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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部長華柱：這部分我們會列入重點，請委員放心。
蔡委員錦隆：部長，我怎麼放心？現在我沒有看到我們工合的比例。
高部長華柱：我們一定會談這個問題。
蔡委員錦隆：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工合的比例，漢翔工業的人員一個個出走，不是到韓國，就
是到以色列，甚至於出走到中國大陸，被很多國家挖走了，因為這些人才沒有任何機會。尤其
IDF 發動機在服役時有 3 次推升力的提昇計畫，2 次都進行的很順利，若是不出售高性能的戰機
給我們，也應讓我們有自製能力，提昇我們的工合比例，這樣不只能增加就業機會，還可以造就
我們的技術人才。
高部長華柱：現在所有的軍購案已進入最後審查階段，通過之後我們會朝這個方向爭取。
蔡委員錦隆：最後要請教院長，超過 30 年以上的老舊機種，是否應該分批汰舊換新？
高部長華柱：這是一個專業問題，飛機沒有老舊的問題，只有妥善或不妥善的問題，因為購買一架
新飛機絕對不像購買玩具一樣，買回來使用一下就丟掉。因為有其壽期管理……
蔡委員錦隆：本席沒有說一定要用到 30 年，而是 30 年老舊的飛機應該分批汰舊換新，如此方可讓
駕駛員的家屬安心。
高部長華柱：美國的 B52 到現在還在用，美國的 T38 到現在還在用，今天對於買回來的武器裝備
必須與時俱進，要隨時提昇其性能。這次 A／B 型戰機就是採取這樣的作法，已經過了 15 年，
就算 F—16 已經賣給我們，性能提昇的工作還是要做。
蔡委員錦隆：好吧！謝謝你們。
吳院長敦義：謝謝。
高部長華柱：謝謝。
主席：請蔡委員正元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蔡委員正元：（17 時 52 分）主席、行政院吳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很抱歉，本席的感冒
還沒有好，所以聲音有一點沙啞，吳院長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吳院長答復。
吳院長敦義：（17 時 52 分）主席、各位委員。委員的聲音的確沙啞了。
蔡委員正元：謝謝院長的關心。今天本席要談到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談一些小事情中的大問題。
首先要談到中華電信的 MOD，根據 NCC 的規定已不能算是有線電視。96 年（2007 年）1 月 30
日，NCC 認為中華電信的 MOD 就是一個開放性的平台，不再適用有線電視系統的相關法規，
也不適用廣電三法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規定。不過中華電信只能提供 MOD 的平台給其他的媒體供
應商播出節目，中華電信自己不得經營媒體頻道，這是 NCC 的規定，如此處理了黨政軍退出媒
體的問題。
之後在 95 年 5 月 11 日有一家公司成立，稱為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請問院長是否聽過
這家公司？
吳院長敦義：沒有。
蔡委員正元：這家公司是台灣互動電視，但並非台視。96 年 1 月由 NCC 通過後，96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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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 2007 年的年底，經 NCC 委員會同意，給了一張 SMART 知識台的衛星電視頻道執照。很
快在 1 個月之後，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的關係企業就有 4 家公司一起來申請，所以是以一
家公司結合了集團內的其他公司的方式，在 1 個月之後，於 96 年 12 月 27 日，NCC 很快地核定
