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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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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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究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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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雙首長制與左右共治之辨正，月旦法學教室第 107 期，2011
年 9 月。頁 6-8。 

b.民主的鞏固與深化，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55 期，2011 年 9 
月。頁 36-39。 

c.揭穿中華民國百年真相（合著，張炎憲、李福鐘主編），臺

灣歷史學會，2011 年 10 月。ISBN：978-986-876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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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國家定位變化下的主權與人權，發表於 2011 年 10 月 23 日

臺灣教授協會、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之「臺灣地位

與中華民國體制」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頁 209-226。 
e.監視器與隱私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1 期，2012 年 1 月。

頁 6-8。 
f.憲法的正當性問題，收於許志雄、李明峻主編「臺灣制憲之

路-邁向正常化國家」，新臺灣國策智庫，2012 年 2 月。

ISBN：978-986-6040-29-0。頁 43-66。 
B.陳佳慧副教授： 
發表論文「公民記者與公民社會的形成」，中華民國童軍創始

100年學術論文集，社區童軍發展學術研討會，嘉義大學管理

學院國際會議廳(100.01.15)。 
C.莊淑瓊助理教授： 
發表論文「網絡治理與社區人力資源─童軍發展之社會人力資

本觀點」，中華民國童軍創始100年學術論文集，社區童軍發展

學術研討會，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100.01.15)。 
D.陳希宜助理教授： 

a.發表論文「全球治理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以童軍教育之實踐

為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暨童軍創始一百年社區童

軍發展學術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100.10.15)。 
b.發表論文「臺灣技職教育通識課程的教學與趨勢」，「2011
海峽兩岸應用性(技術與職業)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上

海：上海第二工業大學。(100.11.03-11.05)。 
c.發表論文「The Future Integration Trend for Southeast Asia? A 

Case study on Singapore-Johor-Riao Growth Triangle」，「2012
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

(101.04.27-04.28)。 
(2)研究計畫： 

A.陳希宜助理教授： 
a.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 C2-3 通識典範

學習課程「溝通與領導尖兵課程」：溝通與領導的藝術(100
年 9 月-1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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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 C2-3 通識典範

課程『公民養成課程』：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101 年 2 月-101
年 6 月)。 

c.國家文官學院分項計畫 2：「實驗文官探索與行動學習作用之

研究」執行小組(10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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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提供學生在

課業、生活等方面的輔導。 
5.網站設立Q&A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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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由莊淑瓊助理教授擔

任認輔導師。 
7.於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止，陸續辦理公共事務專題演講、職涯

發展與公職考試等講座，共計4場，提供學生規劃畢業後發展方

向參考。 
8.於2012年4月18日辦理公共政策研究所師生座談會，藉以解決學

生於課堂學習及在校生活問題。 
9.於2012年5月24日舉辦雲林慈心農場戶外見習，藉以促進學生身

心健全發展並維繫師生情誼。 
(三)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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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淳斌教授兼任所長： 
(1)擔任大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委員

（100.06.01-101.07.31）。 
(2)擔任後 ECFA 兩岸新局：兩岸農業經貿合作學術研討會論文評

論人（100.05.11）。 
(3)擔任中正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100.02.01-101.01.31）。 
(4)擔任本校通識典範學習課程審查小組委員會委員

（100.02.01-101.07.31）。 
(5)擔任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100.01.01-101.12.31）。 
(6)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100.02.01-101.01.31）。 
(7)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蔡美玲碩士論文口試委員（101.02）。 
(8)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課程委員會委員（101.01.03）。 
(9)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教評會委員（100.08.01-101.07.31）。 
(10)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100.02.01-101.01.31）。 
(11)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評會委員（100.08.01-101.07.31）。 
(12)擔任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教評會委員（100.08.01-101.07.31）。 
(13)擔任通識課程委員會委員（100.02.01-100.07.31）。 
(14)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100.10.18）。 
(15)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導師（100.08.01-101.07.31）。 
(16)擔任本校校教評委員（100.08.01-101.07.31）。 
(17)擔任環球科技大學新進兼任教師論文審查人（100.02.10）。 
(18)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新進初任謝士雲教師之輔導老師

（100.05.04）。 
(19)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0.04.15）。 
(20)擔任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昇等論文審查委員

（100.07.28）。 
(21)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筆試入學招生委

員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7.17）。 
(22)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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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4.23）。 
(23)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指考成績申請入

學招生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8.02）。 
(24)擔任本校特聘教授審查委員（100.02.01-100.07.31）。 
(25)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統測成績申請入

學招生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6.08）。 
(26)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學測成績申請入

學招生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4.29）。 
(27)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委員會命題閱卷委員

（100.04）。 
(28)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委員會委員（100.04）。 
(29)擔任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所政策研究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100.05.10）。 
(30)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招生委員

會委員兼總幹事（100.05.22）。 
(31)擔任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進修學士班筆試入學招生工

作預備監試委員（100.07.17）。 
(32)擔任大同技術學院學報論文審查委員（100.11.11）。 
(33)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通識學報第八期編輯委員會委員

（99.07.31-100.08.01）。 
(34)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通識學報第九期編輯委員會委員

（100.08.01-101.07.31）。 
(35)擔任財團法人財經立法促進院法政文教研究所教授

（100.05.23-103.05.22）。 
(36)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101.02.01-102.01.31）。 
(37)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101.02.01-102.01.31）。 
(38)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通識典範學習課程審查小組審查委員

（101.02.01-101.07.31）。 
(39)擔任 101 年度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委員-臺南、臺東

