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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台灣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座談會 

 

主持人：胡淑貞 

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主任 

 

與談人：Dr. Suzanne Jackson 

Mr. Tyler Norris 

王書梅副教授 

國民健康局副局長 趙坤郁 

台南市市長 許添財 

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團隊 

 

    彙  整：黃暖晴 

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執行秘書   

 

 

 

現場發問： 

我想請教市長，當初成大團隊跟市府團隊在接觸時，市府團隊是如何作最後 

的決定？是覺得在推動健康城市上哪一點能夠讓市府團隊覺得跟你們的政 

策、跟你們健康福利的這些政策能夠相符合？ 

許添財市長： 

我想基本價值觀念本來就一致，只是不曉得他們也跟我們同樣的想法。 

所以，當他們來找我們時我很高興，為什麼？因為有幫手自投羅網，有 

人要自動來幫我們做事情。但一般政府可能認為，你是學術機構、你是 

民間你不要理我的事情，你不要來 share 我的 power，不要來干預我的 

行政，可能會這樣想。但是我們不這樣想，我們想說共同來參與，我們 

甚至跟他平起平坐，我們非常尊重他們，從頭到尾都存在著感激。 

說實在他們也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比較學者性的意見，我們也不好

意思把他說出來，但我們慢慢的去跟他轉向，那最後他也知道說應該這

樣做，讓他們去跟民眾碰觸就知道說不是這樣子。但是事實上，我們知

道如果這樣做到時民眾可能不會接受、會反彈，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

說這樣做是不對的、他去體會後，發現怎麼會變這樣就再回來討論，最

後面子也留住問題也解決了。 

 

胡淑貞老師： 

因為我平常在演講時他們都會問我這個問題，問我怎麼說服您的？所以我說 

你們直接問市長我怎麼說服您的，我們沒有套招，對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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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添財市長： 

沒有說服，我們一拍即合。 

 

現場發問： 

我要請教許市長，許市長今天參加這個研討會變成我的偶像，我想知道許市 

長推行這些最大的挫折在哪裡？那您是怎麼克服的？ 

許添財市長： 

最大的挫折是當我們想把一件理想的事情做好的時候，人家不認同。第 

一個，如果當知道說這是一般常識就知道是好的事情，他就說你做不到、 

所以你吹牛。那如果是比較專業的、他不曉得的，他就說你亂講、不可 

能。那些確定的他說你做不到，他不懂得就說沒有這種事情，那就對牛 

彈琴啦，那怎麼辦？ 

我用「垃圾不落地」這個例子，如果說「垃圾不落地」要讓人民接

受才來做，永遠做不起來。所以那時是頂著政治風險，我跟大家講一個

切身之痛，我當了九年的立委，民調九年一直都排第一，但是我來接市

長以後，我的民調不到 30%，同樣的台南市民從 56.6%的立委滿意度，當

市長快一年時降到不到 30，然後有人來跟我安慰說以前的市長只有 20。 

所以那時候我不擔心，我認為台南市市民是理性的，並不是因為過去喜

歡我所以就說我什麼都是好的，台南市還是不好、台南市的問題沒有解

決、失業率沒有降低，表示你還是做得不好，表示台南市市民存在著很

高的理性度。所以我認為說可以做，我怕的是非理性，我不必要講感情，

只要你了解我，你就會喜歡我，你現在不了解我、討厭我沒關係，我繼

續努力，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該做的就做、一直努力。 

很多政治人物是不敢碰觸這種短期性的反應，因為一下子降下來是 

很可怕的，人家就譏笑你說以前管人家會，但你現在自己做這麼弱氣，

你沒用啦…那種人格侮辱是很痛苦的。但是只有信心，再繼續走、再繼

續走、再繼續走，慢慢就走出來了，現在不是最好喔，現在還差遠喔，

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是比以前好過多了。我看咱們學者都在笑，旁觀嘛！

他們在旁邊觀察。所以你的問題我就答到這樣，好不好，謝謝。 

 