下列：亞洲衛星電視、博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隆華數位科技、靖天傳播等共 4 家公司，不是一
家公司給一張執照，而是 4 家公司總共給了 18 張衛星頻道的執照。96 年 12 月 27 日之後不到一
個月，也就是 2008 年 1 月是立法委員改選，3 月則是總統大選。換句話說在政黨輪替的前夕，
NCC 大動作在同一天之內發了 18 張衛星電視頻道的執照，手筆非常龐大，我們不曉得該讚美還
是批評？
我們看看台灣互動電視集團這 4 家公司的頻道，有些還不錯，至於有多大競爭力就不曉得了
。其中比較有名的是隆華數位的成人電影頻道，我並不是說成人電影不可以出現在 MOD 的頻道
，我沒有那麼保守、古板。我要說的是，我們對照一下台灣互動、博斯數位、亞洲衛星、隆華數
位、靖天傳播這幾家公司的董監事背景，要嘛董監事同掛，要嘛股東同掛，要嘛資金同掛。民間
都知道，就是 NCC 不知道；民間都了解，就是 NCC 不了解。這些公司能夠在政黨輪替、選舉
之前的同一天，這麼成功地取得那麼多電視頻道的執照。
根據本席取得的資料顯示，台灣電視互動集團在 96 年 11 月 29 日有一張頻道執照；一個月之
後，在 12 月 27 日一天之內取得 18 張執照。本席的線報很清楚，原因只有一個，有位叫做吳乃
仁的先生，不知道院長認不認識？
吳院長敦義：聽說過。
蔡委員正元：我也聽說過這位先生。他打了電話給 NCC 的主任秘書吳嘉輝先生，由吳嘉輝先生一
手操盤，用最快的速度通關取得這 18 張衛星頻道執照，時間、地點、人物都很特殊。更厲害的
是，隔了半年不到，97 年 5 月 20 日政黨輪替前他們就累積了 74 張執照，占中華電信 MOD 總
頻道數 131 張執照的 56.5%，這樣的執照取得速度和占有率，算不算是很成功、很輝煌？
吳院長敦義：令人刮目相看。
蔡委員正元：好像你的本事也沒這麼高！
吳院長敦義：我從未有這種本事。
蔡委員正元：這些頻道是中華電信要付錢向他們買的，我們的結論是：台灣互動電視公司就是中華
電信 MOD 的壟斷廠商，因為從任何經濟學的標準、任何法律的標準來看，市場頻道占有率超過
50%一定就是壟斷廠商，這是毋庸置疑的。而吳乃仁先生就是中華電信 MOD 壟斷證照的影武者
，市場上人人皆知，就只有政府不知，實在很令人納悶。我半開玩笑一下，我不知道這位吳乃仁
先生是哪一位吳乃仁先生，不過他是中華電信 MOD 成人頻道的推手。這個頻道就是曾經在街頭
上播出時出現成人鏡頭的那個成人頻道，媒體都有報導過。就是這家公司、就是這個頻道，也就
是這位先生是幕後的推手，你去問媒體朋友，很多人都質疑這位吳先生就是這個集團幕後的真正
老闆，或者吳先生幕後的政治力量就是這個集團真正的主使者。
我們再來看看中華電信要付多少錢給台灣互動？頻道掛上去之後，不是中華電信向台灣互動
收錢，而是中華電信付錢給台灣互動，制度是這麼運作的，也就是你有五十幾個頻道，我要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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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錢。
我們統計一下，台灣互動這 18 張或 19 張執照總共有 55 萬名客戶，分三類收費：每月 450 元
、每月 299 元和每月 209 元，每月 450 元的有 15 萬戶，這些客戶都不是台灣互動拉來的，而是
中華電信拉來的。院長應該可以聽懂這個觀念。
中華電信收到的錢自己分 30%，台灣互動公司分 70%，所以每月 450 元的客戶當中，中華電
信每月要付 4,725 萬元給台灣互動公司，每月 299 元的部分要付 4,186 萬元給台灣互動公司，每
月 209 元的部分則要付 2,926 萬元給台灣互動公司。換句話說，每個月台灣互動公司可以從中華
電信拿到 1 億 1,837 萬元，乘以 12 個月，中華電信每年要付給台灣互動 14 億 2,044 萬元。就中
華電信而言，這個金額大概不算大，但是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講，都是一個很龐大的營業額，更重
要的是，這筆收入並不需要由業務員去推銷，只要買點影片放一放就好了，是一個很輕鬆愉快的
