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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健保的歸健保
市場的歸市場

健保署在防疫重任尚在進行中的
重要時刻，汲汲營營進行擴大干預市
場，宣布將對八大類，含人工水晶
體、心臟支架、髖關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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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洶洶民怨驚動蔡英文總統出面，
2020年6月13日，衛福陳時中部長從
善如流，決議政策將暫緩實施。然
而，之後同樣的政策卻以「極端值」
管理的方式死灰復燃。醫界基層爆發
普遍性的憤怒。

此次政策激起廣大民怨，並非只
關於健保署一再稱「影響範圍很小」
的單一政策本身，而是長期以來，健
保署不斷擴大政府干預市場力道，引
起諸多亂象，也讓第一線醫護極度挫
折。這次事件，只是駱駝背上的最後
一根稻草。

福和會也想提醒，設定上限的政
策，有嚴重的失察之處，首先，就行
政技術面而言，醫材發展日新月異，
且價格也會一直變動，若健保署自認
為是「萬能政府」，未來想要分品項
分功能訂定不同價格上限，隨著人類
醫療科技繼續發展，最終會面臨品
項、種類、功能、價格變動多到無法
管理，健保署光是每天搞清楚價格，
就占據所有行政能力，其他業務荒
廢，屆時不只價格將大錯亂，健保也
必將出現嚴重危機。

就國家安全層級而言，各國在各
領域，都發現中國濫用國家補貼，滲
透入侵搶標的情形極度嚴重，透過中
國國家力量暗助壓低價格，逼使高價
品不得不退出市場，正是中國企業入
侵市場最常使用的惡質手段，為此，
各國普遍思考制定價格下限，以排除
中國勢力。

台灣身為對抗中國的第一線，台

灣防疫成功最大原因，正是因為民心
普遍抗拒中國，如今卻不但不設下限
來排除中國製造，竟然反其道而行，
想要制定價格上限，由政府親自幫助
消滅高價產品，這個作法可能對台灣
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計畫
時，就夢想醫材自製，國家力量全力
補貼下，如上海微創心臟支架以三分
之一的價格搶市，各種骨科醫材也氾
濫成災，這些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品
質相當可疑，但是不計成本，半買半
相送。

一旦台灣竟然自廢武功，訂定上
限，把高價產品趕走，留下的空缺，
中國產品勢必以各種方式，不論親自
侵台，或是透過代工，或是貼牌，無
孔不入，入侵台灣醫療市場，不僅傷
害國民健康，當醫材全面倚賴中國，
更將造成國安危機。

蔡英文總統連任就職演說中宣
示：「要全力扶持相關產業，讓台灣
成為全球克服疫病挑戰的關鍵力
量。」醫療生技產業在各國都受到嚴
格的審查，例如若要打入美國市場需
經FDA核可，往往需要十幾年的漫長
時光，台灣企業很難撐過這樣的等待
時間。因此，醫療生技產業往往都必
須先仰賴本國市場的滋養，才能茁
壯，而能前往國外開拓，否則，將落
得只能永遠擔任代工的局面。

台廠生產規模較小，中國廠受到
不當的國家補貼，並且有意識的入
侵，台廠同類同功能產品價格必定遠
高於中國貼牌產品，若是訂定價格管
制，台廠將遭自己政府驅逐出市場，
這也是為何政策消息一出，台灣醫療
生技企業股票立即應聲下跌。制定上
限，將使台灣醫療產業嚴重倒退。

福和會認為，尊重自由市場，始

終是對國家、對醫病、對產業，都是最
佳的辦法，強行干預市場的結果，絕對
不會造成預想的結局，而是產生更多意
想不到的害處。

台灣健保之所以能獨步全球，並非
健保本身有何獨到創見，而是在健保之
前，台灣是全世界醫療市場最自由的國
家，市場力量造就台灣在健保之前，看
病成本就遠低於歐美，醫療可近性也遠
高於歐美，醫療的先進程度卻直逼歐
美，累積了數十年的老本，供健保揮
霍。

如今健保在控制給付總額的壓力
下，不斷擠壓給付，壓榨醫護人員，台
灣的先進醫療已經首當其衝，發展完全
停擺，而常規醫療之所以還能持續，全
靠各級醫療院所想方設法，在尚屬自由
市場的部分增加營收獲利，補貼健保業
務的部分，健保署卻屢屢視之為寇讎，
不斷試圖擴權侵入殘存的自由市場空
間，若無法納入掌控就要予以扼殺，殊
不知，一旦失去自由市場的利潤補貼，
健保也將應聲崩毀。

