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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發稿日期發稿日期發稿日期：：：：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 31 31 31 日日日日    

發稿單位發稿單位發稿單位發稿單位：：：：特別偵查組特別偵查組特別偵查組特別偵查組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航公司）採購航機疑涉有

背信等不法情事案件(案號：97 年度特他字第 62 號、第 101 號)，本署

特別偵查組檢察官偵查終結，經查無犯罪嫌疑事證，業於

本(31)日予以簽結，其簽結要旨如下：                                              

一、本署剪報分案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受理檢        

舉陳報併案偵辦意旨略以：華航公司係國內股票上市公

司，趙國帥自民國 96年 10月 2日起至 97年 7月 7日止，

擔任華航公司董事長。緣華航公司「新長程中運量航機」        

購機規劃作業自95年 12月 25日起奉時任董事長魏幸雄

核准展開作業，以波音公司之 B787-9 及空中巴士公司

（下稱空巴公司）之 A350-900 為標的航機；經數次與空

巴公司協商，空巴公司設定之條件仍甚為嚴苛，未獲實

質進展，魏幸雄遂於 96 年 9 月 21 日批示暫予擱置購機

案。96 年 10 月 2 日，魏幸雄突遭華航公司最大股東即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解除董事長職務，並

由前總經理趙國帥接任，旋即重啟與空巴公司之購機協

商。詎趙國帥竟以點名方式指示可參與購機案人員，排

除總稽核室參與，並支付 3％即約新臺幣 38 億元之鉅額

簽約金予空巴公司，違反航空界購機支付 1％至 1.5％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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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之慣例。因認趙國帥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及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之背信等

罪嫌。 

二、經查： 

（一）本件購機案於華航公司前董事長魏幸雄任內，實已進行

至與空巴公司議價之階段，故華航公司於 96 年 6 月間

向空巴公司提出多項最終條件，經雙方數度協商，華航

公司仍無法接受空巴公司回覆之購機條件及報價，而於

同年 9 月間由魏幸雄批示暫緩（而非終止）A350-900

購案之後續協商；趙國帥接任董事長後，空巴公司主動

釋出善意，雙方乃繼續就該多項條件中未達協議之部分

進行磋商，嗣空巴公司同意華航提出之部分條件（涉及

商業機密，新聞稿無法公布），華航公司始與空巴公司簽訂

購機意向書等事實，業經趙國帥供述甚詳，核與證人即

時任華航公司企劃處處長楊辰、企劃處職員張慶彬結證

之情節相符，並有華航公司企劃處 96 年 6 月 7 日、6

月 20 日、9 月 10 日、11 月 6 日、11 月 14 日及 12 月 4

日之備忘錄附卷可稽（有關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歷次協商交有關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歷次協商交有關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歷次協商交有關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歷次協商交

易條件內容涉及商業機密易條件內容涉及商業機密易條件內容涉及商業機密易條件內容涉及商業機密，，，，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足認趙國帥接

任華航公司董事長後，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就本件購機

案之協商已有實質進展，與 96 年 9 月間因雙方條件仍

有歧異而暫停協商時相較，空巴公司所提已屬相對優

惠，而達到華航公司可接受之條件。又趙國帥於雙方獲

得共識、擬簽訂購機意向書前，即 96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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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召集航務、行銷、機務副總經理及財務處處長等華航

公司主管，舉行協調會議，聽取本件購機案之相關意

見，會中各單位主管對於購買 A350-900 一事亦均未表

達反對意見 ；華航公司與空巴公司簽訂購機意向書

後，仍知會波音公司以探詢最終條件，惟波音公司提出波音公司提出波音公司提出波音公司提出

之最終條件之最終條件之最終條件之最終條件，，，，在價格在價格在價格在價格、、、、交機時程交機時程交機時程交機時程及機價調升等方面仍不及機價調升等方面仍不及機價調升等方面仍不及機價調升等方面仍不

