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設立「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頒發「永
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等，鼓勵更多人從事

「囝仔！你在看啥！」是對李天德發願

醫藥研發。（註8）一生之中，李天德除專注

設立無界花園影響最深的一句話，它開啟了

經營本業外，還更用心從事各種社會公益事

李天德實踐「無界花園」的夢想；（註1）「

業。

我希望，照顧更多人一輩子的健康」、「做
藥，是給家人吃的」這樣的理念，讓李天德

對我國體育運動的發展而言，李天德在

成就了世界級的藥品王國。（註2）「取之於

1974（民國63）年創辦了「永信杯排球賽」

社會、用之於社會」，是李天德受到許多貴

，從大甲地區社男及社女兩組23支隊伍開

人相助後的人生體會，讓他發願回饋社會，

始，到現今成為我國最大排球錦標賽，（註9

設立基金會傳承公益事業，期待能做更多事

）提供了排球運動愛好者一個切磋球技的環

回饋社會。（註3）一份對運動的喜愛，李天

境，在這麼多年的比賽中培育出無數優秀的

德創辦「永信杯排球錦標賽」（以下簡稱永

排球選手，也讓所有排球人每年有一次團聚

信杯排球賽），40年來，「永信杯排球賽」

交流的機會。

不但發展成為全國單項運動參加隊伍數目最

註1

多的比賽，（註4）也是國內由企業贊助體育
活動最具代表性的賽會。（註5）
李天德從從1952年創立永信西藥房起，
「永遠誠信，永遠守信」便成為他的信念，

註2
註3

（註6）在逐步發展成世界級的跨國企業，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排球實業家

李天德

成為上市公司之後，李天德眼中更非只有賺

註4

錢，他始終認為：賺了錢之後能夠回饋社會

註5

更重要。
註6

企業責任，是兼顧社會公益。（註7）
註7

因此李天德在臺中縣大甲鎮（今臺中市

註8

大甲區）的鐵砧山上建設了永信運動公園，

註9

免費提供鄉民運動健身，休閒遊憩，實現他
「無界花園」的夢想；他加入扶輪社，以服

徐振德、蔡清華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7，33；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
花園：李天德的逐夢人生》，新北市：中國生產
力中心，2013，38。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10。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7，2。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2。
永信國際控股，〈社會責任〉，<http://www.
yungshingroup.com/category/view.aspx?r=85>
，2013.08.25檢索。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00。
永信杯第四十屆秩序冊；黃靜宜、曾玉明、張耀
懋，《無界花園：李天德的逐夢人生》，319。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36。
張合富，〈推動臺灣排壇的幕後英雄──永信
杯致力推廣排球運動〉，《中華排球》，64（臺
北，1995）：27-32。

務社會為己任，創設「財團法人永信社會福
利基金會」，致力於老人、兒童、殘障福
利、低收入照顧、貧困病患醫療等各項社會
福利事宜；他樹立觀音像，祈求兩岸和平，
建設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造福銀髮族；也

徐振德，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E-mail:ajexhsu@gmail.com
蔡清華，文藻外語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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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排球之光」永信杯辦理第二十屆
時，時任臺中縣長的廖了以為紀念
特刊提字（圖片來源：永信杯賽會
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圖3

飛越的羚羊-紀政女士（當時擔任立法委員），於第十屆永信杯時蒞臨大會致詞（圖片來
源：永信杯賽會歷屆照片冊，第十屆永信杯大會裁判長劉汶賢先生、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每一個排球人常講一句開玩笑的話：
「沒參加過永信杯排球賽，不要說你
當過排球選手！」好像大家每年都要
去那邊朝聖一下。（註10）

打排球，培養團隊精神，更透過辦理永信杯

學生時代暑訓結束後的第一場排球賽
就是永信杯，正好也檢驗我們的訓
練成果，大家都很期待去鐵砧山打
球……畢業之後，每年都會有些久未
聯絡的朋友想要組隊去參加永信杯，
很多人都在永信杯期間與許久不見的
朋友會面、聯繫感情！（註11）

結束後的成就感，更讓員工從這樣有意義的

排球賽，動員永信藥品公司的員工參與排球
賽的籌辦工作。經由運動增進團隊精神的目
的，不僅僅增進員工的向心力，在每次賽會
活動中成長，並促進其對公司管理的實際效
能（註13）。
註10

