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場：87/04/10（五）   10：00—11：30AM 

        主講人：台北市 陳水扁市長 

        主持人：台大商研所 林能白所長 

        講  題：『阿扁市長的領導經驗』 

        背景介紹：陳水扁市長曾是台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工商管
理學系前身）的學生，因此能邀請到陳市長來擔

任講座的主講人更是意義非凡！陳市長在演講

中指出「管理」是無所不在的，且能運用在社會

的各個角落；舉例來說，市政的經營，就是一個

人的經營，人的經營就是一個心的經營，心的經

營就是一種觀念的革命，簡單的講，就是一個『管

理』的問題。過去大家對政府的印象，就是一個

衙門，冷冰冰的、沒有感情，跟人民彼此之間有

非常大的距離，很多人覺得政府跟我沒有任何關

係；事實上，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沒有人民就

沒有政府，所以陳市長在任內推動所謂的市民主

義、社區主義，並從戶政、區政的改革開始做起，

讓台北市民覺得受到禮遇與尊重，進而帶動其他



地方政府的跟進效法。 

阿扁市長的領導經驗 

台北市  陳水扁市長 

陳水扁市長主講： 

    陳校長、林所長、各位師長、各位嘉賓、各位年輕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再次的回到母校。特別是我過去曾經就讀過的，不是商

學研究所，而是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來跟各位學弟妹見面，能夠有機會向各位來

請益、來學習，還是感到非常的榮幸。 

雖然沒有機會念完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作一位工商管理組的逃兵，實在非常

的沒有面子。但是看到一位這樣的學長，在任何一個舞台還能夠有一定的扮演，

我相信應該沒有給各位「漏氣」，也應該向各位有一個最起碼的交代。 

管理的重要性 

    不過，話說從前，工商管理，不只是「工」跟「商」，最重要的是「管理」

這兩個字。雖然我沒辦法有機會唸完工商管理，但是在很多的舞台跟扮演，還是

離不開「管理」這兩個字。特別過去在國會殿堂，有機會參加國防委員會，兩度

出任國防委員會的召集人，讓我有機會寫下兩本國防問政的專書，其中一本就是

我的心得，也是我的結論。所謂國防的問題，簡單的講，就是一個管理的問題。

所以今天為什麼事情很多？為什麼很多的事情沒辦法解決？簡單的講，管理出了

問題。 

    一樣的道理，今天我在台北市政府，來為我們的市民同胞服務，基本上，所

謂的市政經營，也是一個管理的問題。所以，我記得在三年多前，在我擔任市長

所舉行的第一次市政會議，我送給我們一級政務首長一本書，就是「顧客也瘋

狂」，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仁能夠體認到，如何讓顧客也瘋狂。我們的市民同胞就

是顧客，就是主人，如何讓我們的主人，如何讓我們的市民同胞也瘋狂，這個就

是我們要來追求的理想跟目標。 

    因為很清楚的，所謂市政的經營，就是一個人的經營，人的經營就是一個心

的經營，心的經營就是一種觀念的革命，簡單的講，就是一個管理的問題。所以

雖然離開學校二十幾年的時間，今天所談的還是原先有關的管理的問題。 

今天我願意用幾個非常顯著的案例做一個引言，也做一個開場白，我希望能

夠留更多的時間，等一下來給我們各位師長、各位年輕朋友來提出更多的問題，

好做雙向的溝通。 



 

 

市政施政理念     

    我依稀記得，在三年多前，整個市長的選戰非常激烈，但是讓我們覺得非常

納悶的一個地方，因為一個非常單純的地方選舉，變成一種好像所謂的意識形態

之爭，甚至所謂的統獨問題，甚至族群的對立與矛盾，都出爐了，我覺得這並不

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挑起的人沒有當選。今天我當選了，我就有義務、有責

任來做這一部份的敉合，否則整個市政的推動就會發生問題。 

    我的理念很清楚，就是雖然我是某一個政黨所提名而當選的市長，但是當我

當選以後，我就不是屬於那個黨的市長，而是屬於全民，不分黨派、不分族群，

大家共同的市長，我不能夠因為選舉期間的那一些問題，來影響到整個市政的推

動，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的用心和苦心。 

    好比說，我必須行禮如儀的來向我們的國旗，來向我們的國父  孫中山先生

的遺像來宣示就職。而且我們必須每天準時的把我們的國旗升在我們市政府的大

樓之上，升一面國旗還不夠，我還添加兩面，所以也大概說在一個政府機關，每

天升三面國旗的可能是台北市政府。 

    另外，我們也了解到，包括我就職之後一個禮拜，我參加總統府的升旗典禮，

我也揮著我們的國旗，雖然引起一些的爭議，但是我還是做對了一件事情，因為

我不希望整個市政的推動，還讓有些人利用這個議題來引起爭議，我覺得這是非

常不好的一件事，所以我們用這種具體的行動。後來有一些議員還在議會來給我

進行所謂的獻旗，結果被罵的不是我，而是那一位給我獻國旗的議員。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們是用這樣的一些小動作，一些非常具體的行動，可以