（101.02.01-101.07.31）。 
(40)擔任嘉義大學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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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102.01.31）。 
(41)擔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01 年青年政策論壇地方論壇評

選委員（101.03.09）。 
(42)擔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01 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議

評選委員（101.04.16）。 
(43)擔任稻江管理學院 100 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學者代表

（101.04.01-101.07.31）。 
(44)擔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

（101.01.01-101.12.31）。 
(45)擔任彰化師範大學院教師評審委員（101.05.01-101.07.31）。 
(46)擔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01 年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複

審委員（101.06.18）。 
(47)擔任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專題演講

（101.06.08）。 
(48)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1.06.08）。 
(49)擔任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識專班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1.05.30）。 
(50)擔任 101 年學度臺南市中等學校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委員

（101.07.11）。 
(51)擔任虎尾科技大學院課程委員會委員（101.07.18）。 

2.許志雄教授： 
(1)擔任教育部 101 年留學獎學金法律暨政治學群書面審查委

員、面試委員。 
(2)擔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人（2011.12）。 

 (3)擔任臺灣首府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委員（2011.12）。 
(4)擔任臺灣大學 100 學年度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5)擔任臺灣法學會等「司法院定位」座談會與談人（2011.11.12）。 
(6)至凱達格蘭學校講授「縱剖橫切當前臺灣憲政問題」

（2012.04.28）。 
(7)擔任臺大法學論叢審稿委員（2012.05）。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376 

3.陳佳慧副教授： 
(1)擔任「新進教師共識營」演講人，題目：「新進教師如何準備

第一堂課」，嘉義大學蘭潭校區電算中心二樓(2011.09.07)。 
(2)擔任100學年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 
(3)擔任100學年度公共政策研究所課程審查委員。 
(4)擔任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審查委員。 
(5)參加「推廣教育科技融入教學─智慧教室 教學研習會」，電算

中心二樓會議室(2011.08.31)。 
(6)擔任「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跨領域成果發表會」審查委員，崑山

科技大學100-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101.06.22)。 
(7)參加「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訓練研習」，義大醫院(101.05.12)。 
(8)擔任「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演講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101.06.15)。 
(9)擔任101年嘉義基督教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10)擔任「論胡錦濤時期的中國海權戰略」論文審查委員，學生：

商益民，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11)擔任「論我國環評法規及制度對石化工業投資發展之影響」

論文審查委員，學生：許玉美，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 
(12)擔任「教師管教行為法律責任之研究」論文審查委員，學生：

吳宗欽，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13)擔任「地方政府中階主管職務核心能力與訓練策略整合之研

究－以宜蘭縣政府為例」論文審查委員，學生：吳志忠，國

立東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14)擔任「產業E化環境之B2C電子發票政策-以某無實體店舖業

為案例分析」論文審查委員，學生：蔡俊宏，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15)擔任「組織變革認知與組織承諾之研究-以宜蘭縣戶政人員為

例」論文審查委員，學生：吳玟怡，國立東華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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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擔任「析論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變更制度－以花蓮縣為例論

文」論文審查委員，學生：林政樞，國立東華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碩士論文。 
(17)擔任「花蓮縣義勇消防隊員參與動機與組織承諾之研究」論

文審查委員，學生：陳忠光，國立東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碩士論文。 
4. 莊淑瓊助理教授： 

(1)擔任100年「嘉義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審查委員。 
(2)擔任101年彰化縣「2012臺灣燈會─活動滿意度調查、活動效

益評估及周邊經濟產值調查委託專案服務案」工作小組會議諮

詢委員。 
(3)擔任101年「南區低碳永續生活圈規劃與推動專案計畫─社會

行為科學與評比工具技術與資訊諮詢」委員。 
(4)擔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雲嘉地方發展研究中心」諮詢會議

主持人。 
5.陳希宜助理教授： 

(1)擔任本校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組長(100.08-迄今)。 
(2)擔任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委員(101.01-迄今)。 
(3)擔任TASPAA-「2012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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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論文發表評論人

(101.05.25-05.27)。 
(4)擔任 101年度嘉義縣災害防救業務人員種子人才培訓計畫「公

共關係與媒體運用」講師(101.05)。 
(5)擔任101度嘉義縣政府及鄉鎮市公所災害防救業務人員訓練計

畫「公共關係與媒體運用」講師(101.05-06)。 
(6)擔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00學年度管理學院EMBA講座講師

(101.06)。 
(7)擔任行政院青輔會「跨國青年交流活動」採購評審小組委員

(101.06)。 
(8)擔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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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委員(101.07.12)。 
(9)擔任101年度國民中小學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教師專

長 增 能 學 分 班 「 人 權 法 治 教 育 課 程 」 授 課 教 師

(101.07.23-07.26)。 
(10)擔任國家文官學院「保訓會與國家文官學院薦任官等以上人

員探索暨行動學習課程」成績評核觀察員及課程參與人員

(101.07)。 
(11)擔任「101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計畫(中區)」防災教育服務

團成員行前教育訓練「人際溝通與輔導技巧」講師(101.07)。 
(12)擔任「101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計畫(中區)」防災教育檢核

團成員行前教育訓練「人際溝通與輔導技巧」講師(101.07)。 
(13)擔任「101年度行政院青輔會大學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講師

(101.07)。 
(14)擔任後備905旅新兵心理衛生教育講師(101.07)。 
(15)擔任後備906旅心理輔導講師(101.07-迄今)。 

(四)行政方面 
1.100學年度第1學期總計召開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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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學年度第2學期總計召開了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4次所務會

議、2次所教評會議、1次系所發展協調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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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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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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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