福和會在此提出建言：「讓健保的
歸健保，讓市場的歸市場。」健保問題
重重，健保署應專注解決健保內的問
題，不應老是「吃碗內，看碗外」，人
民已經有了健保的最基本保障，自費市
場應任其自由發展，創造台廠能仰賴本
土市場成長的空間，落實蔡英文總統發
展生技醫療產業的政見，並且排除中國
低價產品貼牌入侵的危機。如此，方是
國家之福，全民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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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
（Keith Krach）訪台，原
本傳出將進行台美商業經
濟高階對談，事後澄清原
來是建立對話機制，過程
中，台灣代表性工商團體
卻傳出雜音。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也是台玻集團的二代經營
者林伯豐，在柯拉克到訪
前，先是主動炫耀受到美
國在台協會邀請出席餐與
台美經濟對談，卻又稱
「愈高階的官員來台灣，
台灣的本錢就愈低」，之
後聽到沒有實際對談時，
更表示：不管對談有無取
消，他都決定不出席，工
商協進會也不會派代表參
加。

台灣是以商立國的國
家，工商產業是台灣的根

本命脈，福和會一向提倡
企業精神治國，也時時呼
籲政府須傾聽產業界第一
線的聲音，福和會認為，
經過市場競爭而能存活茁
壯的商業領袖，在其專業
領域的意見，遠比學界或
是政府閉門造車值得參
考。

然而，過去政府經常
與傳統大工商團體請教，
所制定的政策為何卻總是
與產業需求脫節、荒腔走
板？此次工商協進會的反
應，正好是一個代表性的
現象，顯現老舊工商團體
與時代脫節，無法反應真
正企業界需求，無法應對
市場趨勢變化。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後，太平洋兩端形成
「美國世界市場、中國世

界工廠」的經濟軸心，這
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得到
進一步的提升，也讓美國
從傳統產業製造中解放出
來，而能誕生半導體科
技、創造消費性電子產
品，進而進入高科技運算
時代。台灣也在這個過程
中，加入這樣的美中軸
心，而能輕鬆突破中等收
入陷阱。

然而，有利必有弊，
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鑽
取貿易組織的漏洞，藉由
美國過去民主黨政府的睜
隻眼閉隻眼，不斷巧取不
當貿易利益，造成美國內
部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高
科技產業以外的製造業大
幅萎縮，但中國本身也深
受其害，迎來所謂「紅
海」，企業毛利率降到扣
除社會成本後實質為負，

民主化時代，工商團體需
轉型為由下而上真正反應
產業界需求的組織。從林
伯豐對「供應鏈脫中」如
此攸關產業生存議題的反
應看來，我們不得不說工
商協進會可說與時代脫
節，與產業界的需要脫
節。

若老舊工商團體無力
協助台灣的企業前進，只
會造成阻礙，向政府提出
的建議也總是換湯不換
藥，無法推動真正重要的
改革，那麼，不如就「閃
邊站，換專業的來」吧，
傳統大工商團體若不轉型
改革，就請自我淘汰於時
代的洪流中，莫再占著茅
坑不拉屎了。

「脫中返美」，不再經過
中國「過一手」，將原本
中國環節「鮭魚」回流，
出口不經中國，直接供應
給原本美國的最終客戶。

此次柯拉克訪台，背
後及川普的台海產業戰
略，即是「供應鏈脫
中」，柯拉克以國務院代
表身分走訪全球，正是為
川普政府推動全球供應鏈
重組、與中國脫鉤，拆解
「紅色供應鏈」。台灣當
前也正需要「供應鏈脫
中」，最終出口國美國正
在大力推動，正是千載難
逢的好時機，尤其是對中
依存度越高的企業，越需
要盡快了解美國會做出何
種安排。

在談判時，對方層級
越高，越能直接決定政
策，會談也越有意義，過
去工商協進會與政府會
議，總是希望層級越高越
好，最好是總統或行政院
長出席，如今與美國談攸
關未來生存的重要貿易方
向，最起碼要了解美國的
政策走向以利從中取得最
大利益，或甚至可與美國
要求協助轉型，美方越高
層級來訪，對台灣的產業
界幫助越大。這是一般常
理即可了解的基本常識。
林伯豐卻害怕層級太高，
之後又代表工商協進會拒
不出席。

