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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共政策研究所 

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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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與員額 

本所101學年度專任師資共計5人，含2名專任教授、1名副教授、2

名助理教授，設所長1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中長程計畫 

1.積極規劃成立碩士在職專班，強化師資結構，開授符合地方需求

並能呈現本所特色之課程。 

2.充實教學圖書設備、各項硬體設施及獎勵相關研究。 

3.擴大與政府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之合作網絡關係，提供學生更多元

職場體驗機會。 

4.推動e化教學環境，加強數位學習管道。 

5.持續推動推廣教育與回流教育。 

6.鼓勵學生申請與本校結盟之他國學校交換學生活動，並積極擴展

與國外相關系所建立交流機制。 

(二)教學 

1.添置電腦、課桌椅，使學生均能於良好環境下學習知識與技能。 

2.於開學前將各科目之授課大綱上網公告，俾利學生選課之參考。 

3.提供國內外研討會、研習資訊，並以電子郵件傳送相關資訊，鼓

勵教師踴躍參與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4.因應本所發展現況與需求，修訂每一學年度課程規劃及必選修課

程表。 

5.舉辦相關領域專題講座，以增進學生專業知能。 

6.持續舉辦教師教學法研習工作坊。 

(三)研究 

1.提供資訊及管道，鼓勵教師及學生發表期刊論文及參與研究計

畫，並申請相關獎勵或補助。 

2.鼓勵教師申請各項學術專題研究，提昇研究與教學品質。 

(四)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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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班導師定期召開班會，關心學習情形及協助解決課業問題。 

2.於課餘時間由各班導師安排個別會晤時間，加強輔導學生課業問

題及生活疑問。 

3.辦理師生活動，提供研究生與老師之多元溝通管道，並聯絡師生

情誼。 

4.辦理研究所新生入學座談會，使新生能儘快瞭解本所學習環境。 

5.持續舉辦導生教學與輔導午餐會報。 

(五)推廣與服務 

1.鼓勵本所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講座活動。 

2.鼓勵教師參與教育訓練及雲嘉南地區學術服務（擔任審查委員、

演講、訓練、諮詢顧問等），將學術應用於社區，促進社會教育

效果。 

(六)行政 

1.爭取校統籌款補助，以購置電腦及課桌椅設備，改善教學環境與

品質。 

2.定期更新本所網頁及內容。 

3.依行事曆進行所務會議、所長座談會。 

4.辦理每學年碩士班推薦甄試。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研究方面 

1.積極鼓勵教師進行研究工作。 

2.積極鼓勵教師發表國內外期刊論文。 

(1)期刊論文及專書發表： 

A.許志雄教授： 

國家定位變化下的主權與人權，收於張炎憲、許文堂主編「台

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台灣教授協會，2012 年 12 月，

ISBN：978-986-81189-5-6，頁 297-323。  

B.莊淑瓊助理教授： 

a.莊淑瓊、石崇賢。「社區防災、政策順服與公共參與之關聯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389 

研究初探」，發表於南華大學「當代治理」學術研討會，2012

年10月3日。 

b.莊淑瓊。「政府決策與正義思量-論中油高廠遷廠議題」，發

表於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主辦「分配與公平正義：南部觀點」

系列論壇之嘉義大學場次，2012年12月21日。   

C.陳希宜助理教授： 

a.〈The Future Integration Trend for East Asia? A Case study on 

the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Strait〉，發表

於「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hicago：

MPSA。(102 年 4 月 11-14 日) 

 b.〈以通識教育培育學校教師職場倫理之研究〉，發表於「實

踐大學 2013 年『通識教育與大學生的職場競爭力』-『希

望、夢想、實踐』研討會」，台北：實踐大學。(102 年 6 月

4 日) 

c.〈差異化教學理論運用在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實踐─以

音樂課程為例〉，發表於「差異化教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台師大。(102 年 6 月 14-15 日) 

d.〈以學習共同體教學概念提升國小學童音樂想像力之探

究〉，發表於「未來想像教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高雄：

中山大學。(102 年 7 月 29-31 日) 

