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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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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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註：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關係，今年度的畢業典禮取消了，但是老師們的祝福不變。

本期電子報以畢業生代表的心聲為開場，並由老師們寄上文字的祝福，陪伴大家邁向下一段
新里程！

碩專班-莊品琬：
猶記研究所開學第一天，已對老師嚴
謹的課業要求產生無比的震撼感的狀
態進入學習。而後隨著師長們課堂上
引導、學習理論、文獻閱讀技巧及練
習表達個人觀點，挑起我們對公共問
題的敏銳度及培養自不同角度切入、
分析的能力；上台簡報也從青澀、緊
張蛻變成穩健與從容。無數挑燈的日
子，沉浸在文獻與文字之中，必須經
過論文的試煉，才得以取得畢業的資
格。這不是一條特別困難的路，卻也
不是非常簡單能夠達成。慶幸有著一
路互相打氣的夥伴，更感謝老師們的
耐心教導與助教的協助，讓我們得以
昂首跨出校門。畢業快樂！

碩士班-洪毓芳：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認為畢業並不代表
學業的結束，而是邁向另一個里程碑的開始
，互相勉勵彼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我
們各自奔向光明的前程！
時光飛逝，兩年研究所的生活，彷彿昨日才
剛入學，如今已要畢業，大家來自不同領域
，謝謝緣分讓我們當同學及夥伴，最後還是
很感謝自己決定到中山大學繼續學習，這段
路很辛苦，也很值得，豐富我的人生！
大家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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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婷老師：
Persistence,

Acuity,

Ma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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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渰雯老師：
今年這場因疫情而取消的畢業典禮，可能成為您日後印象最深刻
也最津津樂道的畢業記憶。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呢？
眼前的失敗或挫折，可以是最深刻的學習成長機會，或是最寶貴
的記憶。
祝福大家，保持正向思考，微笑面對下一個里程的挑戰。

林新沛老師︰
愛因斯坦說「這個世界不會
因為惡人做壞事而毀滅，而
是因為有人袖手旁觀。」
為人為己，希望我們都能繼
續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謝旭昇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
願各位同學經歷這些日
子是滿載收穫地離開；
而學習的道路很漫長，
願各位同學的明天也能
無限燦爛。

張緒中會長：不隨眾欺人仗義台灣有情人
各位學長同學平安：
疫情黑天鵝充滿不確定性，正是設計思考與社會創
新的機遇。如何運用金字塔思考，培養講故事的能
力，對每一位生活在台灣的公民，都是必修的課題
，特別是即將投入職場的同學們。
碩、博士畢業，對同學及家長生命歷程是何等大事
！因為疫情留下些許遺憾！或許因為疫情，讓更多
人重新省思生命的價值。祝福畢業同學：不隨眾欺
人，都是仗義台灣的有情人。敬祝平安健康

蔡錦昌老師：
各位同學，能夠在這段時間跟你們在課程教學上或其他活動互動之經
驗對我而言是種教學相長的寶貴過程，我也期待各位在中山公事所求
學的經驗將成為你們成長的養分，不管是在職涯的發展或是對於公共
事務的關懷。希望各位畢業後能持續給予公事所支持，有空回來看看
老師及參與所上舉辦的校友活動。祝 鵬程萬里。

游尚儒老師：
不要害怕失敗挫折，你比你想像的更堅強，逆風也不要害怕飛翔。
不要只是跟在別人後面，請勇敢冒險、創新，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被看見。
不要只是批評這個世界的不美好，請善用你在這裡學到的的知識和智慧，
讓世界變得更好。
恭喜各位，請享受這個榮耀、驕傲的時刻，大步向前，改變世界！

謝政勳老師︰
恭喜同學們解鎖階段性人生中的一項重要成就，
即將踏上一條除了你之外，別人無法走的路。
而相信過去在公事所的學習與累積，
能讓往後邁出的每一步皆能穩健而精彩。
心理學大師Alfred Adler在《被討厭的勇氣》一
書中提到，

「幸福來自於感覺到對他人有所貢獻」，
祝福各位都能找到自己人生中真正的幸福感!
Good luck on your new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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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管理實務參訪系列報導】110.1.13~110.1.15
「因為想留下來，所以為地方生火。」鹿港囝仔的返鄉生火之路 /碩士生陳佳欣報導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於110年1月13日至1月15日舉辦三天兩夜公共事務個案參訪
活動，首站來到彰化「鹿港囝仔文化事業」，由張敬業執行長為師生做介紹，娓娓道來鹿港囝
仔這近十年來，返鄉深耕在地文化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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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1月