工商協進會成立於
1952年，過去在黨國時
代，黨國允許的各大工商
團體是專制政府由上而下
控制企業界的長鞭，到了

而台灣也同樣遭受產業空
洞化，產生實業不振，薪
資停滯，卻熱錢流竄，造
成房地產暴漲等等問題。

任何產業趨勢都有開
創、成熟、衰退與終止，
美中貿易軸心也不可能例
外，種種現象顯示這個軸
心已經到了不可再繼續下
去的時刻，即使川普沒有
大力掀起美中貿易戰，美
中貿易軸心也早已經出現
太多失靈即將斷裂的情
況。川普只是因應這個軸
心斷裂的新趨勢，提早出
手導正過去美中貿易積
弊。

台灣過去在美中貿易
軸心中參與極深，如今面
臨軸心轉換，是攸關生死
的大問題，以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而言，根據台玻集
團2019年年報，有高達
86%銷售量、72.8%營業
額來自中國，這是雞蛋已
經完全放在同一個籠子中
的高危險情況，任何一家
有理性的企業，若發現自
己的銷售竟有近9成完全來
自同一個國家，不論美中
貿易軸心是否出問題，都
應該積極進行風險分散。

台灣整體而言對中國
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成，雖
然比例上沒有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那麼高到離譜，但
仍是嚴重過度集中，其
中，許多是台美中三角貿
易所造成，亦即台灣出口
到中國後加工轉口，最終
仍是出口到美國，因此，
台灣要降低對中出口依存
度，最快速的辦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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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ratwn.org

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
（Keith Krach）訪台，原
本傳出將進行台美商業經
濟高階對談，事後澄清原
來是建立對話機制，過程
中，台灣代表性工商團體
卻傳出雜音。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也是台玻集團的二代經營
者林伯豐，在柯拉克到訪
前，先是主動炫耀受到美
國在台協會邀請出席餐與
台美經濟對談，卻又稱
「愈高階的官員來台灣，
台灣的本錢就愈低」，之
後聽到沒有實際對談時，
更表示：不管對談有無取
消，他都決定不出席，工
商協進會也不會派代表參
加。

台灣是以商立國的國
家，工商產業是台灣的根

本命脈，福和會一向提倡
企業精神治國，也時時呼
籲政府須傾聽產業界第一
線的聲音，福和會認為，
經過市場競爭而能存活茁
壯的商業領袖，在其專業
領域的意見，遠比學界或
是政府閉門造車值得參
考。

然而，過去政府經常
與傳統大工商團體請教，
所制定的政策為何卻總是
與產業需求脫節、荒腔走
板？此次工商協進會的反
應，正好是一個代表性的
現象，顯現老舊工商團體
與時代脫節，無法反應真
正企業界需求，無法應對
市場趨勢變化。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後，太平洋兩端形成
「美國世界市場、中國世

界工廠」的經濟軸心，這
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得到
進一步的提升，也讓美國
從傳統產業製造中解放出
來，而能誕生半導體科
技、創造消費性電子產
品，進而進入高科技運算
時代。台灣也在這個過程
中，加入這樣的美中軸
心，而能輕鬆突破中等收
入陷阱。

然而，有利必有弊，
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鑽
取貿易組織的漏洞，藉由
美國過去民主黨政府的睜
隻眼閉隻眼，不斷巧取不
當貿易利益，造成美國內
部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高
科技產業以外的製造業大
幅萎縮，但中國本身也深
受其害，迎來所謂「紅
海」，企業毛利率降到扣
除社會成本後實質為負，

民主化時代，工商團體需
轉型為由下而上真正反應
產業界需求的組織。從林
伯豐對「供應鏈脫中」如
此攸關產業生存議題的反
應看來，我們不得不說工
商協進會可說與時代脫
節，與產業界的需要脫
節。

若老舊工商團體無力
協助台灣的企業前進，只
會造成阻礙，向政府提出
的建議也總是換湯不換
藥，無法推動真正重要的
改革，那麼，不如就「閃
邊站，換專業的來」吧，
傳統大工商團體若不轉型
改革，就請自我淘汰於時
代的洪流中，莫再占著茅
坑不拉屎了。

