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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慧  68 義

傑出校友－公職篇

台北副市長周麗芳訪談記

玉慧：副市長好！謝謝接受採訪，北一

女校友會刊物〈綠意〉一年出兩期， 經

常採訪傑出校友，談當年故事。一般人

在自己的領域深耕，您在跨領域方面有

格外優秀表現，又是財經、又是公衛、

又是保險 ...... 真不簡單！

麗芳：一路走過來，都是機緣。

公費留學德國  研究健保公衛

玉慧：開始對健康領域如何涉獵的？

麗芳：我北一女畢業（70 級樂班）後，

先念台大經濟系，大四時陽明醫學院希

望招募跨領域的學生，我就去報考了公

共衛生研究所。當時還沒有全民健保，

很需要保險的財務、醫藥經濟這方面的

人才，包括在做醫療資源配置時需要成

本效益分析，我在那個機緣下投入公衛

領域。之後我參加公費留考，我是健康

保險學門第一個公費留學生。

玉慧 : 當時考上公費留考很難！

麗芳 :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健保，國家要

培養這樣的人。我到德國留學，因為

德國是最早實施健康保險的國家，從

1883 年俾斯麥時期就開始。到那邊去

之後，發現健康保險並不盡然是醫學人

才，財政和社會政策研究也很受重視，

因為他們覺得健保的源頭跟財務相關。

玉慧：對，是離不開的。

麗芳：像我們現在健保實施的總額預算

制度，也是跟德國學習的。所以是因緣

際會。北一女的培養讓我有勇氣去航向

並面對未來，讓自己去找出各種可能的

答案出來，我覺得這就是北一女教導我

們面對自己的問題要自己解決，自己的

未來自己創造。

玉慧：這正是您覺得在北一女三年學習

的收穫嗎？可以培養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編者按：周麗芳校友 (70 級樂班 ) 經兩階段遴選後，今年 2 月出任台北市第三

位副市長。〈綠意〉編輯小組成員－教育電台節目主持人常玉慧特別跟她做了

訪談，內容以對話形式呈現。

▲周麗芳玉照 ( 周麗芳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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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芳：我當時是從彰化來台北跨區就讀。

在北一女附近租屋，那時候也有不少同

學是這樣子。

玉慧：當時風氣就是這樣，最棒的學生

都要來唸北一女。

麗芳：對！大家都是慕名而來，懷抱著

希望說可跟各地的菁英相互交流切磋。果

真，這裡是個大家可以共同施展交流的

舞台。在學校，老師給我們的框架是很

少的，縱使要聯考，烹飪課還是照常上，

我還記得烤餅乾，做糕點，甚至縫紉課

也要縫自己的睡衣，做了很多的作品。

北一教學不設框架  激發能力

玉慧：我記得北一女很少在挪課，和外

界想的不同。

麗芳：我們那時候畢業還要會游泳。我

原本不會游泳，因為學校希望我們強健

體魄，被逼得游泳也學會了。

北一女的校風就是激勵學子，讓能力被激

發出來可以充分展現，但是沒有一套框

架要大家穿上同樣的制服。我覺得這是

很特別的教育方式，所以說為什麼可以

在各行各業裡都可以看到傑出的綠衣人。

玉慧：在那三年您比較深刻的事情是什

麼？

麗芳：專業科目的部分我很欣賞我們的

老師，因為非常敬業，老師上課還會做

很多聯考以外的補充，告訴我們充實知

識不只是為聯考，也要多增廣見聞。老

師在指導時給我們一個正確的方向和價

值，讓我們知道不是只有看三年畢業後

會考上哪裡，而是藉由這些專業的訓練

後，看到未來的一生當中我們可以做些

什麼，學習應該對社會擔負什麼責任。

相對的，我們在準備學業的時候，不會

覺得只是為自己在念書，而會抱持著比

較開心的態度，所以我覺得學科並不會

帶來太多的壓力，太多制式的框架，這

塊是讓我們可以充分發揮的。同學之間

都是良性競爭，並且團隊合作，因為大

家擅長的科目都不一樣。

課程有趣多元  學姊典範學習

寒暑假或者下課的時候，樂隊、儀隊、

合唱團都會在那邊演練，以及剛剛提到

美術、體育、烹飪這些，學習是非常有

樂趣而且多元。

有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當時週會

都會邀請傑出人士來演講，李鍾桂學姊

擔任救國團主任，她幾乎不用準備演講

稿就可以把青年在社會上，所有相關的

議題如數家珍般，非常有自信的在學妹

面前論述。這些年我還經常跟李鍾桂學

姊聯絡，並向她學習，一直還懷念她 30
年前就具備的風範。所以我覺得典範學

習是很重要的歷程，可以讓我們看到學

姊的發展這麼多元、傑出，讓我們有效

法的對象。

玉慧：對啊！我自己當初是參加排球校

隊，週會的時候都會跑去練球，是另一

種收穫，學到團隊合作。當時我也加入

〈北一女青年〉的校刊編輯，社長是王

麗莎，後來是有名的口譯專家，主持知

名的國際會議。我們會請公假出去採訪。

麗芳：所以在那個時候，每位學生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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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展現出在那一方面的長才。