如空巴公司如空巴公司如空巴公司如空巴公司，，，，華航公司據此確認向空巴公司購機較為有華航公司據此確認向空巴公司購機較為有華航公司據此確認向空巴公司購機較為有華航公司據此確認向空巴公司購機較為有

利利利利，，，，始與空巴公司締約始與空巴公司締約始與空巴公司締約始與空巴公司締約。。。。 

（二）簽約金係購機契約之一部分，其多寡與購機價格、後續

款項支付及交機時程等條件均具有密切之關係，是應

從整體觀之以免偏頗。本件購機案中，空巴公司原要

求華航公司支付ｘ％簽約金，並於簽約ｘ個月、ｘ個

月後，分別支付ｘ％、ｘ％之預付款，經華航公司即

時任財務處處長張炯滄與企劃處處長楊辰綜合評估

後，為節省利息並符合華航公司之財務規劃，向趙國

帥提出「將簽約金提高為 3％，換取ｘ％之預付款延至

簽約ｘ個月後給付」之方案，趙國帥認該方案可行後，

即親自發函予空巴公司營運長 John J. Leahy，空巴公

司始同意前開付款條件等情，業經趙國帥供述甚詳，

核與證人張炯滄、楊辰結證情節相符，並有趙國帥、

空巴公司營運長 John J. Leahy 96 年 11 月 29 日往來

信函各 1 紙附卷可稽，是空巴公司既已降低價格是空巴公司既已降低價格是空巴公司既已降低價格是空巴公司既已降低價格、、、、允允允允

諾簽約諾簽約諾簽約諾簽約ｘｘｘｘ個月後方須支付個月後方須支付個月後方須支付個月後方須支付ｘ％ｘ％ｘ％ｘ％款項款項款項款項，，，，並就上開有利於並就上開有利於並就上開有利於並就上開有利於

華航公司之條件均同意讓步華航公司之條件均同意讓步華航公司之條件均同意讓步華航公司之條件均同意讓步，，，，則華航公司雖未順利促則華航公司雖未順利促則華航公司雖未順利促則華航公司雖未順利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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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再同意降低其再同意降低其再同意降低其再同意降低 3333％％％％簽約金簽約金簽約金簽約金，，，，然此應係買賣雙方各自基於然此應係買賣雙方各自基於然此應係買賣雙方各自基於然此應係買賣雙方各自基於

商業考量商業考量商業考量商業考量、、、、利益權衡利益權衡利益權衡利益權衡，，，，進而折衝退讓後所達成之合意進而折衝退讓後所達成之合意進而折衝退讓後所達成之合意進而折衝退讓後所達成之合意（（（（97979797

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後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後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後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後，，，，華航公司再以財務問題為由華航公司再以財務問題為由華航公司再以財務問題為由華航公司再以財務問題為由，，，，與空與空與空與空

巴公司達成前開巴公司達成前開巴公司達成前開巴公司達成前開ｘ％ｘ％ｘ％ｘ％預付款預付款預付款預付款，，，，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ｘ％：ｘ％：ｘ％：ｘ％於於於於ｘｘｘｘ年支付年支付年支付年支付、ｘ％、ｘ％、ｘ％、ｘ％

於於於於ｘｘｘｘ年支付年支付年支付年支付、ｘ％、ｘ％、ｘ％、ｘ％於於於於ｘｘｘｘ年支付之有利於華航公司之協議年支付之有利於華航公司之協議年支付之有利於華航公司之協議年支付之有利於華航公司之協議））））；參

以證人即華航公司前企劃處航機管理部經理楊以錦證

稱：「購機的訂金沒有一定的標準，從 1％到 5％都有

可能。這次的 3 ％我認為沒有違反慣例。雖然是先付

了 3％，但下一次付款ｘ％是在ｘ個月以後，而一般的

慣例是簽約時付ｘ％，ｘ個月之後付ｘ％，再ｘ個月

付ｘ％，其實我們這樣省了很多利息費用」等語、華

航公司前董事李壯源證稱：「一般來說時機如果對買方

有利或賣方有利，訂金就會有不同，如果價格壓低，

訂金有可能提高以避免買方反悔，因此我認為 3％訂金

是合理的」等語、０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０

００證稱：「3％應該是談出來的」等語、００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企劃室經理０００證稱：「基本上這些都是

