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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內政部部長蘇嘉全先生 

陽光屏東  陽光部長 

整理：葉建華 蘇德昌 黃明凱 林佳世  王子建 

堅毅的眼神、燦爛的笑容，言談顧盼之間

流露出親切自信的舉止，令人感受到一股和煦

的春風，他就是內政部部長蘇嘉全先生。 

蘇部長擔任屏東縣長的六年多來，成功地

扭轉了外界對屏東縣是「黑道故鄉」的污名，

繼之取代的是「黑鮪魚的故鄉」、「黑珍珠的故

鄉」，更讓屏東人找回失去已久的尊嚴。他執政

的特色是「政通人和」，採用委婉、溝通的方式，

完成施政理念。他因地制宜為屏東縣擘劃了未

來的施政藍圖，使屏東縣成為「觀光科技縣」。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未來他如何擘劃我國

內政的施政方針呢？以下是警政署政風室為您

所作的專訪。 

和煦如春風 

我生長在一個純樸的務農家庭，是道道地

地的鄉下孩子，小時候每天打赤腳上學，我的

父母親、哥哥姊姊、包括我自己平常就是與大

地為伍，田園為伴。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久而

久之養成親切隨和的個性。所以，從政以來大

家對我的印象就是容易與人相處，不管是與老

年人、年輕人、小孩子或一般百姓，都可以很

自然地融入他們。 

從小我的父母親就教導我要節儉，所以不

管是以前當縣長，還是現在當部長，同仁們都

知道我非常節儉，只要是還能用的東西，要我

再買新的是一件困難的事，就像一套西裝、一

雙鞋子就可以穿上好幾年，所以他們都說我很

念舊。其實這些都是父母、長輩從小給我的教

誨，使我養成節儉的習慣。後來這樣的習慣，

隨著我長大成人、就業及至從政以後。記得我

當屏東縣長的時候，每次到台北開會，都要隨

扈不必跟著我到台北，因為他們來，機票、住

宿等都要支出費用，而我自認沒做什麼虧心

事，應該沒有安全上的顧慮，所以就不讓隨扈

隨行。六年多來，我都是如此，每一次至少省

下好幾仟元甚至將近萬元，這幾年下來就省下

不少經費。我舉這個例子意義在於從小地方節

省，就可以省下更多的經費，進而做更多的建

設，嘉惠更多的縣民，使縣政推動能有 好的

品質。這樣的觀念，是啟迪於父母親從小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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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養成節儉持家的美德。 

