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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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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行政院宣佈2019年為「台灣地方創生元年」後，地

方創生成為現階段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公事所於10月6日

~7日舉辦2018全國大專院校青年公共事務提案競賽「地方創

生的三生三事」，鼓勵青年發揮創造力與想像力，為地方創

生注入新活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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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Line程式內「加入好友」掃描行動條碼

在一起

108學年度公事所各班制入學考試資訊

108.4.19~5.5(擇1日)1.審查(50%)  2.面試(50%)108.3.28~4.10博士班

108.3.8~3.10(擇1日)1.審查(50%)  2.面試(50%)

高雄組-20名，澎湖組-10名

碩士專班

(免筆試)

108.2.2筆試：管理學、公共管理、公共
議題分析(3擇1)

107.11.26~12.12碩士班

考試日期招生方式報名日期班別

本所與高雄市旗山區大林社區於7月4日~5日共同舉辦

「檸靜的夏天－青年啟檬世代農村體驗營」，帶領來自不同領

域的大學生走進農村，開啟不同世代及城鄉間的交流，共同打

造活力新農村。

旗山大林社區不僅有豐富的人文特色，像是歷史悠久的吉

豐打鐵店、象徵多元文化的平埔族公廨及多元姓氏，也有許多

的自然景觀與農產品。以往缺乏宣傳與發掘，本次活動連結在

地大學與社區，為社區產業推廣尋找新出路。

2018全國大專青年公共事務提案競賽-地方創生的三生三事

「檸」靜的夏天 公事所率青年打造活力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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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107年度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所上協

助路中廟社區進行「社區共助時間銀行」，鼓勵居民利用專

業、服務時間參與公共服務，並換取「時分券」進行交易使

用，進而凝聚地方情感。

透過基礎課程及工作坊，所上老師帶領居民認識時間銀

行，進行社區資源盤點，讓大家一起來參與公共事務討論。

透過系列培力的過程，讓這尚未在高雄運作過的創新

idea，協助路中廟成為一個「共享、共榮」的和樂社區。

由教育部委託公事所承辦的「社區女性參與公共政策議

題與領導力工作坊」南區場，3月10日~11日在高雄登場，本

次共164名來自中南部各縣市的社區女性報名，最後50人獲選

參加。工作坊聘請在社區發展、性別議題、溝通引導等領域

專家學者，透過互動式課程，帶領學員探討社區事務參與及

領導的知能技巧，吸引許多想在社區推動共老、托育，以及

有心參選年底里長選舉的社區女性投入學習。

碩士專班個案管理研討5月4日~6日展開高屏見學課程。本

次課程主題包括：鳳山溪污水暨再生水處理、左營見城計畫、

高雄巿實物銀行、光采濕地再生能源、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及

屏東九如昌榮社區，澎湖班與高雄班的同學也共同進行分組研

討，加強雙方同學的交流與情誼。

山海共榮：公共事務在地實踐─路中廟社區共助時間銀行工作坊

「姊無所畏」 公事所培力女性社區領導

碩士專班個案研討走讀高雄‧體驗學習

實境觀察環境評估 公事所推社區場域教學

為增加學生對環境管理議題之敏銳度及掌握度，公事所

師生於5月至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進行個案實境教學，透

過自然生態導覽、環境資源調查，及參與據點課程與長輩交

流，使學生透過實地場域觀察，增加對環境管理議題之敏銳

度及掌握度、與在地社區之聯結，並落實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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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年度第2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07學年度第2學期(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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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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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經營管理

區域發展與政策

組織行為與管理

非營利管理專題研討

地區經營管理

區域發展與政策

組織行為與管理

非營利管理專題研討

澎湖班課程高雄班課程

「柴舉」是早期大武壠族人上山取木材的重要生活智慧之

一，運用山林裡的樹種及植物，設計出可運送木材的工具。

在沒有電力的時代，木材的使用與村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不

可分的關係。本所於2017年11月接受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委託

執行「森里川農村創新計畫」，辦理一連串農村創生課程，

培訓輔導四個農村社區，協助盤點生活、生產、生態與文化

資源，進而利用資源找出在地永續生活的策略。

農村創生 公事所助大武壠族人重現柴舉柴燒

碩士專班個案管理研討11月2日至4日展開澎湖見學
課程。本次課程主題包括：能源建設&節能減碳、常民生
活文化＆館舍經營、離島水資源利用、傳統聚落再生&文
資保存、海洋守護&公民參與、軍事遺址保存&觀光發
展、水產養殖&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農村再生，走訪海
水淡化廠、澎湖水產種苗繁殖場等單位，澎湖班與高雄
班的同學也共同進行分組研討，加強雙方同學的交流與
情誼。

