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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之前身為「公共行政研究碩士學分班」，於 1984 年受省

政府委託辦理其與中部地方政府、以及中部地區的中央派出機關公務人員之進修，招生至 2007
年為止已達 23 屆，培養超過千人以上的結業學員。於 1999 年，教育部訂定在職人員回流教

育政策，特在社會科學院下成立跨系所的「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致

力作為中部地區公共事務管理人才的主要培訓基地。 
 

（一）本專班設立的主要目的： 
1.公共事務管理人才的培育。為了因應多元與複雜的公共事務與治理需求，我們期望培

育出具有專業素養、民主精神、創造力與回應力的人才，藉以提升政府的職能，有效解决公

共問題，鑑此，本專班依據東海大學以及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含新能力訂定之

五大教育目標、六大核心能力，期許培育具公共事務管理、公共治理的專業人才。 

2.強調理論與實務應用之整合，透過多元的師資與多元課程的設計，培養學生能有效運

用所學知識於實際公共問題之解決，使其具備公共治理的能力。尤其是面對全球化的潮流，

公務人員更須具有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觀點、科際整合的能力，所以本專班設有「地方政府與

政治」、「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三組別。 
此三組各有其組別的目標，規劃不同之課程設計來提升學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地方政

府與政治組」以地方自治理論、地方自治法、地方政府，及地方政治四方向為主軸，探討其

學理，並結合台灣之特殊地方政治生態與歷史發展，為國家社會培養地方自治人才。「公共政

策組」係以培養具政策分析、對話、領導能力，且具有前瞻性策略意識之公務人才為目標。「公

共管理組」則以培養具有企業精神、民主素養，兼具本土觀與國際觀之公共管理人才。 
 
又本專班學生多來自於中部地區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近年來教職人員進修亦有增加

趨勢。自 1999 年開始招生，該年招收 22 名學生；2000 年招生人數增至 50 名；2003 年起則

招生人數增至 75 名；2008 年招生人數調整為 60 名；2009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招生人數為 50
名；而至 2015 年招生人數則調降為 40 人，結業學員約達 700 人以上。 

依據教育部規定碩士在職專班不得設立專任教師，本專班廣邀政治大學、台北大學、暨

南國際大學、中正大學、世新大學、東海大學、台南大學、中華大學、文化大學等公共行政

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工學系、教育學系領域的老師至本專班開班授課，師資陣容

優良。在優秀師資與優良教學環境的雙管齊下，與持之以恆的改善和服務的提升，建立一個

讓學生得以舒適學習專業的教學環境。 
整體而言，本專班在歷經數十年的奠基與成長的階段，透過不斷的探索、調整，促使本

專班的教育目標之定位更加明確、穩固，並建立起自我檢討及改善機制，得以回應二十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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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全球化時代，培養具備有知識、智慧、創意、獨立、道德素養的人才，對國家社會有所

貢獻。 

二、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本專班以培養專業公共事務管理人才為願景且為使願景實現，本專班運用策略規劃精神、

MBO方法與 PDCA管理工具規劃出本專班人才培養計畫，如下圖 0-1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策願景

架構圖，本專班於學生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係基於專班設立主旨目標所訂定，並且依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設計課程，已達本專班設立之宗旨。 

 
在訂定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過程中，除召開課程、班務會議討論學生的專業能

力，釐清課程的基本理念外，並依據校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本專班教育目標和核

心能力的調整，以建立校、院、專班等三層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一）校、院、專班之教育目標對應關係 

  東海大學於 1955 年成立，是台灣最早實行通才教育的大學。「勞作教育」一直是

本校創校以來的獨特教育方式之一，目的使學生獲得品德之薰陶，培養其負責、合作、

忠誠、勤勞等諸多美德，延續基督教精神，以「求真」、「篤信」、「力行」之校訓，是

以「博雅教育」為教育基礎，「博」講的是廣博，一種宏通器識的意思；「雅」是一種

教養的培養，培育學生有優雅的氣質，因此訂定五大教育目標，期許東海大學學生具

有「專業及跨領域知能」、「人文素養」、「服務關係熱忱」、「國際視野」、「創新能力」。 
  社會科學院成立於 1980 年，現有政治、經濟、社會、社工、行政管理暨政策等五

個學系，與教育研究所和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兩個獨立研究所。以培育具有獨立思

考、分析事理、解決問題能力的社會科學人才為目標，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國際化

與本土化兼顧，進而培育學子關懷社會和公共服務的精神。 
  本專班或其前身的「公共行政研究碩士學分班」，其教育目標皆重視培養有政策專

業素養的公務人員，在面對問題時得具備獨立思考判斷與專業素養的能力，並對社會

具有關懷的熱忱、重視倫理價值，對自我有追求卓越的期許。是以，在本校的五大教

育目標與社會科學院的三大教育目標之理念下，提出本專班五項教育目標，確切實踐

校及社會科學院的教育發展方向，誠如下表 0-1 顯示，可得知本專班訂定之教育目標

能切合本校及社會科學院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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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 公共事務在職專願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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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1 校、院、專班之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社會科學院教育目標 專班教育目標 

 1.理論與實

務並重、國

際化與本土

化兼顧 

2.培養具有

獨立思考、

分析事理、

解決問題能

力的社會科

學人才 

3.培養

關懷社

會與公

共服務

的精神 

1. 

