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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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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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宜臻(碩士班第11屆)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常務監事

講題：徜徉在濕地：推動環境保護的異想世界

羅浩展(碩士班第10屆)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行政部經理

講題：無法規劃的人生

凃孟妤(碩士班第21屆)
和鑫光電人力資源部資深管理師

講題：人資的密室脫逃—解開職涯方程式

校友們回母校跟在校生分享職場的「眉眉角角」
這學期的校友職涯分享，在COVID-19疫情趨於和緩狀況下，分別於11月26日、12月3日

、10日及17日順利舉行。這次有非營利組織的常務監事、 公部門退休後轉私部門擔任金門酒
廠董事長及兩位從事人資工作的校友來分享自己如何開始接觸非營利組織後並深耕、如何準
備考公職及要進入人資工作時要準備那些技能點、履歷撰寫、面試要注意的小技巧等眉眉角
角，大家都準備充分的想提供各式武功秘笈給學弟妹們，期待大家畢業之後，也能夠華麗轉
身。

校友職涯分享

黃怡凱(碩專班第4屆)
金門酒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講題：企業管理與職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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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浩展(碩士班第10屆)/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行政部經理
在大學時，抱著要改變世界的心情攻讀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很高興在碩

士求學過程，能夠與頂尖的管理學院同學們一起學習。而從社區營造、城鄉
規劃出發，直到跨進公共政策、政府財政等學科領域，不僅是商管科系學士
實踐與檢驗所學的最佳標準，更有利於培養一位更具宏觀思維及人文關懷的
管理碩士。

在ESG (Environment, Social & Governance）成為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
經營原則之際，回首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碩諸師的引領與指導，正是一個
專業經理人進入政府治理、企業經營，以至於個人職涯發展的超前部署。

校友分享

謝宜臻(碩士班第11屆)/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常務監事
我從事環保運動25年來，有機會回到高雄，投入在濕地劃設與經營管理的

工作上，我有幸就讀於台灣第一所公共事務研究所，在所內經歷的系統性思考
訓練，對日後的工作和個人生涯都有著極大助益。中山大學的公事所開創台灣
之先河，看到公共事務需要進入到管理學方法的階段，但是傳統著重經濟層面
的管理學方法，並不全然適用於包山包海的公眾事務，即便在今日的國際社會
，public management 也還是一件有著極大難度，並處於各種風起雲湧的思維
辯論當中。也祝福學弟妹們保握在此研讀的二年期間，沈浸於多元化的專業課
程中，沈靜思緒、開放胸懷，接受新的啟發，開創新的人生羅盤。

凃孟妤(碩士班第21屆)/和鑫光電人力資源部資深管理師
【走過的每一哩路都是成長的養分】

問我，在公事所學到什麼，在學期間只記得課堂報告、論文進度、不是在
訪談就是去訪談的路上；畢業步入職場後，才發現公事所賦予我滿滿的能量得
以運用於生活與職場。公事所課程多元，對碩士生邏輯分析能力訓練札實；在
獨力完成論文過程中，充分學習到問題解決、溝通協調，以及人際相處能力；
重視培養學生具備國際化視野，成為跨領域人才。

【無框架的未來】

具備上述軟實力，即得以運用於各項職業，而我選擇往人力資源發展，在
招募與員工關係的功能上，我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熱忱。

面對VUCA時代，我們得保持彈性，適應大環境之變化。環境持續改變，但
不變的是我們可以選擇持續學習精進自己。但一定要記得，人格品性永遠是最
重要且不能變質的。 當你猶豫不前時，試著想想這句話，希望給您一點幫助！

「你不需要很厲害才能開始，但你需要開始才會很厲害」

黃怡凱(碩專班第4屆)/金門酒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認清自己，思考自己人生方向(預留備案及次專長)。

(二)作不同嚐試，從活動、社團中學習。

(三)助人，二串蕉，廣結善緣，找到生命中的恩師及貴人。

(四)買保險、善理財。

(五)說好話、把話說好。

(六)學問是身分證，禮貌是通行證，誠信是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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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分享

當這個世界只有你/妳和我

公事所副教授 張瓊婷

「當這個世界只有你/妳和我」，除了熱戀期，大概是在學習經濟學初期的常用句—你/妳和
我互通有無，即是交易，你/妳用多少新台幣換我一學期的嘮叨，就是（相對）價格；你/妳是廠
商（firm），我是家戶（household），我是你/妳工廠的勞工，換取到的薪資用來買廠商生產的
產品，即是你/妳和我在經濟體系中互為供給和需求方。