化解很多爭議於無形。所以，三年多來，有關這一部份的議題，基本上已經不成

為問題。 

    一樣的，在用人方面，過去有一些疑慮跟不安，但是我們也用具體的行動。

很清楚的，用人為才，不分黨派，不分族群。所以在市府的團隊裡邊，不只有跟

我同黨籍的政務所長，也包括不同黨籍的「國」、「新」兩黨的黨員，或者堅定

的支持者。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認為民進黨好不容易打下天下，為什麼不能夠

獨得？為什麼要跟人家一起來分享、來共用？為什麼要庶出這麼多的行政職員？

我還是覺得很多的事情，給別人機會，就是給自己機會；給別人空間，就是給自

己空間。 

    基本上，台北市是一個多族群的都會，是一個多黨派的城市，所以我們不能

夠故步自封，自我設限。所以當初我要組成小內閣時，有些首長非常地不好意思，

說：「在市長的選舉，我又沒有投你一票，為什麼你要用我？」甚至有人說：「我

連閩南話都不會講，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市政推動？」但是我還是覺得，用人唯才，



不分黨派，不分族群，不管你過去有沒有支持我，你會不會講閩南話，只要你是

人才，就是國家的人才，就是我們要重用的人才。所以整個市府的團隊，就是在

這樣一個想法之下，我們能順利的組成，也能順利的推動。 

基本上，三年多來，我非常滿意目前的這種組合；基本上，我們還是非常的

有胸襟，非常的有雅量，用人唯才，不分黨派，沒有任何族群的問題。所以，我

們就走出非常順利而成功的第一步，緊接著，我們就可以慢慢地把一些市政經營

的管理理念，逐一地落實在整個市政的推動中。 

「市民主義」的推動 

    過去大家對政府的印象，就是一個衙門，非常冷，冷冰冰的，沒有感情的一

個衙門，跟人民彼此之間有非常大的距離，很多人民沒辦法覺得政府跟我有關

係。事實上，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沒有人民就沒有政府，所以我們推動所謂的

市民主義、社區主義，但是還是非常的抽象，怎麼辦？如何讓我們的主人，讓我

們的頭家，讓我們每一位成員能夠感受到作主人、做頭家的驕傲在哪裡？喜悅在

哪裡？我們就從第一線開始改革起。 

    所以戶政、區政的改革就是我們要踏出第一步，來落實市民主義、社區主義

的一個重要開端。很多人過去到戶政事務所、區公所洽公辦事，實在是活受罪，

有時候滿肚子的氣。為什麼作為一個主人，要被我們公務員、我們的公僕這麼樣

的侮辱？我覺得非常的對不起。但是，三年多來，我覺得大家可以做一個最好的

見證，當你有機會走到我們戶政事務所、區公所的大門，馬上就有人來給你打招

呼，請你就座，當你坐下來，馬上就有人端茶到你面前，你茶還沒喝完，大概事

情已經辦好了。 

    過去如果你要就座，大概我們服務櫃台一百二十公分高，你看不到我們的同

仁，我們的同仁也看不到我們的市民同胞，他在裡面就可以一邊喝茶、看報紙、

織毛線、打電話，甚至可以準備高考跟普考。但是我們認為這些都是不對的，作

為一個公務員，我們領市民的血汗錢，我們應該要非常親切地、有效率地，來為

市民同胞做最好的服務。所以我們把一百二十公分高的服務櫃台降低為七十五公

分，大家平起平坐，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同仁在早期的時候，真的還罵我，說我做市長的一點人性化都沒

有，因為他天生下來，根本就笑不出來，反正他臉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還是覺

得，百貨公司的電梯小姐、服務小姐，都能訓練到能面帶微笑，為什麼我們受過

高等教育反而做不到？如果你真的笑不出來沒關係，我們請禮儀專家來給他們上

課、來訓練，教他們怎麼笑才會笑的自然。今天，我相信很多的事情還是解決了，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們非常的欣慰，我們這樣的改革不但帶動了市政改革的第

一步，連稅政、地政、醫療行政也都能比照辦理。 

    在今年的一月，我們整個戶政工作的革新也受到國際ISO 9002品質保證的

認證，也許在民間企業能通過 ISO 9002 國際品保認證的很多，但是作為行政部



門，我們是全台灣的第一個，也是全亞洲第一個通過 ISO 9002 國際品保認證的

行政機關，我們感到非常欣慰。但是我們還是不滿意，因為我們相信有方法可以

做的更好。所以包括整個區、戶政的服務，我們有些還可以服務到家，一些年滿

六十五歲的長者，或者殘障的同胞，或者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或者在家裡不

便出門的，我們可以服務到家。另外我們還是覺得，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不是那

麼死板，可以到處都有區公所，可以處處都有戶政事務所，所以我們目前又有工

作站，大概平均四、五個里有一個區、戶政的工作站，我們希望大家能就近辦好

自己所需要的區政及戶政的服務。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們覺得只要你有心就有力，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現

在不是政府機關在學習民間企業經營成功的理念，反而有很多民間的企業來到我

們市政府、區戶政單位來參訪，來學習，這也是我們感到比較欣慰及驕傲的地方。 

交通問題的改善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過去我們整個市政的推動，為人所詬病的就是交通的問