現場發問： 

大家好，我是慈濟大學原住民健康研究所謝婉華，那我想請問市長就是對於 

這些政策推行，比如說：剛剛空地空屋管理辦法或者是一些他提供出來就免 

稅…這些政策制定一定是要朝野配合、要議會通過，在這個部份會不會遇到 

挫折？就是說可能大家認為是好的，可是我覺得我會給你政績，所以我就故 

意不通過，在這個部份要怎樣去把事情處理好，謝謝。 

許添財市長： 

我告訴你現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要討好人民的、要免稅的，民意代表都 

會 say yes。我們空屋空地管理自治條例，在議會一次會就通過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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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送到內政部半年他不敢核准，說這個準下去，地方政府稅收會更減少、 

我們不能放行，我說這個一通過的話，台南市政府財政馬上改善，因為 

以後自己不用去整理空地、不用自己整理公園，但他們認為說稅收會減 

少。所以可見我們中央的這個 brain 還是相當的 stock，所以要說服的 

是中央的官員不是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很簡單，投其所好，只要為人民 

好的、討好人民的，民意代表通通會非理性通過，真的是這樣，哪有一 

個民意代表會敢得罪人民保護總體利益，都是討好個別利益、犧牲總體 

利益，大部分是這樣子。這樣的話借力使力、投其所好，達到我們的目 

的，最後也沒有造成損失大眾利益的問題，這就是政治智慧，我不是說 

我很有政治智慧，但是這是一個有政治智慧的例子！ 

空屋空地自治條例，其他的城市還不敢寫，這很奇怪，高雄市好像 

有通過其他的城市不敢，他們擔心稅收會減少，大家通通給你認養，然

後土地減免、地價稅減免怎麼辦？不可能的，我們認養以後，那邊變成

好地方以後，馬上就賣出去了。賣出去，地價稅又回來了、而且房物稅

也回來了、土地增值稅也回來了。因為空地沒有人買，髒亂的地方不是

好地方沒有人願意去，但是空地整理後變成好地方，住的人很快樂，土

地就漲價，那個地方就很快賣出去。所以總體算來，財政改善、稅收增

加並沒有減少。我是唸財經的、我會做長期預測，人的社會心理我都掌

握的清清楚楚，經濟學就是心理學。 

 

胡淑貞老師： 

市長那我就順著他接下去，這樣可以把大家的討論炒熱一點。剛剛講的因為 

都是對民眾有利益，所以看起來好像都還蠻好推。那比如說我來舉一個例 

子，台南市要來設定菸害防治法，自己的自治條例，但您知道菸害第一個最 

糟糕的就是議會，議員百分之五十吸菸，那我們該怎麼辦？ 

許添財市長： 

NONO，這一個菸害防治法絕對不能在地方政府立法，要立法一定是中立 

法，讓中央扮演黑臉那我們來執行，我們執行的時候彈性處理，然後這 

個漸進的來達成。 

 

胡淑貞老師： 

我來讓大家有一點 interaction，國民健康局林前局長在這兒，他專門負責制 

定菸害防治法的，我們請林局長來講一下，說是不是只有中央來扮黑臉然後 

地方只要彈性執行就好？ 

林秀娟醫師： 

我現在是台南市的市民喔！不過我一樣非常佩服許市長這幾年當中以一 

個市民的觀點來思考，的確過去很多窒礙難行特別是一些法令上面的限 

制怎麼樣去突破。不過剛剛胡老師拋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是說一個國家 

的法令，到底是在地方的層次還是在中央的層次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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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跟許市長比較像，因為菸害防制基本上應該是一個全國 