培育

獨立

思考

能力 

2. 

厚植社

會關懷 

3. 

強化

專業

素養 

4. 

重視

倫理

價值 

5. 

追求卓

越能力 

一、專業及

跨領域知能 
        

二、 

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

懷熱忱 
        

四、 

國際視野 
        

五、 

創新能力 
        

 
（二）校、院、專班之核心能力對應關係 

  依據表 0-2 所示，為實踐教育目標，校、院、本專班訂定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核心

能力，作為學習生涯過程中明確與具體的學習準則和方向。校之核心能力為「主動學習」、

「溝通、思辯與解決問題」、「人文與美感」、「尊重及關懷生命」、「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在五大教育目標之下，培養學生無

論是在學校的學習或社會中都能有主動學習的態度，與人、組織之間有溝通的能力和團

隊合作的精神，對事務有解決、思辨的能力，對人、物、環境有人文素養的思考和美感

的體悟，以及懂得並落實尊重生命與包容多元文化，並對社會有高度的公民責任，看待

世界具備全球化的觀念。 
  因此，在校培養學生具備「博雅」的理念之下，社科院遂回應與訂定，培養社科院

學生以具備「學術研究與終身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以及「溝通表

達與公共服務能力」之三種核心能力。本專班在教育目標的實踐宗旨，與校、院的核心

能力發展方向下，亦訂定了學生應有的六種核心能力，期望本專班學生應有「政策規劃

與執行能力」、「政治專業知識能力」、「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值判斷能力」、「邏輯思考與獨

立研究能力」、「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能力」、與「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透過

課程架構的規劃，讓學生瞭解在研修過程中所學與應學的核心能力，並於每一學期結束

後評量研修之課程是否有助於核心能力的達成，並且透過向畢業系友、雇主進行問卷調

查以彙整反饋意見。因此，藉由在校生、畢業系友與雇主等多元關係人之評估下，審視

本專班的課程規劃得否有效培養核心能力，再進行修正改善，以利於教育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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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2 校、院、專班之核心能力 
校核心能力 社會科學院核心能力 專班核心能力 

 1. 

學術研

究與終

身學習

能力 

2. 

獨立思

考與問

題解決

能力 

3. 

溝 通 表

達 與 公

共 服 務

能力 

1. 

政策

規劃

與執

行能

力 

2. 

政治

專業

知識

能力 

3. 

獨立

思考

與倫

理價

判斷

能力 

4. 

邏輯思

考與獨

立研究

能力 

5. 

公共事

務組織

管理與

問題解

決能力 

6. 

溝通協

調與領

導能力 

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

辯與解決問

題 

         

三、人文與美

感 

         

四、尊重及關

懷生命 

         

五、服務精神

與公民責任 

         

六、全球視野

與多元文化 

         

七、開創實踐

與團隊合作 

         

 

三、自我評鑑過程 

    本專班未來除須更加兢兢業業的努力外，也希望藉由系所自我評鑑的機會，重新審視本

專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設計之間是否具有高度相關性，審核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

的學習成效等，進而掌握本專班的優勢和缺點，並提出改進的正確方向，用以研擬有效的改

善策略來達成「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理價值、追求卓

越能力」的五大教育目標，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是以，本專班自 2012 年 10 月開始討論評鑑項目指標、2014 年 7 月修訂與確定評鑑項目

指標，並依實際現況忠實撰寫各項評鑑項目之內容。實際運作過程中，全體人員均投入協助

自我評鑑之工作，參加本校舉辦相關系所評鑑的專題演講（如表 0-3），瞭解他校系所評鑑的

經驗，作為本專班系所評鑑的標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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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3 東海大學系所評鑑相關活動時程表 
日期 活動項目 舉辦單位 
2013 年 4 月 24 日 設立東海大學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 

（簡稱評鑑辦公室） 
經校行政會議通過與成立 

2014 年 4 月 21 日 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說明會 評鑑辦公室 
2014 年 5 月 20 日 「中正大學自我評鑑與確保學生學習成

效之具體作法」專題演講 
主講人：楊士隆副校長（中正大學） 

評鑑辦公室 

2014 年 6 月 25 日 「課程地圖與品質保證機制：核心能力

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檢核」專題演講 
主講者：陳佑慧教授（政治大學副教務

長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 

評鑑辦公室 

2014 年 7 月 15 日 104 評鑑校標與認可要素討論案 班務委員會議 
2015 年 4 月 17 日 系所暨通識教育自辦外部評鑑知能研習 評鑑辦公室 

四、實施 PDCA 自我改善機制 

    面對外在環境變遷與各大學在職專班的競爭之下，永續經營一直是本專班發展的目標。

本專班亦兢兢業業的經營長達 16 年，特別是中部地區第一個成立獨立系所的公共事務碩士在

職專班，在自我期許之下，秉持 PDCA ( Plan-Do-Check-Action ) 循環精神，建立持續改善機

制，以確保永續發展和教育品質。 
    研擬圖 0-2 PDCA 自我改善機制圖，本專班自我改善流程乃基於公部門脈動與人力需求、

本專班特色、發展方向、教育目標與學生畢業所應具備之核心能力，進而進行課程規劃與教

學實施。於教學實施後，更透過教師教學評鑑、評鑑制度邀請專家對教學和系所發展提出意

見、在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畢業生滿意度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等方式建立回饋機制，

