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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第一線醫療人員發聲請命
福和會2020健保國是論壇廣受好評

福和會於2020年10月3日，假台灣大學法律
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福和會2020健保國
是論壇」，邀請衛福部長陳時中、常務次長石崇
良、健保署組長李純馥、立法委員邱泰源、高嘉
瑜，學界有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醫學院副院長
黃心苑、共衛學系周穎政教授，以及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基層醫療協會眾多醫界代表參加。

會議現場冠蓋雲集，有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中研院李德財院士、醫材大廠南六董事長黃清山
、台大醫院兒童醫院黃立民院長等貴賓出席。

林逸民理事長開幕致詞時介紹福和會的右派
理念，指出2019年3月福和會舉辦財經論壇，會
議上提出許多主張，雖然當時與執政黨政策有所
分歧，但最後有採用，顯示福和會的影響力。

健保國是論壇指出台灣健保是剝削醫療人員
才得以延續，長期下來產生許多亂象，是不可永
續經營的。大會當天廣受所有主要媒體報導，直
播影片觸及人數超過4萬，並在醫界獲得廣泛迴
響，讚揚福和會敢於直言不諱，為第一線醫療人
員請命。

左圖：林逸民理事長開幕致詞　　右圖：衛福部長陳時中接受媒體聯訪

左上、左下：會後合照



福和會參訪台灣晉陞太空科技公司
台灣晉陞太空科技創辦人、董事長暨執行長

陳彥升博士，身為福和會會員，邀請福和會成
員，於2020年11月21日前往竹南台灣晉陞太空
科技公司總部參訪。

陳彥升博士歷任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國家太空中心，於美國期間，負責解決火箭引擎
震動等問題，讓陳博士成為台灣唯一了解航太製
造及測試過程的實務人士。

陳彥升博士說明晉陞太空科技的願景，指出
太空科技發展如進入民營化時代，美國以馬斯克
所創辦的太空探索(SpaceX)為首，正在發展
Starlink近地衛星網，其他企業如亞馬遜創辦人
貝佐斯的藍色起源，也有類似計畫。

近地衛星網的衛星總數量相當龐大，升空五
年後，將逐漸需要汰換，成為穩定龐大的商機，

上圖：於晉陞太空科技玄關火箭模型合照
左圖：於火箭生產線與火箭成品合照

上圖：陳彥陞博士說明所發展的太空科技
左圖：副理事長黃慶峰頒感謝狀予陳彥升博士

晉陞太空科技發展火箭發射衛星，並非要與太空探
索競爭，而是成為其合作夥伴，利用更具成本效益
的火箭來為太空探索汰換衛星。

過去火箭主要分為液態燃料火箭與固態燃料火
箭兩種，前者的優點是效率高，但成本昂貴，且若
意外燒穿液態燃料槽仍有爆炸風險；後者成本較
低，但意外爆炸風險高。

晉陞太空科技採用混合式燃料，具有最高的安
全性，因此人員不需迴避，進一步節省成本，發射
效率則僅略遜於液態火箭。設計的發射高度剛好在
近地衛星網軌道範圍，能掌握商機。

福和會全力支持台灣發展太空科技，並對於有
此優秀會員，感到與有榮焉。



福和會追思倡議發起人李席舟長老
福和會發起人，同時身兼行政院政務顧問、

外貿協會前美國政府採購顧問、前僑務委員的美
南台福教會李席舟長老，於今年9月14日安息主
懷。福和會於10月29日上午，假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濟南教會大禮拜堂，為李席舟長老舉辦追思禮
拜，追憶李席舟長老一生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奉
獻，來自各界的親友百餘人出席緬懷。

李席舟長老追思禮拜由王武聰牧師主理，黃
春生牧師司會，知名台灣獨立運動詞曲創作家王
明哲現場演唱。禮拜中，遺族預備了李席舟長老
故人遺影，並有其公子從美國傳來懷念父親的影
音，影片中談到李席舟長老的趣事，充分顯露父
子情深；李席舟長老的大姊李芸榛女士也分享手
足之情，並強調李席舟長老積極向她傳福音的往
事，真情流露，讓人倍感哀戚。