一致的法令。如果用每一個地方來做，每一個縣市會有自己的困難，舉

例來說，像檳榔攤賣香菸這種事情，我想地方政府來執行會有非常大的

壓力，特別像是某些禁菸場所，每個城市的生態不同，如果我們人民在

不同的層次都有不同的禁令，我想這個會相當的困難，不過我想這是大

家可以共同來思考。 

許添財市長： 

謝謝，沒有錯。一個原理就是說這種偏好抽菸、不喜歡抽菸的兩個不同 

的族群，你不可能說一次全部都禁菸，把這個想抽菸的人全部消滅掉， 

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區隔、讓抽菸的跟抽菸的在一起，那不抽菸的跟 

不抽菸的在一起，慢慢的抽煙的看到說，還是不抽菸的比較自由、比較 

健康、比較快樂。慢慢的不抽菸這邊的人就越來增加，抽菸這邊變得越 

少。然後這個領域來講，整個空間的 territory、不抽菸的領域、空間 

就越來越大，抽菸這邊就越縮小，越縮小就覺得限制越多、越來越檢討 

自己，所以就跳過來不抽菸這邊，那一定是漸進的。 

所以像我們現在要做無菸城市，我們選擇性的做無菸餐廳、無菸家 

庭、無菸學校、無菸社區，這樣選擇性當示範，其實就是漸進地擴充，

你看我們前面階段將近一年的時間只能做到無菸餐廳，現在已經有第一

條無菸街道了，因為所有的這個店舖、商店都願意參加無菸的這個運動，

所以有無菸街道出來，無菸街道有兩條、有三條，有一天就變成無菸社

區了。一定是漸進的、有耐性、要堅持，要慢慢的讓他知道好處，這是

民主時代，要盡量給人民自由選擇權，但是自由選擇並不是放任他傷害

自己，而是讓他知道如何照顧自己，這才是民主自由。 

趙坤郁副局長： 

我嘗試的回答一下胡老師所問的那個問題喔！因為菸害防治法現在正在 

修法，不過早在民國 86 年就已經立法了，現行的菸害防治法第 13 條子 

條事實上已經明文規定相關的禁菸場所或者戒菸場所，各縣市的議會當 

然跟其他的集會場所一樣也都是禁菸的，所以早就立法了並不是中央還 

沒立法，那我想胡老師要問是怎麼執行。. 

胡淑貞老師： 

尤其是議會，既然是禁菸，但是議員都在裡面吸菸。 

趙坤郁副局長： 

對，這個是執行的問題，那執行的問題我也同意應該許市長所講的，是 

需要中央一起幫忙。怎麼幫忙？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可能在下個年度 

裡面，各位會收到相關的這種通知，全國 25 縣市裡有哪幾位縣市長有吸 

菸？縣市長、衛生局長、教育局長，還有多少百分比有吸菸，那當然這 

時候在附帶法，議會會一起放進去。 

還有多少議會場所裡面，經由我們的第四權（我們的媒體記者在各 

縣市都有特派員）發現在議會裡面違反吸菸，只要用很精確的數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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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個月的議會期間，你們的議會有沒有公然吸菸的種情形，有、

沒有兩種而已嘛！這個特派員在議會期間都坐在旁聽席寫稿，所以有跟

沒有的觀察絕對正確。這個牽扯到人我們可以尊重隱私權公佈百分比。

議會這邊的話，各位認為是公佈百分比比較好還是直接公佈縣市名稱就

可以。 

胡淑貞老師： 

我贊成排名，排縣市說哪個議會抽煙比率最高，尤其是違反的。 

許添財市長： 

我是建議國民健康局做一個比賽，就說哪個城市進步怎麼樣就給他一個 

獎金或是一個鼓勵，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用獎勵的，罰的騙人的啦！你看 

立法院那個反菸團體進入立法院，大家都簽署絕對不能抽菸，連抽菸的 

老菸槍都簽署。現在有改善了，攝影機拍到的地方就沒人敢抽菸，但是 

慢慢就形成了一個工業區，我們叫他工業區。立法院裡面有什麼區我跟 

你講，前面叫做文教區，都很乖、在那邊寫東西、要上台質詢的，那叫 

文教區。有一個叫娛樂區，就會唱歌、聊天的娛樂區。有一個講黃色笑 

話的叫風化區。後面、上面照相照不到的，有閣樓蓋住的、抽菸的地方 

叫做工業區。還有一個打瞌睡的地方叫休閒區。 

反菸團體進去他還是簽署，但是他的習慣改不過來、很痛苦的、還 

是要漸進，所以政策的執行不能違反人性，要注意人性，但是人性是會

改的，所以要用間接、促成人性的改變，人性的改變要建立新的價值觀，

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理念，像健康城市已經變成世界的共同理念，所以

這個就會成功，所以我今年選舉口號很簡單：「健康城市向前行」，就這

樣很簡單，我沒有在這邊拉票喔！ 

胡淑貞老師： 

這些都外縣市的啦！沒有票。 

許添財市長： 

有阿！有親戚朋友在這裡，我的口號就是「健康城市向前行」！健康城 

市就是最高境界、最高目標，所以說向前行就可以啦！ 

 