註11
圖2

李天德於第二十屆永信杯
向全體參賽人員致詞的照
片（圖片來源：永信杯賽
會歷屆照片冊，永信藥品
集團提供）

李天德

永信杯就像臺灣排壇的甲子園，沒打

註12

過永信杯，就不算排球人！（註12）
註13

在小學時期曾是排球選手的李天德，對

賴淑惠，〈高雄市和家杯排球賽與臺中縣永信杯
排球賽之比較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8，190。
莊茹珺，面訪，高雄市正興國小，2013年9月13
日。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47。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32。

排球運動的熱愛數十年不減，不僅鼓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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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

信杯為「世界級的綠能排球賽」，鐵砧山上

援、能夠有一個19座永久比賽場地的大型排

永信運動公園共有19面戶外排球場，在綠蔭

球盛宴。永信杯的特色，在於企業理念與體

與美麗風景的陪襯下，參賽選手可享受有別

育活動相輔相成的互動，永信杯的精神，在

於室內球場的清新空氣與開闊視野，不僅為

於它傳遞著創辦人李天德待人接物的核心理

全球獨一無二，也為國際排壇在環保與節能

念、更傳承了李天德的精采一生的人生觀。

減碳的表率。

遭到取消，國家代表隊無法參加亞運、世錦

每個人雖然都很渺小，但也都擁有不
可限量的潛能，只要能確定自己的目
標，善用天賦並創造價值，相信都能
為自己、為別人建造一座「無界花

賽等國際比賽時，「永信杯排球賽」提供了

園」！（註17）

三、1973至1983年間，臺灣的奧運會籍

臺灣排球選手的一個參賽舞臺，讓甲組選手
彼此可以互相切磋、練兵，銜接起當時臺灣

貳、生平事略

排球的斷層，直到1983年臺灣再度回到國際
舞臺，功不可沒。直到現在，「永信杯排球
圖4

我們有一個最高的理念是「藥期毋
藥」，不希望大家生病因為吃了我們
的藥才得到健康，我們希望大家是因
為運動、休閒自然就會得到健康，這
才是我們做藥廠的一個最崇高的希
望。所以我們老闆才會選擇用舉辦球
賽的方式來回饋社會，不然的話，要
盡社會責任本來還有很多方式，老闆
原本的想法是鼓勵員工運動休閒，沒
想到後來變成這樣的規模，進而更能
推廣我們的理念。（註14）

永信杯第三十屆，李天德親自開球。每年的永信
杯，李天德都會到場開球並與所有選手相約明年
度再見！（圖片來源：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地。（註15）

的成功典範。具體而言，「永信杯排球賽」

李天德，1923年（大正12年，民國12
年）5月30日生於臺中縣大甲鎮大甲街孔門
里，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小歸湖鄉。
李天德的父母共育有兩男一女，小時候家境

最特別的是，大甲鐵砧山上的永信運

對於臺灣的排球發展可歸納出三大貢獻：

動公園，是「永信杯排球賽」的永久比賽場
一、從1974年第一屆的23隊開始，經由

地，將這樣一座美麗的公園無償提供給民眾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政府主管機關、臺中地

運動休閒，並設置許多設施開放社會大眾使

區的學校老師以及各界的關愛，漸由私人企

用，是他「無界花園」理想中最重要的部

業聯誼賽轉型為地方性比賽，之後更擴大為

分。

並不富裕，一家三代居住在以泥土塊建造的
房子中（也就是坊間俗稱的土角厝或土埆
厝）。（註18）由於家中是以賣麵維生收入
微薄，所以曾經有家人生病就醫拿不出錢，
必須到麵攤上等現金進帳，才能去看醫生，
因此李天德從小就深切體會貧病交迫之苦。

全國性的比賽，成為屬於全國民眾的的一項
活動。參賽隊伍最遠有臺東縣的知本國小參
賽，參賽隊伍數量也是逐年遞增，最高記錄

以單一企業連續40年舉辦賽會，期間

賽」仍是臺灣過去、現在與未來國手的集散

曾在1993年第三十屆時達343隊之多。

一般人喜歡把錢去買珠寶，但又怕弄
丟，還得花錢到銀行租保險箱鎖在裡
頭；而我只買了一顆「鑽石」擺在山
上供大家玩賞。（註16）

註14
註15
註16

所花費無數經費與人力，李天德卻一本初衷
極力支持。他透過辦理球賽所強調的運動家

二 、 前 任 國 際 排 球 總 會 （ 英

「永信杯排球賽」之所以在臺灣的排

註17

精神及其「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

文：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Volley-

球運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不僅在於它舉

註18

念，不僅是將賺來的錢回饋給社會的內涵價

ball；法文：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辦已舉辦了40屆之久、是全國單項運動參加

