入電力建設之國營事業經營模式，將轉而

追求成本較少、效益極大化之企業化經營思維，也就是追求「創造價值」之經營策略，

未來台電公司在各項計畫投資與策略活動上將考量優先順序，並有所取捨，以追求收益

之增加。 

「創造價值」之策略方向擬從推動電價合理化；改善電源結構，提高基載電源占比；

推動資產活化，增加多角化收入；導入價值工程應用，增進工程建設效益；推動關鍵技

術傳承與人才培育，厚植核心人力與技術能力；進行技術交流，加強創新應用等流程，

鼓勵員工以新思維、新創意、新工序及新工法來提高各項活動之附加價值，以強化公司

經營體質，永續經營。 

2.「降低成本」(Cost Reduction) 

為遏止經常性虧損及資本支出快速增加，台電公司成立「燃煤採購審議小組」、「材

料管控專案小組」、「長期財務規劃與資本支出管控專案小組」等，俾透過管理與節約

方式進一步降低經常性支出，如降低燃材料採購、向獨立發電業、汽電共生購電及運轉

維護等費用，並就政府能源政策、公司財力負擔及計畫效益等面向衡平考量必要之固定

資產投資計畫，以減少龐大之資本支出。另外如離島等各項電費補貼，電費折扣獎勵節

能措施等政策性負擔亦積極向政府爭取解除。 

3.「善盡社會責任」(CSR) 

台電公司為履行企業之社會責任，做好企業公民角色，除結合公司內外資源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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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公益，推動員工成立志工服務隊主動關懷社會；亦持續關注環境保護與環境安

全，確保電力設施之施工安全與安全運轉；並加強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致力溫室氣體管

制與核能安全，建構永續環境，盡量減低營運活動對環境之影響。 

為加強與社會溝通，讓消費者對電力服務有感，並讓社會大眾掌握公司實際營運狀

況，避免外界誤用片斷資訊來作判斷或評論，損及公司形象；台電公司已強化資訊揭露，

將用戶關切之營運資料或重大經營議題說明公布於對外網站或媒體例如燃煤採購資訊、

備用容量與備轉容量變動情形、政策性負擔等財務資訊、能源配比等 21 項重大資訊，

使營運更加透明化，增進對外溝通，獲取社會大眾之信賴與支持。 

4.「強化顧客服務」(Customer-Oriented Service) 

台電公司為一電力服務事業，在重視服務品質與客戶行銷之今日，瞭解消費者對電

力產品之需求，體會顧客需要，進而提供客製多元化服務，是未來應努力加強之工作。

另外投入智慧電網之建置，將可提高電網效率與品質，增進系統可靠與安全，並能提供

各項加值服務，供用戶進行電能管理，適時抑低用電負載需求，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因應政府推動電業自由化，台電公司將進行組織轉型，推動分離會計與規劃火力電

廠試行競價機制，俾提高公司競爭力，為電業市場開放後進行準備。 

 策略規劃架構之重新檢討 

為推動電業自由化，政府正積極辦理電業法修法工作，並朝開放發電業、電力代輸

及成立電力調度中心方向規劃。面對外在環境之快速變遷，台電公司已研議組織轉型，

並著手進行策略規劃架構之檢討修正，未來將以各系統(事業部之雛型)為核心，加強中

期計畫之規劃，發揮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整合功能，對影響公司之中長期議題，期以

開創性思考研訂策略，尋求突破經營困境，並順利轉型以因應電業自由化之挑戰。 

(五) 強化目標體系之建構及落實執行 

1. 為提升經營績效，台電公司應用總體策略四個構面(創造價值、降低成本、善盡社會

責任、強化顧客服務)，並以平衡計分卡精神，建構公司目標體系，俾使目標與總體

策略結合，由總目標、系統目標向下推展落實至單位目標及組課目標。 

2. 各單位將總目標、系統目標、單位目標項目及目標值轉化成為單位營運績效指標，並

納入責任中心制度計算執行績效，每年透過業務及績效查證、巡迴檢核等，查證各單

位目標體系建構及落實情形，以執行績效作為效率獎金核發之依據。 

3. 為逐步建構事業部組織，發揮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之精神，自 102 年起，台電公司年度

總目標、各系統目標均研訂配分權重，並訂定評分標準，俾依執行成果計算年度成績，

以利確實掌握目標體系整體執行情形。 

 

六、 未來發展之瞻望 

(一) 建請政府法規鬆綁，賦予台電公司經營自主權 

目前國營事業管理之法源依據主要為「國營事業管理法」，為追求企業化經營，建請

政府澈底修改、合理鬆綁「國營事業管理法」，排除影響企業化經營之相關法規限制，

比照國外國有民營企業營運模式，賦予公營事業完整自主經營權，以奠定其企業化根基。

謹就國外國有民營企業化成功要素(法國電力集團、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及法規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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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如管理、人事、預決算、審計、採購等面向)分述如下列： 

 國外國有民營企業化成功要素(以法國電力集團 EdF 及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為例) 

1. 由政府任命經營團隊，減少行政干預，但要求達到經營目標，促使經營團隊全力以

赴。 

2. 加強公司治理，維持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並以市場規律做為行事準則。 

3. 國營事業擁有人事、預算等自主權，經營管理有更多之自主性及彈性，能掌握時代

脈動，及時回應市場需求。 

4. 政府政策性支持國營事業變革，有助打破僵化法規限制，爭取工會及員工支持改革。 

 法規鬆綁建議 

1. 管理 

(1)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8、18 條，賦予公營事業董事會下列職權： 

董事長、高階經理人之人事任命權與績效考核權。 

財務報告核定權。 

長期經營策略及事業計畫核定權。 

(2)擴展公營事業多角化經營 

解除電業法第 14 條有關電業兼營其他事業之法規限制。 

增修國營事業管理法，允許公營事業得就尚未特定標的預編一般性轉投資預算，以

順應市場變化，掌握投資商機。 

(3)公營事業之費率應能反映合理報酬率，另其所負擔之政策性支出，轉由公務預算承

擔，以釐清公營事業應有之績效與盈虧責任。 

2. 人事 

(1)由各事業訂定董事監察人之資格與專業人數配比，供政府遴選公正、客觀之內部與

外部董事，排除行政干預。 

(2)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4、31、32、33、36、37 條，賦予公營事業人事自主權，

解除從業人員之公務員身分，國營事業組織、人員進用、待遇、福利等人事事項由各

事業自行決定，不須陳報主管機關。 

3. 預決算 

(1)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2、17 條，除需國庫提供之資金及事業盈餘，仍須由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外，主管機關只就董事會編列之「繳庫盈餘數」或「國庫彌補虧損數」

預算審核，以代替預算細項之逐一審理。 

(2)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3、16、17 條，決算經會計師事務所查簽，並經各事業

董事會審核通過後即為確定。 

4. 審計 

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7、22、24、25 條，審計機關審計範圍僅就採購程序進

行事後審計。 

5.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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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2、24、25 條及政府採購協定之承諾開放範圍。允許

公營事業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 各事業董事會得依商業性考量，自訂採購規則執行

採購與簽訂契約。 

(二) 推動電價合理化，確保公司永續經營 

近年來燃料價格持續維持高檔，反觀國內售電價格卻比 30 年前還要低，本公司耗盡

累積盈餘及法定公積 727 億元後，從 95 年一路虧損至今，至 101 年底累積虧損已達 1,931 

億元，負債比高達 82.5%，102 年預估將再虧損約 500 億元，若不積極處理，到了 103 年

負債恐將會達到 1.8 兆元，負債比也將高達 95%，要改善公司財務惡化，惟有電價合理

化才是治本之道。 

電價合理化主要是建請政府訂定電價浮動調整機制，定期與國際燃料價格連動調整，

以合理反映必要成本及合理利潤；其次亦建請政府同意將各項法令所增加之稅賦及再生

能源基金，以電費附加方式反映於電價上，並積極向政府爭取對低碳能源開發，予以適

當之退稅或獎勵補助，俾確保台電公司之永續經營。 

(三) 加強溝通，妥善解決核四議題爭議 

1. 若核四停建，除將形成供電缺口，導致限電風險提高外，並將對台電公司財務造成

嚴重衝擊。 

 核四工程已投資 2,700 億元，若核四停建，已投入金額須轉列虧損，將帶來台電公

司之重整或破產的危機。 

 其後若增建燃氣發電機組替代，供電成本將增加 10%以上，此外，亦將提高減碳成

本。 

2. 若核四續建，民眾對核能安全疑慮，恐一時仍難解除而續有爭議，且既有核能電廠

將陸續屆齡除役，若以燃氣發電替代，每度供電成本將上升約 30%。 

3. 核四議題已從一般電力建設議題，轉為政治議題，除由台電公司積極與社會各界溝

通外，更需由政府透過政治手段尋求解決。 

(四) 進行電業自由化前置準備，以因應市場競爭 

1. 經濟部張部長於 102 年 5 月 1 日電業自由化及用電優惠規劃會議最新裁示： 

 請能源局依「電業自由化規劃小組」建議之方向(開放發電業設置、電力網代輸及

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研擬「電業法」修正條文及經濟部或跨部會經管之公用事業

管制機構可行性。 

 請台電公司研議為因應電業自由化，公司本身之組織變革與轉型規劃。 

2. 為因應電業自由化，台電公司除已配合成立因應策略小組研討因應方案外，並積極

進行「分離會計」、「內部火力機組上網競價制度」及「代輸機制」等前置規劃作業。 

(五) 積極規劃組織轉型，調整公司經營模式 

1. 台電公司依經濟部施前部長指示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案，辦理「台電公司在國營

事業架構下的最適組織結構」研究案，以改善組織效能、並提升經營效率，期能為

電業自由化之市場競爭甚或台電公司民營化之可能發展作準備，本委託研究案正請

美商波士頓顧問公司(BCG)辦理，為期一年，預定 102 年 9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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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BCG 初步規劃，台電公司仍維持綜合電業，其最適組織結構係建立事業部制，包

括成立水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輸供電及配售電等事業部。目前為配合電業自由化

之開放代輸及廠網分離方向，並考量民營化之各種可能發展情境，研訂組織轉型之

重要路徑(Roadmap) ，惟其推動時程及詳細規劃內容仍待內部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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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定位面向 
壹、 召集人綜合論述(朱景鵬教授) 

針對國營事業其政策定位面向，在國家扮演的角色、民營化的問題，分別透過制度

面、治理面、政策面等三層面，共邀集 14 位專家學者進行三場系列座談，希望透過專

家、學者及事業體的意見、經驗交流互動，來提供未來國營事業後續發展的參考。 

一、 國營事業在三大層面的立場 

(一) 台電公司： 

1. 當前定位 

(1) 台電不只是國營事業亦是公用事業。 

(2) 當前所受管制嚴謹，自主經營非常困難。 

2. 未來定位 

(1) 未來應成立獨立電業管制機構。 

(2) 修改電信法，朝向全面開放的電力市場自由化方向規劃。 

(3) 創造價值、降低成本、善盡社會責任與強化顧客服務。 

3. 困境 

(1) 依據電業法規定，電業之經營方式可分為發電、輸電、配電及綜合電業等四種，

台電公司屬綜合電業。 

(2) 國營事業受到政府預算、採購、人事、主計、審計、監察等法令之規範及眾多

政府機構之監督。其追求之方向與目標往往與企業公司治理理念有相當差距。 

(3) 電價低於售電成本，難導引用戶節約用電及讓企業積極投資節電設備，影響節

能減碳成效。 

(4) 積極推動企業再造，以因應電業自由化的來臨，積極研擬電業法修正方向建議，

推動法規鬆綁檢討等。 

4. 未來方向 

根據｢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一章第二條與第四條可知國營事業之政策定位，除了

追求合理利潤，同時被賦予政策性任務，成為經濟與社福工作遂行之工具。台電公

司在供電體系中扮演了兩種角色：1.國營公用事業，2.企業經營者。這也是國營事業

管理法本身存在衝突與矛盾。因此，國營事業是｢公共性｣與｢私人性｣(或企業性)的

結合，是一個機關體，未來希望能邁向企業體，首先可朝成立電力規劃小組，同時

在旗下成立一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經營策略則力求「創造價值」、「降低成本」、「善

盡社會成本」、「強化顧客服務」。 

(二) 中油公司： 

1. 當前定位 

(1) 製程老舊效率低；設備更新受制；替代土地取得不易；國營事業體制決策流程

冗長，對應市場變動彈性較差。 



24 
 

(2) 受限政策任務，油品價格不利市場自由競爭。 

(3) 中油人員轉任事業支領高薪等議題，造成社會不良觀感。 

2. 未來調整方式 

(1) 政策性任務解除； 

(2) 法規鬆綁； 

(3) 釋出股權； 

(4) 賦予董事會職權，同於民營單位，希望機制能真正落實民營企業精神。 

3. 影響治理績效的因子 

雖然中油台電在國營事業中，經營管理是績優生，但仍存在一些影響治理的因子 

(1) 對中油影響經營的重要因素是費率的問題，油價必要依油價公式訂價。 

(2) 經營決策都要經過主管機關核定，決策流程冗長，無法即時掌握商機。 

(3) 財務預算要送立法院審核，對於國營事業層層監督。 

(4) 用人的選擇及評選機制必須完全公開，影響人才進用與銜接。 

(5) 法規的束縛，譬如薪資齊頭制，影響員工創新的意識，導至心態消極。 

4. 未來方向 

「石油管理法」2001 年實施，我國邁入油品全面自由化，未來希望建立第三公

正的檢討小組，設置「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進一步維持一個浮動油價機制，

讓中油營運有盈餘繳庫，讓政府有資金可以貼補弱勢團體、回饋消費者或優惠大眾

交通運輸業者。公司內部以平衡計分卡方式，從 1.顧客與社會責任、2.流程、3.學習

成長、4.財務等四大面向制定各單位經營目標。董事會也要有同於民營企業的經營

職權，公司治理可以進一步強化。 

二、 與會專家學者觀點 

(一) 制度面： 

 行政院研考會張柏森委員觀點 

 法規的限制、決策冗長等，如前述。 

 多項政策任務及政策負擔，如台電政策認列有二百多億，中油有一百多億。 

 電業自由化規劃小組，目前尚無立法上的進展，是較大問題。 

 適度性處理國營事業之定位，目前 19 家公營事業因此都無法確實反應績效。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廖耀宗處長觀點 

 國營事業除追求經濟性利益之外，仍應追求政治、社會性的利益。 

 國營事業應成立基金，讓部分營收不用繳回國庫，透過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社

會服務與責任。 

 國營事業若要兼顧績效跟社會責任兩項政策目標，需要更妥適的配套機制。 

 提升經營效率的配套機制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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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鬆綁法規； 

2. 建立績效評鑑：包括公司治理的強化與內部機制的增強； 

3. 退場機制； 

4. 可否以切割來民營化部份營業項目。 

 中研院法律學所劉孔中研究員觀點 

 當前民營化政策沒有掌握真正的民營化精神； 

 制度過於倉促，導致專才引進不足； 

 如何做更多附加價值的想像和創新？ 

 未來民營化前要如何促進能源產業的發展。 

 學者專家觀點小結 

 國營事業背負包括法律、政策、輿論、關說、政治力等問題。 

 關鍵在於如何把問題解除或是負擔鬆綁。 

 民營化要有合理的資產重估。 

(二) 治理面： 

 行政院經建會陳寶瑞參事觀點 

 員工溝通 

民營化成功就是在於員工。 

 績效因子 

績效因子考慮進去，浮動油價機制會更加健全。 

 引進競爭機制 

讓國外油品進入國內競爭，消費者就會選擇喜歡對象。 

 兩個重點： 

1. 有決心去做， 

2. 減少政策性負擔。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顏秋來副人事長觀點 

 待遇標準，可參照現行法規，授權可事業機構，依據生產力與營運績效，以及

人事費用負擔能力等，授權各事業機構自行決定，再報主管機關備查。 

 技術人力、經驗傳承問題無法解決，人力結構出現問題，是一隱憂。 

 油電公司在人事、會計較受到法令牽制。 

 負有政策任務與經濟任務，雙重壓力。 

 較受到社會監督。 

 台灣大學經濟系林建甫教授觀點 



26 
 

 一般民眾對國營事業的營利性目的之容忍度有多少？需要瞭解。 

 民營化之後，以公司法觀點來討論讓利，是讓利了就算了嗎?還是對讓利之公

司應加以補償。 

 從經濟學角度看，市場最有效率，基於油電的寡占與獨占，民營化初期應該如

何在市場與政策之間去拿捏是重要考量。 

 台北大學法律系陳彥良教授觀點 

 國營事業績效審議委員會，國營事業俱國家屬性，改革須能引起民眾共鳴。 

 減低代理制度，代理制度要受很多監控；而對於國家最簡單方式就是揭露。 

 國營事業問題點在於民眾對其不信任，很多資訊沒有揭露，而陽光就是最好防

腐劑。所以資訊透明度是建立公司與股東（或社會大眾）信任的基礎。 

 國營事業其所負之任務並非僅是滿足股東利益，更負有其社會任務，亦可說其

所擔負之企業社會責任高於一般民間企業。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系蔣念祖助理教授觀點 

 簡化獎金名目，落實績效獎金、工作考核成績能反映出實際經營情況。 

 法規修正，不論民營化與否，都要成立個別會計制度，對於電力公式，能夠跟

中油油價公式一樣，做仔細精算。 

 監督電力外部系統，利用電價調度經營委員會這個第三者監督機制來維護正

義。 

 建立透明穩定電價機制，要受立法院監督。 

 學者專家觀點小結 

 台電和中油針對公司治理與外在監督、其績效表現，未來應融合企業與機關體

兩種組織走向，同時進一步增化企業體方向。 

 國營事業是社會責任企業而不是企業社會責任 

 訂定適合、客觀的績效因子。 

(三) 政策面： 

 行政院吳明機顧問觀點 

 國營事業的政策性任務跟定位，在法令本身有存在矛盾與衝突。 

 現階段台電跟中油都非常想民營化，中油可能較快，但台電可能較不樂觀。 

 民營化是否是國營事業的唯一解決方案？還是要看其具有的公共性程度。 

 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觀點 

 公營事業負擔公共性、政策性，在未修法前，有無方法使其可以協調台電、中

油企業化經營，提高效率、盈餘。 

1. 企業化經營，簡單的說，收支自己可以控制與管理，能夠自己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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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利潤就要把價格提高、銷售提高或成本降低，而中油跟台電性質有點

不一樣。油品是商品，其市場俱競爭性，台電銷售俱自然性與獨占性，非

高度競爭事業。 

3. 成立「價格審訂委員會」，決定的是經濟性的分析，國營事業還是脫離不了

做為經濟部的政策工具 ，可以加上一點公共政策的考量，審訂會決定出來

的，可以改變的幅度有限。 

 政策方向明確 

 減少干預 

 研擬人力發展規則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詹中原教授觀點 

 從整體面來說，台電跟中油負有政策性任務，民營化之後應如何設計替代或配

套方案，避免傷害民眾與公共性。 

 未來國有民營的法治基礎是什麼？如果沒有的話，是要創法還是修改現有相關

法律？ 

 民營化的過程，先考慮自身的企業再造，後再思考民營化策略。 

 注意移轉的程序正義，也就是注意對社會所得分配造成的衝擊。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黃北豪教授觀點 

 在市場面，國營事業面臨的通常是獨佔市場或是寡佔市場。台電面對的是獨佔

市場，而中油面臨的是寡佔市場。 

 如何擁有企業化的經營與營利的制度？可以讓公益團體、利益團體加入，同時

讓國家控制。 

 可參考德國，股權是民營化的概念，而高層的政策是國家主導。 

 學者專家觀點小結 

 油跟電間的品性定位不同，在不同的環境下，台電是不宜完全民營化的 

 國營事業的經營方面，受到很多政策性的因素影響，國營事業裡面跟私營企業

最大的不同在於執行力。國營事業執行力要受到民眾信任。 

 來自於政策因素、政治性的影響，干擾太多，乃至於無法全方位去建構有利於

經營的環境。 

 規則性的問題，不僅是國營事業管理法的問題，更是預算法、政府採購法的問

題，都跟國營事業的經營環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三、 整合與建議 

(一) 大前提與大方向 

1. 公營事業民營化不只是國家既定政策，更是全球經濟自由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挑戰，

為了企業個體的生存、整體社會資源的有效運用及國家競爭力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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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多新創設的產業、服務，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更多人可不受法規限制而大展長

才，長期社經效益終將展現。 

3. 若不思索民營化配套，超大的能源資源被國營事業綁住，國家競爭力無法提升上

去。 

(二) 順利轉型 

1. 統整問題清單，針對每個問題規劃應對方案 

 台電與中油相關競爭環境的不同，尤其油跟電間的品性之定位不同，兩公司事

實上對目前問題所在，也都大抵相當明瞭，應儘可能讓外界清楚明白。 

 國營事業的經營方面，的確受到很多政策性的因素，甚至於很多的政治因素的

影響，影響很大。 

 效率與彈性，可能整個法令沒辦法跟上鬆綁，一旦法令沒辦法鬆綁，經營績效

就無法跟著去提升。 

 再生能源收購電問題、電力備用容量問題、成本上問題。 

 其他：技術人力傳承與斷層、高階非主管人力運用問題、資訊不透明(例如政策

性負擔)。 

2. 短中長期的目標定位 

 短期：國營事業是社會責任企業而不僅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中期： 

 營利和政策兩者都需要講得具體明白； 

 訂定妥適、客觀的績效因子。 

 長期: 

 建立民營化路徑圖，在資產重估後，逐步推動民營化。 

 各階段定位點、航跡標示出來，並且註明地圖與可用資源，以及應該進行的

策略性工作、創投與轉投資規劃、員工能力培訓、成效的檢核與加值。 

3. 短期回應與配套措施 

 員工溝通，民營化成功就是在於員工，可以參採中鋼經驗，或編輯民營化溝通

手冊、實施員工持股信託、儲金、分紅。 

 本身就要採取再造與變革，例如授權各事業機構依據生產力、營運績效、人事

費用等負擔能力自行決定；從未來 10、20 年需求與策略觀點，彌補技術人力斷

層；讓董事會真正發揮實質作用。 

 要減少政策性負擔，不管是台電還是中油，不應當負責政策性任務，應由補貼

單位編列預算補貼。 

 修法鬆綁：不是單一經營管理問題，涉及到法令間的衝突。 

4. 長期配套得宜，提供更多附加價值的想像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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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成立一個基金，讓部分營收不用繳回國庫，透過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社會服

務。 

 電價訂定機制，讓台電回收需要成本，包括資金成本、合理投資報酬率。 

 單純釋股是不夠且沒用的，可思考新加坡或法國國有民營模式的可行性。 

 資產重估與切割，適合民營化的就民營化，例如輸配電走國營化，發售電走民

營化。 

 成立個別會計制度與退場機制，各事業體不可交叉補貼。 

(三) 補充思考 

1. 能源與氣候變遷政策是跨部會議題 

 應該進行經濟、能源、運輸等部會的跨部會討論。 

 增加全電力的大眾運輸使用習慣與生活方式。 

2. 運用能源儀表板、能源帳戶等行為科學 

 建構能源監測軟體並且獨立成為公司為企業、工廠、家庭電力提供使用建議； 

 在電費單上運用圖像化設計。 

3. 進行能源設備的研發與創新 

 研發、或投資、出租超大型蓄電池，讓備用電力能夠節省運用； 

 出租太陽能發電系統，降低初次安裝與維護的成本； 

 建構與形成充電站路網，發展運用超級充電科技。 

 

貳、 專家學者論述(依會議舉辦日期與發言序) 

【制度面】 

  張柏森專門委員 (行政院研考會 ) 

一、 國營事業發展之制度與問題為何？ 

(一)台電公司 

依據電業法第 3 條之規定，台電公司擁有台澎金馬地區之電業專營權，對營業區域

內之用戶負有供電義務。在前述市場架構下，自用發電設備（包括再生能源、汽電共生、

其他自用設備）之餘電及現有民間發電業之產出電力，以優惠收購價格（自用發電部分）

或保證收購價格躉售予台電公司。 

除此之外，台電公司目前尚負擔多項政策任務，包括：依據電業法第 65 條及第 66

條之規定，提供公用自來水、電化鐵路、學校、公用路燈電費優惠；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第 29 條之規定，減免農業用電之基本電費；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之規定，提供蘭

嶼地區住民免收住宅用電；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定，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惟

未奉准附加於售電價格，以及其他配合政府行政命令要求之政策負擔，總計年約 200 億

餘元。此外，近年由於燃料成本高漲，在電價無法充分反映所增加之數百億元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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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導致該公司財務日益惡化。 

為推動電業自由化政策，經濟部邀集學者專家成立「電業自由化規劃小組」，該小

組於 101 年 10 月至 12 月間舉行 6 次討論會議，提出對我國電業自由化推動方向之建議，

內容包括開放發電業設立、開放電力網代輸、成立電力調度中心、成立獨立電業管制機

構等。經濟部能源局將依據前述推動方向，修訂電業法相關條文。屆時，台電公司所處

之市場競爭環境，將從目前該公司擁有台澎金馬地區專營權之架構，朝開放發電市場競

爭、分階段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之方向發展，發電部門除台電公司之發電機組外，將允

許民間業者自由申設發電公司，用戶可自由選擇購電來源，形成多家發電公司相互競爭

之局面。 

(二)中油公司 

1.有利因素： 

(1)直營與加盟加油站遍佈全省：截至 101 年 12 月份止，中油公司汽柴油市場占有率

高達 77.6%以上，加油站地點遍佈全國各地，為國內最完整的油品通路，提供油

品銷售業務最大的保障，並對中油公司未來推動加油站多角化經營提供最佳之利

基。 

(2)豐富的探勘經驗和先進的探勘技術：累積印尼、美洲、非洲、澳洲等地區多年豐

富的油氣鑽探經驗與先進的探勘技術，已為公司取得深具潛力的礦區。未來將逐

年持續提高探勘費用，運用購油及天然氣長期合約優勢爭取國外具競爭力之油氣

礦區，增加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以掌握自有油源，建構穩定的油氣供應基礎。 

(3)國內天然氣唯一供應者：中油公司為國內天然氣的唯一供應者，長期進口契約占

60%~70%，可同時兼顧供應穩定性與彈性。未來將持續推動永安港靠卸大型液化

天然氣船計畫以及臺中廠第二期投資計畫，為中油公司在國內天然氣市場奠定厚

實的競爭力。 

2.不利因素： 

(1)製程老舊、能源使用效率低：中油公司長期肩負穩定供應國內油品市場的任務，

各項製程設備年代較久，雖具折舊優勢，但製程老舊，低價燃料油產率偏高，煉

製結構不具競爭力，能源使用效率較差，煉製成本較新製程高。 

(2)設備更新受制於當地居民抗爭，拓展不易：國內地狹人稠，近年來環保意識高漲，

受制於地方居民各種抗爭，拒絕各項製程更新與擴建計畫，造成各項工程推動不

易。 

(3)高廠無法就地更新，替代土地取得不易：高雄煉油廠預定於 104 年遷廠，惟因近

年來國內經營環境丕變，環保意識高漲，使得土地取得非常艱難，至今尚未取得

合適之替代土地。 

(4)國營事業體制決策流程冗長，對應市場變動彈性較差。 

二、 國營事業存在之必要性與制度設置是否合理？ 

(一)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國營事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

為目的，且國營事業應該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

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目前19家國營事業多為具有獨占性或為公用性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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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電、郵政、鐵路運輸），往往須配合主管機關施政需求，擔任如穩定物價角

色之政策任務，致無法充分反映其經營成效。 

(二)由於去（101）年油電雙漲議題的影響，國營事業的經營績效獎金制度及獎金發放額

度也被各界關心，因此行政院陳前院長要求針對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予以通

盤檢討以期合理合情；另立法院亦請行政院針對不同主管機關、產業、組織型態及

經營模式之事業機構，訂定足資公平激勵員工之合理績效計算及核發標準。國營事

業的獎酬制度檢討，經過行政院召開多次會議的研議，訂定以下原則： 

1.績效獎金有盈餘始發放，並依員工貢獻度發給：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訂之「公

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績效獎金需有盈餘始得發放；各事業機構

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 

2.依事業型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為激勵國營事業員工工作績效，將國營事業區分為

「競爭型事業」及「非競爭型事業」兩類，以 1.2 個月為平均高限基準，依事業類別

設計具差異性的獎酬結構，且每年度還可視標竿企業、整體經濟景氣等因素彈性調整

該高限基準。未達法定盈餘者，以 1.2 個月按達成比率設定高限；超過法定盈餘者，

績效獎金高限原則為（1.2+x）個月，x=0~1.2，級距 0.4 個月，目前各事業主管機關大

都以總盈餘超過法定盈餘之比率（即超額盈餘比率）設定級距標準，x 值與超額盈餘

成正比，以激勵員工努力創造盈餘。 

3.研修差異化且細緻化的系列規定：研修的系列規定，包含通案性及各事業主管機關所

訂之規定，其中通案性行政規則（3 項）業經行政院核定，至於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

之系列規定（30 項）均已經提出修正草案，核定後即可施行。 

4.確立政策影響因素認列原則：主管機關核列之政策性因素及影響金額認列，必須遵循

事先原則、報准原則、正負表列原則及預算數扣除原則，即年度預算編製及宣布政策

時要事先估計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並且由事業提報上級機關核准，至於政策對事業有

利及不利因素都應提列，以資衡平。 

三、 是否解除不必要法規限制、解除獨占或寡占之角色性質以及開放市場等？ 

(一)台電公司：係屬國營公用電力事業，除民營企業須遵守相關法規外，尚須受「電業

法」、「國營事業管理法」、「政府採購法」等法規限制。由於用人、薪給、採購、投

資及預算等均受到嚴格管制與束縛，在經營管理上欠缺自主性、彈性及時效性。另

經濟部正研擬修訂電業法相關條文，將朝向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業、輸電業及

配電業之電力市場自由化方向規劃並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統籌執行電力調度，惟相關

法規未能配合修正及政策任務未能明確釐清將會影響後續經營及市場開放。 

(二)中油公司：90 年 10 月 11 日石油管理法公布後，開放汽油、柴油進口，石油業進入

一個嶄新的競爭局勢，惟受限政策任務，油價持續高漲時，油品價格無法隨著國際

油價的波動進行適度調整，以致進口油品的市場所占比例仍屬偏低，不利市場自由

競爭。另該公司亦受限「政府採購法」等法規限制，在用人、薪給、採購、投資及

預算等受到嚴格管制與束縛。 

四、 國營事業轉投資不當問題為何？ 

(一)台電公司自 51 年開始配合政府政策參與民營事項投資，截至 100 年底計有國內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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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電共生公司等 3 家轉投資事業、國外 3 家公司，總投資金額 23.47 億元，近 3 年投

資報酬率平均達 20％以上，惟台灣汽電共生公司因轉投資森霸等 4 家民營電廠及台

電人員轉任事業支領高薪等議題，造成社會不良觀感。 

(二)中油公司截至 100 年底計轉投資 14 家事業，總投資金額 127.52 億元，平均年投資報

酬率約 27.8％，由於中油人員轉任事業支領高薪等議題，亦造成社會不良觀感。 

(三)國營事業轉投資常受限法令規定、決策流程冗長（含計畫核定、經費編列等）及採

購程序等，且對應市場變動彈性較差，以致延誤投資效益及時機，不利國營事業轉

投資及資產活化運用。 

 

  廖耀宗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 

一、國營事業發展之制度與問題為何？ 

(一)國公營事業經營具多目標性：國公營事業除追求經濟性利益之外，仍應追求政治、

社會性的利益。許多人經常批評公營事業為何無法像私人企業一樣獲取較佳的財務

利益，這是忽略了公營與私人企業間經營目的之差異。公營事業經常被要求追求企

業效率的極大化，卻又被要求去維繫政府所關切的照顧弱勢與政治目的，而要同時

間達成政治與經濟性目標總是很難的，益增國公營事業經營的複雜性。 

(二)績效評估宜兼容政策目標：因此，評估公營事業績效時，不宜只援用私人企業通用

的績效指標，應先從政策面界定好公營事業的各項績效指標，有這種政策架構之後，

方能接訂定出各項營運績效指標，同時也要兼顧員工之激勵誘因設計。 

(三)國公營事業經營彈性不足常貽誤商機：我國公部門有一套運作多年的內控系統，這

系統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等。上述四院可依其職權對各部會所屬

國營事業施加管控措施，運用措施包括：任免重要職位、管制員工雇用、價格政策、

預算與會計、提出報告、立院質詢、審計、糾正與彈劾或其他等。國營事業許多決

策、管理事項、營運活動、投資計畫等，都須獲得行政院或主管部長同意後，始得

展開推動。國營事業預算必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之後，始能合法執

行推動，而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可針對國營事業事項向其主管部會提出質詢。監察院

對國營事業可行使審計、調查、糾舉、糾正、彈劾等職權。至於考試院，可藉行使

人事權與考試權，對國營事業人事業務進行監督。很顯然地，公營事業營運所需的

決策自主及彈性是明顯不足的，商機經常無法有效掌握。 

(四)政治常干擾扭曲價格機制：我國的公營事業生產的產品如油品、電力、郵政、自來

水等，產品價格訂定也充滿高度的政治性。在過去，公營事業的產品或具市場獨占

或寡占性，且當時國內市場尚未自由化，產品價格係綜合考量經濟發展需要、國內

物價穩定、民眾生活福祉、財政收入目標等因素，並參考鄰近國家(維持亞洲鄰國如

日本、南韓、新加坡等最低價)的相對產品價格後，由各主管部會逕行決定(或設價

格審議會)，或訂價公式經立法院同意，或擬定方案後陳報行政院核定。這種決定方

式一直被批評為「黑箱作業」，但正因如此，政府也兼顧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

財政收入等目的。國內油電價早已建置一套調整機制，但每當選舉到來，常受政治

干擾扭曲價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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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公營事業人事管理複雜：公營事業員工工作行為相異於公務員，係屬業務行為而

非執行公權力之行為，若把他們也認定為公務員，確有不妥。公營事業人事管理必

須符合人事相關法令之規定，且受考選部、銓敘部、行政院人事局等主管機關的指

揮監督，這種安排也意味著各公營事業在人事管理的自主性、彈性等，是相當有限

的。另一方面，公營事業員工依現行勞動法規，又被定義為勞工，依法受勞基法的

保障，並可組織工會、進行勞資協商及發起勞資爭議行動，這麼一來，又增添了公

營事業人事管理的複雜度。由於現行公務員人事法令與勞動相關法令，在立法宗旨、

規範對象、規範事項等方面，二者存有一些差異，遂常導致因人事問題而產生各種

爭議，工會動輒威脅上街頭，或訴求抗爭等等，對人事管理工作造成不少困擾。公

營事業員工的員額、晉用、任免、薪給、升遷、考績、福利等事項，在主管機關及

相關人事法令的嚴格監督下，人事管理工作始終無法如私人企業般那麼有彈性。影

響所及，公營事業的人事管理遂常出現幾個大問題，如：員工薪給無法反應勞動市

場實況、績效獎金缺乏足夠誘因、不適任或多餘人力難以裁減、人力增補調整困難、

人力老化及技術斷層等等。 

(六)國公營事業勞資關係政治化：公營事業勞資關係極易受到政治事件的影響，這種特

性也讓公營事業的管理策略，變的比一般私人企業來得複雜且充滿不確定。回顧我

國1987年解嚴之前，國民黨政府為維護內部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安定，以及確保經

濟與工業發展的成功，對公民營事業工會進行嚴格控制。在嚴密控制下，工會非常

薄弱。解嚴後，公營事業工會受到政治民主化的鼓舞，一些大型工會(如：石油工會、

電信工會、電力工會、鐵路工會等)面對政府的不利政策或措施，敢於運用街頭遊行、

示威、或集體休假等手段，要求政府改變或補償他們的損失。當時的執政黨政府基

於本身也是雇主的角色，為了避免衝突擴大而影響公共利益，面對這些事件，通常

在不違反相關政策或法令前提下，會接受工會的部分訴求；當工會得到政府的讓步

後，也會很快地結束衝突，所以沒對民眾利益造成任何傷害。2000年政黨輪替後，

面對後來的民進黨政府，公營事業工會仍繼續運用這些方式，來維護本身會員的利

益。這些事證說明了，臺灣也已經出現一些類似過去發生在英國國營事業的勞資關

係政治化之特徵。 

二、國營事業存在之必要性與制度設置是否合理？ 

公營事業在國家體系中的重要性。因為，公營事業可作為：一種因應市場機制失靈

的介入工具；一種國家發展的促進者；一種克服經濟發展障礙的手段；一種執行政府政

策的工具或組織機制；以及一種維持良好勞資關係的方式，好讓政府扮演好雇主的角色。

公營事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有以下幾點： 

(一)公營事業成功地幫助了戰後幾十年的經濟成長； 

(二)他們成功地協助臺灣經濟結構的轉型與調整； 

(三)作為人民福祉的保護者，他們成功維持了臺灣經濟的穩定。 

而且，對政府每年財政收入也貢獻卓著，參照經建會公布的相關統計數據，整體公

營事業繳庫盈餘在過去的二十餘年中，都約占到每年財政收入的15％至20％之間。 

國公營事業存在之必要性，除可作為因應市場機制失靈的介入工具，於景氣不佳時，

國公營事業增加支出可作為反景氣循環的手段，對於特定較高風險領域(如創新研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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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國公營事業應作為中小企業之領頭羊。 

國營事業之制度設置問題包括：經營兼具目標多元、決策自主及彈性明顯不足，對

其營運造成很大困擾、價格調整常受政治干預、員工兼具勞工與公務員等，人事管理複

雜，勞資關係政治化。 

三、是否解除不必要法規限制、解除獨占或寡占之角色性質以及開放市場等？ 

(一)國公營事業經營彈性不足常貽誤商機 

以國公營事業採購為例，須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目前政府正研修政府採購

法第3條，於該條第2項增訂「公營事業為商業販售或轉售而採購，或為製造或提供可供

商業販售或轉售之財物或勞務之目的而進行之採購，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維部分人士

基於防弊，對於此一修訂仍有疑慮。如能進一步鬆綁，將前開修正草案之適用範圍敬進

一步擴及於工程之採購（亦即將修正草案第3條第2項中「之勞務或財物」等字刪除），

將更符合我國已正式簽署並生效之「政府採購協定」(GPA協定)規範及公營事業之需求。 

以中油公司油料貿易業務為例，係以一買一賣之三角貿易為基底，惟在國際油市交

易實務上為降低價格波動風險，爭取規模效益或買賣雙方優勢互補以提升獲利空間等各

種考量，而自然形成各種多元化之貿易行為，除因價格風險必須進行期貨避險交易、交

換(SWAP)及計價方式轉換等交易工具常成為常態外，各家廠商對於核心經營之油料種類、

供應源掌握、市場區隔以及期貨操作技巧等等亦各有所長。該公司為提升獲利空間及優

化貿易操作，選擇適宜之合作對象從事聯合採購或合作銷售等業務。前者係利用合作對

象提早掌控貨源資訊或利用合作對象提高採購數量以取得價格優惠；後者係考量與合作

對象之互補，分進合擊以利於搶佔目標銷售市場，或藉由合作對象成熟之紙貨操作技巧

有效管控。如適用政府採購法，難期達成前開目的。 

(二)鬆綁政府採購法規提升經營績效 

如能將前開政府採購法修正適用範圍由「財物或勞務」擴及於「工程」之採購，將

更符合公營事業之需求，理由如下： 

1.縮短採購流程、提升經營績效 

公營事業與製程及生產工場等有關之工程採購，因適用政府採購法，廠商常以異

議、申訴及調解等手段干擾採購行為之進行，致時程延宕，效率不彰，效益亦無法提

昇；另該等工程採購應適用「為商業販售或轉售而採購」，俾縮短工程辦理流程，爭

取時效，早日生產，以提昇經營績效。 

2.與國際潮流接軌，符合GPA意旨 

經參照修正版 GPA 前後條文，GPA 第 2 條第 2 項內容主要在詳述適用該 GPA 規

範之政府採購內涵，並於其中第(a)款第(ii)點指出，政府採購乃「出於政府目的所為

之商品、勞務或結合二者之採購…」此處所謂「勞務」(services)，依據修正版 GPA 第

1 條第(r)項對於該用字之定義，「除有特別說明，勞務包含工程(construction service)」，

至於所謂「工程」(construction service)，則於同條第(c)項亦有定義，指「以任何形式

的土木建築工事之實現為目標的勞務」。故 GPA 條文所指稱之「勞務」(services)與我

國政府採購法之「勞務」，於內涵上有別且含括範圍更廣，爰建議修改採購法第 3 條

條文，以求確實符合修法意旨，並與國際規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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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擴大內需、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透過法規鬆綁，將可擴大對國內相關產業供應商之採購，提昇相關產業動能，有