所以，從小到現在，有兩個觀念一直深植

我心： 

一、父母親親切隨和、自然純樸的家教，包

括家庭生活背景，讓我可以和任何年齡、任何

階層的人，自然親切的相處。 

二、父母親養成我節儉的觀念，使我日後當

縣長、部長時，能以最節儉的方式為政府節省

公帑。 

光明如日月 

我曾看過「執行力」這本書，書中闡述很

多領導的觀念，這些都要領導者親自看過再體

會它的精髓，才能確實領會書中涵義。管理學

中有這樣的概念，瓶頸是在瓶子的上方，為何

會有瓶頸？就是因為瓶子上方特別狹窄；如果

狹窄的地方在下方那就叫漏斗。是以，如果任

何事情遇到瓶頸，應該歸咎於上位的領導者，

而不能遇到瓶頸就推給部屬。從這個概念我們

就可以瞭解管理的精義在於領導者如何領導。 

我剛當屏東縣長時，推動縣政的理念就是

「清廉、平安、尊嚴」。 

什麼是「清廉」呢？就是領導者要營造出

一個環境，讓人民覺得他們所納的稅，並沒有

被政府浪費、貪污，這個必須領導者對於清廉

要執著，才能擴及整個縣政團隊，甚至到每一

個公務員。我在推動縣政時，時常告訴縣府一

級主管，一切要依法行政，如有涉及包工程及

關說案件時，我沒有所謂的親朋好友，但私人

感情上我有親朋好友；如果有人關說工程說是

蘇縣長的親戚、好朋友、家人，不管是真是假，

我們都應該守法且認真的執行公務。所謂的親

朋好友，如果是在發包的過程，或是違法關說

的情況下，都不應該存在，也不應該讓他存在。

那要如何建構一個清廉的縣府團隊？在縣長任

內，我曾向農委會爭取到一筆三仟萬元的農路

補助經費，經過縣政府的公開發包，大概節餘

將近一仟一佰萬元，我去拜訪農委會的李主委

說：「這節餘的一仟多萬元可不可以給我，再做

其他的農路建設呢？」他很驚訝的說：「你怎麼

可能將三仟萬元的補助經費節省一仟萬元。」

我回答說：「所有的採購程序都是公開化的，而

且每一個人都不准接受任何的關說。」他很驚

訝因為屏東縣是全省農路補助經費節餘 多

的。所以我向他爭取到這一仟萬元的節餘款

後，又做了許多農路建設，而一仟萬元發包後

又可以省下三佰萬元，這三佰萬元又可以針對

更多沒有建設的地方加以建設。而如何做到節

省公帑及兼顧工程品質呢？第一、降低議價金

額。我剛上任時採購案的議價金額是二佰萬

元，我將它降到一佰萬元以下，因為我覺得如

果有官商勾結的話，可以抽取將近四十萬元的

回扣，但降到一佰萬元以下能抽的就不多。當

初將議價金額降下來是有遭遇一些反彈，但是

我苦口婆心的告訴我們的議員及鄉鎮長，從兩

佰萬元降到一佰萬元是鄉鎮在執行，不是縣政

府在執行，或許你們的壓力很大，但是至少你

們不用擔心被捉去關。我的意思是告訴他們，

縱然維持二佰萬元，你們和別人勾結賺了一些

錢，但是你永遠活在不安之中，有人來敲門你

就會心驚膽跳，很多鄉鎮長都是因為工程圖利

廠商或索取回扣而被移送法辦的。但是如果議

價金額降下來，廠商無利可圖，就不會有人向

你要工程的利益，至少你不會擔心被檢調機關

查辦，經過我這番交心的分析後， 後大家都

能接受。第二、尋求民意支持，在決定將議價

金額降低並成立發包中心由專職專責的人員辦

理、政風及主計單位監督等政策實施前，我先

作民調，經過民調結果屏東縣有高達百分之八

十的縣民贊成，取得民意的支持後，就正式著

手進行。所以六年多來，工程發包中心一百零

三億元的工程竟然有二十六億元將近三成的節

餘，這在許多地方單位是無法做到的，但是我

們做到了。第三、不能因為節省經費而偷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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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降低工程品質，所以我特別要求材料試驗中

