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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週民國108年四月十六日第

1276次例會，邀請前副市長

張光瑤 Concept CP做「談市政

經驗」專題演講。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大咖講師CP Concept

，歡迎見習社友李慕凡及邱媽媽

，歡迎免計出席社友Pharma、

Kneader、Disk，希望他們都能常

出席看看大家。

第九屆自行車隊到宜蘭深入

旅遊，感謝我們大隊長Onsen及總

幹事Bistro、副總幹事精心企劃的

畢業旅行，圓滿達成。

4月10日感謝我們的扶輪之子

主委Bistro的安排，同學們演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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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憧憬，大家都講得出常好。

4月10日法治教育活動，服務

計劃主委Faith出國，由Poster秘

書代理，我連續看了三年的台中

家商行動劇，他們用最省的道具

，把那些吸毒、罷凌還有其他種

種不應該發生的事，藉由行動劇

表達出來，這些學生在繁重的課

業壓力下，還能將時間空出來排

練行動劇，實在不簡單，看了非

常感動。

4月20日是中央社27週年授證

慶典，由社當Rich帶隊參加。

4 月 17 日感謝扶少團主委

Catia，代表南門社參加扶少團的

年會，例會前我們已有看到活動

影片，我們南門扶少團也在茁壯

中。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下週

二休會乙次，因4月20~25日舉行

南門春遊-日本東京之旅。

4月20日中央社授證27週年，

目前報名27人，希望沒有參加春遊

的社友能踴躍參加。5:30註冊聯誼

成為勵志領導者

，6:00典禮開始，註冊費一仟元。

4月30日舉行社務討論Close 

Meeting，如有議題需討論，請於

4月28日前向秘書處登記，敬請社

友務必出席。

5月7日舉行5月份慶生會暨結

婚週年紀念暨慶祝母親節活動，請

社友偕夫人踴躍出席。

5月14日舉行職業表揚，會後

召開理事會。

4月18日(四)，舉行高爾夫球

外地賽，早上10:00到球場，11:00

開球，目前報名人數23人。

上週第1277次例會，原108年4

月23日例會變更至4月20-25

日舉行南門春遊～日本東京之旅。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創社長 張光瑤演講：談市政經驗