丟東西前，再想一下!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分享家具再「生」術 /碩士生李雯薪報導

1月14日第三站來到位於台中的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為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推廣廢棄物再生利用而設立，旨在回收民眾淘汰的大型家具，透過簡易修復
家具，使家具可以再次被使用的機會，達到垃圾減量和資源有效利用。但其許多創新永續作法
，成為各縣市推動循環經濟的學習典範。

中山公事所師生跨校參訪東海大學USR計畫 /碩士生陳妙桂、黃子宜報導

第二站來到東海大學USR團隊，該團隊自109年度起推出「誠食．好氣．靚水．共善」計畫，
透過跨校合作聯盟、整合資源連結，致力朝著在台中大肚建立「開放式養生村」的目標前進。
而東海大學紅土農場因教育部104年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HFCC）
建立，107年計畫結束後經歷轉型挑戰，現為自給自足的社區農場，成為非營利組織轉型成功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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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沒有鋪好的路可以走「掀海風」創辦人分享社區蹲點創新經驗
/碩士生王喆、林聖修、蘇丞佑、李宜樺、陳昭穎 報導

第六站參訪苗栗苑裡掀海風基地，除了參觀基地所在之書店、品嚐在地食材所製作的甜點之外
，也透過苑裡掀海風的兩位發起人- 林秀芃、劉育育的座談及經驗分享，讓所上學生瞭解青年
如何深耕在地、推動地方創生等公共事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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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1月

這群清大畢業生示範了地方文史也是青年創業資本 /碩士生陳怡君、郭庭妤報導

1月15日第五站來到位於新竹的見域工作室。透過青年對在地的好奇與熱情，以工作室的成立
初衷去探究新竹當地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並進行城市旅行設計，讓學生通過見學活動重新認識
新竹舊城區的在地風光。

公私協力培育有機茶園日新 /碩士生劉品君報導

第四站參訪位於苗栗頭份的日新有機茶園。除了瞭解製茶流程、茶園發展與AI產銷之現況，更
見識到日新茶園在多元經營下以公私協力合作的方式，發展地方創生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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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社區服務影響力 USR X CSR培力種子師資

台灣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長照關懷系統需要更多協力。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USR計畫與
在地企業聚和國際攜手，舉辦「貼．心──樂活與童趣的N次貼手作」活動，從員工居住地、
廠區鄰近社區出發，將自家「N次貼」幼教產品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課程，寓教於樂，讓大學師
生與企業夥伴實地走入社區，服務社區長者和身障朋友，培養在地認同感。

中山管院USR計畫主持人、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兼管院副院長郭瑞坤帶領校內課程學生參
與協助工作，了解大學與企業如何攜手執行結合本業產品的企業社會責任，他促成此次產官學
合作的社區培力活動，希冀透過2021年5月6日及5月10日的種子師資培育，將富有趣味與教育
特質的N次貼產品，以及企業回饋在地的理念帶回社區，提升在地認同感並擴大影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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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片說故事 中山連結在地企業促永續、共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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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分別與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雷科股份有限公司及舊振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3
家高雄在地企業合作，共同推動USR結合CSR專案計畫，連結企業資源與在地力量，實際參與
社會行動。針對3家合作企業的豐碩成果，團隊特別拍攝紀錄影片，透過影像記錄企業的熱情參
與，並期望透過影片〈永續，從連結你我的力量開始〉的故事能量，號召更多有志於CSR的企
業，一同投入社會參與。

活動報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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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與雷科公司合作 共築新住民圓夢之房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USR計畫與雷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入「翻轉‧築夢‧高雄」圓夢實踐計
畫。嫁來台灣超過八年的越南籍新住民陳黃燕，經由高雄市湖內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推薦，提
案「圓夢之房」，希望於自宅建置工作室，強化自身經濟能力。並利用設備開設線上課程、經
營網路社群以及新媒體YouTube頻道，協助新住民群體與台灣社會建立連結。

「圓夢之房」主要實施的內容，包含新住民線上課程、YouTube頻道經營兩個方面，從2021年
3月至10月，預計開設28次課程，上傳14支影片。提案人透過課程，為新住民姊妹分享自身學
習華語的經驗、介紹台灣社會常用的文句詞彙、甚至包含新住民在台灣，如何發展自我與改變
生活的勵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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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攜手高美館 共講「藝企」CSR

