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行動史及其分析 

第一節  醫盟的組織發展 

 
 
    綜觀「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從誕生到 2002 年 10 年間的發展和各種大大小

小的倡議與活動，可以發現醫盟的的發展軌跡主要以三個軸線構成： 
 
壹、 社會運動軸線： 
 
醫盟產生的最大社會脈絡是台灣的社會運動風潮，醫盟本身也是這波風潮的

積極參與者，因此社會運動（或是各種程度不一的社會參與）是醫盟的基本經神

之一。更確切的講，醫盟的產生是在社會運動接近尾聲的階段，亦即國民黨鬆動

威權主義，開啟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開端（蕭新煌，1999），是台灣民間團體
蓬勃出現的階段。當 1990 年三月學運展開，台灣社會反國民黨的力量達到顛峰，

醫盟的創會會長，當時的台大醫院院長李鎮源院士帶領醫學院學生參加學運靜

坐，之後又因為同情支持台獨主張而被關進土城看守所的醫學院校友李應元，而

開啟「廢除刑法一００條的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的訴求，是追求台灣社會的

自由化與民主化，因此醫盟對於自己能以民間團體的身份促使台灣社會這波開放

浪潮，相當引以為傲。醫盟幾乎在所有的會內刊物或新聞採訪都會強調，他們的

「前身」是「社會運動團體」--「一００行動聯盟」。 
 
綜觀醫盟之後十年的發展，在 1992 年～2000 年政黨輪替的八年間，醫盟參

與的各種活動以街頭抗爭與遊行為主，甚至也主動發起幾個關鍵的社運（如退報

運動、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至 2000 年總統大選，第一次政黨輪替，民進黨執

政後，醫盟在「民主人權」方面的活動才驟減。 
 
這十年間，醫盟參與的主要大型集會活動包括 1992年的反核大遊行、「廢國

大、反獨裁」遊行、「一中一台」行動聯盟大遊行、反賄選運動；1993年與長老

教會、台教會等聯合發起「退報救台灣運動」、參加「車諾堡事件七週年—組統
府反核請願活動」、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1994年參與「反核大遊行」、因為

千島湖慘案而發起「台灣人覺醒運動」；1995年參加「反核電反輻害大遊行」，

與其他 9個社運團體共同發起「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1996年參加「反統一、

反侵略」大遊行；1997年參加「總統認錯、撤換內閣」504 遊行；1998年參加「426

全國反核大遊行」；1999年參加「公民投票禁食活動」、「廢國大、反黑金萬人大

遊行等。 

 



其中，「醫盟」長期關注，並積極參與的，當屬「反核運動」。基金會成立初

期，就與多個民間團體赴立院請願暫緩興建核四，基金會會長李鎮源院士也擔任

各種反核遊行的召集人；基金會並發揮醫學專業，多次針對「輻射暴露」的醫療

問題召開公聽會、記者會，並進行相關研究與發行醫療保護的手冊。此外，「反

核運動」的參與，可以看出基金會與當時的反對黨—民進黨—的淵源，也可以看
出基金會與台灣 1990年代各種社會運動風潮的連結，所扮演的角色（發起者與

參與者），與其他社運團體結盟的情形。甚至反核運動者所訴求的「公民投票」，

也戲劇性地成為基金會推動WHO議題時，政府為WHO議題所提的解決政策之

一。 

 

此外，「醫盟」參與發起的社會運動還包括「退報運動」與「黨政軍退出三

台運動」。除了參加發起團體的記者會外，在各種靜坐、抗議的活動中，基金會

成員也都不缺席，成為社運中重要的「動員」份子。此兩項運動的精神，除了有

「反國民黨」的目的外，也延續了追求民主與言論自由的主張。 

 
    然而，醫盟的「社會運動」抗爭路線在 2000 年政黨輪替後，明顯減少；再

加上 1997 年後醫盟開始倡議「台灣加入WHO」的活動，與政府有了「政策面」

的連結，為了「共同」達到這樣的目的（如前所述，「台灣加入WHO」的議題
有個先天的限制，就是主控權在於政府），醫盟與政府間不再是激進的「抗爭」。

從醫盟自己在「民主人權」上記錄的年表來看，2000至 2002 年間，醫盟的社會

參與明顯少了很多，「反核」成為唯一繼續延續的社會議題。2000 年 11月醫盟
參加「反核大遊行」，2001 年 11月再度參加「反核愛台灣—1117大遊行」。此外，