值，在企業經營或是體育賽事中，都是少見

de Volleyball, FIVB）會長魏紀中也表揚永

隊伍數目最多的比賽，更不單單因為企業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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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144
第四十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新聞資料（
二）──永信杯沿革，永信杯大會組織提供。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36。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 236-238。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臺
中：永信藥品，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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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

為了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李天德到糕
圖6

餅店當學徒，日子過得極為辛苦，還曾躲在
廁所裡邊吃麵包、邊掉淚。第一次獨自離開
家鄉到異地生活後才深深體會到家庭的溫暖
以及父母親對子女的愛，因此日後也時時以

這是對李天德赴日求學與工作時期而言，最重要的一張照
片。當他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文具店老闆新藤定一先生代
李天德繳學費，更買學生制服給他穿，而且馬上拍照，要
李天德趕快寄回家報平安，恩情如同父母親再造（圖片來
源：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父母的愛恩重如山，應時時心存感恩！」
來自我訓勉。
一、赴日進修，半工半讀

雖因為家中清貧關係，李天德在公學校
畢業後即需要外出工作貼補家用，但是他從
圖5

李天德年輕時候的半身照片（圖片
來源：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當時臺灣的醫藥工業不發達，大部分
藥品仰賴進口，不但昂貴還常缺貨，
醫藥開銷對一般家庭而言，實在是一
筆龐大的負擔。「多穿衣服！別著涼
感冒了！」是兒時最常聽到母親叮嚀
的話了。（註19）

未放棄心中要繼續求學上進的想法。然而當
時在臺灣，並沒有可供他一邊工作一邊進修
的夜校來就讀，因此李天德只好暫時將進修
計畫擱置。
到了1937年李天德16歲時，在小學日籍
級任導師和同學的鼓勵之下，他決定到日本
圖7

去重拾學業。帶著祖父母、父母親以及其他
在求學方面，李天德從小也展現出他資
質聰穎、乖巧懂事的一面，因此在母親的堅
持與栽培之下，他進入日據時代的大甲公學
校（相當於現在的國民小學）就讀。在大甲
公學校畢業之後，他參加商業學校考試，雖
然通過筆試，但是口試與身體檢查並未能過
關。
沒考上，也好，剛好替父母省下一筆
學費。（註20）

親友的祝福，李天德隻身前往基隆港，搭上
富士丸的萬噸級輪船前往日本。經過三天兩
夜的航程，終於到了日本大阪。（註22）
那時的我，初次目睹海天一線及燦爛
的朝陽和溫馨壯麗的黃昏景象，酷寒
的冷風伴隨著冰冷的浪花襲來，頓時
使原先的志向更加的堅定。我將一如
波濤洶湧的海浪，隨著潮起潮落毫無
畏懼的勇往直前。（註23）
到了大阪之後，李天德在一家文具批發

不升學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這不見
得是件壞事啊！（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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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町口商會」找到了工作，文具店老闆新

李天德於日本半工半讀期間與町口商會社的合照（左後1為李天
德），其中新藤定一先生是否是其中一位已經不可考，可是李天
德往後視員工如親的態度，都源自新藤定一先生當時對他的照顧
與指導（圖片來源：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當新藤定一先生瞭解我來日本的原意，
不但錄取我，還主動幫忙我張羅許多
事情，並且告訴我：「年青人應該多
讀書、將來才能出人頭地」。當時身上
的盤纏，根本無力繳學費，沒想到老闆
代我繳學費，更買學生制服給我穿，而
且馬上幫我拍照，要我趕快寄回家報平
安，恩情如同父母親再造。對一個外來
的小小店員，他都能如此體貼的照顧與
不吝的付出，讓遠離家鄉的遊子內心感
動莫名。（註24）

註19
註20
註21
註22
註23

註24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41。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45。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45。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10。
藍馨歌，〈年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
長〉，<http://ysp16632.wordpress.com/2008/05/02/ >
，2008.05.02檢索。
藍馨歌，〈年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
長〉，<http://ysp16632.wordpress.com/2008/05/02/>
，2008.05.02檢索。