胡淑貞老師： 

我一定是最會問問題的、最愛問的，在健康城市執行的時候，如果是對民眾 

有利益的應該是沒有問題推的很順，但是阻礙到個人利益的時候，第一個就 

會碰到困難，第二個背後有關說，那這時候通常市府這麼處理關說這個部 

份？ 

許添財市長： 

如果那是絕對性的一個反對的話，沒有用的，你不可能實行！你只有把 

絕對化成相對，然後相對用變通的方式慢慢把它扭轉，這是政治的藝術。 

所以政治像科學其實也是藝術，政治絕對不是騙術，說政治是騙術的人 

就是沒有政治常識的人，成功的政治人物他會有什麼 personality，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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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是逃避問題，絕對不是反對知識、也絕對不會抗拒進步，但是遇到 

困難他為什麼能夠化解，不是用騙的，現在民主自由、資訊發達，人民 

不可能被騙。 

 

苗栗縣衛生局羅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許市長，第一點：我們知道推動健康城市，各種指標有一些講 

者提到可能要十年才看的到一個很明顯的進步，要這麼長的時間，那在這兩 

三年如何讓民意代表或我們的民眾有信心？第二點，大部分的縣市都是二級 

政府，要如何去說服我們也同樣是民選的鄉鎮長，許市長是不是給我們一些 

建議，謝謝。 

許添財市長： 

在倡導期是由上而下，經過一個階段以後形成一種社會價值觀跟社會運 

動，他就由下而上。那台南市我現在很安慰的告訴大家，已經進入由下 

而上的階段，以後換市長這些換不掉的。社區會要求、民眾會要求、學 

者會要求、議會會要求，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階段。那如 

何從由上而下變成由下而上？在發展的初期，就是自己要把權力下放， 

很多社區無理的要求我們都滿足他，那無理當然不是很嚴重的就滿足 

他，所以他會變成由下而上。這個必然是這樣所以不用擔心。就像早期 

抽菸你說不能抽菸那多可怕，現在不能抽菸慢慢變成 common sense，所 

以這開始由下而上，那以前說蛋白質一定要多少，現在慢慢說膽固醇過 

高不可以等等觀念都會改變。所以變成普遍觀念時就開始由下而上，如 

果你不做他會要求你，忽然間換一個市長把原來很多對他來講已經做的 

很習慣、繼續要做的把它停掉，他會來要求。以前沒有人很重視公園， 

現在你不做公園他就要求。以前的公園不管理沒有人管，現在公園稍微 

髒電話就進來。然後現在因為社區認養，所以公園髒不是市政府跑去處 

理，而是市政府馬上打電話給那個認養人說有人說你的公園不夠乾淨 

喔，那這已經由下而上了。 

 

Mr. Tyler Norris： 

我依據許市長的意見做回應，就是領導人如果換市長的時候到底會怎樣？在 

麻州我們也有這個健康城市的活動，而且健康城市活動非常的蓬勃，整個州 

的議會必須要用健康城市的議題來競選，所以基本上居民希望這些政治人物 

把重點放在健康城市，所以所有的候選人為當選他們必須要重視健康城市的 

議題。這也提醒了我們，就像昨天討論時提到的所謂健康的社區並不是一個 

專案、這基本上是與權力相關的，決策是如何達成？到底是誰在負責決策？ 

到底有哪些政策？這些基本上這是比專案還要有利的。 

許添財市長： 

對於這個問題我願意回應，這是台南市的經驗，當我們召集社區領袖、 

社區運動人士，包括很多公益團體、社團來時，我們傳統上是要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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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他，這是錯的，我們是邀他們來當夥伴，透過討論其實就是教育他， 