當代對永續議題的討論，讓人們重新省思「以人為本」的全新未來；藝術作品兼具美感、創意
與多元包容特質，更是企業發展社會責任（CSR）的重要選項。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
研究中心與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USR團隊，2021年5月舉辦「中山永續短講：企業CSR
與藝文活動推廣」活動，邀請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玉玲進行專講，分享藝術與企業合作的經
驗。活動結合高美館湯尼·奥斯勒（Tony Oursler）特展與導覽，為參與人員帶來美感與知識的饗
宴。

活動報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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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女大學生為全球領導者公事所邀訪問學者展紐約州立大學計畫成果

不論在台灣或國際間，女性高階領導者看似頗具能見度，但統計數字顯示其比例還是絕對少數
。根據2021年的最新統計，全球各國女性擔任元首比例僅14%，富比世500大企業當中的女性
執行長則僅約8%，而這已經創下其有史以來最高紀錄。有鑒於此，全世界已有一些頂尖大學
針對女學生推出領導能力培力計畫，目前客座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的傅爾布萊特
訪問學者艾莉瑪扎爾（Maryalice Mazzara）博士，亦在日前分享了她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執行相關培力計畫的經驗與心得。

瑪扎爾教授於6月8日藉由線上論壇方式，介紹她在SUNY負責的全球事務領導能力計畫（
JFEW SUNY Global Affairs Leadership Program），吸引了包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等多位主管、
婦團幹部及全台許多大學師生在內的80多人線上聆聽與互動，並由公事所教授彭渰雯擔任主持
與口譯。本場演講是本校「公民社會與民主創新」共學群的學期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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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岡山計畫 中山偕企業拜會高市岡山區長

國立中山大學管院USR計畫目標在於「人才培育」與「在地連結」，其中著力於與高雄企業共
推之USR x CSR專案以回饋地方，自2020年起與岡山區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接觸，瞭解
岡山地處北高雄，產業與文化底蘊豐富，期能深入串連地方特色、有系統地整合後加以推廣，
促推地方共榮。為整合各方資源、聆聽在地真切聲音與需求，中山大學與在地組織組成合作團
隊，偕同協力夥伴於2021年6月拜會岡山區公所區長黃中中，共同討論如何汲取岡山居民之在地
經驗，透過工作坊與展覽等形式參與，凝結出可取徑的地方經驗與文化角度，成為未來進一步
啟動岡山共榮發展的行動基礎。

活動報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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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因疫情暫停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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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民宿鬆綁、住家分享 有助地方觀光嗎？

1.11 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交通運輸發展方向

1.18 走出象牙塔－大學與地方如何共生共榮?

1.25 市民與市政府的距離？像極了⋯⋯

2.01 從過年談傳統習俗的性別平等

2.08 老有所終?高齡社會孤獨老之預防與因應

2.22 高雄藝文發展如何深植至市民生活

3.08 南部地區基層醫師夠嗎？

3.15 毛小孩與動物權

3.22 建構高齡友善城市之交通篇

3.29 大眾運輸導向的都市發展(TOD)

4.12 高雄城市門户景觀的想像

4.19 高雄市公民參與的願景與期待

4.26 農業地產地消的美麗與哀愁

5.03 邁向樂活：公共休閒場所的營造

5.10 改變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5.17 工作生活平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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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1學期公事所學分班【高雄班‧澎湖班】招生

110學年度第1學期(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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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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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

 公共參與及審議民主

 都巿空間探討

 媒體與公共事務

 環境與資源管理

 城鄉發展與環境變遷

 區域發展與政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寫作

 公共經濟學

 社會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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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所好消息

1. 109學年度第1學期新聞亮點獎勵績優單位第5名。

2. 公事所於Eduniversal全球最佳1000大商學院評比（Business School 
Ranking）獲得「公共行政/管理類」遠東區第19名、全台第2名。

3. 謝旭昇老師榮獲本校新進教師第二年獎勵。

4. 公事所碩士生黃盈語、碩專生陳宥睿榮獲110年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5. 林新沛、郭瑞坤、彭渰雯、吳偉寧、謝政勳、蔡錦昌、謝旭昇、游尚
儒老師榮獲109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課程獎勵。

6. 張瓊婷老師榮獲院級優良導師。

7. 蔡錦昌老師榮獲院級教學績優。

捐款徵信
(110.01.01~110.06.30)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捐款人 金額

雷科公司 300,000元 慶聯有限
電視

420,000元 港都有限
電視

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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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