心、工程品質監督小組針對每項工程進行監

督，所以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評等中從

未有丙等的，因此不見得公開發包品質就不

好。其實屏東縣是一個人情敦厚、百姓熱情和

單純的地方，縣民期待縣政府是個清廉且值得

信賴的縣政府，所以在工程發包政策給我很大

的支持，讓我放手去做；而屏東縣議會的議員

也不會因為你工程公開發包而刻意在議會杯葛

你，因為他們也感受到過去鄭太吉當議長的時

代，整個議會被污名化，將近有三分之一的議

員被繩之以法，因此他們要以一個負責的監督

者支持縣政府所推出的整個清廉施政政策，所

以他們本身也不會去觸法。如果有別人拜託他

們關說，他們會說縣政府是公開發包，他們也

無能為力，以避開違法行為的產生。所以像前

議長鄭太吉的圍標事件，在我的任內從來不曾

出現，就是因為有百姓及議會的支持，並沒有

讓我在親情與廉能之間有要如何取得平衡的問

題。 

「平安」就是要帶給縣民一個值得信賴的

縣政，要讓人民感受他的生命財產受到保護，

因此我希望建構一個優質、迅速的救災及警政

系統。所以，在屏東縣長任內，我成立全國第

一支搜救隊，隊裡還有搜救犬，比台北市還早，

當時的內政部張博雅部長，還曾派屏東縣的搜

救隊到國外協助救助地震災害。甚至九二一大

地震時，也動員整個縣政府的警消人力到埔里

救災，包括警察局的警車都到埔里去協助維護

治安。在警政方面，中央補助地方的超勤津貼

不足，我也從縣款提撥經費補助。在議會總質

詢時，我表示在縣府各局室中，消防與警察是

我心中的 愛。 終的目的即在於如何建構一

個平安的縣政，讓人民可以感受到平安。 

「尊嚴」就是要屏東縣每一位縣民都不會

讓他的故鄉被形容為黑道的故鄉。我在競選

時，提出在任內要讓屏東縣洗刷被指為黑道故

鄉的污名，將它變為創意的屏東縣。因此一系

列推動「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墾丁風鈴季」，

創造屏東觀光的熱潮。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說屏

東是黑道的故鄉，反而都說屏東是黑珍珠的故

鄉、黑鮪魚的故鄉。這項成就源於我們已將施

政的主軸定位，唯有定位之後才能賡續推動縣

政工作。 

府會和諧 政通人和 

而要如何領導縣政團隊朝著「清廉、平安、

尊嚴」的目標邁進呢？首先，我主張「人性化

管理」，就是如何在考量一個人的人性後，而創

造出高效率、高品質的成效。例如，我要求人

事室不要八點上班後，八點半就去查看同仁是

否已經在座位辦公，為什麼？因為那是人性的

時間，我們必須考量或許有些同仁因為比較晚

起床、趕時間、送小孩、停車等原因，無法在

八點上班之前將所有的事情完成，所以在這半

個小時之內去查勤，大概有些人會不在，這就

是人性的時間。但是，在我們考量人性的時間

後，同仁即需在其他時間投入所有的心力，好

好為民眾服務。是以，我很重視人性化管理這

個環節，因為人都會有職業的倦怠，如果不將

人性考量在內，可能他的績效是被逼出來的，

這個是短暫的，無法持久。如果我們提升人性

化管理，然後考量人性的時間，同仁會覺得領

導者為他們設想如此周到，如果還打混摸魚，

心理就會產生愧疚。類似的案例在領導實務上

相當重要。 

其次要充分的授權，當縣長是一個整體的

領導，是對於人的領導，我如果信任你，就不

必要管東管西，因為每一個部門都有它的專業

領域。在專業上，我比不上建設局長、地政局

長、工務局長，但是對於人的領導，是一個決

策者所應具備的條件，就像警政部分，如果我

沒有充分授權警政署署長的領導，對犯罪偵

查、刑事鑑識，我都不瞭解，強行介入就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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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誤判，包括救災也一樣。所以我是對人的領

