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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 民主進步黨所發起的公投討黨產，第一階段門檻已經連署完成，總計

有超過�1�5萬人連署，並已在�9月�4日把公投提案送至行政院。為繼續達成

第二階段目標，結合各社會團體的力量，推動成立「全民追討黨產大聯

盟」，此聯盟將由弱勢族群、學界、社運、勞工團體、少數族群、中小企

業、宗教及政黨等八大社會團體組成，以擴大社會參與。

� 清廉與反貪腐是民進黨始終堅持的價值，威權時代貪腐的制度遺緒需

要改革，民進黨政府也很努力在推動改革的制度化，只是礙於朝小野大，

許多制度都無法順利推動。民進黨認為，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即是結構性貪

腐的例證，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國民黨黨產的取得來源與方式相當具

有爭議，需要特別立法來做適當的處置。馬英九主席先是阻止政黨不當取

得財產處理條例，接著快速脫賣黨產，再來花光黨產，最後才願意來推動

立法，這是馬英九為了維護個人形象，不顧法治正義的作為，兼顧面子、

裡子的手法。民進黨強調，在朝小野大下所面對的立法困境，經由公投來

追討不當黨產與相關立法是不得已並且不得不的做法，除此，藉由本次公

投討黨產的推動，也可檢討公投法的不足之處。

前言 � 面對立法院開議，民進黨已經積極

在推動的新陽光政治運動，就是希望透

過法制化的過程來深化台灣民主政治發

展。「新陽光政治運動」包含廉政法制

化、政黨公平競爭與公投討黨產三部分等

九個法案，是這個運動的重要內涵。

� 「新陽光政治運動」的內涵，就是要

藉由具體的陽光法案之立法行動，來落

實清廉政治的全民共識。民進黨一向扮

演推動民主改革火車頭的角色，日前國

民黨馬英九主席在該黨中常會中，亦正

式提出擬將四個陽光法案列為下會期優

先推動法案，民進黨欣見朝野對此立法

方向之共識，但更希望馬主席能擴大陽

光法案推動層面，以展現改革誠意�;廉政

組織條例以及政黨不當取得黨產處理條

例，將是檢視馬主席是否有推動陽光法

案誠意的指標。

� 民進黨認為，追討國民黨黨產是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僅是本黨的責

任，更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進黨除了感謝第一階段踴躍參與提案連署

的社團與朋友，接下來更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討黨產大聯盟，推動公投

討黨產的第二與第三階段工作�;全民一起來追討國民黨不當黨產，還給社

會公平正義。

� 20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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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 中國國民黨自�1�9�4�9年撤台後，長期「黨庫通國庫」，把國庫當做國

民黨自家財庫。

� 所謂的「黨庫通國庫」是指國民黨以預算編列方式拿國庫直接補助

國民黨，或是利用國家預算購置財產等方式，把國庫的錢搬到國民黨的

黨庫。

� 國民黨利用「政府委辦工作」及「各種預算編列」等手段來達成以

預算編列方式拿國庫直接補助黨庫的不法目的。所謂的政府委辦工作補

助，查其內容就是包括中央黨務經費預算差絀、黨工比照政府調整員工

待遇、黨工保險養老給付準備金、革命實踐研究院經費等項目。

� 而就�1�9�7�1至�1�9�9�5年間以教育部預算、蔣經國國際文化學術基金會來

說就拿了超過�1�6億的經費�,而救國團拿了超過�2�6億的經費。中廣則從新聞

局的預算中拿了超過�1�2�2億的經費。

� 利用國家預算購置財產最為人所知的是，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廣公司

過去利用政府預算購置�2�1筆土地，並登記為該公司所有，包括嘉義民雄

基地�2筆及臺北縣八里鄉土地�1�9筆，總面積�1�3�.�3�7�2�7公頃。按�9�4年公告土

地現值計為�8�.�3�9億元。其中嘉義民雄基地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敗訴

確定；台北縣八里鄉土地也由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審理中。

國庫通黨庫� 黨庫通內庫�?
受補貼單位 事由或科目 � 金額小計

（單位千元�/�1�9�9�5現值）

教育部預算國庫通黨庫數額統計

中廣 示範樂團補助 �1�0�5�,�5�0�2

中影 文化事業補助 �2�5�9�,�9�0�3

中央通訊社 文化事業補助房屋與土地補助 �4�,�7�4�7�,�7�5�3

中央日報 國際航空版補助 �2�,�7�0�7�,�9�9�5

孔孟學會 文化事業補助 �1�0�5�,�2�3�9

文復會
文化事業補助
海外分會及中華文化中心

�2�5�3�,�2�2�7

蔣經國國際文化學術基金會 國際文化合作 �1�,�6�4�5�,�6�4�7

香港時報 文化事業補助 �7�3�9�,�3�8�6

救國團
青訪團
青年中心補助體育訓練營
藝術教育研究及推廣

�2�,�6�2�9�,�0�3�2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國際文教活動 �5�6�9�,�0�8�6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基金會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基金會 �2�6�8�,�2�6�8