效提振國內經濟景氣。 

(三)強化公司治理及內稽內控防弊機制 

如於採購法第3條增訂第2項，將各該事業為商業販售、轉售、製造目的之各種採購，

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強化現行相關管理機制原應足以防弊： 

1.公司治理及內控機制 

有關採購作業之查察，均依公司治理之精神，由公司檢核及政風部門派員查核，

並將報告提送公司獨立董事或監察人核閱。 

2.自負盈虧經營成敗責任 

公營事業本質乃需自負盈虧之企業體，有別於一般行政機關，渠等面臨市場競爭，

其採購良窳常反映於採購成本，進而影響其競爭力與經營績效。 

3.相關法律仍可規範 

公營事業採購過程或結果如有不法，相關人員仍受刑法、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法

律規範。惟為免除外界對於增訂條文無配套機制之疑慮，亦可於採購法第 3 條增訂第

3 項，明定公營事業應對於不適用採購法之採購，訂定內部規定遵行。  

四、國營事業轉投資不當問題為何？ 

(一)政治干預影響經營績效 

近日引起軒然大波的中鋼，過去幾年鋼鐵景氣大好時，很多下游廠商爭著搶貨，所

以買賣中鋼鋼品額度，一來一往之間，往往利潤頗豐。很多業者為了拿到額度，紛紛透

過民代「關切」。但中鋼其實已經民營化，目前官股持股已經降至 21％，為何還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因為在 11 席董事中，中鋼的最大股東經濟部占 3 席，其餘八席則由中鋼

轉投資公司指派代表。換言之，官股握有更換中鋼董事長、高階主管的權力。中鋼許多

轉投資案例均受到媒體質疑。 

(二)轉投資事業衍生圖利爭議 

目前台電對外購電存在三種相當不合理的現象，包括向本身轉投資的民營電廠購電

資本費率計算不合理，甚至汽電共生廠向台電可能純在「買低賣高」現象等，他呼籲各

界應注意「台電與民營電廠間不能說的祕密」。台電虧損，旗下轉投資民營電廠，包括

子公司臺汽電以及臺汽電轉投資國光、星能、森霸、星元等四家台電孫公司，卻因為賣

電給台電而口袋滿滿，因此引起民營電廠的投資報酬率到底是多少才合理的爭議。根據

監察院調查報告顯示，因民營電廠投資報酬率未跟著利率調整，台電近 5 年就多了 59

億元的購電成本。台電公司從 101 年 4 月開始與這四家民營電廠溝通，要求民營電廠降

價，不過溝通十次仍無進展，甚至最近搬出能源局，都沒辦法要求這四家民營電廠，將

超額獲利回饋給民眾。其實這 4 家民營電廠都是台電旗下臺汽電持股超過 30％以上的孫

公司，但這 4 家民營電廠堅持不降，最後撤換轉投資公股董事(長)及立法機關使出殺手

鐧方才就範，達成資本費利率調整之協商。 

(三)過度投資造成無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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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國家的電力備用容量率皆比照美國能源署的 15％，由於增加 1％電力的備用

容量，幾乎等於 100 億元的電廠投資，最近幾年，台電的備用容量遠遠高於 16％，除受

景氣影響致負載需求降低外，新能源科開發亦使備用容量需求提高，景觀預測失準造成

無謂的投資浪費亦為其原因，目前備用容量率已降為 15％。 

(四)人事包袱及董監不當兼任 

國營事業的員工享有公務人員保障的薪水和福利，以中油、台電員工為例，由於單

一薪俸，員工平均薪資約 7 萬元，國營事業優厚待遇成為油電價格合理化過程中，最被

質疑的一環。 

中油、台電轉投資民營電廠，這些民營電廠高層，大多是由台電高層主管退休後

轉任，繼續領取高薪。監委葉耀鵬就說，「台電主要主管離退後轉任民營電廠的行為，

表面上似乎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但是，當台電吃虧時，官員不積極為台電爭取，等到

退職後，卻跑到民營電廠公司擔任董事長、總經理，這雖然不能說是《刑法》上的期約，

但這種現象讓人有很大的想像空間。」有移送司法機關調查的必要。(資料來源：今周

刊) 

五、其它 

解決當前國營事業發展問題，民營化似乎為中長期唯一的出路，惟推動民營化要先

解決員工及工會的反彈，尚須立法部門同意，另證諸過去中華電信民營化的經驗，台電

之輸配電網路及台灣中油之探勘業務，均仍不宜民營化，維持少數業務管理人員，採業

務競標委外經營之方式，似為可考慮的方式之一。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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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面】 

  蔣念祖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非營利管理系 )  

1989 年政府大力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及釋股工作，然而台電和中油分別由於「電業

法」及「石油管理法」的立法完成，均以不必先分割再民營化的架構進行公司化經營；

並按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四條規定：「國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

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另為達到國營事業企業化經營

目的，鼓勵員工提高生產力，率由經濟部首先於 77 年擬定相關辦法，並於 77 年 12 月

29 日由行政院核准通過「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將績效獎金與工作

考核獎金整併為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於 78 年正式實施。 

 台電部分： 

    其資本額 3,300 億元，包括經濟部 94.04%，其他公股 2.88%，民股 3.08%。依據電業

法規定，電業之經營方式可分為發電、輸電、配電及綜合電業等四種，台電公司屬綜合

電業。由於電業開放並未同時開放民營輸、配電業權，故迄今台電公司仍屬全國唯一輸

配電業者，是以，依規定台電公司負有躉購民營發電廠、合格汽電共生及再生能源發電

等電能之責；另需負擔政策因素如電價凍漲、各類用電優惠、離島虧損及吸收天然氣購

電之售電成本等。 

    近年來，台電公司每年購電支出均超過 1,400 億元，且呈逐年成長趨勢，102 年度預

計購電支出 1,622.84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54.55 億餘元(增幅 10.53％)，惟現行購電計畫

存有諸多問題，包括： 

一、電力備用容量率目標值已調降，一方面仍超額核准民營電業裝置容量，肇致台電徒

增購電支出；一方面自行發電量未隨調整，造成我國電力系統裝置容量已超逾電力

需求。 

二、對汽電共生與再生能源業者收購電力，未確實依未能確實依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

及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等規定收購「餘電」之原則辦理，徒增購電支出，且現行

購電合約期限長達 20 年以上，與用電需求成長趨勢恐有脫節，且購電價格之定價

公式形同保障業者獲利。 

三、目前民營電廠購電部分（麥寮汽電等 9 家）之計價方式，係以台電公司同類型式發

電機組之「避免成本」為訂價基礎，惟台電公司發電成本之內涵項目包含用人費用，

然而台電公司員工待遇福利相較一般政府機關及民營公司優渥，反映於發電成本勢

必相對較高。再者，台電公司用人費用包含員工績效獎金，按績效獎金乃公司用以

激勵員工及留才之獎勵措施，且該事業工作考成成績，未能反映出實際經營情況，

且其他獎金名目繁多，包括久任獎金、研發獎金、收費獎金、快裝快卸獎金及服務

獎章獎勵金，其發放績效認定亦過於寬鬆。另未能反映員工對其企業之貢獻程度，

一向均以接近上限標準提列福利金，於核算購電價格時未予以排除，致成為間接墊

高購電成本之嫌。 

(一)電業重整改革 

1.發、售電開放競爭為非公用事業、輸電特許維持國營、配電特許但強制修法後五年

內劃定營業區域(如分為北、中、南、東四區、一區一家)為公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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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定全國性綜合電業需分割條款、允許區域性綜合電業存在為公用事業但須發、輸、

配獨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 

3.開放發電、售電可以直接售電予用戶、開放售電業設立創造售電市場以利消費者自

由選擇、售電業請求供電配電業不得拒絕。 

4.分割台電：輸電移交獨立電力調度中心維持國營(廠、網分離)、核能單獨國營並設

落日條款。 

5.循序漸近建立電力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 

 

(二)強有力獨立監管、資訊充分揭露： 

1.經濟部下設置電力調度及電業監理委員會，由主管機關、消費者團體、學者專家、

電業等組成，以監管輸配電之公共性、維護公平輸配電費率、處理消費者爭議等事

項。 

2.配合年金改革，未法制化獎金應盡速檢討其合理性，簡化獎金名目，落實績效獎金、

工作考核成績能反映出實際經營情況。 

(三)建立公正、透明、穩定的電價機制： 

1.設置客觀第三公正檢討機制如＂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之機制，以決定油、電、

水、氣等價格。 

2.於電業法中明訂電價公式，並送立法院同意。 

 中油部分： 

「石油管理法」於 2001 年 10 月正式公布實施我國已邁入油品全面自由化，然實際

上，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同屬國內石化產業龍頭，經營業務主要均為煉製及石化；

然因中油公司兼負穩定供應國內油氣市場政策任務如：油價緩漲、液化天然氣緩漲、補

助漁業用油等外，二者在經營範圍、銷售結構、煉製成本等有相當差異，中油公司兼營

油品批發與零售，油品須充分供應國內市場，故以內銷為主，剩餘部分才外銷(100 年度

汽油外銷比率為 13％)，而台塑石化公司只經營批發業務，油品以出口為主，尤其當國

內油價實施緩漲措施時，該公司可藉由提高外銷比率，獲取較高利益。另中油公司於煉

油廠建廠規劃時，係以滿足燃料油市場之煉製結構做設計，低產值之燃料油產率達 3成，

而台塑石化公司係以獲取最大利潤設計煉油廠，將燃料油充分轉化為汽油及柴油等高產

值油品；加上台塑石化公司廠區集中、能源整合度高、建廠較晚，其設計產能較具經濟

規模，並藉由該集團企業石化上中下游垂直整合，可降低石化產業景氣循環風險等，均

較中油公司相對具有經營優勢。 

中油公司近幾年度營業獲利能力呈現衰退趨勢，100 年度累積虧損數 362.37 億元，

101 年 4 月起雖已依經濟部「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調漲燃料油價格，惟 101 年度 1 月

至 7 月仍虧損 509.92 億元，導致 101 年 7 月底止累積虧損達 872.29 億元，已逾公司資本

額 1,301 億元之半數。另近年來該公司以舉債支應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轉投資及營運資

金，致債務餘額遽增、財務結構急遽惡化，100 年底負債比率為 64.82％。102 年度預計

舉債 572 億元，扣除當年度預計償還 214.5 億元，長期債務淨增加 357.5 億元，預計 102

年底負債總額達 6,278.68 億元，負債比率達 72.86％。由於債務急遽增加，導致利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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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沉重，102 年度利息費用 42.8 億元，較 101 年度預算案數 32.96 億元大幅增加 9.84

億元；凸顯該公司近年來以高財務槓桿操作方式投資固定資產及轉投資等，不符穩健經

營原則。其虧損原因包括：煉油生產成本過高、石化產品之高值化能力不足，油氣探勘

成效過低及獎金核發過於浮濫。 

尤其是在員額控管及獎金核發等制度方面，中油公司於 99 年度及 100 年度雖辦理

人力專案精簡計畫，惟 100 年底實際員工數 1 萬 5,219 人，除較 98 年底 1 萬 4,931 人不

減反增外；102 年度預算員額 1 萬 5,722 人，仍較 101 年度增加 142 人；且 102 年度預算

員額較 100 年底實際員額增加 503 人，差幅約 3.31％，應配合人員離退及內部人力調度

等方式精簡員額，以有效降低用人成本。另該公司工作考成成績，未能反映出實際經營

情況。102 年度福利金編列 7 億 3,000 萬元，係按營業收入千分之 0.5977 及下腳變賣收

入 20％提撥，惟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公營事業已列入預算之職工

福利金，如不低於第 2 款之規定者，得不再提撥。」故既已按高於營業收入千分之 0.5

法定下限提撥福利金，則不宜再以下腳變賣收入 20％提撥；況且國內油氣產品市場具有

獨（寡）占特性，以營收作為福利金提撥基礎，於國際油價上漲、民眾負擔加重之際，

有欠合理。且其他獎金如獎工、久任獎金之發放績效認定亦過於寬鬆。 

因此，中油公司具獨占性質之天然氣事業，為建立公正、透明、穩定的油價機制，

應如同電價，設置客觀第三公正檢討小組如＂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之機制，以決

定油、電、水、氣等價格。尤其是浮動油價公式參數檢討部分，至少應將稅前價格區分

為購油費用及營業費用，基準油品由「92 無鉛汽油、高級柴油」改為實際用油量高達

60％以上的「95 無鉛汽油、超級柴油」，調價基礎應將「前期稅前基準價」調整為「前

期單位購油費用」，並將變動幅度由 80%改為 100%。另獎金核發過於浮濫問題，亦應配

合年金改革，未法制化獎金應盡速檢討其合理性，簡化獎金名目，落實績效獎金、工作

考核成績能反映出實際經營情況。 

 

  陳彥良教授 (台北大學法律系 ) 

公司治理一直是一個企業法制中相當受關注之議題，無論是法律研究者或是經濟

會計學者都投注了不少的精力在此議題當中，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 公司治理泛指公

司管理與監控之方法， 所謂Corporate Governance基本上並無一個精確之法律上之定義，

而較能貼近 Corporate Governance 法律上之核心意義便是所謂的「企業憲章」

(Unternehmenverfassung)1，公司應盡力遵守憲章之規範，而公司治理也是由英文 corporate 

governance 翻譯過來，亦曾有將之稱為公司監控、公司管控等， 但近年各界已有共識將

之稱之「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意義，依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DC）的原則

為「透過指導及管理並落實公司經營者的機制與過程，在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下，

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權益。」而其中又可分為幾種不同面向來觀察，第一種

是在法律面向下，公司治理的重心應該在建構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的現代化經營體系，

讓健全的企業組織有效監督企業的一切活動運作，避免脫法行為的經營弊端；第二種是

在經濟面向下，公司治理的重心應該在使企業經營價值達到極大化，例如以追求股東、

                                                 
1 陳彥良，台灣公司治理法制之實踐與國際接軌檢驗﹐月旦法學雜誌﹐ 第 202 期 ﹐2012﹐ 第 64~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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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員工間報酬的極大化為目標；此外，從資本市場面之財務觀察，公司治理的重

心應該在使資金的提供者如何確保公司經營者能以最佳方式運用其資金，並為其賺取應

得之報酬2。 

我國公司治理制度法治化是在這近年來開始受到特別重視的課題，以往早期，不

僅是我國，在其他國家之實務界皆缺乏對健全公司治理之意識，而法學界雖認識到此議

題之存在及其重要意義，但並未積極做法治化之發展。於一九七０年之時公司治理此一

概念便已存在，而泛指公司管理及監控之方法3而公司治理於我國係因 1997 年亞洲金融

風暴發生後，學者及國際組織發現因亞洲企業家族化，集團化4以及企業財務透明度不足，

資訊不對稱等情形。而我國為改善公司治理，行政院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

八六五次院會便通過行政院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所擬 「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

動方案」。在多次修改公司、證交及積極推展後，迄今已有一定之成效。但近年又有下

滑的情形。 

 

附表一：我國公司治理排名 

 2004年 2005年 2007年 2010年 

1.新加坡 75 70 65 67 

2.香港 67 69 67 65 

3.日本 - - 52 57 

＝4.臺灣 55 52 54 55 

4.泰國 53 50 47 55 

6.馬來西亞 60 56 49 52 

＝7.印度 62 61 56 49 

＝7.中國 48 44 45 49 

9.韓國 58 50 49 45 

10.印尼 40 37 37 40 

11.菲律賓 50 48 41 37 

 

 

 

 

                                                 
1 陳彥良，台灣公司治理法制之實踐與國際接軌檢驗﹐月旦法學雜誌第 202 期 ﹐2012﹐ 第 64~87 頁 
2 參閱，同前註 
3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台灣公司治理，自版，2004，頁 1。 
4 馮震宇，公司證券問題研究，元照出版，2005，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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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總得分 

2010 

總得分 

2012 

公司治理 

規則與實行 

2010 

公司治理 

規則與實行 

2012 

執行 

2010 

執行 

 1.新加坡  69 67 68 65 64 60 

 2.香港  66 65 62 59 68 63 

 3.泰國 58 55 62 56 44 42 

 4.日本 55 57 45 45 57 53 

 4.馬來西亞 55 52 52 49 39 38 

 6.台灣 53↓ 55 50 - 50 35↓ 47 

 7.印度  51 49 49 46 42 36 

 8.韓國 49 45 43 43 39 28 

 9.中國 45 49 43 47 33 36 

 10.菲律賓 41 37 35 35 25 15 

 11.印尼  37 40 35 39 22 28 

 

但是國營事業有其特殊性與一般民間企業不同，其所負之任務並非僅是滿足股東利

益，更負有其社會任務，亦可說其所擔負之企業社會責任高於一般民間企業，其負有國

家政策任務和受立法院之監督。OECD 國營企業公司治理準則要求各國政府，對其國營

企業需要為全民負起國營企業所有人之「責任性」與經營「透明化」。該準則強調降低

國營事業運作的行政干預，並且避免改革政治化，該準則內容要求為「確保一個有效率

的國營事業法律及規章架構」、「明定政府為所有權人的角色」、「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利

害關係人的關係」、「經營透明與財務揭露」與「強化國營事業董事會的責任」。此與

OECD2004 對一般民營公司所頒佈之公司治理準則有所不同，特別是政府的角色之定

位。 

以中油與台電的公司治理而言，此二家國營事業都是能源事業，更是對民生經濟有

重大影響，自然任何一舉一動都受到社會的注意，更是要求其有良好之公司治理。由中

華公司治理協會以 OECD 公司治理準則所建構之「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指導原則」內容架

構為基礎，發展出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 六大構面，與一般企業之比較如下表： 

 

 

 



42 
 

附表二：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構面差異圖： 

國營事業公司治理六構面 一般公司治理六構面 

確保一個有效的法律與管制架構
規範國營事業 股東權益的保障 

政府作為所有人的角色 資訊透明度與揭露 

平等對待所有股東 董事會職能的強化 

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審計委員會(監察人)功能的發揮 

透明度與揭露 管理階層的紀律 

國營事業董事會的責任 利害關係人權益的尊重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針對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評鑑作業自 98年起已執行 4個年度之公

司治理評鑑，以中油和台電來說，這二家企業算是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中(台電、中油、

台水、台糖、漢翔) 公司治理制度的成績表現優良的公司。但有關於詳細的分數，此處

不便再多敘。 

以經濟部轄下五家國營事業來說，公司治理制度的落實受到相當多的法規規範，以

及國營會的嚴格監控，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疑慮。特別是其受到國營事業管理法之規範，

但執行評量的過程中，國營事業公司對於「董事會的組成與遴選」在執行面上則是力有

未逮的，換句話說，國營公司本身對於董事會之組成是較難置喙的，很大部分是受制於

政治力而非全依經營適當性， 所以董事會成員之適任性和續效與董事會之責任便成了

一個難解之議題。 

除此之外，部分評鑑指標為幾年來，各國營事業都一直難以落實執行的題目。如: 

附表三：國營事業多無法達成之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L26 
公司是否訂定並定期於董事會檢討董事、監察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 ？ 

L27 公司是否為未具公務員身份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N02 
公司是否訂定並定期於董事會檢討高階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

度、標準與結構? 

N03 公司是否定期於董事會評估高階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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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知，國營事業公司治理問題，多是出在董事會面向，而需要特別加強和

改進。至於經濟部下之台電及中油的政策定位究竟為何？應以公司利益為重，還是應以

企業社會責任及國家政策為重，亦或是台電與中油應定性為「社會企業」，其究竟是一

個如同一般營利目的之事業而自願負有企業社會責任，還是一個不具營利性之社會企業，

此處應有所認知，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若沒有從整體國家的能源政策來討論，是無

法光從這兩家企業的公司治理與外部監控來釐清兩家公司的定位。因為只有當公司的定

位與目標確定下來，相對應的治理架構與績效內涵才能具體對應產生。特別是國營事業

之營利性目的到底是否存在，會使這兩家國營事業定性有很大之不同。 

最後由近四年來針對經濟部國營事業五家所屬事業評鑑的過程中，可得知評鑑之執

行，對於國營事業對於公司治理內涵的理解及接受，甚至是落實執行，有一定的助益與

正面影響。以透明度之強化而言，例如前幾年度公司對於指標「公司執行政府指示公共

政策時，所增加之相關成本，或減少之營業收入，是否對外公佈或公告之？」各國營事

業對此指標都覺得無法達成而有不同之意見，且國營會似也認為將該成本的公告並不適

當，以致於前二年對於此指標都是以不予加扣分來處理，經後續的努力、溝通及妥協，

今年度大部分公司此指標皆已能得分。由此可得知外部監控和不同的視野角度觀察，對

國營事業公司治理能有很大之助益。在對外能強化資訊揭露與內部之透明在某種程度內

也能化解了這些背負國家政策目標的國營企業，在面對外界對其經營赤字的譴責時，一

個強而有力的說明。而且資訊透明度，則是建立公司與股東（或社會大眾）信任的基礎。

國營事業之困境也部分是在國民對於國營事業之不信任。總言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民

營事業和國營事業都應追求之目標，國營事業關係著民生社會發展，更應加以落實強化，

方為國家社會之福。 

 

  林建甫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系 ) 

一、國營事業公司治理與外在監督之問題為何？ 

我國的國營事業的經營管理對國家競爭力有相當大的影響，然國營事業公司治理，

一方面受政治力的影響，要對股東負責，一方面還牽涉到人事行政局對公司人事的任免

與薪資等的規定，這部份彈性很小；另外像主計處也對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營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的預算有很多的規定，因此雖然是治理公司，但是卻又受到很多限制，

沒有足夠的彈性做很多的決策。因此，我國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最大的問題在於下面幾

點： 

(一)課責的問題：授權多少才能課責多少，這個「權」跟「責」有沒有相符。 

(二)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的好壞，對員工的影響不大，對員工的工作無法發揮激勵效果。 

(三)舊思維與制度：舊員工的職級、薪資還是沒變，沒辦法引進專業人才來治理，這些

人事制度如不改革，衝突與矛盾都會存在，各自形成小團體，進而影響公司的運作。 

(四)政治安排：董事長或董監事往往是政治任命的，是任期制的，很難去考慮到永續經

營，一旦政黨輪替後，所有的人事、制度都要重新安排，進一步也就影響到公司的

經營。 

(五)利益衝突：董事會成員背景有利益關係，而地方政府所代表的董事在一個董事會內

是否會產生矛盾與衝突，如何兼顧國家整體利益與港市雙方的利益，值得進一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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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六)修法不易：國營事業經營上有許多限制都要透過修法才能調整，難以滿足企業因應

快速變動環境的需求，當思考如何建構一個簡單快速又合乎程序的修法途徑，才能

讓我國國營事業公司治理的運作更加有效率 

二、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與績效表現如何連結？ 

國營事業的存在係基於矯正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公共財或獨佔）與追求社會福祉，

不過也因為公營事業的具有多重目標，常在經營效率與社會福祉公益間產生矛盾的情形。

相較於民股，公股更具有所謂「多層級代理問題」，使得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間的代理成

本更高也更複雜，也因此造就公營事業績效不彰原因之一。政府對公營事業的所有權無

法自由地在市場上交易（untradeable state’s ownership right）造成監督上的問題及進一步

導致公營事業的無效率。此一論點更可闡述為政府雖然擁有公營事業，但由於欠缺公股

交易的市場，以致於無法以公股股價的波動來評估經營績效。管理公營事業的公務人員

並無法因為公營事業績效提昇而獲得額外的報酬。公營事業的股東（即全體人民）也無

法因為事業績效欠佳而出售其持份，或讓接收行為（take-over）發生，致使公營事業的

經理人享有相對安逸的環境。許多公營事業也享有『軟性預算』（soft budget constraint），

即出現嚴重財務缺口時，政府可以各種方式增資或補貼，使得財務艱困的公營事業也免

於破產的危機，公營事業的管理階層甚至利用股東無效的監督，經營怠忽職守，容忍工

會任意調高待遇或過度雇用等要求來榨取公司利潤。公營事業的多重目標（普及化服務、

穩定市場價格、所得重分配及提供就業機會等）不但難以客觀衡量其達成度，有時甚至

彼此衝突。 

以政治學觀點，認為公部門的目標主要受到中間選民（median voters）的影響而經常

改變。特定利益團體也可透過運作展現動員實力，而左右政客們的判斷。行政部門的資

源（如公營事業）也常被執政黨視為政治優勢加以操縱模糊或矛盾的目標也使得公營事

業經理人的行為難以觀察及預期，即當公營事業目標愈複雜或愈變異，股東監督的成本

就愈高。 

三、員工個人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有無合理配套措施？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度之檢討，是由政務委員邀集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召

開多次會議研議完成，確立「績效獎金有盈餘始發放，並依員工貢獻度發給」、「依事業

型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研修差異化且細緻化的系列規定」、「確立政策影響因素認

列原則」四大原則，算是完整的配套措施。 

(一) 績效獎金有盈餘始發放，並依員工貢獻度發給：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訂之「公

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績效獎金需有盈餘始得發放；各事業機構

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 

(二) 依事業型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為激勵國營事業員工工作績效，將國營事業區分

為「競爭型事業」及「非競爭型事業」兩類，以 1.2 個月為平均高限基準，依事業

類別設計具差異性的獎酬結構，且每年度還可視標竿企業、整體經濟景氣等因素彈

性調整該高限基準。未達法定盈餘者，以 1.2 個月按達成比率設定高限；超過法定

盈餘者，績效獎金高限原則為（1.2+ x）個月，x =0~1.2，級距 0.4 個月，目前各事業

主管機關大都以總盈餘超過法定盈餘之比率（即超額盈餘比率）設定級距標準，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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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超額盈餘成正比，以激勵員工努力創造盈餘。 

(三) 研修差異化且細緻化的系列規定：研修的系列規定，包含通案性及各事業主管機關

所訂之規定，其中通案性行政規則（3 項）業經行政院核定，至於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之系列規定（30 項）均已經提出修正草案，核定後即可施行。 

(四) 確立政策影響因素認列原則：主管機關核列之政策性因素及影響金額認列，必須遵

循事先原則、報准原則、正負表列原則及預算數扣除原則，即年度預算編製及宣布

政策時要事先估計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並且由事業提報上級機關核准，至於政策對

事業有利及不利因素都應提列，以資衡平。 

四、市場機制與浮動油價機制計算方式等，是否合理與民眾是否接受？ 

現行油價公式已實施六年，由於國際油價漲跌只能反映八成，而且設定亞鄰最低價

條款，使得國內油價沒法真實反映國際油價走勢，必須設立新公式。 

新公式把油價分為兩大塊，一是購油成本，占油價比例約八成六，每周調整；二是

營業費用，所占比例約一成四，一年調整一次。但是對消費者而言，國內油價還是維持

現行的每周調整。新公式將反映成本之原油變動幅度由 80%改為 100%解決現有公式遞

迴問題，初期採同時公布零售價與批售價(不納入加油站營業利益)並於實施一段期間後

改公布批售價，可同時解決消基會疑慮與民眾適應問題，指標原油採更加貼近中油公司

成本比例(由 7D3B 改 65D35B)等，使機制更務實可操作。 

另外，在購油成本方面，將由目前反映八成國際油價漲跌幅，提高至百分之百反映，

並增加布倫特原油計價比重。依據智庫估算，新公式實施後，油價將會「漲多、跌多」，

與現行公式比較，新公式每公升的漲跌價格最多會多出一角。一個好的、公平的公式，

多宣導，日子久，民眾就能接受。 

 

  陳寶瑞參事 (行政院經建會 ) 

一般公司治理探討的問題，包括：股東權益、衡平對待所有的股東、利害關係人的

角色、資訊揭露與透明化、董事會權責等，其特別著重在保障小股東權益，讓其因為承

擔投資風險而獲得應得的報酬，不會被大股東或管理階層從中挪取。 

獨占或寡占公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與一般公司治理不同。獨占或寡占公營事業股份由

政府持有，並指派董事長經營該事業。公營事業訂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是民眾關心的議

題，民眾對價格不滿意往往對政府施壓以影響價格。如公營事業訂價低於平均成本，雖

可滿足民眾要求，卻導致該事業虧損。另外，公營事業的效率、服務品質、獲利能力及

資訊揭露與透明化等，亦是民眾關心的議題。 

一、國營事業公司治理與外在監督之問題為何？ 

台灣經濟成長歷程中，國營事業伴隨著為數眾多的政策性任務，及對國庫財政貢獻

的使命，有其不可泯滅的貢獻，惟因其組織運作受制於法令束縛，致妨礙正常經營。以

下謹以台電公司為例，說明其在公司治理與外在監督所面臨的相關問題。 

(一)政策性任務負擔 

台電公司屬國營公用事業，必須遵照「電業法」、「農業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

等提供特定用戶電價優惠措施，包括學校、農業、公用自來水、電化鐵路、公用路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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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住宅等 6 類用戶均享有用電優惠，僅 100 年優惠用電減收金額就達 61 億餘元。此

外，台電公司尚面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增加之再生能源基金，得以電費附加方式

反映於電價上，但目前仍未附加；及依「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政府應撥補離島售電

虧損，惟未獲撥補等問題，均有礙公司正常經營。 

(二)售電價格無法合理反映成本 

我國天然資源極度缺乏，97.5％能源仰賴進口，近年國際燃料價格大幅上漲，發電

所需燃油、煤、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價格攀升，電價結構中燃料成本比重甚高，達 70%，

惟為維持物價穩定，售電價格無法合理反映國際燃料成本，嚴重影響公司之財務健全。 

(三)法令規章之束縛 

台電公司屬公營事業，必須適用「政府採購法」，所需發電設備採購，受限於採購

法層層報核規定，採購時間冗長，致影響採購彈性與事業應變能力。另外，台電公司目

前體制為國有、國營、國管，主管、監督機關甚多，受限於「國營事業管理法」等相關

法規之束縛，公司預算、人事、組織、投資及轉投資等經營彈性較低，致整體績效與效

率不易真實呈現。 

二、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與績效表現如何連結？ 

國營事業與一般政府機關不同，必須具備相當機動性、企業化的經營特性，有關強

化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與績效表現之連結做法，意見如下： 

(一)儘量避免加諸各種政策性任務 

國營事業考核應以經濟效益為最主要目的，因此政府應儘量避免加諸各種政策性任

務，若非得賦予其特殊任務，則應於事前即評估該任務所需成本，予以如數補貼或免除

其應負的會計責任。 

(二)應賦予董監事相當職權 

一般國營事業宜採公司組織，由政府選任董監事及董事長、總經理，組織董監事會，

公司各級業務主管，由董事會任免之，用人唯才，始能有效領導，順利推展業務。政府

依法監督，對於表現不佳的董事長應予撤換，但不宜直接干涉事業業務。 

(三)採行責任經營制，加強企業化管理 

為提供社會大眾更佳的服務，晚近認為國營事業須在財務上能夠自己自足，因此國

營事業應精簡組織，以降低各種成本，並更換缺乏效率的經理人員，以採行責任經營制，

加強企業化的管理體制。 

三、員工個人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有無合理配套措施？ 

立法院於今(102)年初經朝野協商後，決議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包括台糖、中油、

台電及台水等 4 家公司 100 年度績效獎金，由原先 2.4 個月下調至 1.2 個月，同時自 101

年度起，所有國營事業必須有盈餘才能發放績效獎金，且上限為 1.2 個月。 

這種齊頭式的獎金發放方式有待改善，國政基金會於今(102)年 1 月 23 日刊出「國

營事業績效獎金改革之評析」一文，提出「改革要能顧慮差異性並予以制度化」建議，

頗值得參考，內容略以：「若未來皆採齊頭式的核發績效獎金，不僅可能影響員工積極

性，長期恐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造成人才流失，影響企業競爭力。因此，

未來績效獎金發放設計應提高對優質員工的肯定，拉大員工之間的差異，並予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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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提升員工為公司努力的動機，不僅對員工更公平，對公司和國家也都有利，並符合

社會對改革的期待」。 

四、市場機制與浮動油價機制計算方式等，是否合理與民眾是否接受？ 

我國是能源貧脊的國家，超過 98%以上的能源需從國外進口，為國際市場價格的接

受者，而國內油品市場屬於雙占市場，缺乏競爭機制，不易透過市場機制反映正常價格。 

中油公司賦有政策性任務，必須充分供應油品，以滿足民眾需求，該公司在 95 年、

97年6月前受油價凍漲或緩漲造成經營虧損。因此，政府乃改弦易轍推動浮動油價機制，

促進該公司正常營運，且可免於資源浪費。 

政府基於使用者付費精神，研訂一套浮動油價機制，可適度反映國際原油價格的變

動。目前浮動油價機制計算公式經過檢討後，經濟部於 102 年 7 月 10 日召開「台電及

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委員會議，決議重點： 

(一)調價指標：油價由 7D(7 成杜拜原油)3B(3 成布蘭特原油)，改為 6.5D 與 3.5D。 

(二)計算方式及調整週期：現行以 80%比例反映國際油價波動比例，修正為油品成本分

離為「購油成本」+「營業費用」。「購油成本」100%反映，每週調整；「營業費用」

則由經濟部成立「第三公正檢討小組」定期檢討。 

(三)油價調整上限：現況「亞鄰最低價」，修正為「亞鄰均價」。 

修正後的公式，原油進口比例貼近中油現況，可以充分反映國際油價調整，且避免

中油公司「營業費用」納入滾動，並可消除遞迴效應。惟新版油價浮動機制缺乏績

效因子，即經營績效愈差，油價愈貴，有待進一步檢討修正。 

 

  顏秋來副人事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 

一、 國營事業的公司治理與績效表現如何連結？ 

查我國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4 條規定略以，國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並求有盈

無虧，增加國庫收入。惟國營事業除了負責盈虧之外，尚有配合政府政策任務，照顧民

眾生活、穩定社會秩序等任務，例如先前全球金融風暴為了穩定物價而凍結油電價格，

同時造成台電虧損的原因。由此可知，國營事業有二大經營特性：其一，全民為國營事

業的所有者，由政府代位成為唯一股東或控制股東，並組成董事會負責國營事業的經營。

其二，國營事業負有多元目標要完成，包含為了解決民生問題而負有若干政策目標，例

如穩定價格、提供就業機會等，但也必須完成「有盈無虧」之經濟目標。然而政策目標

與經濟目標有時候會產生衝突，例如油電雙漲帶動其他民生用品齊漲影響民眾生活，而

導致無法穩定物價之結果。因此，如何在國營事業相互衝突之目標間建構一權衡機制，

以調和其中包含所有利害關係人(諸如員工、客戶、供應商、債權人等)之多邊利益，並

防範衝突發生，亦是公司治理所探討的核心課題之一。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4）對於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所作

定義為：「公司治理是指導和控管公司的制度，公司治理架構應該促進透明和有效率的

市場，建立一致性法律，並清楚地說明監督、管制和執行權責單位間的責任分工。」其

於 2005 年發表之「國營事業公司治理指導原則」，包含六大重點：1.確保一個有效的法

律與管制架構規範國營事業以維護公平競爭市場；2.政府應充分扮演消息靈通與積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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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所有權人角色；3.體認並平等對待所有股東權益；4.確認及掌握與利害關係人之關

係及責任；5.遵守高標準之資訊透明度與揭露；6.其董事會應擁有必要之職權、能力、

客觀性及誠信，並為其行為負責。中華公司治理協會準則委員會(TCGA，2004)則將公司

治理定義為：「一種指導及管理並落實公司經營者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在兼顧其他利害

關係人利益下，藉由加強公司績效，以保障股東權益。」綜上，有關國營事業的公司治

理，亦在強調發揮董事會的功能、調和與利害關係人衝突以及資訊透明化等原則。 

進言之，公司治理的基本精神是將經營權和管理權分離，讓具有專業能力、獨立於

經營團隊之外的相關單位可以發揮監督和顧問的功能。依據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再就企業實務上分析，經營是在提升公司的效率與效能以達成目標，而董事會則

是決定這二個目標能否達成的重要單位，也是落實公司治理制度的關鍵機制。亦即，董

事會為公司業務的最高經營、執行機關，負有保護公司利益、監督管理階層之責任。 

近年來學者針對國內上市公司所作公司治理機制與經營績效相關性之研究也發現，

公司治理的績效並不一定能立即反映在公司的營收及股價上，惟公司治理標準較高的公

司，其績效顯著高於公司治理標準較低之公司。因此，公司經營當局如能確實體認公司

治理制度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並釐清機制及落實相關配套措施，相信將能使公司治理機

制得以發揮綜效。 

綜上，建議國營事業公司治理可朝下列基本方向努力(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長期而言，應對公司績效提升有莫大助益：1.監督委員會具有絕對權威性，其所

作成之決定須能落實；2.決策及執行體系二者須分別獨立，以提高效率並收互相監督之

效果；3.強化董事會之人事結構，確保股東權益；4.謹慎選擇適職的經理人員，選任具

經驗及資歷皆符合之人才；5.明訂預計達成經營目標，並評估其達成績效；6.藉由以績

效為基礎之紅利及獎懲制度，配合可信任之機制（股權擁有者之適當監督、有內涵之報

告），以激勵經理人之向心力。 

二、 員工個人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有無合理配套措施？ 

為提昇政府施政效能及國家總體競爭力，近年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均競相師法民間

企業建立績效管理制度，如美國在 1984 年起即開始實施「績效管理與獎勵制度」，英國

也在 1982 年開始施行「績效相關待遇制度」，其他如澳洲等 OECD 會員國也都先後引進

績效管理與績效獎金制度，逐漸調整傳統以俸級與年資為根據的俸給制。 

承上，如從國營事業公司治理面探討績效管理制度，可從下列層面思考： 

1. 設定目標，合理考核績效，並建立課責機制：透過上下溝通，設定合理且可達成之目

標，如能達成給予嘉獎與優先升遷之機會，但若未達成訂定之最低目標時，則檢討並

撤換相關經理人員。 

2. 建立合理薪酬，獎懲分明：除合理調整薪資結構與暢通員工升遷管道外，可考慮參採

民營企業員工獎懲及分紅制度，使各事業經營績效獎金之分配，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

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 

3. 實施責任中心制度：將「目標達成率」、「利潤多寡」及「成本控制之程度」列為主

要衡量指標，並配以獎懲措施，以期發揮實施責任中心制應有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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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公部門績效常難以量化，如何建立兼具效度及公信力的績效評核機制則為績效

待遇制度之根本及困難所在；因此，績效評核之測量指標仍需隨環境變遷調整改善，以

整合多元目標並有利於彰顯其績效。而為有效考核我國國營事業之經營成效，依據「國

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第 3 條規定，其考成應著重年度盈餘及國家政策之達成，而各主

管機關得按所屬事業性質，選定相關面向辦理考成事宜，包含：1.業務經營；2.財務管

理；3.生產管理；4.人力資源管理；5.企劃管理；6.環境保護及工業安全等面向，應可作

為各主管機關據以設計其績效評核機制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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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 