玉慧：學校很開放，知道校刊需要採訪。

允許你請公假，並不會懷疑學生去外面

玩。我們就會去訪問傑出學姊，藉著校

刊學會寫採訪稿，之後自己才會往這一

塊去發展。

麗芳：像您剛剛這樣說，其實大家出去

採訪後回來也不會耽誤到功課，因為大

家會自我要求，等於說學校給予彈性，

讓我們自我發揮，而學生自己也會自我

克制，事後要去追補的功課或報告也都

不會延誤。

玉慧：對，那時候球隊也會要求要顧好

功課，如果學業不及格球隊第一個會先

關心。

麗芳：對啊，我剛才說我們要互相採訪，

請問您以前在學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

麼？

玉慧：那時公假出去好像是一扇窗，讓

我開了眼界，從學生時代就可以體驗當

記者的樂趣，好像走進大觀園，認識那

些優秀的學姊，知道她們不同的發展。

當時有採訪在戲劇界很優秀的名伶，也

有採訪一些媒體人，給我很大的啟發，

知道原來當記者是要這樣衝鋒陷陣。

另外讓我也印象深刻的是在學期間的一

些活動，例如合唱比賽，我們義班大家

都愛練不練的，可是真到比賽時居然還

有模有樣得到校內第一；游泳比賽也是，

平常大家就很愛玩，體育老師非常兇，

我們還會被罵到哭，結果游泳比賽也得

到不錯的獎項，畢業後同學都很感謝體

育老師張新平，把好幾位同學從不會游

泳教到會，以前被老師罵到哭的時候，

還會在老師背後說老師壞話，長大後 30
重聚聚大家見到老師，都是擁抱他。

麗芳：我覺得北一女這種放手的哲學很

好，就是學校放手讓學生自己去發揮。

玉慧：對，我覺得就是百花齊放。我們

同學感情都滿好的，我以前數學很差，

還考個位數，就有一個同學來鼓勵我，

她說：「沒關係！常玉慧我告訴你，這

題就是 ...... 這樣，你這樣做就可以了，

我跟你說喔，你 - 一 - 定 - 做 - 得 - 到 -

▲周麗芳今年 2 月 9 日出席北一女校友會新任理監事聯席會時，在新會長馮燕 ( 右 ) 主持下，向大家自我介紹。數日

後台北市政府宣布遴選她出任第三位副市長，周麗芳隨即致函辭去校友會候補理事。( 傅依萍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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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看她比我還有信心，後來，果