「脫中返美」，不再經過
中國「過一手」，將原本
中國環節「鮭魚」回流，
出口不經中國，直接供應
給原本美國的最終客戶。

此次柯拉克訪台，背
後及川普的台海產業戰
略，即是「供應鏈脫
中」，柯拉克以國務院代
表身分走訪全球，正是為
川普政府推動全球供應鏈
重組、與中國脫鉤，拆解
「紅色供應鏈」。台灣當
前也正需要「供應鏈脫
中」，最終出口國美國正
在大力推動，正是千載難
逢的好時機，尤其是對中
依存度越高的企業，越需
要盡快了解美國會做出何
種安排。

在談判時，對方層級
越高，越能直接決定政
策，會談也越有意義，過
去工商協進會與政府會
議，總是希望層級越高越
好，最好是總統或行政院
長出席，如今與美國談攸
關未來生存的重要貿易方
向，最起碼要了解美國的
政策走向以利從中取得最
大利益，或甚至可與美國
要求協助轉型，美方越高
層級來訪，對台灣的產業
界幫助越大。這是一般常
理即可了解的基本常識。
林伯豐卻害怕層級太高，
之後又代表工商協進會拒
不出席。

工商協進會成立於
1952年，過去在黨國時
代，黨國允許的各大工商
團體是專制政府由上而下
控制企業界的長鞭，到了

而台灣也同樣遭受產業空
洞化，產生實業不振，薪
資停滯，卻熱錢流竄，造
成房地產暴漲等等問題。

任何產業趨勢都有開
創、成熟、衰退與終止，
美中貿易軸心也不可能例
外，種種現象顯示這個軸
心已經到了不可再繼續下
去的時刻，即使川普沒有
大力掀起美中貿易戰，美
中貿易軸心也早已經出現
太多失靈即將斷裂的情
況。川普只是因應這個軸
心斷裂的新趨勢，提早出
手導正過去美中貿易積
弊。

台灣過去在美中貿易
軸心中參與極深，如今面
臨軸心轉換，是攸關生死
的大問題，以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而言，根據台玻集
團2019年年報，有高達
86%銷售量、72.8%營業
額來自中國，這是雞蛋已
經完全放在同一個籠子中
的高危險情況，任何一家
有理性的企業，若發現自
己的銷售竟有近9成完全來
自同一個國家，不論美中
貿易軸心是否出問題，都
應該積極進行風險分散。

台灣整體而言對中國
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成，雖
然比例上沒有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那麼高到離譜，但
仍是嚴重過度集中，其
中，許多是台美中三角貿
易所造成，亦即台灣出口
到中國後加工轉口，最終
仍是出口到美國，因此，
台灣要降低對中出口依存
度，最快速的辦法，就是



致「喜馬拉雅監督機構」公開函

在六月四日全世界追悼天安門事件三十
一週年這天，郭文貴先生發表聲明闡述對未
來「新中華聯邦」的願景。

我們支持且敬佩郭文貴先生傾全力打倒
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中國共產黨不僅壓迫中
國人民，也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

但是郭文貴先生以「喜馬拉雅監督機構
」名義，稱要讓中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一起投
票決定台灣的前途，這點我們絕對無法接受
。

歷史上台灣從來不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一
部分。中國直到遭外來統治的最後朝代，清
朝，才佔據台灣，又在《馬關條約》將台灣
割讓給日本。如果竟把台灣說成是中國固有
領土，以這種荒謬的標準，那麼歐洲各國地
圖都要重新劃分。

二次大戰後，台灣歷經近四十年戒嚴，
經過無數前輩犧牲，才爭取到今日的自由民
主. 台灣主權在民的觀念深植民心。台灣的主
權並不屬於中國，是屬於台灣全體住民。正
如同蘇格蘭獨立自決投票，英格蘭人無權參
與；加泰隆尼亞獨立自決投票，西班牙人無
權投票。更進一步說，當前中國政權，亦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正因為
如此，台灣成為一個舉世敬重的民主國家，
台灣的前途，只有台灣住民有權決定。