道德重整中華民國聯誼會 國際文化合作 �3�,�4�1�1

中華戰略學會 文化事業補助 �2�4�,�2�1�5

三民主義大聯盟 社會民族精神教育予活動 �2�9�9�,�7�6�3

總計 �1�4�3�.�5�8億元

教育部預算國庫通黨庫數額統計

中廣
對國際、國內、大陸廣播委託
製作海外節目

�1�2�,�2�5�7�,�8�8�7

文復會 籌設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2�2�,�6�2�7

中華民國智慧財產權協會 廣播電視事業輔導 �1�3�,�2�0�0

總計 �1�2�2�.�9�3億元

資料來源：黃煌雄、張清溪、黃世鑫主編，《還財於民》，�2�0�0�0（商周出版）

�1�9�7�1至�1�9�9�5年國民黨「國庫通黨庫」的部分數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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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 國民黨在威權體制之下，國庫通黨庫，讓國家財產在國民黨黨國不

分的陋習下，透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強取豪奪及竊佔，依據監察院報告

以及各方研究報告指出，不當黨產的種類及方式分為：

�1�.� 轉帳撥用：直接由政府財產的帳冊轉進國民黨黨產的帳冊。多
數為房屋及土地。例如，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的土地所在，所有權人

即是中華民國。

�2�.� 接收日產：又分為直接向日人接收以及取自政府接收。例如：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從政府接收日據時代台灣放送協會，轉贈給中廣公

司；最近國有財產局更依監察院報告追查，位於台南縣永康市原是日產

的「織田參造農場」，後登記為國有地，但�1�9�6�1年卻轉帳登記為國民黨

所有，國產變成了黨產，荒誕的是，國民黨再賣給國家，此種吃乾抹淨

作為，令人咋舌。

�3�.� 運用政府預算：由政府編列預算予國民黨黨產機構購得。例
如：板橋民眾服務社即是板橋市公所於�1�9�8�1年向私人購買後，事隔僅兩

年就送給國民黨。

�4�.� 其他不當方式：主要是賤價購買、地方政府贈與。例如，前中
央黨部大樓就是國民黨長期無償占用後，直至被揭發就以低價承租，並

於�1�9�9�0年間辦理價購取得。

國有不動產
【原日產土地、建物】

國有事業單位
【原日產事業單位】

地方政府財產
【公有土地、建物】

國有財產
【國有不動產、建物】

國有金融單位
【中央銀行、公營行庫】

轉帳撥用

撥歸經營

無償贈與

賤價收購

有借不還

黨
產

信託

變賣

黑錢漂白
享收益

脫產換現
拼選舉

�1�9�4�5年 巧取豪奪，黨庫通國庫 �2�0�0�0年政黨輪替 黑金漂白，非法變合法

資料來源：黃煌雄、張清溪、黃世鑫主編，《還財於民》，�2�0�0�0（商周出版）

不當黨產就是贓物

國民黨黨產「不當取得」與「非法處分」圖示：

直接由政府財產的帳冊轉進國民黨黨產的帳冊。

多數為房屋及土地，目前資料僅有地址、面積及

公告地價，無用途資訊。

又分為直接向日人接收以及取自政府接收。

由政府直接編列預算予國民黨黨產機構購得。

主要是賤價購買、地方政府贈與。前中央黨部

大樓則是國民黨佔有國有土地後，再依國有財

產法辦理租用，並於�7�9年間辦理價購取得。

�4�5�2

�7�6

�2�1

不計其數

轉帳撥用，不當取得� �4�5�2� 筆

接受日產，不當取得� �8�1� 筆

運用政府預算，不當取得� �2�1� 筆

其他不當方式� 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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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 國民黨仗著泛藍人數在立法院過半數的多數暴力，完全不顧全體台灣
人民的民意，竟然全力阻擋『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付委通過及
立法，強力動員他自己在程序委員會杯葛次數：院版計�2�2次、黨團版本
計�2�7次。議定國民公益的國會殿堂卻已淪為國民黨「護產」的戰場。因
此，為展現公義，希望藉由「公投討黨產」的啟動來完成三大目標。

� 民主進步黨將在立法院新會期積極推動九項陽光法案
＊
，來落實清廉

政治的全民共識。而國民黨只願意提出陽光四法
＊＊
，刻意迴避掉涉及國

民黨不當黨產處置的「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再一次印證了國
民黨為了保護這些不當黨產，而不願意經過正當程序立法，將黨產公佈
在陽光下揪受檢驗。

國會護產� 杯葛立法

國民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政黨法」杯葛情形：

法案名稱 提案機關 杯葛情形及次數

�1�.� 行政院
「政黨
不當取
得財產
處理條
例」。

�1�.� 行政院
版本
�2�.� 民進黨團
版本

�1�.� 在野黨續阻撓「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的付
委及立法。
�2�.� 至第五屆第二會期（�2�0�0�2年�9月�1�6日）函請立院審議以
來，程序委員會杯葛次數：院版計�1�0�0次、黨團版本至第
六屆提出以來共計�3�1次。（迄�2�0�0�6年�1�0月�1�2日為止）