碩士專班個案研討走讀澎湖‧體驗學習



公事所USR國際論壇 聚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6月4日舉辦「大學社會責任論壇」，邀請國際知
名公共管理學者—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教授Barry Bozeman夫婦，蒞校進行專題演講
與圓桌論壇。Barry Bozeman強調，沒有一套方法能適用於全體（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大學在提倡社會責任計畫時，應思考其內涵「是否真能促成社會公平正義
？」Barry Bozeman更指出，大學若期待教師投入社會參與，應調整相關評鑑措施，否
則一味要求教師發揮社會影響力，卻只看重期刊影響因子，恐怕是緣木求魚。

Barry Bozeman是美國公共行政及政策學界學術成就最高的資深學者之一，其研究
領域涵蓋公共管理、高等教育政策及科技政策，對於大學及其研究產出的社會影響此一
領域有許多重要研究貢獻；他的夫人Dr. Monica Gaughan也在科技政策及其社會意涵等
領域長期耕耘。本次與會學者還包括高雄醫學大學校長劉景寬、成功大學副校長林從一
、屏東大學副校長林曉雯、中山大學教務長陸曉筠、通識教育中心主任蔡敦浩、公事所
所長郭瑞坤、副教授彭渰雯、助理教授謝政勳、吳偉寧及蔡錦昌。

Barry Bozeman首先分享美國亞利桑那州立大學投入社會參與的經驗。他表示，該
校非常重視大學社會責任，校內組成份子也相當多元，校方尤其「不會把一套標準套用
在所有人身上」。Barry Bozeman特別提醒，大學在投入社會參與時，應注意「不同系
所應有不同標準」；他舉例，若要理工科系做這些事情可能不容易，相較下，社會科學
相關科系則較適合擔任這種角色。此外，教師的升等管道應多元，大學教師的努力方向
不應只有單一途徑，如果希望教師的研究與教學能落實大學社會責任，除了審視這些內
容能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教師評鑑也應同步設有相關配套，因為沒有人會拿自己的學
術職涯當賭注。Barry Bozeman強烈建議，「應將大學社會責任融入校務治理架構中」
。

呼應Barry Bozeman的分享，中山公事所所長郭瑞坤表示，目前台灣的大學社會責
任，仍屬計畫導向，意思就是「如果計畫沒拿到，就得結束」。反觀美國，大學社會責
任是大學的承諾，是大學應該做的事；因此，如何讓一所大學的組成份子體悟這是無可
逃避的責任，無疑是首要任務。郭瑞坤指出，大學在社會中扮演諸多角色，不僅作為培
育人才、知識累積、創新和傳授的基地，對於社會、產業及在地社區的發展，更須肩負
起關鍵責任。本次論壇是南台灣第一場高等教育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重要會議，透過國
際重量級學者與國內大學社會責任參與者的精彩對話，期能進一步釐清我國推動大學社
會責任的策略方向。

身為國內大學社會責任政策主要規畫者之一、成功大學副校長林從一則暢談「台灣
推動USR的歷程與案例分享」。他認為，大學從過去被認為是象牙塔，後來演變成具有
類似「服務站」的功能，現在則需成為「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大學雖有豐富
的知識與人力，但在地實踐的因應力較弱且效率不彰，研究與教學成果也呈現緩慢、零
散的狀況，在地累積與活用不易。因此，大學應投入培育「實踐型人才」、開發「實踐
型知識」，建構在地成果累積與活用的機制，大學社會責任的推動才能永續。

要想辦法與國際USR社群形成夥伴關係」，林從一建議，大學校院應以在地議題和
實踐場域為基礎，連結世界與區域，形成跨國共構的平台，讓大學在參與實作的過程中
，提升自我教學、研究、服務和產學合作的創新能耐與知識影響力。

【附錄】

本論壇配合107年度中山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高雄舊港新灣社區的創新
、創業與創生」，強調公共事務在地實踐。公事所在107年提出「山海共榮：公共事務
在地實踐」USR計畫，除了持續推動多項「學用合一」的教學活動計畫、帶領學生深入
社區，更進一步整合所上資源，成立「合作式培力推展中心Cooperative Empowerment 
and Extension Service, CEES」，提供社區培力和輔導，針對社區需求解決問題，發
揮大學社會責任精神。今年並先以自2014起公事所學生即進駐的高雄市燕巢金山社區、
大樹龍目社區、旗山南新社區、糖廠社區、大林社區為試辦先行夥伴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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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瑞坤老師「都巿營造與空間規劃」、彭渰雯老師「性別與管理」榮獲106學年度第2

學期優良課程獎勵。

2.碩士班蘇良委同學榮獲財團法人張金鑑行政學術基金會106學年度獎學金。

3.張瓊婷老師升等副教授。

4.碩士班蘇良委同學榮獲全國大學生攝影比賽銅牌獎。

5.博士班宋威穎同學榮獲2018觀光與休閒學術論壇暨研討會優秀論文獎。

6.博士班宋威穎獲「高雄市市政建設學位論文獎」。

7.博士班宋威穎榮獲 2017-18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

8.碩士專班校友許宗瓦榮獲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論文獎。

9.吳偉寧助理教授榮獲本校「新進教師獎勵」增額得獎人。

公事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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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以上徵信資料為107.1.1起至107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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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元碩專校友