目前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你/妳和我。理論簡化了對於世界所進行的認知，藉以凸顯不同的觀
察重點。然而，實際上能否細心觀察、起身批判、著手改變？還是端賴於人。理論只是輔助。

這個世界最後會不會只有你/妳和我？即便目前每年有五千到五萬的物種在地球上消失，人
類應該還是會想方設法活下來。當人類之間的權力差距、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加上近日多方所力
推超耗能太空旅遊，不禁想到我們離電影極樂世界（Elysium）中的預言愈來愈近了。

------------------------------------------------------------------------------------

公事所30年的視角-Meta= USR+CSR

公事所校友會會長 張緒中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自1992年創所，過幾天將邁入2022年，我們就三十歲了。
在台灣，這關鍵的30年，代表一個多元的里程，隱含一個成長的故事-民主制度-人文溫度。

個人見證1996-2000年，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年代，再進入公事所進修，從第三屆碩士在職
專班，到第八屆博士班畢業；應用相關理論鑲崁工會組織發展與媒體評論。更難得，有機會見證
公事所20周年、25周年、30周年。個人執筆當下，深刻理解「年少讀書靠想像，壯年進修在體驗
」的涵義。

特別是公共事務需要關照階級性、公益性、多樣性、層次性多元議題，不僅需要視角與閱歷
，更需要深沉的人文素養當底氣，否則，必然陷入「價值與價格」「效率與效果」糾結。公事所
創所30周年之際，年輕優秀多元的師資陣容，大學社會責任的創新實踐，推動跨院際合作，營造
公私協力學習環境，公事所在管理學院找到揮灑的舞台。元宇宙年代-去中心、誇籓籬、虛擬與
實境結合，制度創新需要有競爭力的速度，更需要有同理心的溫度。讓科技始終來自人性，不僅
是廣告口號，而是充滿著溫暖的故事，創造分享共好。

緒中呼籲:公事所的校友們，公事所的發展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與贊助，特別是在公共事務
領域有所成就校友們，將感謝公事所師長的情懷與祝福，轉化成實際贊助行動，現在正是時候，
2022年公事所30周年，我們等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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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改變的動能 中山大學培育地方創生人才

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中心「社會實踐共培與交流」計畫、高教深耕「企業永續與地方
創生」共學群相關課程，以及管理學院USR「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團隊協力於10/25舉辦參訪
見學活動，深度交流臺南將軍區「地利小食有限公司」、後壁區「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兩
處重要的地方創生案例，了解返鄉青年、留鄉青年，如何運用自身所長，結合政府資源與在地
特色，解決地方課題。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郭瑞坤強調，透過學習國內地方創生工作的案例，不僅實際呼應目前
的地方創生政策，政府也提供多元的計畫補助，使得返鄉青年、留鄉青年們在初期能站穩腳步
。郭瑞坤教授也鼓勵參與課程的同學，把視野投諸地方，規劃自身未來的職涯走向，對於家鄉
土地有更多的認同與理解。

4

看見移工生命 首站巡迴攝影展中山大學登場

「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巡迴攝影展第一站，在中山大學登場！為讓更多人看見移工
的生命故事，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展覽於10月25日至11月12
日止，於中山大學圖資處一樓中央藝廊展出。本次徵集超過1千5百名移工攝影作品，涵蓋跨越
數個國籍的移工作品，由非營利組織「台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簡稱One—Forty
）策劃展出，中山管院USR計畫則協力擴大展出場域，讓更多人看見移工的世界。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建構大學合作式培力推廣服務》USR計畫促成「
移工之聲」到中山大學展出。中山管理學院副院長郭瑞坤邀請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文化長林宜
錚，提前於中央藝廊預展，在地夥伴也一同觀展，瞭解移工生命故事。

活動報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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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共學 婦團與社區女性領導者中山開講

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國立中山大學
公民社會與民主創新共學群、性別與管理微學程及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於10/27共同舉辦
「2021 女性與領導論壇」，邀集多個領域的女性領導者，包含公部門、社區、婦女團體，以
及來自北高縣市的女性里長，組成兩個場次的論壇活動，進行女性領導者培力的探討。本次論
壇獲得中山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補助，共有 74 名跨院系所師生實體參與，並同步以線上
直播方式開放民眾觀看。