  黃北豪教授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一、國營事業之政策任務與政策定位，是否需要與其策略性為何？ 

國營事業存在的目的在於提供民間企業無法供應或本身具有高度資本投資，而民間

企業無法投資的部份，諸如水、電、通信等等，然而隨著民間資本逐漸發達，公用服務

事業逐漸可以透過市場競爭的方式提供消費者多元而且價格低廉的選擇，如美國與歐洲

國家的電信自由化、電力自由化政策，讓國營事業在提供公用服務的功能上逐漸降低。

但是雖然對於用戶端採取開放措施，然而在全國性的輸配網路、具有產業關鍵地位的產

業活動上，各國除了維持國營事業的經營之外，對於外資投資也設有許多門檻，在不影

響市場效率以及維持國家安全的前提上，設計國營事業的運作與管理機制。因此，崇尚

市場機制大國如美國者，對於房貸市場都還維持某種國營事業的概念（財政部持有房地

美、房利美的股權）管制房屋金融貸款，法國在二戰前後更有收歸民民間企業成為國營

事業的案例，顯示國營事業的多樣化與存在的必要性，其定位在於補充市場機能失靈下

的公共服務與解決服務外部性的問題。然而在這些過程中，國營事業擔負的平衡物價功

能在市場機制健全之後，應該逐漸修正成為制衡或與民間服務供應商競爭的定位，以促

進產業的整體發展。 

二、如何讓國營事業具有「公共性」，避免政治性干擾？ 

國營事業利用全民資產成立，理應具備公共性，如民營化之前的中華電信、現在的

台電、中油、台水，這些國營事業可以不計成本前往高山地區設立電話線路、加油站、

提供電力與自來水服務，使國民生活水準可以維持一致的水準。但是，由於國營事業的

股權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在指派代理人過程中，多會受到政策性人事包袱而指派非專

業或政治酬庸的人事擔任，使得全民對於國營事業的監督受到政治性因素干擾，包含來

自行政單位的政策需求配合、民意機構的預算與決算審查權力、地方政治團體與自治組

織的利益威脅等等，這些問題在學理上可以歸納為控制失靈的狀態。雖然國營事業設有

勞工董事人數的設計，但是因為最高決策單位或董事會成員多是政治任命或退休官員的

去處，再加上各級民意代表(立委民代等)對公司經營管理(預算採購等)的干預，造成國營

事業本體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再者，公司的經營原本有其基本的營運機制，例如

最簡單的營運獲利原則，但在政策性因素干擾下，扭曲了營運機制，易形成政策操作的

工具，例如台灣自來水價二十年不得調整的現象。以上種種因素造成國營企業一方面無

法自主性經營，另一方面也難企業化經營。 

以上問題出在現有的股權設計過於集中在政府部會手上，無法透過股權分散或設計

利益關係人參與的機制，為了避免因為政策代理人制度以及管理控制系統過於弱化，而

產生國營事業公共性逐漸消失、政治性介入程度過高的現象，在未來的設計上，應該要

把股權逐步開放讓利益關係團體得以參與國營事業的決策，但是在開放的幅度上可以斟

酌開放百分比的配置，例如 49%股權的開放，這種董事會控制權的分散與利益關係人的

相互制衡之設計，讓政權(董事會)與治權(專業經理人團隊)可以合理的分工合作，一方面

確保國營事業董事會對公共性目標的堅持，另一方面對提升企業化經營的要求並將營運

績效納入經營團隊的主要目標。 

三、國營事業應該享有多大的自主決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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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民營化程度不同，現在各國營事業在營運、採購上的自主權相對不一，例如部

分國營事業的採購系統維持公務部門的觀念，用人必須透過考試取材方式才能進入等等

現象，某種程度限制國營事業的營運靈活程度，因此若能夠更大幅放寬的國營事業在人

事運用與升遷處罰的權力、採購靈活以及與外部合作的權力、預算自主並與績效結合的

權力等，對於提昇國營事業運作績效有正面的助益才是。但是相對的配套則是落實在從

總經理以下的中高階經理人的考核與行為管理，確保員工不因為代理問題產生自肥等現

象。 

四、民營化是否為國營事業唯一解決方案？ 

企業化才是關鍵，設計不好的民營化等同把國家資產送給財團，中石化民營化就是

一個案例，為民營化而民營化並不能解決國營事業的問題，建立現代企業的經營文化、

組織文化才是改善國營事業問題的根本。至於國營事業的經營內容與範圍是否需要縮減，

如台電分拆為發電、輸電、配電等三個體系，讓各環節可以吸納民間企業進入，並放寬

公用事業的定價限制，讓民間業者有誘因願意投資，以市場競爭的方式提昇競爭強度，

透過市場制度的設計引導國營事業引入現代管理的文化與作法。 

 

  詹中原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 

一、前言 

國營事業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先不論國營事業的經營方式

及其績效如何，國營事業的確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全球經濟

局勢的發展，能源價格的不斷異動造成人民對於國營事業經營方式和績效成果產生質疑。

國營事業民營化是現今世界的潮流，許多國家紛紛透過國營事業民營化的方式來增進其

經營績效，但民營化仍存在著若干問題。是故，未來國營事業的發展方向是否應走向民

營化，和本身的政策定位，就是一個必須詳加研討的議題。 

二、國營事業民營化的相關問題 

(一)國營事業之性質 

國營事業之設立，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 條規定，係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

設、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又依同法第 4 條規定，國營事業必須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

事業養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從上述的規定中可以

看出國營事業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負有社會責任的，雖然採一般企業的經營方式，但

仍屬有別。除此之外，國營事業亦扮演著穩定社會和執行政策的角色，例如台電、中油

提供偏遠地區的供電和用油，或配合政府政策調控油價、電價等，不同於私人企業一切

以成本為考量的策略方向，對於穩定社會和政策任務上貢獻多。 

(二)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優缺點 

1.優點 

(1)市場競爭提升經營績效 

透過市場競爭的方式，提供參與者互動的機會並改變提供服務的方式來調整企

業經營的策略，提升營業的績效。 

(2)增加彈性、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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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民營化的方式，可以將政府一部份股份釋出減低政府財政的負擔。以往國

營事業受到法規限制較多，民營化後能增加在經營運作上的彈性，引進各方的人才

提出創新的經營方式。 

(3)顧客導向的觀點、選擇性的增加 

民營化後須面對市場的競爭，因此在經營策略上就會傾向顧客導向，提供滿足

民眾需求的服務。多元參與者的競爭方式也增加了民眾的選擇性。 

2.缺點 

(1)公共服務性的降低 

民營化之後，可能基於利潤跟成本的考量，原本提供偏遠地區的服務可能被迫

中止，導致偏遠地區民眾的利益受損，亦與原先國營事業成立之宗旨有所衝突。 

(2)加深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為國營事業本身經濟規模龐大，不可能由散戶支撐其股份，必須委由財團或

法人，且原先國營事業的盈餘須上交國庫，民營化之後則由財團吸收，無形之中拉

大了貧富差距。 

(3)適用性問題 

並非所有的政府機構或事業都適合民營化，尤其一些國營事業如中油、台電等

涉及較高的公共性，負有較高的政策責任，一但民營化之後，相關法規的束縛力下

降，能否有效的監督不無疑問。 

(4)國營事業轉民營的員工權益問題 

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八條的規定，不論是否願移跟隨移轉，均會喪失

原有的身分保障和福利，貿然的民營化將會造成廣大員工的權益受損。 

(三)國外民營化經驗比較 

1.英國 

英國鐵路(British Railway)本來是國營，在保守黨梅傑首相任內推動民營化，將經營

權分由 25 家公司接手。但急於出售國有財產的情況下，過度的提高補助，造成人民需

多負擔一倍的稅金，且因私人企業接手後裁員和新舊員工交接的問題，加上多家公司

接手後在系統上多有衝突，使營運績效嚴重低落，事故頻仍。 

2.韓國 

南韓「商工暨能源部」1999 年公佈「電業自由化基本方案」，自 1999 年分階段開

放國內發電市場，主要有下四階段： 

(1) 1999 年底前，將韓電公司發電系統分割後，成立六家獨立發電公司。 

(2) 2001 至 2002 年間模擬競爭性電力市場運作，使發電市場產生初步競爭。 

(3) 2003 年起逐步開放部份大用戶的購電選擇權，並分割韓電公司配電系統。 

(4) 2009 年起，全面開放電力零售交易市場競爭。 

接著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1999 年分割的六家發電公司，其中的五家負責火力和

水力發電機，並由釋股的的方式轉為民營。第六家核能發電基於安全監督及未來核能

相關技術的發展，不移轉民營。韓電公司民營化主要考量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助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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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本身的財務狀況、系統運轉安全、保有最佳營運績效和最大化民營化釋股效益。 

三、國營事業未來發展定位 

(一)國營事業公共性的維持 

國營事業就其成立的目的而言，具有促進社會福祉的宗旨在，且多數的國營企業涉

及高度的公共性，如中華電信、台電、中油等，在性質上無法完全採用一般企業的經營

方式，而必須要維持其公共性質，否則廣大民眾的利益將受影響。未來台電和中油在推

動民營化時，可以參考電信法中所訂的成立類似「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將普及服

務所生的虧損由各相關事業所交之基金分攤。透過法規的制定將公共性責任移轉至各相

關事業可以避免因民營化所生的公共性喪失問題。 

(二)國營事業民營化可思考的面向 

1.產業政策是否確定 

台灣現有的國營事業幾乎都是該事業中的代表，若民營化勢必會對該事業造成影

響。因此必須考慮的是政府對該產業的政策為何，進而評估該採用何種民營化的方式

和對該產業所帶來的衝擊為何。 

2.管制法規是否健全 

在相關的國營事業法規如能源法、電業法等尚未修正研擬完畢時，不宜貿然的推

動民營化。因法規尚未健全，市場競爭的秩序不易形成，將會造成經營及服務提供上

的問題。 

3.市場競爭開放程度 

市場的開放程度與競爭力是呈現正向的關係，開放程度越高競爭力越強，反之，

則越弱。低度競爭的市場將會導致獨占或寡占，與民營化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必

須確保市場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4.政策任務是否解除 

國營事業的成立大體上為依國家需求所設立的產業，負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務，若

在該政策任務尚未有其他的取代方案時，不宜採取民營化的方式，即便採取民營化也

應該維持官股一定的比例以確保政策順利的執行。 

 

  洪德生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 

一、國營事業角色 

我國有關國營事業或公營企業的定義，參考「國營事業管理法」、「公營事業移轉民

營條例」等條文規定，可定義為：透過各級國家政府單位獨資或與人民合資，政府資本

超過 50%，非以營利為唯一的目的，但力求有盈無虧之事業，此也意謂著國營事業經營

須兼顧經濟利潤、政策任務與社會責任。 

然而，國營事業本身則具備「公共性」與「企業性」之雙重特質，長久以來不易被

視為一個決策自主的企業組織，且常須肩負許多經濟性或是非經濟性之政策任務，使得

國營事業經營上面臨許多難題。 

二、國營事業背負政策性任務之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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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在面對政治、國防、經濟、社會及財政等目的之下，被視為實現公共利益

之政策工具，換言之，國營事業與公共利益有其密切關聯性。過去國營事業常扮演著兩

種不同的角色：一是一般企業經營的角色；一是政府政策性任務所賦予的角色。然而，

這兩種角色卻常造成矛盾之現象，原因在於為有效達成被賦予具公共利益之政策性任務

時，受限於相關管理法規之限制，國營事業多半無法有靈活的經營空間，造成經營上面

臨許多困境。 

以台電公司為例，由於屬於國營事業，過去曾被賦予許多具重要公共利益之政策性

任務，如：照顧產業發展及民生，電價調整作特殊考量、給予相關弱勢團體或是政策特

定對象相關優惠補助、負責離島及偏遠地區供電義務與補助、提供相關政策性投資或財

務支援、配合進行電力外交政策、相關燃料採購配合政府政策、公司人事配合政府安排、

環保考量之下使用較高成本發電方式…等，長久下來台電在面臨龐大的政策性負擔，加

上法令規定限制無法有效解決，使得虧損日益嚴重。 

目前台電主要所肩負的政策性負擔，主要為電業法第 65 條及第 65 之一條所規範之

對特定對象(如公用事業範圍內、偏遠地區、學校等)及弱勢團體提供優惠電價，以及第

66 條所規範之公用路燈優惠等，皆造成台電公司莫大的負擔，此外近年來更納入更多相

關優惠對象，如庇護工場、立案社福機構、護理之家、身心障礙家庭等。從過去整體電

力市場獨佔的角度來看，台電理當肩負起相關政策負擔。然而，現今電力市場已逐步邁

向自由化，未來市場上將有其他參與者加入，若仍由台電肩負所有政策性任務，恐有失

市場公平競爭原則。 

因此，在符合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之下，若電業仍定位為公用事業範圍內，本就應

當肩負相關具公共利益之政策性負擔，如大眾運輸補貼等。反觀，針對某些特定對象之

政策性負擔，建議可從原先電業自行吸收，改為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以解

決長久以來此類政策性負擔。 

三、國營事業未來走向-以台電公司為例 

台電涵蓋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的綜合電力公司，且為台灣地區唯一的售電公司。

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所生產的電力，均需躉售給台電，再由台電轉售予用戶，而台電屬

於公用事業，肩負著供電義務，以及配合國內電力需求。未來台電的經營壓力將面臨國

內電力市場結構上的變化，如何兼具公共性與企業性，將成為台電永續經營重要的關

鍵。 

目前依101年8月21日經濟部油電小組第7次會議指示，成立「電業自由化規劃小組」

擬訂我國電業自由化推動方向。經6次會議討論，提出3項建議：(一)開放發電業(不含核

能及大水力)設置；(二)輸、配電業不開放申設，但應開放電力網代輸；(三)成立電力調

度中心。此規劃為國內電業走向全面自由化前之過渡時期，現今將朝向維持綜合電業、

全面開放發電業、輸配電業仍受管制之電力市場自由化方向規劃並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統

籌執行電力調度。 

在開放發電業規劃之下，對於發電方面，未來將朝向取消台電電業專營權、定義發

電業為非公用事業、公用電業分離會計制度、明定綜合電業與發電業之備用容量義務、

放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條件等方向進行修法。至於開放電力代輸之下，在輸電方面，未

來將朝向輸配電網（電力網）不分割，屬綜合電業所有、電力網將定位為「公共運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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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Carrier)提供其他發電業及設置自用發電設備者公平付費使用、發電業透過電力

網代輸之費用(含輔助服務費)計算公式等方向進行修法。最後，關於成立電力調度中心，

未來則朝向行政法人方式獨立成立。 

因此，台電公司未來定位上仍將維持綜合電業的型態，仍屬於公用事業的範圍，但

發電方面不具專營權，亦即市場上將有新的參與者加入，主要期望透過市場競爭，提升

台電發電部門營運效率。另外，在輸配電不切割之下，透過電力網開放代輸以及在成立

電力調度中心之前，台電仍然維持輸配電業務專營及調度，台電未來的定位將成為國內

電力網公共運輸者，將發電業者所產生之電能代輸至合約用戶使用，並從中收取相關代

輸費用，除能符合國營事業之公共性與企業性之特質之外，更能保障國內電力系統穩定

供應安全。 

四、建議 

國營事業的經營發展，主要仍期望可兼顧經濟利潤、政策任務與社會責任。然而，

國營事業卻因為具備公共性與企業性的雙重特質，以及在賦予具備公共利益之政策任務

之下，經營發展經常面臨許多難題。因此，未來公營事業經營發展改善，從政策面來看，

可透過事業所處之環境外部改與國營事業內部等兩方面切入探討，相關建議可彙整如下

幾點： 

(一)環境外部改善部分 

1.政策方向明確性 

國家及相關產業發展政策方向應更明確，尤其在產業發展趨勢、能源政策方向、以

及相關國營事業之義務等必須納入考量，若政策無法明確後續將牽動國營事業之經營發

展方向。以石化業為例，政府清楚規劃石化產業發展願景及兩岸政策走向，如：石化產

業是否能西進大陸、是否朝向『綠色矽島』建設、是否推動『中油八輕』的投資及設立

等，將關係著屬於國營事業的中油公司未來組織轉型策略及經營發展。以電業為例，未

來所規劃之電業自由化方向，將關係著台電公司未來的組織轉型策略與經營發展。 

2.減少干預與法令調整 

政府唯有進行充分授權、強化溝通及人性化管理，才能有效推動國營事業的改造工

程，以建立企業願景與價值，成就優質的國營事業。然而，過度的干預及法令的限制，

不但無助於國營事業經營發展，往往造成高行政成本問題，進而產生政府失靈的缺憾，

故政府應避免過度政策干預，並且透過相關法令鬆綁，在符合程序正義和分配正義的前

提之下，避免產生政府失靈，著重於實現國營事業所帶來的公共利益。 

(二)國營事業內部改善部分 

1.未來經營策略 

不論是朝向民營化或是非民營化(如企業化、公司治理等)的經營策略，都應該審慎

思考如何才能使事業具競爭力且能永續經營，而非一昧朝向某一制度化進行，如認為民

營化將能解決國營事業一切問題等迷思。但自1989年實施民營化政策以來，曾有數次失

敗的案例，如：中工、中石化、台機、台汽客運、唐榮鋼鐵廠、高雄硫酸錏等，造成民

營化等同於未來將裁員、減薪及關廠的刻板印象，使得公營事業員工產生極大的陰影及

抗拒。因此，國營事業內部經營改善部分，應該就其經營使命掌握未來關鍵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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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企業願景策略，方能永續經營發展。 

2.人力資源提升 

國營事業為有效提昇組織效能，應以靈活的人資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策略，做為國營事業組織管理制度面之首要變革，藉此強化HR部門的功能發揮及

授權度，並且透過激勵、創新、培育等管理方式，達到提昇員工績效貢獻、企業經營成

效等規劃之經營目標。 

 

  吳明機顧問 (行政院 ) 

討論提綱一：國營事業之政策任務與政策定位，是否需要與其策略性為何？ 

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 條規定，國營事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

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另同法第 4 條規定，國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

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但專供示範或經特別指定之事

業，不在此限。可知我國國營事業在「國營事業管理法」架構下，有其特殊之定位： 

(一)遵循法令及行政規範 

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我國國營事業創設以及營運的目的，應配合落實

主管部會的政策，事業營運須遵循相關法令及行政規範。 

(二)力求有盈無虧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4 條明訂國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

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收入。 

(三)便利人民生活，充裕民生供應 

以經濟部所轄之油、電、水、糖事業為例，該等國營事業提供了人民對生活穩定之

需要，與民眾生活福祉息息相關，對於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便利人民生活影響至為深

遠。 

討論提綱二：如何讓國營事業具有「公共性」，避免政治性干擾？ 

國營事業多年來扮演產業火車頭的角色，對於經濟發展與建設有極大貢獻。近年來，

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進展，加以科技不斷創新，帶給企業無限的商機，民間部門已相

當茁壯，但國營事業受限於法令，以及政府各層級與民意機關的監督，不能靈活調整因

應環境的快速變化，以致於在經營上面臨很大的困難和挑戰。建議行政部門宜強化下列

管理措施，俾能穩健因應： 

(一)減少不合時宜的法令束縛及不必要的行政監督，使國營事業擁有更大的經營自主空

間，充分運用公司資源之競爭優勢，以掌握市場商機，創造利潤。 

(二)兼顧財務性目標及國家交付的政策性任務，適時針對環境變動、資源配置、產業競

爭力變動、政策重點，即時修正評核方式及標準，以客觀衡量國營事業經營績效。 

(三)督促國營事業不斷從事生產製程改善，提高生產效能，以降低生產成本，建立一個

有效率的經營機制。 

(四)加強創新研發，將有助於傳統產業的國營事業，創造再發展契機，未來應持續督促

國營事業加強研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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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營事業除應持續提升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外，並宜以「市場」及「顧客」服務為

導向，改善服務品質，提高顧客滿意度，創造更大的經營空間與附加價值。 

討論提綱三：國營事業應該享有多大的自主決策空間？ 

人才為中興之本，幹部決定一切。國營事業之績效不彰，部分原因即在於政治性酬

庸之高位主管太多，外行領導內行，以致於在釐訂政策或推展公司業務方面，無法發揮

應有之功能。此外，在外力不當干擾下，所延攬人選常非基於事業經營人才之考慮，往

往更淪為政府高階退休人員之酬庸。再者，目前採齊頭式核發績效獎金方式，不僅影響

員工積極性，長期恐劣幣驅逐良幣，造成人才流失。為解決上述缺失，建議可讓國營事

業擁有更大自主決策空間，以激勵員工士氣，提高工作效率。謹分別說明如下： 

(一) 應賦予董監事相當職權 

一般國營事業宜採公司組織，由政府選任董監事及董事長、總經理，組織董監事

會，公司各級業務主管，由董事會任免之，用人唯才，始能有效領導，順利推展業務。

政府依法監督，對於表現不佳的董事長應予撤換，但不宜直接干涉事業業務。 

(二) 採行責任經營制，加強企業化管理 

為提供社會大眾更佳的服務，國營事業應精簡組織，以降低各種成本，並採行責任

經營制，加強企業化的管理體制，以各事業單位經營的成敗，做為決定單位主管去留的

準則，藉以加重其職權，明其責任。對於造成重大過失或營運不佳人員，應予撤換或做

適當裁處，以避免冗員充斥，徒增營運成本，影響整體績效。 

(三) 改革績效獎金，並予以制度化 

未來國營事業績效獎金發放設計，應提高對優質員工的肯定，拉大員工之間的差異，

並予以制度化，方能提升員工為公司努力的動機，不僅對員工更公平，對公司和國家也

都有利，並符合社會對改革的期待。 

討論提綱四：民營化是否為國營事業唯一解決方案？ 

國營事業民營化不僅涉及一家事業之所有權與經營權問題，更與整體國家、社會息

息相關，對攸關國計民生及公用事業性質的國營事業而言，更須周延考量民營化可能產

生的衝擊與風險，不宜將其視為解決國營事業問題的唯一方案。有關國營事業民營化主

要利弊得失，經分析包括： 

(一)有「利」部分 

1.國家面：民營化釋股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政府只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不直接經營事

業，可避免球員兼裁判之譏。 

2.社會面：釋股可讓社會大眾參與，共享公司經營之成果。民營化後業者如能充分自由

競爭，對消費者應屬有利。 

3.公司面：可解除種種法規限制、解除政策負擔、回歸市場機制，有助於提升事業經營

效率。 

(二)有「弊」部分 

1.國家面：政府缺乏執行政策直接有力之工具，需另覓穩定物價與照顧民生之工具。 

2.社會面：民營化後原有政策性任務如未能妥善解決，恐影響特定地區或族群權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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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如未能進一步自由化，仍由少數業者壟斷，恐影響消費者權益。 

3.公司面：員工擔心民營化後會裁員及減薪，影響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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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營管理面向 
壹、 召集人綜合論述(許士軍教授&林建山社長) 

針對國營事業其經營管理面向，共邀集 15 位專家學者進行三場系列座談，彙整三

場系列座談研討論點，提出三大面向研析，希望有助於未來國營事業後續發展的參考。 

一、 難局與困境 

1. 社會界面問題引申嚴厲的批判檢討 

 「油電雙漲」可能激起國內物價壓力的引申，肇致社會對國營事業的批判檢討聲

浪。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不彰」，引申必須管理變革再造，以及改進現代企業化經營，

甚至「經理人失能」議題。 

 人事費用偏高，造成「打肥貓」運動，甚至於成為社會「貧富差距」及「薪資待遇

落差」 、 「政治酬庸」之公平正義爭議問題。 

 但社會界面問題，並未引起對國家國營事業政策，以及政府過度干預、社會過度監

理的負作用之再檢視與再省思。 

2. 用凍漲拉高經營成本掩飾經營績效不彰？ 

 社會認為，中油台電用「政策性凍漲造成績效不彰」的說法，讓國營事業有混水摸

魚的機會。依國營兩家能源公司的經營績效指標看，其實是將營收減去成本後所呈

現的結果；用凍漲的理由，藉機拉高經營成本，以解釋經營績效不彰問題，而實際

上是主其政者，沒有努力經營，沒有做好管理工作，將責任通通推給了凍漲政策。 

 國營事業營運所發生的虧損，應先深入發掘問題點所在，縱是親兄弟也要明算帳，

不能藉機相互推諉。 

 應放手讓國營事業由有專業背景的真正專家來經營，如英國柴契爾夫人把國營事業

民營化，雖然也承認民營化並不絶對正確，但國營化則是確實沒有效率。 

3. 國營事業經營應該要有效率有競爭力 

社會期待於國營事業經營的是，希望更有效率，更有競爭力。所以，整體的變革

思維，應該要拉回到「讓國營事業可以真正企業化經營」，而且國營事業企業化經營，

在社會界面上，更要加強「服務的思維」。至於油電事業所具有的「公用事業屬性」，

更不全然可以民營企業相看待，而須視之為「特殊型企業」或「社會企業」，發展其事

業願景。 

4. 社會認為 SOE 經營績效有很大改善空間 

 社會看去年成立的國營事業經營改善小組，僅實施八個月即大幅超前達成全年開源

節流目標，顯示過去未對經營績效明確要求，確實存在極大改善空間。 

 中油、台電共有的成本特性：一是原料成本佔比極高，台電（加購電成本）佔年度

支出達七成，中油油氣成本佔年度支出更近九成，由是可知其虧損實繫於供貨預估、

採購策略、庫存管理之良窳，其成敗為兩公司績效的關鍵因素；二是投資金額龐大：

如台電核四廠投資及中油的油氣田開發與輕油廠更新計劃，均動輒千億投資，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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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專業人員及技術支出，亦相應增加，因此，過去投資之當否與未來投資之規劃，

至關重要；三是能源事業營運之生產力，相對於民營事業，較欠缺客觀指標。 

 去年經濟部經營改善小組對上述三個層面問題的改善對策，仍然值得探討再加強。 

5. 國營事業貢獻率降低：政策效用喪失？ 

 但現實上，雇用超過 12 萬人的公營企業近年來對臺灣經濟社會的貢獻率正節節下

滑，整體表現已然遠低於既往的預期。民國 100 年國營事業的經濟貢獻率僅佔國家

資本形成的 6.6%， GDP 的 3.0% , 政府稅收的 6.5％；與十年之前民國 90 年之資

本形成的 12.37%、 GDP 的 9.46%、政府稅收 11.37%相較，均大幅下滑。因此，亦

逐漸喪失國營事業可以公平分配福祉、提供國民基本服務的政策作用力。 

 反而是，社會民粹會批判認為，國營事業的經營管理失能與績效不彰，造成了政府

的財政負擔、社會大眾的共同承擔。油電價格調漲的喧囂反動，又夾雜了「物價漲

而薪資不漲」的社會鬱積情結，更加惡化了「反國營事業」的「悶」氣。 

6. 國營事業：是政府組織，抑是市場組織？ 

 社會看國營事業，認為國營事業的基本組織型態就是「政府職能的發揮」，而且油

電都是能源事業，在國際上都屬於「管制行業」 (regulated industry)，台電更是「公

用事業」(utilities)；而國營事業既然是政府職能的發揮，就必須採取「不計利潤祇

計成本」的決策方式，與一般民營事業之「祇追求市場利潤不論投入成本」方式，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這種「理盲」情境下，臺灣的油電價格乃「不得」因應市場變化而彈性用

「經濟價格」原則(the rationale of an economic price mechanism)進行調整變動，而必

須剛性用「政治價格」準則(the rule of a political dynamics)而調整或不得調整。 

7. 虛擬的最大公共利益限制 

 臺灣是個特殊的民主社會，是個對「公共利益」極端沒有共識的社會；立法院在理

論上應該就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機構，但是卻對所謂「公共利益」的意涵與解讀，

基本上存在高度相互矛盾，絕大多數政治人物祇對「選票極大化」最所關心，對「公

共利益極大化」則根本沒有興趣。 

 因此，立法院對於國營事業的基本職能與政策性任務、國營事業民營化，以至油電

價格的合理公共政策取向，更沒有共識可言，一切祇看民粹動向及對其個人選票的

增減可能性，而決定其主張。譬如，對中油公司的民營化，祇在乎能否繼續掌握權

柄，以及民不民營化，對其個人個體的好處如何？完全看不到任何真正公共利益的

偉大意義；因此立法院所訂定的條規法則，很難為臺灣社會帶來太多「政策發展」

以及「事業經營」的良好有利環境。 

8. 行政、民意與政治凌駕經濟經營問題 

從整體企業化運作言，公司係以股東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為最高決策單位。

在民營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當然是靈魂人物，各部門亦可自行訂定相關辦法，用制

度自主運作。但在國營事業則另有主管機關核定，民意機關監督，審計機關稽核，除

了企業營利之考量外，尚有行政、民意與政治之考量；而晚進的發展，往往是行政、

民意與政治的分量，更高過於企業營利賺錢的分量之上，造成多數國營事業之營運，



61 
 

保守有餘而開創、發展與掌握商機能力，相對不足。 

9. 有政府介入干預成分，就無法專業經營 

 萬一中油台電百分之百的民營化碰到阻撓，則「公有民營」也還是可以考慮的方式，

在「公有民營」體制下，公開招募有專業經營能力之團隊，以提昇營運績效，也是

可能的。 

 現實上，目前雖然已有多家國營事業移轉民營，但公司的董監事會，仍然由政府實

際掌控；任何類型的國營事業，要排除或減少「政府介入干預」並不容易。 

 政府究竟是否需要繼續掌握各種類型的國營事業，應該進行更確實的國策檢討，否

則「公有民營」與「假民營化」，祇是讓政府部門繼續擁有「酬庸人事的籌碼」，卻

根本無助於國家社會資源運用效率的提升。 

10. 應回復到「企業八政治二」的經營正軌 

 油電企業在臺灣的經營大環境與管理軸線有兩端，一端是民營企業，一端是政府機

關，比例大概是八二或七三比，「七分是政策(規範)三分企業營運」。然則，現在是

政治氛圍凌駕在企業經營之上，倘若可以使其定位拉回到「二分政策(規範)八分企

業經營」，則這兩家油電企業，基本上應該有百分之九十幾以上機率，可以表現非

常好。， 

 國營事業仍須回復到「企業八政治二」的經營正軌。例如：現行董事會上勞工董事

三席，應減為一席即可，非出資人卻可以決定公司的資產及使用，是不合市場經濟

理則的；就如同當年柴契爾夫人在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初，雖設定有「黃金股權

(Golden Share)」，也亦有落日條款，五年後政府就退出黃金股權。 

11. 第四：管控不鬆綁 國營事業企業化困難 

政府對國營事業管控不鬆綁，或不先予以民營化，則欲求國營事業能夠達到企業

化經營，難度非常高。原因是，沒有得以各自適用的單行條例或法制，擺脫現行預算

法、採購法、國營事業管理法的僵固束縛；而民營化的推動，則嚴重受制於「員工權

益的保障」，其必須透過的「團體協約」議價談判，礙難程度同樣極高；另外是，民營

化的推動過程，在釋股 50%之後，中間有一段會是政府持股或許 30%的「公有民營」

階段，仍然無法突破政府的嚴管與緊綁，國營事業民營化之路，仍然是漫長而且充滿

荊棘。 

12. 「公務員文化」肇致績效難彰 

 國營事業從設置目的，企業組織的經營運作，長久下來形成的企業文化模式，就是

必須承受國會、受民意代表監督，又受政府部會層層節制，儼然就是公務機關，「公

務員文化」就是儘量不出差錯，一出錯就馬上要面臨責難。如此的企業文化制度之

下，當然難以跟私營企業公開競爭。在此體制下，為了要追求有彈性、有效率、有

競爭力，就會想要以民營化方式運作脫困。 

 許多目前是已民營化的國營事業，所有權已然民營化了，但經營權卻根本還沒有民

營化，雖然已有很多地方不再受民意代表監督，但由於員工眾多，長期以來「公務

員文化」習性仍在，看似沒有明顯的受監督，但其實監督仍在，甚至於有些反而更

難處理，因為其真正負責人還是「公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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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該作到百分之百的民營化 

 民營化政策沒有問題，主要問題在於人。中油台電之無法民營化，是員工心態以及

工會反對之阻力所造成的問題。工會之反對，摻雜甚多外在因素，包括民意代表介

入、既得利益不願放棄等。因此，國營事業要民營化，就應該作到百分之百的民營

化。 

 中油每年固定營運成本相對較高，應可考慮徹底民營化，中油公司 100%民營化後，

才能能在相同基礎上，與台塑石油公平競爭，甚而良性競爭。或者實施「國有民營」，

才能適度縮減員工數量，同時合理降低平均薪資水準，以使固定經營成本下降。 

 電業自由化應早日推動實現，經濟部可以參考世界各國經驗，研議開放發電及售電

業務給民間經營，只有輸配電部分因具有自然獨占特性，仍然維持公營。台電可將

輸配電網與電廠分開，輸配電網留在國家，因為社會大眾擔心的是颱風來襲時，斷

電復電的效率，會因電廠與輸配電網的配合間隙而受影響，而電廠則可以百分之百

的民營化。 

14. 社會並不支持純化回歸為公部門機關組織 

對於將現行國營事業，再純化予以回歸為公部門的「行政機關化」或予以「行政

法人化」，民意及社會輿論並不予支持。尤其對於中油、台電所經營的事業型態與服務

產品內容，直接關乎民生經濟，更加期期以為不可。 

15. 「財團化疑慮」 破壞民營化可能性 

 過度「財團化疑慮」，使得國營事業的自由開放民營，變成不可能。許多國營事業

民營化過程，都在積極防制「不能有被財團所操控掏空的情事發生」，而無謂耗費

掉許多資源、時間與機會。 

 為何要將「財團化」如此污名化？事實上，國營事業的產業形態或產品服務，沒有

一個足量的財團來承擔，是無法營運的；終究不能將所有國營事業，都變成中小企

業來經營。 

 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對於國營事業而言是很重要的先天條件。經營範圍是有一定

的下限，不能小到如中小企業的規模，臺灣太多名嘴把財團化說成罪大惡極，官員

也怕，國營事業經營者更怕有被財團化的恐懼感，其結果勢將使得國營事業的自由

化或民營化變成不可能，甚至於將來是要走國際化，那更是不可能。 

16. 社會溝通的「不能」與「不敢」 

對於社會期望，要避免不適當的人去解釋不適當的問題，目前溝通不當後，行政

院沒事，經濟部也沒事，倒反是台電中油有事，由他們承受。所以政府溝通層級應設

計好，選擇合適的人做適當的溝通，而非大鍋炒，涉及公共事務由行政院統一發言，

涉及經營績效不要問中油台電，而是由經濟部代表發言，油電成本價格則由中油台電

自行出來說明。若依如此相信制度面問題就較容易解套，一位正當的經營者進入中油

台電，也才有可能經營。事實上中油台電是我見過很好的國營事業，因為他們的員工

並非無能，也非常專業，在目前的條件下，去批評他們的無能是沒有依據的。 

17. 透明化與社會溝通策略失能問題 

 針對當前議題，在與社會溝通上，應該要把法制和運作過程儘量透明化，而不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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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術枝節問題。英國的作法，是在制度上透明，包含財務的透明、組織結構的透

明、營運的透明、回饋的透明，讓老百姓清楚；而今天臺灣的問題，正在於溝通宣

傳不夠，如許多的真切現實數據，是社會大眾所普遍不知不理解的。 

 現今油電價格背後的理則真相，百姓幾乎都一知半解，根本沒有正確認知到台電中

油在財務上的嚴重虧損程度；從行政角度及溝通角度看，這些都是政治問題而非管

理問題。 

二、 焦點爭議之研討 

1. 政治化與經濟化經營的矛盾性 

 今天的國營事業，特別是中油及台電，在事業屬性上，都必須面對市場，有好多自

由開放市場的急速變遷挑戰，都不是營運自由度很小、市場效能效率之追求，都必

須受到政治與政府行政程序所高度框束的國營事業體制，所能機動彈性應對的。 

 尤其是，民意與政府監理機關都以經營管理效能、效率以及財務獲利狀況，來衡量

評鑑國營事業績效，但又在機制掌控上，強制要求國營事業提供的任何產品服務，

都必須「不計利潤祇計成本」，讓油價電價都不得自由反映市場，這中間的矛盾，

如何消解，當然是重大關鍵課題。 

 因此有些主張認為，要紓解當前國營事業經營發展困境問題，祇須要讓國營事業爭

取到「有市場化地位」，或有「更高的市場自由度」即可化解一切。 

2. 經營管理決策流程的不權變不彈性問題 

中油及台電都自認是 free enterprise，但社會或政府卻不認為是，都當它是政府政

策履行者，或是政府的一雙手腳；中油台電都是依法存在，依法營運，依法虧損及挨

駡。而真正問題的癥結是，基本法制體制的不合理不現實。現實上，有點值得探討：

費率的管理、決策流程的權變彈性，問題都很大。美國郵政總局的決策流程是，當有

新的決策或項目要推行時，等到國會通過，最快時程是 18 個月，正常時程要 36 個月，

所以民間的 UPS、FedEx 公司早己先跑了，等到國營事業的新服務項目要對外發佈時，

不管是產品價格或內容，都已無法在市場上與人競爭。所以決策之權變彈性與效能效

率的提升，都是值得正視的大課題。 

3. 定位與權責機制問題 

近幾年來多所研討的 accountability 有三方面問題：第一與 responsibility 不同，有

負責對象，譬如總統、院長是對誰負責？向國民大會負責或向立法院負責？校長是對

董事會負責，總經理是對董事長負責。而國營事業是要對誰負責呢？對主管部會負責？

可是立法院卻要他對每一位立法委員都負責，對媒體也要負責，這些都涉及法律或實

質上的問題。而國營事業管理法講的就應該是對誰負責的問題；第二是負什麼責？是

營利責任嗎？還是政策責任？似乎沒有範圍。現行國營管理法民國 35 年制訂沿用至今，

什麼是部長該管的，什麼是部長不該管的，有什麼是部長不能管、國會不能質詢的，

似乎應該有法律上的實質規範；第三是由誰來負責？由主管機關負責？董事會或董事

長負責？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所以從 accountability 來講的話，由誰負責？對誰負責？

負責什麼？都應該有法律上的實質規範。 

 



64 
 

4. 企業職能的經濟社會價值—國營事業在台灣存在的理則與正當性 

 

 

 

5. 臺灣國營事業直接面對之利益關係人 

 

 

6. 台灣國營事業面對之兩層次利益關係人—第二層利益關係人帶來超乎世界級的監控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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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問題：定位模糊與過度監理問題 

 但在臺灣考慮非常多，國營事業究竟祇是一個企業、特殊企業，還是政府政策工具？

必須弄清楚。而今天在經濟部經營改善小組會議，討論的儘是如何節省成本、精簡

組織、效率提高等，如果僅是這些問題，祇需找管理顧問公司處置即可。事實上，

問題的根源在於國營事業的定位，到底國營事業的使命和目的是什麼？在現行體制

下國營事業有多大的自主空間？才能談到種種解決問題，滿足社會期待的對策。 

 在今天的臺灣，部長不能管的，立法委員照樣什麼都可以管，乃至引申帶來國營事

業經營自主和自由問題。這些基本問題不解決，則光祇論談國營事業經營改善問題，

根本難以落實解決。 

 而我們的國營事業法，是民國 35 年南京制定的，而且對所有國營事業，不論其性

質有何不同，一項法規，全部一體適用，譬如，政府持股數低於 50%者，就是民營

化，其結果自然造成許多假的民營化。 

8. 英國監理國營事業的作法，值得參考 

 如何改進解決呢？當年英國推行國有化制度，特別設置一種 government corporation 

的公司組織，其地位、獨立性及責任，截然與民營公司不同，對 accountability 問題，

依不同事業各訂一定規範。 

 英國對於國營事業的監理作法，是：每一國營事業分別各有一個單獨立法，針對不

同性質的國營事業，配合其不同任務目標，而各有不同的單行作法和彈性。 

 而且英國的國營事業管理，惟有涉及到撥款之時，才要列席國會報告，平常事業營

運層次的經營管理，則予以完全自主；而且主管部的部長，對於所屬國營事業，究

竟什麼可以管?什麼不可以管?在英國都有一定的原則和範圍，譬如火車誤點一次，

與政策無關，部長是不能管的，祇有與政策有關之事務，部長才能夠管。部長不能

管的，國會就不能問，就算在國營氛圍高漲時，仍保障其營運自由。 

9. 公司董事會法定權責之被破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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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營事業「公司統理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的健全與獨立性，是決定企業成