賺錢法。
因為是中華電信在付這個錢，台灣互動並不需要業務人員，反倒是中華電信的員工必須到處
拚命推銷 MOD，台灣互動只要等著收錢就好了。所以什麼「數位」有的沒的，都是中華電信員
工在前面拚老命，而且還拿不到什麼獎金，因為中華電信只拿到 30%，70%要繳到頻道上。至於
臺灣的數位內容影片，院長只要稍微打聽一下，就會知道這是價錢便宜得要命的市場，所以重點
就是 NCC 的頻道才值錢。
賺錢 70%歸台灣互動，中華電信只占 30%，簡單的結論就是：中華電信是台灣互動的外勞，
我這樣形容一點都不過分，因為這就是契約綁下來以後的外勞；而中華電信也因此成為台灣互動
的金庫，這是有數據可以參考的。
這張供應商頻道合約為期 4 年，契約總值 1 年是 14 億 2,044 萬元，4 年是 56 億 8,176 萬元，
這就是台灣互動這整個公司的契約總值，這在術語上叫做「槓桿價值推升法」，經濟學叫做「
rentseeking」，就是「尋租手法」，講得更難聽一點就是「五鬼搬運法」。
此外，因為中華電信和臺灣銀行還簽有一份供應商開口融資合約，中華電信所有的供應商都
可以根據這份融資合約向臺灣銀行借錢，要做短期周轉或者短期變長期，怎麼周轉都可以，我想
你的閣員應該有很多人懂得這樣的商業行為。這份合約的貸款額度是契約價值的 8 成，56 億
8,176 萬元的 8 成是 45 億 4,540 萬元，換句話說，這張合約拿到市場上去，價值就是 45 億 4,540
萬元。
接下來請院長看一下這張名片，請問院長認識名片上的人嗎？
吳院長敦義：不認識，但是看過名字，報紙上登過。
蔡委員正元：我不曉得你看到這個名片以後，想像的是哪一個人。這張是台灣互動電視公司的員工
名片，員工的名字是「顏萬進」，我不曉得他是誰，我也沒見過。在這張名片當中，他沒有頭銜
，地位高低不曉得。我們查了一下，這個人在某一個政黨派系裡面公認是吳乃仁先生的親信，曾
經擔任過內政部政務次長，現在是台灣互動公司資金籌集的負責人，正在進行一個 16 億美元的
募資計畫，總金額為新台幣 480 億元。這家資金募集公司掛名的名字叫做 SKYASIA MEDIA
INC.，公司地址與這張名片上的地址是一樣的，設立時間是去年 5 月 4 日，主要股東就是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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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頻道的控制者，包括台灣互動公司、華人衛星公司及亞洲衛星公司，都是同一掛的，公司地址
在八德路二段 232 號 7 樓。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辦公室，登記的公司總共就有這麼多，包括
SKYASIA、台灣互動、靖天傳播、龍華數位、博斯數位，也就是同一天拿到執照的那些公司，
地址是同一個地方，名片上的地址也是同一個地方。
請問院長，這個地址：八德路二段 232 號 7 樓，還有哪個單位在哪裡？
吳院長敦義：應該有一個著名的政黨。
蔡委員正元：我不曉得著不著名，院長知不知道？八德路二段 232 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地址，產
權是國民黨中央投資公司所有。換句話說，結論就是民進黨的金庫正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頭上，
全天下沒有這麼幽默、這麼可愛的話題！請問院長的感想如何？
吳院長敦義：我是在聽小說嗎？
蔡委員正元：關於時間、地點，你可以去查。
吳院長敦義：對於你講的這些資料，我真的要請 NCC 蘇主委好好地深入了解一下。
蔡委員正元：蘇主委大概不太會管這個。
蘇主任委員蘅：我不太清楚。
吳院長敦義：這些都是他到任之前好久的事。
蔡委員正元：我知道這是他到任之前的事。很幽默，對不對？
蘇主任委員蘅：報告蔡委員，我講一下我知道的部分，因為有些是 96 年的事，我是在 99 年進會裡
的。我簡單地報告一下。中華電信經營 MOD 完全是依法，蔡委員也很了解，外界也都知道，就
是中華電信在經營 MOD 的部分是依照特別的法，它扮演的角色……