導，而不是對專業的領導，專業的領導要回歸

實務面。我也一直希望專業的讓專業去做，決

策性的工作就讓我來負責，這樣才能達到目標。 

在我主政屏東縣政將近七年中，經歷過六

次預算及法案審查，縣議會從未動用任何一次

表決，這個在地方自治史上相當少見，尤其執

政黨在縣議會才六席，國民黨與無黨籍加起來

共四十九席，府會間能達到政通人和，並不是

我利用包工程等方式給議員好處。屏東縣的工

程發包，我授權由副縣長全權負責，而我不管

錢，只管政策的領導。我對副縣長說，我充分

的授權、信任你處理發包及底價等採購過程，

如果還聽到外面講屏東縣政府涉及工程弊案，

那就是你的問題，因為我不會指示、干預你要

將工程給何人承包，而副縣長這幾年也做的相

當好。可見我們府會的聯繫，不是繫於給議員

什麼利益。我對縣府各一級主管說，面對議會，

我們一定要態度謙卑，但是內心要非常堅定。

所謂態度謙卑就是議員在議會的指正、平常到

縣政府的公務，或為民服務，對的就支持，不

對的也不能得理不饒人。對人家態度謙卑，這

是公務員的基本條件。但是，內心要非常堅定，

受到質詢、關切如果都是不合法的，則要向他

堅定的表達，勇敢的說 NO，但也不是得理不饒

人的說 NO，而是以謙卑的態度告訴他不能執行

的理由。我覺得議員還是會理解行政機關的困

難，所以，這六年多來府會關係非常融洽，縣

政工作才能順利推動。這幾項施政的理念也得

到縣民的高度肯定，才能在二十年來沒有縣長

連任的屏東縣，由我獲得第一次連任。 

因地制宜 擘劃內政 

我在屏東縣長任內，是依照地方的特色來

推動縣政，例如屏北水源充足，地質非常肥沃，

農業的發展配合屏東科技大學推動農業生物科

技之研究，發展科技產業；屏南，潮州以南等

地，觀光資源非常豐富，包括魯凱、排灣等族

群文化；東港大鵬灣的農漁特產創造了黑鮪魚

文化觀光季，再進入 南端的墾丁國家公園。

所以屏東縣的觀光事業算是推動的相當成功，

事實證明，在我還沒有上任縣長之前，每一年

大概有三百萬人次到屏東，到民國九十三年我

離開縣長職務時，每年大概有七百萬人次到屏

東，觀光人數的成長超過一倍，對於屏東縣整

體的經濟效益影響深遠，同時也為屏東縣民帶

來無限商機。因此在縣長任內，考量當地的地

理環境、人文條件以及族群文化等因素，因地

制宜來著手規劃屏東縣的發展，事實證明這樣

的方向是正確的，甚至於獲得中央的支持與補

助，例如：第二代加工出口區、農業生物科技

園區等等。 

但內政部的業務屬中央層級與地方縣政是

不同的，在內政的主軸上可以歸納為下列幾

項，第一：治安，警政事務方面。第二：救災，

屬於災難應變部分。第三：營建，有關城鄉差

距部分。第四：服務，例如戶政、地政等與民

眾息息相關的事務，整體來說人民對於戶政、

地政及社會救助的服務滿意度評價相當高。 

首先談談治安方面，治安就像是一顆不定

時炸彈，不曉得何時會發生狀況，但是必須讓

警察去預防犯罪的發生，落實巡邏勤務，當案

件發生後能夠迅速應變，包括破案及善後的處

置，也就是破案之後讓人民對治安恢復信心。

但警察有時無法完全兼顧，因此有必要將治安

也納入社區巡守的一環。其次在救災方面，因

為有賴地方政府的配合，這方面仍有著力的空

間。應將義消人員納入消防救災體系，建構防

火宣導團等機制，其實這都是可以努力的方

向。以前是拿著水桶在救火，但是隨著公寓大

廈的新建，衍生出建材、通風口、安全門等公

共安全的問題，以往的救災方式已不足以因

應，所以救災要有新的觀念，要顧及都市及鄉

村的差異，採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來處理。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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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災害部分，例如土石流的預測，居民的遷移