題。很多人談到台北市的交通，幾乎都要搖頭，甚至每次參加交際應酬遲到，最

好的說詞就是「台北市的交通太亂了，交通堵塞，所以讓我遲到，罪不在己」。

但是現在，很多人如果要用同樣的理由，可能很多人就不相信了。但是過去大家

也能了解到，如果要改善台北市的交通，很多人絕對沒有信心，因為很多人認為

台北市的交通已經死了，沒救了，但是我們偏不信邪，因為我們堅信，有心就有

力。 

    好比說像公車專用道，大家覺得要做很簡單，但是做了以後就像過去南京東

路，造好了卻沒辦法正式通車，還是要被迫拆掉，非常可惜。但是兩年前，我們

做了七條公車專用道，花了七個月的時間，先後完成七條。剛開始時，市民同胞

非常反彈，我們做過很多民意調查，贊成的比例很低，而反對的聲浪非常之高，

但是我們認為要改善台北市的交通，只有從交通執法、交通工程、交通管理，多

管齊下，標本兼治，軟硬兼施，才能奏效。我們還是認為根據學者、專家的看法，

交通管理，特別是公車專用道的鋪設，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能夠渡過抗拒

的難關，最後我們成功了。 

    因為大家要了解，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前，我們公車族的流失率，大概每年平

均以4％左右在流失，但是我們做了公車專用道以後，在民國八十五年的年底馬

上止跌回升，不但不再流失，反而有一些正成長，雖然還不明顯，但是我們做統

計，我們目前公車族的正成長比率大概將近5％，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其

實我們也了解到，台北市大概平均一個月要增加將近一萬輛的機動車輛，包括轎

車及摩托車，台北市的馬路不可能再加長，不可能再拓寬的情況之下，要有效的

改善我們台北市的交通，該怎麼辦？如果沒有任何科學的方法，實在非常的困

難。但是我們能夠一步一腳印的在前兩年能得到大家肯定的掌聲，讓我們走出信

心的第一步。 



    其中，我們非常欣慰的就是我們的捷運系統。大家想看看捷運系統，我們花

了那麼多的錢，但是像木柵線（第一條線）完工了，卻沒辦法順利通車營運，這

是一個世界級的笑話，也是讓整個台灣的科技界、交通界蒙羞，但是我們還是堅

信，有心就有力。剛開始我要告訴大家問題怎麼解決，如果當初我不用這一種方

法，今天整個捷運木柵線不可能通車，而捷運木柵線沒有通車，就不可能有第二

條淡水線的通車，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剛開始，我要找捷運局的局長，沒有人願意做，因為我只有一個條件，大家

都不願意支持。我說：「有關捷運木柵線要走出第一步，一定要經過學者、專家

的彙整，大家認為沒有問題，安全沒有顧慮，那我們才能夠走出第一步。」結果，

很多人我希望他來出任捷運局局長，但是大家都說不要，因為他們反對體檢，他

們反對彙整，但是我說：「你不體檢，不彙整，老百姓沒有信心，消費乘客沒也

信心，縱使通車了，沒有人坐，那該怎麼辦？」那到底有沒有問題，我是外行，

我不是專業，我也不曉得，所以我只有請海內外的二十位學者、專家來給我們做

彙整。我們在場的林所長也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謝，經過幾個月，我們大家彙整的結果，發表了三大冊

的捷運紅皮書，問題還是很多，但是非常感謝，非常幸運的地方是這一些問題是

可以解決、補強的，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們花了三億新台幣，花了幾個月的時

間把它改善、補強後，才能在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八號正式通車營運。 

    但是，通車營運大概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馬特拉公司就撤走了，實在非常的

不幸。當時的零組件沒有任何的著落，甚至連營運的基本程式也被他們帶走了，

並沒有留給我們，還好我們的同仁還是滿聰明的，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馬特拉

可能有那麼一天還是會拍拍屁股就走，所以我們就偷偷地拷貝兩份，所以這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讓我們沒有停擺。第二，這些零組件大概只有半個月的存量，

半年的存量，後來我們也克服萬難，到今天我們找到很多的替代品，所以沒有馬

特拉，我們自己「拉」，我們也「拉」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告訴大家到昨天為止，

整個捷運木柵線兩年來的運量已經超過三千一百五十萬人次。雖然還有一些小狀

況，但基本上安全沒有任何問題。 

    其次，我也要告訴大家，當初之所以還會發生問題，有些是「人」的問題。

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呢？就是捷運公司跟捷運局彼此之間沒辦法兜合的問題，

包括捷運局上上下下沒辦法一條心的問題，這一種問題比機械的問題還來得嚴

重。所以我發現這個問題，那今天該怎麼辦？你說捷運局局長再給他兼捷運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三合一，還是會出問題，所以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人的因素

有時候在整個企業的經營，佔了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今天兩個單位，大家能夠

一條心，不分彼此，沒有本位的立場，不會像過去互扯後腿來分散力量，來抵消

力量，所以有了第一條捷運木柵線的成功。 

    緊接著，我們的第二條淡水線也在去年分成兩階段完成通車營運，到昨天為

止也超過兩千五百萬的人次，才一年的時間，兩千五百萬的人次搭車。特別我要



告訴大家，在整個捷運淡水線剛開始的幾個月，一個月才一百五十萬的人次搭

車，緊接下來幾個月之後，在去年的下半年才慢慢地提高到一個月兩百萬人次。

去年年底，我們只增加七百公尺，增加一站，結果又把運量提高到兩百五十萬左

右的人次。而在今年三月十四號，我們提出一些大優惠的措施，我們又把運量往

上提升，在上個月我們的運量是三百二十二萬人次，我相信這一個月，我們絕對

可以突破三百五十萬的人次。從一年前的一百五十萬到今天，我們這個月可突破

三百五十萬的人次，至少一個月增加兩百萬的人次，也讓我們慢慢地走出信心。 

    所以今年(第三年)中和線要全線通車，緊接著第四年新店線要通車，接下來

第五年，公元 2000 年，我們的南港線要來全線通車。特別南港線的黃金路線，

東門町到西門町，從萬華龍山寺站一直到統領百貨，七公里七個車站，我們也會

提前在明年年底與新店線同步來完成通車，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整個台北市的交通能夠有所改善跟這一些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當然，最後我特別要提的一點，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整個市政的經營非常重

