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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與員額
本所102學年度專任師資共計3人，含1名專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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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究與教學品質。
(四)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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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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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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校統籌款補助購置電腦及課桌椅設備，以改善教學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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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斌教授：
a.「中國大陸後稅費時代的鄉村關係與鄉鎮政府職能的轉
變」，國政研究報告電子期刊。（102.10.25）
b.「村民自治？亦還是村民他治？對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民
主發展過程的再省思」，中國大陸研究年會暨習李掌舵
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
（102.11.9）
c. 「後稅費時代中國農村基層治理體制的發展與變遷」，
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東方政治學、臺灣經驗、中國崛起
及國際流變國際學術研討會。（102.11.30）
d. 「村民自治？亦還是村民他治？對中國大陸農村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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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發展過程的再省思」
，國政研究報告。（103.6）
B.莊淑瓊助理教授：
a.黃世輝、劉秋雪、高宜淓、莊淑瓊，
「工藝之家推動社區
工藝扶植計畫成效與發展歷程探究」，文化創意產業研
究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102.9）
b.莊淑瓊，
「政府決策與正義思量-論中油高廠遷廠議題」，
分配與公平正義-南部觀點，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102
年 9 月初版/篇章作者及主編。
C.陳希宜助理教授：
a.〈Civil Diplomacy: Promoting National Imag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 Participating in 2013 World Baseball
Classic〉，發表於「23rd Pan Asian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Strengthening Asian Perspectives
of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or Global Peace and
Understanding”」，Philippines：Philippine Chapter-Pan
Asian Society of Sports & PE。(102.8.8-11) 。
b.〈Run for Honor and Run for National Image: The Research
o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發表於「23rd Pan Asian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Strengthening Asian
Perspectives of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or Global
Peace and Understanding”」，Philippines：Philippine
Chapter-Pan Asian Society of Sports & PE。(102.8.8-11) 。
c.〈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南台灣漁業發展影
響之評估與分析〉，發表於「2014 南臺灣與兩岸關係」
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103.1.17) 。
d.〈Aviational Recreation: A Study of Leisure-oriented Sport
Flight Activities in Taiwan〉，發表於「24th Pan Asian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raditional
Sports and Modern Sp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Human Resource”」
，India：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Vinaya-Bhavana & Visva-Bharati Sports
Borad。(103.2.7-9) 。
e.〈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 in Taiwan〉
，出版於「Changing Configurations in
Adult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l Time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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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tudies in Pedagogy
Andragogy and Gerontagogy)」，Edited by Bernd
Kapplinger and Steffi, Germany: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ISBN-13:978-3631642726。
(103.3.28) 。
f.〈災後重建的多元文化整合與產業行銷─以高雄杉林大
愛園區為例〉
，發表於「莫拉克學術研討會」
，嘉義：嘉
義大學。(103.6.5) 。
g.〈The Development of A Learning Society in Taiwan〉，發
表於「Reukjavik 11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Iceland：IISES。(103.6.24-26) 。
h.〈公私協力的實踐：以高雄杉林大愛園區為例〉，發表
於「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或 2014 年會暨
“政府治理與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淡江
大學。(103.5.24-25) 。
(2)研究計畫：
陳希宜助理教授：
a.嘉義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 E1 類-優質
典範通識課程「E1-2 優質通識」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102.9-103.1)
b.嘉義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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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2-103.6)
c.嘉義縣文化觀光局「轆子腳永久屋基地文化種子培訓第
二階段計畫專業服務團隊委託案」計畫協同主持人，補
助金額新台幣 1,700,000 元。(102.11-103.6)
3.不定期提供教師有關研討會、研習及計畫等申請之相關資訊，
並鼓勵多加參與，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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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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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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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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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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由莊淑瓊助理教授擔
任認輔導師。
7.於103年6月20日舉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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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擔任 102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東方政治學、台灣經驗、中
國崛起及國際流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年論文評論人。(102.12.1)
(2)擔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特約研究員 。
(102.8.1-103.7.31)
(3) 擔 任 台 灣 公 共 治 理 研 究 中 心 公 共 治 理 績 效 評 鑑 委 員 。
(102.8.1-103.1.31)
(4)擔任102年度倡廉反貪研討會暨廉政專題系列講座論文發表
與談人。(102.9.23)
(5)擔任南華大學教卓計畫社會科學院核心能力及能力指標諮詢
委員。(102.10.2)
(6)擔任勞委會職訓局雲嘉南區服務中心工業區產業發展情勢及
人才僱用需求諮詢委員。(102.10.22)
