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 福 軒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0 日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為

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及

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



依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

法人、團體或機構。



本次爭點
中廣公司是否符合「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
人、團體或機構。」，應先認定以下事實：

• 民國80年間，國民黨出售中廣股權予華夏公司，其出售價格是
否符合「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 民國94年4月至8月間，國民黨出售華夏公司予中投公司及光華
投資，其出售價格38.25億元是否符合「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 民國94年12月24日，中投公司及光華投資出售華夏公司予榮
麗公司，其出售價格93億元（40億元價金+承擔53億債務）是
否符合「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 民國95年12月22日，中投公司協助榮麗公司出售華夏公司所
持有97%中廣股權予好聽等4家公司，其售價為57億元（其中
廣播部分10億元，非廣播部分47億元）其出售價格是否符合非
以相當對價轉讓？好聽等4家公司是否符合「非以相當對價轉
讓」中廣公司股權？



黨產條例，退萬步言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

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這是判定附隨組織的必要條件！

為何黨產會報告中未有任何明證？

為何未有任何明證就可以把中廣公司認定為附隨組織？



黨產條例

國民黨

?

相當對價轉讓

中廣公司

?

?

?

?



中廣公司

並非

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結論一



中華民國行憲進程

憲法前言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
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
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
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國父孫中山先生將行憲方式分為三個階段(時期)

軍政 訓政 憲政
1917-1928 1928-1947 1947.12.25開始



師法德國

一、請正視歷史，不要選擇性失憶。

二、德國之法治有軍政、訓政時期嗎?

三、東德(DDR)併入西德而滅失。
中華民國則一直存續！



訓政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1)係行憲前國家之根本大法，亦是臨時憲法。共89條，民國20

年(1931年)5月12日，國民會議制定，同年6月1日，國民政府

公佈施行。

(2)36年(1947年)12月25日行憲，並發佈「訓政結束程序法」，

中華民國進入憲政時期。

(3)相關內容:

30條第1項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

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

30條第2項規定: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政權)。



訓政

65條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

72條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1人，委員若干人。由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組織權)。

(主席除代表中華民國外，另提名五院院長)

84條規定:「凡法律與本約法牴觸者無效」。

(即約法為訓政時期最高之法律)

85條規定:本約法之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

使之。



訓政

小結:

訓政時期即以黨治國，
即為「黨國」(Party-State)



訓政
1939年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為實行中央黨政軍
統一指揮之機構，擬請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並修正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例案」，決議於
中央執行委員會下設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之指揮，並代行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



訓政 國民黨何以取得中廣

原因：賠償本黨戰時損失
(依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85次常務會議通過)

依法行政 一切照規矩來

結果：依法取得中廣之所有權
(依國防最高委員會第227次常務會議通過)

討論事項第二十七案：
追加35年度歲出歲入預算(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本黨接收敵偽產業列入35年度追加宣傳事業費



訓政
35年3月18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85次常務會議：
本黨所辦之新聞、出版、電影、廣播等事業依法接收之敵偽產業。業由事
業主管機構估值擬准以該機構之戰時損失由黨部併案向政府結算轉帳



證據皆可於國史館查得



追加歲出即國家支出，該支出與收入相同。
即是國家接收整筆敵偽產業資產之收入(包含土地)再整筆轉帳予本黨。

詳下1頁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號018000025935A



訓政
前表追加歲入中，台灣省之政府歲入
為2,018,822,089.65

下表追加歲出，台灣省之政府歲出
合計亦為2,018,822,089.65，其中
也包含中廣之土地



財政部函復行政院秘書處說明，轉帳係包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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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將本黨所擁有之黃金做為改進廣播與電影事業經費用

38年10月5日蔣總裁批示將
本黨基金黃金壹萬壹仟餘倆
作為改進廣播與電影事業經
費之用



該批黃金折合當時美金約55萬元，換算當時台幣(匯率約1:40)，
約為2千2百萬元。
按下表計算當時投入之金額相當於現在的2億218萬元。



中廣公司

為

國民黨合法取得之財產

結論二



根本沒有收歸國有的選項！

結論三



圖，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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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會於105年12月初宣布將就中影接收自
日產等三間戲院土地及中廣案召開預備
聽證(日期:105年12月16日)時，本黨即
於105年12月14日召開記者會向媒體提出
中投出售該土地售予宏盛建設時，即有2
億9千萬元資金流向台綜院(詳下頁)。當
時核准該交易案之人為李登輝(時任本黨
黨主席)，李登輝先生亦曾任台綜院董事
長。

本次爭點二中: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308地號(仁愛路帝寶)出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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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貴會針對婦聯會、救國團認定為本黨附隨組織之作法，台綜院也該是本黨附隨
組織，並應將台綜院收歸國有才對，為何貴會遲至今日(已有兩年多)仍未就台綜院
召開過聽證會?

賣地寶土地款中之
2億9千萬現金進台綜院



若黨產會不同意以上小結…

? ?
創辦人-蔡英文

蔡英文指定董事長



只針對國民黨

? 政治清算

?

?

?

?
政治清算

只針對國民黨

黨 產 會



黨產會抹黑國民黨之輝煌紀錄

在第一次聽證會中(105年10月7日) 黨產會委員引用他人錯誤資料



黨產會抹黑國民黨之輝煌紀錄

上述資料本黨亦發函請黨產會向葉頌仁
確認並要求葉頌仁應提供資料佐證。

實際情形為何?
黨產會迄今不說明！

在國發院土地取得聽證會中(106年6月6日)
藉葉頌仁抹黑國民黨
(1)葉頌仁講話毫無證據、證物
(2)例如:提存之1.9萬?其父出售相同地號
土地予他人價格較便宜係因該買主是佃農，
符合375減租資格?