要的地方，也許很多人沒辦法充分理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但是也因為我非常正

確的管理理念在這個地方落實，慢慢地也看到一點點的成績。 

目標管理 

    今年是我們的「三安年」，所謂的「公安」，所謂的「治安」，所謂的「交

安」。講很簡單，但是大家所看到的交安的問題多麼嚴重。我昨天看到一個數據，

大概從民國七十六年到民國八十五年前後十年做統計，警察單位告訴我們發生交

通事故二十四小時內死亡的來做統計，平均一年台灣地區死多少人於車禍，大概

是三千三百七十幾個人。而如果根據衛生單位來做統計，他們的統計是說，交通

事故發生了以後，一年之內死亡的都包含在內，大概十年之間，平均一年有七千

三百多人死於車禍，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所以不是空難才嚴重，平常我們所看到

的在平面的公路上，在高速公路、在一般的馬路的車禍死亡人數，一年之內死亡

的就高達七千多人。但是我覺得整個交通的改善不在於交通速率的提升，而且也

應包括整個車禍死亡人數的減少。 

    在台北市，人多車多，交際應酬多，所以我曾經算過民國七十一年到民國八

十五年，十五年的時間，在台北市平均一年有兩百零五個人死於車禍。民國八十

五年，我們雷厲風行做了一些改革跟要求，我們已經把數據降到十五年來的新

低，死了一百七十三個人，一百七十三個人是十五年來最少的一次，去年我們目

標一百五十人以下的死亡，後來達到一百三十四個人的死亡，是二十四年來最少

的一次。大家想看看，二十四年前，人沒有這麼多，車子也沒有這麼多，交際應

酬也沒有這麼多，但是交通事故死亡的竟然比二十四年後的去年還要來的多。 

    今年我的目標一百人以下的死亡，這個就是目標管理，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我就是這樣的要求，今年一定要降低到一百人以下的交通車禍死亡人數。從一百

三十四個人要降到一百人，要減少三十五個人才能夠達到九十九個人，換句話



說，一個月要給我減少三個人。我們很欣慰的，一月份少了四個，二月份少了五

個，三月份少了六個，到現在為止，這個月過了九天，我們是少了四個，所以加

起來是少了十九個。去年同期死了五十三個人，今年到昨天為止死了三十四個

人，減少了十九個人，將近百分之四十的減少率，所以我有信心在年底達到一百

人以下的死亡。 

    至於市長在做什麼？天天就是要看一些路報表，到底昨天發生多少件的車禍

死亡？與過去的同期做比較是進步或退步？有退步的話，我紅筆一批，我就要求

了，如果再退步，我就要辦人了。就是「拼」，沒有什麼祕訣，就是拼，這個就

是目標管理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用這一種精神，我們來辦我們的市政。  

    一樣的道理，火災過去大家也了解到，像這一次春假期間發生的火警，我們

真的非常的難過，一家大小十幾個人死亡。在台北市過去也是一個火燒台北城，

所以你上KTV也害怕，住賓館你也害怕，住在家裡也害怕，到處都是害怕，什麼

時候會發生火災沒有人知道。 

    民國八十三年以前的前五年，平均一年有五十八個人死於火場，民國八十二

年是最高峰，一年九十九個人的死亡，但是我還是覺得有心就有力，每天都是要

做目標管理。民國八十四年我把他降低到二十七個人，民國八十五年降到十七個

人，去年稍微退步，也不過是二十三個人，三年平均起來，一年二十二點多，大

概是過去五年平均----五十八個人的不到一半。 

    今年我的目標，就是過去三年最少的一次死亡----十七個人的死亡，作為我

努力的目標，要降到十七個人以下。在台北市，到昨天為止我們一共死於火場的

是六個人，去年的同期是十二個人，所以至少減少六個人是減少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每天我都提心弔膽，非常害怕消防局從電話那一邊又傳來不好的消息，我真

的非常地擔心。 

    所以我希望用這樣的一個觀念來告訴大家，很多的事情沒有什麼樣的祕訣，

只要你有心，只要你關心，只要你要求，很多的事情就能夠有一點點的成績。 

    所以講到治安，大家會想到去年的「白案三嫌」，台北市真的被這三個人搞

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我們真的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對不起大家，但是除了

這樣的一個個案之外，基本上台北市的治安狀況，根據行政院所公布的「國家競

爭力」比較，台北市的治安不可以跟澎湖比，台北市的治安不可以拿來跟台東比，

沒辦法比，但是我們都會區跟都會區比，我可以告訴大家，行政院的報告顯示，

在整個重大犯罪，這一些暴力犯罪的防治，包括殺人、強姦、搶奪、強盜、綁架

等等，這種重大刑案的防治，我們台北市跟高雄市、跟台灣省五個省轄市，七個

做比較，我們是最好的一個。 

    但是我們還是不滿意，今年我們把它列為三安年，治安作為重點，而且宿竊

是治安中的治安。結果三個月過去了，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大家，我們一般竊盜

這三個月來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左右，重大竊盜大概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而有關重