(7)擔任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評論人。(102.10.25)
(8) 擔 任 國 立 台 中 科 技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論 文 審 稿 委 員 。
(102.12.3)
(9)擔任卓越台灣協進會第三屆理事。(102.9.21-104.9.20)
(10)擔任南華大學馬祥祐論文審查申覆委員。(102.12.-103.1)
(11)擔任公共政策研究所黃江士論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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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8)
(12)擔任公共政策研究所呂信曄論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 。
(103.5.28)
(13)擔任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
(103.6.18)
(14)擔任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蔡國龍碩士論文口試委
員。(103.6.20)
(15)擔任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俊芳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
(103.7.17)
2. 莊淑瓊助理教授：
(1)率領班級同學協助嘉義縣水上鄉成功社區執行「為我們的社
區說故事」耆老訪談與資料建置。(102.5.23)
(2)擔任雲嘉地方發展研究中心9月學者諮詢會議召集暨主持
人。(102.9.22)
(3)擔任本校公共政策所碩士班林家榮、沈育明論文計畫審查
人。(102.9)
(4)擔任嘉義市育英里廣場

102諸羅文化生活圈三部曲---行動

故事屋第6場次主講人。(102.10.12)
(5)擔任嘉義市崇文國小102諸羅文化生活圈三部曲---行動故事
屋第7場次主講人。(102.10.15)
(6)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大樓6樓政治系會議室「台電公司於南台
灣進行核能溝通之策略研究」焦點座談會議。(102.10.25)
(7)擔任嘉義市雲嘉地方發展研究中心11月學者諮詢會議召集暨
主持人。(102.11.29)
(8)擔任102年臺灣卓越協進會秘書長。
(9)擔任102年嘉義市社區營造協會理事。
(10)擔任102年臺南市環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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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擔任中正大學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沈方旭畢業論文審查委
員。(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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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總統府學者座談會暨餐敘。(103.1.17)
(13)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生吳婉綺畢業論文審查委
員。(103.1)
(14)擔任嘉義市雲嘉地方發展研究中心3月份諮詢會議召集暨主
持人。(103.3)
(15)擔任103年臺南市環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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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擔任稻江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系碩士班賴金梅畢業論文審
查委員。(103.5.28)
(17)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生呂信曄畢業論文審查委
員。(103.6.3)
(18)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生黃江士畢業論文審查委
員。(103.6.3)
(19)擔任臺南大學教育事業經營系碩士生薛卜稱論文提案審查
委員。(103.6.4)
(20)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生劉奕良畢業論文審查委
員。(103.7.14)
3.陳希宜助理教授：
(1)擔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度莫拉克風災後重建區產
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諮詢輔導顧問。(102.6.1-103.6.30)
(2)擔任本校國際處國際合作組組長。(102.8-103.1)
(3)擔任本校公共政策所認輔導師。 (102.8-103.7)
(4)擔任嘉義縣政府替代役男法紀教育講習「全球化時代的人際
溝通與情緒管理」課程講師。(102.8.2)
(5)擔任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活出生命的色彩─聰明規劃生
涯與職涯」專題講座。（102.8.12）
(6)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
（102.8.13）
(7)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
（102.8.14）
(8)擔任中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全球化與性別主流化』家庭公共
關係─兩性溝通了沒？」專題學術講演。(10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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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2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際現況及
發展趨勢」課程講師。(102.8.16)
(10)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2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際現況
及發展趨勢」課程講師。(102.8.28)
(11)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102年下半年心理衛生講
座」專題演講 。(102.9.27)
(12)擔任屏東縣潮州國小「國際教育研習」講師。(102.10.9)
(13)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102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講座「國際
傳播與全球行銷」演講教師。(102.10.7)
(14)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10.21）
(15)擔任本校「2013小分子化合物結構鑑定暨功能性評估國際研
討會」工作小組公關組與大會司儀。 (102.11.8-9)
(16)擔任本校「澳門台灣高等教育展」參展人員。(102.10.24-27)
(17)擔任嘉義縣文化觀光局「轆子腳永久屋基地文化種子培訓第
二階段計畫專業服務團隊委託案」計畫協同主持人。
(102.11-103.6)
(18)擔任嘉義縣文化觀光局「轆子腳永久屋基地文化種子培訓第
二階段計畫」課程講師，講授A.組織學習：社區營造中的社
區組織(2小時)、組織溝通與協調(2小時)；B.提升文化種子
提案能力：Powerpoint簡報製作技巧(1小時)、口頭簡報技巧
與行銷策略的應用(1小時)。(102.11-103.6)
(19)擔任本校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國際暨電話禮儀」專題演
講。(102.11.13)
(20)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屏東縣長樂部
落永久屋基地諮詢委員。(102.11.19)
(21)擔任雲林縣石榴國民中學「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國際教
育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講師。(102.11.8)
(22)擔任本校102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E主軸計
畫：特色通識，成果發表暨展示會「E1-2優質通識課程：廣
告與行銷教學經驗分享」發表人，。(1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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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擔任本校志願服務研習課程「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藝術」專題
演講。(102.11.23)
(24)擔任國家文官學院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2.11.27)
(25)擔任陸軍後勤學校技術訓練中心102年度第4季軍士官團教
育「全球化時代的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專題演講。
(102.11.29)
(26)擔任嘉義市政府102年下半年度替代役男法紀教育暨第6次
定期在職訓練「全球化時代的人際溝通與禮儀」課程講師。
(102.12.5)
(27)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12.5）
(28)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2年青年國際事務菁英冬令營「跨
國團隊組織與領導」課程講師。(102.12.7)
(29)擔任國家文官學院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2.12.9)
(30)擔任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海外成長計畫指導老師。
(102.12.11)
(31)擔任本校辦理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基
礎訓練「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2.12.13)
(32)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高雄
市杉林大愛園區諮詢委員。(102.12.14)
(33)擔任「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103年勞務採購案」採