敗、永續性與經營績效的關鍵，極其重要。整個公司的績效，也有具體歸責的當事

人。 

 主管部會把國營事業當行政機關看待，不尊重國營事業的「統理機制」獨立性，自

然破毀了國營事業的吸引力與競爭力，及其事業願景的落實能力。董事會有責無權

的問題，國營事業母子公司之間的統理問題，權利及責任歸屬問題，當母公司受到

行政掌控時，則子公司也很難自由的發揮。 

 現行很多國營事業董事，都是官派的，位階又不高，動輒肇致獨立董事與常務董事

的角色任務不清問題；免設常務董事，或與獨立董事合而為一，高度尊重公司董事

會之法定權責，應是解決當前困境的答案。 

10. 特有的勞工董事體制綁架了經營自主性 

 超強的工會力量，事實綁架了國營事業的經營自主性。綁架了經營自主性基本上是

很，目前多數國營事業在敘薪獎懲方面，若未事先進行工會溝通，是不可能的，足

見工會影響力之大。 

 而臺灣特有的「勞工董事體制」尤更嚴重綁架了國營事業經營自主性。現行國營事

業董事會中，有高達 4/15 的董事席次是屬於勞工董事，造成內部溝通及事業經營決

策上的諸多困難問題。 

 解決的方法，應該是在國營事業的董監事會中，工會代表的「勞工董事」人數比例，

可以作必要之調整，而相對加入民間人士或專業學者的「外部董事」或 「獨立董

事」席次。如此既仍可以讓工會代表反映員工意見，也能夠讓國營事業體之外的民

間人士，或專業學者，提供不一樣的思考角度，促進國營事業的精進變革。 

11. 企業法人運作之他律監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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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良善經營的三大障礙：採購、人事與會計 

 在國營事業的經營發展上必須要給予「鬆綁」，才有良善經營，卓越績效的可能，

中鋼民營化的成功，就在於人事、採購可以完全自主自理。現在的國營事業經營，

最關鍵的障礙，就卡在三個重要節點上，就是採購、人事與會計，會計包含預算體

制。 

 三大關鍵障礙使得國營事業經營文化，愈來愈趨僵直與保守。祇有三大關鍵障礙的

真正大鬆綁，則國營事業企業文化、組織、團隊的整體經營思想與策略作為，才有

再造重構的可能。 

 也唯有三大關鍵障礙的真正大鬆綁，國營事業的企業形象及社會溝通，才會有重新

思考，澈底變革的可能；當然，國營事業「領導者的專業與智慧」才有被開發運用

的可能，則企業負責人風格，帶領有特色的經營團隊，發揮卓越績效，也才有可能。 

13. 須要確切的營運績效政策目標 

良善國營事業須要確切的營運績效政策目標。忽而要「一切為政策任務」，忽而要

「照顧民生第一」，忽而要求「獲利至上，祇能贏不能虧」，使得國營事業的良善經營

變成「不可能」。既找不到良善高明的外來經營者，以引進新的經營文化，帶來新的事

業願景，也使得民營化變成不可能，因為沒有人會去競標承辦這種前提不清，願景不

明的國營事業公司。最後發展的結果，一定還是祇能公有民營，由國家挹注補貼，乃

得以存續。 

14. 條規僵固造成 SOE 無效率且無競爭力 

 依公司法第一條所謂公司，乃以營利為目的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然而，公

司化之後的國營事業，因係依政策需要而設立，負有特定的公共任務，卻又同時被

要求營利賺錢，確實無法如民營企業之純以創造經濟最大利益為目標而自由發揮，

以致於缺乏自主統理條件，亦無法如民營企業之有效率、有競爭力。 

 其次，國營事業除遵循公司法之外，尚須受政府組織相關規定約制，特別是政府採

購法、政風、會計審計、人事…等，尤其必須面對民意機關監督，動輒要求公開透

明、講求公平正義；為避免圖利特定對象，對相關業務的推展、組織管理、內控機

制、制度規劃設計，均須以防弊為首要前提，相對於民間企業，當然顯得僵化、保

守、缺乏彈性、無效率且無競爭力。 

15. 政府採購法困死國營事業企業化經營 

國營事業組織定位，依循前瞻性企業化經營思維還是較好的，若再回復為過去的

行政機關、組織較不妥。台電與中油應儘量朝企業化營運思維發展，經營管理有更大

彈性很重要。過去曾有國營事業經營成功且受大家公認者，除新加坡外，中鋼是成功

之例，中鋼整體安排都是對的，最重要是排除了兩大難處：一是人事，一個是採購。

但現在台電跟中油，根本被困死在政府採購法，譬如，台電現大約有 160 幾支陸上風

力發電機，有 5 個廠牌，則其技術應如何移轉、如何生根、將來如何維護、維護成本

又如何？一百多支有五個廠牌，勢必經濟規模都不足，維護成本就會被綁架，若在民

營企業應不會如此，這就是採購的問題。正因為受限於政府採購法，可能每次必需公

開招標，但這並非沒有空間，是在做政策規劃時必需要有膽識，祇限制一二個廠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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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然則祇要一或二個廠牌稍有閃失，可能責難就排山倒海而來。 

16. 欠缺「良善管理人」引進新經營文化 

 目前社會對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的批判甚囂塵上；議者往往以民營化、引進外來

經營者為處方。國營事業的經營不善，「人事」問題（包含不適任、不負責與玩法

亂紀）才是關鍵。 

 民營與公營之真正的區別，其實在於如何任命比競爭者優秀之專業經理人。任何事

業，不論是公營或民營，都必須仰賴專業經理人，才會成功。即使是民營事業，在

世襲底下，一樣的難逃「好不過三代」的侷限。因此，真正的問題在知人善任。 

 如同許多喪失活力的老舊公司，改革需要新方向；有能力負責任的新經營者，可以

帶來新的文化與刺激。但若找不到正直誠信的「良善管理人」，則企業道德風險勢

必日益提高。 

17. 國營事業工會角色的助力與阻力 

 國營事業工會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值得探討的。與談人有提到工會力量，在全

球民營化運動中，英國柴契爾夫人所提兩個國營事業必須民營化的理由，第一大理

由是消除財政負擔，第二大理由是免於國家國營事業政策與整體勞動市場都被工會

綁架，尤其社會工資機制被工會綁架了的國家物價僵直化效應之害。 

 但是今天，在臺灣推動民營化的過程，卻反而創造了舉世鮮有的「勞工董事」體制，

把勞工董事制度化，做出與英國民營化運動剛好完全相反的政策作為，使原本被工

會綁架並不嚴重的臺灣體制，現在竟然真的完全被綁架了。 

 將來除非臺灣也有一個柴契爾夫人，否則勢必難以改變現行制度上，諸多法制律令

的限制、行政措施的干預、工會的干預，國營事業營運彈性，就更加弱小了。 

18. 油電價格制訂無法自由反應市場 

 今天社會對國營事業的詈罵批判，應該是超乎油電價格制層次以上的問題。 

 社會民粹認為，國營事業作為「政府之職能發揮」，其營運決策，就是必須採取「祇

能計較直接成本，不得計較利潤」方式；這與民營事業之「以追求市場利潤至上，

必須充分反映直接間接投入成本」方式，是不同的。 

 這中間所存在的政策性矛盾，必須解開，並取得社會大多數之諒解，否則想讓油電

價格自由反應市場，是不可能的。 

19. 過度油電價格管制的嚴重負向效應 

 社會輿論經常批判國內油價電價如何如何不合理，但現有兩家「雙頭寡占」的石油

公司同樣陷入虧損狀態，表示經濟部用以管制油電價格的浮動公式，是管過頭了。 

 政府固應致力於讓臺灣油電價格比其他國家便宜，但也必須容許經營業者的獲利空

間，否則勢必造成事業經營之難以永續。最近二十多年受到社會民粹政治影響，政

府長期壓低油電價格，特別是每遇大選動輒「凍漲」，致使油電國營事業已然持續

巨幅虧損，其中尤以台電問題最為嚴重，如不早日解決，最終仍須由全民共同承擔

後果。 

20. 市場價值之關鍵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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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油電價格決策及其補貼之政策抉擇 

 油電都是獨占事業，皆有高度的外部性(externality)，政府對其經營管理所涉及之公

共利益，一定會影響民生，自有必要規制之權力與責任。政府介入干預規制之準據，

應該是一體一致的，不應該一下是基於公共利益，一下又是基於企業經營自主性。 

 目前油電皆以獨占事業之成本外加一定利潤為定價方式，而未檢討其成本之合理性，

易致無效率經營；此須透過比較，取得參考數據，透過獎勵增進效率的誘因，才能

產生好的成效。如將電網及電廠分割開，由電廠以競價的方法排序供電給電網，應

可一定程度透過市場機制予以解決。 

 現行油電價格公式，若有問題就須立作修正，而非看經濟部要不要核定的問題；若

認為油電價格過高，則政府應該編列預算予以補貼，而非由國營事業自行吸收，因

為此係公共利益的政策考慮，固有其社會責任，不能排除或閃避。如現在台電生產

成本已然漲了 3 倍，電價卻跟 20 年前一樣，完全沒有反應出其實際成本，這種電

價的不合理在政治經濟上，都是不對的。 

22. 油電價格決策及其補貼之政策抉擇 

 尤其對於能源事業，政府有兩個立場必須把握，一是政策性補貼，一是價格指導能

力。油電價格要反映成本，就必須予以反映，價格可以決定市場效率，國家競爭力

不可能靠油電價格補貼來提升，這種補貼政策，自然應該予以取消；至於牽扯到弱

勢族群者，則政府公共政策可針對其有漲價部份，採編列預算方式補貼。 

 政策性補貼的問題，應該研究改由國家相關機關「直接對用油或用電單位」為「現

金補貼」之方式，以替代由中油或台電「採優惠油價或電價」方式補貼。至其財源，

則可透過徵收油電相關稅費的方式籌措。如此之安排，雖有手續較為繁複的缺點，

但可消除中油或台電為配合政策而提供優惠油價或電價，肇致無論如何之努力，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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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使其事業轉虧為盈的普遍悲觀情緒；更為了避免在國際貿易上，因此被外國

課徵衡平稅之虞，可在技術上另謀改進之策。 

23. 澈底民營化的必要 

 民營化與自由化是一定程度的解決方式。中油說要往民營化的方向走；台電說可以

在「國營事業管理法」之下修法，闢出一片淨土來好好營運。台電的想法在現下的

臺灣是很難辦到，民營化是比較好的結論，這其中包括自由化。 

 國營事業採逐步漸進的不躁進民營化路徑，難度高，又不容易做好。最終恐怕還是，

「澈底的民營化」，或者「澈底的純化為行政機關」，才是當前國營事業困局的最佳

解。 

24. 國營事業修法自由化之路不好走 

 台電的問題比較麻煩，因為中油在經濟學上沒有必須要國營獨占或國營事業的理論

基礎，中油跟金酒一樣，祇是冷戰時代的產物；台電則是公營加獨占加公用事業，

這三元聯立方程式當然比較難解，所以台電要比中油多三倍的務實。 

 修法之路可能不通。因為依國營事業法，官股過半，人事、財務、審計、採購都卡

得死死；民營化就是要讓官股不過半，一切才有希望。所以要透過修國營事業法，

以維持國營，不大可行。今天一條可能性之路就是，公司規劃得很好，不論業務整

頓、資產配置、董監事改組、分離的會計以及釋股，最終能達到官股不過半，才算

得是比較務實。 

 台電中油兩家公司的狀態是不同的，中油的石油管理法，是假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

所以在這假設之下，也未對價格作任何管制，而台電的問題是在電業法，沒有像石

油管理法這樣的情形。但中油雖然是假設市場充分競爭，同一面向卻也是國營事業，

所以油品的價格還是要被管制。 

25. 漸進釋股民營化的負效應 

採取漸進釋股民營化方式，容易產生不良的負效應。透過簡易的漸進釋股策略，

進行國營事業民營化，倘若沒有足夠能力，得就釋股所得之理應保留在資本門的資金，

予以有效運用，卻反而將之花光，則必將慢慢養成這類國營事業之利用釋股或賣地所

得，作為平衡預算赤字的惡劣習慣，以至不求長進，坐吃山空。 

26. 半民營化：各廠場事業部各成立一家獨立公司 

 在組織改造部分，廠網分離、分離會計等，都很重要，祇是「大鍋飯心態」很難改。

企業文化有一定人的因素與制度的因素，參考金融業之例，金控法之下，為了監理

目的，銀行、保險、證券各是一家獨立公司，總管理處也是一家控股公司型態，純

粹投資，不作經營，就像美國花旗公司。好處是不同的獨立公司，就不會發生大鍋

飯效應，但這在臺灣是不准的。目前台電、中油有總管理處，許多廠、事業部，若

能不論資產配置與整體運作，祇要符合 dynamic 考量，予以切割，但如果能讓其用

股份有限公司另起爐灶，一家公司有另外一個董事會，另外一本帳，切清楚，有一

定程度的公開透明；至少有一個虛擬的 holding 的概念，將來民營化或民營化以後，

對永續經營會比較有幫助。但今天能被切割到何種程度，可能隨主管機關的主事者

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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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中油都所提到的自由化民營化，乃至進一步談到上下階層採行母子公司的民營

化方式，即母公司受管理規範，子公司可以市場化自由運作，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方向。 

27. 半民營化：業務的切割與任務職能的切割 

 以台電及中油的營運為例，其共同特徵為：市場需求與銷售不是問題，但皆有數量

龐大的「採購」與規模龐大的「營建」，以及必須「穩定產出」大量財貨或電力，

以供應國內各產業部門及民生之需。 

 變革營運的重點，應先劃分採購、營建及產製之職能。對台電及中油而言，祇要有

了精明的採購及營建，則其事業已經成功一半；因此，必要將採購及營建予以獨立

出來，成為一個或數個事業部，使其成為專業團隊，自主採購，專業營建，提高特

色專長效益。 

 至於「產製」，按適當專長特色規模，將生產部門分割為不同的利潤中心，使之產

生準獨立事業之間的良性競爭機制。 

 譬如，台電可將電網及電廠予以分割，分立經營，促進發電市場及售電市場之競爭。

電網事業負責輸配電；電廠負責發電。電網事業按電廠報價由低價先買，依序買向

高價。沒賣出者，按約定之備載價格補償。倘若因此而有備載不足問題，則有限度

地開放電網事業自營。 

三、 前瞻性對策之提議 

1. 當前績效不彰問題的三個解決途徑 

民營化是一條路，但是不能為民營化而民營化。要解決當前國營事業問題的三個

途徑：第一是改進經營管理，第二是用人政策，要找到好的領導者，第三是體制改革。

首要還是體制改革，體制改革才可能引進人才，人才野才可以有所發揮，這是今天研

討國營事業變革的一個主軸；經營管理的改進，就要依循正規企業經營管理改善的作

法，從組織調整、人事應用、資金調度、產品開發去進行，以擺脫國營事業的僵直作

法。 

2. 首先應明確定義個別 SOE 的屬性定位，包含設置的政策目標屬性，施予不同運作管

理，且針對各個不同的 SOE ，不能採取泛用且一字平肩的通則方式，作一體一致性

的處遇。 

 作為經濟政策工具的，應講求其效率競爭力 

 作為財政政策工具的，應講求其稅收效益及再分配效果 

 作為社會福利工具的，應講求其合理化普及 

3. 政府對產業經濟及企業廠商規制的調適 

 80 年代之後，國際間各國政府，對產業經濟及企業廠商的規制策略，已經從經濟規

制(economic regulation)轉換為以社會規制(social regulation) 為主，也就是不再強調

量、價、質、時的介入干預，而是祇重視「社會界面」(interface)監理，即確保安全、

衛生、健康、流通自由與公平交易。 

 以致鮮見有類似建立油電價格公式的限價管制方式。此者實應即為檢討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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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對經濟社會之管理：強調社會界面之安衛公平 

 

 

5. 政府管控 SOE 政策之變革：「二選一」之絕對必要 

 在產業經濟構面上對 SOE 的管控的二選一 

 「供給面管控」與「需求面管控」 

 在廠商經濟構面上對於 SOE 的管控的二選一 

 「統理權」與「治理權」 

6. 迎合當前民粹政治的產業經濟管理機制 

從「供給面管控」的規制體制轉變為「需求面管控」的規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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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對 SOE 產業經濟構面之規制 ：供給面干預 vs 需求面干預 

 

 

8. 臺灣 SOE 產業經濟構面規制改革之方向--企業統理機制與企業價值之再造 (突出社

會與政府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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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營事業產品服務之價格政策抉擇 

 

 

10. 政府對 SOE 廠商經濟構面的規制變革 

政府對未來民營化或半民營化 SOE 廠商經濟之管控，一是強化統理自主性，包

含主理人權、所有權代表人權、統理權；二是開放治理專業化，包含代理人權、執行

權、經理權 

 強化統理自主性 

 董事會的獨立自主主決策權 

 回復公司法賦予之職權責任 

 官派董事「黃金票」機制的終止 

 勞工董事制度的退場 

 「外部專家董事」的引進 

 開放治理專業化 

 建立各別事業營運管理的「專法」 

 營運體制的彈性、自由度與市場化 

 執行效能效率的講求 

 採購法、人事法制、預算審計條規、業務條規的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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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除漸進民營化之統理權與經理權糾葛 

 

 

12. 經營管理者之權力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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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家學者論述(依會議舉辦日期與發言序) 

 

  雷倩博士 (傳播學者、前立委 ) 

公營企業民營化：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特殊交會點 

前言：過去在中視上市案、二次金改案、金酒購併案三次直接參與公營事業經驗，從資

本市場、政府監理、與業務執行三個角度衡量後；主張在尊重公營事業特性的基

礎上，力行「三反三要」。 

一、 公營事業特性 

公營事業依政策性強弱、與市場競爭力（獲利力）高低，可粗分為四大類： 

(一) 政策性強、競爭力高：如中華電信 

(二) 政策性弱、競爭力高：如台菸、台銀、土銀、（北市銀） 

(三) 政策性強、競爭力低：如中油、台電、台鐵、台郵、台船、漢翔 

(四) 政策性弱、競爭力低：如榮工、台鹽、台糖、（台鹼） 

二、 由於各該事業原多具有特許性、獨佔/寡佔或壟斷性、高政策（補貼）性等特質。 

在成立時，往往肩負著提供基礎服務（如水電等公用事業及台鐵等交通事業）或發

展關鍵產業等政策任務；經過多年的發展以及台灣經濟的轉變，有些公司逐漸式微，營

利及重要性下降，但仍有相當可觀的資產（如台糖）。若僅依營利評估價值，極有可能

賤價出售、違反「公共利益極大化」原則。制度面：三反 

(一) 反對以「民營化」為政策目標（e.g.，中華電信釋股案） 

 政策目標應在於：增進人民福祉、提高營運績效、提升資產利用等  

 民營化可以是改革的手段選項，但不應為民營化而民營化，更不應為民營化而

量身打造遊戲規則 

(二) 反對權責混亂的「公有民營」 

 公有民營易有「尋租行為」、「移轉價格」等道德風險 

 公有民營易成為監理的「三不管」地帶：立法院、部會、市場均無法有效監督 

(三) 反對圖利特定人的「部分釋股」（e.g.，二次金改） 

 政策與市場兩股力量衝撞，可能賤價移轉公共財，造成「圖利特定人」的結果 

 資訊的不對等，造成唯有圈內大股東/財團才能參與的「金權遊戲」 

三、 執行面：三要 

(一) 營運上要符合市場機制、強化績效管理（e.g., 中視釋股案） 

 競爭力低者進行組織重整 

 競爭力高者提高政策任務 

(二) 治理上要堅守權責相符、要求完整責信（accountability） 

 維持直接監理，由事業主管部門負責，並向民意部門負責。（e.g., 金酒遠航案） 

 對經營成果及時揭露、完整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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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標上要本諸「公共利益極大化」（maximizing public interests）、盡責良善管理之

責 

 除營利目標及財政貢獻外，應訂定如創造連動產業產值、增加相關就業機會、

增進地方福祉等 KPI 

 政府慎重指派經營者，排除酬庸心態 

 為長久計，資產套現不一定直接買賣，可使用資本市場工具，如國外常使用的

機場、收費道路權利金折現即為一例 

四、 結語 

公營事業為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交會地帶。善用之，如金酒公司之於金門，能幫

助當地的各級產業發展、提供就業機會、貢獻 GDP 及資本形成，增進地方稅收，提高

人民福祉。 

但現實上，雇用超過 12 萬人的公營企業近年來對台灣的貢獻節節下滑，整體表現低

於預期。民國 100 年公營事業的貢獻僅佔資本形成的 6.6％， GDP 的 3.0％ , 政府稅收

的 6.5％；與民國 90 年的 12.37％、9.46％、11.37％相較，均大幅下滑。因此亦逐漸喪失

公營事業公平分配福祉、提供基本服務的政策作用。 

目前台灣對台電、中油等公營事業的批判甚囂塵上；議者往往以民營化、引進外來

經營者為處方。但經營不善不應僅歸責於公營體制，「人事」問題（包含不適任、不負

責與玩法亂紀）才是關鍵。如同許多老舊喪失活力的公司，改革需要新方向；有能力負

責任的新經營者，可以帶來新的文化與刺激。但若一味鬆綁解套，不派任具正直誠信的

「良善管理人」，則道德風險日益提高，良法美意終將成為鏡花水月。 

 

  劉紹樑教授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 

今天我想以學者的個人身分，並從比較大的格局來探討這個議題，尤其是以 50 年以

後的眼光看許教授剛才描述當初國營事業發展的軌跡。我不太相信這只是人的因素。最

近我在看大陸的長篇歷史小說叫『大秦帝國』，從商鞅變法寫到秦始皇，一個法制史教

授寫的，只有四個字的結論：「時也、勢也」。當初國營事業有這麼好的表現，我覺得是

那時候的制度跟那時的人使然，現在這些全部變了，從讀歷史的角度來看，那時候對，

不表示今天也要這樣做，「時也、勢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接著幾點跟各位報告： 

第一點是各位談到很多問題，這些其實都與「公司法」這個制度的來源有關。公司

源起五百年來，最早就是皇親國戚為搞特權，或負擔特殊任務而開公司，最有名的就是

『東印度公司』，所以公司早期也是具備所謂「衙門」的性質，而後轉為民營，上市上

櫃，都是幾百年之後的事情。所以，這個體制一開始就公私混淆，所以各位身在此中覺

得很痛苦，這過去五六百年都是這樣子，所以要先有這樣的體會。 

再來，我覺得中油的同仁似乎比台電的同仁看問題要看得更清楚，如果我了解的沒

錯的話，中油的簡報最後是說要往民營化的角度走；台電的簡報最後是說，是否可以在

「國營事業管理法」之下，怎樣修法，闢出一片淨土來好好營運。我覺得台電幾位先進

的想法在現下的台灣是很難辦到，民營化是比較好的結論，這其中包括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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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雷董事長講的，民營化要做，「How」很重要，不只是公司化而已。我有參與

電信市場自由化時，電信三法的研訂與通過，事後再看，發現後來中華電信進行公司化

之時，把很多不應該歸屬它的基礎建設資產通通併入，包括所謂 last mile，所以後來出

問題的都是這方面。所以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不是畫大餅，而是「How」，要怎麼樣做，

怎麼有所不為，很重要。 

民營化與自由化是一定程度的解決方式。我體認台電的問題比較麻煩，因為中油在

經濟學上沒有說一定要國營獨占或公營事業的理論基礎，從某個角度來講，中油跟金酒

一樣，可能只是當初在冷戰時代的一個產物，有這種背景的因素。台電則是公營加獨占

加公用事業，這三元聯立方程式當然比較難解，所以我想台電的同仁比較辛苦，要比中

油同仁多三倍的務實。 

談到民營化，我想提兩個人。第一位是我在經建會服務時，大概在 1995 年 9 月，在

翡翠灣辦一個與亞太營運中心有關的策勵營，請了很多國營事業代表，也請了麥肯錫，

一些專家講了很多透過經營管理來改善國營事業的績效，引起一位國營事業的先進發言

道：「我們就是因為揹了國營事業的包袱，所以怎麼樣都不能做，講這麼多幹嘛。」這

位先進就是潘文炎先生，當時是中油總經理。他的意思是說，國營化有很多種，例如新

加坡的 Temasek、GIC，法國的銀行國營事業在社會黨執政民營化或非民營化，營運不受

影響，自主性一樣很高。同理，所謂民營化也可以有很多種，台灣的這種模式是所謂的

半民營化，台灣的半民營化成果，中鋼、中華電信都是半瓶空的例子，但反過來講是半

瓶滿也可以，所以我覺得半民營化在台灣現在的時勢與政治環境下，還可以接受到一定

程度。要講政策，要考慮可行性，而非僅學理。 

第二位是一位金融業已退休的先進，符寶玲女士，她做過中信局理事主席，也是國

大代表，她在 90 年代修憲的時候，修了一條，憲法增修條款第十條第四項：「國家對公

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之原則，其管理、預算、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

之規定。」各位看今天的公營金融機構有依憲法這個增修條款去訂什麼特殊管理條例嗎?

沒有，我們憲法都已為此修訂過了，接著就束之高閣。即便到這個上綱程度都沒有真正

去做，是因為現實政治上不能接受，修憲也徒然，所以大家可能要務實。幾十年來國營

事業管理條例就是經濟部在管，沒有壓力經濟部自己也不想修。 

再來，我覺得執政黨決定把核四議題付諸公投或許是不負責任與不智作法。各位要

了解：擁核的人投票率會低，反核的人投票率會高，所以就算公投不過，但有一大堆人

反核也更會讓核電廠做不下去，所以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決策。因此今天討論的問題，其

急迫性可能因此被急遽突顯，而發生的時間點可能就在公投前後，事情可能會往某個極

端移動。感覺到問題的改革壓力很好，但如果說沒有改革的方案就不妥，事情發生時點

可能很快，屆時一定有很多折衷妥協，所以要先有方案來未雨綢繆。 

剛剛台電簡報提到的修法，我覺得都不太可能。舉中華電信為例，當初電信總局是

管理兼營運，這是在 1996 年 1 月 23 號通過新電信法之前，還不像中油、台電是股份有

限公司，他們也是完全反對民營化，後來中華電信的員工也接受容許外資比例，他們原

來是不容許有外資。無論如何中華電信走出了一條路，就是台灣的半民營化，因為這樣

做在政治上可以接受，它還在政府的控制中，如果有民主的搭配制衡，它可以營運到一

定的格局。因為依國營事業法，官股過半，人事、財務、審計、採購都卡得死死，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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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潘董事長當初在策勵營的意思，民營化就是要殺出一條血路，讓官股不過半，一

切才有希望。所以各位提到要修國營事業法，以維持國營，我都覺得不大可行。今天有

一條可能性就是公司規劃得很好，不管是業務的整頓、資產的配置、董監事改組、分離

的會計以及釋股，來達到官股不過半，這是比較務實一點。十幾年前符寶玲女士修憲的

例子已經說明修法這條路可能不通。 

經濟部民營化較好的例子是更早之前，中鋼的六次釋股，過程中算是風雨比較少的。

以政府的經營權角度來說，它還是控制董事會，這在國外不會認為它已經民營化，而還

是國營事業，在台灣則已可跳脫符合國營事業管理法的羈絆。另外還有資本市場的制衡，

在福利經濟學上有個說法，獨占在某個角度上來講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認為獨占者剝削

消費者，可以逼獨占事業上市，取之於社會就歸之於社會，大家都變成股東，這是可以

解決的。因此立法院只能支持，且無法去審事業體的預算，也不能干預資本市場，這就

是為什麼台灣要做民營化的理由。沒有民營化會做得更辛苦，就像兩家公司現在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要往這方向去思考。 

民營化絕對不是為了民營化而民營化，民營化通常是要跟怎麼樣的程度的自由化搭

配，我覺得中油所面臨的問題相對簡單，台塑已經加進來了，加油站那端也都已經自由

化。但台電比較難，如果可以的話，發電這端可以容許自由化，更難的是輸電跟配電，

這牽涉到更廣泛的知識，但這些 homework 早就都做過了。我把電業法的修正草案再拿

出來看，這是民國 90 年經濟部所提出來，而且經建會還修正過，認為有些條文牽涉到

樞紐設施的規範，需要強化，簡單來說就是提到輸電配電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類的

homework 早就有了，可以趕快拿出來再做準備，我也很納悶為什麼電業法談了這麼多年，

後來就停了，經建會的分析是說美國加州電業自由化，但後來造成缺電的結果，也傳出

電費修正問題，這讓台灣嚇到，且 2000 年也是政黨輪替的時候，電業法當初修法的工

作被擱置，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至少對於電業法修正的自由化有一定的 homework

和 study。如果台電說歡迎競爭，但也要給一條生路才公平的話，大家把不好做的舊制，

換成講清楚運作的遊戲規則，如果像核四公投那樣吵，只會越來越情緒化，一場混仗。 

在組織改造部分，廠網分離、分離會計等，這些都很重要，只是一個大鍋飯心態很

難改。雷委員提到的企業文化很重要，企業文化有一定人的因素與制度的因素，中間互

相關係為何，我現在也無答案。但是我想舉些例子，我有草擬一個法案叫金控法，為了

監理的目的，銀行、保險、證券各是一家公司，管理處也是一家控股公司來純粹投資，

不能經營。美國花旗自己是控股公司，這在台灣是不准。好處是不同公司的話，就不會

有大鍋飯的情形。我想台電、中油有總管理處、許多廠、事業部，目前能切割到何種程

度，可能隨主管而變，但如果能另起爐灶，用股份有限公司畫一個框框，另外一間公司

有另外一個董事會，另外一本帳，切很清楚。切的時候不論資產配置與整體運作，是否

符合 dynamic 考量，是否能從小我、大我角度都能說的通，而且有一定程度公開透明；

或者至少有一個虛擬的 holding 的概念，這大概是將來民營化或民營化以後，對繼續經

營會比較有幫助。 

 這些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與淺見，如果真的要有所作為，可能要往這個角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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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桓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系 ) 

針對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我呼應雷董事長的說法，首先想提的是對國營事業民營化

的觀察，第二部份是說明陷入困境的現況，第三是未來變革的方向。 

目前國營事業民營化或是資產委託民間管理，最糟糕的是當作政府採購來作業，價

高者得標，或者像 BOT 或 OT 也一樣，只要規劃書寫好就可以贏得評審信賴，因此才會

發生類似雙子星的案件，在這狀況之下，接著就可以把政府的資產用非常低的槓桿去獲

得很高的財務利益。所以我一直認為不管未來要政府資產委託或是民營化，都應視為是

政府與民間雙方合作的共同投資，我們都應該把它當作一個投資行為來檢視。換句話說，

不該依政府採購方式執行，例如最近在協調 BOT 案件時，常遇到政府機關將民間機構

未來三十年應辦事項視為工程採購，而不論原合作的背景環境及履約期待達到的目的，

縱使情勢變更，仍執意要求民間機構仍應履約的義務。合作協力、目標管理及利害共承

才是 BOT 的真正精神，但在台灣，當 BOT 變成長期採購或工程合約時，BOT 就成為像

是賭博的射倖行為，政府及民間簽約時如同彼此下注預測未來三十年的環境來賭獲利或

虧損。未來政府無論是想用什麼手段與民間合資，或者資產要委託，都應該當作一個投

資行為來看待。一個好的投資行為就會慎選好的投資人，一定要先進行 DD (投資風險評

估)，而後再分析現有業務之市場占有情形，也要尋找可能潛在的投資人，並且要對相

關資產將來營運以後，進來的投資方式作評估，要了解誰會進來參與？經營管理者為誰？

決不可能純粹以價格來決定事業未來的命運。所以我們應該首先把這視為合資或投資行

為，才不會像現在這樣高度為人詬病，產業也不會利用這樣的機會當作 rent seeking 的狀

態。 

再來，若政府非做這事不可，從中華電信的過程中可見是為了民營化而民營化。一

般來說，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至少都應該做資產評估，然而中華電信當時完全沒有做

資產評估，換句話說，當時所作的評估其實是以猜測而得，當時詢問到電信總局擁有的

固定資產有多少，答案是不知道。我認為如果要作投資，首先應清楚手邊擁有的資產或

現金流有多少，第二步要確認民營化的資產與業務為何。舉例來說，中華電信民營化時

直接整包出去，包含電信網路最核心的電路的也一併民營化了，在法國作法將這部分維

持是公共財，但我們卻絲毫未考慮市場現況，導致現在中華電信身為一個民營公司，將

近 30%的外國人持有，卻實質控制了我們整個電信市場。像這樣未作仔細調查與分析，

為了民營化而民營化，且採取很簡單的方式進行民營化，只為了達到跨越 50%的門檻，

是很荒謬的作法，等於是直接拋棄了自己的資產。所以我們應該記取前車之鑑，將來無

論中油或台電要進行民營化時，都應該事先進行審慎的評估，才不會重蹈中華電信的覆

轍。 

再來看看現有的狀況，誠如劉董事長說的，台電中油兩家公司的狀態是不同的，中

油的石油管理法，是假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所以在這假設之下，也未對價格作任何管

制，而台電的問題是在電業法，沒有像石油管理法這樣的情形。但中油雖然是假設市場

充分競爭，同一面向卻也是國營事業，所以油品的價格還是要被管制。最近吳秀明就在

報上表示，待新浮動油價機制出爐後，將針對中油、台塑案重啟調查，了解是否涉及獨

占不當定價行為。 

中油過去的定價結構，都是根據國營事業管理法 48 條呈報給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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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會再呈報給部長或行政院長核定，再由中油宣布，所以原來油品的控制是屬於他內

部價格的訂定。那為什麼會管到價格的訂定? 第一個因素是政府有持有股份超過 50%，

也就是國營事業，因為是國營事業就要管理業務，因為管理業務就要確定市場的價格，

那為何公平會現在可能要發動重啟調查? 主要是因為原來是中油內部的成本訂價，但若

一旦宣布成本訂價，台塑可能會跟進，當作一個 arbitrage，然後透過一些操作來作價格

上的配合，而這整個研議過程都有邀請台塑參與，這就可能出現一個問題：假如今天原

屬於中油內部的價格訂定，現在反過來變成是經濟部長應立法院要求對國內浮動油價訂

定一個機制，而訂定油價機制的過程又邀請中油與台塑參與，這就成了聯合行為。而若

現在不需要由中油提報，而是經濟部直接規定將來油品訂價的機制，而台塑會配合中油

的訂價機制，換句話說就是以中油的成本結構作為聯合訂價的一個參考因素，也就變成

政府用行政指導參與業者的聯合行為。所以這次絕對不能由經濟部長宣布油品的訂價，

而要依循往例由中油呈報油品訂價，再由行政機關核定，至於台塑如何反應就是台塑的

事情。公平交易法 46 條說的是依法律訂定，而石油管理法並沒有授權經濟部訂定，這

點很重要。 

所以國內現在就只是因為政府持股 50%，在立法院的壓力之下政府就開始參與聯合

行為，現在整個外部情勢之嚴峻比過去更加嚴重，嚴重到政府帶頭違法。因此，我提出

兩個建議：第一是假如要進行民營化，就一定要當作一個投資行為，作仔細的資產評估，

不可重蹈覆轍；第二是若不民營化，政府打算維持原有控制性的持股，可採取以下方式： 

一、股份：從國發基金的經驗，過去將近六、七十億的資產用信託的方式委託給兆豐銀

行，這樣名義上，監察院就承認名義上這不再是政府資產。這麼做的好處很多，譬

如派任的董事就無須去申報財產，兆豐去做相關創投時，就無須當作政府投資事業

管理，也就沒有所謂的附屬單位預算需要申報。所以將來如果沒有要釋股的話，信

託是一個方式。70 年代法國進行民營化的時候，雷諾汽車就是先採取這個方式，以

信託的方式，然後找專業的經理人。當然，無論用甚麼方式，最重要的前提是政府

絕不能用投標的方式，價高者得標，而要採取以投資的態度來面對。 

二、業務：政府以信託人的立場，就可以訂一個目標管理，要求受託人在管理資產時須

達到的績效與目標，然後據此給予管理費，讓業務就可以自主管理。 

三、市場：在這種情況之下，市場當然可以維持所謂的公益性。譬如中油的油品安全儲

量還是可以要求，就像電信事業普及化服務那樣，所以不管是公用事業或者是一個

瓶頸式設施，一樣可以透過市場管理的法治達到目的。若擔心是獨占市場，就用公

平法來管制。 

所以，如果可以按照這樣的方式，台灣不是沒有希望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有這

樣的共識，若有共識就可以這樣的方式來推動。以上，就是個人經驗的報告。 

 

鄭家鐘董事長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  

一、前言：中油、台電的歷史共業 

（一）週邊有事下的能源事業 

以往年代國共對立，能源供應事關國家安全，中油、台電被政府視為國防體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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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故在經濟上負有支援台灣外貿競爭力，在社會上負有照顧弱小族群，在軍

事上必須儲備油源戰備，此為其問題的根源。 

在今天，國防觀念丕變，兩岸由敵對走向共生，中油、台電的定位已經改變，宜

導向具市場獨占或寡占性的能源事業。 

（二）計劃趕不上變化 

由於外在環境快速改變，然而國營事業的制度設計、營運方針與人事包袱，卻使

中油、台電面對經營挑戰的彈性，滯後於情勢的改變，此為政府制度的僵硬性使然。 

（三）決策邏輯不明 

政府對國營事業的指導，因循組織慣性，對公共事業的營運如何檢視其效率，往

往摻雜著互相矛盾的價值標準，如政策性補貼、平衡物價、發展經濟等因素，也因此

模糊了效率法則，造成社會對國營事業的營運績效多有質疑。 

（四）改善空間甚大 

去年成立的經營改善小組，僅實施八個月即大幅超前達成全年開源節流的預算目

標，顯示出過去未對經營績效明確要求，確實存在極大改善空間。 

二、中油、台電共有的成本特性 

（一）原料成本占比極高 

台電（加購電成本）占年度支出達七成，中油油氣成本佔年度支出更近九成，由

是可知其虧損實繫於。○1 供貨預估○2 採購策略○3 庫存管理等之良窳，此部份成敗為兩

家公司績效的重要關鍵因素。 

（二）投資金額龐大 

如台電的核四廠投資及中油的油氣田開發與輕油廠更新計劃，均動輒千億投資。

連帶投資所需的專業人員及技術支出，亦相應增加，因此，過去投資之當否與未來投

資之規劃，亦至關重要。 

（三）能源事業營運之生產力，相對於民營事業而言，較欠缺客觀指標。 

去年經濟部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對於上述三個層面的問題，亦

歷經多次研討，也提出改善對策。 

不過如上所述，經濟部宣示的開源節流目標是否仍屬低估的狀態？實際可以節約的

成本，並不止此數，仍然值得探討，究竟如何用比例分析及時間數列推估其經營管理改

善程度？有待加強。 

三、改善績效的幾個觀點 

（一）能源供需預測涉及投資決策，易造成成本大幅增加，應公開檢測這些決策所依據

的預測是否符合經濟法則？ 

台大教授李長貴指出，台電備載容量超估 4%~5%，輸配電過度投資超過 3,000 多

億，因設備問題之損失年增 400 億以上，此現象若屬實，則印證過去之預估有所偏離

情勢，到底備載容量如何規劃？輸配電相關投資，是否經濟有效？宜予嚴格管理。 

至於中油公司則因環保問題，三年來被追繳罰款 2,600 億元，而且在財務結構不

佳的狀況下，仍舉債投資國際探勘，此類事件如屬實，則應係決策上之可能失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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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為何會有這些決策？主管官署懲前瑟後，不但應該徹底檢視，也宜公佈細節，以示