大刑案的發生，我們大概減少了百分之十。但是我們還是不滿意，因為我們相信

有方法可以做的更好。 

    那我們怎麼樣做到？過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雷厲風行的掃黑、掃黃，包

括掃當非法的電動玩具店，包括我們在去年的二月二號實施對青少年的保護措

施，確實這樣慢慢的做，慢慢的累積，還是有一點點用，但是今天要落實這些談

何容易？一個祕訣。為什麼警察要聽你的？所以就講到說今天對一個人的管理。

如果說你管不到，如果你沒辦法跟他有關係，那我相信他不一定要聽你的。 

    所以講到三年多前，為什麼我要爭警察人事權？如果你沒有警察人事權，為

什麼他要聽你的？為什麼叫他去掃蕩非法的電玩，他要照做？要把色情業趕出住

宅區他要照做？要實施對青少年的保護措施，如果說在做不到的情況之下，有些

可以依照兒童福利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嚴重的話給他斷水斷電，誰來做？當然

要靠公權力，要靠我們的員警同仁。如果你沒有警察人事權，你該怎麼辦？所以

問題就出這個地方。但是我非常感謝我們的員警同仁，非常的認真，非常的努力，

雖然大家還不滿意，至少大家盡心盡力，還是有這樣的一點點的成績。 

所以很多的事情，我還是覺得管理非常重要，市政的經營就是一個管理的問

題，我希望能夠用這樣做一個開場白跟一個引言，也許太長了一點，但是希望大

家能夠有一些體會，最後我還是希望留更多的時間來給各位發問。 

 

Q&A 

Q1.林所長： 

    聽到陳市長剛剛的談話，讓我們學習管理的人對於管理更有信心。剛剛

陳市長提到很多跟管理相關的觀念，跟管理相關的做法，所以我們相信管理

是可以運用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我先請教他第一個問題。陳市長，剛剛您有特別提到，我想您一直在強

調，人的因素在整個管理裡面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台北市政府的整個經營

團隊給大家的印象，好像是相對於其他的政府的經營團隊，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年輕化好像是市政府經營團隊的一個特色。那麼，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您是基於一個什麼樣的理念，來建立這樣一個比較年輕的經營團隊？另外一

個就是，在帶領這樣一個年輕的團隊的時候，需要什麼樣的特別的做法？ 

 

  陳市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許大家已經發現，如果要做好事情，讓年



輕人有機會，有空間，有舞臺是非常重要的。那當然跟我自己本身不算太老

也有關係，不過有時候也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個人常常在這樣想，年輕就是本錢，年輕人有金頭腦，有理想，有抱

負，有熱情，甚至可以為了工作而晚上不睡覺。今天誰在寫歷史？誰在創造

歷史？誰在改寫歷史？當然是我們年輕人。所以無可否認的，每天我們所看

到的報紙是誰寫的？大部分都是我們年輕記者朋友所寫的，也許他們年歲只

有二、三十歲左右。另外我們每天所看到的電視新聞，是誰跑出來的？包括

一些主播，都非常的年輕。國會殿堂那麼多的國會助理，我相信都是三十歲

左右。所以如果國會議員有一點點問政的成績，一半以上都是這一些年輕的

國會助理，他們的心血結晶努力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最好的見證，為什麼在政府的部門，我們不能讓年

輕朋友有更好的機會？三年前，我用「羅」、「馬」兩位來做我的競選執行

總幹事，很多人笑我說：「讓小孩子來玩大車，穩死的」。那事實證明，我

當選了。雖然他們過去可能沒有非常豐富的競選經驗、助選經驗、掌舵經驗，

但是有時候年輕人的潛力絕對是無窮的，看你怎麼樣去用他。沒有錯，中間

一定會出一些狀況，也會有一些錯，但是只要小錯沒有關係，大錯不要有。

既然要用人，要用年輕朋友，你要大膽的讓他有揮灑空間，你不要給他太多

的限制，只要你方向盤稍微注意一下，那其他的部份完全交給我們年輕朋友，

所以市府的團隊大概也是這樣組成的。 

    我還是覺得，年輕人做事，絕對不是所謂的毛毛躁躁，年輕人做事有他

的理想，有他的熱情，讓我們永遠不會跟社會脫節。而且因為年輕人一直在

創造歷史，在改寫歷史，所以從年輕人的機會裡邊，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國

家未來的一些希望。我用人的哲學很清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當你要

用他時，你不要對他有任何的懷疑。也許有很多的污蔑，很多的抹黑，但是

「理」不為所動。但是如果真的有問題，那我相信還是要做一個調整。不能

夠因為有問題，你還是執迷不悟，那我相信你沒辦法做有效的管理。那對於

一些其他的同僚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我是持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剛才我們林所長講了，各位不要妄自菲薄，各位將來一定有非常好的一

個空間跟機會。不只我重視年輕人，不同的政黨也慢慢的知道年輕人的重要

性以及他的無窮潛力，可以有更多更好揮灑能力，這一點也是慢慢的走出我

們年輕朋友更美好的一片春天。謝謝！也祝福各位！ 

 

 

Q2.林所長： 

    我再從陳市長剛剛的前言延伸出一個問題來請教陳市長。陳市長，您剛



剛特別強調整個市政的經營是非常重視市民感受的，也就是所謂的「市民主

義」、「社區主義」，甚至在一上任時就送一級主管「顧客也瘋狂」這本書。

那市民的感受可能是隨時在改變的，我們很好奇的想知道，作為一個領導者，

您如何掌握市民期望的改變？ 

    另外，我想經營一個組織，除了市民、也就是顧客的需求外，可能還有

一些其他非常重要的環境因素，他們也都是一直在變動的。所以作為一個市

長，您認為除了市民的期望外，還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環境因素、環境變動

是需要去充分掌握的? 