蔡委員正元：請蘇主委不要迴避問題，我們知道什麼事情都要依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在依法的過
程裡面可以產生很多有趣的現象，讓老百姓有各種討論空間。這麼一張簡單的執照怎麼會變出這
麼龐大的金錢，具有這麼大的募集力量？我想吳院長的內閣閣員有很多是這方面的專家，也很容
易了解這樣的運作手法。東西值不值錢在一開始是看不出來的，但是人家看得出來，就開始掌控
機會，透過內部的關係取得執照。這不是當時你去申請，或者我去申請就可以拿得到的，一定是
有內部的人幫忙，加上外部的人規劃，一起商量的，全部合法。如果不合法，蘇主委，你又能拿
它怎麼樣呢？我只是談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展現的風貌，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頭上有一個民進
黨的金庫，這夠幽默了吧？國民黨在樓下開會的時候，怎麼會想到樓上有一個民進黨的提款機？
這夠幽默，夠諷刺，也夠令人街談巷議的，跟法律沒有關係，因為在執法、運用的時候，你們沒
有去防止這些問題，就自然會造成這種結果。
那有沒有導演呢？當然有！我談的導演是街談巷議之說。誰是導演？中華電信有四人幫，每
個人都掛得上 MOD 嗎？我接到的指控是，董事長兼執行長呂學錦，底下的副總經理黃子漢，副
總工程師張義豐，而實際操盤的是副處長李恭航。沒有這 4 個人護航，不可能有一家公司可以占
有中華電信 131 個頻道裡面的 74 個頻道，也就是高達 56.8%的占有率。尤有甚者，因為中華電
信剩下的頻道收不到什麼錢，所以把大部分收來的現金，往這家公司送，還要幫這家公司當外勞
去跑業務，而且每天面對立法院質詢：「你 MOD 的裝機數多少？客戶數多少？你到達 300 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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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到達 500 萬沒有？」當中華電信努力愈多，這家公司就賺愈多、企業價值也愈高，理由只
有一個—政治力量有時候真的很值錢！因為有一個政黨很笨，還在底下幫人家看門、幫人家收錢
，不曉得樓上有金庫在提款。
蘇主任委員蘅：蔡委員，我想解釋一下有關中華電信和您剛才所提到的那幾家公司之間的關係—因
為中華電信並非有線電視系統，所以它的節目按照現在的法規，必須要請這些公司來組裝，因此
，他們之間的金錢來往是這樣，它的訂戶是到中華電信這邊，但是中華電信……
蔡委員正元：主委，我不曉得妳有沒有做過生意，但是我可以不客氣的講，這是全天下最荒唐的生
意！一個有獨占力量的人，怎麼會讓一家小公司這樣牽著鼻子走？妳可以講很多道理，說是因為
這個、因為那個，但是如果妳是這家企業公司的老闆，這麼做之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走路！為
什麼股東不分這些錢？妳可以把理由講得天花亂墜，結果卻是錢讓別人拿！我也坦白承認，像這
種東西，純粹生意人拿不到！院長，我覺得這很現實，我想你這個內閣大概不至於如此。你也知
道金控公司的執照，平常生意人拿得到嗎？以前那個年代，你應該還記得金控公司的執照都怎麼
發的，所以這個執照算什麼？只要關節打通一下就 OK 了嘛！可是我們就要問：「這樣的結果是
什麼？」這就叫做「百億大金庫」！曾經有某媒體的著名資深記者當著某特定場合，問吳先生：
「聽說你是這家公司的真正老闆？」吳先生笑笑回答：「沒有啦！朋友啦！」那怎麼會愁沒有錢
選舉呢？怎麼會愁沒有錢借貸呢？怎麼會愁沒有錢調度呢？都很方便嘛！
今天本席只是把一個比較特殊且現在進行式的歷史故事提出來供蘇主委及吳院長做參考。這
個現象合不合理？一個集團你可以不去查它的背景嗎？你去問金管會主委，要如何去查銀行股東
的背景？他允許台灣所有銀行控制在同一個集團手上嗎？你去問經濟部，他允許某一些特別的行
業嗎？你去問公平會和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可以由幾家公司包走 56%嗎？這是稀有資源