2000 年醫盟與台教會等 9個團體舉辦「國際人權研討會」是醫盟除了「WHO活
動」之外，唯一與其他民間團體合辦以社會議題為主的活動，而且也不是「走街

頭」的活動。因此，社會運動「對抗政府」的主軸在 2000 年以後已經不是醫盟

最重要的路線。 
 
 
貳、衛生外交主軸 
 
醫盟於 1992 年成立，1995、1996 兩年共舉辦過「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的公聽會或座談會，但醫盟是於 1997 年才開始每年至日內瓦宣達的活動，因此

醫盟對外的說法和外交部對「台灣加入WHO」這個議題的界定，都是從 1997
年開始。 

 
醫盟從社會運動的主軸轉移至衛生外交主軸，提供了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

際事務的一個觀點。吳樹民醫師認為，醫盟這樣的轉型是出於經濟帶動民主後的

必然現象：  



大家都認為說，醫界聯盟基金會在台灣已經做了很多事情，在民主方面有很多的

參與，那非常自然地就是慢慢往國際走。這好像跟經濟的成長有很大的關係。台

灣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推動民主，民主推動的過程中，大家會想更長遠的事情，

所以才會想說台灣的外交空間在哪裡，所以才會有這種想法。 

 

雖然醫盟認為衛生外交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一部份，算是繼續延續社會運動

所強調的社會關懷，但是其倡議的議題特質卻與社會運動時參與的各種議題不

同。值得關注的是，醫盟在WHO議題上的宣傳手法，被認為充滿戲劇化也具爭

議性，較為接近社會運動的抗爭戲碼，不過卻不適合WHO議題本身。醫盟因此

召來批評。中國時報的「觀念平台」出現過以下的短評： 
「且看這些年來，為了爭取加入WHO等聯合國附屬機構，我們屢次動員民間團體

到這些國際機構的大門拉布條抗爭，殊不知這些機構的與會成員係各國官方代

表，他們基本上遵照政府指令行事，並沒有自由意志。因此，我們若真是要遊說、

陳述訴求，應是直接到各國政府所在地交涉，而非一廂情願跑到紐約、日內瓦喊

冤、拉布條，將台灣本土習以為常的抗爭模式複製到國際場合，名義上是搞外交，

實際上是自曝家醜。」、「當局屢屢砸大錢支助民間團體出國參與國際活動，美其

名為『非政府組織（NGO）外交』，卻常因陷於眼界或太急於完成官方任務，而貽

為國際笑柄。所謂NGO，從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變成被嘲弄的

No-Good Organization。」（趙萬來）
1此外，壹週刊更以「義和團的鄉勇團練」

來評論醫界聯盟在日內瓦拉橫幅的宣達方式，隱含對此種宣達方式的不以為然，

也間接批評了NGO的策略與判斷。 
 
 

參、 醫藥專業主軸 

 

醫界聯盟創立時的組成份子具有排他性，多以醫療、護理與基礎研究人員為

主，創會時會員有 420 名，並不對外開放給一般非醫界人士的會員加入。直至醫

界聯盟改組為基金會，已經沒有「會員」的制度，而是董事會制度，其董監事成

員依舊具有醫療相關背景。因此，從基金會創辦到現在，醫盟的業務一直都有「醫

療政策」的部分。 

 

自 1992 年創會開始，「全民健保」就一直是醫盟關注的社會政策。根據第一

屆臨時執行委員會討論的事項來看2，當時「全民健保」的政策監督就被確立為

基金會工作目標的一部份。在「全民健保」正式實施前，基金會即設立「全民健

康保險評估小組」（後改組為「全民健康保險推動小組」），基金會並舉辦公聽會

                                                 
1 詳見中國時報 2004 年 2月 4日第 15版。 
2 根據第一屆臨時執委會的會議記錄，當時六個討論事項為：總統直選運動、暫緩興建核四、青

少年煙毒防治運動、醫界聯盟基金會籌設、全民健保評估、通訊與會徽的討論。 



與主持各種政策研究，監督健保的實行；至 1995 年「全民健保」在台灣正式實

施，醫盟轉而將原本的「全民健康保險推動小組」改制為「全民健保醫療品質追

蹤評估小組」，持續追蹤與評估健保成效。至 2000 年，醫盟推動第二波健保改革，

成立了「全民健保體檢小組」，檢討健保財務危機與政府醫療支出情形，並配合

推動台灣加入WHO事宜。 

 

