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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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專106級凃春杏 / 現職：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專員

在課程修習和論文撰寫的經驗下，培養了國際觀點、邏輯推演、蒐集資
料、團體合作、批判思考和導讀報告等能力，對未來人生或職場工作會很
有助益!

碩士班95級王聖源 / 現職：領導力企業管理顧問公司總經理

公事所提供不同於管理學院的多元學程，讓想要加入MBA行
列的同學可以多元的吸收各項專精領域教師的教導，如環境永
續學程、社區營造、性別平權、兩岸政策、城市規劃治理等
等，讓學習視野可以很廣闊，這些視野也培養我創立國內知名
企管顧問公司—領導力企管的許多技能，如分析事情、從更廣
的角度看待問題本質。

碩士班102級江銀嘉 / 現職：蝦皮購物資深行銷專員

公事所擁有豐富的管院交換資源，在這裡可以學到許多公領域專家的知
識，都市計畫，社區營造，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等。這是相較於普
遍大眾熟知的管理學院不一樣的地方。我非常感謝也很幸運就讀了這個
系所，它讓我看待事情的角度更深一層，看到的不僅是商業管理而已，
同時還會試著了解社會體制，人類行為所帶來的影響，進而思考以自己
一份力量為這社會貢獻些什麼。

校友的話

結緣20年同學會 回母校大家作伙
1999年入學學長姐們(博士班第2屆、碩專第1屆及碩士第8屆的校友)

來開同學會了!!!

2020金鼠來寶迎春晚會 祝福各位學長姐銀花萬簇迎金鼠
------------------------------------------------------------------------------------------------------------------------------------------------------------------------------

敬邀公事所校友們參加

活動日期：109年2月1日（六）17:30，報名即日起至1/20截止，更歡迎同屆同學包桌。

餐會地點：漢來大飯店（本館）9樓金龍廳

收費標準：每位1,200元，歡迎大家攜眷參加，費用當天繳交。

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1it8KuhSwW37pb4S7 (或致電所辦)



想想其實很可以理解，我自己接到以前系、所、甚至美國博士班的校友聯系資訊時，

也因為太忙而都不大有「反應」了（汗！），又有什麼好疑惑：校友怎麼都不「回娘家」

？也沒什麼人回報「校友通訊資料更新」呢？（怎麼回報？請看本電子報最後一頁）

但是，既然我們是「公共事務管理」專業，要如何將校友認同的提升，當成一件公共

議題來處理呢？

要特別感謝郭所長任內建立了「校友電子報」的機制，讓我們可以開始跟校友報告所

上師生的近況。不過除了單向的資訊流出之外，我們希望能掌握更多校友的動態、分享大

家的喜悅、邀請大家一起回來跟學弟妹分享經驗、傳授撇步、接到大家的捐款回饋(哈！)

。因此，與校友的互動交流，絕對會是新的一年起我們努力的方向。

為了邁向這目標，我先宣傳兩個最近登場的活動。首先是原本應於2019年底舉辦回娘

家活動，將延後到2020年2月1日，與管院校友會的春酒團拜活動合併（詳情請見第一頁的

廣告），在此特別tag在廿年前(1999年)進入公事所的學長姐，來開20年同學會吧!你們就是

今年回娘家活動的「目標對象」，麻煩老班代或熱心人士，組織一下吧。當然當然，其他

原本就會同學相揪回娘家的校友，絕對張開雙臂歡迎你們！

其次，我們預定在2020年4-5月，與本所校友會（tag張緒中會長）共同舉辦一場「校

友會願景審議論壇」（暫名），邀請各位「股東」「利益關係人」一起來參與討論，由大

家來告訴我們，校友會的組織工作將怎麼做才有效！才有意義！這不就是公共事務鼓勵參

與的最佳體現嗎？

話不多說，就期待與各位的當面互動。最後再次祝福各位新年快樂，闔家平安！

代所長 彭渰雯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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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們，大家新年好！

由於前所長郭瑞坤教授接下管理學院副院長的重任，我自
2019年8月起代理本所所長一職，首先跟大家問聲好！謝謝歷
任所長的努力，以及本所所辦秘書們的協助，讓我可以較快進
入行政軌道。非常感恩大家的協助。

校友經營是所長需要關注的工作之一，特別是今年11月我
們剛到澎湖舉辦了澎湖班20週年紀念論壇，更感受到校友會的
力量就是本所最大資產！但也直到接任所長後，我才意識到聯
繫校友真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有些班級畢業後持續保持定期聚
會、彼此關心，這真是令人開心，可惜不一定會連結到所辦的
「回娘家」活動。還有些班級可能缺少發動者或組織者，畢業
後大家各忙各的，比較疏於聯繫，就更難掌握校友近況了！