商業條款，是否有不符合商業慣例或相關規定，我無

從評論」等語，再佐之華航公司再佐之華航公司再佐之華航公司再佐之華航公司 88888888 年年年年、、、、91919191 年間年間年間年間，，，，與空與空與空與空

巴公司簽訂巴公司簽訂巴公司簽訂巴公司簽訂 A340A340A340A340----300300300300、、、、A330A330A330A330----3 003 003 003 00 型航機之採購契約型航機之採購契約型航機之採購契約型航機之採購契約，，，，

其簽約金均為其簽約金均為其簽約金均為其簽約金均為ｘ％，ｘ％，ｘ％，ｘ％，初與本件採購案所議之初與本件採購案所議之初與本件採購案所議之初與本件採購案所議之ｘ％ｘ％ｘ％ｘ％簽約簽約簽約簽約

金並無二致金並無二致金並無二致金並無二致；；；；84848484 年年年年、、、、85858585、、、、88888888 年年年年、、、、91919191 年間年間年間年間，，，，與波音公司與波音公司與波音公司與波音公司

簽訂簽訂簽訂簽訂 B737B737B737B737----800800800800、、、、B7 47B7 47B7 47B7 47----400400400400、、、、B747B747B747B747----400F400F400F400F、、、、B747B747B747B747----400400400400 型型型型

航機之採購契約航機之採購契約航機之採購契約航機之採購契約，，，，其簽約金則分別為其簽約金則分別為其簽約金則分別為其簽約金則分別為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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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ｘ％，％、ｘ％，亦無固定成數亦無固定成數亦無固定成數亦無固定成數，詳華航公司歷年航機採購詳華航公司歷年航機採購詳華航公司歷年航機採購詳華航公司歷年航機採購

付款明細表付款明細表付款明細表付款明細表（（（（涉及商業機密涉及商業機密涉及商業機密涉及商業機密，，，，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新聞稿無法公布）））），顯見簽約顯見簽約顯見簽約顯見簽約

金金金金之多寡確與付款條件之協商有相當關連性之多寡確與付款條件之協商有相當關連性之多寡確與付款條件之協商有相當關連性之多寡確與付款條件之協商有相當關連性，，，，華航公華航公華航公華航公

司先前亦無簽約金一定是司先前亦無簽約金一定是司先前亦無簽約金一定是司先前亦無簽約金一定是 1111％％％％至至至至 1.51.51.51.5％％％％之慣例之慣例之慣例之慣例，是趙國是趙國是趙國是趙國

帥所辯購買各種飛機之簽約金成數不盡相同帥所辯購買各種飛機之簽約金成數不盡相同帥所辯購買各種飛機之簽約金成數不盡相同帥所辯購買各種飛機之簽約金成數不盡相同，，，，而與交而與交而與交而與交

機時程機時程機時程機時程、、、、後續款項之給付方式有關等語後續款項之給付方式有關等語後續款項之給付方式有關等語後續款項之給付方式有關等語，，，，尚非無據尚非無據尚非無據尚非無據。。。。

又針對華航公司之財務狀況，如何支應本件購機費用

部分，證人即華航公司前董事邱晃泉證稱：與多數航

空公司相同，華航公司購機案多以貸款方式取得資

金，況交機時程漫長，毋需於短期內付款，董事會中

亦有人提出此問題，業務單位曾說明財務狀況可行等

語；證人張炯滄則證稱：華航公司預計以自有營運資

金支付ｘ％款項，另ｘ％以貸款方式或發行可轉換公

司債支應，目前華航公司之負債比率約為ｘ％，依中

華信評標準，算是財務穩定，華航公司規劃在ｘ年後

相當之購機貸款皆以分期償還完畢，屆時可將負債比

率降至ｘ％以下，且華航公司每季均須向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申報資金運用狀況並有會