透過討論目的是在教育，是以討論的形式。討論的結果，因為他有意見 

的參與，有自主性意見的提出，所以最後的結論，他會認為是他的意見， 

所以他就願意自動的去配合。 

 

Dr. Suzanne Jackson： 

我跟拉丁美洲的一些市長有所互動，這些市長很驚訝的發現如果他們參與健 

康城市的活動，他們比較容易當選，事實上這些市民參與整個健康城市計畫 

就會比較了解市民的生活、對於社區及整個市政會更感興趣，市長到時候就 

更有機會與市民相處，這些市長會希望說服其他市長更投入這些健康城市的 

建構，如果在這些城市有更多的貢獻他們就會看到更多成果，他們也比較有 

機會當選。 

許添財市長： 

12 月 3 日就要選舉啦！選舉的結果，我如果得到壓倒性的高票，表示我 

們推動健康城市是有助於市長得票。那麼這個我可以確定，.到目前為 

止，其實整個台南市的政治生態，原來國民黨泛藍的是比較多的，但是 

這一次的選舉泛藍大量的萎縮，原因是很多社區的領導者包括里長甚至 

當上國民黨常委的里長，這一次死心蹋地公開支持我，他說從來沒有遇 

過這麼好的市長，所以不管黨派他一定支持我，就是有這部份。所以， 

我們目前台南市 199 個社區裡面，真正有參與這些活動的大概只有 60 

個。表面來參觀、來觀摩那個不算，真正的投入、變成計劃執行者的一 

份子的大概只有 60 個社區、大概只有 60 個社區，當然這 60 個社區會繼 

續影響其他的社區，可是我們認為目前大概 60 個社區，60 個社區裡面 

大概有一半社區，我們認為他已經成熟了、他可以自動跑了，在 30 個社 

區裡面至少 6個社區是全國、全台灣最 best、最 top 的好社區。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狀況。從這些經驗最後一定會達成台南市 199 個社區都是最 

好的、符合健康城市健康社區的一份子，我們認為是這樣，這是我的經 

驗。 

大家想好像困難喔，其實我們才做兩年多就能夠有 60 個社區這樣的 

成果，慢慢的可能就變成 100、120，譬如說：巡守隊這是最困難的，但

我們今年從30幾個社區變成70個社區，我們明年巡守隊就要增加到100

個社區以上，巡守隊就是這個 community guard 是很難的，因為他要自

己安排時間、自己要奉獻時間出來巡邏，還要組織、接受訓練，這是最

難的，但是我們到年底就有 70 個了，所以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成

果，所以國民健康局表面是為了衛生福利來推動健康城市，其實是幫整

個政府解決地方基本問題，所以最後是科技整合、是跨部門的、是一個

intervention，這是我們的經驗。所以你們回去要去說服這個市長、縣

長，那如果說服不了，你們暗中去支持願意接受這種觀念的縣長、市長

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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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Wu： 

請問您認為台南市健康城市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為何？那最成功或是最大的 

成就是在哪裡？ 

許添財市長： 

這個最成功的地方，我的看法是社會的參與程度提高，市民參與的熱情 

出現了，當一個城市沒落，民眾相互之間、民眾跟政府之是疏離的、是 

很陌生的、是很冷感甚至是敵意的，frostier，但現在變成合作體、變 

成夥伴關係，熱情就出來啦，這是最成功的地方。然後成功的因素在哪 

裡？讓我吹牛一下，我用熱情感動他們！ 

趙坤郁副局長： 

我認為台南市最成功的地方，除了剛才市長所講的以外，他讓民眾、尤 

其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願意參與市政。事實上在各位的縣市裡面有很 

多中產階級喔，他們基於不管是士大夫的那種矜持或是其他的一些因 

素，他們是不會去參與這個里長的投票，甚至議員的投票，所以最後選 

出來的縣議員就是讓他們.很不滿意的議員，自然最後那個縣市的一些施 

政就可能會讓一些知識份子覺得說跟他們所想要的社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在台南市的話，經由剛才市長所講的這些市民的參與是各階層 

