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團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平衡
這些弱小群體的利益被剝奪,最後負擔又被轉嫁到社會,

朱易

也因其社會地位,也不示弱,問
題在於弱小團體,政府必須鼓
勵社會通過非營利的機構仗

鼓勵這些非營利機構的管理辦法,顯然 “低進入門檻”

顯然是所有納稅人為其買單,不過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 是其中一個有效方法.
去年期中選舉前十幾天,華府已經聞到了國會山莊由 並不認為有什麼不妥.正如有人或有企業沒有競爭力遭市
紅(共和黨)轉藍(民主黨)的氣味了.許多利益團體已開始

好的遊說機制的第二要點是 “高資訊透明度”.

場淘汰一樣,弱小群體遭淘汰也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

忙於找能與民主黨人搭上話的遊說人,與民主黨人有淵源

必須保證遊說機構的構成,為誰遊說,向誰遊說,收入

們也能夠坐上國家政策的談判臺上,爭其一份利益,政府

向民主黨人,他們對他們過去的共和黨夥伴說, “我們仍

幫助弱小團體的做法並非補助,而是讓這些團體成為其他 求遊說機構必須將一切資料放在網站,就可輕意達到高透

然喜歡你們,不過我們還得做生意呀,對不起了.”

利益團體的競爭對手.

利益團體對他們如此勢利毫不在意,認為這是美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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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的要求.

有人曾提出中國也應建立遊說制度,雖然建議在中國

“低進入門檻,高資訊透明”,是好的遊說機制的最

實施起來有新的難題,但正如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根本的要求,當然還有其他要求. 同時,可能還會產生許多

體的利益,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天經地義的,它完全符

的經濟體制,也有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當然也就有可能

其他意想不到的問題.其中重要的是,利益團體與立法的

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自私有理,自私有利.因為資本主

接納適合市場機制的遊說制度.

聯繫.在美國,國會議員有競選連任的財務壓力,當然需要

義制度是奠基在這樣的經濟學原理上:當人人為自己爭利

運動健身

就會產生高道德標準的效應,由於有了網路技術,只須要

治的特色,實際上,利益團體無所謂忠誠,它們只關心小團

思考建立遊說制度時,最重要的不是做什麼,而是應

利益團體的金錢輸送,如果沒有競選的財務壓力,金錢的

該限制什麼,只要有了防止某些利益團體實行市場壟斷的 輸送就有可能成為貪污的合法化,這是建立中國特色的遊

因此政府的行為不是用行政命令去取消利益團體,而 機制,市場會決定遊說制度會做什麼.正如促進社會主義

說機構,必須解決的重中之重.而這一切有將回到 “中國

是通過鼓勵其他利益團體,加強競爭來限制個別利益團體 市場機制的良性運行的方法,是放寬政府管制,促進競爭,

的市場機制有什麼樣的特徵,它是如何運作”的討論之

獨大,防止個別利益團體獨佔市場從而損害國家整體利

中.

限制壟斷.

益.

一個好的遊說機制, 第二要點是 “低進入門檻”.
利益團體利用遊說機構,使立法過程和結果向自己傾

斜,當然就有其他團體的利益受到損害.例如弱小的群體,

臺

國際萬象
漫畫文藝

因此社會工作者們總是想方設法幫助弱小團體,讓它 與支出有高的透明度.有了高透明度,社會大眾就可監督,

的遊說人,突然間門庭若市,利益團體已經開始將資金導

益時, 社會獲最大利益.

本期主要內容：

義執言,關鍵是政府應該制定

既然利益團體的形成和運作在當今的經濟體制中無

任何利益團體都可通過遊說團體進行立法的遊說工
作,商業利益團體財大氣粗,必然會一馬當先,各專業團體

法消除,正視它,為豈制定合理的運作的軌道, 平衡團體利
益與國家利益,雖不完美,但卻有益於整個社會的和諧.

灣、臺北地檢署偵辦力霸公司等

資呢？外資機構是先立足臺灣，放眼大

權。事實上，台灣股東們的資金早己在金 旺仙貝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在台灣原是

掏空案，發現王又曾夫婦捲款潛

陸。因為中國的市場， 是一個資源豐富的 融市埸上化整為零，然後再到其他地區， 宜蘭地方性的食品小廠，只是一個米果的

流浪者的故事

逃前，利用人頭帳戶洗錢匯往美國，金額 版圖，外資機構的想法是他們先投資已經 如中國大陸、東南亞、美國… … 等地，在 創意產品，移到中國大陸，結果在中國大
至少上百億元。