除了全民健保以外，從 1998 年迄今，醫盟持續受衛生署委託，成立「國際

醫藥法規協合會台灣促進委員會（ICH-T）」，推動國際醫藥法規的精神與標準，
並持續承包辦理各種活動，包括 1998 年舉辦「亞太地區最新臨床藥物研究發展

國際會議」、1999 年舉辦「APEC藥政管理聯繫網路銜接性試驗合作計畫國際研

討會」、2000 年舉辦「APEC 亞太地區臨床試驗相互認證檢討會」，2001 年再度

受衛生署委託，成立「提升生技製藥產業工作小組」，舉辦專家會議並提供政策

參考，並展開為期三年的「基因治療與臨床試驗：務實取向的先法規共識與研究

計畫」。 

 

    從醫療政策來看醫盟與政府的關係，可以發現其關係型態是先由民間監督政

府，再轉為民間與政府合作。韓意慈（2003）歸納出三種非營利組織進行政策倡

議的關係模式，包括「資訊交換關係」、「參與規劃關係」與「合作執行關係」。

韓意慈認為前兩者比較符合非營利組織該有的批判精神，因為「資訊交換」與「參

與規劃」有參與決策與影響政策的權力。全民健保開辦前，醫盟基於專業團體的

身份，召開各種公聽會、座談會展開對健保政策的公共討論，然而，當時健保已

經是政府既定政策之一，因此醫盟只能就專業部分提供建議。此後，健保實施，

醫盟才將自己定位為監督的角色。醫盟在健保政策上保有批判力，但與政府的關

係卻不屬於以上三種模式的任何一種。 

 

1998年開始，醫盟接受衛生署委託，承包需要醫藥專業執行的 ICH 計畫，

醫盟與政府才出現「合作執行」的模式。政府委託醫盟負責 ICH 的計畫，包括

策劃演講，設計醫生專業進修的記點計畫，並民間單位供應人力執行，算是「公

共服務」的一種。此種方式屬於第三種「合作執行」的模式。有趣的是，這種以

「專業」來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雖然批判性較少，但卻是醫盟與政府的關係中

最穩定持久的一項。 

 