   陳市長： 

    作為一個行政首長跟民意代表，儘管目標一致，都是在為民服務，但是

由於角色跟扮演的不同，也有很大的不一樣，我常常舉所謂的「桌子理論」

來說明這一點。 

    所謂「桌子理論」是指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看同一張桌子是不同的，畢

竟看的角度還是不一樣的。民意代表由於有很多人，所以他代表不同的民意

來組成議會，監督政府的施政，所以他只要站穩某一個立場，代表部份的民

意，就可以善盡議員的職責，而獲得人民的愛戴。所以他看桌子，他可以不

看桌子底下，他可以只看桌面，而桌面有四個角，他只看其中的一個角就可

以了。儘管另外三個角可能比較重要，但是只要有一個角，那就是他所要代

表的選民，這樣的話，他還是非常的稱職。 

    但是作為一個行政首長，做事情看桌子，不能夠只看桌面，還要看桌子

底下很多的死角，很多的暗處。也許民意代表他可以裝得沒有看到，但是作

為行政首長非看到不可。你不能夠偏瞥，你不能夠有任何的成見；其次，看

桌子上面四個角，你不能夠像民意代表只看其中一個角度，四個角儘管有大

小，但是都一樣重要，你不能夠只相信其中的一個角，你要看所有桌面上四

個角，連同桌子底下的死角之後，你才能做多元的思考，最後做一個比較符

合民意判斷的決定。 

    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當然民意非常重要，但是所謂民意如

流水，有時候也不能夠完全的按照民意。剛才我舉一例子，如果說你要問市

民同胞對於公車專用道，你同意政府來做嗎？剛開始大家很多的疑慮、不安，

也許溝通不良，也許有很多的誤解，在初期確實是有很多人反對公車專用道。

如果說你要尊重民意，以民意調查所做的結果為主，那你是不是不要做了？

所以有時候交通管理的這種專業意見，我們也不能不兼顧。但是最重要的是，

讓市民同胞慢慢的體會到，我們公車專用道絕對不是如大家所想像的，會帶

來不安全，會帶來因為車道的減少所以會影響大家的行車速率，事實上，各

行其道，井然有序，反而可以改善交通，而且讓我們更加便捷，更加安全。



所以有些政策需要時間來考驗，有些也需要之後用事實證明，我們這樣做是

對的，有時候民意是可以導正的。 

    一樣的道理，有些議會也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一個重要的意見表達的舞

臺，但也不是說政府部門完全都要按照議會的決定。好比說議會的決定有時

候會違法，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很多人認為說，有關於捷運的票價應該

要交給議會來審議通過，這樣讓議員可以監督市政。但是明明「大眾捷運法」

規定，有關於捷運票價的決定，不必經過議會，而是由政府聘請一些學者、

專家、會議審議的委員來審議就可以做決定。所以議會如果做了決定以後說：

「你非送來不可」，但是明明違法，我們該怎麼辦？好比說這個問題我們請

示交通部的結果，他們認為議會的決定是違法的、是無效的，這時候我們就

肅然照辦。所以有時候我們應該要尊重議會，但是也沒辦法百分之百接受議

會的任何決定，這是一個非常兩難的地方。 

    同樣的道理，有些事議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民意又是另外不同的看法。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比說我們要來掃蕩非法的電玩，好比說對於一些重

大的、惡性的違規，我們要來加強拖吊，而且要增加處罰跟收費。我們並不

認為說大小違規都是一樣的處罰，這樣是有失衡憑的原則，一般的小違規，

你說要跟大違規停在人行道上，停在消防栓的旁邊，公車站牌的旁邊，或者

並排停車，兩排、三排都是一樣的處罰，我們覺得這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

們這樣做，我們問老百姓，老百姓都是贊成我們市府這樣做，但是議會又會

有不同的意見，那該怎麼辦？ 

    所以包括我們一些雷厲風行的掃蕩非法的電玩，我們對於一些色情行業

的掃蕩，包括青少年保護措施的落實，我們都曾經做過多次的民意調查，但

是只要有多數民意站在我們這邊，也許議會還會有不同的意見，我們還是儘

可能的來懇求、拜託、溝通我們議員先生，來給我們做最大的支持，或者能

諒解我們的決定。 

    所以很多的變數，什麼是民意？有時候沒辦法用非常簡單的算術來說只

有一個答案，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變動當中。所以，存乎一心，怎麼辦？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我覺得很多的事情，應該是從各種的角度來思考，不是只

有一個準則，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淺見，謝謝。 

 

Q3.林所長： 

    我再請教陳市長一個問題。陳市長，當市長以前，您當過律師，當過立

法委員。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您擔任過兩屆的黨團幹事長，基本上，幹

事長本身也是一個團隊的領導者，只是黨團的團隊我想跟市府的團隊性質上

有相當大的不同。所以在這兩個階段您都是在演一個領導者，但是領導不同



性質的團隊的時候，您的領導的理念還有做法上是不是有些什麼不同？ 

 