黨產會抹黑國民黨之輝煌紀錄
在中影土地出售案中(106年8月16日)
(1)把土地估價報告書中的限定價格當作正常價格
(2)找毫無公信力、專業能力之「台灣無形資產鑑價學會」來批評中影土地之估價



黨產會抹黑國民黨之輝煌紀錄

國發院土地聽證會調查報告之抹黑內容

把限定價格當作正常價格
(1)本估價報告中之「限定價格」在不動產估價專業上是所謂「特定價格」是
指在特定條件下所形成之價格，若所設定之條件改變，則價格隨之變動。
(2)本案估價設定之條件：18個月內順利完成變更，其中14,436.81坪變更為
住三(建蔽率45%，容積率225%)。
(3)惟實際變更之時間為54個月(94.4.11-98.10.23)
(4)以54個月估算則特定價格。



黨產會抹黑國民黨之輝煌紀錄

琳瑯滿目罄竹難書



38

調查報告偽造?

106.7.18婦聯會第二次聽證會，貴會調查報告第15頁引用本黨
文件，涉嫌偽造文書

原文與調查報告對照如下：

原文 黨產會所列內容

軍人之友社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婦
聯會等單位所必需經費可研究列
正式預算者仍以列入預算為宜軍
人之友社所辦勞軍運動前方將士
並不歡迎黨外人士亦多批評本黨
同志如不自檢討今後社會之責備

必然更多希再研究。

軍人之友社、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婦聯會等經費，可列入正式預算
者仍應編入。軍人之友社所辦活
動前方將士並不歡迎，且受黨外
批評。

1.斷章取義
2.指鹿為馬
3.顛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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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再研究



提醒

黨產會公文書無須存檔？

憑什麼要求提出70幾年前的文件？



提醒



提醒

到底有沒有傳？



提醒

黨產會公文書無須存檔？

黨產會會議錄音無須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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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偽造?
北高行發文要求黨產會提供做成處分之會議錄音檔及傳真銀行
之文件，如此重要之檔案，竟可刪除、未留存

黨產處字第105002號:凍結國民黨永豐銀帳戶
黨產處字第105003號:凍結國民黨9紙台銀本行支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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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9分會議才結束，銀行卻早在8點50分就收到傳真處分書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jR0dWUx97iAhVI5rwKHU3DC2oQjRx6BAgBEAU&url=https://fabiaoqing.com/biaoqing/detail/id/102264.html&psig=AOvVaw3TSVAfrAcjxBV8vz0ZZy-0&ust=156024377352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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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有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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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各位長官具備『公務員身分』！



選舉到了
需要績效



黨產會迄今績效

(1)抹黑宣傳：某媒體獨家報導、FB、YouTube。



黨產會迄今績效

(1)抹黑宣傳：某媒體獨家報導、FB、YouTube。



黨產會迄今績效

(1)抹黑宣傳：某媒體獨家報導、FB、YouTube。



黨產會迄今績效

(1)抹黑宣傳：某媒體獨家報導、FB、YouTube。



黨產會迄今績效

(2) 追徵所得：1239萬9008元。
國發會檔案局25% (309萬元)；
教育部20% (247萬元) ；
衛福部20% (247萬元)；
國家人權博物館20% (247萬元)；
法務部10% (123萬元) ；
促轉會5% (62萬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6月3日下午4:45的廣告

感動！
全台第一個用不當黨產成立的特種基金即將出現！

?



黨產會迄今績效 –行政處分與行政訴訟

(3)針對國民黨行政處分8件。

(4)提出停止執行6件。
(5)停止執行確定5件。
(6)未停止執行1件，但主訴法官提出釋憲。

(7)訴訟中7件。

也就是說，被提出停止執行的6件，件件中標！



黨產會迄今績效 –釋憲共4件

(8) 立法院釋憲：以程序問題，不受理。
理由：連署人數未達到立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9) 監察院釋憲：以程序問題，不受理。
理由：憲法未賦予監察院法律違憲審查權或專屬聲請權、不
符「行使職權」、「適用法律」等理由決議不受理。

但本案有五位大法官不同意，不同意見書措辭強烈。



黨產會迄今績效 –釋憲共4件

(10)法官釋憲2件。

中投、欣裕台為附隨組織案、

婦聯會附隨組織案。

法官提釋憲，大法官會議必須受理。
到目前已快 1 年了，還躺著！



黨產會迄今績效 –升官

民進黨人升官跳板

顧立雄(主任委員) >>> 金管會主任委員
李晏榕(委員) >>>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升官直昇機

高涌成(黨產會訴訟代理律師) >>> 監察委員

賴秉詳(黨產會研究員) >>> 黨產會黨產訴訟代理律師





轉型正義的真諦

Alex Boraine，ICTJ(國際轉型正義中心)創辦人
實踐轉型正義的五大支柱：
「Accountability(當責)」
「Truth Recovery(還原真相)」
「Reconciliation(和解)」
「Institutional Reform(制度改革)」
「Reparations(修補)」

來源：
Boraine, Alexander, Transitional Justice: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1,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FALL/WINTER 2006), pp. 17-27.



良心的勸說



請不要忘記
她

看著等著





KMT Keeps Moving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