的，那其中從成大這些教授們這麼熱情的一個參與，就知道說這是含括

所有階層的，尤其最重要的是這些知識份子，他們熱情的參與市政、地

方事務工作，這跟 paper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從這裡面要產生那些學

術性的文章是很困難的，比坐進實驗室或在其他工作投入的話，事實上

這種工作相對的是不容易產生學術性成就的，但是他們對社會國家的貢

獻更大，這是我認為台南最成功的一個地方，最主要的一個因素的話，

我相信國民健康局一定有份。 

胡淑貞老師： 

這個問題很好，因為我每次跑出去人家都會講說你們台南做的好成功。 

剛剛那個問題我真的不能回答，因為我是背後規劃者，我怎麼可以講自 

己成功在哪。這樣好了，我們問現場來賓，你們都會誇我們很成功，那 

就由你們來說，然後順便也告訴我們、也許你還會很客氣的可以告訴我 

們哪裡不成功，好不好？ 

  

國健局陳科長： 

大家好，我是國民健康局。那這次來是因為安排上有一個「社區參訪」，我 

覺得這個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為我們今天看到昨天的導覽跟今天的導覽， 

我們看到的是社區的民眾，他是老師、可能是公務員，他非常的熱情在車上 

跟我們講的是說…我們台南…我們台南…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令人感動，就 

是他們的那種歸屬感非常非常的強烈，那我們也都知道社區的凝聚力是一個 

很 powerful 的社會成本，我想台南市最大的成功可能就是那種凝聚力的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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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邊我要問一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們知道台南市有一個很卓越

的市長在領導，是一個很強的 leader，有一個很好的 leadership，但是其中一

定有一個東西叫 know how，你怎麼樣把一個很好的政策透過什麼樣的程序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配套，讓你們的民眾經這幾年耕耘之後，覺得我真的深深