   陳市長： 

    基本上，黨團跟市府有一些是相通的，但還是有不同之處。黨團當然是

團隊，市府也是團隊，但是黨團的成員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且都是一方

之霸、不同選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誰怕誰？所以一個幹事長，也許是所謂

的國會領袖，但是，基本上還是要為這些黨團的成員做最好的服務，沒有所

謂的上下關係，這一點是市長跟市府的同仁與市府的首長，基本上的不同之

處。 

    所以做市長，你對於市府的首長覺得說他不勝任，你懷疑他，你不能夠

用他，你可以做一個最好的人事上的安排跟調整。但是，在議會裡面，你作

為一個黨團的幹事長，你對這一些成員也許他的表現並不怎麼樣，甚至你失

望了，但是他來自選民的付託，你作為幹事長沒辦法做任何處置，只能等到

任期屆滿，再交由選民來給他重新打分數。 

    另外，我們也了解到，整個黨團運作的目標是如何讓每一個成員有不同

的空間，不同的角色扮演，也許他不是最好，但是畢竟他也是國會議員，也

是一百多位立法委員其中的一個，你還是要尊重他，你還是要讓他有非常好

的、一定的扮演。這一點跟我們作為市長在市府的團隊，如何讓每一位不同

單位的首長跟同仁有一定的扮演及一定的發揮，這種精神是完全相通的。 

    基本上，團隊就是團隊，現在的時代就是一個團隊的時代。在前幾天，

我也跟我的同仁講：「大家好好的努力，水漲船高」。所謂水漲船高不是說

陳水扁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水漲，大家都能夠船高。我的意思是講：「好，

大家都有面子；如果不好，大家都沒有面子」。所謂「水漲」也是代表不同

的個體，你水漲，船高，代表一個團隊大家都因為你的水漲與有榮焉，我們

認為這一種觀念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些市府裡不同的單位，他會互扯後腿，抵消力量，我常常告訴他

們，不要有本位立場，有問題大家彼此溝通，不一定要公文旅行，大家可以

通個電話，可以開個協調會，馬上把問題解決。否則這一個單位出事，那我

相信，整個市府的團隊都會受到影響。 

    一樣的道理，在國會殿堂裡、在黨團裡，如果一個成員發生事情，不是

那一個成員單獨的事情，整個黨團及所有的團隊都會受到波及跟影響，這是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些是相通的，有些是不一樣的。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要讓不同的個體能夠有充分發揮的空間，大家水漲自然船高，這一點我

還是覺得非常重要。謝謝！ 



 

Q4.林所長： 

    我再請教陳市長一個問題，然後就開放給大家跟陳市長溝通。我想我們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領導者，他們各有不同的領導風格，那麼有些可能比較

強調果斷，有些非常重視溝通。那麼我想很多人很想知道，陳市長您個人比

較欣賞的領導風格可能是什麼樣子？ 

 

 

   陳市長： 

    沒有特別欣賞的領導風格，最主要還是要做自己，沒辦法互相學習跟仿

效，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質，沒有絕對的說哪一種風格是對，那一種風

格是不對。 

    以我個人而言，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像什麼。但是當你要做什麼像什

麼，你必須要全力以赴，那就一定會成功。我個人常常講，很多的事情，大

家的認真、理想跟目標可能沒有多大的差別，但是毅力跟意志可能會不一樣。

有些人剛開始認真的要命，但是虎頭蛇尾，沒辦法堅持到底。那我這個人沒

有什麼樣的好處，我就是很勤奮。 

    很多的事情要成功就是要找方法、要貫徹，如果我們不想成功，我們當

然很容易可以找很多的藉口，我們也可以自圓其說，但是我還是覺得，一個

人要成功，毅力跟意志力是最重要的，也是成功的重要關鍵。 

    所以在整個市政的推動過程當中，也許有人會為我擔心，但是我還是對

自己有信心；而很多的同仁，包括公車專用道當初要鋪設的時候，第一條大

家有反彈，第二條大家有意見，第三條幾乎我們的交通局局長說沒辦法堅持

下去，曾經有一度他還問我說是不是要叫停，我說：「沒有做完之前，我們

怎麼知道我們會失敗？」也許整個過程當中，大家有雜音、有意見，沒有關

係，只要我們認為是對的事情，應該這樣做的事情，我們還是要堅持到底。

所以我支持他，我說：「你繼續做下去，我讓你靠，我挺到底。」所以用這

樣的一種信念，我們才能夠成功。 

   所以，一樣的道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們雷厲風行的掃蕩非法的電動玩

具店，我們把色情行業趕出住宅區，過去如果沒有像我這一種精神，包括我

們實施對青少年的保護措施，沒有我這樣的毅力，十個陳水扁都不夠死。如

果你對自己沒有信心，雜音一來，抵制一來，壓力一到，包括議會方面的意

見，那怎麼辦？還是要能夠挺得過去，這一點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實施了一年的政策之後，台北市的青少年犯罪至少減少

了百分之二十五，也許沒什麼，但是我做了之後有所差別。最近你看那些青

少年的犯罪那麼樣的頻繁，那麼樣的嚴重，很少是我們台北市的年輕朋友，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 