�2�.「政黨
法」。

�1�.� 國民黨團
�2�.� 親民黨團
�3�.� 台聯黨團
�4�.� 行政院
版本

◎國民黨力主協商，杯葛「規範黨產、政黨不得投資或經
營營利事業條款」，處理誠意令人質疑：
�1�.�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政黨法草案」中有關政黨不
得投資或經營營利事業的規範，行政院與台聯版本都明
訂，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營利事業。而親民黨版載明：
政黨不得介入電子與平面媒體，更不可持有、分配財產
和不動產。台聯黨團與民進黨團均認為親民黨版規範完
整詳細，不妨照案通過。唯獨國民黨團主張，政黨經營
或投資營利事業者，應於政黨法施行後二年內出資轉讓
或信託，要求不得草率通過，應交付朝野協商。

資料來源：民進黨政策會

� 國民黨承諾「還財於民」不過是虛晃一招，國民黨不當黨產返還比

例不到�5�.�6％，超過九成的黨產仍未歸還。

� 在�2�0�0�4年大選時連戰聲稱要以高道德標準，將接收自日產的戲院、

實踐堂、實踐大樓等資產歸還國家，卻在�2�0�0�4年�5月協商期間加速出售

新生戲院，價款未返還政府。在政府多次與國民黨協商返還過程中，國

民黨歸還黨產一直拖拖拉拉，且十九家戲院只願歸還三點四億元，與公

告現值的廿一億餘元相差七倍，國民黨「還財於民」的誠意令人懷疑。

� 國民黨不當黨產超過�1�4�4公頃，土地公告現值�2�1�9億多元，但國民黨

只歸還了�1�.�8�6�4�3公頃，土地公告現值�1�2�.�6�6億元，返還比例不到�5�.�6％。但

已經賣掉或被徵收的不當黨產共有土地�5�7�9筆，合計土地面積共�1�2�5�.�4�8公

頃，總公告土地現值則超過�1�6�7億餘元。實在看不出來有什麼「還財於

民」的誠意。

承諾歸還� 騙騙而已

土地筆數 面積（公頃） 公告土地現值（�9�4年）

取得土地 �6�8�0 �1�4�4�.�6�1�2�9 �2�3�8億�3�,�1�0�0萬元

已歸還土地 �5�7 �1�.�8�6�4�3 �1�3億元

未歸還土地 �6�2�3 �1�4�2�.�7�4�8�6 �2�2�5億元

未歸還比例 �9�1�.�6�% �9�8�.�7�% �9�4�.�2�%

資料來源：財政部�/政策會

� � � � ＊� 民進黨的陽光九法包括�:「法務部廉政局組織法」、「遊說法」、「立法委員行為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政黨法」、「政黨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等陽光法案的完整配套。

＊＊國民黨的陽光四法包括�:「遊說法」、「政黨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政治獻金法」。涉及國民黨
不當黨產處置的「政黨不當取得黨產處理條例」未列入其中。

國民黨不當黨產未歸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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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 連戰擔任主席期間（�2�0�0�1�-�2�0�0�4），國民黨大筆出脫不動產約�8�0億

元。連戰聲稱將黨產交付信託，卻一直在黨產問題避重就輕，更趁機大

賣股票及土地，在�2�0�0�0年後，大筆出脫國民黨的不動產約�8�0億元，企圖

出脫黨產以逃避全民檢驗。�2�0�0�4年大選時聲稱要以高道德標準歸還接收

自日產的資產國家，卻在協商期間卻加速出售，價款卻未返還政府。在

多次協商之後，只願返還原市價的兩成多，對台灣人民一騙再騙，實在

看不出來有什麼「還財於民」、「還地於民」的誠意。

連戰出脫黨產超過�8�0億

連戰擔任黨主席期間不當黨產出脫情形：

年度 標的物 交易金額（億元） 備註

�2�0�0�1 宏啟經貿大樓 �4�.�4 ◎連戰擔任黨
主席期間
◎加註＊表示
僅出售部分
樓層

�2�0�0�2 八德大樓＊、國貿大樓、泉州街
交通黨部

�1�4�.�6

�2�0�0�3 八德大樓＊、後生大樓＊、中華
日報松江路大樓＊、衡陽路�2�0、
�6�2、�6�4號、崇聖大樓＊、前台北
市黨部大樓、大孝大樓。

�4�7�.�3

�2�0�0�4 大孝大樓 �1�4�.�5

合� � 計 �8�0�.�8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產局（網站：�h�t�t�p�:�/�/�w�w�w�.�m�o�f�n�p�b�.�g�o�v�.�t�w�/� 首頁電子佈告欄中之國有財產接收保管相關訊息之統計。）