然我聯考數學比我們班數學好的人還多

了幾分。高中時我本來很害羞沒信心，

也沒想到後來 30 重聚，把我抓上台去

當主持人。當時我想人生只有一次機

會，只會有一次 30 年高中重聚，就硬

著頭皮撐下來。 

市政工作核心：以人為本

玉慧：請教副市長你現在工作範疇？

麗芳：我所要督導的範圍，像是 2017
世大運，還有 2016 世界設計之都，需

要集結市府各局處力量，由我來做督

導。其他我協助的局處比較屬於軟實力

的局處，比方說教育、社會、文化、勞

工、觀傳局，以及多元文化裡面的客委

會、原民會、公訓處，還有社會局。

玉慧：事務非常繁忙。

麗芳：但是我覺得它都有一個核心的根

本，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人文關懷。我

們擺在第一位的就是為人民服務，整個

市府團隊希望以民眾的需求為依歸，

我們希望提出來的東西是符合大家期待

的，市府最近提的非營利幼兒園，不斷

跟大家溝通討論，希望形成的共識絕對

不是只有四年。教育是一個百年的志

業，今天任何的團隊所訂立的政策，會

影響非常深遠。我們也希望用很審慎的

態度，而且是符合民意的態度把未來整

個政策藍圖畫出來。

玉慧：對，幼兒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走

偏了就不好，現在有些私立幼兒園還走

分科教學，上英文、數學等科目，這些

畸形現象可能會讓很多父母親非常焦急，

事實並不是幼兒階段孩子需要的，所以

我看爸爸媽媽也需要來上一點課啊！

麗芳：對，現在我們也有在推親子共學、

祖孫共學。

玉慧：您從政大的特聘教授轉到這個視

野跟格局很不一樣的職務，變得更廣

闊，顧及的層面更多，這個職務跟心情

上面的轉換會不會有一些壓力？您做了

什麼樣的調適？

學者從政  勇於嘗新  調適沒問題

麗芳：我是比較屬於達觀型的人，而且

也勇於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嘗試，你剛

剛問從學校到行政事務心情上的轉變，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轉變，因為過去雖

然是在學校，但是我也有負責過研究發

展，擔任過研發長，研發的面向也是很

廣，從人才的培育，我們在政大也做了

2025 台灣未來實驗室。也有在談帶動

大專院校的國際化。我曾擔任過公企中

心主任，就是推廣教育中心，主要在培

育高階文官和企業經理人才。所以在有

關人事、研發這塊我都有涉獵過。

其他專業的部分就是碰到什麼就學什

麼，而且要扎根的去學。我在德國留學

14 年，學的是財政社會政策，特別有關

社會福利，所以剛回國的時候，研究主

軸會比較在社會福利。我們發現永續發

展很重要，經濟部或是環保署經常會邀

請德國的專家或議員到台灣來指導；很

多德國的法規，就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也都是跟著德國的步伐，有很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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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會轉換成英文，可是屬於一些比較

細部的資料都還是德文。

擔任德國專家和台灣的橋樑

玉慧：所以當時您的角色？

麗芳：有些政府部門會請我協助諮詢，

擔任德國專家跟台灣之間的橋樑，甚至

會請我檢視德國相關法規是怎麼訂定，

分析德國的利弊優缺實施狀況。一開始

因為綠色這塊是全新的領域，不熟悉，

參與之後覺得很重要，我也敞開心胸跳

進來，我在學校籌組了「綠色能源財經

研究中心」，跨足去研究碳交易跟碳的

市場，或者是再生能源在發展的過程當

中，國家要怎麼從財務來著手。一如我

們過去在北一女的學習風格，就是像海

綿一樣，敞開心胸吸收很多新知，最重

要的就是不畫地自限，知道還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

也是因為過去在學術工作的過程協助了

很多專業工作，並以專業協助公共事務

的推展，所以目前協助台北市政的推動

上，相對不會有太大落差。

不管是在北一女也好或是我服務的政大

也好，我想有三部分是可以鼓勵學生

的，第一就是人文關懷，不管是在行政

工作或是教育工作者而言，這是很重要

的一個核心精神。再來就是專業視野，

就是要活到老學到老，要不停地學習。

像我現在在市府工作，很多人問我累不

累？我把它換個角度來想：其實我獲得

了很多不一樣的視野跟想法，然後也激

盪新的出來，用這樣的心情看待才不會

覺得累而是覺得很期待。

玉慧：快速成長、每天都很期待的工作。

麗芳：對，每天都是很特別的一天。

這就是專業視野，就是要不斷地滾動。

第三就是國際視野，這部分包括現在在

推動的世大運和北一女儀隊，就是透過

樂儀隊去做國際友邦的連結，這種連結

比我們在官方的連結更有效，而且吸引

更多人的目光和喝采，這是強而有力的

力量，而且是一個溫暖的多元包容的力

量，很有必要去把它彰顯出來。

國際視野在北一女學生時代就可以開始

去做，例如「大手牽小手」的活動，像

北一女本身會跟偏鄉學校合作，或是跟

姊妹校、國外的學校連結，還有交換

學生，或是利用寒暑假出國做交流學習

等。柯市長說過：「只要我們有心想去

做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會想幫我們。」

可是當全世界都想要來幫我們的時候，

就要透過平時很多國際上面的網絡，如

果這個網絡是暢通的，很多支持的力量

就會進來了。

玉慧：對對對，如果平常沒有耕耘、不

夠暢通，即使有這個機會恐怕都不行，

對不對？

麗芳：對阿。我也要請教玉慧。如果能

夠對學妹們給一些建議的話，你覺得在

求學的時候，應該要比較看重甚麼？

玉慧：我自己是覺得在學科上只要不太

離譜，因為學業本來就是一個基礎，學

業之外的各種活動要多多的參與，不管

是在高中或大學，有機會走到國際上，

眼界的開拓是不一樣的，而且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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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荒廢學業的情況下，盡量給自己機