以台南市市民為傲，這個當中一定有一些配套在操作，那我想可能請市長或

是胡老師這邊告訴我們一些比較技術面操作是怎麼做出來的？包括你們的

training 啦、你們怎樣推廣啦或是怎麼樣去滲透，謝謝 

許添財市長： 

這問題我真的要想一下，不過我可以講任何政策的執行最大的困難不是 

民眾，最大的困難是市府團隊。我如何讓市府團隊接受我們新的觀念、 

新的行動計畫，.我想讓計畫室陳垣滈主任來講講。 

陳垣滈主任： 

其實大家都看的到過去這幾年，台南市就算不是 best，但是已經變得 

better，這是事實，大家都看的到，那這個過程裡面一個領導者的一個 

決心、領導者的熱情，我覺得是整個行動成功的靈魂所在。一個團對要 

有任何成績出來，領導者的熱情、那個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是帶領團隊 

往前衝刺的核心靈魂所在，過去這幾年來，事實上整個市府團隊、同仁 

私底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很難熬、很難熬耶，實在是很討厭各方面的 

工作，然後另外一個常常在講說，我們這樣子做有沒有達到市長的標準、 

市長的要求？市長對團隊的期許很高、標準也很高，也許這邊在座有些 

市民也常常聽到說，市長常常會罵人，其實市長從來沒有罵過市民，市 

民所反應的全部都是回來，回來怎麼樣？團隊自我來檢討，所以所謂的 

市長罵人，事實上是我們團隊在檢討，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市長不 

是很兇的，事實上大家看得到他的風采，今天恰好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 

家做個說明。 

胡淑貞老師： 

沒關係，我補充一下一個觀點，就是一個主導者如果自己都搞不清楚他 

下面要做什麼，你想看看底下的人是不是就鬆散掉，那我們的市長是這 

樣，他比底下人清楚，跑的還快，所以底下的想要偷懶也很困難。就像 

我們成大團隊，我們還是同事的關係，因為我很認真，每天日夜都在搞 

健康城市，成大團隊被我這樣子感動。可是市政府不一樣，市長跟局處 

長、下面的課長可不是平行的喔！他本身是有 power 的，在有 power 的 

狀態下他又那麼認真，那底下的人想要不認真也難，所以我們可以看的 

出來就是有很多的局長也很認真，但假設那個局長搞不清楚狀態，他就 

會過得很痛苦，因為他沒有比市長認真的話。說實話市長實在太認真， 

從哪裡可以看的出來？如果這個主管，每次任何的會議、致詞不需要人 

家寫稿子，你就可以知道，下次你們就以這個指標去看一個主管夠不夠 

認真，你只要看他致詞要不要人家寫稿就好了。許市長是不需要寫稿， 

今天演講稿我幫他寫好了，他也沒用到。早知道市長你今天就不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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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我就不用費了兩三天在那邊搞好久。 

 

Dr. Suzanne Jackson： 

健康城市的推動或執行會有一段蜜月期（通常是第一階段），接著下來就是 

非蜜月期，民眾會比較冷淡、對議題比較沒有興趣、比較不容易推動計畫， 

那未來是要如何接受這個挑戰？要怎麼渡過或有何想法呢？ 

許添財市長： 

我來答覆好不好？我想創新很重要。同樣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時間，要用 

不同的方式讓他感覺那是創新，他才不會失去新鮮感、才會投入，這是 

第一點。第二點，因為創新所以以前沒有參與的人，他不會認為說已經 

輸人家了，他會想說這是新的機會，他來參加所以會有越來愈多的投入， 

有越來越多的投入以後就產生一個群聚效果，會互相鼓勵，會互相督促， 

所以整個運動不會停，創新很重要。 

你看去年環境改造年要做三樣事情，不是現在三樣事情通通告訴 

你，環境改造年，我們有好幾個計畫，第一個：讓樹木長大，這就是一

個計畫。讓樹木長大，我們就開始開座談會、開說明會，然後請社區的

志工他們出來，然後我們指導他樹木應該怎麼剪而不是這邊有幾棵樹你

們管理，派給他很多工作。然後這個樹木長大的計畫，讓樹木長大的計

畫。四年前，台南市的樹都是砍頭，只有一根樹幹，上面沒有這個樹枝

也沒有這個樹葉，所以沒有蝴蝶、也沒有小鳥出現；現在樹長大了，蝴

蝶、小鳥出現回來了，台南市整個這個生態環境恢復，所以現在恢復了

250 種鳥類，這是有關係的。 

樹木長大以後，就想到說「百萬愛心、百萬樹運動」，百萬愛心，如 

果你有愛心你應該來參加種樹，你應該捐錢來照顧樹木，產生一個愛心

運動。那愛心運動其實就是種樹運動，但是光種樹運動他不會參加的，

為什麼我要莫名其妙去參加種樹然後說這是愛心？所以你種一棵樹，我

們衛星定位讓你這一棵樹在以後的台南市電腦資料裡面，一百年以後還

是可以找到，你的子孫會說你的阿公阿嬷曾經在這裡種了一棵樹，這樣

的一個噱頭，他就願意捐錢種樹。然後社區沒有樹的就變有樹了，社區

沒有人照顧樹的就變成有人來照顧樹。對環境綠化他就喜歡而且他參與

了。 

但這樣很快就停了，兩三個月又沒辦法讓他繼續擴張這個效果，這 

個時候我們又新的運動出來了。「好望角運動，處處好望角」又出來了。

一樣是種樹，但是我們改變一個名稱，你在一個空地上面種樹，就是「百

萬愛心，百萬樹」，現在用「好望角運動」找空地也是種樹，但是那個空

地做花園，所以種樹以外也拆這個違章、拆髒亂的圍牆，然後騰出空地，

在空地上面我們給他一個名稱，這個運動名稱就是「好望角運動」，這個

nice-looking corner，how to become nice-looking？就是種樹、就是

種花變成花園，他們會參與，到處都在整理空地、種花種樹，空地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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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學校旁邊有空地變成好望角，那學校裡面就很漂亮。這個時候我