�P�S�.連戰任黨主席期間國民黨及黨營事業大筆出脫不動產情形之詳細資料請參見�<附錄�A�>

� 如果國民黨是準備在�2�0�0�8年以前將不當黨產全部變現，這將比霸佔

黨產還可怕！

� �2�0�0�5年馬英九當選黨主席時，在中執會表示推動改革「第一對

象」，就是黨產問題，在�2�0�0�8年前就要處理完畢。馬英九表面上利用

法律的形式，所謂的「處理黨產」，實則是「變賣黨產」，上任一年以

來，已出售之黨產，粗估已超過二百五十億元。

� 試問國民黨是否賤賣國產，犧牲全民利益，何以急於拋售黨產？何

以一個在民主體制下運作的政黨竟然需要百億元資金的挹注？我們必須

誠心呼籲國民黨，屬於國家的資產應歸還國家，屬於人民歸還人民，希

望國民黨不要有雙重標準，應該誠實面對問題。

馬英九出脫黨產超過250億

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不當黨產出脫情形

年度 標的物 交易金額（億元） 備註

�2�0�0�5�-
�2�0�0�6

國發院、中華開放醫院、三
中�(中視、中影、中廣�)、中
央產物保險大樓、中央黨
部大樓、中央日報、華夏
大樓、育樂新村（黨工宿
舍）、德化大樓（前台灣省
黨部）、幸福人壽

超過�2�5�3�.�2億 ◎馬英九擔任黨主席
◎中廣持有位於其他縣
市土地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產局（網站：�h�t�t�p�:�/�/�w�w�w�.�m�o�f�n�p�b�.�g�o�v�.�t�w�/� 首頁電子佈告欄中之國有財產接收保管相關訊息之統計。）

�P�S�.馬英九任國民黨黨主席以來出售黨產之詳細資料請參見�<附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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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趕在公布黨產報告前二天，緊急出脫五萬多平方公尺的

二十二筆土地，積極出脫不當黨產、加速拿黨產換現金。監察院報告中

曾指出國民黨多數黨產的「不當」、「不法」，甚至「違憲」，馬英九

的黨產報告也承認中國國民黨過去的確「便宜行事」。

� 國民黨剛公佈的黨產報告中指出國民黨黨產僅存�2�7�7億元。然而根據

資料顯示馬主席上任一年以來，國民黨出售之黨產至少有�2�5�0億元以上

進帳，但在國民黨的報告中，馬英九就任一年來處分黨產所得，只列了

包括國發院土地、原省黨部土地、台中市德化大樓等十處房地、華夏三

中及中央黨部大樓等；但和華夏同屬中投公司出售的中華開放醫院及台

中育樂新村，卻從報告中「蒸發」。

� 黨營事業中投公司資產�1�,�0�8�9億，淨利也有�2�2�9億元，加上國民黨及

中投公司，其轉投資事業整體規模亦高達�6�5�4億餘元，再加上相關轉投

資事業盈餘及黨營事業所持有之不動產，資產之雄厚，值上千億元。然

而國民黨卻聲稱黨產只剩新台幣�2�7�7億元，手頭僅存�6億現金。試問：國

民黨黨產為何不見了？希望國民黨及馬主席能夠了解「虧空黨產就是虧

空國產」！

國民黨黨產報告隱藏資產
國民黨在其黨產報告中未清楚交代的投資�:

投資標的 實收資本（億元） 投資來源 持股％ 持有股份（元）

中投公司 �3�4�9�.�6 國民黨 �1�0�0�.�0�0 �3�4�9�.�6

悅昇昌投資公司 �9�.�7 中央投資 �1�0�0�.�0�0 �9�.�7

啟聖實業 �4�.�4 中央投資 �1�0�0�.�0�0 �4�.�4

光華投資 �1�3�2�.�2 中央投資 �1�0�0�.�0�0 �1�3�2�.�2

建華投資 �2�.�7�5 光華投資 �1�0�0�.�0�0 �2�.�7�5

裕台企業 �3�.�5 中央投資 �1�0�0�.�0�0 �3�.�5

豐園建設 �4�.�5 中央投資 �1�0�0�.�0�0 �4�.�5

中園建設 �1�8�.�8 中央投資 �1�0�0�.�0�0 �1�8�.�8

雙園投資 �1�2�.�1 中央投資 �1�0�0�.�0�0 �1�2�.�0

齊魯企業 �1�4�.�3 中央投資 �9�5�.�0�0 �1�3�.�6

國 民 黨 投 資 及 轉 投 資 事 業 眾 多 不 及 備 載

轉投資事業整體規模 �6�5�4億餘元

【說明】：國民黨及中投公司，其轉投資事業整體規模高達�6�5�4億餘元，持股�1�0�0％部分包括：悅昇昌投資公司、
啟聖實業、光華投資、建華投資、裕台企業、豐園建設、中園建設、雙園投資等…不一而足。

國民黨黨產報告隱藏土地資產未公布�:

行政院清查國民黨及其主要黨營事業現仍持有不動產

組織名稱 土地筆數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房屋現值總額

國民黨 �6�4�0 �2�8億�4�3�4�7萬餘元 待查

中央投資公司 �7�8 �2�1億�2�2�9�0萬餘元 待查

光華投資公司 �1�9 �1�0億�4�4�8�9萬餘元 �1億�6�4�2�9萬餘元

建華投資公司 �4�3 �1億�1�3�0�4萬餘元 待查

啟聖實業 �3�6 �2億�6�8�8�2萬餘元 �3�0�6萬餘元

中華日報 �4�3 待查 待查

齊魯公司 �1�1 待查 待查

悅昇昌投資公司 名下無不動產

總計 �8�7�0 至少�6�3億�9�3�1�5萬餘元 至少�1億�6�7�3�5萬餘元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備註�:�1�.目前土地市價均遠高於公告現值，上述土地若換算成市價將逾�1�0�0億元，行政院將責成財政部另請公正不動產
公司鑑價。�2�.國民黨昨日僅公布持有土地�6�1�2筆，價值�1�6億元，且未含黨營事業土地資產，與實際狀況出入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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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東德� 國民黨不如共產黨
� 東德共產黨在一九九○年三月主動通過「政黨暨政治團體法」，明
定政黨須公開財產，並限制政黨介入企業。五月完成修法，成立「獨立
委員會」，追討共產黨的不當黨產。一九九六年時獨立委員會的第一階
段報告，初步結算東德共產黨所有財產超過新台幣五百億，其中至少已
處理完畢三百億以上的不當所得。

� 反觀國民黨�1�9�9�2年�3月時立法委員彭百顯在就對國民黨不當黨產提
出質詢，�2�0�0�0年�3月立委賴勁麟就提出「政黨發展基金設置暨中國國民
黨黨產處分特別條例草案」，在立法院第五屆期間遭國民黨抵制七十一
次，在第六屆期間，遭國民黨阻擋六次，合計共七十七次，行政院提出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始終無法列入程序委員會討論。根據
國有財產局的統計，國民黨過去不當取得土地�6�7�9筆，價值超過�2�1�9億
元。已歸還土地�5�7筆，價值�1�2億元，歸還比例不到一成。

� �2�0�0�5年�8月國民黨第十七屆中央評議委員會時，馬英九致詞表示，
「黨產在早期臺灣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推力的角色，黨產絕非不義� 
。」馬英九進行他所謂的「處理黨產」，實則是「變賣黨產」，上任一
年以來變賣黨產，粗估國民黨已有上二百億元以上進帳。

不當黨產處理進度比較� �:� 國民黨�V�.�S�.東德共產黨� 

過程 東德共產黨 國民黨

發起人 自己 社會各界

追討起始點 �1�9�9�0年�5月 �1�9�9�2年�3月

法源 �1�9�9�0年�5月制定 國民黨阻擋�7�7次

追討機關 �1�9�9�0年�5月成立迄今 迄今尚未成立

追討過程 �1�9�9�6年，獨立委員會初步
結算，東德共產黨所有財
產超過新台幣五百億，其
中至少三百億以上的不當
黨產，已處理完畢。

過去不當取得土地�6�7�9筆，
價值�2�1�9億�6�,�6�0�0萬元。已
歸還土地�5�7筆，價值�1�2億
�6�,�6�0�0萬元，歸還比例不到
一成。

態度 知錯能改 麻木不仁

國發院個案
用槍脅迫強佔�8�0�0�0多坪土地
� 國發院個案，掀開國民黨用槍脅迫強佔八千多坪土地的歷史，被搶

地卻仍要負擔地價稅的地主，經過五十多年的追討，仍面臨祖產被國民

黨拍賣圖利。

�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國民黨未經地主葉中川同意，佔用興建院所房

舍，葉中川眼見土地回收無望，百般不願之下，勉強向國民黨提議以當

時公告地價（每坪約四百元）一半的價格，出售土地，國民黨先以經費

不足回絕，後來要求葉中川簽下以每坪五元出售土地的買賣契約，總價

金僅四萬餘元。

� 民國五十一年國民黨拿著槍用脅迫暴力方式，逼迫葉中川簽訂契約

出讓土地，且從未拿出來半毛錢。而現今，八千多坪的國發院土地，卻

遭國民黨以四十三億元賣給元利建設，毫無天理。

� 葉中川生前即使一再追討，卻因國民黨置之不理，政黨輪替後，經過

多次赴監察院陳情，但因不當黨產條例遲遲未能通過，仍然對國民黨無可

奈何。當初葉家在脅迫下簽訂契約，竟成為國民黨合法取得的證據。

� 民進黨認為，追討國民黨黨產是轉型正義的問題，就如同國民黨接

收日產以及政府轉讓的財產一樣，都屬威權體制下的產物，應該歸還人

民，而非以當時的法令程序取得合法性。民進黨除邀請國發院原地主葉

中川之子加入公投討黨產行列外，也重申，追討黨產不僅是民進黨的事

情，更呼籲全國人民一起來追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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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討黨產123
� 追討不當黨產須要制定新的法律，才能有效地迫使中國國民黨「還

財於民」，因為國民黨沒有歸還黨產的誠意，一直在立法院阻擋「政黨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面對國民黨不斷出脫黨產的情形，唯有推動