2,000元許淑芬

5,000元碩專校友

10,000元許世丞

6,000元陳有貴

3,000元陳聰敏

3,000元李有珠

2,000元黃國維

10,000元梁秋郁

5,000元張立科

2,000元蘇品麗

金額捐款人

捐款徵信

1,600元博士校友

10,000元賴正能

6,000元博士校友

1,600元博士校友

6,000元呂添資

10,000元邱泰川

5,000元蕭慧媛

2,000元馬群傑

14,000元碩專11屆
校友

11,774元郭瑞坤

12,000元洪東煒

金額捐款人

2,000元彭渰雯

20,000元媽咪樂居家
清潔

20,000元黃富生

10,000元校友

20,000元企業

5,000元高雄哈瑪
星代天宮

3,274元謝政勳

3,500元吳偉寧

20,000元張緒中

金額捐款人



「改變」與「不變」～對高等教育的新觀察

今年六月在公事所的畢業典禮上，我以「change（改變）」為主題，對畢業同學
分享一些近年來的觀察心得。對畢業生而言，經過至少二年的學習過程，參加過畢業
典禮，辦理完離校手續，取得畢業證書，身分馬上改變了！從學生變成畢業校友，當
然也不能再以學生證買電影票、高鐵票、…。而且失去了學生身分，也可能面臨就業
、家庭、職場、…等新的挑戰。

記得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8年競選總統時就以「change（改變）」為競選
主軸，打敗了馬坎（John McCain），成為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也在世界舞台上扮
演重要角色。商業狂人川普（Donald Trump）不管你喜不喜歡他，2016年以一介政治
素人登上總統大位（當然，台灣的柯P也在2014年贏得台北市長寶座）。更難得的是
在2018年初，北韓金正恩仍然不斷釋出飛彈試射，引起全球恐慌，但是到了2018年中
，我們竟然看到川金會，兩人雙手相握談和平。「change（改變）」的速度之快，讓
人目不睱已！

世事變動之快，高教事務自然也面臨快速改變。臺灣的高等教育，歷經兩階段的
五年五百億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後，於2018年提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重點
為引導大學關注教學現場，落實提升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並持續協助大
學追求國際一流地位及發展卓越研究中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政策內容中更包含如
下特色：為鼓勵大學走出象牙塔，在區域創新發展的過程中，扮演更關鍵及重要的地
方智庫角色，投入學界能量深耕在地，發揮大學價值。教育部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中以「善盡社會責任」為四大目標之一，鼓勵各大專校院提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以「在地連結」與「人才培育」為
核心，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念，善
盡社會責任。換言之，學校與在地結合，並進而協助地方發展，共同處理地方公共事
務，帶領學生到現場參與及見學，以達到學用合ㄧ，成為新的教育目標與挑戰。

以往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期許企業除了要
有好的公司治理外，能對社會作出貢獻。而大學院校獲得政府經費補助，亦間接來自
人民納稅而來，當然亦應善盡社會責任。教育部於今年推出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事實上，公事所早在過去就藉由多位老師以不同角色身分推動，也帶動同學參與，
例如：城市行銷、社區營造、環境保護、城鄉發展、農村再生…等議題。

公事所自創所以來，即走在理念前鋒。近年來，更藉由多元教學與實務見學活動
，引導學生走入社會現場，期許在教學與學術研究外，訓練學用合ㄧ，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或許現階段我們對學生的要求，更是略勝以往，但是培養下一代的社會中間分
子，我們不能鬆懈，因為「change（改變）」正在發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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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有心校友有溫度

各位學長平安：

面對世事多變，政治紛擾的環境，要自在的生活，求獨立
的處事，實屬不易。社會彌漫結黨營私、趨炎附勢氛圍，更勝
以往。但底層社會多數質樸的人們，依然認份不認命，認真地
工作生活。在都市或鄉間，偶而，不經意看見他們的背影、自
然的笑容，覺得世間依舊美好。

身為公事所的一份子，如何不矯情、無需趨炎附勢，以人
為本，真情相待，讓我們校友學長，將論文感謝辭，對恩師、
學長姊的深情所在，喚起塵封記憶，轉化成對公事所的關懷，
是個人一直對校友會定位實境與虛擬思考。兩岸關係，少子化
影響，公事所校友結構，世代期待的差異，公事所在管理學院
的定位，相較其他系所校友會市場取向發展，本所校友會如何
讓大家「走心、交心」，確實是知易行難。

看到公事所世代交替，在郭所長擘劃下，更多元發展，三
生三事接地氣。萬事非財莫舉，在財務自主的前提下，所務發
展確實不容易。希望各位校友，特別具有公職身份學長，歡迎
踴躍捐助，協助所務發展，讓學弟妹獲得更好學習環境。為使
校友聚會不僅僅是吃飯，每次歡聚充滿「素心人味」，歡迎校
友在Line群組或公事所fb，提供寶貴意見。感謝！祝福

大家平安喜樂

晚學張緒中敬上 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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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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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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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