會做更多的體驗，尤其在社團的活動，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磨合很重要，也是坐

在教室裡比較難學到的。當然有時候

老師會用各種方式、小組討論等等，但

是在社團裡面辦活動，從無到有，有時

需要去募款、要做成果發表，或是到外

面競賽，像我當年參加排球校際比賽或

全國比賽，這些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可以從各種活動裡培養能力。學歷在未

來只是一個敲門磚而已，最重要的是能

力，而且要培養在國際間移動的能力。

麗芳：對，對，國際間移動的能力。

玉慧：我相信就算把你副市長不管放到

哪裡，德國、英國、聯合國你還是可以

如常工作，這就是國際間移動的能力，

我們能夠這樣子的話，台灣的未來不太

需要憂慮，對不對？現在台北市做的不

管是世大運或者是世界設計之都，通通

是期待年輕的一代能夠在這樣的氛圍裡

面，雖然有些孩子不見得能走出去，但

是我們就讓世界進來。

讓台灣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麗芳：對，透過這樣子的活動，讓全民

能夠參與而且讓大家找城市的光榮感，

讓台灣走出去，然後世界走進台灣。

我最後再說明一下我們現在推動六個很

重要的願景，第一個就是能夠建立一個

公義社會，就是以人為本的社會衍生之

下的公義的社會；再來就是文化的城市，

一個城市要讓大家覺得不一樣讓大家眼

睛為之一亮，一定要有豐厚的文化底蘊。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這個城市是安全是健

康的，從食衣住行各個面向都是健康安

全的，再來就是要落實我們的關懷分

享，特別是銀髮照顧、幼兒，還有就是

社區營造，希望能夠讓市民的力量共同

進來，而不是只是政府單向的，要一起

協力。

玉慧：這是未來的趨勢。

麗芳：還有一個就是公開透明，包括現

在世大運 logo 的選取，也是讓大家共

同來投件、共同來 e-voting，希望透

過公開透明的過程，讓大家了解到市府

推動的全貌，可以跟我們共同攜手來努

力，希望改變台灣就從首都開始，讓這

裡美夢成真。

要感謝您透過您的平台，不論是廣播的平

台，或是綠意雜誌的平台，或者是透過北

一女校友會的力量，我們共同讓正向的

力量傳播到社會，照亮社會的角落。■

▲本文作者常玉慧 ( 右 ) 和周麗芳副市長訪談時合影 ( 常玉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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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電賀周麗芳 並促保留庶民菁英學校

剛卸任校友會會長的周玲臺致賀電，同時

為保留庶民菁英學校請命。電文如下：

麗芳理事：

　　新春恭喜，羊年作大事，加油啊！也

請為台北市民保留北一女等公立的菁英名

校，讓庶民百姓的兒女皆可憑努力和實力入學，獲得特殊的栽培與鼓勵 !!

　　建中與北一女這些名校的聲譽與存在，是台北全體市民長期累積的文化無形財

產，千萬不要在中央「全國一體適用」的粗躁與蠻橫政策之下，被恣意摧毀！請柯市

長思考台北市栽培庶民學校菁英青年體系的長遠一貫與完整性。社區學校優質化和庶

民菁英高中兩者皆極為重要，請不要讓公立的菁英高中傳統從台北消失 !! 屆時，只有

私立菁英高中，將只是富裕家庭子女的特權，成為弱勢家庭與庶民父母心中永遠的遺

憾！　　玲臺 2/23

校友會前會長，現任江學珠先生獎學基金會董事長的黃虹霞也呼應周玲臺的心聲，致

賀電給周麗芳：

新春恭喜，並賀任膺新職；

　　玲臺表達了大家的共同心聲，願台北市政府能為全台人民留下優秀公立學府，免

更拉大貧富差距，並給想念公立學校之優秀孩子也有選擇精英學校的機會。

虹霞　敬賀 2/25

以下是周麗芳於 2 月 14 日的來信：

馮會長、周前會長及各位學姐學妹：

　　大家好，非常感謝各位給予麗芳溫暖的鼓勵與期勉，校友會的支持將是麗芳為社

會服務的前進動力。麗芳定不忘初衷，積極為這塊土地奉獻。還要多向大家學習請益，

讓台北成為台灣創新的引擎，打造幸福臺北，讓市民美夢成真。敬請不吝持續鞭策與

指導，麗芳定當戮力為大家服務。無限感謝與祝福，敬祝閤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麗芳　敬上

3 月 1 日復來信表示辭去校友會候補理事一職，並會持續關心母校發展。信文如下：

依萍學姊：

　　因市府同仁有提醒，要我記得辭去兼職職務，包括民間社團的理監事。是以，擬

自 104 年 2 月 13 日上任副市長起，辭去校友會候補理事一職。敬請協助後續事宜，對

於全體理監事的厚愛與期勉，麗芳感銘於心。未來仍將持續關心母校發展，祈願與校

友會同心協力，讓學校與學子得以發揮更大的社會貢獻。也請代為向會長與副會長致

意與致謝，敬祝　會務昌榮　麗芳敬上

周麗芳校友獲選出任台北市懸缺一個多

月的第三位副市長，消息在2月11日

公布後，校友會旋於2月12日將這個

好消息通告理監事，表示本會與有榮焉。

▲周麗芳 2 月 11 日舉行記者會，表示希望能夠帶領政

府團隊朝「夢想起飛，幸福台北」的目標邁進。 ( 錄攝

自 UDN 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