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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大小事

106學年度公事所碩士班、碩士專班入學考試開始報名囉!

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 4901~4905

公事所師生及所友會拜會陳菊市長

郭瑞坤所長、汪明生老師、吳偉寧老師及所

友會洪東煒會長及所友會秘書劉又菁，於10

月26日至高雄市政府拜會陳菊市長，就所上

發展目標與未來方向討論，並請市長鼓勵市

府員工踴躍至所上進修。隨行碩一曹瀚文同

學也藉此機會請市長支持「2016全國大專青

年公共事務提案競賽」，市長也熱情全額贊

助此次優勝獎金，支持青年走入社區。

報名:105.12.1中午12：00 ～12.29下午5：00

考試日期:106.2.4

招生名額:甲組-本島組(20名)、乙組-澎湖組(10名)

考試方式: 

第一階段:審查【佔50%】

第二階段:面試【佔50%】

碩士專班

報名:105.12.1中午12：00～12.20下午5：00

考試日期:106.2.4

招生名額:共計8名(不分組)

考試科目:

一、共同考科:管理學

二、分組選考科目(以下五擇一):

1.經濟學、2.統計學、3.行政學、4.都市與環境規劃
概論、5.社會學

碩士班

歡迎和公事所

歡迎校友加入
公事所Line好友，
隨時掌握公事所最
新動態!!
ID:pam4900

公共事務提案競賽 青年提出社區創業幸福劇本

第四屆全國大專青年公共事務提案競賽-「找尋

社區X幸福劇本」11月20日順利舉行，來自全

台大專院校十組團隊PK，提出各式社區創業提

案，提升青年參與公共事務及公民意識。所上

透過辦理競賽，一方面提升所上對外能見度，

另一方面由學生一手包辦活動流程，也藉此訓

練碩士班學生規劃活動的實務能力。

※博士班報名日期為106.4.5~106.4.13，考試方式為審查及面試

在一起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校友電子報 第 4 期，2016年12月

碩士班同學哈瑪星社區探索之旅

今年碩士班迎新活動，所上特別規劃哈瑪星

社區探索小旅行，由哈瑪星社區發展協會人

士帶領同學認識學校所處的社區發展故事，

同學在中山大學求學，對於學校的周圍的環

境及社區的公共事務議題也應該有所了解與

關心。迎新活動在輕鬆與知性的的氣氛下，

碩一新生與學長姐互動交流，增進情誼。

澎湖公共事務論壇 落實在地實踐

2016第一屆澎湖「公共事務管理與在地實

踐」論壇，9月11日在在澎湖生博館登場，由

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主持，包括副縣長林皆

興、中山大學公事所長郭瑞坤與中山大學澎

湖碩士在職專班的畢業校友近50人與會。透

過澎湖在地子弟近年來，所提出澎湖發展的

研究論文，發掘澎湖的問題，期盼理論與實

務能改善落實，對澎湖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校園公事週 熱鬧登場

為增加校內同學對公事所的認識，碩士班同

學自11月20日起舉辦為期一週的公事週系列

活動，內容包括公共事務提案競賽、實習成

果展示以公事所招生說明會，另外在利用招

生粉絲專頁進行網路宣傳，希望校內同學對

公事所有進一步認識。

公共事務管理實務參訪 本學年起恢復舉辦
感謝校友熱心捐助，停辦多年的碩士班「公共事務管理實務參訪」活動，自本學年起將恢復
舉辦，預定於106年1月16日至1月18日展開三天的參訪行程，規劃參訪台達電、台南仕安及土
溝社區、台中文創園區、桃園青年事務局、資策會、立法院及公共電視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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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好消息

1.汪明生老師榮任國民黨孫文學校南部分院院長。

2.張瓊婷老師榮獲本校104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優良課程獎勵。

3.吳偉寧老師榮獲104年度「逸仙新進管理學者獎」。

4.公事所榮獲104學年度第2學期中山大學新聞亮點獎勵。

5.博士班校友蔡淑鳳榮任衛福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司長。

6.博士班校友黃于恬升等副教授。

7.105年高雄市本市市政建設學位論文獎本所碩士班畢業論文獲獎如下:23屆楊淑為(優

等)、22屆游蕙綾(佳作)、23屆郭燕珊(佳作)。

8.博士班三年級宋威穎參加第二屆高屏澎區域運輸發展研究暨碩博士論文競賽榮獲得二

名。

碩士專班「高雄市城鄉發展見學行程」

專班「公共管理實務個案研討」課程12月2

日~4日進行「走讀高雄‧體驗學習: 高雄市

城鄉發展見學行程」，參訪高雄市政府交通

局智慧運輸中心、生態交通專案辦公室、大

同國小健康守護樂園、中鋼公司總部、喜憨

兒天鵝堡莊園、旗山南新社區等單位，參訪

結束後學生進行個案研討工作坊，進行見學

個案研析統整與報告，結束三天充實的學習

之旅。

105學年度第2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05學年度第2學期(106年2月中旬開課)公事所碩士學分班目前已開始招
生，歡迎校友踴躍推薦親朋好友同事報名上課!!