    在醫療專業的業務上，醫盟的「非政府組織」特色較不明顯，比較像「非營

利組織」。除了醫療政策，醫盟也辦理各種研討會，希望進行醫學教育改革，成

立醫學史工作室和口述歷史工作坊，是一個關注人文關懷的民間醫療團體。而這

方面的工作內容與政府的關係較少，與一般民眾或特定公眾的關係較多，且這樣

的合作模式不會有因為立場或理念不同而產生「對抗」的情形。 



第二節   綜合分析 

 
壹、 醫盟從社會運動組織轉型的過程 
 
    以上的三個軸線：社會運動、公衛外交以及醫藥專業，彼此獨立發展但相互

影響，交織出醫盟的發展歷程。從時間點來看，三大範疇的業務在時間上有重疊，

但是三個軸線佔基金會業務工作量的份量不盡相同。 
 
總括來看，醫盟在 1992-1997積極參與或發起社會運動，1998已降慢慢減

少，只有反核四與廢國大的遊行，至 2000 年後，已經不再出現上街頭等「反對

抗爭」型的活動。而「台灣加入WHO」的議題，則是出現在 1995、1996 年的

研討會，至 1997 年，醫盟才開始積極倡議此一議題，並延續到現在。此外，醫

盟從創會到 2002 年，一直都關注台灣某些醫療政策問題，以全民健保、「國際醫

藥法規諧和會台灣促進委員會（ICH-T）」計畫兩項為主。在 1995 年「全民健保」

實施前，醫盟是以監督和諮詢者的身份組成監督健保小組，提供專業團體的意

見，健保實施後改為評估小組，但醫盟並沒有參與健保的執行；但 ICH-T的計
畫是醫盟受衛生署委託，從 1998 年開始執行 ICH-T計畫至今。 

 
若從基金會「主導」的動機、意願和實際行動的程度來看，基金會在這三大

主軸的業務所投入的心力並不相同3。綜合基金會在業務上的主導程度與業務執

行時間，基金會的發展可以以下的簡圖表示： 
 
發展路線 
       
社運                                                     
WHO                                                                
醫藥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主導活動程度強 

       主導活動程度普通 

 

    以上簡圖也可以看出，醫盟從創會至今，一直都扮演著「倡議」的角色，是

典型的「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只是路線與議題都經過轉折。大致而言，1992-1998

年間以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為主，主要議題包括反核四、退報運動、當政軍

                                                 
3 參考「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10週年暨懷念創會會長李鎮源院士特刊」的醫盟「重要事件年表」。 



退出三台運動與各種主張台獨的運動。但 1997年開始，基金會逐漸將倡議重心

轉移至「台灣加入WHO」的議題上，這也是醫盟從本土走向國際的轉折點。醫

盟董事長吳樹民醫師對這種轉型提出他的看法： 

我想台灣的經濟發展帶動台灣的民主，這是必然的。這好像有學理根據，好像國

民所得超過一個標準後，自然就會自發性地要求要有權力，這好像很自然地在台

灣就慢慢形成。其實基金會成立前的「一００行動聯盟」，都是一種經濟成長讓

人民覺醒的一個過程，然後投入這些社會運動，然後慢慢成功。說來是我們的胃

口越來越大，就是說台灣的民主不只是這樣，我們還要爭取到一些國際空間，所

以這整個過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息息相關。 

 

    蕭新煌（2002）將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包括黨國壓制期（民

間團體受到國民黨「社工會」的監督）、西方福利和都市菁英國際化社團移植期

（如YMCA或同濟會等）、1970年代後期和 1980年代的本土興盛期（民間社會

運動組織）與 1990年代中期以後的區域化和全球化期。醫盟由社運團體走向希

望推動台灣進入國際組織的NGO發展路徑，除了在時間點上有所出入外，其精

神與以上的後兩個分期類似。 

 

蕭新煌（2002）認為「本土興盛期」的社會背景為： 

本土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運動組織大量興起，是為了直接挑戰國民長期對民間

社會的控制。而這些以社會運動抗爭起家的非政府組織，其最大的作用是鬆動威

權主義和開啟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過程。和其他國家不同的是，當時新生的台灣

非政府組織完全沒有受到國際官方或民間組織的協助或參與，而是道地的本土

化。背後原因很簡單，因為台灣的外交處境孤立，也少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網絡。

因此，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具有高度本土性和自主性，絲毫不依賴外來的人力和物

力資源，而能自力更生。 

 

醫盟在「社會運動路線」時期的發展脈絡，符合蕭新煌的分類。醫盟不僅以

「反對國民黨」起家，其當初爭取廢除刑法一百條的內亂外患罪，更是對國民黨

箝制言論自由的直接挑戰（雖然當時的研論自由，精確的講，指的是發表「台獨

言論」的自由）。此外，醫盟在倡議WHO議題前，組織的國際參與很少，也少

與其他國際醫學NGOs 進行組織對組織的互動，更遑論依賴國際上外來的人力或

資源。 

 

不過，醫盟的發展過程有一點相當獨特，意即台灣本土 NGO在社會運動時
期與政黨的關係，以及後來隨著台灣政治環境變化所產生的轉變。醫盟的組織發

展歷程提供一種觀察：醫盟在議題倡議上的各種進展，與醫盟和民進黨（當時最

大的反對黨，2000 年成為執政黨）的關係，甚至和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的關係