改善決心。 

更重要的是，如台電為獨占事業，其電價政策，完全足以自主，而對於電價的價

格彈性（即每漲一度一元電價，可以減少多少電力使用？），應該有確實的估算。鑑於

台灣電價長期偏低，與節能減碳政策背道而馳。若取消廉價電力政策，再加上產業大

量外移，工業用電需要或有下降趨勢，台電有必要在此二條件下，就電力未來需求進

行探討，抑制過度投資以避免未來決策之失誤。 

（二）油電價調整公式化調整，是解決能源事業與國營事業價值取向矛盾的可行方式。 

由於社會一般期待政府調整油電費率須其有穩定物價及兼顧民生的政治目的，惟

中油、台電實不宜自行考慮此類問題，因此油電價中油、台電走公式化調整，如政府

基於其他因素不予同意，應進行逆向補貼，即由政府預備金中補貼，中油、台電緩漲

的損失，把能源事業目的單純化，最近經濟部長對公式化並提出簡單化的概念，應予

深入探討。 

（三）油電價公式化調整，不意謂中油、台電管理沒有問題，而是讓政策補貼還原至政

府部門，不再由台電、中油負擔。 

其他政策性補貼亦一律取消，其若繼續補貼，其補貼屬於負租稅，應歸入各個主

管部門預算，不宜由中油、台電承擔。 

（四）在此前提之下，致力提升中油、台電經營績效。 

1. 仿照中鋼、台鹽等事業機構，採民營化營運，並以國際間民營化能源事業之經營

指標來評估中油、台電之績效。 

2. 在未民營化之前，由中油、台電董事會聘民間團隊，協助進行組織診斷及策略規

劃，並向行政院提出報告，對獨占型及寡占型能源事業，其經營方式，給予符合

實際的指導原則。 

四、結論： 

中油、台電之經營人員及一般員工，多屬盡忠職守、負責專業之人員，因社會對

中油、台電績效之質疑，致有成待罪之身的悲哀，個人認為，今日中油、台電的問題有

其歷史因素，而因這些糾結，其間或有決策邏輯偏差，或經濟分析不足之個別現象，但

「不為過去的發生而反應，要為未來的改善而行動」，我們須要爭取兩家公司從業人員

的積極性及提升自我績效的熱情，應該多加鼓勵，肯定其專業表現，此亦為官派董總的

關鍵性責任，至於兩家公司之經營績效改善，有賴指導單位釐清定位，給予遊戲規則，

再繼以客觀指標評估，才符合實際。 

 

  賴杉桂董事長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 

一、 背景說明 

自古以來，政府透過機構成立直接從事生產及勞務提供的活動，時有發生，特別是

在不同經濟發展水準有其階段性任務與正面積極的貢獻，過去公營事業的設立或基於政

治理念、財政收入、就業創造、經濟發展、國防需要等源由，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

步變遷之故，雖然過去每個公營事業均肩負著不同使命，大多數也有值得肯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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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潮流已有改變，政府與民間部門財富能力互有消長，公營事業過去的貢獻並不意味

可以維持現狀，反而必須要重新定義，由過去較重視公共服務、國家安全考量，修正至

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福利，俾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二、 公營事業現況檢視 

檢視公營事業現況發現，公營事業有以公司組織與非公司組織營運方式呈現，非公

司組織例如：台灣鐵路管理局、已遭合併的中央信託局、已改為公司組織的台灣菸酒公

賣局等，一般而言屬性較為特殊，而且差異非常大，近年來為因應民營化風潮，均先行

公司化，例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旦公司化則需依公

司法等相關法規運作。 

(一) 依公司法第 1 條所謂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然而公

司化以後的公營事業因係依政策需要而設立，有特定的公務任務要執行，又要同

時營利賺錢，確實無法如民營企業單純以創造經濟最大利益的目標而自由發揮，

以致於缺乏自主統理的條件，未如民營企業有效率、有競爭力。 

(二) 其次，公營企業除遵循公司法外，仍應受到政府組織相關規定的約制，特別是政

府採購法、政風、會計審計、人事…等，尤其面對民意機關的監督，動輒要求公

開透明講求公平正義，為避免圖利特定對象，相關業務的推展、組織管理、內控

機制、制度規劃設計均以防弊為前提考量，相對於民間企業則顯得僵化、保守、

缺乏彈性、效率與競爭力。至於號稱已民營化的企業(即政府已釋出股權百分之五

十)，但政府仍握有經營權，雖已符合民營化門檻，然整體組織、團隊、企業文化，

仍沿習一段相當長時間，方有可能與民營企業相提並論。 

(三) 再者，從整體企業之運作來說，公司係以股東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為最高

決策單位，而民營公司通常董事長、總經理為靈魂人物，各部門亦可發展相關辦

法、制度自主運作。惟公營企業另有主管機關核定，民意機關監督，審計機關稽

核，除營利之考量外尚有行政、政治之考量，而且晚進發展的結果，往往行政、

政治的分量在於營利賺錢的分量之上，造成保守有餘而開創、發展與掌握商機能

力相對不足。 

(四) 總而言之，公營企業之設立目的、組織制度、決策運作均與民間企業有所不同，

長年經營結果，其營運模式、企業文化、組織結構、團隊紀律，自然難與私人企

業相比擬。 

三、公營事業之經營管理診斷-現行制度下的企業化經營思考 

綜上所述，公營事業由於規制多，需考量政治面因素等，以現有經營環境及運作

模式，尚難與民間企業之彈性、效率及競爭力相比，然仍有極少數表現傑出的國營事業，

例如過去的中鋼公司(國營事業時代)，顯然其中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換言之，如何

在現行制度面的規範下，以企業化思惟經營發展公營事業，俾形成良性循環，提高彈性、

效率與競爭力。 

(一) 定位：現實社會期待公營事業能夠達到民間企業同樣經營績效，民營化當然是可

以思考的一個方向，但也不必然是萬靈丹，仍需妥為規劃，選擇妥適的部分進行。

至於純化為公部門的行政機關化或予以行政法人化，以中油、台電所經營的事業

內容，則期期以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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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發展：經營策略的形成頗多運用 SWOT 分析，惟此項分析相當具有普遍性，

各公司操作結果可能差異不大，如果想要有更進一步有務實的作為，可能需要再

加SCOTT(策略Strategy、文化Culture、組織Organization、團隊Team、技術Technology)。

雖然公營事業客戶通常以國內市場為重點，經營常受保護管制，策略規劃能力及

企業競爭觀念較為欠缺，組織運作層層指導節制，經營團隊及員工不習慣於競爭

文化，但只要能秉持企業化經營思維，逐步調整策略，建構技術能力，營造組織

團隊及形塑對內良性競爭，對外服務的良性企業文化，則公營事業之經營發展仍

有可以期待的空間。 

(三) 形象重建與社會溝通 

經定位為有彈性、效率具競爭力之公營企業後，建構出經營發展之藍圖與策略團

隊，形塑獨特的組織文化，由內而外，透過整合行銷傳播方案配合全員行銷觀念，

展開全面性社會溝通與企業形象重建，相信應可達到公營事業籌設之初始目的並

適度兼顧企業之經營彈性、效率與競爭力。 

四、 結語 

經貿發展自由化的時代，已邁向全球化競爭，各國均已相繼要求政府行政機關須具

有企業化的思維，遑論公營事業更需要企業化經營觀念，同時更要以服務的思維，社會

企業的思維，了解客戶需求，開發新產品與服務模式，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當然公營

事業如能透過法規制度鬆綁，提高經營自主性自然是好事(例如：人事用人自主權等)，

但如短期不可行，則應回歸基點，由內而外，先行提升企業之效率與競爭力，特別是從

組織、團隊、文化形塑出發，健全經營發展，加強與社會溝通，重建企業形象。 

 

  彭錦鵬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系 ) 

從亞洲三國電力事業結構看台電組織的未來 

各國電力事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電力事業的結構也牽涉到各國發電、輸電、

售電的效率和效能，並從而決定各國電力價格的高低。理論上，各國電力事業結構應該

有最佳的組織和法制來加以規範，以達到最佳規模，但實務上過去半個世紀，各國都在

能源技術和環境變動中，不斷調整電力事業結構。以下就以和我國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發

展競爭上最為相關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作為觀察的焦點，扼要說明其電力事業組

織結構和改革事項，並提出對於台電組織發展的看法。 

一、韓國 

（一）韓國電力公司發展沿革 

1961 年，韓國展開電力統合政策，將朝鮮電業、京城電氣、南鮮合同電器三個電

力公司合併，並取名為韓國電氣公司（Korea Electric Corporation, KECO）。1982 年，韓

國政府正式收購韓國電氣公司，更名為韓國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韓國電力公司成為百分之百國營的電力公司。1989 年，政府為了培植國家

資本市場，韓國電力公司股票上市，釋出 21%的股權供社會大眾買賣。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推動電力產業的再造運動，希望將電力市場導

向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決定分階段讓韓國電力公社民營化，分割子公司、釋股給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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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成立電力交易所。 

為配合政府規劃的電力改革方案，韓國電力公司於 2001 至 2002 年之間決定將發電

部門分離成 6 個韓電 100%持股的發電子公司，各個子公司都有自己獨立的管理機構、

資產和業務，開始實施電業的競爭化。但是由於民眾對電力民營化後電價提高的擔憂，

國內對韓國電力公司民營化的反彈聲浪不斷，加上美國牛肉進口政策使政府應接不暇，

韓國在 2008 年政策轉彎，決定停止韓國電力公司實施民營化的計劃，改推動經營合理

化。 

到目前為止，政府仍直接或間接持有韓電 51%股份，也是韓國最大的電力公司，

目前仍全資擁有 6 個發電子公司。其監管機關是知識經濟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韓國電力公司將發電部門切割為六個子發電公司，分別是東南發電公司、中部發

電公司、西部發電公司、南部發電公司、東西發電公司、水力核能發電公司。 

二、新加坡 

（一）新加坡的國營事業 

新加坡國營事業有二種形式。一為法定機關（Statutory Boards），其為透過個別國會

立法（Acts of Parliament）而成立的。在法案中明定其功能、範疇及權力。其分別歸屬

於政府各部且須對國會負責。它們相對於其他政府部會有較大之行政與財務自主性。 

目前新加坡主要之法定機關約有 21 個。例如貨幣法案中訂定之新加坡貨幣、中

央公職儲蓄金法案中之中央公職局及民航法中之民航局、經濟開局法中之經濟開發局、

住宅開發法案中之建屋發展局、裕廊鎮公司法中之裕廊鎮管理局（Jurong Town Corp, 

JCT）、國家電腦局法案下國家電腦局等。 

另一種形式為政府關聯性企業（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GLCs），指的是國家

機關基於公權力而擁有控制權的企業：包括政府或直接掌握多數股權，成為企業的擁

有者；或雖然只擁有少數股權但藉由特定地位與法令規章得以直接介入經營的企業。

新加坡政聯企業是根據新加坡公司法而成立者，他們並不受到國會的直接監管。這些 

GLCs 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科技公司、新加坡電信公司、新加坡能源公司及

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負責新加坡政府準備金之投資活動）。 

新加坡之公營企業及民營化後股權之管理機構，主要透過政府持股公司（Holding）

來運作。為加強管理，提高運營效率，政府成立了 4 家政府控股公司：淡馬錫控股公

司、新加坡發展控股公司、新加坡科技控股公司、新加坡保健公司。淡馬錫控股公司

是最大的控股公司，負責管理大部分政府公司的資產；新加坡發展控股公司是第二大

控股公司，主要運作外匯儲備，但是只能在海外市場運作，不能涉足國內市場；新加

坡科技控股公司是第三大控股公司，主要管理國防和科技領域的政府公司；新加坡保

健公司控制了所有的國有醫院。其中財政部之淡馬錫（Temasek） 是新加坡國內最大

的控股公司，投資面向廣泛，包括「金融服務」、「電信、媒體與科技」、「交通與工業」、

「生命科學、消費與房地產」、「能源與資源」。 

在淡馬錫控股公司投資的這些企業當中，其中擁有 100%股權的企業包括新科電信

公司、新傳媒公司、新加坡能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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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電力產業改革 

在 1995 年 10 月 1 日，新加坡政府決定將現有的電力事業做一番調整，將原有的垂

直壟斷的國營電力公司加以分割，主要將電力公司分為發電與售電兩大部門，以便為

日後自由化電力市場預作準備。在此同時，新加坡政府亦開始允許民間投資興建電廠，

希望能為日後的自由化市場提供足夠的競爭力。2001 年，新加坡成立能源市場管理局，

將新加坡能源公司(Singapore Power)的發電企業與電網分離；2003 年，新能源公司實現

電網資產與管理分離，資產公司董事會對資產管理負責，電網公司對電網運營負責。 

自此之後，在短短的數年間，新加坡電力市場轉變為多家電力公司相互競爭，初

期的電力公司仍是由淡馬錫控股公司主導。其中包含五家主要的電力公司(Tuas Power, 

PowerSenoko, PowerSeraya, Sembcorp, Keppel Merlimau Cogen) ，一家輸配電公司

(PowerGrid)，二家售電公司(SP services, Sembcorp)，一家控股公司(Singapore Power)。這

其中最大的轉變就是原有的新加坡電力公司轉型為控股公司，成為其他上述電力公司

（除 Tuas Power 外）的母公司。 

2007 年，淡馬錫公司宣布出售旗下的三家發電公司（PowerSeraya, PowerSenoko, 

Tuas），自此新加坡電力公司不再擁有國內的發電事業，僅以輸配電及天然氣業務為主。

SP PowerGrid 是新加坡電力公司旗下的成員，管理新加坡電力公司的電力與天然氣輸送

子公司，負責電力輸送的子公司為 SP PowerAssets，是新加坡目前唯一領有輸電執照的

公司，負責新加坡輸配電系統的操作，管理。 

根據能源市場管理局 2011 年公布的資料顯示，新加坡有 6 家發電業者，其中在 2010

年市占率較高的公司為 PowerSeraya（26.7%）、SenokoPower（25%）、TuasPower（24.6%）、

SembCorp（9.4%），合計發電裝置容量佔全國的 92%。 

在輸配電方面，目前新加坡領有電力零售執照的業者共有七家，其中五家同時經

營發電業務。為促進電力零售市場競爭，引導零售電價下降，使用戶享有多元化的產

品及服務，新加坡分階段開放電力零售市場競爭，最終將開放所有零售用戶的購電選

擇權。目前已享有購電選擇權的用戶，可透過：向零售業者購電、參與電力批發市場

交易、及向市場支援服務業者（SP Services）三種方式購電。 

三、日本 

由於日本採開放但地區獨佔的電力市場競爭，因此政府介入的層面主要是引進更多

電力供應商、鼓勵廣泛的電力貿易，並透過批發市場設定電價。日本政府介入程度與美

國相比較高。 

（一）管理單位：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日本的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是電力市場的主要

管控者，透過關稅與供給條件管理電力市場。MITI 也負責管理供電穩定性、電壓(voltage)

和電流頻率(frequency fluctuations)以及用電安全。 

日本電力工業的主體由 10 家私營電力公司(東京、東北、北海道、中部、北陸、

關西、中國、四國、九州及沖繩)組成。其中，除沖繩電力公司成立於 1972 年外，其餘

9 家電力公司早在 1951 年 5 月就成立了。十大私營區域電力公司均已上市，管理體制

上實行總公司分公司的形式，按地區分別負責各自區域內的發、輸、配、售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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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力服務。另外，日本有 2 家裝機容量在 2000MW 以上的發電公司，是電源開發公

司和日本原子能發電公司。 

（二）電力市場改革法規沿格 

日本的電力工業改革要以保證供電安全與環境和諧為前提，改革需要充分考慮電

力工業的特點，以及電力公司的自主權利；保證改革後的電力工業穩定、公平;保證電

力供應安全；協調好諸如能源安全、環境保護等政策目標之間的關係 ;保證電力用戶

的選擇權。 

1950 年代日本政府實施電力事業重組與日本電氣有限公司解體，日本電力工業在

「電力事業重組令」與「公益事業令」頒佈後，透過電力事業重組中央委員會的協助，

形成九大地域性私營電力公司。 

1990 年泡沫經濟結束後，為了修正國內國外電價差異的高成本電力結構，電力市

場自由化的呼聲四起，1995 年開始參考國外方法使電力市場自由化；2001 年進入發電

與送電分離的討論，但是目前為止尚未有明確的進展。 

日本於 2012 年 4 月 3 日召開電力市場改革第 3 次專家會議，針對電源多元化和分

散式能源系統的利用進行討論。在電力安全方面，發輸電分離以及強迫公用事業提供

電力至電力交易市場與目前日本電力短缺之間的影響。因此，有必要設計一套系統機

制讓電業能穩定且有效運作。 

四、中華民國 

（一）台電組織系統 

台電公司政府持股佔 96.92%，由經濟部選任董事和監察人。台電組織共有一級單

位 22 處、3 室及各種委員會，分為七大系統，由七位副總經理分別管理。台電為隸屬

經濟部轄下之國營事業，依據公司法成立董事會及監察人，營運決策為董事長制，依

「經濟部所屬事業組織設置要點」規定，得視業務變動辦理組織調整。在經理部門置

總經理 1 人，依據法令及董事會決議，綜理公司業務並督導全體任職同仁；並設置副

總經理若干人（100 年實派 7 人）。在組織劃分方面，業務屬性為規劃設計、督導考核

者歸屬「總管理處」，業務屬性偏重執行者歸屬「附屬單位」，另因業務需要設有跨處

室的「委員會」。 

目前台電底下仍在商轉的發電廠共有 23 家，其中核能發電廠三家、火力發電廠

11 家及水力發電廠 9 家。若以區位來看，北部地區的發電廠有 7 家；中部地區發電廠

有 6 家；南部有 5 家發電廠；東部 3 家發電廠；離島有 2 家發電廠。 

在輸電方面，台電共有 6 個供電區營業處，分別是台北、新桃、台中、嘉南、高

屏及花東。配電部分則在各地共有 24 個區配電處。 

（二）台電組織的未來 

1.     我國電力事業朝向民營化發展，阻力將會非常大。第一項要克服的困難是，如何

調整電價，並促成電價合理化。台灣電力公司累積虧損超過兩千億元，核四電廠

是否能夠繼續興建，其他核能電廠能否延役，都關係到長期的營運財務健全。第

二、在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原物料價格高漲、電價調漲的背景下，台灣

人民對於電力事業民營化將產生的疑慮，情況可能和韓國相當，民營化的心理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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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並不容易化解。 

2.     台電公司的組織結構相當龐大和複雜，目前擔負的政治性政策成本補貼項目繁多，

對於營運合理化和企業化經營，造成明顯和重大的負擔。社會大眾對於台電公司

所擔負的政策性任務和營運成本補貼、各種回饋辦法，了解程度相當薄弱。 

3.     政府應加強學習新加坡建立電力產業自由化競爭的經驗。新加坡政府主要將電力

公司分為發電與售電兩大部門，並且已經有六家發電公司，輸配電方面，目前新

加坡領有電力零售執照的業者共有七家，其中五家同時經營發電業務，已經為電

力產業自由化競爭奠定相當重要的基礎。以新加坡政府向來對於產業發展、自由

化和開放措施採取務實前瞻的規劃模式而言，新加坡電力產業自由化的規劃和成

果，值得我國密切研究和學習。為促進電力零售市場競爭，引導零售電價下降，

使用戶享有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新加坡分階段開放電力零售市場競爭，最終將

開放所有零售用戶的購電選擇權，這一種市場自由化競爭的改革歷程，將類似於

中華電信對於電信產業自由競爭的改革。一般而言，公營事業的效率難以和民間

企業相提並論，基本上乃因公營事業所受到的法律限制、民意機關的監督和行政

機關的高度管制，造成管理機制的僵化和缺乏誘因。如何引進台灣電力產業結構

所必須的彈性管理誘因機制，將是電力事業朝自由競爭、民營化轉型的最重要基

礎。 

4.     日本採用區域的獨占電力公司方式，對於地區較為廣大國家而言，有其必要性，

並可透過電網的互相支援，建立分散風險式的組織架構，但是這種區域獨占電力

公司的模式，也許並不適合臺灣的地理環境所需要。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結構，

造成的各種弊病，也可能出現在區域分割型的電力產業結構。 

5.     電力公司和電訊公司相對於鋼鐵產業、造船產業，具有比較高的產業門檻和獨占

特質，因此中華電信民營化的經驗，將比較適合作為台灣電力產業開放自由競爭

的參考依據。 

6.     台灣電力產業在引進自由競爭機制的過程中，應該強化台電組織結構透明化、營

運資訊透明化、財務結構透明化等措施，以奠定產業自由競爭的基礎建設。有關

民間電廠的購買電力合約、再生能源的政策規劃和執行，也都應該充分揭露行政

流程及其內容，以提高民眾監督的透明度。 

7.     台灣電力公司進行適當的切割，針對不同的再生能源，成立合作又競爭的多家公

司，應該是短期可以考慮的組織改革方向。 

 

  蔡揚宗教授 (台灣大學會計系 )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及相關議題不知道已經討論過多少遍了，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

是什麼，公營事業應該怎麼經營，公營事業經營之自主空間受到多大的限制，公營事業

應該怎麼改造，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國內外也不乏相關之論述與案例，今天還在討論此

一議題，個人覺得相當訝異。為了應中技社一再要求，撰寫此份簡報，本人翻閱了過去

二、三十年來曾經參與的相關主題之診斷和建言，竟然發現以往提出的問題，今日依然

存在；過去草擬的改善建議，現在仍舊適用。總而言之，本人認為有心人找來再多的專

家，舉辦再多的座談，如果政府無心整頓公營事業，沒有執行改革之決心，掌控公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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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心態不思改變，則一切仍將淪為空談。 

以下謹就個人過去參與公營事業考核，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化，實際參加某些公營事

業公司治理，及平日觀察所得，聚焦在討論提綱三，再次扮演野人獻曝。 

內部組織之檢討與改進 

一、 經營理念與文化 

 最高領導者-董事長及總經理，正常情況下應從內昇。酬庸任命及外行領導內行易

打擊士氣，對員工不公平。 

 最高領導者更迭太過頻繁，每次最高領導者一更換，經營政策就變動，經營理念

更大異其趣，員工無所是從，甚或心存僥倖，無法塑造健康的公司文化。 

 落實長期人才培育計畫，特別是高層接班人才。 

 政府之公營事業民營化並未落實。 

 林益世案的啟示。 

二、 董事會之職責與功能 

 落實公司治理，為民表率。 

 政府同時扮演股東及主管機關，角色常混淆不清。 

 政府指派之董事及監察人難發揮功能。 

 政府指派之獨立董事獨立在那？ 

三、 績效標準與評核機制 

 績效與報酬無法有效連結。 

 應率先成立薪酬委員會。 

 政策性優惠應取消，回歸市場機制。 

 員工吃大鍋飯心態普遍存在，激勵效果有限，應改正目前制度。 

 

  許志義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 ) 

一、 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之澄清 

(一) 公營事業具有特定使命與目的，包括謀求社會福利最大、負擔政策性任務等，而

非追求利潤極大化，否則就有「與民爭利」之疑慮(除非民營業者無意願經營或進

入障礙過高)。例如：台灣光復早期民間資金與人才均有所不足，政府為追求能源

市場供給穩定，透過「電業法」及「臺灣地區汽油及柴油管制辦法」，賦予台電公

司及中油公司獨占經營權，在僅有一家供給者並接受政府監督管制之情況下，享

有規模經濟，亦避免獨占利潤為少數民間企業股東獨享之分配不均。然而，隨時

代變遷，油電國營獨占事業經營效率因缺乏市場競爭壓力，加上過多政策性任務、

僵固之人事組織管理、政府相關各級單位之層層箝制，使得油電公營事業在營運

管理上，受到諸多束縛，未能發揮企業自主或誘因相容機制。現階段，有必要加

速自由化與民營化，藉由法規鬆綁、解除管制，以符合消費者與社會民眾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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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上，即使民營企業，當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時，也須善盡其應有之社會責任。

公營事業負擔之政策任務，以民營企業角度而言，即所謂「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以美國南加州愛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為例，其官方網站即提到該公司 CSR 四大領域，包括：環境保護(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顧客賦權 (Empowering Our Customers)、社區支援 (Supporting Our 

Communities)以及與員工合夥(Partnering With Employees)。以環境保護之社會責任領

域為例，SCE 於加州 Redlands 建設之天然氣發電廠係採用先進冷卻水設備，改善

水資源之循環利用。該機組之冷卻水源係來自於當地市政區之各種回收水以及受

汙染之地下水，經在地處理後做為機組冷卻之用，且回收率高達 75%~80%，避免

傳統上以海水做為冷卻水源所造成之溫排水汙染。 

二、 在現行體制下公營事業經營之自主空間 

(一) 現行制度下，油電公營事業經營自主空間極為有限，組織欠缺彈性，用人敘薪獎懲

均受層層節制，更遑論投資規劃與設備採購，甚至油電價格訂定等，無一不受政策

干預，難有積極自主之作為。 

(二) 事實上，知識經濟時代，先進國家石油、天然氣、電力市場之價格訂定，大多是已

自由化、民營化之價格競爭型態，由業者各憑本事獲取消費者之青睞，或者藉由放

寬公營事業之訂價管制空間，以價格上限(price cap)管制法為主流思維，達成誘因共

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而非以傳統平均成本(又稱成本加成(cost plus))之觀念加以

管制，反而造成技術無效率與配置無效率之社會福利減損。 

三、 內部組織之檢討與改進 

(一) 因應數位時代變遷，公營事業部門人員，尤其幹部主管級以上人員，應鼓勵多使用

智慧行動裝置。此舉將有雙重益處：(1) 使用智慧行動裝置使組織內部之資訊交流

更快速，促進組織效率化(如：市政首長曾發配市府各局處主管一人一台智慧行動裝

置，有同等功效)；(2) 貼近當前市場發展趨勢，了解一般顧客常用溝通管道，有助

提升服務品質。 

(二) 公營組織為彌補自身欠缺組織彈性之侷限，應與下游供應商發展策略聯盟之合作關

係。例如：善於行銷產品與服務之能源管理公司。就台電公司而言，應加強掌握其

用戶之消費特性，包括用戶需求負載型態、用戶用電行為與習慣等。就中油公司而

言，因有另一家台塑石油公司相互競爭，因此應避免油品煉製輸儲部門與下游六百

多家直營加油站之交叉補貼(Cross Subsidization)，造成與民營加油站業者間之不公平

競爭。在產品訂價方面，也應避免天然氣與油品間的交叉補貼。 

四、未來發展之瞻望 

(一) 台灣電力公司應加速建構智慧型軟硬體設備，如：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 

Infrastructure, AMI)，包括智慧電表(smart meter)，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下，積極推廣

再生能源與電動車儲能系統，發展分散式供電與中央集中式供電之相互調和。 

(二) 需量管理(Demand Response)是 AMI 之殺手級應用，台灣電力公司應針對住宅部門採

用尖離峰定價法，透過市場價格機制，反應不同時段之邊際成本，並增進用戶管理

電能之誘因。此外，需量反應之電能管理應用，亦應具備電表後端客戶用電海量資

料(big data)處理之能力，並仿先進國家電力公司廣泛提供用戶即時查詢電能資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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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系統平台，例如：2012 年 1 月美國白宮主導「綠色按鈕」(green bottom)」能源

資訊管理系統之推廣，積極鼓勵電力公司提供能源使用者相關之資訊平台服務。一

年內已有 1500 萬用戶可享有此種服務，範圍涵蓋美國 17 州，成效卓越，值得借鏡。 

(三) 需量管理是消費者賦權(empowerment)之體現，消費者藉由選擇參與之需量管理方案，

同時建置再生能源供電系統，其角色將在「能源使用者」與「能源供應網絡參與者」

之間轉換，亦即由Consumer 轉變成為Prosumer。電力公司有必要對此國際發展趨勢，

及早因應。 

(四) 現今油價浮動機制目的，係因台灣油品市場之供給「結構」不健全，所以藉由制定

公式進行中油訂價「行為」之管制。經濟學上關於行為管制有兩大學派：一是「成

本加成」，或稱「平均成本」、「次佳成本」、「Ramsey 成本」均屬之。但於 1962 年，

Averch 與 Johnson在AER提出A-J效果，指出公營事業為獲取特定的資本報酬率時，

可能會過度使用資本，形成生產技術無效率的現象。至 1983 年，Littlechild 提出「誘

因管制」以來，成為當前政府管制定價的主流價值，也符合賀茲伯格的「激勵因子」

(Motivator Factor)管理大師之學說，值得參採。 

(五) 加強油品市場競爭最好做法應係加速中油民營化，並引進新的競爭業者。目前僅就

管制中油公司的組織行為來改善市場，但更重要的是應該改善市場結構。 

(六) 中油定價時應取消亞鄰最低價限制，因為亞鄰最低價格未必符合本國最適訂價準則，

亦即生產油品的最後一單位邊際成本等於其最後一單位的邊際收益，此為經濟配置

效率準則。 

 

  賀陳旦董事長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  

一、 產業環境必須先充分研判，才適當規劃經營型態 

 產品有寡占性？  

 產業技術趨勢？有破壞性威脅？ 

 國際貿易談判的壓力 

 同業競爭 

 國家政策考慮：主權、國安、工運、民生/物價… 

【以電信為例】 

(一) 在網際網路和行動電話未出現前，產業性質接近公共設施。但技術進步使數位匯

流與個體消費快速發展，靜態的網路建設不能滿足需求，獨營或寡占的經營型態

必須改變。 

(二) 廣大商機也迫使市場開放更多競爭，轉型不夠快，就會面臨獲利下降和工會抗爭

內外雙重壓力。 

(三) 電信網路是通訊和數位產業的平台，既有壓低物價的責任，又要扮演開拓產業的

火車頭。各國都極力投資和輔導相關研發，也使前述商機與自由化壓力更大，經

營者挑戰再加劇。 

(四) 從英國電信(BT)三十年前經驗，單獨將公營事業民營化，不如自由化引發競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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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品質、利潤和創新。 

可見得，討論事業經營發展相關議題前，必須先瞭解，至少要詳研產業環境！ 

二、 公司治理必須落實 

 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 / 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常務董事 / 獨立董事 

 董事長 / 總經理或 CEO 

現行公營公司之經營並未完全依資本社會公司治理精神管理。主管部會仍然視公司

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以大股東身分經由幕僚或國營會官員直接指導公司經營。從董事

人選到董事會議程，都完全以公文簽報方式由上而下核定。公司董事會開會前往往由部

會召集會前會，官派董事同獲長官指示，未開會已有結論，董事會形同橡皮圖章。此種

行政化處置將衍生以下問題： 

(一) 相較公司經理人員花費千百人時所研提之議案，幕僚只在公文撰寫中補充查詢，核

稿長官思考所花時間更少，公司建議之複雜或新穎的議案通常不易過關。公婆多又

不想花時間一同求變，一群不負經營成敗責任的文書人員拉住經營者，公營事業因

循僵化的主因想必在此！ 

(二) 為利於上令下達，公司董事多數由官派相關單位人員兼任。法律上董事會負責公司

經營決策，實際上多數席次又是官員兼任，見識和投入時間都不足之下，自然傾向

少做少錯。有會前會傳達上級指示，正合他意，樂於當橡皮圖章。於是，除了治理

機制不當之外，公司經營上最大損失在虛設了那些董事職位，無從在專業和管理上

引入活水，衝撞原本同質性高，習於保守思維的經理部門。 

(三) 獨立董事的設置源自美國弊案的檢討，本不易完全融入各國文化。然而台電和中油

等大公司引入此類先進機制，對台灣國際觀瞻具有指標意義，應該要積極調整相關

制度，落實公司治理。但兩公司設置獨董卻又沿襲常務董事職位，這種為大股東遂

其所願的決策設計，使公司治理下董事會的獨立客觀大受懷疑。 

(四) 董事會有責無權，會議的集體智慧又難從現行成員和議事程序中產生，透過董事會

代表股東所有權的董事長和負責人經營的總經理間的關係，卻因同為官派，實為長

官部屬，難以落實公司治理中彼此(相當)制衡的職務關係。 

規模如台電和中油的國營事業多半具有控股公司性質，擁有許多子公司和轉投資公

司。母子公司間如何治理，預算人事自主程度如何？子公司總經理和集團公司總經

理(或應稱 CEO)對經營成敗責任劃分？據瞭解現今各公營事業多未在集團內落實公

司治理，只不過上行下效，把部會施之於國營事業者，同樣加諸於各子孫公司。於

是，新業務、新活力不因轉投資而自然茁壯，仍然要從貫徹公司治理才得改造集團

文化。 

(五) 公司治理的精神不能從最高決策層級落實，很難在經營隊伍中貫徹公平課責和程序

透明兩項公司治理的原則。因而扁平化管理、矩陣式分工和互動性評核等企業化機

制，都難以導入。公司管理沒有追求企業績效的文化，只在架構上剪裁或以民營化

單一思考，有表無裡，是無法根本改進公司經營和發展的。 

三、 建議 



94 
 

(一) 公營公司欲改進經營效率，開拓發展機會，關鍵不在修改操作層次綁手綁腳的法規，

應該側重宏觀面的產業環境分析。主持經營者應該對產品和服務發展趨勢加以分析，

慎選不同策略。例如，具有多樣增值或商品化獲利者，意即具有競爭性市場者，應

予以自由化。藉競爭提升品質創新服務，公營公司也經由局部業務開放自由，鼓勵

研發推陳出新，調整公司整體結構。 

(二) 不具競爭市場之項目，或有其先天寡占特性，以致具有相當公共性，應該另外研擬

效率化作法。不宜與前述市場性項目混為一談。 

(三) 公司治理精神對現行公營事業管理具有深刻的針砭，層層落實對公司將產生長遠的

改革文化。建議先從董事會瘦身，免設常董開始。繼而加聘外部董事，尊重公司董

事會法定權責，逐漸形成可苛責的經營團隊。 

 

  黃茂榮教授 (台灣大學法律系 ) 

在台灣，探討＜公營事業經營發展議題＞之目的，當在於確認其發展所以遭遇困難

的原因，以尋求脫胎換骨的機會。 

一、昔日意氣風發，為何今日沈悶 

公營事業當以台電及中油為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所經營者都是獨占或至少是寡

占的業務，過去都曾經有過光榮的功績，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而目前也

都陷入難以自拔之經營困境。其原因是因為「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或「現行體制下

公營事業經營之自主空間」，由於時空轉移，發生不利的改變？或是另有其他因素？ 

二、溫故知新或見賢思齊 

要解開上述迷團，一方面要回想當昔日的光榮，重拾昔日風範，另一方面要要找一

個相對上，經營績效較好的公營事業，以及進步國家之同業做比較。國內之公營事業，

將中鋼、台電及中油進行比較的、案例的研究，可能是有幫助的。 

三、營運環境及績效的比較： 

例如(1) 比較中鋼、台電及中油之過去與現在的營運環境及其績效，(2) 特別是先

探究三者因其為公營事業所受來自使命與目的的束縛，現行體制對其分別形塑之經營的

自主空間，有何與其盈虧有關的不同。中鋼的市場在境外，與台電及中油的市場在境內，

有沒有對其經營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從而使其有不同之經營績效。 

四、企業組織的比較 

現代的企業之興衰取決於專業經理人。所以要好好透過比較公營事業與台灣之傑出

的民營企業，認識其董事會的產生、經理人員的任命，以及股東對於公司之指揮監督的

方式的不同等，對其經營發展的影響。 

五、營運特色 

以台電及中油的營運為例，其共同特徵為：銷售不是問題，且皆有數量龐大之採購

或規模龐大之營建，以及必須穩定產出大量的貨物或電力，以供應國內各產業及民生之

能源需要。因該營運之特色，其業務重點可先劃分為採購及產製。 

對台電及中油而言，可謂精明的採購及營建已是成功的一半。是故，有必要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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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或數個事業部。使其可以像一個專業團隊，自主採購，以提高

採購效益。 

關於產製，要將生產部門按適當的規模分割為利潤中心，使之至少產生準事業間之

競爭機能。台電還必須儘快將電網及電廠分割開來。分別經營，以促進發電市場及售電

市場之競爭。 

電網事業負責輸配電；電廠負責發電。電網事業按電廠的報價由低價的先買，依序

買向高價。沒賣出者，按約定之備載價格補償。如果因此存在備載不足的問題，則有限

度的由電網事業自營。 

六、價格決定權 

在獨占市場，如目前以獨占事業之成本外加一定利潤為定價方式，而沒有檢討其成

本之合理性，會導致無效率之經營。這個問題必須透過比較，取得參考數據，透過獎勵

增進效率的誘因，才能有好的成效。如將電網及電廠分割開，由電廠以競價的方法排序

供電給電網應可一定的程度透過市場，解決這個問題。 

七、政策性補貼 

政策性補貼的問題，要研究改由國家相關機關對於用油或用電單位，為現金補貼的

方式，替代由中油或台電以優惠油價或電價的方式補貼，至其財源可透過徵收油電相關

稅費的方式籌措。這樣的安排，雖有手續較為繁複的缺點，但可消除中油或台電由於配

合政策提供優惠油價或電價，所造成之無論如何努力，皆不可能轉虧為盈的悲觀情緒。

為避免因此在國際貿易上，被外國課徵衡平稅，可在技術上另尋改進。 

八、民營化 

當公營事業在經營上遭遇到困難，容易認為，只要將其民營化，一切問題都會自然

解決。其實不盡然。因為，任何事業，不論是公營或民營，都必須仰賴專業經理人，才

會成功。而民營與公營之真正的區別，其實是如何任命比競爭者優秀之專業經理人。這

個問題如果不能獲得圓滿的解決，即使是民營事業，在世襲底下，一樣的難逃好不過三

代的侷限。因此，必須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在知人善任。 

其次，簡單的透過釋股，將公營事業民營化，如果沒有能力運用釋股所得之本來應

留在資本門之資金，而將之花光，則慢慢的會養成利用釋股或賣地，以平衡預算赤字的

習慣，以致不求長進，坐吃山空。所以，國家要學習做一個快樂的投資人，對國家持有

大部分股權之事業，不必抱持，國家非自己派人經營，使之成為公營事業，否則，便將

之賣出的想法。國家只要不以公股之表決權，介入民股間關於國家握有公股之事業的經

營權之爭，就可營造出有利於由專業經理人負責營運的產業環境。 

九、未來發展之瞻望 

    基於以上的認識，要使公營事業在將來有比較好之發展，必須有新的思維。以中油

與台電為例，在政策取向之改進與調整方面，應將採購部門與產製部門分開，分別計算

其績效。台電並要將電網與電廠分割開來，以競價的方式，決定投入電網之電力的順序，

以建立電力市場之競爭機能，解決電力之採購及電廠之效率的問題。優惠油價及電價不

由中油或台電，而改由相關機關提供補貼。 

民營化或其他途徑：培養由專業經理人組成之團隊經營，提供誘因，激發其經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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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避免介入民股之經營權的競爭。為激發民營效率，公有民營亦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不一定要釋股，以避免虛擲，前輩好不容易積累的國家資本。 

 

  莊春發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系 ) 

    油品與電力是社會一般家庭的重要民生產品，也是企業經營的關鍵中間投入，在中

華民國的歷史上，這兩項產品一直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限制只能由政府出資生產與銷