立法院長游錫堃先生親臨致詞

上圖：李席舟長老手足李芸榛女士懷念李長老下圖：福和會理事長林逸民追思李席舟長老

李席舟長老長年的政界友人，立法院長游錫
堃、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前台南市長張燦鍙、商研
院董事長許添財、僑委會政務副委員長徐佳青等均
出席參加追思禮拜，而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
統、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致贈花籃致悼。立法院長
游錫堃親自出席追思禮拜，並於禮拜中上台懷念故
人，特別提到李席舟長老對他的鼓勵與支持，並強
調李席舟是一位創新、無限熱忱，有信仰全力衝刺
的心繫台灣者。

福和會理事長林逸民醫師也在追思禮拜中分享
福和會成立的過程，他指出李席舟長老認為台灣需
要建立一個提倡基督精神的組織團體，就開始積極
付諸實行並倡議發起成立福和會，熱情的李席舟說
服他以及眾多好友，共同匯聚力量，終於在2018
年12月成立了福和會，如今會務蒸蒸日上，是李
席舟長老留給台灣的重要資產。

李席舟長老生前曾提出「兩國論」，並不是指
台海一邊一國，兩國是指台灣的國，與上帝的國，
希望台灣能成為懷抱基督精神的國家，加入先進國
家的行列，在世界上發光發熱。雖然台灣人並非都
信仰基督宗教，然而不分宗教信仰，都必然同意台
灣需要以真摯、誠實、勤勉、實事求是的精神，加
入西方科學文明的行列。

李席舟長老生前與李登輝前總統互動密切，兩
人都為台灣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如今先後離世，讓
人不捨，但兩人也均為台灣奠定了民主的基礎，兩
人的成就，將由後人來繼續發揚光大。



針對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WHO，製作
川普2020年5月29日退出WHO記者會中英對照 

獲民報等媒體轉載，並獲讚譽為最佳公開流傳的翻譯版本。

發表川普宣言退出WHO，台灣如何於單邊主義
「連橫」時代掌握機會聲明文

獲民報報導，Yahoo新聞轉載。

針對健保署「差額醫材上限」新制爭議發表
讓健保的歸健保，市場的歸市場聲明 

健保署進行擴大干預市場，宣布將對八大類共三百五十二項健保差額特材，
訂定收費上限，引起軒然大波，最終暫緩。

福和會引此發表聲明，主張尊重自由市場，並提醒中國醫材入侵的危機，獲
廣泛傳閱分享，民視快新聞訪問理事長林逸民醫師，民報、Yahoo新聞等媒體
轉載聲明。

針對郭文貴「新中華邦聯」主張發表連署聲明，重申台灣
的前途只由台灣人民決定，其他國家人民無權置喙

美國總統川普顧問班農，於2020年6月4日，與中國流亡商人郭文貴共同直播，郭
文貴並宣布「新中華聯邦」主張。其中，提到台灣時，稱要由中國人民與台灣人
民共同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

福和會堅持台灣前途只能由台灣人決定，因此由常務理事楊黃美幸大使倡議，擬
出聲明稿，將聯合台灣各界社團共同簽署發表，聲明稿連署進行中。

捐贈防護衣及防護面罩助日
本防疫 2020年4月28日

日本武漢肺炎疫情升溫，關西醫療防護
裝備需求地區相當吃緊，醫護人員缺乏
最基本的防護裝備。僑居日本的京都大
學醫學博士王輝生醫師向台灣呼籲捐贈
援助。

福和會理事長林逸民醫師響應王輝生醫
師呼籲，領頭發起會內募款購買醫療防
護物資捐贈日本。 

福和會此次捐贈，發揮雪中送炭的精神
，為台日之間原本深厚的民間友誼更添
增光輝。

自王輝生醫師呼籲，理事長林逸民醫師
響應倡議，至空運上機，不到2週，顯
示台灣民間的活力與效率。左圖：本會理事黃國欽醫師協調調度援助日本物資

右圖：福和會醫療物資抵達日本，由輝生醫院協助分送京都、關西各地 

2020年大事紀

福和會官方網站上線
202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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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產業參訪一日遊 2020年7月11日