現在台澎群島居民當中，有超過83%認
同自己是台灣人，僅有不到5%認同自己是中
國人。我們呼籲所有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倡議
者，能認清台灣有別於中國，民主台灣與專
制中國應有不同對待方式。中國民主化後，
台灣與中國之間可以發展如同英美之間的友
好関係。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這是千真
萬確的基本事實，也是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人
士對台灣人應有的基本尊重。

願所有追求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人士堅
定團結！

最後敬祝

中國民主運動早日成功！

連署

福和會  　理事長　　林逸民

李登輝民主協會 　理事長　　張燦鍙

台灣教授協會 　會長　　　賴振昌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理事長　　蔡明憲

陳文成紀念基金會 　董事長
國際自由婦女協會 　創辦人　　

楊黃美幸

台灣社/北社 　社長　　　李川信

中社 　社長　　　羅倫檭

南社 　社長　　　翁銘章

東社(台東) 　社長　　　廖秋娥

東社(花蓮) 　社長　　　王敏禎

客社 　社長　　　張葉森

台灣教師聯盟 　理事長　　李慧生

台獨聯盟 　主席　　　陳南天

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總召集人　蔡丁貴

台灣國辦公室 　總召集人　王獻極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 　理事長　　謝宗憲

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邱文錫

永吉路30巷聯誼會  

台北市客家聯盟  

日台國民文化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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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4日中午，傳來讓人無限
感傷的消息，本會倡議發起人李席舟長
老，已經安息主懷。李席舟長老畢生熱愛
台灣，一路支持民主運動，為了台灣的進
一步發展，倡議發起創辦福和會，雖然創
會後李長老謙然只擔任理事，但隨時在美
國積極關心協助，時時思考如何增強台灣
與美國保守價值的連結，如今福和會會務
蒸蒸日上，李長老蒙主寵召，讓人萬分惋
惜。

李席舟長老與李筱峰教授賢昆仲，可
說一門雙傑，李教授是台灣史界與文界的
翹楚，李長老則早年先是經商成功，憑著
不起眼的文具，在美國打下半片天，事業
有成後，將大部分心力用於為台灣奮鬥，
以及身為美南台福教會長老，孜孜不倦傳
播福音。由於對民主化的長年貢獻，以及
在美國政商界的影響力，台灣首度政黨輪
替後，李長老曾擔任行政院政務顧問、僑
務委員，以及外貿協會前美國政府採購顧
問。

李長老為人和藹可親，又不失商場的
豪傑之氣；他交遊廣闊，有讓人欽羨的畢
生摯友群，也隨時認識全新的朋友們；他
貫徹「活到老學到老」好學不倦，以古稀
之年，在數位時代親自學習如何直播，甚
至計畫學習美工軟體。李長老總是能舉一
反三，設想許多如何幫助台灣的新點子，
但是若有人告知這個主意不可行，也並不
堅持己見，而能立即採納對方的忠告；面
對晚輩時，李長老毫無架子，對於專業，
從來不恥下問，耐心求教。

福和會的成立，與李長老習習相關，
李長老與美國友台共和黨人葉望輝熟識，
葉望輝曾與李長老談論台灣與美國關係
時，表示台灣民間應該加強與支持共和黨
的美國草根保守組織的交流，李長老深以
為然，因此召集關心台灣前途的社會賢達
共襄盛舉，其中許多成為如今福和會的理
監事與會員，李長老與先進們共同倡議成
立推廣保守價值，以利與美國保守派連結



針對捷克議長韋德齊訪台立法院演說，發表

「我是台灣人」 成為自由民主
平等人權代表 ，台灣可乘勝追
擊 聲明

捷克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率團
訪問台灣，於9月1日在立法院發表演說，引
用並仿效美國總統甘迺迪1963年訪問西柏林
時的名言「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

liner），重申反對共產
主義和壓迫政權，並以當年
甘迺迪聲援伯林的主張，提
出「我是一個台灣人」，獲
得台灣朝野立委共同喝采，
副總統賴清德亦表達感動。

「我是台灣人」很快的
不僅僅只是韋德齊的個人意
見，由於韋德齊訪台遭正在
訪歐行程中的中國外長王毅
出言恫嚇，韋德齊返國時，
捷克人民為表達反對中國的
蠻橫與支持韋德齊，也高舉
捷克文「我們是台灣人」標
語迎接他歸國，韋德齊這個
難能可貴的友人，不僅親自
展現對台灣的友好，還連帶
讓捷克人民都與台灣站在一
起。