與安置等等，這都是相當的重要。另外，城鄉

差距急須拉近，不能讓都會區過度發展，導致

生活品質下降，配合都市更新及老舊社區的改

建，積極規劃並呈現出都會區的綠化及避難空

間。反觀鄉村地區，公共建設不足，必須透過

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加強鄉村地區的公共建

設，例如排水系統、堤防整建及社區活動中心

等等，營造出居民與這片土地休戚與共的情

感，所以這方面需要靠社會系統甚至於政府資

源的挹助等等來建設鄉村。 

我想內政的工作就如同我在屏東縣政府，

第一年先瞭解整體狀況，例如地理環境、人文、

族群等等；其次，再就整個縣政推動作全盤的

規劃。我到內政部來將近七個月，對於內政未

來幾個大方向已經著手推動。在治安方面，打

算將明年定為「治安年」，針對治安問題從 小

的竊盜、搶案、詐騙集團等等都要澈底的來掃

除，然後進一步防範槍、毒、綁票等重大案件，

甚至於 後的反恐怖行動要如何的因應等等，

朝這幾個方向來努力。警察同仁現在士氣高

昂，對於改善台灣的治安狀況，我非常有信心。 

吾愛吾鄉 休戚與共 

對於家鄉的認同感，是能不能讓你的家鄉

成功的 重要因素，也是一種原動力，假使對

於家鄉沒有認同感，你就不願意好好的深根自

己的家鄉。所以在前面所提到的社區總體營

造，例如屏東的堤防，提供鄉民工作之餘的休

閒去處，我不敢說屏東的堤防是全國 美的，

但是到過屏東的人，不管是林邊河堤、萬丹堤

防等，居民認養花草、融入社區的情感，認同

自己的家園，進而深根這一片土地。所以，透

過社區總體營造，讓居民產生榮辱與共的感

情。社區環境整潔，居民與有榮焉；社區髒亂

不堪，全體居民臉上無光，事實證明這樣的推

動是正確的。其次，這也是一種尊嚴，要如何

讓別人來讚美你的家鄉，並以自己的家鄉為

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屏東從黑道的故鄉轉型

成為黑鮪魚、黑珍珠的故鄉，變成觀光大縣，

一路走來，花了將近兩三年的時間才建設完

成。所謂的尊嚴，就是激發屏東縣民的認同感，

讓他們以居住在這片土地為榮。例如黑鮪魚文

化觀光季到了，包括東港地區餐廳、漁民等，

就會自動打掃及佈置整理，這都是他們自己出

錢出力，因為他們瞭解惟有靠政府與居民共同

的努力，才能夠創造雙贏的局面。事實證明，

黑鮪魚觀光季為地方帶來繁榮，改善了居民的

生活，基本上從社區的個體開始，激發他們對

社區的認同，進而深根家園。 

不信東風喚不回 

前議長鄭太吉殺人案的確讓屏東縣的縣民

受到很大的挫折，因為縣民只要一離開屏東

縣，大家都說你們是黑道的故鄉，我當立法委

員的時候，人家都說我是黑道故鄉選出來的委

員。其實那時候檢方和警方也發揮很大的決

心，尤其是新政府上來，鄭太吉案很快地被三

審定讞，處以極刑，帶給屏東縣民很大的震撼，

感受到政府針對相關的治安問題，如黑道幫派

的掃蕩，積極地處理，不像過去一直在拖，導

致對檢警單位辦案缺乏信心。我比較幸運的是

在我當縣長沒有多久，鄭太吉就被處以極刑，

所以地方上感受特別深。另外我剛上任一年

多，過去有些議員涉及議長的賄選被判刑且停

止職務，讓議會感受到政府的公權力是不可以

挑戰的，也讓縣民感受到做壞事的不管是議員

或議長都要受到制裁，因此人民開始恢復對政

府公權力的信賴。 

屏東縣過去有所謂的「三代同堂」，縣長是

代理的、議長是代理的、屏東市長也是代理的，

我競選縣長時宣誓要澈底斬斷黑金，獲得縣民

的全力支持，大家已經建立一個共識，不能因

為鄭太吉個人及周圍黨羽的違法行為而賠上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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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的整體形象，也不希望再有所謂「三代同