計師簽證等語。又華航公司於董事會審議通過購機意華航公司於董事會審議通過購機意華航公司於董事會審議通過購機意華航公司於董事會審議通過購機意

向書後向書後向書後向書後，，，，隨即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隨即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隨即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隨即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下稱民航局下稱民航局下稱民航局））））陳陳陳陳

報該公司客運機隊長程中運量航機汰舊換新計劃報該公司客運機隊長程中運量航機汰舊換新計劃報該公司客運機隊長程中運量航機汰舊換新計劃報該公司客運機隊長程中運量航機汰舊換新計劃（（（（即本即本即本即本

件購機案件購機案件購機案件購機案）））），，，，於其報告財務計劃內於其報告財務計劃內於其報告財務計劃內於其報告財務計劃內，，，，載明載明載明載明「（「（「（「（1111））））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1.預付款：為機價款的ｘ％，於簽約時支付機價款之 3

％，簽約後ｘ個月支付ｘ％，另於交機前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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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分別支付機價款之ｘ％。2.交機尾款：為機價款

之ｘ％，於交機時一次支付。（2）資金來源與償還貸

款之計劃與能力：…等方式籌措。（3）預估購置航空

器所能產生之經濟效益…」等，嗣經民航局專業審查嗣經民航局專業審查嗣經民航局專業審查嗣經民航局專業審查

後認定合理可行之事實後認定合理可行之事實後認定合理可行之事實後認定合理可行之事實，，，，亦經證人即時任交通部部長亦經證人即時任交通部部長亦經證人即時任交通部部長亦經證人即時任交通部部長

蔡堆蔡堆蔡堆蔡堆、、、、民航局局長張國政證述無訛民航局局長張國政證述無訛民航局局長張國政證述無訛民航局局長張國政證述無訛，，，，並有華航公司並有華航公司並有華航公司並有華航公司 9696969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2007DY/BZ00008A2007DY/BZ00008A2007DY/BZ00008A2007DY/BZ00008A 函在卷可證函在卷可證函在卷可證函在卷可證，，，，足認本足認本足認本足認本

件購機案之付款方式件購機案之付款方式件購機案之付款方式件購機案之付款方式，，，，已經華航公司就其本身之財務已經華航公司就其本身之財務已經華航公司就其本身之財務已經華航公司就其本身之財務

負擔能力詳為評估負擔能力詳為評估負擔能力詳為評估負擔能力詳為評估，，，，並經民航局審核通過並經民航局審核通過並經民航局審核通過並經民航局審核通過，，，，依此專業依此專業依此專業依此專業

判斷應無損於華航公司之利益判斷應無損於華航公司之利益判斷應無損於華航公司之利益判斷應無損於華航公司之利益。。。。（三）證人楊辰證稱：

當時伊沒有去看華航公司「購置航機作業辦法」，並認

為財務處已經代表公司的財務單位參與議價，故在最

後階段（簽署購機意向書前）方知會總稽核室，這個

部分有瑕疵，而趙國帥應該不知道前開規定，因為這

是比較細的作業辦法等語；證人張慶彬亦證稱：伊透

過楊辰處長等人得到的訊息是趙國帥指示本件購機案

在議價的過程中是屬於極機密案件，沒有指示不要跟

其他單位接觸，所以伊沒有主動找總稽核室來參與議

價，伊認為楊辰、趙國師不見得知道上開規定等語，

顯見趙國帥辯稱：「不知道該處（企劃處）有無通知總

稽核室議價，從未交代總稽核不得參與」等語，應非

子虛。又依證人即華航公司總稽核程鼎原證稱：總稽

核室僅參與 2007 年年初空巴、波音公司來臺所做的產

品說明會（（（（應指應指應指應指 9696969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222 日空巴日空巴日空巴日空巴、、、、波音公司代表來臺簡波音公司代表來臺簡波音公司代表來臺簡波音公司代表來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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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報報）））），其他所有採購過程都未找總稽核室參與等語，而