售，並藉由政府掌控油電兩項能源的價格，以穩定社會一般的物價水準。換言之，油電

事業限制只能由政府部門經營的政策，除國防的目的之外，維持社會物價穩定，應是其

重要的目標。 

    惟今年以來，因為中國石油公司與台電公司兩家公司的經營，持續出現嚴重的虧損，

甚至虧損的程度超過其資本額的一半以上，有宣布倒閉重整的可能。主管機關經濟部的

解決對策，是允許兩家國營的公司立即大幅調整售價。此政策一旦向社會宣布，立即引

起社會各行各業產品的漲價聲浪，在薪水不漲的情況之下，使得人民生活顯得更為艱困，

以至於社會各界提出許多的議論，與產生普遍性的抱怨。 

    首先，被提出來的是油電產品委由國營事業經營的目的，係在於防止私人經營隨便

漲價剝削人民，造成價格上漲的危機。現在可好了，油電兩種國營事業一起漲價，由於

其為許多行業的中間投入，因此帶動整體社會全面漲價的威脅。其次，油電兩種產品設

計成由國營事業經營，現在反而成了社會物價上漲的發動機，以政策面觀察不是很諷刺

嗎？最後也是質詢最嚴厲的，國內油品市場只有兩家公司經營，一家為公營的中油公司，

一家為民營公司的台塑石化公司，經營的結果是前者近年來虧損累累，後者的經營績效

卻是盈餘多多，有些年度甚至一年賺一個資本額，同樣是經營油品之生產銷售，為何有

那麼大的差別？更讓人難以相信的是，台電公司在電的銷售上是獨家經營，為何最後卻

是虧損到破產需要重整的地步？原因為何？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針對這些質詢，兩家國營能源供應公司的答覆幾乎完全相同，虧損的原因是，兩家

國營事業配合近年來政府的政策上一再凍漲後的結果。換言之，近年來一方面由於發生

經濟不景氣的情形，雖然燃煤、天然氣的國際價格上漲，政府為照顧全民生活所需，因

此藉由行政力量要求台電的電價停漲。同樣的，中油公司的說法完全相同，國際原油因

為世界需求增加而大幅提高，按照原料成本增加，中油公司的油品價格也應當隨之調整，

但政府為顧及民生之所需，由經濟部下達凍漲油價之命令，以至於最後油價無法反映原

油成本的上漲，因此在營運上產生嚴重虧損之情形。 

     問題是兩家國營能源公司的虧損結果，真是全來自於於政府的凍漲政策嗎？有沒

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呢？仔細的加以分析，我們可能會發覺其虧損不必然是政府對價格管

制的結果。先看電力市場的情形，依據媒體的報導，台電過去對煤炭的購買並不透明，

甚至出現許多不為人知的弊端，在國會立法委員的質詢之下，依然無法提出完整的國際

購買契約清單，讓人懷疑其中有不可告人之密。其次，發電市場開放 9 家獨立電廠生產

電力，在政策上並不允許獨立電廠就近出售電力予工業使用或社區使用，獨立電廠所發

的電除自用之外，全數仍需售給台電公司，然後再藉由台電網路出售給需要的用戶，形

成電力銷售市場的獨佔。 

    獨立電廠與台電的銷售契約又訂定得不完整，以至於使用相同的天然氣發電，獨立



97 
 

電廠電力的生產成本每度高達新台幣 4 元，明顯的高於台電使用相同設備發電成本新台

幣 2.6 元。問題的癥結在於天然氣的購買一般契約為 25 年，所以台電與獨立電廠購買電

力的契約，亦須參照天然氣外購契約的時程，同樣訂 25 年的購買契約。台電向獨立電

廠購電價格中，所給予獨立電廠的報酬率，係依據台電與銀行團借貸利率的 6.68％為基

礎。但隨著金融市場的變化，1 年期-3 年期的存款利率已降至 1.37％，但因台電與獨立

電廠長期購電契約裡，卻遺漏此報酬率條款的調整約定，以至於台電公司被迫須以較高

價格購買獨立電廠的電力銷售。 

    中油公司所面臨的油品市場結構，亦有相同或類似的處境，油品市場開放之初，誤

信傳統經濟理論的推測，認為市場只要增加廠商數目，即可獲得市場競爭的效果。殊不

知油品市場開放之後，兩家油品公司的油品價格長期幾乎完全相同，無法產生競爭提升

效率的結果。民營油品公司不用負責國內油品供應的責任，以至於絕大部分(70-80％)的

油品產品都以獲利較高的國外市場為導向，以賺取利潤的最大化目的，因此在市場上我

們最後所看到的是民營的經營績效良好；相對的，國營油品公司的績效，經常引起社會

的批評。理由無他，中油公司加上負責國內油品供應的任務，產生更多的經營成本，同

時間也喪失可以爭取較高報酬的機會，其表現較差也是必然的。 

    至於政策凍漲造成績效不彰的說法，也常使國營事業有混水摸魚的機會。國營兩家

能源公司經營的績效指標，基本上是將營收減去成本後的所呈現的結果。現在因為凍漲

的理由則可拉高經營成本，從而解釋經營績效的不彰，即使實際上是主其政者沒有努力

經營，做好管理的工作，都可以將責任推給凍漲政策的影響。 

    當然，兩家國營公司人事成本過高，可能也是可以檢討的地方，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100 年發布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以平均薪資（經常性薪資、年終獎金及加班費）為指

標，台灣全體平均每月為新台幣 45,642 元，電力供應業則為新台幣 101,051 元，石油及

煤製品製造業則為新台幣 93,921 元。後兩者的平均薪資約為前者的兩倍以上，明顯的偏

高。若比較之基礎改以純粹的經常性工資為比較基礎，則可發現全體的平均月薪降為新

台幣 36,803 元，而電力供應業則降為新台幣 69,796 元，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則降為 62,091

元。此數據顯示後兩者的薪資約為全體平均的 1.9 倍與 1.7 倍，仍出現明顯得差距，此

數據也顯示此二行業的員工的年終獎金與加班費高人一等。 

   政府官員可能會以為中油公司與台電公司兩家國營事業員工年紀偏高，因此其薪資

較高也是必然的，實情是否如此呢？依據民國 100 年人力調查報告的資料分析，以 50-54

歲年齡的員工做為比較之基礎，全體的平均月薪則為較高的新台幣的 40,316 元，和電力

供應業則為 69,796 元，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則為 62,091 元，前者與後二者比較，後二者

仍高出許多，可見國營事業員工薪資似有調整之空間。當然除員工薪資外，其他許多管

理上的缺失都有提出加以檢討的地方。 

 

  余光華教授 (崑山科大企管系 ) 

以三民主義思想為本，在我國憲法市場經濟之體制下，公營事業之設置，必

然在於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有重大之公共利益性質者。再以全球觀之，越是屬

於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越是傾向將公營事業所經營者，儘量限於具有高度公

共財性質者。甚至即使屬於公共財性質之產品或服務，是否由政府或公營事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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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也還必須考慮有無選擇性之因素。一般而言，在供給面選擇性愈少者，亦即

獨占情況下，則愈有由政府承担此供應責任之必要。反之，在需求面選擇性越多

的情況下，亦較少由政府承担此供應責任。因此，那些屬於必須由政府直接負責？

那些可交由民間企業負責？實有必要予以審慎界定。否則如公營事業之經營範疇

無限擴大，不但造成力有未逮之狀況，若勉強為之，亦有可能壓縮市場經濟效能。 

由以上論述觀之，我國早期公營事業確有設置需求。時至今日，則似應全面

檢討其必要性。尤其現今社會對公營事業普遍存在的印象，就是績效不彰的代名

詞。在現存政治經濟環境下，我公營事業大多欠缺經營自主性，幾乎完全沒有私

部門之經濟市場競爭與競合的空間。然而社會大眾卻期望公營事業能夠達到民間

企業同樣的經營績效。這種事實與期望之間的矛盾，若不能有效予以解決，則公

營事業之存在，已成政府負面資產，更有加速檢討之必要。 

基本上政府設置公營事有三種目的，一為政策目的，二係經濟目的，三是財

政目的。以台灣現存之公營事業觀之，財政目的幾乎全無，經濟目的亦不大，勉

強言之，尚小有政策目的，但是效果亦不宏遠。故而政府似亦急於解決目前公營

事業的經營困境，亦方法手段多指向民營化，實則民營化並非唯一選擇，也不見

得是最佳方案。實際上「公有民營」方式，亦有探討空間。美國甚多公共財即透

過公有民營方式為之，甚至有些監獄亦公開招標民間團隊經營管理。在國內台南

市立醫院及市立游泳池在連年虧損情況下，後經招標以公有民營方式進行多年，

迄今效果良好，甚具參政價值。 

我國現剩數家尚未民營化之公司，面臨共同的難題首在員工心態，與工會反

對態度。工會反對態度中滲有甚多外在因素，尤其民意代表染指，不願放棄既得

利益，甚至將這些公司視為掌中肥羊，自不願任其逃脫掌控。這也是我在經營台

鹽、台肥公司時極度主張將百分之百民營化的原因。猶記在台肥公司服務時，我

幾度主張將所剩官股全數釋出，使達百分之百民營。使能真正以「企業」經營之。

台肥同仁卻警告我說，董事長你不可如此主張，若公司百分之百民營，你即無法

續任董事長，我則告之，不可以一己之私妨礙公司長期發展，是我一貫的主張。 

若以今日尚未民營化之公司來討論，我認為中油公司應排除萬難，儘速民營

化，使能與台塑石油在相同的基礎上公平競爭，甚而良形競爭。設若兩公司勾搭

寡占市場，而使油品價格上揚，則在開放市場下，必有進口油源平抑油價，如此

尚可予中油公司施展空間，發揮潛能，藉真正的企業經營，使該公司脫胎換骨，

是可期待。而台電公司因電廠與輸電線路必須分離討論，較為複雜。而社會大眾

擔心的是颱風來襲時，斷電復電的速度，是否因電廠與線路的配合間隙而影響，

尤其是一直斷電時刻，民眾焦慮下的反應，似需予以探討，惟亦非無解決之道。

至於自來水公司則必須審慎考量；其一、水源所有權均在政府手中，若欲以民營

型態經營，則水源問題如何解決？是否可能允許第二家自來水公司成立，且就公

司有無發展空間，均需深入探討。再則全省輸水管線，似難有第二套。亦為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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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成立之難題。若無第二家甚或第三家水公司成立，自亦無市場競爭之刺激，則

自來水公司之民營化，似較難有企業化經營之效果。却又脫離政府管控，對社會

而言，猶不如維持公營型態為佳，但仍需強化其經營管理能力，提升績效。甚而

亦可考慮以公有民營方式為之，公開招募有企業經營能力之團隊，提昇公司營運

績效，並可減免政府負擔，造福全體國人。 

 

  鄭優總主筆 (工商時報 )  

一、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 

現行≪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條明訂：「國營事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

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這明顯是早年依循三民主義思想，對公營事業之使命與目的所

作的規範。但現在台灣實行的是自由經濟制度，依照基本經濟學理論，政府只應在市場

機能失靈的情況下，為了保障民生福祉，才適合介入事業經營。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商品或服務的供應因先天涉及獨、寡占特性時，由政府設立公

營事業從事營運，才具有正當性。國民政府剛遷移來台時，存在眾多公營事業，諸如台

鋁、台金、中石化、中華工程等，從現在的標準衡量，顯然並不具備正當性，因此後來

相繼裁撤或移轉民營。特別是一九八〇年代英國柴契爾夫人執政時期推動公營事業民營

化政策，在國際間形成風潮，台灣深受影響隨之跟進。 

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所以廣受支持，乃是因為社會輿論高度共識：公營事業經營效

率通常是比較低的，除非確實具有充足理由，否則應該將寶貴資源釋放出來，供給民營

企業作更有效率的運用。依此思考，台灣現存公營事業的運作是否符合原來設立目的，

多家「假民營」、實際由政府掌控的企業是否應該確實移轉民營，值得探討。 

尤其隨著台灣民主制度日益深化，庶民大眾對公營事業能否提供低廉又方便的民生

必需品，期望越來越高，監督力道也越來越強。就以中油、台電為例，主政者（無論藍

綠）不敢得罪選民，長期壓低油電價格，特別是每遇大選動輒「凍漲」，致使該二家公

營事業持續巨幅虧損，其中台電問題尤為嚴重，累積虧損超過資本額一半以上，已達到

宣布破產的地步。去年年初實施的「油電雙漲」 措施，在執行技巧上或有改善空間，但

大原則並無錯誤，可惜經過輿論界一陣猛批，主管官員又未能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致使基本問題懸而未解，反而中油、台電公司的經營管理效率，成為「 眾矢之的」，如

今竟成為大家唯一關注的議題。 

二、在現行體制下公營事業之自主空間 

公營事業的設立具有政策目的，其所運用的又是公共資源，因此其經營受到法令適

當規範，不僅「理所當然」，也是「 勢所必然」。法令過於嚴格以致束縛公營事業營運，

或有檢討修正的必要，但要師法其他國家大幅鬆綁，恐怕很難被立法院接受，民間輿論

也不容易支持。 

歸根結底，若干公營事業已經喪失公營的必要性，就要儘早考慮移轉民營，從此海

闊天空，不必受到法律不合理規範，不必承擔民意代表蠻橫施壓，可以自由發揮，接受

市場競爭的考驗。至於仍有公營必要的事業，則執政者應該慎重選用專業、合格的董監

事，負責經營者更應嚴格自我檢討，究竟經營效率欠佳的原因何在，是因為用人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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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資過高，還是原料成本不合理…。尤其是所營業務如具有獨、寡占性質，其受到

層層監督本屬必要、合理。 

三、內部組織之檢討與改進 

公營事業的董事長、總經理都由政府指派，具有政治任命的性質。稱職的經營負責

人，必須在政策配合與專業原則之間尋求平衡，失之偏頗，很容易就會出問題。 

除非像新加坡等國家採取公有民營的模式，以國內長期以來均由執政者指派公營事

業董監事，出任者或為酬庸、或為職務監督關係、或找學者「妝飾門面」，董事會真正

能夠發揮的功能其實非常有限。因此公營事業績效的良寙，幾乎取決於董事長或總經理

是否勝任、是否能幹。 

傑出的公營事業領導者能夠引進現代化企業經營理念，設法給老舊的組織文化注入

新活力，並強化策略規劃及決策程序，建立嚴謹的績效標準與評核機制。但這些作為終

究還是必須受限於嚴格的法令規範，因此可以讓外界看到的成果就極為有限。最近二十

餘年來，有那幾位公營事業董事長或總經理如同早年的中鋼董事長趙耀東，成為家喻戶

曉的「 趙鐵頭」，答案應該是「沒有」。絕大多數的公營事業董事長或總經理，實際上

幾乎已經成為「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上班族。 

四、未來發展之展望 

綜合前面所述，除非市場機能失靈，必須政府介入以維護社會大眾權益，公營事業

即無繼續存在的意義。即使勉強繼續存在，受到法令嚴格規範，其經營效率注定是低落

的，因此目前仍有多家公營事業，或名義上屬於民營事業，實際上由政府實質控制的企

業，執政當局應該全面檢討，早日透過公開、透明程序，將其股權釋出，徹底民營化，

以提升社會整體資源的使用效率。 

至於廣受國人矚目的中油、台電，就前者而言，未來可以考慮的發展方向有三：一

是徹底移轉民營。既然油品市場已經開放台塑化參與競爭，中油同樣也可以讓其他民間

業者經營。至於兩家形成雙頭寡占的問題，由於經濟部早就實施浮動油價機制，透過公

式進行油價管制，毋需擔心消費者權益受損。二是參考新加坡作法，實施「國有民營」，

邀請民間專家組成董事會負責經營，並訂定明確營運目標，達成時給予優渥報償，未達

成時則予裁退；三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改革，優先考量縮減員工數量，同時合理降低平

均薪資水準，務求固定經營成本能與競爭對手看齊。 

就後者而言，討論已久的「電業市場自由化政策」，實在沒有理由繼續拖延不決。

經濟部參考世界各國經驗，研議開放發電、配電及售電業務給民間經營，只有輸電部分

因具有自然獨占特性，仍然維持公營，這是很合理、務實的規劃，應早日推動實現。在

此同時，反映成本的電價合理化政策亦應貫徹到底，否則台電虧損未能縮減，甚至持續

擴大，結果最後還是要由全民共同承擔。 

 

  梁啟源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 

一、前言 

因應進口能源成本增加，回歸合理能源價格調整機制，政府於 101 年 4 月 2 日調漲

油價 10.7%，101 年 6 月 10 日實施第一波電價調整，並規畫今(102)年 10 月第二波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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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及未來第三波視台電是否有具體經營改革成效後再實施的第三波電價調整措施，

共計調漲幅度達 30%。此舉對 101 年後之能源效率及碳效率的提升有極大助益，但也將

影響產業成本，造成物價上漲壓力及經濟成長減緩等現象。因此，當如何減輕能源價格

調整對產業之衝擊，成為政府當前重要施政工作之一。 

唯社會大眾對政府油、電調漲政策反應劇烈，媒體以「油、電雙漲」為標題的撻伐

聲更是不斷，但批評聲浪主要聚焦在中油、台電的經營績效上。惟效率是比較的，同屬

國營事業的中油及台電公司，經營績效的確有改善的空間；但持平而論，台灣 99%以上

能源倚賴進口，而我國油、電價格長久以來卻是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近年尤甚。以電

價而言，根據 IEA 資料分析，我國 1999 年住宅電價，在世界 31 個國家中排序第 7 低，

當時台電盈餘新台幣 427 億元；2009 年台電虧損新台幣 13.7 億，在 30 個國家中，排序

第 4 低；2011 年當台電虧損擴大為 433 億，我國與各國電價相較的排序也來到了第 2

低，僅次於大陸。 

因此，若直指中油及台電的虧損全來自經營績效不彰，並非公允。故本文將就「台

電公司」及「中油公司」的經營績效改善做進一步的討論。 

二、台電公司的經營績效 

比較 1995-2011 年台電盈餘與燃料成本的走勢，可發現台電盈餘和燃料成本呈反向

變動(圖一)，而燃料成本佔供電成本達 65%(圖二)，故電價不能反映燃料成本上漲，是

造成台電虧損的主要因素之一。(詳見圖一、圖二) 

 

圖一 1995~2011 年台電稅前盈虧與燃料成本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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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1 年台電供電成本結構 

 

 

 

 

 

 

 

另外，比較 2012 年與 2003 年台電的成本資料，可發現台電每度售電成本由 2003

年的 1.87 元增為 2012 年的 3.04 元增加 1.17 元，但售電單價卻僅增加 0.65 元，每度虧

損 0.52 元，這是造成台電由 2003 年的盈餘 318 億元轉為 2012 年虧損 616 億元的原因。

究其根源，外界所質疑的台電用人費用偏高、過度投資及對民營電廠買電偏高等問題，

其實並非台電由盈轉虧的主因。因用人費用實際上是下降的，由 2003 年的每度 0.21 元

減為 0.17 元，每度減少 0.04 元。過度投資會反映在利息及折舊成本上，但該項成本卻

由每度 0.51 元降為則 0.50 元，減幅 0.01 元。對外購電成本(不含燃料支出)是增加的，

但僅由一度 0.26 元增為 0.29 元，增幅僅 0.03 元。最主要者是燃料成本增加，燃料成本

由每度 0.7 元增為 1.92 元，增加達 1.22 元，甚至高於售電成本的增幅(1.17 元)，才是虧

損主因。 

表一  台電公司每度售電成本表 

單位：新台幣元/度 

項目 2003 年決算
(1) 

2012 年決算
(2) 

(2)－(1) 

1. 燃料 0.70 1.92 1.22 

2. 利息及折舊 0.51 0.50 -0.01 

3. 運維費 0.72 0.67 -0.05 

用人費 0.21 0.17 -0.04 

維護費 0.08 0.08 0.00 

購電（非屬燃料支出） 0.26 0.29 0.03 

其他 0.17 0.13 -0.04 

合計 1.93 3.09 1.16 

減：每度其他收入(註)
 

(0.06) (0.05) (0.01) 

每度售電成本（A） 1.87 3.04 1.17 

平均每度售電單價（B） 2.07 2.72 0.65 

每度售電稅前盈虧（B-A） 0.20 -0.32 -0.52 

稅前盈虧(億元) 318 -621 -939 

註：其他收入包含分攤線路及工程補助等其他營業收入及財務收入等營業外收入。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燃料費用 65%

輸配電成本及其他

28.30%

用人費用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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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電公司經營改善方向 

承上所述，台電現行電價公式應作檢討，以反映成本為原則，做必要的修正，換言

之，為使得電價能真實反映燃料成本，台電電價公式有其檢討的必要性。 

未來電價調整公式，應反映不可控制的成本變動(主要包括：燃料成本、及稅捐的變

動)，並維持合理利潤率，讓電業合理取得長期營運所需要的資金。而電價公式所檢討

之成本項目，其金額估算係以當年上半年實績數及下半年預測數為完整一個年度，而下

半年預測數字則由台電提出，並由公正的委員會審定之。因此，後續應成立「電價費率

審議委員會」，以建立一套公正、公開、透明之電價專業審查制度，使電價審議回歸市

場機制。同時，為避免太頻繁的電價調整影響物價穩定，電價調整頻率原則上以年調為

宜，調整時間則建議訂在當年夏季電價結束後的 10 月 1 日。 

除此之外，亦應責成台電落實經濟部國營會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的

建議，以提昇台電經營效率；長期則宜儘速完成電業法的修訂，落實電業自由化。 

四、中油公司的經營績效 

台灣 99%以上能源倚賴進口，但台灣卻是世界各國油價排序最低的國家之一。考量

各國稅負不同對價格的影響，本文將以各油品稅前價格做比較。台灣汽油及柴油每公升

(稅前)價格比日韓星三國平均低了 NT$3.0 及 NT$4.5，燃料油每公秉更低達 NT$716。（見

表二） 

表二台灣與鄰國之油價(稅前價)比較與分析 

 2007.10 月均價(基期) 2008. 5 月均價  2013. 7 月均價 

油品 
無鉛汽油

RON92 
柴油 燃料油 

無鉛汽油

RON92 
柴油 燃料油 

無鉛汽油

RON92 
柴油 燃料油 

(單位)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秉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秉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升 

新台幣元

/公秉 

台灣 20.3  20.8 13708.2  23.4 24.1 14208.2 22.2  25.1  20511.0  

日本 23.9  24.1  16890.0  29.1  29.8  23762.0  25.3  26.7  21814.0 

韓國 23.9  25.9  16422.0  29.0  34.0  21602.0   25.1  26.4  20639.0  

新加坡 29.6  29.8  - 36.1  39.2  - - 35.8  - 

日韓星平

均價格 
25.8  26.6  16656.0  31.4  34.3  22682.0  25.2  29.6  21226.5 

台灣與三

國價差 
-5.5  -5.8 -2947.8  -8.0  -10.2 -8473.8  -3.0  -4.5  -715.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 

 

但為何中油公司虧損，台塑化(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仍有盈餘？比較兩家企業的

營運情況，主要差異簡述如下： 

(一) 中油油品以內銷為主(約七成)、外銷為輔(約三成)，台塑化以外銷為主(約七成)、內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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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為輔(約三成)。內銷部份中油及台塑化皆虧損，但台塑化以外銷盈餘沖銷內銷虧

損而有餘。 

(二) 中油除油品外尚經營天然氣，天然氣雖有浮動計價公式，但天然氣也因「緩漲」而

虧損，台塑化則無。 

(三) 中油因油品結構中，低價值燃料油占比高於台塑化，高價值的汽、柴油占比則低於

台塑化，其銷售毛利率低於台塑化。 

(四) 油氣價補貼外，中油有政策性負擔，中油公司 100 年油價補貼 447 億元、氣價補貼

283 億元、離島補助 20 億元，政策性負擔共計 750 億元。 

(五) 中油煉製設備沒有台塑化先進，煉製的原油品質及對應成本均高於台塑化。 

(六) 中油用人費用雖僅占總收入 2.2%(見圖三)，但因包含加油站員工而台塑化則無，故

用人費用占比較高。且中油用人費用呈逐年遞減趨勢(見圖四)。 

圖三 中油公司 2011 年總成本分布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四 中油公司用人費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中油公司經營改善方向 

中油公司經營績效的改革可從(1)各部門競爭力提昇策略，及(2)民營化兩個思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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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以下將先分別就探採部門、煉製部門、及行銷部門簡述其提昇競爭力之策略，再

探討中油公司民營化的具體建議作為。 

(一) 探採部門提昇競爭力之策略 

1. 基於不放棄上游之石油礦業部門（包括探勘、開發及生產），反而應加重該部門之

投資，而重點宜擺在風險較小之開發及生產上。 

2. 積極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併購既有之優良油氣田。 

3. 善用國外石油專家來評估礦區之探勘開發及併購的 潛力及價值。 

4. 探勘地區之選擇宜有重點。 

5. 依業務重點轉移，重整組織結構並做必要之人力縮編。 

(二) 煉製部門提昇競爭力之策略 

1. 產品結構（product mix）應考慮獲利性及未來市場變化。 

2. 積極規劃新煉製工廠以符合未來油品規範。 

3. 提高設備利用率。 

4. 工廠操作最適化以提高經營效益。 

5. 配合高雄左營遷廠，積極推動第三煉油廠興建。 

6. 投資海外煉油廠。 

7. 延長歲修間隔時間及減少外包以提升維修品質。 

8. 注意煉製環境，降低煉製損耗。 

9. 慎選合適原料提升煉製效益。 

10. 調整燃料選擇降低燃料成本。 

(三) 行銷部門提昇競爭力之策略 

1. 鞏固既有市場，擴大佔有率—增、改建加油站，擴大銷售據點，與台糖或大型超商

合作興建加油站，加強與民營加油站之聯盟及合作關係。 

2. 都市、國道型之加油站以快速加油為主，其餘採多角化經營（如：超商及停車場）。 

3. 部分加油站及油品運輸，採公開承租方式。 

4. 加強直銷業務，掌握行銷通路。 

5. 油品採差別、機動訂價。 

6. 強化儲運最適化管理以降低成本。 

7. 解除部分輸儲瓶頸。 

8. 汰換舊管線，維持通路優勢。 

9. 加強管線拖工品質及維護、巡查以策安全。 

10. 積極協調參與觀音港建港計畫，增強北部地區供應優勢。 

11. 參與國外加油站投資重視境外市場。 

12. 對國內加油站相互投資。 

13. 對下游業者訂定長期供油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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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角化應建立防火牆體系。 

15. 加油站參與經營便利商店。 

(四) 中油公司民營化之具體作法 

中油員工對中油民營化的疑慮頗深，主要的關心議題包括：員工權益（工作權及

認股權等）、財團化及公司未來走向等。本文對於中油公司民營化之具體作法建議如下： 

1. 和工會做好溝通，釐清疑慮。 

2. 建議採不分割直接釋股的作法 

基於中油公司民營化的急迫性，並考量發揮垂直整合之規模經濟效果，在參考

國際石油業多朝向油氣整合之趨勢，且有較多國際成功案例可茲借鏡的情況下，建

議中油公司採不分割直接釋股的作法。 

3. 一個成功的全民釋股方案，宜考慮下列原則： 

(i)公民機會均等；(ii)考慮市場胃納；(iii)釋股後股價穩定；(iv)增加認股誘因；(v)

降低對國內金融市場衝擊。 

 

  賴杉桂董事長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 

一、背景說明 

自古以來，政府透過機構成立直接從事生產及勞務提供的活動，時有發生，特別

是在不同經濟發展水準有其階段性任務與正面積極的貢獻,過去公營事業的設立或基

於政治理念、財政收入、就業創造、經濟發展、國防需要等源由,但隨著經濟發展、社

會進步變遷之故,雖然過去每個公營事業均肩負著不同使命,大多數也有值得肯定的貢

獻,時代潮流已有改變,政府與民間部門財富能力互有消長,公營事業過去的貢獻並不意

味可以維持現狀,反而必須要重新定義,由過去較重視公共服務、國家安全考量,修正至

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福利,俾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二、公營事業現況檢視 

檢視公營事業現況發現，公營事業有以公司組織與非公司組織營運方式呈現,非公

司組織例如：台灣鐵路管理局、已遭合併的中央信託局、已改為公司組織的台灣菸酒

公賣局等，一般而言屬性較為特殊，而且差異非常大,近年來為因應民營化風潮，均先

行公司化，例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旦公司化則需

依公司法等相關法規運作。 

(一) 依公司法第 1 條所謂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然而公司

化以後的公營事業因係依政策需要而設立，有特定的公務任務要執行，又要同時

營利賺錢,確實無法如民營企業單純以創造經濟最大利益的目標而自由發揮，以致

於缺乏自主統理的條件，未如民營企業有效率、有競爭力。 

(二) 其次,公營企業除遵循公司法外,仍應受到政府組織相關規定的約制,特別是政府採

購法、政風、會計審計、人事…等，尤其面對民意機關的監督，動輒要求公開透

明講求公平正義，為避免圖利特定對象，相關業務的推展、組織管理、內控機制、

制度規劃設計均以防弊為前提考量，相對於民間企業則顯得僵化、保守、缺乏彈

性、效率與競爭力。至於號稱已民營化的企業(即政府已釋出股權百分之五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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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仍握有經營權,雖已符合民營化門檻，然整體組織、團隊、企業文化，仍沿習

一段相當長時間，方有可能與民營企業相提並論。 

(三) 再者,從整體企業之運作來說，公司係以股東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為最高決

策單位，而民營公司通常董事長、總經理為靈魂人物，各部門亦可發展相關辦法、

制度自主運作。惟公營企業另有主管機關核定，民意機關監督，審計機關稽核，

除營利之考量外尚有行政、政治之考量，而且晚進發展的結果，往往行政、政治

的分量在於營利賺錢的分量之上，造成保守有餘而開創、發展與掌握商機能力相

對不足。 

(四) 總而言之，公營企業之設立目的、組織制度、決策運作均與民間企業有所不同，

長年經營結果，其營運模式、企業文化、組織結構、團隊紀律，自然難與私人企

業相比擬。 

三、公營事業之經營管理診斷-現行制度下的企業化經營思考 

綜上所述，公營事業由於規制多，需考量政治面因素等，以現有經營環境及運作

模式，尚難與民間企業之彈性、效率及競爭力相比,然仍有極少數表現傑出的國營事業，

例如過去的中鋼公司(國營事業時代),顯然其中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換言之，如何

在現行制度面的規範下，以企業化思惟經營發展公營事業，俾形成良性循環，提高彈

性、效率與競爭力。 

(一) 定位：現實社會期待公營事業能夠達到民間企業同樣經營績效，民營化當然是可

以思考的一個方向，但也不必然是萬靈丹，仍需妥為規劃，選擇妥適的部分進行。

至於純化為公部門的行政機關化或予以行政法人化，以中油、台電所經營的事業

內容，則期期以為不可。 

(二) 經營發展：經營策略的形成頗多運用 SWOT 分析，惟此項分析相當具有普遍性，

各公司操作結果可能差異不大，如果想要有更進一步有務實的作為，可能需要再

加 SCOTT(策略 Strategy、文化Culture、組織Organization、團隊Team、技術Technology)。

雖然公營事業客戶通常以國內市場為重點，經營常受保護管制，策略規劃能力及

企業競爭觀念較為欠缺，組織運作層層指導節制，經營團隊及員工不習慣於競爭

文化，但只要能秉持企業化經營思維，逐步調整策略，建構技術能力，營造組織

團隊及形塑對內良性競爭，對外服務的良性企業文化，則公營事業之經營發展仍

有可以期待的空間。 

(三) 形象重建與社會溝通 

(四) 經定位為有彈性、效率具競爭力之公營企業後，建構出經營發展之藍圖與策略團

隊，形塑獨特的組織文化，由內而外，透過整合行銷傳播方案配合全員行銷觀念，

展開全面性社會溝通與企業形象重建，相信應可達到公營事業籌設之初始目的並

適度兼顧企業之經營彈性、效率與競爭力。 

四、結語 

經貿發展自由化的時代，已邁向全球化競爭，各國均已相繼要求政府行政機關須

具有企業化的思維，遑論公營事業更需要企業化經營觀念，同時更要以服務的思維，

社會企業的思維，了解客戶需求，開發新產品與服務模式，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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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公營事業如能透過法規制度鬆綁，提高經營自主性自然是好事(例如：人事用人自主

權等)，但如短期不可行，則應回歸基點，由內而外，先行提升企業之效率與競爭力，

特別是從組織、團隊、文化形塑出發，健全經營發展，加強與社會溝通，重建企業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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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溝通協調面向 
壹、 召集人綜合論述(項國寧社長) 

首先我們非常同意中技社潘董事長議題開始研討所提的觀點，公營事業經營目前的

問題不在一般管理問題上，主要問題為定位、溝通和社會支持。定位問題由前面兩個面

向來探討，社會溝通面向是從後端來看這個問題。中油與台電在社會形象要去思考要做

些什麼，能做些什麼？換句話說，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中油與台電能提供消費者怎樣

的服務，若從這裡往回推，也可推到定位問題。 

中油台電應努力做的是公共政策，而不是媒體政策，最終面對的是消費者，是公民、

國民、社會的成員；要以能為這些消費者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由此核心出發做沙盤推演，

後果將會不一樣。針對目前問題的思考，有兩個部分： 

一、社會溝通基礎瓦解，公營事業形象破毀 

自由化與民營化浪潮，公營事業傳統功能、定位與形象遭受衝擊，既有社會溝通

基礎瓦解。環境不佳，政策反覆，民怨高張，公營事業成眾矢之的。社會溝通受挫，形

象破毀。 

二、公營事業改革的重要環節 

形象重建與社會溝通策略，正是公營事業改革進程中亟待修補的重要環節。如何

從結構上、作法上，改善與民眾關係和社會溝通，扭轉形象，擴大社會支持力量？ 

基於上述的思考，社會溝通面向提出了兩個研討主題： 

主題一、公營事業的形象重建 

 總結這一波公營事業形象重創的經驗教訓 

 重新發現公營事業的核心價值 

 重建公營事業的形象：組織結構、公共關係與社會責任 

主題二、公營事業的社會溝通 

 總結這一波公營事業社會溝通挫敗的經驗教訓 

 公營事業的政策行銷與社會溝通 

 公營事業的危機管理與社會溝通 

針對兩議題的探討，其執行方式如下 

 針對形象重建與社會溝通二項主題，分別舉辦座談會。 

 邀請新聞、傳播、廣告、公共關係、政策行銷、危機管理與社會溝通等相關領域

的學者專家，與實務界的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代表，深入討論，相互激

盪。 

 總結研討成果，作為公營事業改革的參考。 

以下是研討內容摘要，大體分成五個重點： 

一、企業形象的決定因素 

依據 Howard Barich and Philip Kotler 的觀點，企業形象包括範圍很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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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企業行為（聲譽、創新、財務能力、管理品質） 

 銷售團隊（規模、競爭、可靠度、責任感） 

 店銷通路（地點、服務、競爭：營運處結合便利店） 

 服務（安裝、修理：短片） 

 支援（說明手冊、諮詢、顧客訓練） 

 價格（定價、折扣、退款） 

 溝通（廣告、公關、推銷、帳單 DM：微電影、動畫） 

 產品（特徵、功效、品質、可靠） 

 企業的員工行為（尊重、給薪、晉升） 

 企業的奉獻行為（受災補助、午餐補助、公益結盟、單車運動、藝文補助） 

 企業的社會行為（綠能校園、省電回饋、海域清潔） 

所以要改善企業形象其實是一個綜合體，如從個別角度切入，緃是切入也未必發

生功效，如真想做企業形象，上述的每一項都有檢討及改善的空間。 

公營事業形象的盲點，公營事業定位的爭議，不但是公營事業要討論的問題，也

是媒體、民意代表及政府各個單位在談的問題，到底公營事業是個生產單位或是服務單

位？這些都是有討論的空間。多數參與討論的學者都有提到顧客導向問題，他們在這方

面似乎都覺得是有改善的空間；在處理公共事務角色及位階，以及在決策流程裡都未進

高層決策，所以他們發揮的功效也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至於處理公共事務上的成員應該進到怎樣的位階，才能發揮功能，是否應從初始

的階段去介入，而非只是消防隊救火的任務而已。如何防患未然使公共事務的角色，能

提早進入決策機制裡。剛才潘董事長提到專業的東西一般人很難懂，但很不幸的是，公

營事業所面對的就是很難溝通的一般性消費者及民意代表，所以政策行銷及公共事務的

發言如何再簡化，找到更好的溝通方式恐怕是一個要用心去研究的問題。 

概括而言，如果我們反省公營事業形象的盲點，有： 

 公營事業定位的爭議 

 缺乏顧客導向的思考與考核機制，平時未作可累積正面形象的基本功 

 公共事務角色未進高層決策，只是消防隊救火 

 公共事務發言或傳播機制，缺乏橫向縱向聯繫 

 政策行銷及公共事務發言，論述無法簡單易懂，甚至缺乏同理心 

 針對批評者的反宣傳沒有招架的能力 

第二個重點是大家在談媒體溝通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新媒體，新媒體時代對公營事

經營形象來講，出現了怎樣的根本改變？過去必須要透過傳統媒體來改善形象，可是現

今時代公營事業是否可以主動出擊，來改善他的形象，新媒體時代是有很大的可能。國

外很多媒體都已跳過傳統媒體，主動利用網路，利用行動來改善他們的形象，甚至創造

新的內容，讓他們的形象成為使用者用新媒體流傳的非常好的辦法，如可口可樂、Nike

等等。我們的公營事業處理公共事務的人，是否可以主動去尋找一些訓練課程，主動出

擊，從新媒體跳過傳統媒體，找到改善形象的新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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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企業如何定義他新的形象、新的價值，這是非常值得探

討的問題。譬如布落格上的寫手，對名嘴很多的批評，這些部落格的寫手是否可成為我

們溝通的對象，布落格上的內容有很多是值得企業參考經營的看法。中油台電手上掌握

海量的資訊，是很可以去運用的東西，如中油的會員卡，都是中油可以用 app 或網路來

經營的工具，應該會發生不錯的功效。在這人人皆媒體的時代，從以下三個角度去思考，

應有助於公營事業應對外在環境的改變，改善外在形象： 

一、 誰定義價值：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主張不再由企業單方定義，第三方媒體及使用

者創作的內容，加速形塑消費者的認知，網路快速分享的負面體驗形塑了其他消

費者的「經驗」。公關部門須時時偵測網路負面訊息，迅速處理。 

二、 內容是王道：說故事是溝通主要內容。最重要是自有媒體，每個公司都應該是個

媒體公司，包括品牌、官網、App。 

三、 以顧客為本：消費者有興趣的，不再是有關產品的故事，而是有關人的故事；執

行品牌置入娛樂媒體與微電影行銷的效果，能更有效提升品牌的正面形象，提升

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抗拒負面訊息的影響。 

其次有關形象的宣傳，以往老式或制式的方法應想辦法做改善。現在消費者有興

趣的，不再是有關產品的故事，而是有關人的故事，中油台電可用些間接的、聰明或有

趣說故事方法，把形象置入娛樂媒體與微電影中去做行銷，更能有效提升品牌的正面形

象。以下為與談專家學者提出的一些可行與可思考的做法： 

 以說故事方式，將國營事業背負政策使命和社會責任廣為宣傳。 

 中油在海拔將近 2400 公尺上蓋加油站，服務用路人； 

 日月潭全台唯一具有水陸兩棲加油特色的水上加油站； 

 平溪跟雙溪偏鄉地區的移動加油車。 

 台電部分，還是有許多感人的小故事可發揮。 

 可把辛苦和令人感動的地方，轉換成說故事的方式拍成影片，可放在YouTube 上，

也可在加油站這個通路來播放，創造屬於自己的媒體，更可擴大接觸面。 

 加強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尋引擎優化)、SEM(Search Engine Marketing