適時地調整與修正，以提升學生整體競爭力，並達到自我改善之目的。以上 PDCA 自我改善

機制於項目七詳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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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 2 PDCA 自我改善機制 

五、現況介紹 

（一）學生與教師人數 
本專班於 1999 年（89 學年度）正式成立並招收學生，首年招收 22 名學生，2000

年招生人數增至 50 名，2003 年起則招生人數增至 75 名，2008 年招生人數調整為 60 名，

2009 年後至 2014 年，每年的招生人數為 50 名，2015 年則招生人數調整為 40 名，結業

學員約達 700 人以上。截至 103 學年度目前在校註冊學生一年級 25 人、二年級有 36 人，

三年級以上有 36 人。教師人數方面，校內老師有 15 名、校外老師有 28 名，共計 43 位

兼任老師，其中教授 20 名、副教授 18 名、助理教授 5 名，具有公共行政、政治、社工、

經濟、教育、法律等領域博士學位。 
表 0- 4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學生與教師數 103學年度現況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校內 校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以上 

15 28 25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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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架構 
  由班主任負責綜理本專班各項事務，設置約聘組員 1 名執行主任交辦事項、以及行

政、學生和班務業務；設置課程委員會、班務委員會組織（請詳見附件一的組織設置辦

法）規劃並修訂本專班課程、審議課程教師人選、籌劃課程研討會、其他與課程有關事

項等，誠如圖 0-3 所示。 
 
 
 
 
 
 
 
 
 
 
 

圖 0- 3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組織架構圖 
 
（三）課程實施概況 

  截至 102 學年度，本專班每一學年開設的學分總數為 104 學分，其中 18 學分是共

同基礎必修課程-社會研究方法的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專題，分別由 3 位老師授課，便

於在職學生彈性選擇上課時段，另外 86 學分為專業必修課與專業選修課。因此，本專

班每學年固定開設 48 門課程數。 
 
 
（四）預算編列 

  本專班每一學年度的預算編列，必須依據「東海大學碩士在職專班預算編列標準」

進行編列。近年，受到少子化、各校在職專班競爭、以及市場逐漸飽和狀態之下，造成

招生人數與報到人數遞減，而人數減少最直接的衝擊是預算編列，影響系所的行政、班

務之運作空間。基此，本專班面對此困境，認為更需要競競業業的發揮辦學特色，向校

力爭鐘點費、交通費、教材費、業務費等，以維持與提升課程、師資、行政服務之水準，

確保教育品質和永續經營。 
 
（五）修業流程與規定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自入學到畢業的過程中，本專班提供學生一個明確的

修業流程規定，此流程之宣導係透過活動舉行以宣導，譬如新生說明會、師生座談會，

與公告於專班網頁( http://mpa.thu.edu.tw )讓在校生、有志加入本專班者得以查詢修業的

規定。承如圖 0-4 顯示，修業規定方面包括「課程研修規定」、「學術規定」、「學位論文

通過審核程序與標準」，活動規劃方面有「新生導覽」、「學期輔導與課外活動」，學位論

班主任

課程委員會 班務委員會

約聘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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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流程方面訂定「簽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參加/提出論文大綱發表」、「參加/提出學

位口試」。以上分述如下： 
1.學業規定方面： 

(1)課程研修規定：依東海大學學則之規定，在職進修研究生修業年限，碩士班為一

至六學年，另得提休學二學年為原則。於修業期限之內，根據公共事務碩士在職

專班修業辦法（附件二），學生必須修滿 32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畢業總學分

總計 38 學分；其中每學期選修的課數不得多於四門課（含必修課），且修業期間

最多可跨組選修二門課。 
(2)學術規定：從入學到提出學位口試以前，本專班規定每一位學生必須參加至少 6

場以上的專題演講或論文發表等活動，且學位口試申請前須修滿 32 學分，並至少

於學位口試舉行日前的三個月(含)以上，必須申請本專班舉辦的論文大綱發表，進

行公開發表論文著作。 
(3)學位論文通過審核程序與標準：本專班學生取得 6 學分的學位論文標準，學位口

試成績方面乃依據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

為滿分。另外，本專班規定考試結束後，論文修正的審核分為兩階段：第一是內

容修正需指導教授同意修正通過，第二是格式修正需符合本專班論文格式標準撰

寫；兩者審核通過即可進行上傳國家圖書館台灣碩博士論文，並得辦理畢業程序

取得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學位。 
 

2.活動規劃方面： 
為了讓新生入學時瞭解本專班修業之規定與減緩在職者重返校園生活的緊張感，

因此於每學年度的期初都將固定舉行新生說明會，透過說明會來介紹修業、選課、教

育目標和核心能力等重要事項，以及輔以圖書館導覽活動，有助於學生未來懂得如何

運用電子資料庫進行資料蒐集。而在學術相關活動上本班於每一學期中，將定期舉行

至少兩場以上的專題講座、一場論文寫作工作坊、師生座談會與導生晤談等輔導活動，

提昇課外知識與學術交流，並聽取學生的意見和關心其學業、家庭和職場狀況；另方

面，藉由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舉辦戶外活動，疏緩學生在學、在職之雙重壓力，促進在