(2)研究計畫： 

A.陳淳斌教授兼所長： 

計畫名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2 年度分區學者座談會研究 

報告，補助金額：61650 元，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7 月 

26 日。 

B.陳佳慧副教授： 

101 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通識典範學習課程 C 計畫：「人 

權與法律」，經費：28000，102 .02.01~102.06.30。 

C.陳希宜助理教授： 

a.嘉義大學101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C2-3通識典範學

習課程『公民養成課程』：全球化與多元文化(101年9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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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 

b.嘉義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卓越計畫E1類-優質典範通

識課程「E1-2優質通識」：廣告與行銷 (102年2月-102年6月)。 

c.嘉義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卓越計畫A1-2創意教材與

教法應用：生涯/職涯發展相關課程開發教師社群 (102年5

月迄今)。 

3.不定期提供研討會、研習、計畫申請相關資訊給予教師，並鼓勵

多加參與，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4.因應本所發展現況與需求，修訂每一學年度課程規劃及必選修課

程表。 

5.教師皆填寫各教授科目之授課大綱，並於開學前上傳至校務行政

系統E化校園，俾利學生選課參考。 

(二)輔導方面 

1.於課餘時間由各班導師安排個別會晤時間，加強輔導學生課業及

生活疑問。 

2.協助申請校內外各項奬助學金。 

3.各授課教師提供班上選修學生課業、生活等之輔導。 

4.每週至少安排二個時段共4小時以上之Office Hour，提供學生在

課業、生活等方面的輔導。 

5.網站設立Q&A平台、意見信箱，提供學生針對課程及教學提出看

法及建議。 

6.完成認輔導師作業，101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由陳希宜助理教授擔

任認輔導師。 

7.本所於101年9月至2013年6月止辦理講座有「談教學時幽默感的

培養」教師工作坊、「政府決策與正義思量-論中油高廠遷廠議題」

研討會、邀請金鐘獎最佳導演瞿友寧先生蒞校分享講演「拍出心

中的故事」，共計3場。 

8.於101年11月28日邀請崑山科技大學張月華講師(公共所99學年

度畢業校友)主講「把自己放對位置」、2013年4月10日邀請張凱

銘(公共所96學年度畢業校友)主講「研究生生活心得分享」，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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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於課堂學習、在校生活問題與提供學生規劃畢業後發展

方向參考。 

9.於102年1月16日舉辦溪頭戶外見習，藉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並維繫師生情誼。 

10.於102年4月10日舉辦第一屆公共所學生論文發表會，提供學生

發表論文交流的平台。 

 (三)推廣服務 

1.陳淳斌教授兼任所長： 

(1)擔任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2)擔任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3)擔任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4)擔任嘉義大學 101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5)擔任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101.8.1-102.7.31)。 

(6)擔任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兼導師(101.8.1-102.7.31)。 

(7)擔任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8)擔任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評審委員(101.8.1-102.7.31)。 

(9)擔任嘉義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10)擔任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11)擔任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12)擔任嘉義大學智慧財產權推動發展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13)2012 年全國原住民研究論文發表會主持人兼評論人(嘉義大

學 101.10.18)。 

(14)後 ECFA 兩岸新局:ECFA 帶動兩岸可持續和平發展機制學術

研討會論文評論人(中正大學 101.11.7)。 

(15) 101 學年度中正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蔡

淑敏學位考試委員(101.12.18) 。 

(16) 101 學年度中正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洪進成學

位考試委員(101.12.3)。 

(17)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訪視委員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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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19)中正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20)當代治理學術研討會與談人兼評論人(南華大學 101.10.3)。 

(21)行政院原民會 101 年度原住民學生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

能力證明考試試務主任(嘉義大學 101.12.15)。 

(22)南華大學 101 學年度社科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23)南華大學 101 學年度社科院院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101.8.1-102.7.31)。 

(24)擔任通識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101.8.1-102.7.31)。 

(25)擔任通識典範學習課程審查委員(101.8.1-102.7.31)。 

(26)擔任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101.8.1-102.7.31)。 

(27)雲嘉地方發展中心諮詢學者。 

(28)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特約研究員(台北

102.1.1-102.12.31)。 

(29)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102 年勞務採購案評審委員 

(嘉義 102.3.4)。 

(30)財團法人財經立法促進院法政文教研究所教授(台北

100.5.23-103.5.22)。 

(31)財團法人高等評鑑中心基金會通識教育評鑑訪視委員(台灣

地區各大專院校 101.1.1-102.7.31)。 

(32)行政院研考會委託舉辦我國南部區域發展變化趨勢及治理策

略焦點座談會與談人(嘉義 101.8.6)。 

(33)歷史系吳昆財教授論文評論人(嘉義大學)。 

(34) 2013 年第一期台灣職業倫理教育研習會專題演講人(大同技

術學院 102.6.4)。 

(35) 2013 年第二期台灣職業倫理教育研習會專題演講人(大同技

術學院 102.6.24)。 

(36)2013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

研討會陳文學論文評論人(暨南國際大學 102.5.25)。 

(37)教師達嚴思副教授升等論文審查人(長榮大學 102.1.30)。 

(38)嘉義大學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共政策所碩士班謝焙華學位

考試委員(102.6.14)。 

(39)嘉義大學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共政策所碩士班郭岳麟學位

考試委員(1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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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嘉義大學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共政策所碩士班董又僡學位

