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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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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40週年校慶同學會 大家作伙回母校
------------------------------------------------------------------------------------------------------------------------------------------------------------------------------

敬邀公事所校友們參加「中山大學40週年校慶暨校友大團圓聯合餐會」

活動日期：109年11月14日（六）下午17:00 

台灣第一個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也是公事所創所所長汪明

生教授將于今年(2020)榮退，老師門生好友們於6/21(日)齊棸一堂

祝福老師第三人生，更加燦爛。

公事所大小事

2020.06.21 公事所創所所長汪明生老師榮退餐會

6.13「公共事務管理的探索與實踐」論壇暨《公共事務管理概論》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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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新成員-謝旭昇老師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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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的專業領域是都市規劃，在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攻讀學、碩士
，當時研究著眼於將社會中的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整合進交通行為分析和政策
評估之中，以使交通政策下的各類措施能夠更考量到人類行為的真實性。後赴日
前往京都大學都市社會工學（Urban Management）攻讀博士，開始關注交通運輸
對環境永續性的衝擊，在此視角下，交通需求管理成為重要的議題，亦即，在全
球環境資源和環境容受力日漸窘迫下，已不能再遵循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邏輯，
皆以需求導向為發展目標，相反地，如何降低造成環境衝擊的需求，如何以供給
面的角度思考，如何從順從民眾的態度到轉變民眾的態度等，皆是現今乃至未來
的都市管理需要應對的面向。因此，留學期間我主要從私人運具使用抑減和環境
友善運具使用促進的交通需求管理之研究切入，探討對交通旅運者而言可行的溝
通手法和計畫工具，以促成減少環境衝擊的交通行為改變；其中，包含了以臺北
市市民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實驗驗證了溝通干預的有效性，減少了市民汽車使用
的頻率。

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歷經了兩份工作，皆與交通運輸和都市規劃的研究和
教學有關，兩者都和公共事務管理領域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今有幸進到公事所，
對我而言，接下來的任務便是致力於將過去所學所研應用到公共事務管理之中，
在此一學際化但皆以公共利益和價值為導向的管理領域，持續學習、探索和前行
。期待能和各位校友在中山相遇和交流。

公事所助理教授 謝旭昇 敬上

各位中山公事所的校友們，大家好。
我是今年二月進入到中山公事所的新進教
師。很榮幸可以加入到公事所這個大家庭
，為公共事務管理的教學、研究和實務奉
獻一己微薄之力。在公共事務領域中對公
共價值的思考及行動，一直都對一個社會
往正確方向上的進展有著關鍵的影響，也
是我近年來不斷思考的課題，而公事所確
實是一個很適合的平臺，能夠不斷接觸並
越過各種知識的疆界，在創造知識的同時
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進而產生出更為全面
和多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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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話

慎終如始 有恆其德

吾此生有緣與公事所共享博士生六年令人回憶與感念的日子。學際無涯
，誠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更何況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好的老師教導學生
，偉大的老師能夠改變學生。至祈公事所秉持傳承，以人為本，唯公共價值
為尊，足為杏壇之光也。

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的夥伴(Be worthy of a worthy mate.) 之道除慎
終如始，拙誠待友，慈悲為懷。畢竟"愛能讓世界轉動" (Love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另活到老，學到老(We live and learn.)至為重要，蓋
人生的成長繫於你對它的投資。永不放棄，正面思考將會帶給您無限的契機
與光明。

2020年已過了一半，未來每個人在不確定時代裡多少將會面對著更多的
困擾與挑戰。尤其每當人云亦云，世態炎涼，眾說紛紜之際，更宜先安穩己
心，秉持"是非與正直"價值觀超然為人處事。常以本身之專業與初衷服務人
群，普渡蒼生，裨益人類到處充滿著"真、善、美"之境至祈。

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 福慧雙全 安慶吉祥

公事所博士班校友 洪東煒 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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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第一屆校友 洪東煒
現任：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09年2月17日起 FM94.3

每週(一) 17:30~18:30

社區營造怎麼造?公民參與如何參?