校生與畢業生的情感交流，凝聚本專班的向心力。 
學位論文流程方面：第一、簽「指導教授同意書」，訂定學生的論文指導老師須

為本專班教師，且每位教師在每學年僅能指導 5 名學生論文，以維持論文指導品質和

平衡老師教學與指導的負擔；第二、參加並提出論文大綱發表，在每學期會固定舉行

論文大綱的發表會，提前公告於行事曆以便於學生規劃申請，需經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才得以進入第三階段的學位口試。第三、參加並提出學位口試，學生自申請論文大綱

發表後，間隔三個月得舉行學位口試，符合本專班學位論文通過審核程序與標準，即

得順利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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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 4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修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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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 

評鑑 

效標 

1-1 專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 

1-2 專班之發展方向與特色配合教育目標之推行 

1-3 師生對專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 

一、現況描述 

    依循東海大學發展定位為一所博雅教育的大學，以及本校社科院以落實社會科學人才之

教育目標，課程規劃係以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為方向，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強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訓練與輔導。因此，本專班的教育目標為「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

社會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理價值」、「追求卓越能力」。 

    本專班欲培育學生具有以下的核心能力：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政治專業知識能力、獨

立思考與倫理價判斷能力、邏輯思考與獨立研究能力、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能力、

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其主旨在期許學生能將所得知識應用於實務問題之分析與解決。 

 

1-1 專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 

    然而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公共問題更加複雜和多元，需要藉由科際整合公共行政、管

理學、政治學、法律、以及人文素養等多元學科知識培養，使執行公共行政事務的公務人員

富有創意和前瞻性，並有能力扮演好管理者、行銷者的角色，以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及提升人

民福祉。 
    透過每一學期固定召開的課程委員會會議，以確定本專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能有

效落實。為強調「實務導向」，在課程結構安排方面，有各三學分的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為三

組共同基礎必修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程，培養學生具備掌握研究工具的基本能力。此外，

地方政府與政治組方面，亦有安排「地方制度法專題」與「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為專業必

修課程；公共政策組開設「總體經濟學專題」及「政策執行專題」為該組專業必修課；而在

公共管理組方面，則以「公共管理專題」和「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為專業必修課。透

過這些專業必修課程，達成各組別的教育目標所需培養的基礎知識。 
    由於本專班學生的大學教育背景大多非來自公共行政領域，因此課程的設計分為兩種面

向，一、在基礎知識提昇方面，加強各分組所需的基礎知識進行扎根的工作，即為上述的共

同基礎必修與專業必修課程；二、專業知能提昇方面，配合現今公共治理、公共政策所需的

管理知識之人才需求，訂定各組別的專業選修課程。總言之，本專班於每一學期透過課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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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表 1-1 所示）的召開，討論課程規劃符合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的培育，進行課程的

檢討和調整，期能發揮本專班之辦學特色。 
 

表 1- 1 系所發展計畫相關會議清單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討論事項 

101 年 3 月 14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專班課程規劃總檢討案 
101 年 4 月 27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討論 101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案 
101 年 5 月 23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專班課程規劃總檢討案 

101 年 10 月 17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選修抵免檢討案、各組專題研

究課程檢討案 
101 年 11 月 27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討論 101 學年第二學期課程案 
102 年 1 月 10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1 年度師生比檢討案 
102 年 2 月 20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增開「創意與藝術管理專題」 
102 年 4 月 30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討論 102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案 

102 年 10 月 30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1 學年度系所評鑑課程外審

結果案 

102 年 11 月 7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修訂課程地圖、確認 102 學年

第二學期課程案 
103 年 4 月 9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討論 103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案 
103 年 11 月 21 日 課程委員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討論 103 學年第二學期課程案 
104 年 4 月 30 日 課程委員會議 通訊投票 討論 104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案 

資料來源：課程委員會議紀錄詳見附件五。 
 

1-2 專班之發展方向與特色配合教育目標之推行 

    （一）發展方向：成為中部地區公共事務管理人才之主要培訓基地。 
 
    （二）教育目標：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理價值、

追求卓越能力。 
 
    （三）發展特色：多元師資（表 3-1）、課程（表 2-1）、教學（見附件 14）及跨領域學習

（見圖 1-1），班內劃分為「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公共管理組」

三組別。各組別有其各組的教育目標及課程特色，但各組別之間仍有設計共同的

選修課程，提供學生跨組別領域學習之多元特色，如圖 1-1 各組別課程分布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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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各組別課程分布圖 