所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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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價格的選擇

敬愛的公事所校友們平安：

My heart leaps up--William Wordsworth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t is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

借用英國詩人華滋華斯「我心雀躍」一詩，希望各位學長論文謝詞中，對公事所師長
、同學的感情，如同詩中So was it ; So it is ; So be it, 一日公事所！終身公事所！

2020年，公事所創所所長汪師即將屆齡退休，也意謂著公事所將呈現另一種傳承風情
。公事所貴在以人為本，知行合一，表裡如一。但從華爾街金融資本主義，到大數據資
本主義，身處管理學院的公事所，總感覺「有志難伸」。在Show me  the money 制度結
構下，萬事非財莫舉的潛規則現實，公事所的核心價值與差異化何在？

公共事務價值取向，管理學院偏重價格。在數位幸福學分享共好呼聲中，2018年11月
，台灣立法院通過公司法修正案，將道德價值取向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入法，教育
部也大力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終於公事所在管院，有機會展現差異化的角色功能，
讓價值與價格找到最大公約數。

公事所的未來，需要我們校友讚聲支持。緒中拜託各位學長，踴躍小額捐款，一千不
嫌少，一萬更好。我們雖然沒有ＥＭＢＡ學長捐上億蓋醫學大樓，但捐助五百一千意義
一樣。管院將於2020年2月1日舉辦春酒聯誼（參考校友會群組及網站），校友會誠摯邀
請大家回來聚聚，順便來個同學會。

祝福大家

新年平安健康
公事所校友會會長 張緒中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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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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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2019)適逢公事所澎湖班開班20周

年，於11月2日舉辦紀念論壇，邀請官、學

界約70人齊聚澎湖生博館，期盼藉由地方各

界專業與經驗，進行意見交流與互換，剖析

公共事務現況與未來，並展現公共事務研究

成果，培養公、民營人員專業素養，促進離

島發展與創生。

109學年度公事所博士班入學考試資訊

109年4月下旬至5月
上旬

1.審查(50%)  2.面試(50%)109年3月上旬博士班

考試日期招生方式報名日期

蔡錦昌老師結合高教深耕開設的《國際非營利及社區
組織交流》主要目標係透過實地參訪不同國家的非營利組
織(NPO)和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進而培養具國際視
野的非營利事業管理人才。

繼去年前往香港參訪後，本次課程擇定社會創新及社
會企業有卓越發展的新加坡作為參訪的國家，17 個跨系
所組成的團隊於11月進行四天參訪交流。參訪組織類型多
元，關注議題包括弱勢族群、青少年發展、食物浪費及環
境永續等。

中山大學澎湖碩士班20年成為培育澎湖人才庫

新加坡社會創新參訪 公事所團隊交流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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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大小事

李錫鑫學長於高雄醫學院畢業後即返鄉(金門縣)服務

至今已逾28載，目前任職於金門醫院副院長，是當地最

資深的醫生。於民國92年考取公事所跨域進修，並擅用

所學有效運用於實際醫務管理之操作。榮獲108年管院傑

出校友。

李錫鑫學長榮獲108年度管院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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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南勝社區協作行動，主要結合資源包括中山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以及高雄市政府農業

局、文化局的資源支持，得以讓青年走入社區發掘在

地議題，協助社區排除問題。成果中亦包括拍攝出一

部社區介紹短片，提供給社區做為日後導覽及DIY體驗

時使用，對於社區在推動體驗觀光有相當大的助益。

此外，成果展活動主題「來自旗山的美荔」亦是由工

作坊產出，凸顯出荔枝在南勝社區的地位。

廢棄荔枝木變身文創商品 公事所推循環經濟促地方創生

碩士專班個案研討走讀澎湖‧體驗學習

本所與社會學系碩士班正式簽訂「雙主修碩士論文共同指導協議書」

為增加學生畢業後的競爭力及跨域學習，於108 年

11月與社會系簽訂「雙主修碩士論文共同指導協議

書」。本所學生只要修滿社會系規定之12學分，並完

成一本由兩所教師共同指導的畢業論文，就可獲得雙

主修之碩士學位。

碩士專班個案管理研討11月1日至3日展開澎湖見
學課程。本次課程主題包括：社區營造& 觀光發展、
青年參與&海洋環境教育、公共事務人才教育、離島創
生實踐、水產養殖&生態保育、青年返鄉&文資保存，
走訪湖西北寮、O2Lab海漂實驗室、澎湖水產種苗繁殖
場及紅羅社區等單位，這次活動除了本所澎湖組與高
雄組外，也多了行傳所的學生，大家進行分組研討，
加強雙方同學的交流與情誼。