彼此相互影響，加快 NGOs進入政府體系分享決策權力的過程。 



 
醫盟「鬆動」國民黨威權的方式，除了參加「全民直選總統」的遊行外，還

包括直接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  
 
1994 年醫盟組織 400多位醫界人士，發起成立「陳水扁醫界後援會」，明確

表態支持台北市長候選人陳水扁；1999 年，也就是 2000 年總統大選前一年，醫

盟原本要幫創會會長李鎮源院士暖壽，但因為正好是台灣第二屆民選總統的競選

期間，李院士的堅持將慶生會變成了「陳水扁先生競選總統台灣醫界後援會」餐

會，目的是要支持「台灣人總統」的誕生（吳樹民，2000）。醫盟董事長吳樹民
回憶當時的情況，印象最深的，是陳水扁在當時的餐會上喊出「台灣獨立萬歲」

這句話（吳樹民，2000）。 
 
NGOs之於政府，還多了「選民團體」的身份。從關係研究的角度來看，非

政府組織與政黨也可能建構各種關係。從當年因為探望李應元而倡議廢除刑法一

百條，到成立「醫界後援會」為特定候選人助選，醫盟的選民策略就是「不避諱

展現與特定「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的關係」，並將自己身為「選民」的身份

發揮到淋漓盡致，是個有能力組織選民的民間團體。醫盟不僅支持特定候選人，

也從不掩飾其強烈的政治認同傾向。此一特質對WHO議題的倡議也產生影響。 
 
此外，蕭新煌認為台灣的議題型NGOs 為了因應區域化、全球化的新階段而

必須「走出去」，以向中國、亞洲或世界其他各國的介紹台灣民間「社會力」的

發展，也與醫盟「轉型」的結果相符。但是醫盟的路途走得相當艱辛，因為WHO

議題是與台灣「國家定位」高度相關的議題。 

 

研考會（2002）針對台灣 15 個主要 NGO的訪問指出，台灣NGO參與國際

社會，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名稱」問題，例如中國認為台灣的會籍列為中國的

區域會籍，不得參與角逐國際NGO的一些職務，甚至在許多台灣比中國早一步

加入的國際NGO中，台灣團體都還必須面對中國希望「取代」台灣會籍的困擾。

因此，蕭新煌（2002）也指出，國際上有關NGO的理論，例如NGO可以獨立於

政府之外，讓全球化促使NGO自己形成獨立的網絡的理想等，一遇到台灣台灣

就不適用，是最大的諷刺。而在台灣，於聯合國中沒有席位的情形下醫盟選擇「聯

合國的附屬機構」--世界衛生組織—為參與對象，就更是一個高難度的任務。 

 

 

貳、 醫盟與政府的關係型態 

 

（一） 從組織層次來看，醫盟與政府的關係是「互補」與「倡議」兼具 

 