 
 
圖 1-1 顯示本專班跨領域學習的特色茲述如下： 
A 區域課程：三組的共同研修課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法的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門共同基

礎必修課與其他專業選修課程。 
B區域課程：為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的共同專業選修課程 
Ｃ區域課程：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管理組的共同專業選修課程。 
Ｄ區域課程：公共政策組與公共管理組的共同專業選修課程。 
Ｅ區域課程：地方政府與政治組的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 
Ｆ區域課程：公共政策組的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 
Ｇ區域課程：公共管理組的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 
 
  整體而言，為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強化專業能力、重視倫理價值、追求

卓越能力之教育目標，將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公共管理組的課程規劃進行跨組

選課（即 B、C、D 區域課程），讓學生不僅止於專業於自己組別的專業知識，也精通其他組

別的專業領域，如此將有助於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競爭力的提升，達到博雅的學習成效。 
     
 



14 
 

  為有效達成本專班的發展特色與教育目標，特擬定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並由委員會負

責推動與執行： 
 
策略一：專業課程 

1.課程設計配合教育目標，與實務緊密結合，提升學生應變能力。 
2.明訂學生核心能力，作為課程規劃之方向。 
3.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提供多樣專業選修課程。 

 
  為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課程設計上以多元化和跨領域特色設計多樣的專業選修課程，以

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課程內容則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促進所學得學以致用，並符合職

場工作的需求。 
 
策略二：專業的教師陣容 

1.教師遴選配合本專班的發展特色、教育目標以及課程規劃。 
2.逐年延聘學識專長與兼顧理論和實務經驗之優質師資。 

   
本專班教師聘任乃係經過三級三審的程序，遴聘學經歷背景適任之教師，依其專長及實

務經驗開授課程，提供學生專業課程，專業老師將寶貴的知識、實務經驗傳授予學生，以符

合本專班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理念。 
 
策略三：充足完善的教學環境 

1.規劃充足學習空間，購置充分軟、硬體設備。 
2.定期保養維護，提高使用效率。 
3.依據發展需求，購置充足圖書、期刊。 
4.舉辦專題演講，提供課外知識與社會、國際接軌。 

 
  本專班在每一學年編列圖儀設備經費，提供適當的軟硬體設備與改善行政、教學與學習

環境；另一方面，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講座，以增進學生知識、開拓視野 。因此本專班

透過設備的提升與管理維護、課外學習活動的舉辦，建構出完善的教學環境，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 
 
策略四：控管教學品質 

1.適當授課鐘點，確保教學品質。 
2.明確教學大綱，選修課前上網公告。 
3.教學評量調查與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查，適時檢討改進。 
4.融入多方意見，檢討修訂課程規劃。 

 
  本專班除了致力於提供專業課程、優質的教師陣容，以及營造完善的教學環境等予以落實，

為求持續改善與穩定發展，因此建立一套管制機制，以控管教學品質，包括教師授課鐘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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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以避免教學負擔過重，並要求授課教師必須在學生選課前將課程大綱上網公告，以幫助

學生預先瞭解課程內容；另外，為廣納在校生、畢業生、雇主等多方意見，本班於各學期末

進行教師教學評量、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核，與雇主滿意度調查等回饋機制，針對教師、課

程與核心能力的達成程度等進行調查，然後彙整回饋意見，召開課程委員會和課程委員會予

以回應，適時地調整與修正經營發展。 
 
    整體而言，本專班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朝向成為台灣中部地區公共事務管理人才的主要培

訓基地之方向努力邁進，透過訂定明確的教育目標，推廣多元的師資、課程、教學與跨領域

學習特色，擬定具體執行策略並予以落實：(1)專業課程；(2)專業的師資陣容；(3)充足完善的

教學環境；(4)控管教學品質。本專班運用 PDCA 機制以落實教育目標與培育核心能力，即藉

由課程與核心能力建立有效連結關係，遴聘優質的專業教師，在教學實施過程中運用多元教

學方法、實務導向的課程內容，以及提供完善舒適的學習環境；惟除了提供專業課程規劃與

良好師資、充足設備，仍需注重本專班提供的服務品質如何，因此需要建立修課制度管制以

維持品質，並適時檢核在校生、畢業生和雇主的需求問題，藉以進行教學、行政服務之調整

與改善。鑒於此 PDCA 循環機制，檢視供給與需求之平衡，以培養學生成為優秀人才，在面

對問題時，可具備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和專業能力，以及有較高倫理價值觀和關懷社會的愛

心，兼具專業能力與人文素養。 
 

1-3 師生對專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 

    本專班為跨系所之整合學程，根據教育部之規定不得配置專任師資，因此，本專班之任

課教師除本校社會科學院之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的師資外，亦需仰賴

外校教師支援，呈現多元師資的陣容體系。是故，在運作上不能以一般系所等同視之。而在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認同方面，採取正式、非正式活動，促使師生瞭解並形塑共識。 
    第一、正式作法方面，從表 1-2 可得知，於每一學年開學初舉辦一場「新生說明會」，對