公民投票，課予立法院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義務，政

府才能追回屬於全民的國家資產，徹底解決不當黨產的問題，而使轉型

正義得以伸張。

提案 連署 公民投票

啟動公投的第一階段必

須先提案。

交付�8�3�,�0�0�0份提案書至

中選會，經兩個月審查

完成提案程序。

門檻：約�8�3�,�0�0�0人。

提案經審查通過後，才能

進入第二階段的連署。

在�6個月內完成連署，並交

付中選會審查通過，公民

投票才能正式成案。

門檻：約為�8�3�0�,�0�0�0人。

必須於中選會公告公投成案

後�6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

連署經審查通過後，公投正

式成案，交由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須要半數以上選

舉人出席，由出席人數半

數以上同意方能通過。

St
ep

1

St
ep

2

St
ep

3

公投討黨產的程序須經過三個步驟：

16 17



附

錄

� �A

附

錄

� �A

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標的物 不當財產取得來源�/歷史 交易�/交涉
時間

交易�/預估
價格

出售�/移轉
對象

衡陽路�2�0號，正
中書局

國有財產局→�1�9�6�7年國民黨
黨營正中書局低價購入

�2�0�0�3�.�0�1 �3�.�3億元
（股權價
值）

美商安惠信
息系統

忠孝西路崇聖大
樓部分樓層

台北市政府→�1�9�8�4國民黨
以每坪�2�.�5萬元，總價約
�1�3�0�0萬元低價購入土地

�2�0�0�3�.�0�5� �~� 
�2�0�0�3�.�1�0

�2�9�.�8億元 東森傳播復
華金控�(黨
營�)

忠孝東路、林森
北路口前台北市
黨部大樓

台北市政府→�1�9�7�2年國民
黨以�2�6�3萬元低價購入→
�2�0�0�2�/�1�1以�3�.�5億元售予光
華投資

�2�0�0�3�.�0�9 �4�.�5億元 長頸鹿文化
事業

愛國東路�1�0�0、
�1�0�2號大孝大樓

�1�9�7�9台北市政府區段徵收→
�1�9�8�2中國民眾服務社購入土
地、�1�9�8�6購入建物→�1�9�8�9、
�1�9�9�4國民黨低價購入土地建
物→�2�0�0�2以�1�3億元售予黨營
之光華投資

�2�0�0�4�.�0�8� �~� 
�2�0�0�4�.�0�9

�1�4�.�5億元 美商瑞昇第
一不動產

資料來源：財訊月刊、財訊＜拍賣國民黨＞、商周＜還財於民＞，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日報、經濟日報、證
期會重大資訊公告

連戰擔任黨主席期間不當黨產出脫細目表：

標的物 不當財產取得來源�/歷史 交易�/交涉
時間

交易�/預估
價格

出售�/移轉
對象

香港不動產�(旺角
悅旺商業大廈、
銅鑼灣波斯富街
一樓、觀塘倉
庫）

國民黨黨營事業投資購買 �2�0�0�0� �~� 
�2�0�0�1

港幣�3�~�4億
元約台幣
�1�5億元

不詳

忠孝西路之宏啟
經貿大樓

宏國集團與國民黨黨營事業
合資成立的宏啟建設所建

�2�0�0�1�.�1�2 �4�.�4�4億元 光華投資�(黨
營�)

八德大樓八樓 台灣省政府交通處鐵路局
→�1�9�8�2年國民黨黨營中央
日報以�3�.�9億元低價購入

�2�0�0�2�.�0�8 �1�.�8�3億元 中央投資�(黨
營�)

八德大樓四、
五、十二樓

�2�0�0�2�.�0�8 �5�.�2�6億元 光華投資�(黨
營�)

八德大樓九、十
一樓

�2�0�0�3�.�0�6 �2億元 昱華開發�(黨
營�)

泉州街交通黨部 台灣省公產管理處→
�1�9�6�0國有財產局→�1�9�7�1國
民黨中華航業海員黨部（
後更名為航運事業黨部）
以�9�6萬低價購入

�2�0�0�2�.�1�0 �1億餘元 邱賢二等
五人

仁愛路厚生大樓
部分樓層

日據時代是台灣電力株式
會社→�1�9�4�5年台電接收→
�1�9�7�0年國民黨低價購入

�2�0�0�2�.�1�1� �~� 
�2�0�0�3�.�1�0

每戶約
�2�5�0�0萬
元；共約
�1�.�7億餘元

焦仁和等人

國貿大樓 國民黨（持股�3�1�.�2�5﹪）、
外貿協會（持股
�3�1�.�2�5﹪）、交通銀行（持
股�2�5﹪）、農民銀行�(持股
�1�2�.�5﹪�)共同出資�9億興建，
即國民黨當初投資�2�.�8億元

�2�0�0�2�.�0�4 �6�.�5億元
（股權價
值）

元大集團

中華日報松江路
大樓部分樓層

國有財產局→�1�9�6�8年國民
黨黨營中華日報低價購入

�2�0�0�2�.�0�4 �4�.�1億元 杜修蘭、王
玉蘭等

衡陽路�6�2、�6�4號 台灣省公產管理處→先是登
記國民黨轉帳取得→後又變
更登記為裕台企業購入

�2�0�0�3�.�0�1 �1�.�8�5億元 天仁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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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標的物 不當財產取得來
源�/歷史