搜尋引擎行銷)。 

 了解鄉民文化，深耕網路，透過微電影、部落格、PTT 或其他形式，在網路上大

量露出。 

 熱情、快速、多產的網路寫手成重要影響人物，25,000 人供應全球一半推特，專

業能力與個人經驗引起廣泛迴響。 

 建構網軍，攻打守辯，及時回應，還有專家顧問團。 

 提供一些民生相關的 App。透過 App、手機、簡訊…等，利用網路平台，或移動

媒體，加強平日溝通。 

 加強宣傳力度，主動出擊，資訊透明、網上 Q＆A 及 FAQ 趣味化、購買媒體進行

宣導、文宣競賽、鼓勵內部人員透過網路、媒體，乃至上談話節目，盡量發送支

持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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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可以有很多經營的地方，不管是透過新媒體或傳統的

方式來經營，可與消費者、弱勢團體等等產生更直接的溝通，更有效的貢獻及宣傳。從

溝通管理機制與公關、贊助、睦隣的角度，與談專家學的看法包括： 

 關懷對象選擇，了解社區需要，選擇重要議題，創造價值 

 活動須能凸顯組織理念、經營定位與價值 

 設定明確的溝通目標與評量機制 

 中央與地方、跨部門之間協調溝通的加強 

 透過基金會或社區顧問委員會運作，邀具公信人士協助處理社區關係 

 分齡扎根：颱風搶修體驗營、百萬小學堂、網站兒童版 

 體驗行銷（如中學生油氣探勘營、籃球營、棒球營） 

 跟媒體合作，為善欲人知 

第四在危機管理與社會溝通上，應把握下列要點，並從內部開始先排除內部問題，

再對外進行有效的溝通。 

 危機一旦發生，危機因應專案工作小组得立即成立，董事長、總經理、發言人、

相關高階主管和公關長、法務長、財務長皆是必要成員。 

 具有議題和危機實務經驗的外部顧問，是避免内部茶壺風暴現象的基石。 

 心態也要調整，很多單位還是有撲火的概念，以為新聞可以壓。 

 把公關式經理調整為總裁式經理，因這樣的職稱任何一個公文才都能看的到，可

盡早發現問題，盡早因應。 

 危機溝通有其黄金時間，最忌諱拖避躱，因此及時適時反應，不容延遟，主動赢

回發球權更重要。 

危機時的溝通要掌握住： 

 對每一個可能受到影響的群眾—明確危機的種類和性質。 

 到底採取了那些降低危險的措施。 

 確認危機發生的原因。 

 展現高度負責的管理行動。 

 傾聽社會聲音，同情心和同理心對話。拿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善用圖形和畫面溝

通，著眼大局和換位思考。 

第五在與傳統媒體的溝通上，也是很多的企業或是公眾人物共同的問題，他們都

是覺得困難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傳統媒體仍有他正面的功效，發生事情時怎樣運用媒

體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立場,藉著一些正面的訊息，轉變為傳統媒體的報導，也是都有一

些改善的空間，也非全然的挫折困擾，這些需要平常長久的處理，觸及媒體處理新聞的

流程，了解流程，做有效的切入。綜合而言，在媒體關係與危機溝通方面，應認識到： 

 良好的媒體關係是公營事業危機溝通的基礎，整個危機公關處理過程，應以媒體

作業為基礎，組織經由媒體與社會大眾連繫，爭取民眾同情或減低民眾反感。 

 媒體不是好摸頭，但媒體是可以溝通的。 



113 
 

 善用媒體功能與社會輿論對話，以媒體為平台跟社會溝通，減少訊息不對稱帶來

誤解。 

 善用媒體做專業主張的後盾，藉由媒體的力量維護自己專業經營的立場。藉由媒

體消息的發布，讓社會了解那些政黨、政治人物做出不正當的行為，讓社會對這

些政黨或候選人進行監督。 

 利用各種媒體的特殊屬性為自己發聲。 

最後我的結論，儘管我們是這些問題探討的後端，定位還是會影響後端，定位到

底是國營為體民營為用呢，還是全面民營化呢？會決定後端的作為。所以前面的定位要

先清楚，董事會的結構，國營企業在政府裡面的位置，這些才能解決。 

其實中油台電要改善的是消費者政策、服務政策、公共政策，未必全然是媒體政

策。加油站的服務品質，台電的服務品質，中間可有改善的空間？消費者經常在抱怨，

從這裡面民眾能感受得到中油台電的服務品質。決策下達之前就能融入面對公共事務的

考量，而不是等問題發生時才來救火，很多企業負責人對此方面很不以為然，認為自己

是專業的決定,然而緃然是專業的決定,最後還是會碰到消費者的感受，是否可以提早做

考量，使得決策更為圓滿。其次，繼續學習與媒體溝通，找到運用新媒體的方法，新媒

體的運用與新媒體的領域,提早了解它、掌握它、運用它，以上是我們所做的一些共同看

法，具體而微，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 中油台電的新定位 

二、 中油台電做的是公共政策，不是媒體政策 

三、 公共事務角色能否進到高層決策，而不是發生問題時再來救火 

四、 繼續學習與媒體溝通 

五、 找到運用新媒體的方法 

 

貳、 專家學者論述(依會議舉辦日期與發言序) 

【形象重建】 

  蕭富峰主任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 ) 

面對目前藍綠對立的政治氛圍、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生態及日益高漲的民意聲浪，

公營事業如果想要重建形象，顯然必須改變長期以來所慣用的溝通模式，認清利害關係

人包括哪些不同的族群，針對不同的族群設計不同的溝通策略與內容，並以主動出擊的

方式取代長期以來的被動因應，透過持續監看輿情、做好議題管理及隨時掌握外在溝通

情境的變動等方式，掌握主動溝通的先機，以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以反核四運動為例，外界對於核四的批評與疑慮並非始自今日，事實上，這是很早

就已經出現的議題，而且持續出現在媒體與網路上，只是有關單位似乎一直未能好好正

視它，並及時進行綿密的溝通，以期能抒解反核四的聲浪，基本上，預防針要事先打才

有效，事後打預防針是沒用的。 

日本 311 大地震是反核四的重要轉捩點，台灣民眾眼見日本福島核電廠的慘況，再

加上媒體的不斷渲染，讓反核四運動找到了一個非常有力的宣傳切入點，當這股莫名的

恐懼持續擴散，卻未被適當的化解時，難免就會在許多人心中埋下了嚴重程度不一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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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並成為反核四運動的溫床。 

媒體是另一個令人頭痛的部分，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媒體紛紛明示或暗示地表態支

持、並不斷推出聲援反核四的報導；愈來愈多具有媒體吸睛效應的知名人士（如演藝人

員、藝文界人士等）跳出來站台；還有很多網友默默地在網路上推波助瀾，使得反核四

似乎變成了當下一種很潮、很酷的運動，不加入就遜爆了，所以，不管知不知道為何而

反，但加入反核四的人卻愈滾愈多，前一陣子凱達格蘭大道的反核四示威只不過是牛刀

小試而已。 

富邦董娘以媽媽的身份出來大聲呼籲反核四，對於這股反核四的浪潮又增添了不少

柴火，董娘不僅以「媽媽監督核四廠」的名號自己親上火線，更結合了若干演藝界與文

藝界的知名人士，不僅相當具有話題性與新聞性，也讓反核四陣營再添一股生力軍。 

網路快速傳播的力量也充分展現在這次反核四的運動裡，許多網友是在網路上接收

到反核四的訊息，藉由病毒行銷的大量擴散，這樣的力量在網路上快速的串連與集結。

受到網路訊息及相關影片的影響，許多網友（尤其是年輕族群）不管知不知道為何要反

核四，卻有愈來愈多人加入反核四的陣營。 

以謾罵當前政府為樂的媒體在反核四運動裡也沒有缺席，在媒體上，幾乎很少看到

支持核四的言論，絕大多數都是反核四的，即使是被認為與馬總統友好的聯合報亦站在

反核四的一方，這使得一般大眾經常會暴露在反核四的訊息裡，進而有可能會被潛移默

化而不自知。 

面對諸如此類的不利情境，個人有以下幾個建議： 

1. 加強核四安全性、正當性及必要性的宣傳力度，以主動出擊的方式，喚起民眾的共鳴

與支持，例如，資訊公開透明、將 Q＆A 及 FAQ 貼在網路上、推出易讀易懂的宣傳

手冊、購買媒體進行宣導、舉辦支持核四的文宣競賽、鼓勵內部人員透過網路、媒體，

乃至於上談話性節目發聲等方式，將支持核四的聲浪盡量發送出去。 

2. 辨明利害關係人，並針對不同的族群設計不同的溝通訊息，例如，針對環保團體、富

邦董娘所號召的媽媽族、媒體、名嘴、核四逃命圈的居民與政治人物、網友及一般社

會大眾等，基本原則是盡量將反對者往中間靠攏、讓中間者往贊成端移動，並深化支

持者的支持立場。 

3. 找尋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擔任支持核四的扛旗者，例如，臺積電的董娘就是一個不錯的

人選，一方面形象好，一方面應該深知穩定供電對台灣的重要性，此外，也是一個足

以平衡富邦董娘的焦點人物。 

4. 深耕網路，讓支持的聲音在網路裡遍地開花，以平衡一面倒的反核四聲浪，不管是透

過微電影、部落格、PTT 或其他形式，重點是要在網路上大量露出，以免被反核四的

聲浪給覆蓋掉。 

5. 舉辦支持核四的文宣競賽，並在網路上大肆宣傳，透過學校組與社會組的大量參與，

吸引不同族群更加深入瞭解核四，從而讓更多人可以因瞭解而支持。 

6. 將名嘴與相關媒體記者列為溝通社群，藉由持續的訊息傳遞與溝通，讓這群人掌握正

確的訊息，以免以訛傳訛。 

7. 主動因應來自外界的質疑，例如，今年 6 月初，上百位媒體主管、記者、行政院長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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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馬總統進行「能源之旅」，其中的重頭戲之一就是訪視核四，媒體也多所報導。這

固然是值得鼓勵的溝通努力，但就在能源之旅結束沒多久之後，天下雜誌隨即在 524

期提出馬總統在能源之旅沒有回答的問題，並認為能源之旅只不過是對台電的說法照

單全收而已，這三個問題分別是核廢料處理、電力供需缺口及核電安全，通篇文章雖

然對能源之旅不吝給予讚美，但真正的關鍵其實是要凸顯出那三個沒有被清楚回答的

問題，很遺憾，天下雜誌出刊之後，並沒有看到相關單位立即、主動地出面釋疑解惑，

或投書天下雜誌說明一二。 

很高興看到台電邀請富邦董娘為首的勘查團到核四訪視，顯示有關單位已注意到有

必要加強溝通。但時至今日，整個溝通情境已然大異於往昔，所以，要做的溝通努力可

能還要更多、更強、更全面、更 IMC，才有可能撥亂反正，並讓支持核四的聲音被大量

聽到。 

個人以為，為了重建形象，並重新贏回大眾的信任，乃至於贏得在可見的未來即將

舉辦的核四公投，相關單位顯然必須正視目前反核四運動如火如荼的現象，並需要在行

銷溝通上加緊動員，尤其是在數位媒介與網路溝通上，以便讓支持核四的聲音可以被大

量的放送出來，並平衡目前出現在媒體上幾乎一面倒的反核四聲浪。畢竟，唯有與時俱

進，才有可能在大幅擴大聲量的情況下，達到訊息傳遞、有效溝通的效果，從而希望得

以扭轉「反核四很潮很酷」這種怪異現象，並有效拉抬支持核四的聲勢。 

 

  陳一香主任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   

長期以來，我國均以發展經濟為最高原則，而公營事業為執行政府決策，亦均以經

濟為最高優先順序。在此之下，台電、中油這類公營事業雖然是一個獨立進行生產與銷

售工作的企業體，但在經營原則配合國家政策、市場接受管制的情形下，其營運模式更

加近似公部門的運作。身為公營事業一方面要承擔企業經營的成敗責任，同時要承擔政

策使命及多元的社會與政治責任。因此對於影響公司永續經營發展的重要課題，更是必

頇及早規劃，妥善管理。 

由於電力與油品的專業性，形成長期以來中油、台電公司引以為傲的「工程師文化」，

以此為主軸的企業文化，對於企業形象亦因「工程師文化」多做少講的特性，長期被忽

略。然而面對時空環境的改變，各種民意、民怨的壓力，如何重新定位其核心價值，明

確定義各類利益關係人、設定議題溝通主軸，並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修補關係，挽救

形象，擴大公營事業社會支持的重要溝通方向。 

據相關研究發現，財星五百大企業的溝通預算中，媒體關係與危機溝通佔了相當高

的比重，顯見媒體仍是企業影響社會大眾以及利益關係人的重要平台與工具。因此定期

進行輿論研究，分析媒體對企業的報導概況，成為檢視企業的媒體關係經營與溝通策略

運用的重要評估方向。 

此外，以顧客導向為思考基礎，找出社會大眾對於台電、中油公司的要求與期待，

由社會各界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明確的定義出各類利害關係人，找出各類利害關係人所

感興趣的議題，透過對各類型利害關係人的了解與管理，在不同的議題上，以適合的管

道，傳遞適切的訊息，使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均達到良好的訊息接收與滿意程度，才能有

效獲致企業形象的建立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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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不同，應針對各類溝通議題，訂定利害關係人的優

先順序，加以管理，同時對上述利害關係人之組成，分別研擬訂不同的形象策略，並配

合最適合的傳播方式，以區分議題以及分眾方式，進行有效溝通。 

也就是關係管理的策略與作法要更為細微，尤其在網路發達便捷的時代，絕對是必

頇面對的課題與挑戰。 

例如，睦鄰工作項目多，對象廣，愛心行動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較不具新聞性，不

易累積顯著效果，有待更好的溝通管理機制，又分為以下數方面的問題：(1) 台電公司

在關懷對象的選擇上應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動規劃、管理。應該透過適當的程序了解

社區的需要，選擇重要議題，創造價值。(2)活動之選取或執行，頇能突顯本身之理念與

經營價值。(3)設定明確的溝通目標與評量機制。(4)中央與地方、跨部門之間協調溝通的

加強。(5)可以學習國外電業及高汙染工業之社區經營作法，透過基金會或社區顧問委員

會運作，邀請具公信人士協助處理社區關係，進行溝通與回饋事宜。 

在執行層面上，針對主軸議題，應委請專業廣告商統合規劃，建立議題的完整性，

避免「製作」與「托播」分離的情況。例如，對台電而言，能源議題是另一項牽涉廣泛，

影響深遠的複雜議題。它雖包含許多複雜的高科技，也非台電能完全主導，但已不能只

當技術或產業來處理，而是全民運動，還需接受它可能是高度政治化的事實。因此，在

社會溝通上要先選擇有共識的議題著手，例如節能減碳，以及提升能源效率，發展再生

能源，讓民眾慢慢意識到能源的有限與重要性。 

又如，中油公司以探勘、煉製及油品供應，橫跨工業、製造與服務等多重產業特性，

「工業安全」已成為該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為企業及社會各界所關注，並已成為

評量企業經營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如何落實工安管理，形塑良好的工安文化，「工業安

全」不論對中油高階主管、內部員工、社區民眾乃至社會大眾都是重要且迫切的議題。 

「生態保育」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尤其近年來環保議題，隨著自然資源的減

少、人口的增加，以及環境污染事件的不斷增多，開始被社會關心與重視。這股風潮也

造就出許多關心自然環保的非營利組織的形成，並投入自然環境的保育，環境議題法案

的遊說、監督與制定。因此，如何在環境保育議題上投入更多資源，在人文與自然的關

懷層面，整合相關單位與組織的力量，致力於更寬廣的生態保育，是另一個值得重視與

長期耕耘的社會議題。 

台電、中油身為公營事業最大的問題，正是負擔太多的社會責任。由於平日礙於政

策使命，受到各界壓力，投入社會公益的範圍太廣泛，缺乏焦點和目標。 

因此應該鎖定一些對自己最重要或最具有策略價值的社會議題，將該議題與企業的

核心能力與資源資充分結合，其餘的則交給其他更適合的產業、其他非營利機構或相關

政府單位來處理，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通盤策略考量，不傴要對社會有好處，對公司也

要有價值，因此，確認組織的經營定位與價值，策略性的選擇值得投入的公共議題，與

社會公眾有效溝通與對話，擴大社會支持面與影響力，才能重建公營事業的組織形象與

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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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祥蔚教授 (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 ) 

要探討公營事業的形象，必須先針對公營事業的當前形象提出一些簡單的分析，如

果有嚴謹的民調數據，其實最為理想；如果沒有，也可以從新聞媒體的建構中進行討論。 

回顧 2013 年前幾個月一些媒體對於公營事業的新聞報導，內容除了一般性事件的

新聞報導，例如招考與徵才等，其他的探討方向似乎比較偏向負面。 

例如年代新聞台一月的一則新聞報導的標題是：「鐵飯碗不再？形象差？國營報考

人變少」，報導中指出公營事業雖然薪水不錯，但是一般民眾卻會擔心自己在其中服務

的社會觀感不是很好，因此影響其報考意願。儘管有這類報導，但是公營事業似乎仍被

當成金飯碗，例如聯合新聞網六月報導指出：「郵局徵 2000 人競爭激烈」，NOWNEWS

六月的新聞報導也指出：「經濟部屬國營事業今年招考 1062 名新血起薪 35 至 38K」。從

前述的徵才新聞可以看出，公營事業目前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大致上還是比較有福利與

保障，但是在此同時也伴隨著績效不佳因而有待改革、員工欠缺對社會的實質貢獻感等

等疑慮。 

除了報考率，新聞媒體對於公營事業的關注，大致上都圍繞在連帶的績效與改革等

議題，前者例如中時電子報六月的報導標題：「中華信評降台電評等展望」、ETtoday 六

月的報導：「國營事業改造經部：迫在眉睫！朝公有民營方向思考」，這類報導大致上反

映了社會大眾的觀感，亦即公有事業效率不好，必須改革，而改革則主要是推動民營化。

在此同時，公營事業員工面對改革時的一些爭取自身權益的努力，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

來看，似乎也不利於公營事業的形象，例如 NOWNEWS 六月的新聞報導：「台鐵工會聚

眾抗議年金改革發起立委反輔選」、自由時報六月報導的標題為：「民營化爭留公務員權

益中華電工會敗訴定讞」。這些新聞報導讓人以為公營事業員工似乎畏懼改革，而且爭

取的結果只是白忙一場。這樣的新聞報導，難免讓人對於公營事業既有員工的心態，以

及未來公營事業員工的保障等，都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印象。 

在其他新聞報導方面，則涉及公營事業的定位，例如聯合新聞網七月的報導：「台

灣菸酒賣菸推員購，被點名應重罰」。 

綜合前述新聞報導可知，台灣當前公營事業的形象問題，主要涉及經營績效似乎不

彰，但是員工福利卻仍相對優渥這些面向。不過進一步深思可知，這其實牽涉了公營事

業的定位。 

依照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其實業計畫中的理想，公營事業的定位應該是「私人能力所

不及」或是「可能造成壟斷」。其中，「私人能力所不及」其實包括了可能虧損因而私人

不願意投入的範疇。既然如此，壟斷事業原本就可能出現獲利但被批評績效不彰的情形，

至於虧損事業則難免出現虧損而被質疑存在價值的情形。 

台灣當前的公營事業，果真是因為前述的兩個情形而造成其形象不佳嗎？針對公營

事業（暫且不論技術性的公營或民營定義，亦即堅持必須政府持股超過一半才可以稱為

公營事業的這種定義，因為許多民眾仍認為政府出資且持股佔有一定比例者，即是公營

事業），如果從一般的民眾標準來看，則舉凡中油、台電、中華電信、郵局、台灣菸酒、

台鐵、台糖、台鹽等，是不是仍然符合「私人能力所不及」或是「可能造成壟斷」這樣

的標準呢？恐怕未必。既然如此，許多公營事業不僅「師出無名」，欠缺定位的正當性，

而且民眾難免會拿同類的私人企業來進行比較其績效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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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來看，要檢討台灣公營事業之形象，似乎不是光憑著形象公關等操作技巧就可

畢其功於一役，未來建構公營事業形象的首要之務，或許應該是先釐清公營事業的應有

定位，因此不妨先提出公營事業的改革時間表，把不必由公營者陸續改為私營，在此同

時，再檢討當前存在的經營績效等問題，然後未來才能本於正確定位與正常績效，去向

社會大眾進行有效的形象溝通，從而永續經營公營事業並且建構其應有的健康形象。 

 

  鈕則勳副教授 (文化大學廣告系 ) 

要重建形象，或許國營事業可從形象上的盲點來重新思考，發現自己的盲點後，若

能針對這些盲點或弱勢來進行策略防堵，才有形象重塑的可能。 

一、公營事業的形象盲點 

以台電及中油兩大國營企業來說，其形象上似乎有些盲點，以至於推動相關政策行

銷時，常面臨頗大的阻力，茲分述如下： 

(一)平時並未作可累積正面形象的基本功： 

以中油公司來說，民眾對中油的初步印象就是加油站，但是中油加油站的工讀生在

服務的過程中，並未充分使消費者感到貼心，相關服務仍離民間一般被認知的服務水平

有一段距離；至於台電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但似乎也並無多行銷台電對民眾生活所提

出的便利等形象操作，反而是電價調漲議題使民眾和台電產生緊張關係。 

(二)政策行銷及公關發言上的盲點： 

就國營事業及政府相關主管官署及官員針對媒體的發言、民間宣傳或是接受立委質

詢實務的回應來看，的確有值得檢討之處，歸納如下。 

1. 政策行銷宣傳或發言不夠簡單、清楚、易懂、明瞭：或許政策決定者皆屬高學歷者，

是以制定出的相關政策有其學理基礎，然而要將政策宣傳到民間社會，或許要將其加

以重新包裝，而不能僅以專有名詞、高遠理想或是學術用語來進行宣傳；特別是和中

油有關的油價、浮動油價等都設即相當複雜的算式，台電電價調漲的相關方案亦都有

相當程度的複雜性，民眾對相關論述或許都聽不明白，遑論支持。 

就較細部的文宣說帖來說，強調一些學理脈絡無可厚非，然而要宣傳給一般民眾，

便有其盲點；畢竟，倘政府相關發言或宣傳的論述太重學理，不僅無法讓民眾心有戚

戚焉，更會讓民眾覺得政府離民眾很遠。 

2. 不能隱喻失義：除簡單清楚易懂明瞭，能夠呼應民眾之切身利益之外，還得要注意不

能隱喻失當，畢竟引喻失當除了會使人誤解之外，還會被媒體擴大負面報導，得不償

失。 

3. 缺乏同理心：同理心是政府公關必要元素，但是以現今媒體報導來看，可以發現官員

在這部分仍有值得檢討之處；如漲電價之官方回應多是「我國電價相對於周邊國家已

是相對便宜」等，多被民眾指稱忽略因油電雙漲而導致的物價上漲問題，是以回應若

只以國際評比為基礎，而忽略國內相關社會氛圍，民眾可能無法被說服。基於此，同

理心在官員公關發言的過程中仍常被忽略，但若忽略就會被媒體報導形成負面新聞，

對該官員及政府整體都有負面影響，官員發言前，還得再貼心、為民考量些。 

(三)公關發言或宣傳機制橫向縱向連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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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一個整體，針對相關跨部會的公關發言或對外宣傳，應該有個縱向及橫向的

連繫平台，將可能涉及特定政策之相關單位接納入平台中，相關單位共同擬定該政策的

宣傳主軸，並據此作為對外宣傳或發言的基礎，以避免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之情況；

然從一些個案中卻可發現，政府機制間的聯繫並未全然到位，故發言訊息造成混亂，引

發社會誤解。 

(四)國營事業在民眾觀感上的「相對剝奪」： 

以現今民間產業薪資水準平平，經濟陷入瓶頸之際，國營事業單位員工即便碰到事

業虧損，但是薪資仍相對優渥，年終獎金一般認為也較民間企業為高，即便相關單位雖

不斷提出因為其「承擔國家政策」等論述，仍無法獲得民間認同，加上部分政治人物有

心炒作，是以民間「相對剝奪感」增加，而國營事業及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此部分，亦無

有效的反制及澄清策略。 

(五)針對反宣傳，似乎並無整體戰略及戰術： 

針對民間相關團體及政黨、政治人物對核能政策之反宣傳，政府似乎並無整體戰略

及戰術，只是急就章似地進行單點或片段式的回應，除了讓人感到政府並無整體宣傳策

略外，也無法主動出擊進行宣傳說服，多只能被動因應，當然會陷入弱勢。 

二、公營事業的形象重塑策略 

(一)強化平時服務累積正面形象： 

從平日的服務開始做強化，讓民眾及消費者有不同的感覺；畢竟若能於平常服務來

多為形象加分，民眾才能感受到單位改變的誠意，而多累積正面觀感，才能為相關棘手

的議題多累積資本。 

(二)重構宣傳訊息： 

宣傳訊息請再簡單、清楚、易懂、明瞭，同時要能切中民眾之需求及利益，民眾聽

得懂，他才知政府有為他著想，才有被說服的可能；多站在民眾立場上見夠說服訊息，

而非只強調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論點。 

(三)強化整體宣傳策略： 

除建構整宣傳策略及擬定宣傳主軸外，也要因應對手的反宣傳，同時擬定出宣傳效

果評估的機制，不斷的因應環境變化進行策略微調。 

(四)縱向橫向聯繫再強化： 

政府相關單位及國營事業應建構溝通及宣傳決策平台，強化縱向及橫向聯繫；一方

面產製同一口徑的宣傳訊息，另方面也可進行策略上的分工，產生分進合擊效果。 

(五)熟捻媒體公關操作，更加強化公關發言人回答問題的能力： 

組建公關團隊，選取國營事業發言人，同時公關發言人員針對相關個案，平時就應

該有準備「Q&A」題庫的習慣，畢竟記者提問的問題都應該會落在預先所準備的題庫中；

進一步將相關回答的內容濃縮成最重要的主軸論述，配合民眾需求及觀感來進行發言。 

 

  莊伯仲副教授 (文化大學新聞系 ) 

為配合國際指標油價下跌，經濟部於 2012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當天宣布 4 月 2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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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油價緩漲機制，可讓中油一次回收六成累計「應漲未漲」金額，國內油價平均每公

升上漲 3.1 元，95 汽油每公升來到 35.5 元，創 2008 年 8 月以來新高價。於此同時，經

濟部 4 月 11 日召開電價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提報的調漲方案為民生用電 120 度

以下不調，120－330 度每度增加 0.41 元左右，331 度以上漲幅拉大。此即所謂「油電

雙漲」，不僅引發民生物資漲價風潮；而且也因民怨沸騰，讓馬英九總統從勝選連任時

的過半滿意度一路掉到不滿二成；而傷害也波及公營事業，人事結構、經營績效、年終

獎金、相關福利無一不被被放大檢視，甚至連員工家人也遭到污名化。 

當時筆者正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有鑒於「油電雙漲」雖勢在必行，然因負面衝

擊相當大，必須妥處，不可不慎。而中央黨部在非選舉時期並無文宣資源，故於出席每

週三總統府擴大輿情會議時當面建議與會之經濟部代表應加強政策說，以說服國人共體

時艱，接受變動。經濟部雖表同意，但未見具體行動，此期間僅能靠黨部系統以有限資

源進行小眾文宣（如透過「文宣快遞」簡訊和電子報系統發放短訊，或於黨員聚會時發

放折頁），成效相當有限。後來筆者於擴大輿情會議時再次建言，如受限於預算無法進

行大規模媒體廣告，至少也應於公營事業的收費單據、政府機關的信封信紙順帶進行相

關宣傳，以增進民眾理解。並且透過黨政平台，由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林益世進行督導，

可惜筆者於去年 7 月底卸任時仍未見有所行動。 

日後因緣際會巧遇台電行銷幹部，晤談後才得知台電其實是有文宣預算的，只不過

長官認為正值營收虧損，且電價又將上漲，倘花錢打廣告怕招致立委或民眾批評浪費公

帑。如此觀念，不僅令人搖頭三嘆! 

隨著市場競爭愈趨激烈，而民眾自主意識亦日漸高漲，公營事業近一二十年來日愈

重視形象，而行銷部門亦有不少才學豐富的幹才，也常見委外公標案或研究案來協助形

象建構或相關調查。雖說偶有佳作，可惜整體成效仍然不彰，以下謹以台灣中油公司為

例，探討其得失。 

台灣中油在公營事業中其實是較有行銷成績者，一來有台塑、全國等加油站的競爭；

二來油品市場與國人生活息息相關，常受檢驗。不過近年來已少見「中油為大家加油，

請大家為台灣加油」之類大格局、大氣勢的行銷方案。而當前正是故事行銷的年代，如

果浪費了那些讓民眾有感的故事素材，未免可惜。 

所謂故事行銷就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來傳遞一個理念，並且在過程中連結閱聽人

的人生經驗，喚起對過去情感回憶，進而在心中產生共鳴感動，最後接受了故事所傳達

的商品、觀念、或服務。要說什麼故事，顧客才會心動？如何透過故事創造企業的魅力

與獲利？在不景氣又多競爭的年代，台灣中油必須具備「故事行銷」的能力，而其基礎

又在於找出「聽得懂、記得住、傳出去」可以撼動人心的好故事，再從顧客所感所思的

種種回饋中修正營運策略，這就是故事行銷。 

那麼台灣中油有好故事嗎？答案是肯定的，信手即可拈來，只是未被善用。例如標

高二千三百七十四公尺的中油關原加油站，是台灣最高的加油站，僅有兩名員工輪流值

勤。由於來往車輛並不多，且多在山下即加滿油，實際上營業額很有限，原規定員工每

日上班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但因地理環境特殊，還必須負責守夜工作或為晚上

缺油車輛服務，相當辛苦，形成另類的全天候待命，車友對此傳誦已久。 

台灣中油還有一項對手做不到的服務，那就是全國獨一無二的行動加油車，專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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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北市沒有設置加油站的平溪鄉跟雙溪鄉民眾提供加油服務。每個星期一跟四的上午，

加油車都會到來，當地民眾已經習慣在這段時間開車或帶著汽油桶，來到加油車停放的

地點把油箱加滿，對於這樣的貼心服務，車主都拍手叫好，因為距離最近的加油站，至

少也要四十分鐘車程。雖然大老遠地把油送到，不過油價跟平地還是一樣，中油根本無

利可圖，純粹是為了服務偏遠地區的民眾。 

至於日月潭加油站除了為路上跑的機動車輛加油外，也對行駛在水面上的遊艇補給

油料，具有水陸兩棲加油的特色，可謂全台唯一。其實過去遊艇油料是由船東自備容器，

經環湖公路或開船到加油站附近岸邊，人上來加油，回去後再倒入遊艇油箱，不但不方

便，又有危險性。後來台灣中油加蓋一座碼頭加油亭，為大小遊艇加油服務，才算解決

了問題。 

這些都是能夠闡明台灣中油「品質、服務、貢獻」企業精神的有感故事，民眾在批

評中油的同時，其實也該捫心自問做不到這些服務的競爭對手憑什麼油價和中油一樣？

大眾銀行、全國電子等企業已有不少成功的故事行銷案例，這些故事值得台灣中油大書

特書，該是踏出第一步的時候了。 

 

  黃振家副教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今日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組織都面臨到市場競爭與環境變遷的壓力，因此連屬於

民營化國營企業的中油與台電公司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從 Barich 與

Kotler(1991)所提出的企業形象決定因素的分析架構得到啟示，其中所提出的基礎乃是根

據消費者與社會大眾如何看待該公司與其競爭者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因此，當

消費者肯定購買該公司的商品可得到對等的價值時，對公司形象而言，則將朝向正向回

饋，而透過此一架構分析公營事業，應能夠從中找出現有的優點與待補足缺點，綜整強

化後以重建公營事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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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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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oward Barich and Philip Kotler, ” A Framework for Image Managemen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Winter1991):pp. 94-104. 

若以台電公司為例，或許可以從以下方向進行思考形象重建的起點。 

企業的社會行為 

指企業在企業內部和外部所進行的不屬於本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社會活動，但這種

社會活動又對本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產生多方面影響。 

1.環境 

指企業對環境間的互動。以台電公司來看可以是推動綠能校園的相關活動。 

2.市民 

指企業與使用者間的溝通。可以對日常省電民眾進行電費回饋活動。 

3.生活品質 

指企業對於大眾在生活品質上的作為。如台電就曾結合后里區公所間接利用台

電的回饋金推動「花現后里」的活動。 

4.社群 

指企業對於社區或一區域的人提供不同的幫助與服務。可以是海域的清潔(八斗

子潮境公園)。…「免費提供弱勢居民修建服務」，可以為此拍攝紀錄性的宣傳影片，

以增加台電工人辛勤付出的正面形象，進而降低大眾對台電人員福利優厚的質疑與

不滿。 

企業的奉獻社會行為 

1.慈善活動 

企業對社會無私的付出。可以是對受災戶的補助、與公益團體結盟，如台電新

營區處的愛心小舖(回收民眾用不到的東西，轉贈給創世基金會)、大甲溪發電廠補

助和平小學午餐。 

2.學校及大學 

指企業對於學校的補助或活動的支持。可以是日常生活節能減碳的推動，打造

低碳校園計畫。…「單車運動的推動」，像是 U-bike 便是很好的典範，鑒於經費的

關係則可以改成贊助腳踏車等節能減碳的運動賽事，可是以校園性的單車聚會活動，

作為宣傳工具，一方面響應自身原有的規劃—節能減碳，另一方面也能因應環保團

體的訴求。 

3.藝文組織 

指企業對部分地區舉辦的藝文活動的支持。可以是金錢或物質上的贊助，如協

和發電廠就常協助里民舉辦相關民俗活動，甚至補助蓋碼頭等等。…可以對此多做

相關的贊助，比方說對於某些劇場等等的藝文中心做定期的補助等等。 

企業的員工行為 

1.尊重 

企業提供員工最佳的工作環境，適時予以肯定，讓他們感受到類似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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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薪 

企業對於員工在薪資上的制度，含獎勵、補助。可以是子女讀書的補助等等。…

這部分的負面新聞，應該要予以良善的公關處理，比方說以國外相關制度的對比，

來釐清大眾對於 福利=坑他們的錢 這種觀念，以形塑較佳的形象。 

3.晉升 

企業制定出一定的升遷的考核機制。可以是打破台電內部升遷慣例，從外部面

試優秀人才，如台電總經理朱文成的上任。 

公司的企業行為 

1.聲譽 

公司對於自身聲譽的維護與危機處理。如對於油電雙漲的回應。…此部分也應

該在公關危機處理上做加強，做詳細為何調幅的報告等等。 

2.創新 

公司對於自身產品或制度的推陳出新。可以是新式發電技術的研發。 

3.財務能力 

公司對於自身整體財務的調度能力。如補助、修繕等費用的預算提撥。 

4.管理品質 

公司對於相關產品的品質控管。可以是電纜線的修繕、發電廠的維護以防止輸

電過程的流失率。 

銷售團隊 

1.規模及涵蓋範圍 

指企業的資本額與員工數所佔的市場率。台電為獨佔企業，範圍即涵蓋全台。 

2.競爭 

企業所面臨相關的競爭對手。因是獨佔企業，所以可以延伸為與國外電力公司的比

較。 

3.可靠度 

企業所給予大眾的信賴程度。可以是核安的處理與回應影響其可靠程度。 

4.責任感 

企業對於內部組織與產品積極負責的態度。可以是前述所提及的運電品質的維

護。 

店銷通路 

1.地點 

企業直接接觸，且便利於大眾的管道。可以是營運處服務據點設置的考量，近

來已有異業結盟的多角化經營(開放便利商店與營運處的結合-全家便利仁愛霧社

店)。…若將來此計畫拓展開來，則可以配合該地區的風俗民情做些外觀上的調整

等等，甚至有吉祥物的設計，使得台電公司古板的品牌印象能轉化為較親合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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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031214/566534/ 

2.服務 

企業的通路中所提供給大眾的服務。可以是營運處附設的 K 書中心。 

3.競爭 

指企業通路間對市場佔有率的競爭。 

服務 

1.安裝 

企業對於消費者所供的安裝服務。可以是電纜線的裝設與電塔的搭建。 

2.修理品質與時間 

企業的售後服務。可以是路平服務的提供、電纜線的修復等等。…此部分則可拍

攝宣傳短片，或者是海報，告知大眾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有哪些，甚至是單純引起大

眾注意，進一步使閱聽眾自動搜尋相關的資訊。 

3.零件的可獲得性 

企業對於相關產品取得零件的容易性。 

支援 

1.說明手冊 

企業對外部的說明與介紹。 

2.顧客訓練 

企業予以顧客對自身的認識。….台電這部分就有待改進，特別是民眾不知道台電

提供什麼服務或他的形象是什麼。 

3.諮詢 

企業提供大眾的諮詢服務。可以是台電的官方網站，如電話的提供或服務內容等

等。 

價格 

1.定價 

企業對自身產品所制訂販售之金額。可以是電費公式的調整。 

2.數量折扣 

企業對於消費者購買產品的優惠。可以是省電折扣的獎勵金。 

3.退款 

企業對於不滿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提供退款機制。…台電有此疏忽的新聞。 

4.財務條款 

台電針對不同類型用戶所提供的優惠條款。 

溝通 

1.廣告 

企業對於自身相關的產品或形象製作宣傳。如微電影的製作「不斷電的愛」。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031214/56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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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關係 

企業與外部市場環境的溝通甚至是危機處理，如記者會的召開。 

3.銷售推銷 

企業為自身服務或產品的所辦的銷售活動。可以是省電的電費折扣。 

4.直接郵件： 

企業為自身產品或服務提供定期的宣傳 DM，例如，每兩個月的電費帳單。 

產品 

1.特徵 

企業自身產品的特點。可以是輸電的穩定率、全民共享的概念等等。…全民共享、

全民責任的概念應該要被強化，可以做系列性的海報或者線上的影音廣告(以降低費

用支出)來強化自身不僅是一個獨立的品牌，而是全民所共同享有的品牌，就像一家

人一樣的感覺。 

2.功效 

企業自身產品的屬性利益。可以是供電的穩定率。…可以將無形的電，轉化為具

體的家庭，形塑情感上連結，可以做為 一系列微電影廣告的製作主軸。 

3.一致性 

企業對於產品的規格、質地保有相同性。如對偏遠地區提供一樣的電力輸出。 

4.品質 

企業對於產品的品質要求。可以是不分區域皆提供相同機會可取得穩定的電力。 

5.可靠性 

企業對於產品是否能提供安全無虞的效能。可以是任何發電廠所提供電力的可靠

程度，其中包含安全的問題。…此部分可以連同家的感覺，讓大眾能有所聯想，或者

製作動畫以理性訴求來告知目前大眾所擔心的問題現況與處理。 

6.可修復性 

企業對於產品本身是否可修復，可以是電纜或發電廠的修繕與維護。 

 

  鄭自隆教授 (政治大學廣告系 ) 