5

攜手路中廟社區 中山辦「活化空間再想像」工作坊

由公事所謝旭昇助理教授領導的學生團隊，與路中廟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在高雄市文化局與中
山大學管理學院USR《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建構大學合作式培力推廣服務計畫》指導下，於
10/30竹西里活動中心舉辦「社區活化空間再想像工作坊」，以社區培力講座結合公民咖啡館，
協助社區居民討論出社區活動中心與公共空間之活化再利用方案，建構居民對社區空間的理想
藍圖。

路中廟社區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而竹西里里長林金良亦出席本次工作坊活動。林金良里
長表示，很高興能藉由中山大學公事所團隊來舉辦公民咖啡館活動，透過創新的思維，促成社
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來落實公民參與的理念。

活動報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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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與雷科公司 共譜旗山田園秋收樂章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與高雄在地企業雷科股份有限公司在高雄旗
山區的有機農地，於11/14舉辦「秋收：稻香樂饗」生聲不息田園音樂會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結合秋天的割稻農事、田園音樂會、DIY體驗、以及社區導覽。與在地有機農「日品‧元品有
機米」、「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合作，並邀請「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國樂絲竹團
）」、「六藝樂集樂團」進行音樂演出，捲動214名參與者共同加入。期望透過參與農事現場
，體驗農村日常，並將音樂欣賞融入在地環境，多元化地促進高雄城鄉關係交流。

6

「憶起走過的勝荔食光」 中山大學攜手旗山社區再現料理記憶

那些農鄉被遺忘的美好食光，搖身一變，成為人手一本的文化故事食譜！公事所師生，透過社
區人物訪談，於10/20、11/3、11/10舉辦3場料理食作工作坊，挖掘出農村阿嬤、媽媽們的拿手
菜，並記錄每道料理背後隱藏的深刻生活記憶，進而編撰社區的文化故事食譜，盼料理得以傳
承，也讓更多人看見社區的多元文化。

南勝社區是位於旗山最南端一個小聚落，因水資源豐沛與獨特的土壤養分，荔枝為主要的農產
物。過去社區為多元族群共融之處，融合了像是大陳島移住的眷村文化、新住民文化、閩南文
化、客家文化等，但隨時光洗滌，社區面臨人口外移與高齡化問題，住民的拿手傳香美食逐漸
被淡忘。因此，如何抓住「南勝美食食光」是今年公事所師生與南勝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協力合
作的目標。

活動報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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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攜手路中廟社區 辦空間再造公投

11月14日公事所謝旭昇助理教授帶領學生團隊，與路中廟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在高雄市文化局
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USR《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建構大學合作式培力推廣服務計畫》支持下，
於竹西里活動中心舉辦「當i-Voting遇上公民咖啡館-成果發表會」。本次成果發表會除了向民
眾展示師生團隊在社區推廣i-Voting的成果外，更首次在社區進行實體投票，再輔以i-Voting
線上投票結果，順利讓社區居民從月前舉辦的公民咖啡館所討論出的三大方案中，決定出未來
社區活動中心與公共空間活化再利用的推動方向。

活動報導：11月

中山大學攜手在地夥伴 閱讀岡山自造回憶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USR「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團隊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岡山區公所、
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合作，9月至11月在高雄市岡山區舉辦6場「閱讀岡山·自造回憶」文化與
跨域培訓工作坊，吸引逾百人次參與。中山大學結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資源，與
岡山在地組織合作，透過公民願景工作坊，以及凝聚岡山記憶的藝術創作，讓岡山人連結岡山
事，「自造」一個個帶有豐富人文歷史的記憶箱子。

岡山人對在地事務積極參與且熱情，包括：岡山國中學生、社區發展協會、岡山區里長、岡山
社區大學、岡山青年夥伴，一同投入關心岡山文化發展，透過工作坊的執行，盤點岡山的過去
，凝聚岡山的未來願景。岡山區長黃中中表示，山這五、六年來變化很大，在變化迅速的此刻
，感謝中山大學連繫促成，產官學多方的合作，也感謝岡山人們能齊聚一堂，一起為未來做打
算。岡山里里長劉天賦表示，「現在是岡山歷史的拐點」、「岡山正歷經根本性質的改變」，
他說，若不趁這個時候保存記憶，過沒幾年居民就會認不得岡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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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反思共學 中山大學辦城中城災後論壇