交易�/交涉
時間

交易�/預估價格 出售�/移轉對象

中央產物
保險大樓

◎根據今週刊�4�3�5期
報導，中保大樓是
國民黨「有問題」
土地之一，登記原
因屬「交換」。

�2�0�0�6年
初、春節
前後。

◎市價預估介於
�3�2億至�3�6億元。

建商及開發公司有
意承接。

中央黨部
大樓

◎係該黨先長期無
償占用國有房地
後，依國有財產法
辦理租用，並於
�7�9年間辦理價購取
得。

�2�0�0�6年�3、
�4月。

◎交易金額約新
台幣�2�3億元。
◎國民黨是向財
政部國產局以�3億
餘元購得，但若
以財政部公布九
十三年公告現值
的總現值則為
�1�0億�6千�6百�3�5萬
餘元。

傳有意出售給金融
機關或企業，長榮
集團證實：「正審
慎評估購買國民黨
中央黨部大樓」。

國民黨黨
報「中央
日報」及
華夏大樓

◎賤價購得：� 
�1�.�1�9�8�2年中央日報
從台灣省政府交通
處鐵路局以�3�.�9億
元低價購入八德路
土地，其中部分興
建中央日報大樓。
�2�.�1�9�9�9�/�7以�2�7�.�5�8億元
售予中影，現稱華
夏大樓。

◎�2�0�0�6年
�6月�1日
起停刊，
轉為電子
報形式，
並接洽買
主。

◎正崴董事長郭
台強夫人日前據
報導開出�1�5億
元，估價公司評
估每坪約�2�3萬
到�2�4萬元。（
該大樓共八千
坪，市場行情價
保守就有十八億
元以上；另外，
該大樓土地共
�1�,�5�3�7坪，以現
有住四行情計
算，每坪地價約
一百三十萬元，
光是土地價值便
逾二十億元。（
�2�0�0�6�/�0�5�/�2�4自由
時報）� 

目前傳出為正崴董
事長郭台強夫人及
其他支援國民黨人
士，買主擬於承購
《中央日報》股權
後，改以一專業電
子媒體網路版繼續
營業。（�2�0�0�6�/�0�5�/�2�4� 
自由時報）

標的物 不當財產取得來
源�/歷史

交易�/交涉
時間

交易�/預估
價格

出售�/移轉對象

國發院
�(台北市�)

◎強取豪奪、賤賣黨
產：國發院現址前地
主兒子葉頌仁：國發
院一帶土地，其中四
筆�8�0�0�0多坪遭國民
黨強佔無償佔用，並
興建革命實踐院，經
其父不斷陳情下，國
民黨以公告地價的八
十分之一簽下買賣契
約，然葉未領款項，
並提存法院。

�2�0�0�5年
�8月�2�3日
簽約。

�4�2�.�5億餘元 元利建設� 

中華開放
醫院�(台
北市�)

◎強取豪奪人民財
產：國民黨營光華
投顧，為介入中華醫
院，成立大安醫院管
理顧問公司，透過一
連串手段，巧取豪奪
中華醫院的產權。

�2�0�0�5年
�8月間。

�4億�6千萬元 阿曼開發� 

前台灣省
黨� � � 部、
德化大樓
（台中
市、北屯
區）

◎賤價取得不當黨
產：國民黨台中省黨
部現址，係�1�9�6�0年
由當時省黨部主委上
官業佑覓地，以每
坪�2�0�0元購買，並於
�1�9�6�1年興建完成。

�2�0�0�5年�1�1月
�3�0日三合一
選前。

前台灣省黨
部�3�.�3億元德
化大樓�5�.�9�7億
元總價約計
�9�.�2�7億元

林銀標及光華投資公
司等。

三中�(中
視、中
影、中
廣�)

◎中廣接收日產：其
中最為值錢，佔地
�5�6�0�0坪的原總部已於
�1�9�9�8年脫手，目前是
股票上市公司宏盛建
設的「帝寶」豪宅推
案所在地。

�2�0�0�5年
�1�2月�2�6日
完成繳稅
及股權交
割程序。

�9�3餘億元 中國時報集團旗下榮
麗公司。後因中時集
團資金調度問題，傳
出由從事科技的正崴
董事長郭台強（工商
建研會理事長），出
資�3�0億元，買下中影
�8�3�%的股權。

馬英九擔任黨主席期間不當黨產出脫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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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追公義
� � � � � � � 公投討黨產� � � � � � � 公投討黨產