依據卷附華航公司購機案大事記所載依據卷附華航公司購機案大事記所載依據卷附華航公司購機案大事記所載依據卷附華航公司購機案大事記所載，，，，早於魏幸雄擔早於魏幸雄擔早於魏幸雄擔早於魏幸雄擔

任華航公司董事長時期任華航公司董事長時期任華航公司董事長時期任華航公司董事長時期，，，，華航公司總稽核室除參與上華航公司總稽核室除參與上華航公司總稽核室除參與上華航公司總稽核室除參與上

述空巴述空巴述空巴述空巴、、、、波音公司來臺之簡報外波音公司來臺之簡報外波音公司來臺之簡報外波音公司來臺之簡報外，，，，其他有關本件購機其他有關本件購機其他有關本件購機其他有關本件購機

案之相關會議案之相關會議案之相關會議案之相關會議，，，，既未見有總稽核室參與之情形既未見有總稽核室參與之情形既未見有總稽核室參與之情形既未見有總稽核室參與之情形；；；；趙國趙國趙國趙國

帥接任董事長後帥接任董事長後帥接任董事長後帥接任董事長後，，，，賡續魏幸雄之航機採購計畫賡續魏幸雄之航機採購計畫賡續魏幸雄之航機採購計畫賡續魏幸雄之航機採購計畫，，，，重啟重啟重啟重啟

與空巴公司進行協商與空巴公司進行協商與空巴公司進行協商與空巴公司進行協商，，，，其是否得於短期間內對華航公其是否得於短期間內對華航公其是否得於短期間內對華航公其是否得於短期間內對華航公

司內部購機流程司內部購機流程司內部購機流程司內部購機流程、、、、各單位應否參與等規範細節逐一深各單位應否參與等規範細節逐一深各單位應否參與等規範細節逐一深各單位應否參與等規範細節逐一深

究明瞭究明瞭究明瞭究明瞭，，，，要非無疑要非無疑要非無疑要非無疑，，，，故故故故執遲至簽署購機意向書前始知執遲至簽署購機意向書前始知執遲至簽署購機意向書前始知執遲至簽署購機意向書前始知

會總稽核室乙節會總稽核室乙節會總稽核室乙節會總稽核室乙節，，，，逕爾推認趙國帥刻意排除總稽核室逕爾推認趙國帥刻意排除總稽核室逕爾推認趙國帥刻意排除總稽核室逕爾推認趙國帥刻意排除總稽核室

參與議價云云參與議價云云參與議價云云參與議價云云，，，，顯屬武斷顯屬武斷顯屬武斷顯屬武斷。。。。    

（四）華航公司支付予空巴公司之簽約金（約新臺幣 38 億元），

係由華航公司美國分公司直接匯入空巴公司開設於法

國之銀行帳戶內，有華航公司提出之傳票科子目明細

表、匯款紀錄在可稽。經全面調閱與本件航機採購案經全面調閱與本件航機採購案經全面調閱與本件航機採購案經全面調閱與本件航機採購案

相關連人物即相關連人物即相關連人物即相關連人物即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總統府前秘書長總統府前秘書長總統府前秘書長總統府前秘書長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及其親屬之外匯支出及其親屬之外匯支出及其親屬之外匯支出及其親屬之外匯支出、、、、收入明細及相關金融機收入明細及相關金融機收入明細及相關金融機收入明細及相關金融機

構帳戶構帳戶構帳戶構帳戶，，，，均未發現於本件購機案前後有異常或鉅額資均未發現於本件購機案前後有異常或鉅額資均未發現於本件購機案前後有異常或鉅額資均未發現於本件購機案前後有異常或鉅額資

金進出之情形金進出之情形金進出之情形金進出之情形，，，，詳資金清查總表詳資金清查總表詳資金清查總表詳資金清查總表（（（（屬應秘密事項屬應秘密事項屬應秘密事項屬應秘密事項，，，，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無法公布無法公布無法公布無法公布））））。 

三、綜上所述，本件航機採購案既查無有人涉有不法犯行，

且可能之調查方向與路徑均已查證完畢，認已無繼續偵

辦之實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