即將入學之新生介紹本專班特色、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的培養，以及修課規定等。另外，每

一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師生座談會」，透過老師與學生們相互溝通，以利於瞭解與輔導學生們

在學業、生活職場狀況。另一方面，固定舉行「導生座談會」，由本專班主任與各年級、各組

別的班代表進行意見交流，透過各組別班代表來表達各組學生的意見與建議。因此，不論是

師生座談會或導生座談會，於會後將提出有效之解決方案，並公告給予學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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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系所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日期 會議(或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成員 

101年 6月 26日 101新生說明會 省政大樓會議室 
主任、二年級班代表與新

生、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101年 11月 6日 導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 PG109 主任、一年級各組班代 

101 年 11 月 20

日 
導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 PG109 主任、二年級各組班代 

101 年 11 月 24

日 
師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會議室 全體師生 

102年 5月 15日 導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 PG109 主任、各年級各組班代 

102年 8月 10日 102新生說明會 省政大樓 PG102 
主任、二年級班代表與新

生、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102年 9月 5日 導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 PG109 主任、各年級各組班代 

102 年 11 月 16

日 
師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中會議室 全體師生 

102 年 11 月 16

日 
導生座談會 IBA花園餐廳 主任、各年級各組班代 

103年 7月 12日 103新生說明會 省政大樓 PG405 
主任、二年級班代表與新

生、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103年 12月 6日 師生座談會 省政大樓中會議室 全體師生 

104年 4月 28日 導生座談會 IBA花園餐廳 主任、各年級各組班代 

 
    第二、非正式作法方面，利用每星期二、三的「教師餐會」，進行教師間的意見交流，且

每學期末舉行「師生餐會」，增進師生情誼與暢談本專班的展望、宣傳教育目標、瞭解需再加

強改善之處。總體而言，本專班透過這些正式與非正式活動，進行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的倡導，並且利用「學生手冊」的發放、佈告欄張貼「課程地圖」海報等媒介途徑，讓老

師與學生在教學環境中，亦能不斷且無形中獲取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資訊。 
    整體而言，為能清楚且確實地對師生宣導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未來發展，提高向心力，

本專班採初期宣導（譬如：新生說明會）、期中座談會（譬如:導生座談會）與期末問卷調查

（包括教師自我檢核表、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問卷、校期末教學評量、畢業生暨雇主滿意

度調查）等措施，並建立自我改進機制，使師生皆能清楚了解教學目標與發展特色。以下彙

整就教師與學生兩方面說明本專班的宣導機制： 
 
1.教師方面： 

本專班組織文化強調團隊合作，即使皆為兼任教師，教師仍有責任參與配合本專班所

決定的發展計畫、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規劃與基本理念，進行相關課程之設計。故

本專班老師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皆有充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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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方面 

    為使學生確切明確瞭解本專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將透過專班網頁、佈告欄、課程

地圖、課程大綱、學生手冊等方式，進行宣導；並於學期初舉行新生說明會，將本專班教育

目標和核心能力明確地傳達給學生們瞭解，說明本專班之設立宗旨、歷史沿革、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與相關課程之課程設計、師資及修業選課規定，使學生瞭解本專班發展方向與措施，

協助其及早進行學習規劃，透過雙向溝通，讓學生瞭解本專班教育目標和執行狀況。 

    另外，學期中舉行師生座談會，瞭解學生在學狀況、意見與需求，即時回應學生；學期

末時，發放課程核心能力的自我檢核問卷（請參閱附件七－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問卷表），

透過課間對上課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各個課程對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是否有助益，學

生的意見與需求為何，作為日後修正的方向，以提升本專班之辦學品質。 

二、特色 

    為達到教育目標，本專班透過自我檢討機制之建立，維持系所朝穩健的方向發展，課程

規劃能有效與核心能力連結，並聘任優良師資以多元教學和實務與理論兼具的課程內容，得

以具體落實。因此，藉由「多元師資」、「多元課程」、「多元教學」、「跨領域學習」的特色，

培育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專業素養的公共事務管理人才。 

三、問題與困難 

  本專班成立迄今已逾 16 年時間，相較於國內諸多在職專班的系所，可謂進入成熟發展階

段。經營期間，校方全力支持，本專班也矢志提升教學品質和行政服務，唯面對目前國內少

子化、各類在職專班林立的壓力下，與目前其他校的在職專班或系所，皆同樣面臨著未來招

生困境。 

四、改善策略 

  即使面臨的招生困境，本專班認為仍應秉持重質不重量的策略－專業課程、專業的師資

陣容、充足完善的教學環境、控管教學品質，塑造有道德素養、博雅學習態度的學生，才是

高等教育應有的作為與責任。 
  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後，透過問卷調查回饋機制，探討

達成程度，做為修訂課程與教師教學之參考，並利用 PDCA 模式，來落實本專班教育目標和

核心能力之檢討機制。因此，在規劃面上，在設立宗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都

有明確的機制訂定，以充分反映公部門發展、社會脈動，並與校院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對