堂」的污名出現。而縣議會也要建立一個全新

的議會形象，所以積極配合縣政府進行各項的

改革，以建構一個清廉的政府。在整個時空環

境的影響下，包括人民對縣府及議會的期待、

媒體的監督，都讓屏東縣在那一段時間有很深

刻的反省，所以我在推動縣政就特別的順利。

而縣民也感受到我是認真的、負責的、積極的，

因此也給予我高度的肯定，這些都反映在民調

上。高民調也使我在議會推動縣政的時候，有

強的後盾。另一方面我想到改革是要靠自

己，但是要有新的代名詞、正面的物品，來代

替過去被人家認為不好的，因此我構思如何推

出有創意的活動，扭轉大家對屏東是黑道故鄉

的舊印象，所以我就因地制宜的創造「黑鮪魚

文化觀光季」、「黑珍珠的故鄉」、「墾丁風鈴季」

等一系列活動，現在只要一提到屏東，就會想

到是黑鮪魚、黑珍珠的故鄉，很少人會再說屏

東是黑道的故鄉。現在的屏東人比較驕傲，可

以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走出去說我是屏東人。 

人必須不斷的超越自我 

每個人一生中都看過很多書，我 欣賞的

一本書是「第五項修練」，這本書是我擔任縣長

的第二年，研究所楊教授所指定閱讀的其中一

本書，它是一本著重於理論的書籍，但是用在

實務上卻是蠻貼切的。該書探討的範圍從個人

到團隊，它告訴我們，一加一可以等於三或是

一點五。然而團隊需要自我超越，書中曾經提

到，當你問一個二十歲的人，他未來想要從事

的工作是當總統或是工程師、飛行員，對未來

充滿願景；三十歲的人可能會比較收斂一點，

只要有份固定的工作，月入十萬即可滿足；四

十歲的人 大的願望，可能是我的岳母不要住

在我家；但是五十歲的人，可能只是希望自己

的關節不要酸痛。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年紀越

大，自我超越的能力越弱，倘若一但喪失自我

超越的能力，同樣的也會失去動力與競爭力。

將其理論用在縣政工作的推動上，非常適當，

所以「第五項修練」這本書對於我的啟迪與影

響非常大。 

再怎麼忙也要和女兒說說話 

政治人物雖然將多數的時間奉獻給選民、

奉獻給社會和國家，但是對自己的太太、孩子、

家庭，內心都有一份愧疚，我也不例外。我從

二十九歲開始參與選舉，三十歲當選國大代

表，那時候我的大女兒才一歲，小女兒還沒有

出生，所以小女兒出生後我就很少有時間再陪

著她們。即使我當立委的六年，雖然一個禮拜

有五天在台北，只有利用星期五晚上回去，她

們幼年成長的過程，讀幼稚園、國小到國中，

我都看的到，可是內心還是有很深的愧疚感，

因為沒有陪她們一起成長。 

現在我晚上如果沒有打電話和女兒談談

心、說說話，那比沒有吃飯還難過。當立委的

時候，除了服務的案件之外，儘量將週末的應

酬推掉，陪她們玩、打球，和她們講一些知心

話。雖然人家說男生和女生沒有什麼知心話好

談，但是我小女兒的生日和我差一天，從小就

非常黏我，父女倆無所不談，這是很難得的事，

而且也很喜歡我煮飯給她們吃。所以我從當國

大代表到立法委員，只要一回家就煮飯給她們

吃，我很會做魚的料理，因為我自己喜歡吃魚，

也很會燉肉，因為我家以前是賣豬肉的，像燉

東坡肉、紅燒豬腳等，連我的太太都贏不了我。 

一直到當上縣長，因為在屏東就更有時間

陪她們了，而那時候兩個女兒都已經讀國中和

高中，在生理及心理的成長變化也比較大，我

太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實與孩子的相處，

時間是自己找的，像我這麼忙在台北，縱使不

能回去也要打電話，讓她撒撒嬌，講講學校的

事情。所以到目前為止父女關係還蠻密切的，

就像我的小女兒已經唸高三了，每次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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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會主動跑來和我們夫婦睡在一起，使我

感到很窩心，這是很不簡單的。政治人物、公

務員或是警察同仁平時都很忙碌，像是警察局

長家裡和工作場所都不在一起，這我都可以體

會，因為我在過去有將近十八年都是這樣子，

但我還是要呼籲大家，時間是自己找、談話內

容是自己找，表達與子女的互動方式也是要自

己去尋覓及體會。你說找不出時間、話題，我

不以為然。任何再短的時間都可以找出與子女

之間更深的互動關係與話題，使親子關係更為

融洽。我和家人及小孩的互動，我可以說即使

沒有一百分也有九十分以上。 

在生活作息上要持之有恆的運動，運動絕

對讓你保持活力、競爭力，所以我每周都會打

打球或是慢跑等運動，即使在內政部較忙時間

少，也會充分使用以前余部長留下的健身運動

器材。所以讓自己保持充分體力， 重要的就

是運動。 

以身為警察眷屬為榮 

我就任內政部部長這幾個月來，對於警政

工作有更深的了解，雖然難免會遇到一些風紀

案件，比如說匿報、吃案、貪瀆等，但這是非

常少的個案，多數的警察還是非常潔身自愛，

而且積極的想把治安做好。所以對警察同仁，

我心存感激，因為如果沒有你們的表現，我這

個內政部長的職位也待不久，在這方面特別感

謝我們警察同仁。另一方面由於我太太曾經當

過警察，所以我也是警察眷屬，可以體會警察

所受到的壓力和困難。記

得我剛結婚的時候，太太

一個禮拜只能外宿兩

天，其他時間都要待在隊

裡面，若要再外宿還要再

向長官額外申請。因此警

察的眷屬，其實也為配合

警察的勤務而付出許

多，在此也對這些眷屬們表達 高的謝意。我

希望在新的一年，社會治安會有長足的改善，

因為民眾是這麼的信賴警察而將生命財產交給

我們來幫他們維護，我們忍心讓他們失望嗎？

這絕對要我們全體警察一起來支持。此外除了

要嚴格遵守警紀外，在服務形象上也要做一些

改變，不要像過去的衙門，給百姓有「衙門深

似海」的感覺，讓人家不敢親近及信賴；我們

要像便利商店一樣，二十四小時服務不打烊，

讓人家感到光明、親切，願意來找我們協助，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努力的目標。當然我們對於

維護治安的決心也要向外界宣誓，希望全國的

人民共同來維護社會的秩序，不應該用其它違

法的行為讓社會動盪不安，這一點我要請全國

人民共同支持。 

新年新希望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有很多的期許和願景

要努力來達成。我知道在工作崗位上都有職業

的倦怠期，但是我還是向全體同仁期許，人不

只要為自己而活，同時要為自己的家人、工作、

社會及國家而活並且盡心盡力的付出。在此感

謝內政部全體同仁在工件崗位上的努力與奉

獻，當然也祝賀大家身體健康，家庭美滿。人

民從出生到老，與本身切身關係的業務，都由

內政部服務，因此更進一步的希望內政部全體

同仁在新的一年裡，能貢獻所有的力量和熱

誠，讓全國民眾感受到內政部對他（她）的關

心，同時也贏得信賴及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