們就拆牆運動，社區就去開會、家長會、教師會就討論要不要把牆拆掉，

就辯論，最後一所女中學校，他們率先響應拆牆，女校一拆牆其他男校

不敢講不要，女生都不怕不安全了，為什麼男生那麼怕？拆牆以後還是

種樹、還是種花。其實環境改造用不同名稱、不同角度、不同地點，其

實都是在環境改造。 

所以健康城市要繼續走下去，你明年一樣會說健康城市會推動不 

了，明年要想新的名稱、新的點子，但目標都是健康城市。所以明年的

這個 slogan 就不是健康城市，但跟健康城市目標是一致的、很多的

programs 要不斷的出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台灣很希望創新、很希望

流行嘛！ 

一個 movement 運動如果不是流行他不可能成功，但是流行有時候是 

短暫的，我們如何讓這個流行持續變成一個趨勢、潮流 tendency，要不

斷地巧另名目、不斷的創新。 

胡淑貞老師： 

市長的意思是要創新、隨時有新的點子、持續朝著目標，多多少少加一 

點其他花邊，但主目標還是在，讓他一直處在蜜月期，這就是 Know-how。 

Mr. Tyler Norris： 

我同意許市長的說法，我認為台南市的市民比其他城市的市民還要頑 

固，所以還能持續地推動這個計畫，而不會因為下一屆的市長是誰而有 

所變更。 

 

Professor Wu： 

非常佩服台南市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有這樣的成就，由歐洲 health for all 2000、 

agenda 21 的理念來看，他還沒有看到我們台南市對於未來，包含我們可能 

會面臨的一些困難或缺點，然後在這個社經地位或各方面的一些展望或什 

麼？ 

趙坤郁副局長： 

在整個健康城市推動的初期的時候，在座大家當然很清楚，我們一開始 

是從社區健康營造的方式開始做，這當中其他國家在做社區健康營造的 

同時，不單單只有做社區的部份，在整個政策決策的部份，事實上也有 

這種健康城市的計畫在進行，後來我們才會趕快與和胡老師討論，讓成 

大這邊的團隊也趕快隨後起步，讓整個國家在社區這一塊能夠有比較完 

整的發展，不管是從社區或是地方政府這邊，整個政策的決策、這種政 

策的優先權的決定跟預算的重新分配，就是希望這樣子來讓整個國家在 

基層的社區這一塊能夠發展的很好。 

所以要去預期以後的那個困難，當然是也會牽扯到我們整個公共衛 

生的事務，如何在全民健保經濟壓力之下，讓這個衛生跟醫療能夠同步

的發展，最近台灣因為全民健保經濟負擔的關係，可預見的幾年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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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勢必在預算上面是會受到限制，這個必須要跟各位坦白，這可

能是短期內最大的困難。 

那當然也有可能危機也是轉機，就是在菸害防治法修法的時候，最 

後還是有機會讓立法委員們了解「預防重於治療」不是口號而已，能夠

在預算分配上面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分配，讓預防醫學的工作能夠藉著健

康福利捐的分配有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台灣基本上是有全民健保，所以醫療上面是沒有太大的社經地 

位的差異的個體歧視在，這幾年我們當然也注意到全球化的問題跟照護

弱勢的問題，舉例來說，我們現在在局裡面討論有關於衛教宣導的時候，

討論到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拿出兩個問題來問自己，這個計畫是

不是符合社會正義公平、對於弱勢者是不是有照顧到？還是說只是在台

北舉辦幾場漂亮的活動讓長官、台北的媒體看而已，是不是有注意到城

鄉的差異及社會階層上的差異。 

我們最近也是模仿戒菸就贏的活動，舉辦戒檳榔就贏的活動，在座 

應該都不知道，知道的話就表示我們成功了喔！我們不是故意不讓你們

知道，因為你們都沒有在吃檳榔，這樣讓整個公共衛生的預算也有相當

的比例是在維護社會正義公平的部份，不單單是醫療。 

 

謝謝 Tyler 提供建議，改變這次的座談方式，座談會在此結束，感 

謝各位與會人員及發言者，感謝各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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