，誰能夠幫它掩蓋呢？就是因為中華電信掩蓋，所以人家才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家公司。我告訴
院長，我是資料查得比較慢，但是地下管道告訴我：「不是 56.5%，而是 75%。」蘇主委剛上任
，可能不了解商業上有商業上操盤的手法，妳一個人未必能夠應付得了人家長久經營的那些有的
沒有的。我想連交通部部長都不一定能夠管得動中華電信，何況管到那麼底層！只要電話打得通
，誰會去管中華電信的 MOD 頻道被誰包走了？不論如何，這是個好生意！
蘇主任委員蘅：委員講的事情，我會回去了解。因為我們也是希望了解真正的事實啦！
蔡委員正元：沒有關係，這不是妳的事。
另外，我要請教院長另一個問題。我們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商品交易是順差，但是我們在投資
資本上是逆差。現在大陸人來台灣投資似乎都有一些困難，要不就是我們的投資機會不夠吸引他
們，要不就是我們的投資條件不如他們。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投資，
大手筆的金額一再出現，就是沒有到台灣來大手筆的投資。所以，我們檢討除了這兩個原因以外
，可能還有投資的障礙，我們特別為中國大陸投資的資金設立了政治上、心理上各式各樣的障礙
，所以我特別跟院長說明一下，今天假如我們台灣的企業家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這些台灣的商
人到中國大陸去，拿了所謂的旅行證件要進入中國大陸，但沒有簽證，請問院長，他決定要去，
一直到辦簽證，要多久時間，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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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院長敦義：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蔡委員正元：要一個半小時，因為落地簽證馬上就拿到了，所以臨時投資的標的有任何問題，我隨
時都可以去，我投資的東西，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請問院長，如果中國大陸的商業人士來台灣投資，他拿到我們的旅行簽證，要辦個簽證要多
久時間？
吳院長敦義：那時間就不可能那麼快，這倒是實情。
蔡委員正元：因為我們沒有落地簽證。第二，至少 5 天，經過許多繁複的程序，以及各單位所設的
一些奇奇怪怪的安全標準。
院長，如果台灣人到大陸投資進出很困難，就不可能去投資，而我們台灣對中國大陸設了這
些限制，讓他們進出很困難，那麼他們幹嘛要來投資？
吳院長敦義：能改進的，我們就要改進，但是兩岸的關係是亙古以來，人類所未曾出現的關係，所
以必須要有更周延的思考，才能夠行穩致遠。
蔡委員正元：可是也要有創新和創造才能解決問題。ECFA 就是創新的手法，創造新的思考方式。
我的具體建議是，我們現在對中國大陸不管分幾類人士來台，大不了是自由、觀光和專案，我們
大膽一點，為大陸人士設立一個商務簽證方式。
吳院長敦義：我們這兩年來做了很多放寬，過去營業額要達 5 億以上才可以稍微放寬，現在降到 1
億，停留的日期也延長了，手續簡便了，有很多改進。
蔡委員正元：還不到可以競爭的標準。
吳院長敦義：對所謂商務界的人士，例如台灣這方面某些企業的顧客或來訪的訪賓，這些我們都有
考量。
蔡委員正元：院長，開大門，走大路。歡迎他們來投資，對我們製造更多的生存和經濟實力。要怎
麼做？我具體建議，特別設立一類商業人士和專業人士的落地簽證。只要是這個身分的，他是馬
雲，他是上市公司的副總經理以上的，是有名大學副教授以上的，隨時開大門，走大路，歡迎他
們到台灣來。不要搞到什麼「第三地」，不要搞到什麼「自由行」，不要搞到什麼「觀光團」，
他就是我們定位中，簡單講是我們統戰的對象，客氣一點講就是隨時歡迎他來台灣。這類人士你
怕他來台灣打工嗎？你怕他來台灣作鬼作怪嗎？他家裡那麼有錢，為什麼要來幹這些有的、沒的？
吳院長敦義：您這個建議我請陸委會審慎參考。
蔡委員正元：我問過移民署，移民署推給陸委會，陸委會推給國安會，大家都在推。