原本對中國態度總是扭
扭捏捏的歐盟中心國家德
國，在王毅出言恐嚇捷克之
後，態度急轉直下，德國外
長立即警告，不允許王毅威
脅歐盟成員國，更在王毅一
離開，就宣布印太戰略準
則，強調海上安全合作和人
權，印太地區經濟夥伴關係
多元化，避免依賴一個國
家，亦即宣示改變德國過去
在亞太地區一味親中的政
策。

　　

韋德齊的訪台與一席
話，不只帶來滿滿的感動，
更為台灣帶來了歐洲外交上
的實質助益，雖然，韋德齊
返國後，與捷克總統之間立
場不同，讓台灣人體認到國
際現實仍然險惡，然而，韋
德齊這席話的重要性，還遠
遠高於這些紛紛擾擾，他極
具智慧的這一席話，不僅謙
恭又自傲的將自己比擬為甘
迺迪，也同時將台灣比擬為
當年的西柏林。

甘迺迪訪問西柏林的歷
史背景，是1961年東德建立
柏林圍牆，西柏林從此成為
遭到專制東德包圍的自由民
主孤島，甘迺迪的名言，是
為了鼓舞西柏林，表示世界
與西柏林站在一起，因此當
年甘迺迪說：「兩千年前，
最自豪的自稱是『我是羅馬
人』，今日，在自由世界，
最自豪的自稱是『我是柏林
人』。」

　　台灣一直遭受中國不公
不義的打壓，使得在國際上
全無正常交往的空間，也是
有如世界上的孤島，但如今
正如韋德齊的鼓勵，隨著全
球戰略形勢的變遷，世界認
識到台灣是長年與中國的野
蠻狡詐對抗的民主燈塔，韋
德齊率先喊出「我是台灣

2020年9月8日

人」，點出世界應與台灣站
在一起，實質上也造成歐洲
與台灣站在一起，讓王毅的
歐洲戰狼之旅灰頭土臉，成
為中國自取其辱之旅。

福和會認為，國際友人
為我們帶來如此千載難逢的
好機會，感動之餘，更該乘
勝追擊，借用韋德齊的這句
話，為台灣進行積極國際宣
傳，更是對內化解認同問題
的良機：在地球上，只要是
堅信自由、民主、平等、人
權的價值，與奴役、專制、
不公不義、野蠻相對抗，不
管出身何處，不論血統族
群，使用何種語文，都是台
灣人。

台灣是紡織製造業大
國，不妨發起製作運動帽或
上衣，印上各國語言「我是
台灣人」字樣，發送全球各
國，讓「我是台灣人」一如
在韋德齊返國時捷克人民的
歡迎標語，出現在世界各國
的新聞畫面中，這是對中國
的同仇敵愾表現，福和會願
意發起這樣的小小行動，拋
磚引玉，也期待各界能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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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懷李席舟長老

李席舟長老代表福和會參加日本J-CPAC2019保守派大會，左起
分別為日本前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金田秀昭將軍旅日台
灣問題評論家林建良醫師、李席舟長老、日本國際問題研究專
家藤井嚴喜教授

2020年9月14日中午，傳來讓人無限
感傷的消息，本會倡議發起人李席舟長
老，已經安息主懷。李席舟長老畢生熱愛
台灣，一路支持民主運動，為了台灣的進
一步發展，倡議發起創辦福和會，雖然創
會後李長老謙然只擔任理事，但隨時在美
國積極關心協助，時時思考如何增強台灣
與美國保守價值的連結，如今福和會會務
蒸蒸日上，李長老蒙主寵召，讓人萬分惋
惜。

李席舟長老與李筱峰教授賢昆仲，可
說一門雙傑，李教授是台灣史界與文界的
翹楚，李長老則早年先是經商成功，憑著
不起眼的文具，在美國打下半片天，事業
有成後，將大部分心力用於為台灣奮鬥，
以及身為美南台福教會長老，孜孜不倦傳
播福音。由於對民主化的長年貢獻，以及
在美國政商界的影響力，台灣首度政黨輪
替後，李長老曾擔任行政院政務顧問、僑
務委員，以及外貿協會前美國政府採購顧
問。