應有高度一致性。在執行面上，透過內部組織（如課程委員會、班務委員會），進行明確的分

工，以期能落實發展與課程之規劃設計，滿足設立宗旨和教育目標。在檢核方面，藉由自我

改善機制的施行，不僅可定期檢討執行的績效，並建立回饋機制以能適時調整方向。最後，

行動面向，以永續經營，秉持友善、團隊的經營態度，在行政、教學與服務方面力求精進，

藉以提升本專班的聲望與學生競爭力，成為國內實務與理論兼具發展的優質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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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

•雇主滿意度調查

•※專家諮詢

•課程評鑑活動

•定期招開課程委員、班
務委員會

•問卷評量、分析學生課
程意見回饋

•※課程規劃依循奠基於：

•公部門與社會脈動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設立宗旨

•※課程回饋機制

•期初宣導

•期末評量

Plan Do

CheckAction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訂定乃經班務暨課程委員會議，諮詢專家委員意見與凝聚

共識所形成，並透過 PDCA 模式之建立，進行自我檢討，包括審核課程、師資、教學、資源、

學習成效等方面，蒐集多元互動關係人的意見回饋，適時調整，以助於達成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 

 

 

 

 

 

 

 

 

 

 

 

 

 

 

 

 

 

 

 

 

 

 

 

 

 

 
 

 
圖 1- 2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改善循環圖

※教師面  
教學評量  
課程大綱  
研究論文  

 
 ※學生面  

校外參訪  
訂定學位論文規定  
鼓勵跨領域多元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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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評鑑 

效標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 

2-2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2-3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 

一、現況描述 

  為使學生充分了解本專班規劃的教學目標、課程內容與選課重點，本專班已建置學生手

冊及課程地圖，並利用新生說明會、導生師晤談等活動，給予書面及直接面談的說明管道，

以確保學生充分瞭解本專班教學目標、選課方向與機制及修業規定等事項。最後，本專班教

師必須在學生修選課程以前，先將課程大綱上傳學生資訊系統，讓學生在選課前即可充分了

解各課程教師授課內容、教學目標、評分方式與修課要求等課程訊息。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 

2-1-1 本專班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 

    本專班之課程設計主要規劃原則乃基於 1、公部門與社會發展的脈動；2、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3、設立宗旨之三方面，藉由機制運作以有效達成本專班的教育發展方向及培育學生

應有的核心能力，符合工作職場所需。申言之，規劃機制之運作方面，在課程規劃的原則基

礎下，並參考國內、外公共行政、政治學系等社會科學院之課程、公部門人才的需求來建構

本專班的課程架構，以固定召開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學期課程，遴聘專業師資安排授課內容與

實施多元教學，及舉行專題演講、鼓勵在校學生參加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與路思義志工隊舉行

之課外活動等，多管齊下，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整體競爭力。 
    進一步透過回饋機制之落實，強化課程規劃設計。本專班於學期末配合學校制度化的「教

師教學評量」，與本專班自行設計的「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問卷（參閱附件七至九），藉由問卷的發放與分析結果，作為考核教師的教學品質、學生學習

成效之評量、檢討整體課程規劃、行政和資源的依據。  
    課程規劃上，除以必修課程奠定學生基礎社會知識與研究方法外，亦設計廣泛且多樣的

選修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以回應公務機關多變化之需求。本專班於課程設計

規劃上具有以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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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時性課程調整 
  透過問卷調查機制或舉行師生說明會活動，諮詢畢業生、在學生的需求，掌握政

府部門變革發展，適時檢討修訂課程地圖以符合現實需求和社會發展，提升學生競爭

力。 
 

（二）課程兼顧通才和專精 
    為強化基礎訓練，規劃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量化研究法），著重研究方

法的訓練，邏輯思考的培養與整合能力的提升，專精方面則是透過專業必修及選修課

程，培育地方政府與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三大領域專業的人才。 
 

（三）落實分組分流教育、跨領域學習 
    學生入學時依照個人意願，進行分組修課，分為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

及公共管理組三組別做課程規劃，除了學習所屬組別的專業知識外，亦規劃部分課程

進行跨組別研修以達多元學習的成效。 
 

2-1-2 修業規定與課程規劃 

畢業條件方面，學生必須修畢最低 32 學分之課程與 6 學分的碩士論文課程，共計 38 學

分；修業年限至少 1 學年，最多 6 學年。課程規劃方面，本專班課程設計之特色著重實務導

向，強調個案教學之分享，三組別的課程皆分為「基礎必修課程」與「專題必修課程」、「專

業選修課程」三大類（如表 2-1 所示），此乃依據各組別的教育目標而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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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課程規劃與設計 
地方政府與政治組 公共政策組 公共管理組 
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著重地方自治理論、地方自

治法、地方政府，及地方政

治四方向為主軸，探討其學

理，並結合台灣之特殊地方

政治生態與歷史發展，為國

家社會培養地方自治人才。 

培養具政策分析、對談、領導

能力，且具有前瞻性策略意識

之公務人力為目標，兼顧學術

研究與實務應用，並以實際政

策問題解決與管理為主軸。 

培養具有企業精神、民主素

養、兼具本土觀與國際觀之

公共管理人才為宗旨。 

1.基礎必修課程：著重於研究方法的探討與應用，以期學生具備基本研究公共問題之 
  能力與方法。 
(1)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2)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2.專業必修課程：  
(1)地方制度法專題 
(2)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1)總體經濟學專題 
(2)政策分析專題 