我們更具體地講，如果讓這些人，不要說 500 萬、1,000 萬的人口，很方便的，隨時可以進入
台灣，對我們台灣不管在國家安全意義上，在反統戰的力量上，在心理戰的方面，他願意把錢放
在台灣，他願意把財產放在台灣，他甚至願意把子女送來台灣，這對我們有什麼壞處？沒有壞處
。然後讓他感覺到，我今天想一想我在台灣買一個廠房，下午要開會，搭個飛機馬上就來了，不
用跟人家去擠，去申請公安局、警察局的核可，台灣還有很多局，還要什麼 5 個人組成的商務考
察團才能來。
院長，我們這種做法已經到了必須要澈底檢討的時候了。我們不需要討好中國大陸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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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針對中國大陸菁英階層人士進行統戰，向他們證明我們是自由國家，證明我們是民主
國家，連心理防衛線都沒有，我們中華民國混個什麼勁兒？這是我所爭論的一個焦點。對於那些
高教育、高所得的菁英階層，你都怕跟他們對壘，怕他們把財產移來臺灣，那我們要拿什麼去跟
他談？一道線劃下去，歡迎你隨時落地簽，對中國大陸人採取不平等的待遇，雖然中國大陸整個
社會就是個不平等的社會，沒有問題，所以我只是提出一個開放性的建議，請你們做參考。
吳院長敦義：我會請陸委會審慎的就委員的建議來做評估。
蔡委員正元：好，謝謝院長。
最後，話題越來越輕鬆，前幾天臺灣演藝人協會的理事長楊光友先生在電視上公開呼籲演藝
人員不要投機取巧逃避兵役，這則新聞你看到沒有？
吳院長敦義：我沒看這個新聞，但是我知道……
蔡委員正元：原因是最近有一位藝人的狀況比較轟動，他大學唸了好久，第一所大學唸了 7 年，後
來又去另一所大學唸了 1 年半，又在其他大學唸了 1 年半，又在另外一所大學唸了 1 年半，好厲
害，唸了很多大學，給社會大眾的印象是兩個，就像方才蘇主委說的「依規定」，當然是依規定
，問題是你們的規定有問題，不在於「依規定」，這個規定是什麼？就是有方便的法門，造成其
他學子內心覺得不公平，現在有兩個單位有問題，一個是內政部，一個是教育部，教育部開學校
開了老半天，怎麼管學校的？學校不是教人家要誠心做人嗎？用比較高的標準教育學生，大家出
去社會以後混一混，被社會稍微污染了幾年，標準稍微降低一下，社會還能夠運作，但是現在是
學校主動提供逃避兵役的機會，你可以問一下財政部長，如果有人漏稅，財政部二話不說，馬上
派人去門口站崗，數一數店家發票開了幾張，漏開幾張，請問教育部有沒有派人去調查這些人有
沒有上課？
吳部長清基：我們已經要求學校必須定期呈報這些學生上課的勤惰情形，如果曠課達到一定的時數
就予以退學。
江部長宜樺：委員詢問的正是時候，今天早上內政部邀集了教育部、國防部等相關單位開會，我們
已經決定要去修改免役、緩徵、免召等辦法，對於類似的情況，我們將規定以後可以申請緩徵的
年齡最多只能到 28 歲，而不是現行規定的 33 歲，針對這種取巧、鑽法律漏定的方式，我們一定
會加以禁止。
蔡委員正元：吳部長，如果是同一所學校唸太久那我們沒話講，但他們居然可以一直轉學，太了不
起了！
吳部長清基：這種投機行為做了最壞的示範。
蔡委員正元：很抱歉，這個問題比較輕鬆一些，謝謝院長。
吳院長敦義：謝謝你。
主席：報告院會，本日排定質詢的委員均已質詢完畢，謝謝吳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列席備詢，現作以
下決定：下次會議繼續進行施政報告質詢，9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繼續開會，邀請行政
院院長、主計長、財政部部長列席報告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制經過並備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8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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