考試委員(102.6.21)。 

(41)中正大學 101 學年度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吳

大成學位考試委員(102.6.6)。 

(42)中正大學 101 學年度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施智全學位考試委

員(102.7.29)。 

2.許志雄教授： 

(1)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專任教師候選人學位論文

審查人。 

(2)警察大學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人。 

(3)台大法學論叢稿件審查委員。 

(4)「憲政時代」稿件審查人。 

(5)1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命題兼閱卷委

員。 

3.陳佳慧副教授： 
(1)通識學報第十期編輯委員會委員。 

(2)公共政策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委員。 

(3)公共政策研究所教評會委員。 

(4)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公共政策」命題委員。 

(5)勤益科技大學通識課程評鑑委員。 

(6)嘉義大學教學發展諮詢會議委員。 

(7)嘉義基督教醫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8)擔任嘉義大學「新進教師研習營」講者 (102.2.7)。 

(9)擔任嘉義大學教學助理期初研習（民雄校區）講者(102.4.19)。 

(10)擔任嘉義大學教學助理期初研習（蘭潭校區）講者(102..4.20)。 

(11)擔任立法院「地方制度法」公聽會講者(102.4.18)。 

(12)擔任南華大學教發中心「創用 CC 理念--合法網路資源好好

用」講者(102.6.7)。 

(13)參與嘉義大學教發中心「新進教師與輔導教師期末座談會」， 

(102.1.7)。 

(14)參與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學法座談會暨教材研習工作

坊-愛上創意教學」(102.5.24)。 

(15)參與嘉義基督教醫院倫理審查研究委員會 101 年第 5 次會議

(101.12.19)。 

(16)參與嘉義基督教醫院倫理審查研究委員會 101 年第 6 次會議

(1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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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參與嘉義基督教醫院倫理審查研究委員會 102 年第 2 次會議

(102.5.27)。 

(18)參與嘉義基督教醫院倫理審查研究委員會 102 年第 3 次會議

(102.7.22)。 

 (19)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王舜魁碩士論文審查 

委員(2013.06.26)。 

(20)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吳卓恩碩士論文審查 

委員(2013.06.26)。 

(21)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蔡嘉宏碩士論文審查 

委員(2013.06.26)。 

 (22)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林明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2013.05.16)。 

(23)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謝焙華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2013.06.21)。 

4. 莊淑瓊助理教授： 

(1)101 年度、102 年度台南市政府環保局「低碳家園建構計畫」-

社會行為科學與評比工具技術與資訊諮詢小組委員。 

(2)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特約研究員(102.1/1-102.12.31)。 

(3)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校外諮詢委員

(102.2.1-102.7.31)。 

(4)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教育委員會校外諮詢委員

(102.2.1-102.7.31)。 

5.陳希宜助理教授： 

(1)嘉義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組長(101.8-102.1)。 

(2)國家文官學院辦理「101年度行政院暨所屬機關以外機關初任

薦〈委〉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之探索暨行

動學習課程之成績評核觀察員(101.8.6-101.8.10)。 

(3)後備905旅新兵心理衛生教育講師(101.8.14)。 

(4)後備905旅新兵心理衛生教育講師(101.8.27)。 

(5)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第612營學術演講(101.9.7)。 

(6)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第612營第1連心輔講座講師

(101.9.27)。 

(7)後備陸戰旅101年心輔學術講演講師(101.10.10)。 

(8)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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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後備908旅心理健康專案活動講演講師