李長老為人和藹可親，又不失商場的
豪傑之氣；他交遊廣闊，有讓人欽羨的畢
生摯友群，也隨時認識全新的朋友們；他
貫徹「活到老學到老」好學不倦，以古稀
之年，在數位時代親自學習如何直播，甚
至計畫學習美工軟體。李長老總是能舉一
反三，設想許多如何幫助台灣的新點子，
但是若有人告知這個主意不可行，也並不
堅持己見，而能立即採納對方的忠告；面
對晚輩時，李長老毫無架子，對於專業，
從來不恥下問，耐心求教。

福和會的成立，與李長老習習相關，
李長老與美國友台共和黨人葉望輝熟識，
葉望輝曾與李長老談論台灣與美國關係
時，表示台灣民間應該加強與支持共和黨
的美國草根保守組織的交流，李長老深以
為然，因此召集關心台灣前途的社會賢達
共襄盛舉，其中許多成為如今福和會的理
監事與會員，李長老與先進們共同倡議成
立推廣保守價值，以利與美國保守派連結

的組織，也就是如今的福和會，並向李總
統登輝先生報告，獲得李登輝先生的肯定
及支持。

李長老在倡議福和會之前，曾檢查發
現罹患癌症，經化療治癒，李長老相信，
這是上帝還需要他完成重要的任務，而這
個任務就是福和會的成立。經過草創期
間，如今福和會會務穩定成長，李長老卻
又意外發現罹患另一種癌症，在治療期
間，離開了我們，讓人無限感傷，但也欣
慰李長老臨去前已見證了福和會站穩腳
步，向台灣社會傳達保守價值以及與美日
保守派交流的重要性。

大多數正常國家，是以左右為國內政
治光譜的分野，台灣長年來的藍綠之分，
讓台灣人對國際政治的左右分野基本常識
缺乏了解，受到中文翻譯的影響，往往誤
認為左派價值是「進步」，保守價值是
「守舊」，而不知保守派代表務實穩健精
神，是世界上國家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普
世價值，為此，台灣人在理解世界以及與
全球保守派交流時，往往出現障礙，因此
福和會的任務至關重要。李席舟長老為我
們開創的，會員們將繼續發揚光大。在緬
懷李席舟長老的同時，也期許福和會蓬勃
發展，榮耀李長老在天之靈。



左圖：
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率團訪
問台灣，蔡英文總統2020年9月18日宴請訪問
團留影，左起分別為柯拉克、蔡英文總統、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上圖：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

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
（Keith Krach）訪台，原
本傳出將進行台美商業經
濟高階對談，事後澄清原
來是建立對話機制，過程
中，台灣代表性工商團體
卻傳出雜音。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也是台玻集團的二代經營
者林伯豐，在柯拉克到訪
前，先是主動炫耀受到美
國在台協會邀請出席餐與
台美經濟對談，卻又稱
「愈高階的官員來台灣，
台灣的本錢就愈低」，之
後聽到沒有實際對談時，
更表示：不管對談有無取
消，他都決定不出席，工
商協進會也不會派代表參
加。

台灣是以商立國的國
家，工商產業是台灣的根

本命脈，福和會一向提倡
企業精神治國，也時時呼
籲政府須傾聽產業界第一
線的聲音，福和會認為，
經過市場競爭而能存活茁
壯的商業領袖，在其專業
領域的意見，遠比學界或
是政府閉門造車值得參
考。

然而，過去政府經常
與傳統大工商團體請教，
所制定的政策為何卻總是
與產業需求脫節、荒腔走
板？此次工商協進會的反
應，正好是一個代表性的
現象，顯現老舊工商團體
與時代脫節，無法反應真
正企業界需求，無法應對
市場趨勢變化。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後，太平洋兩端形成
「美國世界市場、中國世

界工廠」的經濟軸心，這
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得到
進一步的提升，也讓美國
從傳統產業製造中解放出
來，而能誕生半導體科
技、創造消費性電子產
品，進而進入高科技運算
時代。台灣也在這個過程
中，加入這樣的美中軸
心，而能輕鬆突破中等收
入陷阱。

然而，有利必有弊，
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鑽
取貿易組織的漏洞，藉由
美國過去民主黨政府的睜
隻眼閉隻眼，不斷巧取不
當貿易利益，造成美國內
部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高
科技產業以外的製造業大
幅萎縮，但中國本身也深
受其害，迎來所謂「紅
海」，企業毛利率降到扣
除社會成本後實質為負，