「形象」是民眾對組織主觀的認知，當民眾的認知與組織自我定位產生負向差距時，

組織即應啟動形象重建工程，民眾對中油或台電，以往的形象極佳，但近年由於油電雙

漲與核四營運，不但有負面評價，更充滿不信任感；要討論中油或台電等公營事業的形

象重建，應從議題管理、風險傳播、危機溝通等三個公關領域思考。 

壹、議題管理 

進行議題管理，首先必須確認議題（issue identification），也就是從偵測外界民意氣

氛，包含議題的影響性，範圍有多大，影響層級高低，有無地理因素區隔，同時更要考

慮即使議題通過，組織控制弧度有多少。以中油、台電相關議題為例，應考慮－ 

影響範圍：利益關係人是誰？涉及人口數？ 



126 
 

處理層級：行政院、立法院、經濟部、國營會？ 

地理因素：區域性 

控制弧度：可以發揮影響力有多少？ 

中油、台電等議題影響範圍涉及全國，處理層級極多，從行政、立法二院至二個事

業單位均須面對，但可以著力的控制弧度卻有限，處理棘手。 

議題經確認後，若認為可以經由議題管理方式以進行澄清說明或塑造民意時，即應

進行外在環境分析，即分析相關政治、經濟、社會因素。 

例如核四商業運轉的議題，台電評估議題時，應該考慮政治變遷，如執政黨與在野

黨在立法院掌握席次的消長；社會因素，如環保觀念的興起與日本 311 核災，是否使民

眾對核電充滿不信任感；經濟因素，如是否商業運轉對台灣產業是否有明顯的影響，若

有影響，影響程度如何？科技因素，瞭解目前科技的進步是否更能確保核電的安全性。 

接著進行議題傳播，議題傳播是也屬傳播運動（campaign），因此過程與廣告運動、

公關運動、促銷活動均有共通之處，可以參考運用，而議題傳播更應思考要採取理性訴

求抑或感性訴求？ 

這端視議題性質而定，通常民眾對議題的涉入感（involvement）高，且議題無爭議

性，如沒有爭議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應採取理性訴求、感性包裝；當民眾對議題的涉

入感低，議題亦無爭議性時，如降低米酒稅、提高香菸健康捐，則採取感性訴求；當民

眾對議題的涉入感低，議題有爭議性時，如設置賭場問題，則採理性訴求、感性包裝。

但當民眾對議題的涉入感高，議題有爭議性時，如核電廠興建、核廢料處理、電價調漲

等，均應採理性訴求。 

 

 

   

 

 

 

 

 

 

 

 

 

 

 

 

所以 6 月 2、3 日馬英九總統與媒體夜宿核電廠時，安排台電員工做出感性呼籲是

無效的，並無法感動民眾，當民眾認為核電議題涉及身家性命並會禍延子孫時，要的是

理性的保證，而不是感性的演出，總統府或台電公關單位的安排是拙劣的設計。 

貳、風險傳播 

風險傳播必須顧及民眾的風險認知，與民眾風險認知背道而馳的安排或說法都是不

智的，不能說服民眾。5 月 7 日總統府月會請來院士專家郭位，以「核電關鍵報告」為

題發表專題報告指出，世界若不用核電，過去五十年可能有一百八十萬人會因採煤及石

理性訴求 

感性包裝 

議題取向 

無爭議 有爭議 

理性訴求 

感性訴求 
理性訴求 

感性包裝 

民

眾

涉

入

感 

高 

 

 

 

低 

圖 1：議題訴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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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而死亡！「相當於台灣有六千人，在過去五十年因不用核電而去世」，「煤是有放射性

的」，放射性還不低，在能源中，「最危險的是煤」。因此結論是「煤比核電危險，要理

性看待能源」。 

核災與礦災都是「風險」，但民眾對這二個風險卻有截然不同的認知，通常民眾面對

風險，第一個念頭是以機率考量「自己會不會碰到」，是死「道友」還是死「貧道」，若

自己可能會碰到，風險認知就會從這幾個角度切入 － 

自願或被迫：面對的風險是自願接受或被迫承擔，自願，如外科手術、游泳；被迫，

如 SARS、工業污染，二者民眾的態度截然不同；自願風險，碰到就自認倒楣，被迫風險，

碰到會怪罪風險來源，甚或尋找替罪羔羊。 

熟悉或詭異：熟悉指「高認知度」，民眾對此風險有高度的瞭解，也懂得如何因應，

如颱風；詭異指「低認知度」，民眾對此風險的原因、後續發展、帶來的損害，並不清

楚，如地震、海嘯、SARS、H7N9，因為資訊不明，所以易滋生謠言帶來高度恐慌。 

時空面向的集中或分散：指風險的影響區域，集中的風險，如夜店火災，分散的風

險，如颱風、地震、海嘯、SARS、H7N9；集中的風險，只要不涉足其中，就不會有危

險，因此較不會引起恐慌；但分散的風險，由於風險面向廣泛或無法控制，因此易引起

恐慌。 

自我可控制或不可控制：自我可控制，指自己可以決定是否要承擔風險，如自己可

以決定要不要戴安全帽來保護頭部、要不要繫安全帶來避免撞擊傷害，要不要有安全性

行為來避免傳染 AIDS。不可控制的風險，指災變的預防與控制由「系統」（通常指政府）

執行，個人無能為力，如 SARS、H7N9。自我可控制的風險，如食用豆干引起肉毒桿菌

中毒，民眾較不擔心，只要不吃豆干就好了，但由「系統」控制，個人無能為力的風險，

民眾就會引起恐慌。 

公平或不公平：指風險的承擔是全民，抑或少數民眾，或引起風險帶來的利潤是少

數財團享有，但災變風險卻由不相干的民眾承擔。公平的風險，如颱風、登革熱、SARS、

地震，民眾較不會怪罪政府，但不公平的風險，如工業污染，政府就必須面對民眾壓力。 

延續性或無延續性：即風險是否會影響子孫，有延續性風險，如 AIDS、工業污染，

無延續性風險，如颱風、火災。會影響子孫的延續性風險，民眾通常會有激烈反應。 

表 1：民眾對「核災」「礦災」風險認知 

民眾風險認知 核災 礦災 

自願或被迫 被迫 自願 

熟悉或詭異 詭異 熟悉 

時空面向的集中或分散 分散 集中 

自我可控制或不可控制 自我可控制 自我不可控制 

公平或不公平 不公平 公平 

延續性或無延續性 延續性 無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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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風險類型，民眾會有不同高低認知與不同強弱反應，民眾因採煤引起災變機率

是零，何況到礦坑工作是自願的，所形成的風險時空面向集中，是可控制的，災變結果

無延續性，不會禍延子孫，因此民眾所形成的關心度當然低。 

不過核災可不一樣，災變機率沒人說得準，何況是被迫承擔的詭異風險，災變損害

時空面向是分散的，躲也躲不掉，風險不是你我可控制的，靠的是台電、政府與上帝，

而且是不公平的，核電最大受益者是高耗能產業的老闆與核電設備供應，但承受風險的

是默默納稅的台灣人，更重要的是核災可會影響子孫，是可怕的延續性風險。因此以「礦

災」來做「擁核」宣傳是天方夜譚。 

參、危機溝通 

台灣近年來由於政治、社會、經濟等狀況快速變遷，因此也使得組織或企業經營面

對一些不可掌握因素之衝擊，這些因素可能影響到企業內部的財務、人事、生產的管理

而形成危機，或外部條件的變化，例如同業競爭狀況的改變、政府政策的調整或法規更

新，均會影響企業營運或組織運作。 

如政治解嚴廣電頻道開放，導致民視加入競爭，老三台不再獨大；衛星頻道開放、

有線電視經營合法化，因此無線台收視率被瓜分，廣告收入銳減。這些政策的改變，形

成了台灣媒體的新生態，也使得原有媒體的營運面臨新的衝擊。這顯示因政治變遷、社

會變遷、經濟變遷所帶來的危機，公關未必能幫上忙，也不能以公關的方式來舒解。 

危機溝通之傳播對象，通常可以區分為二類公眾（public）－ 關係人與一般民眾；

關係人指的是與事件有直接利益連結或衝突的人，如受工廠污染的直接受害農民，餐廳

中毒事件的食客，漢堡店爆炸受害的警察、店員及其家屬，信用卡烏龍事件的受辱持卡

人，對這些關係人，公關的作為就要採取面對面的溝通，提供具體的承諾與合理的賠償。 

對一般民眾而言，這些事件只是媒體中的一則新聞而已，並不是「危機」，因此涉入

感低，所以一般民眾主要資訊來源會來自媒體報導，而不會主動蒐尋新聞；因此政府機

構或大型企業面對危機時，也不能忽略透過媒體對一般民眾溝通。 

 

原  因  危  機  因應作為 

 

政治變遷 

社會變遷 

經濟變遷 

 

 

 

組織危機 (內部因素) 

組織危機 (外部因素) 

1. 政策或法規改變 

2. 競爭絛件改變 

3. 意外事件 

 改善相關管理措施 

 

議題管理 

改善業務、生產、財務管理 

危機公關 

 圖 2: 危機發生原因與因應   

 

但中油或台電的危機溝通，除上述的一階與二階對象外，還有三階的傳播對象，國

會會對公營事業進行監督，其訊息也會是媒體關注焦點，並形諸媒體報導，影響一般民

眾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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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對象：直接公眾 

 

二階對象：間接公眾 

 

三階對象：監督者 

 

圖 3：公營事業危機溝通傳播對象  

 

因此良好的媒體關係是公營事業危機溝通的基礎，所以整個危機公關的處理過程，

應以媒體作業為基礎，組織經由媒體與社會大眾連繫，爭取民眾同情或減低民眾反感，

因此在探討危機公關時，媒體作業就成了重要的課題。 

肆、結論 

綜上所述，無法議題管理、風險傳播、危機溝通，整體的傳播作為應是種透明傳播

策略（open communication policy）。 

無論是平時政策宣導或危機事件的媒體作業應採取透明傳播政策，誠實永遠是最好

的政策，所謂透明傳播策略是擴大事件的光明面，但亦不隱瞞負面事實，更不可對媒體

或民眾撒謊。 

使用傳播策略方法在訊息的處理方面，應注意以下的作為－ 

 突顯事件的重要性或嚴重性：強調油電政策對社會與產業的影響，以及決策過程

的透明與週延； 

 符號化議題：應以簡單口號來涵蓋複雜概念，以便於溝通； 

 兩面說服（both-sided persuasion）：對媒體或社會意見領袖、利益團體等知識份

子的溝通，不能只講優點、好處，而不說缺點、壞處，必須顧及客觀與公正。 

 回歸公共利益：所有政策思考應以全民利益為依歸。 

 

【社會溝通】 

  莊春發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 

台電公司與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產品電力與油品（包括家庭使用的天然氣與液化石油

氣），是當前家計單位一般生活的必需品，即使能夠找到替代品也是極為有限，所以兩

家國營事業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整體社會密切的關注。尤其是產品價格往上調整的時候，

社會輿論就會以放大鏡的方式來檢視這兩家公營事業的營運目標、營運定位、營運效率，

甚至是發放的年終獎金、績效獎金都會被拿來仔細檢討。一時之間，兩家國營事業猶如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本來參與國營事業的營運，提供的產品又是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所必需，過去深受到

組 織 關係人 

組 織 媒 體 一般民眾 

組 織 國 會 媒 體 一般民眾 

 



130 
 

社會高度的敬重，到了今天怎會反轉成如此待遇，兩家國營事業實有深切檢討的必要。 

第一，兩家國營事業似乎應拋棄過去高高在上的姿態，採行更親民的態度面對社會

的購買者，以一般企業經營事業的精神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消弭過去社會大眾對兩家國

營事業的刻板印象，以培養一般大眾對國營獨佔事業的良好認知。換言之，台電與中油

公司可能在經營的態度上必須徹底的改玄更張，揚棄過去國營事業高高在上的心態，而

學習一般民營企業的經營態度，以客為尊，不管他的購買量多寡，都以相同的服務態度

對待，如此才能贏得買方的尊敬。亦即國營事業應當學習民營企的經營方式，以最好的

服務態度，最合理的價格出售其生產的產品，建立讓交易者信任而願意與之交易的氣氛，

從而成為社會成功的企業。 

第二，企業經營應以「誠實為尚」，特別是經過政府特許管制的產業，因為法律上的

限制，別的民間企業即使有意願也無法進入該市場，所以在法規上一定會配合以價格管

制的政策，以保護社會龐大的消費者福利。在這些價格管制的規定裏，基本上都會以公

營事業的平均成本為基礎，加上政府要求的一定比例利潤盈餘形成電力或油品的最終價

格。因此公營事業的平均成本裏中間原料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而這些原料大都自國外

進口，一旦原料的國際價鉻出現風吹草動，勢必牽動這兩家公營事業的平均成本水準，

最後也會反映在國內的最終價格上。 

若國營事業能細心的將國外原料價格與產品最終價格的關係，對外界說清楚講明白，

相信整體社會不會不講理的要兩家國營事業即使處於嚴重虧損，還一味要求其要維持固

定的低價格。換言之，兩家國營事業務必以誠實的態度，將經營的結果對社會清楚明白

的加以說明，而不要以不正確的資訊企圖掩蓋事實。如果態度是如此，下場是在社會或

媒體的追究之下，就必須以更多的謊來圓前面的謊。謊一旦被揭穿，其後果是遭致整體

社會的批評與唾棄。 

第三，應善用媒體的功能與社會輿論對話。兩家國營事業除依法行政，受到相關法

律的管制與主管機關的監督之外，因為其提供的產品是社會一般家庭生活的必需品，所

以亦受到外界社會大眾與媒體的監督，特別是後者的監督。如同外界所宣稱的，媒體屬

於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由於它的存在，使得社會更能了解政府的施政方向、

施政內容、施政結果、施政困難。易言之，媒體的存在將構成政府機關、企業單位與一

般民眾得溝通平台，因此我們常聽到一句傳播學上名言：「人民有知的權利」，所以媒體

有義務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提供人民「知的需求」。 

基於以上的認知，媒體的新聞記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與管道，了解兩家國營事業的情

況，並將所取得的各種訊息向社會大眾揭露。如果揭露的是兩家國營事業的正面訊息，

國營事業將心懷感激。然而，媒體向社會大眾所揭露的是負面的訊息時，兩家國營事業

可能會心生不滿。 

不管如何，兩家國營事業似乎應當採行平常心看待媒體的報導，若其報導的是負面

消息，應當誠懇的檢討為何會發生此負面消息，其產生的原因為何？未來會採行那些糾

正的措施改正此缺失，然後再將其訊息透過同樣的媒體對外發布，以顯示國營事業知錯

能改的風度。如果報到的是正面消息，國營事業採行的態度應當是謝謝媒體的肯定與鼓

勵，未來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追求好的績效----降低價格、提高服務品質---以回饋社會。 

總而言之，在心態上兩家國營事業不能將媒體的報導行為視為毒蛇猛獸，避之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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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應以正面的態度迎向媒體的採訪與報導，藉力使力的方式，以媒體為平台，與社

會溝通，減少訊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誤會與誤解。 

第四，善用媒體做為專業主張的後盾。一旦兩家國營事業與媒體的關係採行正面的

看待之後，就可以就由媒體的力量維護自己專業經營的立場。眾所周知，兩家國營事業

的設立有社會安全、物價穩定、防止人為炒做剝削消費者、保障人民可以處於有安全的

生活等目的。但不容否認的，政府是由人所組成，政黨或政客經常會藉由政治權力，將

干預的手伸進兩家國營事業的經營，例如要求價格凍漲討好選民，要求提供超過正常水

準敦親睦鄰的經費補助地方，要求捐助特定政黨甚至特定個別候選人競選經費，以至於

造成費用的大幅增加，使得兩家國營事業的經營績效表現不佳。 

兩家國營事業及能藉由媒體消息的發布，讓整體社會了解那些特定政黨，那些政治

人物做出不正當的行為，讓社會對這些政黨或候選人進行監督。換言之，媒體的功能並

非只給兩家國營事業帶來麻煩，如能善加利用，它也能保障兩家公營事業可以專業經營，

不受非經濟的政治干擾，中間端看兩家國營事業如何駕馭媒體的功能了。 

第五，利用各種媒體的特殊屬性為自己發聲。當今媒體種類已經由過去的報紙獨大，

進展到電子媒體的電視，甚至擴充到網路系統。兩家國營事業事前可以分析各種媒體的

屬性及其影響力，然後再決定廣告等的公關費用應當花到那種媒體，也就是說公關費用

要在各種媒體間的分配，最後讓一定的費用能夠發揮最大的效果。 

總之，兩家國營事業與社會的溝通過程當中，不能敵視媒體監督之功能，而應當對

各種媒體的屬性進行了解，並藉由媒體為平台為其發聲、辯解，還有就是平常時間就要

與這些媒體建立一定之信任關係，一旦公司產生負面的新聞時，還有商量的空間讓公司

找到解結的方案再發稿，以時間換取空間。如同俗語所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端

看兩家國營事業如何與媒體相處。 

 

  黃丙喜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 )  

一、總結這一波公營事業社會溝通挫敗的經驗與教訓 

政策前瞻和議題管理是避免風險及危機發生的前哨站總結這次公營事業社會溝通挫

敗的經驗與教訓，最主要的原因是: 

1.遠的來說：對於油電漲價對社會衝擊，特別是由公營事業所引發的通膨及社會心理的

負面效益，沒有借鏡歷史的經驗。 

2.近的來説: 對於選後的政治情勢和政黨心態，明顯錯估，特別是對在野黨的政治議題

操作，也有輕忽。 

3.平時而言: 社會溝通除先要對總体環境的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机會、

威脅、優勢、劣勢等要素有宏觀的了解，並且對及其對组織所顯示和代表的意義也能

精確的評估，最後用同理心/同情心的換位思想，時時逐項據以擬定妥善的因應對策。 

4.及時而言: 找了不適當的人去講不是民眾關切的事，而且用不够親民的心態叉太專業

的術語去解釋簡單的推論。 

可能引起公眾高估社會事件風險的類型(下表)是監測危機警訉的指標公，營更應時

時對它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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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要素 類型 

社會影響 

對政府和企業信任 

領導風格 

事件訉息 

媒體導向 

專家看法 

周圍人群 

不信任 

懦弱 

不知真相 

訉息爆炸 

缺乏 

緊急 

事件特徵 

起因是否明確 

是否可以觀測 

影響範圍是否明確 

發生可能性大小 

持續時間是否明確 

自然後或人為 

突發或慢性 

全新或熟悉 

不明確 

不可以 

不明確 

不明確 

客觀概率大 

人為 

突發 

不熟悉 

二、公營事業的政策行銷與社會溝通 

1.組織結構面向的思考 

政策前瞻和情景規劃是危險和議題管理的有效工具，荷蘭皇家殼牌石油運用它成功地

預測到發生於 1973 年的石油危機，開始為世人所重視，並廣泛應用於政府/企業/學術

各界。 

政策前瞻和情景規劃成功的關鍵首在找出組織內視野開闊的人員，組織情景規劃團隊，

綜合討論未來社會、經濟、政治、科技等等可能發生的重大變遷，並且將成員的觀點進

行組織化的互動和聯繫。  

2.運作機制面向的思考 

政策行銷主在積極/主動地進行，前提是要將透明、公開、誠信列為企業文化，並且

深知公營事業所肩負的時代使命，隨著内外環境的變動，站稳立場，調好身段，從董事

長、總經珵、高階主管到發言人隨時耳聦目明，有為有守，全線各廠與輿論領袖、新聞

媒体、立法机構形成一個運作的有機体制。 

3.溝通策略面向的思考 

政策行銷社會溝通的主題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重點在於公共利益，而公共政策的

價值則在於作為還是不作為，以及刭底是誰從中獲益和受害。溝通的技術固然重要，傅

播的内容是否言之有據/有物/有理而且能够令人感動更是關键。 

三、公營事業的危機管理與社會溝通 

1.組織結構面向的思考 

危機一旦發生，危機因應專案工作小组最得立及成立，主要成員除了董事長、總經

理、發言人、相關高階主管和公關長、法務長、財務長皆是必要成員。而具有議題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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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實務經驗的外部顧問是避免内部茶壺風暴現象的基石。 

2.運作機制面向的思考 

危機溝通有其黄金時間，最忌諱拖避躱，因此及時適時反應，不容延遟，主動赢回

發球權更是重要。運作機制當然是快速適當反應的必要組織和管理。對外的溝通代表的

是公司的立場，因此負責及進行對外溝通的每一句話應該是經公司集体確認後的大原

則。 

3.溝通策略面向的思考 

進行危機社會溝通前先確認四件要項： 

A.對每一個可能的受到影響的群眾—明確危機的種類和性質。 

B.到底採取了那些降低危險的措施。 

C.確認危機發生的原因。 

D.展現高度負責的管理行動。 

社會溝通的成功要訣是讓人側耳傾聽(觀眾總是希望政治人物自己放輕鬆，好讓他們

也輕鬆；其次是傳達了不起的事，並非以風格或言詞取勝，而是內容有核心價值觀)；

當然也要知道用敘事方式講述精挑细選過也精確分析的問題； 最重要的的是把焦點放

在別人身上，知道如何使訊息具體化和善於利用共同的經驗。 

四、其他 

簡單記住處理緊急危機事件的「5 心」法則： 

1.關心大眾：要向社會大眾與傳播媒體明確傳遞，你已經充份了解 那一個地方出錯，而

且深表歉意。 

2 真心承諾：真心表達承諾，願意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及解決一切問題，並向大眾公

開說明。 

3.用心處理：明確說明情況已經控制，而且危機處理機制已經啓動，並已向政府相關報

備，並取得其恊助。 

4.決心與信心做好：各項人事物都已到位，整體處理及應變計劃也已實施在案，有決心

與信心將危機處理好。 

總而言之，傾聽社會的聲音，理解民意的真意，同情心和同理心對話。針對爭議，

拿出可以令人信服的數據，善用圖形和畫面溝通，而且心中永遠想著大局和換位思考的

對方，危機就會容易管理和處理。 

 

  張依依副教授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 

危機傳播新策略——框架理論 

(刊登於 2009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研究中心、香港浸會 

大學傳播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共同出版之《傳播與社會學刊》，以下僅全文部份內

容) 

語藝學者自 80 年代起大量研究危機傳播，使得危機語藝成為顯學。所謂「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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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觀點」（perspective）的保衛戰，語藝學者 Heath 認為組織言說的目的，不外

建立「公共參考框架」（public frames of reference），爭取宰制（dominant）觀點，然後化

為群眾的思想、行動，或有利的公共政策。各方可以利用語藝倡議、辯證、談判、說服、

攻防、操弄、建構意義，或建構詮釋框架，以便民眾做判斷。危機語藝又何嘗不是如此？ 

「框架」（framing or frame）的概念源於 70 年代，Goffman（1974）認為社會事物四

散各處，彼此沒有連結，沒有歸屬，必須要透過某種符號轉換，才能成為有意義、有關

連的認知。框架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Gitlin, 1980; Gamson, 1988, 

轉引自臧國仁，1999:32）。Gamson（1992）認為框架是詮釋社會現象的架構，組織事物

的原則，整體思考的基礎；人們藉由框架來建構意義，也透過不同的框架解釋事件。所

謂「框架」，就是把意義置放到人們注意力的核心，並把其他意義，趕到邊緣（Tuchman, 

1978）。 

框架和公共關係密不可分。Entman（1993）認為「所謂框架，就是在傳播時突顯一

個已知事實的某些面向，以便彰顯眼前這個問題的定義、因果關係、道德判斷，或解決

方案」。Hallahan（2001:224; 1999）認為「公關專家本質上就是框架專家……選擇恰當的

框架，本來就是公關最重要的策略」，如果能成功建構共同關懷議題的參考框架，就能

有效建立關係。Fortunato（2008）認為試圖去「框架」某一議題，和「先期性公關」（proactive 

PR）根本是同義字。而 Phau & Wan（2006:107）則認為有效溝通，本來就是「有意或無

意的尋找最佳框架，並以此影響受眾」。 

至於怎麼使用框架，Levin, Schneider, & Gaeth（1998）發現如果要得到正面的影響

或效果，應該正面框架行動；但如果要避免負面效果，或促使民眾不要採取某種負面行

動，則應用負面框架。一般而言，負面框架比正面框架來得容易說服人。只有不太需要

深思的問題，適合用正面框架；需要深思的問題，則適合用負面框架。尤其負面陳述或

負面框架，效果有時反而好過正面框架。Cho & Gower（2006）發現，在危機傳播時若能

使用較感性的「人情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則不管在責難或究責上，總較能博得

同情。Abolafia（2004）發現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在討論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政策時，也

採用框架策略，其步驟通常是：提出質疑，詆毀舊政策，打口水戰，提出新政策。 

雖然至今尚未有人登高一呼，指出「框架理論」在危機傳播方面之功效，但坊間近

一兩年確實已有一些文章將「框架」與「危機」合為一談，只是這少數論文都把框架視

為名詞「frame」來分析，而未將之視為一種策略，把它當作動詞「framing」來使用。如

Fortunato（2008）討論杜克（Duke）大學長曲棍球隊（lacrosse）醜聞一案，仍以 Benoit

的形象修復策略為基礎，只是將學校之危機語藝，如盡力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取消一季

球賽，重定運動員守則等修復動作，視為種種「frames」。又如 Gallagher, Fontenot, & Boyle

（2007）亦從 Benoit 和 Coombs 的理論出發，討論美國 Katrina 和 Rita 颱風過後，各級政

府所發之新聞稿中，充滿了關懷、指責、救災和批判等「frames」。兩者均而未能直指「框

架」（to frame）在危機傳播中之作用與效果。當然，先要有適當的案例，才能提出類似

的觀點。 

「差異化」與「超脫」 

根據 Hearit（2001），企業在發生意外，醜聞，違反產品安全規定，或不負社會責任

時，會做出「辯解」（apologia）。所謂「辯解」不是道歉，而是面對批評或攻詰時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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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目的在澄清自我形象。語藝大師 Benoit（1995, 1997, 1999, 2006; Brinson & Benoit, 1996）

整理「辯解」和「面子」（facework）相關文獻，建立了一套危機時搶救形象的言說分類，

即有名的 14 項「形象修復策略」（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Benoit 曾將此套策略應用

於不同的情境、個人或組織，如企業、政界、藝人、宗教界、皇室，結果都適用。證明

不論是誰，在危機時基於自衛，幾乎都會透過辯解，修補形象。但作者認為所謂「辯解」，

是被動的，其目的只是修復形象，護衛自己。其實有時危機還可以提出「框架」積極出

擊，反制危機，尤其「形象修復策略」中兩項子策略——「差異化」（differentiation）及

「超脫」（transcendence），與本文所謂的框架策略，最是相關。 

根據 Benoit（1999:297），「差異化」的原意就是區別，也就是「比起類似的事好多

了」。Ware & Linkugel（1973，轉引自 Hearit, 1997:218）則指出「差異化」即「重新定義」

事實或情況。 

至於「超脫」，Ice（1991: 344）定義為「超越眼前現實問題的抽象法則」，Benoit（1999:297）

定義為「還有更重要的價值」，Ware & Linkugel 則認為「超脫」是受眾認知上一種改變，

受眾被說服把事情從個人的觀點，放到較大的環境下考量。Schultz & Seeger（1990）認

為當企業表示基於利率、政府法規、貿易政策等原因，以致礙難照辦某些事時，就是在

實施「超脫」策略了。顧名思義，超脫含有超越、超過之義，本身就有象徵意義及崇高

的意涵，因此當組織談到新政策能「帶來進步」或「建立美好的未來」時，就在「超脫」

了（Hearit, 1997:218）。 

Hearit（1997:219）認為「超脫」就是重新定義，也就是施展「分離法」。「超脫」有

三種分離法，即：意見／知識（opinion/knowledge）的二分法、組織或個人利益／社會整

體利益（business interests/societal interests）的二分法、現在／未來（current/future）的二分

法。例如把本有的議題，框架為「落伍、個人意見、自私自利」，並提出一個「新的、

有利大眾的、情操高貴」的命題。既然要用後者說法來「超越」前者，所以後者的層次

總高於前者，總較前者抽象，換言之，要往大處著眼，往整體考量，這是危機框架策略

最重要的一著。 

隨著「超脫」的概念和方法而來的語詞，都含有終極性（the ultimate），到了近乎道

德或宗教的層次，都非常具有份量，如：環境、未來、科技、進步、孩子、生命等。以

外，作者認為凡具有普世價值如：愛、和平、安全、自由、民主等，也均屬超脫的好「框

架」。 

「超脫」是Benoit 14項策略裡最難的，也是最少有人討論的（Ice, 1991; Hearit, 1997），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相關案例很少的原因，但「超脫」與「框架」策略最為相關，本文作

者甚至認為就操作定義而言，「框架」（framing）=「差異化」＋「超脫」；亦即「差異化」

和「超脫」是「框架」的分解動作，危機時如果能視情況先「差異化」眼前的議題，再

行「超脫」之實，把問題拉高到價值的層次，通常能成功的轉化舊議題，鼓吹新議題；

這兩個動作差一不可，且有先後之別。 

由上文可見「框架」對公關運作，提供了豐富的想像與技巧。同樣的，作者認為框

架對危機傳播，也別具啟示。以下就分析兩個以「框架」策略化解危機的案例。雖然當

年從事者不一定知道框架觀念，但他們善用「框架」，進行「差異化」另立議題，然後

進行「超脫」轉移視聽，把注意力拉到更高的關懷，所以成功的扭轉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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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三哩島核電案例 

1979 年 3 月 28 號，位於美國賓州三哩島隸屬於大都會愛迪生（Metropolitan Edison）

電力公司核電廠的冷卻槽出了事。州長立即宣佈疏散所有學童和孕婦，原能委員會的官

員為了核子反應爐爐芯的氫氣泡會否爆炸爭論不休，危機一觸即發。原本被認為絕對不

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3 月 30 號，名電視主播 Walter Cronkite 在節目中討論爐芯有無

融化的可能，使得人心惶惶。由於之前原能會和核電廠曾一再保證核能發電的安全，核

能被包裝成非常安全的科技，出事率微乎其微，和被隕石撞到差不多，因此這次危機正

好自砸招牌，一夕之間摧毀了美國人對核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心。大抵上，在三哩

島事件發生前，大環境對核 能發電是有利的。但三哩島事件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環境險峻惡劣，核能安全成為喧騰一時的議題，而核電廠和原能會卻無法為自己辯護，

因為之前把話說得太滿，核能發電在美國甚或世界，前途堪憂（Dionisopoulos & Crable, 

1988）。 

出事後直到次年間，全美舉辦了 40 多次民意調查，結果均顯示民眾對核電支持與

否，取決於民調的問題怎麼問，如果「核電」能和「國家安全」掛鉤，那麼核電的前途

就不那麼悲觀。這個發現，和後續的發展，讓危機處理找到了一個出口——如果能夠把

核能發電，和國家生存扯到一塊，則事情或者不會那麼糟。《紐約時報》報導，核能宣

導委員會決定敦請公關公司，創造一個「需要」能源的環境。同時，大規模的媒體宣傳、

廣告、報導與遊說，也開始展開（Burnham, 1979）。 

三哩島事件是一個典型的危機事件，但是它非常特殊；沒有先例，事發時媒體的報

導眾說紛紜，而且危機處理中最重要的「信任」關係，卻因為從前的誇大之辭，導致在

危機發生的當下，就把信用給破壞掉了，這使得危機傳播益發困難。於是公關專家建議，

在核能發電退回到原點的情況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主動掌控議題的定義權，來影響公

共視聽（Smith, 1979:14），因為在這個時刻，去辯護或反駁安全問題，已沒有效，還不

如教大眾思考有關核能和意外的全新參考框架與詮釋。於是公關專家重新包裝「安全」

議題，強調在這次意外裡，以及在過去的記錄裡，既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死亡，都是

媒體報導太過，把人民給嚇壞了，危言聳聽才是真正危機所在（Dionisopoulos & Crable, 

1988）。 

但最重要的是，公關專家把「核能」的需要，和美國對能源的「需求」框架在一起，

並且突顯後者。結果「核能需求」這個新框架，成功的取代了「核能安全」這個舊框架，

議題被徹底的改變，「如何為你的工作和家庭提供足夠的能源和電力」成為討論的中心。

人們怕失去工作，而工作需要能源，能源影響每一個人（Hilgartner, Bell, & O’Connor, 

1982:80）。 

要了解這個恐懼前，必須先了解在事故發生的 1979 年，美國位在德黑蘭的大使館

恰好被劫，而美國也因此禁止從伊朗進口石油，原油價格立刻上漲，以致美國人必須在

加油站前大排長龍等待加油。那是宣揚核能發電的絕佳機會，而美國原能會也注意到

了。 

中東問題戲劇性的發展，突顯了美國原油仰賴外源的問題，而美國也為此必須仰人

鼻息。此時媒體的報導，充斥美國成了石油輸出國的俘虜等議題，以及蘇聯如何能在一

夕之間，摧毀美國所仰仗的油源等令人恐懼的話題。此時核電已經是眾人能接受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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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惡，因為如果沒有它，美國人將付出更慘痛的代價，飽嚐能源缺乏的苦果，以及經濟

衰退的窘況。在這更重要的前提相襯之下，核能被包裝成保障人民安全、就業，及固有

生活型態的守護者，也是解決「能源需求」的選項之一。此時連核電相關人士都認為，

三哩島危機固然糟糕，但如果它必須要發生，那麼發生在 1979 年還真是萬幸

（Dionisopoulos & Crable, 1988）！ 

只是事過境遷後，相關人士才注意到，當時美國整個核電的發電量，連全美的 5%

都不到，就算全力發展核電，也無濟於事。並且在 70 年代，美國的電力需求並不大，

當時全美發電的備載能量，足敷最熱天氣的 32%以上，也就是發電機制，足敷所需，沒

有電力不足的問題（Dionisopoulos & Crable, 1988）。 

Dionisopoulos & Crable（1988）認為上述處理方式，很符合語藝所謂的「定義霸權」

（definitional hegemony），也就是去「貼標籤」，主動「定義」，拿下事情的詮釋權，以便

影響後續討論與視聽。但從傳播的觀點來看，所謂「定義霸權」是一個模糊的觀念，其

本質其實就是「框架」。三哩島核電危機案顯示，美國原能會一面把「核電安全」與「國

家安全」差異化，一面再將「核電安全」問題「超脫」為美國仰仗國外原油的「國家安

全」問題，結果框架策略奏效。 

 

  潘家鑫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廣告系 ) 

近年來，台電、中油等國公營事業面臨內外環境諸多挑戰，從轉型發展、經營策略、

到政策配合、節省減碳、替代能源開發等問題，更面對政界、媒體、民粹的壓力，台電、

中油皆積極從改善內部組織到對外行銷溝通作為因應。 

本系已與台電進行兩年的產學合作案，感謝台電長官的指導與支持下，去年畢業班

Q&A 小組，針對省電議題進行短片宣導及變電箱改造活動，成功達到年輕目標群眾接觸

量、媒體曝光量等效益；今年 Rocket Jump 小組則採取微電影行銷策略，在 youtube 上

的 「 69 號 約 定 」 微 電 影 ， 公 開 五 個 月 的 點 擊 率 達 到 七 萬 七 千 八 百 多 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NR5WGg3m90），成果豐碩。 

本報告擬從上述產學合作的基礎上，對於公營事業的社會溝通策略，在面對數位媒

體時代的發展，提出淺見。 

定義價值主張 

「以人為本」與「追求卓越」是台電企業文化重要精神所在，希望藉著「誠信、關

懷、創新、服務」的經營理念，來創造企業價值，成為具有「魅力、潛力、競爭力」的

卓越企業，並由四大經營理念衍生出的理性與感性訴求的溝通策略，來塑造品牌價值、

和全台灣民眾做有效的社會溝通，以提升品牌形象。 

中油的企業使 命則是「提供優質生活資源，促進國家經濟繁榮」，願 景為「涵蓋探

勘、油氣、石化、高科技具競爭力之綜合性國際能源集團」， 經營理念「品質第一、服

務至上、貢獻最大」，核心價值為「誠信、創新、人才、安全、環境、授權」。在廣告宣

傳上並強調油價較鄰國低、對穩定物價的貢獻、照顧弱勢、節能減碳宣導等，並加強績

效宣導、客服、辦理參觀活動、運動選手贊助與代言、經營網路媒體策略等。 

但在 Web2.0 人人皆媒體的時代，組織機構與媒體、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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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與過去有不同之處，如何有效的溝通是企業公關部門與公關業界面臨的挑戰。品牌

與企業價值主張不再是由企業單方面來定義，第三方媒體及由使用者創作的內容，加速

影響、形塑消費者的認知價值，網路上快速分享的某些消費者的負面體驗影音文字形塑

了其他消費者的「經驗」，另如三年前英國石油公司執行長一席感慨的話：「希望我的生

活回復正常」，被媒體斷章取義，企業形象遭致嚴重打擊，這段視頻至今仍很便利的在

youtube 上找到。 

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似乎瓦解了傳統的公關操作策略，網路論壇上迅速的評論與分

享多樣化的影音、圖文內容，並引起的大規模公民行動，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

到國內的反媒體壟斷、1985 公民行動聯盟等的抗議活動，鄉民團結力量大，企業形象與

品牌價值不再是企業說了算的。  

企業公關部門必須要時時偵測網路流傳的負面訊息，迅速處理，避免大多數不理性

處理網路訊息的消費者盲從，或被有截稿壓力的媒體記者引用；其次企業公關要思考如

何餵飽媒體巨獸。 

內容是王道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九０年代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葛魯尼研究團隊發表的卓越公關

研究（包括黃懿慧教授對於台灣反核運動的危機公關研究）就指出，企業公關媒體溝通

管理的重要性，多數企業執行長著重建立媒體關係的角色，但葛魯尼（Grunig, 1997）認

為，雖然高階經理人重視媒體，但實際上多數組織的媒體公關功能並未發揮。 

面對數位媒體的時代，無論媒體型式如何改變，說故事仍是溝通的主要內容。也有

人說，在數位時代「內容是王道」。艾德曼公關公司總裁艾德曼認為，今日最大的挑戰，

在於從哪個媒體開始說故事，「我們要讓說故事創造動能，產生跨越所有不同媒體型式，，

刺激並確定產出的高品質內容，能提高搜尋結果，包括個人故事、主張、圖文訊息及短

片，能很容易地被發現及分享，他提出「幸運草模式」將現在的媒體分為四種不同卻相

關的型式（Burt,2012）：第一片葉子主流媒體包括傳統印刷及電子媒體；第二片葉子混

合媒體，包括傳統媒體的網路版及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第三片葉子社群媒體，包括臉書、

推特及 youtube；第四片葉子自有媒體，包括品牌或公司官網及行動應用程式（apps）。

他強調，第四片葉子特別的重要，因為「每個公司都應該是個媒體公司」。在幸運草中

央的則是搜尋，它是進入所有媒體的匝道，能衝高點閱率的內容，以及擴大影響力的付

費型式。同時，熱情、快速、多產的網路寫手也是重要的影響人物，有 25,000 人供應著

全球一半的推特，他們的專業能力與個人經驗引起廣泛的迴響。 

（引自 http://www.edelman.com/who-we-are/about-edelman/the-details/cloverleaf/） 

以顧客為本 

台電與中油的自有媒體官網上，分別有新聞訊息，以及「台電影音網」與「中油影

城」，產製大量訊息提供給新聞媒體與消費者，然而，點擊率不易衝高，影響消費者認

知可能很有限。若從訊息內容來看，仍著重於企業本身或員工的故事，消費者可能較缺

乏觀看的動機。反觀影音網站上點擊率高的視頻，多是新奇、搞笑或愛情，以消費者生

活經驗為主的故事。 

事實上，消費者會產生興趣的內容，不再是有關產品的故事，而是有關人的故事；

而企業的價值主張，也已從產品的觀點轉移到以顧客為本的觀點。所以，消費者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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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逃避有關產品故事的廣告，但是會去觀看、分享有趣、感人的影片，這使得品牌娛樂

與內容策略愈來愈被重視，例如執行品牌置入娛樂媒體與微電影行銷的效果將能更有效

提升品牌的正面形象。而正面形象將有助提升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有品牌忠誠度的消

費者將能抗拒負面訊息的影響。 

特別再提出的是，本系為台電產學合作的微電影行銷策略的成效著重，值得公營事

業參考與辦理。以上建議，恐有疏漏，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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