(101.10.17)。 

(10)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後備908旅營連輔導長心輔課程講演講師

(101.10.24)。 

(11)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心輔專題講演「做情緒的主人、樂活我

的人生」(101.10.25)。 

(12)海軍一二四艦隊101年度軍士官團教育「樂活生命、活出精采」

專題講座(101.11.8)。 

(13)嘉義後備指揮部101年第4季學術講演講師(101.11.15)。 

(14)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1.11.21)。 

(15)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1.11.22)。 

(16)嘉義大學「志願服務講習」課程講師，講題：「人際關係與溝 

通的藝術」(101.11.25) 。 

(17)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之能人力建置暨優先行動區推

廣計畫」之「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審查委員(101.11)。 

(18)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1.12.6)。 

(19)南投縣竹山國小新住民火炬計畫之多元化幸福講座「家庭公

共關係」講師(101.12.26)。 

(20)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委員(102.1)。 

(21)南投縣埔里國小「101學年度教師多元文化研習」講師，講題：

「多元文化溝通與輔導的藝術」(102.1.9)。 

(22)嘉義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組長(102.2)。 

(23)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2.26)。 

(24)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2.27)。 

(25)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102年勞務採購案評選委員

(102.3.4)。 

(26)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校本課程精進教學教師研習」專題

演講「溝通與輔導：善用多媒體等工具，將幽默元素融入教

學內容的技巧，建立跟學生的友善互動」(102.3.6)。 

(27)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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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國立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專題演講「終身學習的

創意行銷」(102.3.26)。 

(29)嘉義大學禮賓大使團隊第11屆新生徵選面試委員(102.4.2) 

(30)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4.16)。 

(31)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5.15)。 

(32)陸軍七四資電群學術演講 (102.5.30)。 

(33)TASPAA-「2013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國際研討會」論文評論人(102.5.24-102.5.25)。 

(34)國家政策基金會學者座談會(102.5.26)。 

(35)陸軍航空602旅心輔專題講座(102.6.6)。 

(36)國防部海軍艦隊指揮部官兵學術暨輔導講座專題演講「全球

化下兩性平權的發展與實踐─談溝通與領導在國家安全政策

中的重要性」(102.6.4)。 

(37)嘉義大學禮賓大使暑訓「校園導覽教與學」講師(102.6.7)。 

(38)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6.19)。 

(39)海軍艦隊指揮部「兩性和諧相處、創造幸福人生」專題演講

(102.6.20)。 

(40)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董又惠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2.6.27)。 

(41)後備906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7.3)。 

(42)海軍技術學校專題演講「走出生命的幽谷：自我傷害防治」

(102.7.4)。 

(43)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劉書劭論文計畫口

試委員(102.7.11)。 

(4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李希昌論文計畫口

試委員(102.7.11)。 

(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尤慈寧碩士論文

口試委員(102.7.11)。 

(46)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飛行訓練指揮部專題演講「全球化下的

自我認同與傷害防制」(10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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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2年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之「國際現

況及發展趨勢」課程講師(102.7.25)。 

(48)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2年度雲嘉地區學者座談會(102.7.26)。 

(49)嘉義市北榮教會美麗人生研究社專題演講「終生學習創意行

銷」(102.7.27)。 

(50)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所邱惠君碩士論文口試委

員(102.7.29)。 

(51)海軍反潛航空大隊專題演講「全球化與性別主流化」

(102.7.30)。 

 (四)行政方面 

1.101學年度第1學期總計召開了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5次所務會

議，以順利推動相關事務工作。 

2.101學年度第2學期總計召開了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5次所務會

議、3次所教評會議，以順利推動相關事務工作。 

3.各種會議結束後，將紀錄迅速傳閱所內教師同仁了解並公告上

網，追蹤各項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4.為順利推動各項行政業務，推動行政業務之標準化與效率化。 

5.持續辦理公共政策所網站之資料更新及維護，並將法令規章、會

議紀錄、研討會訊息、最新訊息公告上網。 

6.依本校財產及物品管理要點，以電腦化及科學化進行管理，使各

類財務發揮其使用效能，並配合保管組每年定期進行各單位財物

設備盤點工作。 

7.預算執行、請購、核銷、控管均透過網路作業簽證，101學年度

預算及執行績效考核，控管良好。 

8.定期建置更新公共政策所網站及內容，以期不斷提供最新資訊。 

9.確實盤點財產及器材，妥善管理教學設備及器材。 

10.配合人事、會計、教務及總務等行政單位辦理各項文書作業，

完成所上文件檔案之建檔，確實辦理並上網登錄所上經費之請

購、核銷及控管等事宜。 

11.所辦採行中午不休息繼續提供服務措施，提供更親切、及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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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務。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定期舉辦教師研究之研討與發表會，以提升教師研究能力，增進

學術發表之質與量。 

(二)定期舉辦教師座談會，鼓勵學術上之跨領域研究與交流，並積極

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