藤定一先生是他在異鄉遇到的第一個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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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李天德找到了工作，也順利進入

單位，讓他對鎮公所的大小事務幾乎樣樣精

關西高商夜間部就讀。白天在文具店工作，

通。而在衛生行政單位服務期間，李天德經

晚上上課，半工半讀了5年，終於完成在關西

常參與噴灑DDT消毒的工作，也深感臺灣公共

高商的學業。在異鄉生活的期間，李天德受

衛生條件的不足，以及藥品的缺乏，於是心

到了新藤老闆視如己出的照顧，感念新藤老

中開始有了從事藥品販售的想法。

李天德

闆的恩情之餘，也造就了李天德日後對員工
福利的重視以及無微不至照顧的主雇關係。
不過，在異鄉的日子十分艱苦，工作非

「開藥房不錯」、「你以後千萬不要
只在市場擺攤，要有出息些！去開西
藥房最好！」母親的話，在耳邊又悄
悄響起。（註26）

常繁重，然而他卻從未喊苦。
回想當時在大阪的日子雖然過得很辛
苦，但是卻也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
慣、及鍛鍊出堅忍不拔的堅強個性與
強健的體魄。我也有幸生逢在那個時
代，早已工商鼎盛、人文薈萃的國際
都市裡（大阪），親身體驗到日本人
有禮貌、愛乾淨、做事伶俐等優良的
習慣；更重要的是學習到了，聞名世
界的關西大阪商人，許多經商的技巧
與企業管理的觀念，為我日後從商創
業，奠下良好穩固的基礎。（註25）

戰爭結束臺灣光復後，由於李天德在日
本學的是商業，他認為久任公職無法發揮其
所學及所長，於是北上到「高平貿易公司」
，也就是知名成藥「龍角散」的總代理商任
職。李天德在此服務三年期間，認識了許多
藥界人士，也學到記帳、進口藥品的結匯等
興起了他自行創業的念頭。

圖8

1952（民國41）年李天德在大甲鎮開
了「永信西藥行」，專營國內外一百多家藥

二、回臺工作，創立永信

圖9

手續，奠定了日後創立藥業的基礎，同時也
李天德受到鎮公所的一致推薦成為正式的雇
員，圖為完成相關修業的證書（圖片來源：李
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就好好拚這一次！」李天德決定破
釜沉舟，勇往直前再創自己的事業高

用臺中大甲地區的人才。

廠的藥品代理及批發。李天德說：「取名永
信，就是做生意永遠有信用」。他認為唯有

經營藥品批發13年後，李天德有一次到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李天德在

守信用才能獲得顧客的信賴；而在經營批發

日本旅遊，參觀了一家打錠藥廠，發現經營

父母親的要求之下，搭上回臺灣的輪船。回

藥品13年的生涯中，他更深深體會到，唯有

成效十分良好。這次偶然的參訪，竟成了他

到臺灣之後，李天德進入大甲街役場（相當

藥品的品質優良，才是製藥商成功的最大關

在事業上，最重大的轉捩點。（註27）於是

於現在的區公所）服務，而在街役場工作期

鍵，因此「品質保證、信用可靠」也成為他

他投入兩百萬元資本，在1965年創辦了「永

間，他對於任何人交辦的工作，都不辭辛

日後邁入製藥業的座右銘。由於小時候經常

信藥品公司」，專門生產高級藥品，銷售國

勞、全力以赴、從不推諉。

在大甲鎮鎮瀾宮出入玩耍，大甲鎮上純樸的

內外。

民情的關懷，因此當創立永信藥品時，不忘

陸續接觸過兵役課、財務課、衛生行政等

回饋地方，創業的幹部及員工大多也都是啟

峰。（註28）
註25

註26
註27
註28

民風及溫暖的人情培養出他對鄉土的熱愛與
李天德在鎮公所工作前後共7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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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李天德與張玉英女士結婚，因為擔任講習會
老師的緣故，常與地方仕紳利用假日時間一起打排
球。而兩人就是在這段期間認識、交往的，因此李
天德對於排球更多了一份情感與偏愛（圖片來源：
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藍馨歌，〈年輕之時、我人在大阪──懷念會
長〉， <http://ysp16632.wordpress.com/2008/05/02/>
，2008.05.02檢索。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43 & 81。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08。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09。