談 市 政 經 驗

前週民國108年四月十六日第

1276次例會，邀請前副市長

張光瑤 CP Concept做「談市政

經驗」專題演講。

前副市長張光瑤 Concept CP

說，很感謝社長及Tony的牽成，

今天才能與大家分享這四年來市政

的運作經驗。

經營市政府與經營企業一樣都

要PDCA（P計畫Plan、D執行Do

、C查核Check、A處置Action）

，只是組成形式不同。

每次我與工作人員開會，就用

PDCA，包括怎樣防治毒品進入校

園，我也將PDCA帶入，我常自問

，我們執行這樣久的防治計劃，到

底防治或救治多少孩子？這些被檢

舉查核救治的學生，後來到哪裡了

？八個局處沒有一個說得出來，因

為他們只知自己做什麼來防治學生

吸毒，但沒有持續的追蹤，所以政

府機關大部份都是只會做，比較沒

有在查核成效。

在公務體系，我發現很多公務

人員都有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態，像當初執行花博也是一樣，我

曾經問他們我們做花博是"衰"還是

"福氣"？花博的工作都是多的，因

為除了原來的工作要做之外，還得

增加花博的工作，薪水也沒有比較

多，我曾經說過政府機構就像鐵打

衙門流水官，政府官員時常換人；

流水衙門鐵打官？就像是公司機構

，做不好，就換人，所以都會兢兢

業業的做事。流水衙門流水官，就

像社團一樣，職務都是輪流做的；

鐵打衙門鐵打官，像是家庭關係，

爸爸永遠是爸爸，兒子永遠是兒子

，關係是不變的。

再談到市政PDCA，如果沒這

三樣：1.預算與規劃、2.組織與執

行、3.議會與研考，市政工作是做

不好的。

CP Concept在預算與規劃，

舉10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為例，

詳述台中市的施政各處室及交通、

經濟、文化、觀光…等建設經費。

在龐大的人事及各處室的執行活動

或建設經費下，難免會有財政方面

的入不敷出，所以在財政靈活運作

有幾個方法，1.投資與舉債，2.節

樽與還債，3.資本門與經常門，

4.開源：(賣產與徵稅)，5.節流：(

縮編與低價) 。

提到這四年的施政計劃，在林

佳龍市長任內規劃的旗艦計劃有：

一條山手線、二個國際港、三個副

都心（中區再生、水湳經貿園區、

都市綠美化推動計劃、城市產業發

展計畫、住宅計畫、2018國際花

卉博覽會、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

、海岸文化觀光廊道計畫、影視產

業推動計劃）都有逐步在完成中。

再談到執行組織該如何執行，

局處這麼多的情況下，我上任之後

增設了一個運動局，各縣市都有自

己人員編制，只要不超過可以新增

局處，所以桃園有申請一個青年發

展局，針對年輕人的，我那時為了

東亞青奧運，所以增設一個運動局

，還有申請一個數位局，現在講求

智慧城市，如果我們城市想成為一

個智慧型都市，沒有數位局是不行

的，可惜後來數位局沒增設成功。

除了剛才談到的執行以外，政

府機關用什麼方式研考？星期一早

上要先開五長會議，而且要在市政

會議之前開會，因為市政會議很重

要，所有的事情都要經過市政會議

通過，才能送件到議會，各種會議

還有早餐會議、委員會議、局處會

議…等。

再來要經議會的研考，議會有

三種形式，一、程序委員會，二、

臨時會，三、定期會。

定期會分為：

甲、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專案報告 

( 前台中市副社長 )

第1276次例會 主講人：張光瑤 創社長



台 中 南 門 社 家 庭 懇 談 會

▲107.11.18(日)洪富金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謝慶祥伉儷、劉叔綱

社友、吳騰彥伉儷

a.民政、財政、經濟 

b.文化、交通、地政 

c.警消環衛、都發、建設、水利 

乙、業務質詢分6種 

丙、市政總質詢 

丁、法規審查、市政考察 

除了議會進行研考，還有一種

是1999，1999實在是市府便民的

一項措施，為市民提供24小時全

年無休的電話服務，無論您是要詢

問市政服務，或是要通報路面不平

、交通號誌維修，隨時撥打1999

，就能獲得快速、便利的服務。另

外還有市長信箱，平台會有專人幫

忙處理及答覆，效果也很好；最後

還有媒體、網路在幫大眾查核。

其實，市政最終目標是建立宜

居城市，一個宜居城市一定要做到

方便、安全、好賺吃、文化、友善

、有將來路平、燈亮、水溝通，說

起來簡單，但實際在執行上有困難

，讓我們一起期許台中市成為宜居

的城市。

出席報告
Kingnet報告上週出席率70%

，恭喜Doctor、Bond、Sports、
Power抽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報告
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察時

間，感謝CP回捐講師費及Vino
、Bob、Lawyer分享。

點滴

▲頒發中華扶輪獎助學金學生邱綉棋（邱媽媽代領）

▲頒發出席獎

▲全員到齊參加「地區訓練講習會」。1080421▲社當Rich帶隊參加台中中央社授證27週年慶典。1080420▲扶少團主委 Catia 代表南門社參加扶少團年會。
　1080417

▲107.11.21(三)張長信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吳元益社友、朱福民伉儷

、劉偉傑伉儷 

▲107.11.30(五)許茂億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張光瑤伉儷、唐瑋勗

伉儷、陳慶榮社友、何志修伉儷



下週 例會 108 年 5 月 7 日  　【5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慶祝母親節活動】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19年度

春季旅遊～東京隨花起舞六日之旅
日期：108 年 4月 20~25 日

第 九 屆 自 行 車 隊 宜 蘭 之 旅 日期：108 年 4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