◆報名日期:自即日開始報名
◆開課日期:106年2月中旬開始上課
◆報名方式:以傳真、郵寄或親送方式
將報名文件送至本所

☎洽詢請電:07-5252000分機4901-4905

都巿空間探討

環境與資源管理

媒體與公共事務專題

法律與公共事務

都巿空間探討

環境與資源管理

永續發展與綠色管理

公共價值與策略管理

澎湖班課程高雄班課程



壹、募款用途：
1.幫助貧困學生急難求助及相關活動補助等（例如：學生出國交流進修、參加研討會…）。
2.辦理教學、學術、實務研討活動，以提高公事所能見度。
3.改善學習軟硬體環境，提升優質學習氛圍。
4.精進教學與研究發展所需之資源與設備。
5.舉辦所友相關之聯誼活動，聯繫情感交流資訊。
6.其他所務發展所需之經費。
貳、募款方式：
畢業校友的捐款，除出具捐贈證明外，將刊載捐款芳名錄於校、所網頁及所訊電子報中，以茲
感謝。
捐款金額可全額列舉為扣除額，作為當年度申報個人/營業綜合所得抵稅証明。

參、承諾回饋方案：
1.提供公事所舉辦之專題演講資訊與辦理活動訊息，歡迎畢業校友回校參與。
2.使用E-MAIL定期寄發所訊電子報。
3.協助畢業校友服務單位活動的舉辦，例如：策劃員工研習、延聘講座師資等、環境教育研
習參訪。

4.協助畢業校友辦理所屬機構、公司行號之公益小旅行。
5.協助畢業校友相關證明文件與成績單申請。
6.協助畢業校友工作單位之資訊轉發與公告。
7.其它公事所能力所及之協助事項。
**************************************************************************************

讓未來的PAM更好~~公事所校友募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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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坤 60,000元 洪東煒 32,500元 鐘順男 5,000元 葉俊麟 5,000元 王進士 10,000元 許淑芬 10,000元
王聖源100,000元 趙淑惠 10,000元 劉春初 15,000元 羅浩展 10,000元 張立科 5,000元 侯佳魁 1,000元
黃麗櫻 10,000元 李慈光 10,000元 張緒中 80,000元 陳德主 20,000元 林清和 10,000元 袁國花 30,000元

謝政勳 5,000元 賴正能 20,000元 呂添資 6,000元
李建賢 11,000元(定期定額) 

說明:以上徵信資料為104.1月1日起至105年12月1日之捐款資料，感謝以上校友及各界人士熱心支持公事所發展。

捐款徵信

公事所受贈款收支明細報告

127,042支出總計

7,200返校參與校慶運動
會及參訪活動

5.澎湖班運動服

本期餘絀:278,072

38,392包含本所老師赴澎
湖招生說明交通費

4.澎湖班招生說明餐
會

24,6003.校本部募款餐會

39,925農村體驗營2.補助碩士班實習

16,925募款收入校方扣除
手續費5%

1.校扣手續費

支出項目

666,261收入總計

388,189104.8.1~104.12.312.104下半年募款

278,072104.1.1~104.7.311.104年上年度結餘

金額說明收入項目

104年收支決算

030,0007.其他

120,000300,0002.本期募款收入

398,072578,072收入總計

實際金額預算支出項目

278,0721.上期結餘

445,000

100,000

5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15,000

預算

95,750支出總計

06.學生突發需急難求
助及補助學生參與學
術活動

05.舉辦校友聯誼活
動、募款餐會

50,0004.碩士班參訪
(三天二夜參訪)

38,0003.碩士班實習活動
籌辦競賽、社區實習

02.各班別招生活動

7,7501.校扣手續費10%

實際金額收入項目

105年收支(計至1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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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好久不見，來開同學會吧!

值
日
生

小
坤

同學們:好久不見，開同學會囉!!

各位校友:畢業後班上同學是否好久沒有見面了，想辦同學會但又沒時間
規劃行程嗎? 您們的煩惱所辦來幫大家「處理」! 所辦提供畢
業校友辦理同學會行程規劃，協助聯絡同學；客製化的行程豐
富有趣，同學歡聚增添美麗的回憶! 心動不如趕快行動，歡迎
有興趣的畢業校校友與所辦聯繫。

說明:1.同學會由所辦協助規劃安排行程及聯絡事項，費用由校友自付。

公事所校友通訊資料更新

為提供公事所校友更完善的服務，請各位校友撥冗填寫個人資料，更新聯絡方式，我們對於
您填寫的個人資料將謹慎把關，請校友安心填寫。我們期待藉由良好的互動，結合各位校友
的力量，成為公事所進步的動力，請校友踴躍回覆，再次感謝大家!

資料回覆方式:
1.您可以填妥本表，以拍照方式直接將內容寄至公事所:

Eamil: pam@mail.nsysu.edu.tw 公事所Line ID:

2.傳真:07-5254919            3.郵寄:804高雄市鼓山區蓮海路70號

4.來電更新:07-5252000分機4901-4905

請勾選您方便收到校友會訊及公事所訊息的方式:

□紙本 □寄電子檔到Email信箱 □ 用Line 收訊

職 稱

工作單位

Email

公務電話:                Line ID:其他聯絡方式

行動電話

通訊地址

班別:□博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姓名

請掃描QR code上傳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