關心武漢肺炎與口罩之亂
關心青年返鄉工作怎麼辦
關心冬季霾害夏季酷暑
關心地方創生農村再生

本節目由中山大學公事所與高雄廣播電台合作

由中山大學公事所教授群主持，

邀請民意代表、政府主管機關、社區、企業界或公民團體
代表，討論公共時事議題、分享在地創新經驗。

聚焦高雄、關懷台灣、放眼國際。

邀約所有關心高雄發展的朋友一起來聽【公事好好說】

中山大學公事所x高雄廣播電台【公事好好說】2/17開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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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青年返鄉

2.24 新冠肺炎與口罩之亂

3.02 社區營造－打造農村再生新魅力

3.09 冬季霾害夏季酷暑 校園雙機是出路嗎?

3.16 地方創生

3.23 公民參與－找出集體改變未來的草根力量

3.30 大學社會責任

4.06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要盡社會責任？跟員工有什麼關係？

4.13 《社區照顧》面對高齡社會，社區準備好了嗎?

4.20 高雄如何成為一個海洋城市？

4.27 流浪貓狗的問題與對策

5.11 市民當頭家－市政府如何向市民報告？

5.18 認識「實物銀行」

5.25 如何找回地方遺落的記憶文化?如何引動居民參與?

6.01 行人路權-人行道篇

6.08 海洋垃圾知多少？

6.15 社區防疫一起來─構建社區防疫網的挑戰

6.22 行人路權-騎樓篇

6.29 特色公園是什麼？共融式公園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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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坤老師開設「公共事務研討：地方創生與區
域治理」課程，以「地方創生」、「企業社會責任」
和「青年返鄉」為研究核心議題，帶領學生學習理論
與實務、認識台灣地方創生案例，討論如何結合大學
端與資源端合力解決地方議題。課程結合中山大學社
會實踐與發展研究中心、西灣學院共同合作，辦理
「地方創生－戰鬥與實踐」特訓隊，邀請「林事務所」
林承毅，透過密集上課方式結合講授、案例、工作坊
等，期讓學員對地方創生有整體性概念與知能。

地方創生戰鬥營 公事所組「特訓隊」激升實戰力

2020年平凡又不平凡的畢業典禮

今年對許多人而言都是難忘的一年，

受到COVID-19的疫情影響，是否要舉辦

畢業典禮、要怎麼舉辧，一直遲遲無法

定案，最後終於在疫情趨緩下，確定於6

月20日(六)舉辦，讓這屆的畢業生也能

在眷屬、師長及朋友們的祝福下完成這

次平凡又不平凡的畢業典禮。

「地方創生」行腳取經 中山大學「社會實踐共培與交流」參訪見學

中山大學社發中心（SEC）之「社會實踐共培與交

流」計畫結合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公共事務研討：

地方創生與區域治理」課程，共同辦理兩天一夜的參

訪見學，參訪國內中南部共四個地方創生案例，包括

台南新化山海屯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台中豐原公老坪社區產業發展協會及九天民俗技

藝團，期能提升對地方創生的知能培養，學習有效連

結產學資源。

以實際行動實踐「公共管理實務課程」所學

本學108-2「公共管理實務課程」因受到COVID-19 

疫情影響，做了一些調整，為善盡社會責任，保護環

境不受破壞，5/16下午授課老師張瓊婷帶領10餘位研

究生，前往西子灣海灘淨灘，以實際行動實踐所學，

共同為愛護地球貢獻心力。 5



1.彭渰雯老師升等教授。

2.吳偉寧老師升等副教授。

3.博士班校友宋威穎榮獲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2020博碩士論文獎佳作。

4.謝旭昇老師榮獲本校109年「新進教師獎」。

5.林新沛老師、彭渰雯老師、吳偉寧老師榮獲108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課程獎勵。

6.碩士生蘇良委榮獲109年大專優秀青年。

公事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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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109學年度第1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09學年度第1學期(109年9月初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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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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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班課程 澎湖班課程

都巿交通

都巿空間探討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區域發展與政策

環境與資源管理

捐款人 金額

張秦瑞 2,500元

郭瑞坤 15,000元

宋威穎 10,000元

捐款人 金額

山陽國際企業 10,000元

公事所校友 12,000元

洪東煒 10,000元

捐款人 金額

彭渰雯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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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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班別:□博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入學年度:

行動電話

其他聯絡方式 公務電話:                Line ID:

工作單位

職 稱

Email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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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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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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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