福和會追悼李前總統登輝先生 2020年8月13日

福和會「中彰產業參訪」一日遊行程，前
往台中、彰化，第一站先來到基進黨立法
委員陳柏惟霧峰服務處成立開幕茶會。

緊接著參訪福和會林逸民理事長的祖厝，
林逸民理事長出身台灣知名望族霧峰林家
，會員在林氏集團總裁林振廷先生安排接
待下，參訪霧峰林家頤圃，感受百年家族
歷史，發思古之幽情，並登上頤圃會館遠
眺霧峰林家各厝全景。

之後前往本會常務理事廖英熙董事長經營的怪怪貿易參訪，怪怪貿易為全球知名生存遊戲裝備模
擬槍生產商，取得世界多國專利，成為首家獲得ISO 9001品質認證玩具槍製造商，產品深受全
球生存遊戲愛好者喜愛，並舉辦CQB 世界盃極限射擊運動。

福和會會員聽取怪怪貿易如何打進國際市場簡報，並於怪怪貿易射擊場，使用賽事專用計分靶，
試射各式產品。怪怪貿易推動生存遊戲，有助於台灣發展尚武精神，提升對國防安全的認識。

傍晚前往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純園」，由台灣代表詩人吳晟老師、吳音寧父女接待，聽取地方
小農發展有機農業之簡報，由吳晟老師親自導覽，介紹純園，以及親手種植的植栽樹木，並享用
有機農產豐盛晚餐。本次活動由民視新聞報導。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2020年7月30日晚間過世，享耆壽98歲，李登輝
先生在黨國時代就任總統，卻一手規畫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完成首次
政黨輪替，將政權交接給反對黨，開啟台灣民主時代，期間台灣沒有
經歷大部分國家民主化過程中所經歷的動亂以至於內戰，甚至李總統
執政期間台灣經濟都還在成長，世稱為「寧靜革命」，這樣的民主奇
蹟，將留名於人類歷史，更是李登輝先生對全體台灣人最大的恩賜。

福和會與李登輝先生有相當深遠的關係，早在福和會創立之初，主要
推手李席舟長老，在倡議發起階段，曾經偕同美國友人葉望輝先生，
以及福和會創始成員，共同拜訪翠山莊，向李登輝先生請益，李登輝
先生對於福和會有志於建立台灣民間與美國保守價值組織交流聯絡管
道，感到相當振奮，認為台灣的確需要與美國保守派更緊密連結，因
此對福和會給予肯定與大力支持，李登輝先生的指導與鼓勵，是福和
會之所以能成立的重要因素。

如今福和會已經成立，會務逐漸上軌道，李登輝先生以高壽
辭世，安息主懷，福和會成員感念李總統登輝先生對台灣民
主的貢獻，以及對福和會的諄諄教誨，發起會員共同前往台
北賓館，向李總統登輝先生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悼念，理事長
林逸民醫師，率領福和會會員共同為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及台
灣進行祈禱，並代表福和會，於留言牆留下對李登輝先生的
致意：

「榮歸天家，台灣民主之父。」

針對政府宣布開放美豬遭在野黨阻撓，發表支持美豬政策回歸科
學理性與國際貿易原則聲明 

福和會曾在2019年3月17日舉辦「迷失的台灣財經政策」座
談會，其中第二個主題，就是談「禁福島食品與美豬，自
毀經貿結盟」，當時福和會提出主張：於科學理性上、於
國際貿易慣例，台灣都應該開放美日食品。

福和會期望執政黨政府能繼續正確的腳步，讓台灣往開放
的方向前進。

福和會追悼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獲民視快新聞、民報報導，及Yahoo奇摩新聞轉載。

上圖：福和會於亞太賓館合影
下圖：理事長林逸民代表追悼李登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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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會摘譯】民主黨籍喬治亞州眾議員維儂瓊斯
談為何支持川普總統