這時的李天德已經四十多歲了，七個
小孩都尚未成年。

075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排球實業家 ---

永信剛開業的時候，李天德培訓了6位

為，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就是企業健康與安

通過美國嚴格的認證標準，成為臺灣第一家

業務代表，當時被永信的員工戲稱為「六壯

全的保證。因此早在30多年前，政府尚未訂

以頭孢子抗生素及一般製劑，同獲美國FDA認

士」。他們每天騎著偉士牌機車，跑遍全省

定法令規範之時，他就已要求員工騎乘機車

證的國產藥廠。

各地推銷藥品。由於李天德認為，業務代表

必須戴安全帽；開車必須繫安全帶；喝酒不

著公司的企業形象，因此嚴格要求業務人員

可開車等，將員工的安全視同公司的安全，

秉持誠信的經營原則，永信公司陸續在

的服裝儀容都要乾淨整齊，頭髮不能過長，

營造像大家庭般舒適、愉快、安全的工作環

馬來西亞、大陸、美國等地設廠。1993年5

鞋子一定要擦得光亮。李天德每天進辦公室

境。

月，永信股票正式掛牌上市，走向大眾化市
場；永信馬來西亞公司，亦於2004年在吉隆

的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六壯士的服裝儀容，

坡股票交易所第二交易板掛牌上市，成為永

不只是被要求服裝整齊清潔即可，他們的專

在1971年勞基法尚未頒布之時，李天
德就已制定一套「人事管理規則」，
員工們人手一冊，其中詳訂任用、請
假、獎懲、退休、福利等規範制度。
他相信「內部員工的滿意，是外部顧

業能力也廣受各方人士的肯定。

客滿意的最佳保證！」（註31）

採取一套帳以及誠實納稅的會計制度，除了

包括摩托車也要保持乾淨，因為儀容整齊清
潔是對自己也是對客戶的尊重，會影響顧客
的採購意願。（註29）而永信的業務代表並

李天德

信集團首家海外上市公司。李天德對誠信的
堅持，不只反應在他對藥品品質的堅持，也
落實在永信藥廠健全的會計制度上。他堅持
可以監控並確保產品製造的品質，更可以讓

一粒藥丸，一支針劑，不能算是最有
效的藥品。最有效的藥品是藥劑加藥
理，再加上正確的用藥情報。賣藥的
一定要懂藥！（註30）

1970年起李天德加入了臺中港區扶輪
社，多年來參加過國內外無數的扶輪社例
會，從創設社員、社長、助理總監、國際扶
輪3460地區總監，他始終維持著百分之百的

因此，李天德以「回來學習，出去服
務」的觀念來教化業務代表，親自加以訓
練、考試與實戰演練，讓所有的業務代表在
工作中不斷學習，也不斷的成長與進步。在
公司經營上，李天德更將成本透明化，設立
獎勵制度，激發業務代表不斷開拓業績的衝

出席率。扶輪的宗旨與服務信念，深深影響
他經營事業的理念，例如：永信的公司信念
「提供最佳的藥品，增進人類的健康」、永
信的公司歌「濟世救人、皆歡欣」、員工慶
生會、主雇之間的關係等，都看得出扶輪社
對李天德的影響。

勁，使得永信在短短幾年間就能夠業績穩
定，進而快速成長。

在李天德的想法當中，藥品製造是一
種良心事業，要有良好的品質保證，生產

三、視員工如親，經營企業負責、誠信

的產品才具有競爭力。因此，在他的堅持
下，1986年永信獲得衛生署核定為首家獲得

由於在日本期間，李天德親身體驗到老
闆對員工照顧的周到，讓他能夠始終以關懷
感恩的心，來照顧所有的員工。李天德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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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清楚了解公司的盈虧及資金調度情況。
在李天德要求下，永信的業務代表第
一次出貨給未曾合作過的客戶時，還
要繳交徵信調查報告，證明是合法的
藥商或診所才能出貨。永信內部作帳
制度及會計人員，有時比稅捐單位作

同時，李天德還主張，企業要懂得分享

度。也就是在這樣的堅持之下，永信藥品也

李天德與永信藥品公司歌，李天德背後是永信藥品公
司的LOGO。從公司歌的歌詞中，可看出永信公司的精
神與理念，也看得出李天德的價值觀（圖片來源：李
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永信藥品集團提供）