    所以我們的內政部黃部長，來到我們市警察局，知道我們這樣的一些努

力跟成績，他們馬上下令全國從四月一號開始，實施對青少年的保護措施。

如果說我當時在壓力之下我退卻了，那今天怎麼可能有全國的通令來施行的

問題？所以，堅持、貫徹、毅力、意志，比什麼都來的重要。我沒有什麼好

處，我的好處就這個地方。謝謝！ 

 

Q5.羅同學： 

    陳市長你好，我現在是就讀台大商研所研一的學生。有兩個問題要請教

陳市長。第一個問題是，身為一個台北市大家長，必須要經常做決策，想請

問一下，您做決策的內在邏輯與依據是什麼？可不可以請你用一個從政以來

所做的最關鍵的一個決策為例，幫我們做一個說明？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海報上寫說您榮獲美國「TIME」雜誌的「跨世紀一

百大領袖」，我想請問一下，您心中有沒有一個夢想，就是說因為成為跨世

紀領袖必須要有很高遠的vision，您心中是不是會有一個夢想？ 

 

   陳市長： 

    第一個問題，我就以捷運木柵線的通車營運來作一個說明。我面臨很大

的一個抉擇，在競選期間，我一直強調如果我們捷運木柵線沒辦法改善，最

後的選擇可能要被迫把它拆掉一途。很多人也在看，我當選了，到底木柵線

要拆掉，還是該怎麼辦？我外行，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但是我必須要負起

責任。 

    拆掉很簡單，10.5公里短短的時間我可以把它拆掉，留下一小段來作紀

念就可以，但是我不能這樣做。也許拆掉可以一了百了，我可以告訴大家那

不是我做的、跟我無關，但是已經花了那麼多錢，到底有沒有機會改善跟補

強，不是我可以決定的，我必須要尊重專業，那誰能夠支持我來作體檢？很

多人認為說要把過去的那種弊端也好，問題也好，全部要追究責任，該移送

法辦的移送法辦，該打官司的打官司，等到移送法辦有結果，打官司有著落

之後，再來決定整個捷運的命運。我說不可以，我做一個決定，往前看不往

後看。我可以有很多的機會把很多人移送法辦，我說移送法辦不能夠解決問



題，今天我是要想辦法是不是有機會讓我們的捷運起死回生，所以我告訴我

們同仁說：「你們不用擔心，我一個人都不會辦。」我以鼓勵代替責備，以

支持代替追究，往前看，結果慢慢地把已經跌入谷底的士氣提升起來。 

    所以捷運之所以有今天，跟我當初這種政策性的決定有關係，如果我一

上台，關刀抓了就隨便揮，大家會覺得很爽，但是問題能夠解決嗎？縱使有

一天問題解決了，官司也打完了，該關的也關出來了，但是捷運木柵線變成

破銅爛鐵一堆，又能夠怎麼樣？至少我們能夠走出第一步，讓第一條先通車，

慢慢的建立大家的信心，問題最多的木柵線我都有辦法讓它通車，儘管還有

一些小狀況，但是安全保證沒問題，從此也讓我們的同仁更有信心，第二條

才有辦法在去年全線通車。 

    所以我們有信心在今年完成第三條中和線通車。接下來我才有機會第四

條、第五條這樣的相繼完成通車。中和線按照行政院核定的時程是要在明年

年底，我要能夠提前一年，那要做多少的努力？平常就要努力。這種決定是

非常重要，至少當初證明我這樣做，雖然我外行，我沒有專業，但是我能夠

做這種非常明確的決定，也讓我們的捷運能夠走出一片春天。 

    其次，個人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夢想，如果說有的話，我只希望說，今天

我們生在這一塊土地，我們熱愛我們自己的國家，希望能讓我們每一個人在

國際舞臺能有一定的尊嚴，能夠有更高的地位，這是我個人跟大家要來勉勵

跟追求的一個地方。所以我真的沒辦法想像，我不敢說我市長做的多好，我

也有很多的問題，我也有很多的缺點，但是很清楚的是我是盡心盡力的在做

市政，我歡迎也感謝更多的競爭者來給我挑戰，包括年底的大選，希望大家

能夠公平競爭，最後交給我們的主人--我們的市民同胞大家來打分數。 

    但是我就想不出來，這幾個月下來每日一新，而且報紙的標題、他們的

講法「打扁」，陳水扁難道這麼樣的糟糕，是一個壞孩子，要用打的嗎？要

打扁嗎？一定非把他打扁不可嗎？我是認為要挑戰可以，要競爭可以，但為

什麼整天就是繞著說非「打扁」不可？是不是我們可以公公正正，陳水扁哪

裡做的不好，哪裡可以改進，哪裡可以提昇，我們來作一些競爭？你不從整

個市政的層面大家來競爭，整天所想的就是說「我要把陳水扁拉下來，我要

杜絕陳水扁要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整天所想的就是說如何把陳水扁拉下來。 

    我沒有說我不能下來，我隨時都可以下來，我年底也可以下來，但是問

題如果不能夠從正面的，對市民同胞有什麼好處？如果一切再流於所謂的意

識型態，說哪些人可以，哪些人就不可以，哪些人我們就可以合作，哪些人

我們就不可以合作，因人而異，而不是因事而異，我覺得對市民同胞來講並

不是一件好事情。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很多的事情大家把我高估了，我也不是所謂的超人

氣，我在家裡都排名第四，我兩個孩子都比我更有人氣，所以大家把我戴個



高帽子再來打扁，實在對我來講非常的不公平，我何德何能？我只是一個非

常平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