購評選會議評選委員。(102.12.16)
(34)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2.12.23）
(35)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屏東
縣長治百合部落諮詢委員。(102.12.28)
(36)擔任中興大學辦理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
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3.1.3)
(37)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生吳婉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論文口試委員。(1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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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屏東
新來義部落諮詢委員。(103.1.21)
(39)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3.1.21）
(40)擔任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組長。(103.2.1-104.1.31)
(41)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3.2.11）
(42)擔任本校10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嘉義考區監試。(103.2.12)
(43)擔任中興大學辦理10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3.2.19)
(44)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心輔專題演講。(103.3.6)
(45)擔任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7609期(初任專業性職位人員
訓練)業務講習班「個人形象與公務禮儀」講師。(103.3.20)
(46)擔任嘉義市社區大學103年春季班「演講魅力與領導藝術」
課程教師。(103.3.3-103.7.5)
(47)擔任中正大學政府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陳信宏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3.19)
(48)擔任中正大學政府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王鈞賢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3.19)
(49)擔任海軍陸戰隊陸戰六六旅「103年上半年軍事官團教育暨
心輔講座」講師。(103.4.3)
(50)擔任本校執行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委託辦理「轆子腳永久屋基
地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願景工作坊「簡報製作技巧」
講師。(103.4.10)
(51)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科技人、國際現勢與外
交展望」專題演講。(103.4.10)
(52)擔任本校執行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委託辦理「轆子腳永久屋基
地文化種子培訓第二階段計畫」願景工作坊「簡報製作技巧」
講師。(103.4.12)
(53)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屏東
新來義部落諮詢委員。(103.4.19)
(54)擔任陸軍257旅心輔加油站講師。（1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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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沈育明碩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5.6)
(56)擔任中正大學政府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陳右欣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5.13)
(57)擔任中正大學政府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馮晨茹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5.13)
(58)擔任本校禮賓大使「口語研討會」研習講師。(103.5.18)
(59)擔任中正大學政府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林廷霖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5.20)
(60)擔任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生李希昌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5.27)
(61)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
際參與方案規劃」課程講師。(103.6.1)
(62)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科技人的簡報技巧與行
銷策略的應用」專題演講。(103.6.5)
(63)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
際參與方案規劃」課程講師。(103.6.8)
(64)擔任臺中教育大學辦理10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高
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3.6.9)
(65)擔任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管理所楊智龍論文計
畫口試委員。(103.6.9)
(66)擔任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103.6.10)
(67)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
際參與方案規劃」課程講師。(103.6.15)
(68)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國
際參與方案規劃」課程講師。(103.6.22)
(69)擔任中興大學辦理10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3.6.23)
(70)擔任木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劉奕良碩士學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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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會論文口試委員。(103.6.25)
(71)擔任本校辦理102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五級等考試
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講座「公務禮儀」之課程講師。(103.6.25)
(72)擔任本校103學年度禮賓大使暑訓「校園導覽」課程教師。
(103.6.26)
(73)擔任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103.6.27)
(74)擔任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研究生施富方學位論文口試委員。(103.6.29)
(75)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勞務
採購案期末實地訪視屏東新來義部落諮詢委員。(103.7.3)
(76)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勞務
採購案期末實地訪視屏東禮納里部落諮詢委員。(103.7.3)
(77)擔任「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劃行政管理」勞務
採購案期末實地訪視屏東長治百合部落諮詢委員。(103.7.3)
(78)擔任嘉義大學「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參展人員。
(103.7.5-12)
(79)國防部後備指揮部103年心輔專題演講「新家庭公共關係之
夫妻很忙、爸媽冏很大」
。(103.7.24)
(80)擔任本校辦理102年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講座
「公務禮儀」課程講師。(103.7.30)
(四)行政方面
1.102學年度第1學期總計召開了4次所務會議。
2.102學年度第2學期總計召開了1次所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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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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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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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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
預算及執行績效考核，控管良好。
8.定期建置並更新公共政策研究所網站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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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及時的行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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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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