     從以社會運動主軸的各種活動來看，醫盟與政府的關係是對抗的；而從倡

議「台灣加入WHO」的活動來看，則是對抗、合作兼有的競和關係（詳見下一

章討論）；但若從醫藥專業的軸線來看，醫盟與政府是彼此監督與合作的。因此，

如果不是只單獨專注於醫盟的倡議路線，則醫盟與政府的關係，在總體上是多元

的。 
 

    例如，醫盟與政府建立最穩定的關係是承包衛生署 ICH-T的計畫，透過衛生
署提供經費，醫盟提供人力服務的合作模式，共同提供公共服務。在此模式中，

醫盟既沒有鼓吹某種異於政府的理念，也不企圖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只是執行衛

生署擬定的計畫，符合非營利組織理論中的「政府啟動資源，民間運送服務」的

「互補關係」（Anheier & Salamon, 1998）。因此，在醫療專業政策執行角色上，

醫盟也有非營利組織的特質。 
 
然而，醫盟這種近似非營利組織「互補型」角色同時與他倡議「台灣加入

WHO」議題的「倡議型」角色同時存在，因此若要說醫盟與政府究竟是合作比

較多，還是對抗比較多，實在難以下定論。 
 
（二） 2000 年政黨輪替是醫盟與政府的關係轉變的關鍵，此一轉變也使得「社

會運動」對醫盟的意義跟著轉變。 
 
當 2000 年總統大選結果揭曉，長年執政的國民黨下台，民進黨接手政權，

醫盟支持的候選人陳水扁就任總統以後，醫盟與政府的關係也走入新的里程碑。

醫盟「反對國民黨」的社會運動能量，以及對國家定位與認同的堅持，在透過選

舉支持特定候選人而達到其「促使國民黨下台」的目標後，「社會運動」對醫盟

的意義也跟著轉變。 
 
對醫盟的創會會員們而言，早年身為「社會運動參與者」，是一種光榮的身

份，而對醫盟而言，擁有「社會運動團體」的血統，更是一種「因為理念而結合」

的象徵。創會會員、後擔任醫盟創會秘書長的蘇益仁醫師說： 
 

醫界聯盟基金會與醫界聯盟創會時差異很大，因為原先屬於社運團體，屬於會員

制，會員要繳會費、需要進行募款、進行 Campaign，做一些大家認為應該要做
的事情。我想任何社會運動團體都是這樣的，就是一群人有相同的想法，然後組

織提供凝聚的力量。 
 
    醫界聯盟由醫界人士組成，他們於創會時期投入社會運動，是一種菁英份子

的自我期許，如李鎮源院士在醫盟通訊創刊號所言，是「社會知識份子良心的代

表」，因為「台灣社會是在國民黨的『愚民政策』下才出現問題，所以醫盟希望



有人能站在『專家』的立場付出更多心力。」。醫盟成員以親自參與社會為傲，

並認為社運的精神才不會讓他們喪失批判的初衷。而此一信念不僅是團體共同的

身份認同，也漸漸成為一種共同記憶。 
 
然而有趣的是，「社會運動參與者」的印記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一部份是

相對於醫盟基金會在 2000 年政黨輪替後，醫盟與政府相當接近的關係而來。從

當年的「異議團體」，對抗國民黨政府，間接促使解嚴，甚至參與各種大大小小

的社會運動，包括退報運動、反核運動、反賄選運動等，醫盟在 2000 年後的「名

號」，卻是成為民進黨政府在醫療衛生方面的「人才庫」。財訊（2003）4的報導

認為「醫界聯盟出產抗煞大員」： 
 
醫生通常很忙，除了醫學會活動，多半很少參與社團，但有一個醫生團體很

特別—醫界聯盟，他們會走上街頭抗議、帶動政治議題討論、發起社會改革運動。

醫盟除了在政治上表現突出，這次防煞抗疫的幾個醫療公衛要角黃芳彥、黃富

源、蘇益仁、陳楷模、陳永興……等都是醫盟成員。蘇益仁是疾病管制局長，也

是醫盟創會秘書長，而當年蘇益仁的副秘書長是涂醒哲，在醫界聯盟成立前夕，

蘇、涂兩對夫妻都全心投入，自己印開會通知單、折傳單、裝信封袋，有個命情

感。後來涂醒哲後發先至，一路仕途通暢，先當台北市衛生局長，再任疾管局長、

衛生署副署長、真除署長，蘇益仁則是最近臨危授命接掌疾管局。 
 

「社會運動參與者」已經變成醫盟成員令人驕傲的「血統」之一，讓許多醫

盟成員進入政府體系。醫盟的精神領袖李鎮源院士，是第一位由陳水扁總統親自

到醫盟頒發聘書的「國策顧問」，之後，醫盟董事長吳樹民醫師也獲聘為國策顧

問。此外，若再加上醫盟的創會會員之後在陳水扁政府的衛生防疫相關領域所出

任的官職（如前文所提到財訊指出的「醫界聯盟出產抗煞大隊」），則醫盟從公民

社會領導者或參與者的身份轉變為政府的政策制訂者，不在少數。 
 
總而言之，醫盟的組織轉型，使醫盟倡議「台灣加入WHO」議題的過程中，

也面臨與政府關係轉變的過程，在觀察倡議的過程時，不能忽略這項組織因素。

但更值得探討的是，當醫盟從「社會運動團以」轉而被認為是「親政府」的民間

團體後，醫盟是否還保有非政府組織處於公民社會、應該「獨立於政府」的特質？

還是這樣的身份對議題倡議而言其實是好消息？這是在觀察醫盟倡議WHO議
題時必須注意的地方。 

 

 

                                                 
4 財訊第 255期，2003 年六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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