10月14日凌晨發生城中城火災事件，造成嚴重傷亡，除了相關單位積極處理事後的補救與修復
，與城中城距離最近的高等學府—國立中山大學，也認為應在事件後嚴肅思考都市轉型、社會
正義及弱勢族群居住權等議題。中山大學公民社會與民主創新共學群、中山大學 USR「城市是
一所共事館」計畫共同於11月16日主辦「2021 城中城火災後的在地反思論壇」，邀集相關領域
的多位學者專家、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和社區代表，組成兩個場次的論壇，分別從宏觀及微觀的
角度，來共同探討城中城事件所引發的在地思考。

活動報導：11月

淨零策略再行動 中山大學與企業共推實務學習

呼應全球氣候變遷行動，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與雷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以「雷科淨零策略
工作坊─與中山大學對話」為題，邀請雷科公司董事、主管以及節能管理權責人員，與中山大
學公事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課程學員等共40名參與者，在管院業師、領導力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王聖源引領下，以雷科公司為例進行實務交流學習，形成企業未來規劃環
境永續措施的具體建議。期能透過大學與企業的協力，不僅協助企業接觸與熟悉CSR相關概念
的運用，更為學校培育企業社會責任人才，增進學生未來就業機會與競爭力。

「企業永續與地方創生」共學群主持人、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郭瑞坤指出，從去年開始，
管院課程即與在地企業結合，提供學生實作CSR報告寫作，與雷科共同完成了第一本永續報告
書，報告書中亦有專門章節呈現同學們的建議成果；在今年，更因應氣候變遷議題，進一步與
雷科合作探討研擬「淨零排碳」策略，讓修課學生在行動學習中收穫實務歷練，讓企業夥伴，
在未來的經營能更加穩健。



社區營造怎麼造?公民參與如何參?

關心身邊週遭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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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94.3 每週(一) 17: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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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 邁向永續：節能減碳與綠色消費

08.09 青年返鄉、移鄉，甘苦大分享

08.16 綠屋頂與立體綠化

08.23 天助自助─水患防災社區之推動

08.30 樂活時代：自行車交通的新可能

09.06 產業轉型，多元佈局

09.13 家長該知道的教保人員勞動權益

09.27 好CHILL~青年社區參與STYLE

10.04 環境設計與都市治安

10.18 港都˙港都˙依港而生之都

10.25 女性創業的策略與挑戰

11.01 來去農村玩一天：新農經濟時代

11.08 高雄在地商圈的數位轉型

11.15 藝術連結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11.22 高雄發展文史觀光的現在與未來

11.29 我們與公民參與的距離？

12.06 「運動港都」：運動發展新趨勢

12.13 企業如何參與地方發展？

12.20 高雄空污改善的挑戰

12.27 創新經濟時代─社會型企業崛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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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2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10學年度第2學期(11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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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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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組織行為與管理

 法律與公共事務

 地區經營管理

 性別、組織與管理

 城巿治理：危機與創新

 公共事務與企業社會責任

 生命週期分析與寫作報告

 法律與公共事務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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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好消息

1. 謝旭昇老師獲科技部「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新秀學者獎勵」。

2. 碩士生蘇丞佑、陳怡君、廖姿婷、王喆、林聖修榮獲「2021 第一屆中鼎
青年永續創新營」競賽第五名。

3. 吳偉寧老師指導學生陳彥伶榮獲2021第十四屆「崇越論文大賞」碩士組
優等論文獎。

4. 彭渰雯、郭瑞坤、謝政勳、蔡錦昌、謝旭昇及游尚儒老師榮獲109學年第
2學期優良課程獎勵。

5. 張瓊婷老師指導碩士生黃盈語碩士論文「消費者於外帶飲食時減用塑膠
袋之意圖探討：以高雄夜市為例」榮獲2021年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碩博士論文獎」佳作。

6. 郭瑞坤老師、謝政勳老師參與校內合作團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產學合創‧在地共榮」表現優異，獲選為本校「團隊績優教師」。

捐款徵信
(110.07.01~110.12.31)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張緒中 25,000元 李雄慶 1,000元 羅浩展 2,000元

彭渰雯 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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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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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