Summer School在中山 公事所攜手香港城市大學交流

公事所不只強調走出教室，深耕在地，更著重

與國際優秀名校進行交流，促進彼此對於不同公共

事務議題的比較及深入認識。今年與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合作，舉辦為期兩周的「2019 Taiwan 

Summer School @NSYSU」，該系十名大學部學生組

成交流團來中山大學參訪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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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師生團隊於旗山大林社區的農村實習，透過

全盤蒐集社區中有關甘蔗、香蕉以及特殊地景、建築、

宗教、文化等圖資與文字紀錄，結合工作坊、口述歷史

的互動過程，讓當地居民和學生齊力參與，共同完成了

專屬大林的「社區回憶日誌」 ，並協助社區重新設計

「檸檬精油清潔慕斯」的「變身」計畫 。透過成果發

表會，再次凝聚在地意識、喚起社區共同回憶，期能發

現在地價值、傳承地方歷史。

與「檸」尋找回憶~大林社區

碩士專班個案研討走讀高屏‧體驗學習

碩士專班個案管理研討5月3日~5日展開高屏見學課

程。本次課程主題包括：牧場商業模式（沼氣發

電）、長照2.0、2019年屏東燈會籌備執行過程、遷村

安置檢討、綠能社區及有機農場經營（企業社會責

任），透過3天2夜參訪活動的交流與分組研討也促進

了當屆澎湖組與高雄組同學問的情誼。

前進日本地方創生 中山師生國際見學交流

地方創生儼然成為2019地區發展的熱門關鍵詞，為

讓修課學生深入認識地方創生之意涵與發展現況，郭瑞

坤老師與南科大王文雄老師共同開授「新興公共議題研

討：國際地方創生實務見學」課程，除了在校內的課程

說明，更將教學場域延伸至地方創生政策的發源地日

本，帶領學生走出台灣，進行實地案例交流，拓展修課

學生學習視野。

社區時間銀行正夯 公事所促國際創新經驗交流

時間也可以有銀行？公事所與高雄市前鎮區路中

廟社區攜手合作，自去年(2018)起推動「社區時間銀

行」；為能將推動成果與各區進行交流，特別舉辦

「臺灣社區時間銀行執行經驗分享會」，希望創建一

國際執行經驗的交流平台，促進社會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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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錦昌老師榮獲本校108年「新進教師獎」。

2.碩士班阮敬瑩同學榮獲財團法人張金鑑行政學術基金會108年獎學金。

3.郭瑞坤老師、彭渰雯老師、林新沛老師、蔡錦昌老師榮獲107學年度第2學期優良課程

獎勵。

4.公事所榮獲2019 Eduniversal「公共行政/管理類」遠東區第19名、全台第2名！

5.博士班校友宋威穎榮獲TASPAA2019年度最佳博士學位論文獎優等。

6.碩士班楊益宏論文榮獲高雄巿政建設學位論文補助獎勵。

7.郭瑞坤老師、彭渰雯老師、林新沛老師榮獲107學年度第1學期優良課程獎勵。

8.碩專校友黃怡凱榮任金門縣副縣長。

9.澎湖專班校友許智富榮任澎湖縣副縣長。

10.澎湖專班校友洪學瑩碩士論文獲2018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優良論文獎。

公事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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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元陳彥旭

52,000元張緒中

金額捐款人

捐款徵信

3,500元彭渰雯

20,000元洪東煒

金額捐款人

10萬元李錫鑫

金額捐款人

108學年度第2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08學年度第2學期(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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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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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發展與政策

非營利組織管理研討

法律與公共事務

地區經營管理

媒體與公共事務

組織行為與管理

非營利組織管理研討

法律與公共事務

澎湖班課程高雄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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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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掃描QR code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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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Email

職 稱

工作單位

公務電話:                Line ID:其他聯絡方式

行動電話

班別:□博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入學年度:

姓名

校友的話 徵稿

　 ◇有一種心情 就是想分享給公事所學弟妹

　 ◇有一種體會 就是想鼓勵他人來讀公事所

沒問題！請附上您的照片與留言直接email給所辦，就可以透過本電子報

分享給大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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