熟悉的台灣，再由台灣的經濟團隊轉投資 化零為整，重新再出發。

事實上，流亡海外的台灣經濟犯大

中國，透過以華制華的方式 ，可以尋求到

陸大發利市，現在旺旺仙貝已成為當今中

第三，台灣政府不開放的錯誤政策。 國大陸最大的休閒食品公司。

戶，王又曾夫婦並不是第一位，前有前廣 更高的報酬率。 所以， 外資仍舊對台灣的 臺灣執政者實施封鎖的政策，不開放，擔
三集團曾正仁、不法超貸金額約 348 億， 投資有興趣，因此，大筆資金就流向台
前東帝士集團陳由豪、不法金額約 623
217 億… … 等多數知名商人；為什麽有那

心所有的台商前進中國大陸後，使得產業 續惡化下去，可以預測台灣經濟將倒退十

灣。

億，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不法金額約

其次，台灣本
土的台資企業看好

一葉知秋

台灣經濟政策出了問題，造成今天畸形犯 台灣資金流向中國

曾慶華

大陸。

首先，我們看到外資對台灣投資的轉

失業。因此，有

進政策，代替了 在台灣投資、併購公司。」；但一個好的
西進政策；毁 掉 政府、好的執政黨，應該是透過好的民生
了一批台商。現 議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而不是堅持政

如此一出走就抵銷了外資的流入。但 在，民進黨執政堅持不開放、不三通的政 治議題、政黨火拼，忽視百姓疾苦。

投資，是外資僅投資台灣的金融市場。因 一種假象，認為台灣資金並未出走。 事實

俗語說：「一葉知秋」；從力霸公司

事實上，不論支持了台灣政府的南向 等掏空案，可以看出臺灣經濟存在嚴重問

為，台灣環保意識的提高，土地太貴，勞 上，當我們仔細去查看帳內的結構， 台灣 政策，或投資中南美洲者；因為，沒有外 題，這一點連一般民眾都可看出；但是臺
工成本太高，對台灣做直接的投資幾乎無 資金已經是大量流出的。

交實力的支持，又沒有政府經濟的援助。 灣執政者卻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其嚴重

利可圖。最後一個外資的投資是台中的

因此，造成一個很奇特的現象，目

結果，這些財團就從此消失了，台

「拜耳」案，也因為環保的關係而放棄

前，台灣前百大的企業 ；幾乎 80%的企

了。

業，其股權是掌握在外資手上，亦即是說 個例子。反之，私自進入中國大陸的台

性令人擔憂。

灣帽子大王戴勝通的失敗，就是其中的一

臺灣經濟未來的出路，應該回歸政治
是政治，經濟經濟的務實政策，開放三

為什麽外資機構喜歡在臺灣作間接投 外國人是大股東，台灣人僅僅掌握了經營 商，都已經茁壯到相當程度了，其中，旺 通，眷顧民生，再造經濟奇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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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永不止熄。
如您有空，又有一
顆「文心」；
請來《文心沙
龍》，
讓我們溫馨的聚在

第 5版

婦女家庭
江山多嬌
華夏文化
文學拾穗
五花八門
演藝綜合
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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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國際教會的青少年演出團隊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
南北、五湖四海的異鄉

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文
化關懷的那把「文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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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問答
稅務資訊

然而，陳水扁還在對民眾作不實的喊

李登輝時代的南 話：「外國投資機構看好台灣市場，拼命

向。由直接投資轉為間接投資，所謂間接 從會計的帳面來看是平衡的。因而， 造成 策，又毁 掉第二批的台商。

客旅；不論我們現在從
事任何行業，但我們有

漫話人生
生活解答

空洞化，而造成 年，百姓生活水平必然下降。

麼多的經濟犯大戶？我們要大膽的說，是 大陸的內需市場，
罪的現象。

基於上述的情形，如果這種現況再繼

[ 沙龍主講人 ]
2007 年 1 月 21 日 基督教大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主講人：陳懷宇 先生 西來大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2007 年 1 月 28 日 保險與基督教的關係
（主講人：方圓 先生 曾任中山大學特異功能研究會會長）
2007 年 2 月 4 日 兩性之戀
（主講人：施瑋 女士 作家、詩人）
2007 年 2 月 11 日 2007 年 2 月 11 日 眼睛的保健
(主講人：王森林 先生 哈爾濱醫科大學 ，眼科主任 )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 Gabriel , CA 91776 （位於 San Gabrii

Bl.和 Chestnut Ave.，可停車在「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
場內。)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究心得。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
同討論。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連絡人：陳志平 (626)236-3451 ,
曾慶華 (909)322-9563

招演員
[ 表演 ],[ 運動 ],[ SAT ]是高中生生活的三個主要內容
[ SAT ]不得不為,[ 運動 ]隨時可做,只有[ 表演 ]要有舞臺.
新希望國際教會的青少年演出團隊,
將排演大型歌劇<<日出復活節>>.目前正在招攬對歌劇,
話劇,音樂表演有興趣的初,高中生,不論是否有演出經驗,一
律歡迎,並依其興趣才華安排角色,機會難得,報名從速.
報名 : 新希望國際教會,每週日上午 11 時
1741 S Baldwin Ave, Arcadia, CA 9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