經營成果，永信的外勤業務代表在成本完全

到第三代就如同上市公司，所以他在有生之

公開情形下，以銷售貢獻額計算獎金；內勤

年都致力於將公司上市，讓大家共同監督，

人員則分享獎勵金紅利。李天德甚至在股票

以求公司能永續經營。

尚未上市前，就已實施員工分紅入股制度：
民國五○年代時一級主管可以分紅入股；六
○年代主管人員入股；到了七○年代，擴及
課長級以上人員皆可入股。

GMP認證的民營藥廠，更配合政府實施更嚴
格的cGMP標準，以達到國際級的藥品確效制

圖10

業還要嚴謹。（註32）

註29
註30
註31
註32

永信藥品公司雖然由家族經營起家，但
也建立了公開的制度，李天德認為，公司傳

註33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12。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48 & 152。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26。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26。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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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公司在我有生之年成立，也希望
能夠在我有生之日，推向上市公司，
在透明的制度下，讓企業能夠永續發
展。（註33）

這次經驗讓小小年紀的李天德立下志
願，有朝一日，他要蓋座更大的花園，種更
多美麗的花。而且他要推倒所有圍牆，讓所
有人能進來這座花園免費的欣賞、遊樂，因

註34
註35
註36

永信集團，〈李天德1923-2006感恩之旅〉，14。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33。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24。

註37
註38

李天德

莊茹珺，〈臺中縣大甲鎮永信杯排球賽發展之研
究〉，33。
黃靜宜、曾玉明、張耀懋，《無界花園：李天德
的逐夢人生》，240。

此也就誕生了日後的鐵砧山運動公園。其實
上市這年，李天德正好70歲，剛好成為
他七十大壽的禮物。而值得一提的是，當永

當年，李天德在買地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
多困難。

信正式掛牌上市時，股東必須增加至法律規
定人數，但李天德並不以老股東出售股權獲
利的方式來進行，而是以公司未分配盈餘轉
增資的分紅入股方式，配股給在永信服務超
過一年的員工，讓員工成為公司的老闆，大
家一起分享經營成果。（註34）
四、建設無界花園，完成兒時理想

事實上，在李天德的眼中做生意並非只

李天德回憶說：當時並不一定有錢就
買得到土地，因為有一些地主並不願
意賣地給他。而其中有一位七十多歲
的老先生，原本不肯賣地，李天德就
常常去拜訪這位老人家，與他閒聊、
磨菇。磨久了以後，老先生終於鬆口
問他買地要做什麼用，李天德說他是
要辦排球賽、建運動公園，讓民眾上
山來遊憩玩耍用的，最後這位老人家
才終於答應賣地給他。（註37）

有賺錢，賺了錢之後能夠回饋社會更重要。
所以，在永信藥品公司成立10年後，他便買

為了一圓建設運動公園這個夢，李天德

下故鄉鐵砧山上近八甲土地，建設為運動公

最後終於成功地將鐵砧山上近八甲的土地收

園。

購完成。在此之後，他更以身作則，親自帶
領永信公司的幹部同仁們利用假日到山上割
在這背後其實有段小故事：在李天德

草、搬石頭，積極建設永信運動公園，免費

小時候，他的家鄉有戶大戶人家，家中很有

提供民眾運動健身。直至今日，鐵砧山運動

錢，就在他們家裡蓋了座大花園。李天德幼

公園的規模也隨著永信集團的成長，不斷擴

時覺得這座花園非常漂亮，因此常爬上牆

充面積，目前整個園區的範圍已超過八甲。

頭，欣賞花園景致，但是沒想到有一天被主

每年永信藥廠維護運動公園的費用，就超過

人發現後，卻以一句「囝仔！你在看啥！」

300多萬元，但仍然是完全免費供大家使用，

對他大聲斥喝，讓他備感委曲。（註35）

實現了李天德「無界花園」的理想，政府也
將鐵砧山規劃為國家示範風景區。

將來我一定要蓋一座更大、更漂亮、
沒有圍牆，可以讓每個人都可以免費
欣賞、自由進出的大花園。（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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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鐵砧山運動公園就是李天德「無界花園」的理想，圖為鐵砧山上的白觀音以及
李天德塑像（圖片來源：筆者於第四十屆永信杯參訪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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