民主化時代，工商團體需
轉型為由下而上真正反應
產業界需求的組織。從林
伯豐對「供應鏈脫中」如
此攸關產業生存議題的反
應看來，我們不得不說工
商協進會可說與時代脫
節，與產業界的需要脫
節。

若老舊工商團體無力
協助台灣的企業前進，只
會造成阻礙，向政府提出
的建議也總是換湯不換
藥，無法推動真正重要的
改革，那麼，不如就「閃
邊站，換專業的來」吧，
傳統大工商團體若不轉型
改革，就請自我淘汰於時
代的洪流中，莫再占著茅
坑不拉屎了。

「脫中返美」，不再經過
中國「過一手」，將原本
中國環節「鮭魚」回流，
出口不經中國，直接供應
給原本美國的最終客戶。

此次柯拉克訪台，背
後及川普的台海產業戰
略，即是「供應鏈脫
中」，柯拉克以國務院代
表身分走訪全球，正是為
川普政府推動全球供應鏈
重組、與中國脫鉤，拆解
「紅色供應鏈」。台灣當
前也正需要「供應鏈脫
中」，最終出口國美國正
在大力推動，正是千載難
逢的好時機，尤其是對中
依存度越高的企業，越需
要盡快了解美國會做出何
種安排。

在談判時，對方層級
越高，越能直接決定政
策，會談也越有意義，過
去工商協進會與政府會
議，總是希望層級越高越
好，最好是總統或行政院
長出席，如今與美國談攸
關未來生存的重要貿易方
向，最起碼要了解美國的
政策走向以利從中取得最
大利益，或甚至可與美國
要求協助轉型，美方越高
層級來訪，對台灣的產業
界幫助越大。這是一般常
理即可了解的基本常識。
林伯豐卻害怕層級太高，
之後又代表工商協進會拒
不出席。

工商協進會成立於
1952年，過去在黨國時
代，黨國允許的各大工商
團體是專制政府由上而下
控制企業界的長鞭，到了

而台灣也同樣遭受產業空
洞化，產生實業不振，薪
資停滯，卻熱錢流竄，造
成房地產暴漲等等問題。

任何產業趨勢都有開
創、成熟、衰退與終止，
美中貿易軸心也不可能例
外，種種現象顯示這個軸
心已經到了不可再繼續下
去的時刻，即使川普沒有
大力掀起美中貿易戰，美
中貿易軸心也早已經出現
太多失靈即將斷裂的情
況。川普只是因應這個軸
心斷裂的新趨勢，提早出
手導正過去美中貿易積
弊。

台灣過去在美中貿易
軸心中參與極深，如今面
臨軸心轉換，是攸關生死
的大問題，以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而言，根據台玻集
團2019年年報，有高達
86%銷售量、72.8%營業
額來自中國，這是雞蛋已
經完全放在同一個籠子中
的高危險情況，任何一家
有理性的企業，若發現自
己的銷售竟有近9成完全來
自同一個國家，不論美中
貿易軸心是否出問題，都
應該積極進行風險分散。

台灣整體而言對中國
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成，雖
然比例上沒有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那麼高到離譜，但
仍是嚴重過度集中，其
中，許多是台美中三角貿
易所造成，亦即台灣出口
到中國後加工轉口，最終
仍是出口到美國，因此，
台灣要降低對中出口依存
度，最快速的辦法，就是

福和會聲明

美中貿易結構改變關頭，老朽工商團體
若不作為就換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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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導正過去美中貿易積
弊。

台灣過去在美中貿易
軸心中參與極深，如今面
臨軸心轉換，是攸關生死
的大問題，以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而言，根據台玻集
團2019年年報，有高達
86%銷售量、72.8%營業
額來自中國，這是雞蛋已
經完全放在同一個籠子中
的高危險情況，任何一家
有理性的企業，若發現自
己的銷售竟有近9成完全來
自同一個國家，不論美中
貿易軸心是否出問題，都
應該積極進行風險分散。

台灣整體而言對中國
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成，雖
然比例上沒有林伯豐的台
玻集團那麼高到離譜，但
仍是嚴重過度集中，其
中，許多是台美中三角貿
易所造成，亦即台灣出口
到中國後加工轉口，最終
仍是出口到美國，因此，
台灣要降低對中出口依存
度，最快速的辦法，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