【福和觀點】支持美豬政策回歸科學理性與國際貿易原則
福和會期望執政黨政府能繼續正確的腳步，讓台灣往開放的方向前進。

【福和會聲明】「我是台灣人」 成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代表 ，
     台灣可乘勝追擊

【福和會聲明】違背承諾強行偷渡
「自費醫材極端值」，執政信用將蕩然無存

捷克議長韋德齊率團訪問台灣，於9月1日在立法院發表演說，福和會拋磚引玉，期待各界集思廣益，
把握國際友人帶來的難得機會，推廣「我是台灣人」成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象徵。

福和會呼籲蔡英文總統再度從善如流，宣布永久徹底廢止荒謬的錯誤政策，
在防疫作戰持續中，安定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軍心，持續台灣的防疫奇蹟。

11/10 【福和觀點】變動時代更不能自斷外貿與盟友
執政者應謙卑坦然面對昨非今是

美國政權更迭與否操之在人，台灣的外交卻有自己努力的空間，並非只能被動等待。
福和會呼籲，政府從善如流，執政黨坦然承認過去犯下錯誤，誠懇面對事實，必能化解
美豬爭議，繼開放美豬之後，盡快開放日本五縣食品，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率先穩固
台灣與美國、日本的邦誼，也能讓國人風雨生信心。

11/17 【福和會聲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應又退回「中華民國」空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出，台灣不屬於中國，支持台灣對抗中國併吞意圖，是兩黨35年來共同遵守的
政策，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福和會呼籲，以817萬台灣價值選票當選的總統與執政黨，應該實現台灣人民的心願，呼應國際友人
的善意，將台灣與中國區分清楚，不要再死死抱著矛盾的空殼了。

12/7 【福和觀點】逞口舌之快無法得民心
政院應誠心向人民說明昨非今是

萊豬都無法好好處理，接下來對台灣國際結盟同樣重要的開放日本食品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當前正是台灣必須要加緊經貿結盟的時刻，禁不起任何的拖延阻礙，行政院勿再逞口舌之快，
請快刀斬亂麻，誠心向人民說明昨非今是，必可贏得人民真心的信任。

維儂瓊斯身為民主黨籍喬治亞州眾議員，卻支持川普，引起軒然大波，他表示，
並未想要轉換黨籍，支持川普，純粹是贊同川普的經濟政策、黑人大學教育政策，
以及司法政策。

製作「十分鐘知天下」
每日國際新聞集錦
以穩健觀點看全球要聞
刊登於官方網站與《民報》

7/22起



民視新聞報導福和會月會明居正教授演講

8/22

9/19

10/29

11/26

8月月會 
主講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
講題 美中台關係現狀

9月月會
主講 黃慶峰副理事長

講題 從特斯拉股權看科技發展與想像力的結合

10月月會  主講 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矢板明夫
    講題 美中對立下的東北亞局勢

11月月會 
主講 連續創業者 跨界思考者 范疇
講題 美國大選對台灣民主
 下一步的啓示

月會花絮



台灣與全球
保守價值的

聯繫橋樑

福和會

聯絡電話
(02) 2716-6180

服務信箱
FRAtwn2018@gmail.com

會址
105403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346號3樓

統一編號
76337095

捐款帳號
臺灣企銀雙和分行 
12112261212
社團法人福和會

交誼時間

晚宴聯誼

音樂饗宴

《西貢小姐》男主角 楊呈偉 Welly
《悲慘世界》女主角 森下迪娜 Dina

迎賓

開幕致詞

講者介紹

   專題演講

散會

18:00

18:10

18:30

18:35

19:15

19:45

19:50

20:00

17:20

21:00

林逸民理事長

楊黃美幸常務理事

魔術師  蕭錫惠

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陳唐山
講題

亞太新情勢與台灣的國家安全

百老匯巨星

賢伉儷獻唱

12月慶生 林逸民理事長

魔術表演

福和會2020年度慶祝晚會

大會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