標的物 不當財產取得來源�/歷史 交易�/交涉
時間

交易�/預估
價格

出售�/移轉對象

國民黨嘉
義縣黨部
及新竹市
城中區黨
部、香山
及東區
黨部

一、國民黨指出，嘉
義縣黨部是在嘉義市
改制後，以價購方式取
得，由於人事精簡後，
縣黨部員額大幅減少，
根本用不到那麼大的空
間，於是決定將縣黨部
與朴子區黨部合署辦
公，縣黨部不動產則以
標售方式處分。（自由
時報）二、新竹市城中
區黨部、城中服務分社
舊址，已經閒置二年。
決定標售一、二樓的建
物部分，面積合計五百
多平方公尺。（自由時
報）三、另國民黨已陸
續標售出香山及東區黨
部，標售金額約三千多
萬元。東區黨部，因位
於市區精華段，現值已
經比得標價翻兩番。（
自由時報）� 

◎新竹市香
山及東區
黨部已於
�2�0�0�6年陸續
標售。
◎嘉義縣黨
部及新竹市
城中區黨部
�2�0�0�6年�9月
�1日公開標
售。（自由
時報）� 

◎新竹市香
山及東區黨
部標售金額
約�3�,�0�0�0多萬
元。
◎嘉義縣黨
部及新竹市
城中區黨部
黨產市值估
計近�3�,�0�0�0萬
元。
◎合計約
�6�,�0�0�0萬元。� 

公開標售。� 

幸福人壽 一、民國八十二年成立
的幸福人壽主要是服務
�1�4萬人的國民黨投保黨
員，成立初期大都年年
虧損，中央投資公司也
已增資三次，總共�3�0億
元，但仍消耗殆盡。國
民黨馬主席裁示不繼續
經營黨營事業，中投在
無法繼續增資挹注的情
況下，只好割愛。� 

◎�2�0�0�6年
�1�0月�2日出
售。� 

◎�5億
�6�,�5�0�0百萬。� 

資料來源：財訊月刊、財訊＜拍賣國民黨＞、商周＜還財於民＞，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日報、經濟日報、證
期會重大資訊公告

地區

主要取得方式（筆）

代表性標的物

接

收

日

產

地
方
政
府
贈
與

賤

價

取

得

戲

院

台北市
�3�9 ─ �1�5 �5

前中央黨部、前台北市黨部、八德大樓（中央黨
部）、中央政策會、國發院

台北縣
�1 �6 �1�4 ─

板橋介壽堂、電信黨部、土城地方黨部、各地區
民眾服務社

基隆市 �4 �1 ─ ─ 基隆地方黨部

桃園縣 �1 �4 ─ ─ 桃園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社（桃園、龍潭、新屋）

新竹縣市 �7 �1 ─ ─ 新竹電台、新埔民眾服務社

苗栗縣 ─ �8 ─ ─ 民眾服務社（苗栗、竹南、銅鑼）、苗栗電台

台中縣市
�2 �1�2 �1 �1

地方黨部（霧峰、烏日、潭子）、民眾服務社（
后里、太平）、前台中電台

彰化縣 �2 ─ ─ �1 和樂戲院

南投縣 �1 �1 �1 ─ 民眾服務社（魚池、國姓）

雲林縣 ─ �5 ─ ─ 民眾服務社（台西、古坑、林內、斗南、水林）

嘉義縣市
�1�5 �1 �1 �1

地方黨部（中埔、番路）、嘉義戲院、前嘉義電
台、民雄發射站

台南縣市
�1�6 �5 �5 �2

地方黨部（台南、善化、玉井）、中華日報辦公
室、前台南電台、延平戲院

高雄市
�9 ─ �2 �3

高雄地方黨部、高雄民眾服務社、前高雄電台、
戲院（壽星、光復、共樂）

高雄縣
─ �9 ─ ─

路竹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社（岡山、鳥松、內
門、甲仙、仁武）

屏東縣 �5 ─ �1 �1 屏東鐵路黨部、枋寮地方黨部、光華戲院

宜蘭縣 ─ ─ ─ �3 新生戲院、蘇澳戲院、南方常設館、前宜蘭電台

花蓮縣
�7 �5 ─ �2

花蓮鐵路黨部、地方黨部（新成、壽豐）、民眾
服務社（瑞穗、玉里、豐濱）

台東縣
�2 �6 ─ ─

地方黨部（台東、鹿野）、民眾服務社（台東、
池上、東河）、前台東電台

澎湖縣 �4 �1 ─ ─ 澎湖西嶼民眾服務社

合計 �1�1�5 �6�5 �4�0 �1�9 註：本表僅列出部分國民黨不當黨產

資料來源：監察院報告

各縣市代表性國民黨不當黨產分布摘要：� 

買受人為東南旅行
社董事長黃正一，
由於幸福人壽目前
淨值為負數，依
照保險法規定，黃
正一必須在年底之
前，再增資十二億
五千萬元。（由於
幸福人壽目前淨值
是負十三億，� 依照
保險法規定，新買
主必須在年底前替
幸福人壽增資十二
億五千萬，國民黨
也在合約內明訂，
該筆增資將由黃正
一負責，此外，合
約也註明，黃正一
要概括承受幸福人
壽的現有員工，經
理級以下員工要留
用一年，經理級以
上員工，如果要資
遣則將依照勞資法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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