(1)公共管理專題 
(2)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3.專題選修課程：專題選修課程可強化、加深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專業議題的認識與瞭解，

再配合研究方法之運用，可對專門議題進行理論建構與政策方案研擬。 
(1)地方政府管理專題 
(2)地方財政與預算專題 
(3)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4)區域發展政策專題 
(5)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6)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專題  
(7)地方政府組織專題 
(8)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9)地方議會專題 
(10)公眾關係研究專題 
(11)政黨與選舉專題 
(12)危機管理專題 
(13)績效管理專題 
(14)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15)政策行銷專題 
(16)計劃規劃與評估專題 
(17)府際關係專題 
(18)行政法爭議問題專題 
(19)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20)行政組織法專題 

政策行為環境類(必選 1 門課) 
(1)政策執行專題 
(2)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專題  
(3)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4)政治經濟專題 
(5)決策分析法專題 
(6)行政與立法過程專題 
(7)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8)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9)政策行銷專題 
(10)政策評估專題 
(11)網絡社會與治理專題 
(12)系統思考專題 
(13)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14)跨域治理專題 
(15)策略規劃專題 
(16)行政法爭議問題專題 
(17)民營化政策專題 
(18)民主行政專題 
(19)行政倫理專題 

公共組織領域(必選 1 門課) 
(1)非營利組織專題 
(2)府際關係專題 
(3)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4)國家發展與政府再造專題  
(5)組織發展專題 
(6)政治經濟專題 
民主與行政領域(必選 1門課) 
(1)民主行政專題 
(2)政府與企業專題 
(3)網絡社會與治理專題 
(4)行政倫理專題 
(5)民意與公共管理專題 
(6)行政法爭議問題專題 
(7)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8)行政程序法專題 
(9)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10)行政組織法專題 
(11)廉政治理專題 
(12)跨域治理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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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策略規劃專題 
(22)行政程序法專題 
(23)城市競爭與治理專題 
(24)民主行政專題 
(25)行政倫理專題 
(26)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27)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28)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29)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30)民營化政策專題 
(31)跨域治理專題 
(32)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33)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34)廉政治理專題 
(35)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 
(36)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專題  
(37)政治經濟專題 
(38)非營利組織專題 

(20)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21)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22)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 
(23)非營利組織專題 
實質策略領域(必選 1 門課) 
(1)區域發展政策專題 
(2)環境保護政策專題 
(3)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4)交通政策專題 
(5)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6)教育政策專題 
(7)資訊政策專題 
(8)文化政策專題 
(9)管制政策專題 
(10)行政程序法專題 
(11)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12)城市競爭與治理專題 
(13)行政組織法專題 
(14)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15)廉政治理專題 
(16)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資源管理領域(必選 1 門課) 
(1)行政資訊管理專題 
(2)政府預算與財務管理 
(3)公共人事政策專題 
(4)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5)災難管理專題 
(6)計劃規劃與評估專題 
(7)危機管理專題 
(8)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9)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10)電子化政府專題 
(11)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12)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 
策略管理領域(必選 1 門課) 
(1)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2)績效管理專題 
(3)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4)系統思考專題 
(5)專案管理專題 
(6)知識管理專題 
(7)策略規劃專題 
(8)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9)教育政策專題 
(10)民營化政策專題 

 

 2-1-3 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 

    對於課程與核心能力的連結，本專班先透過各授課老師依其專業領域對自身開設的課程

進行核心能力評定，爾後再舉行課程委員會議，由課程委員共同討論確立之。彙整課程委員

會討論課程地圖、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檢討之紀錄，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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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課程整體檢討會議紀錄 
舉行日期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 會議地點 
2012 年 3 月 14 日 課程委員會議 課程規劃總檢討案-課程與核心能力 省政大樓會議室 
2012 年 5 月 23 日 課程委員會議 課程規劃總檢討案-課程與核心能力 省政大樓會議室 
2013 年 11 月 7 日 課程委員會議 課程地圖檢討案 省政大樓會議室 
2014 年 11 月 20 課程委員會議 課程地圖檢討案 省政大樓會議室 
備註：請參考附件五。 
 

是以，為檢視本專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是否落實於本專班開設之課程中，首先由授

課教師依其專長和專業對每學期授課課程所能培養之核心能力擬訂教學大綱，並依此進行課

程多元化之教學設計與安排。詳盡說明教學目標與內容、授課方式、成績評量方式、參考書

目與教學進度並上傳資訊系統，以確認授課內容（參考附件十課程大綱）。次者，再經由課程

委員會管控及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課程核心能力的自我檢核問卷、畢業生滿意度調查等回饋

方式做課程內容的調整，如此本專班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將得以有效之連結，

見表 2-3。相信經由授課教師、課程委員會、學生、畢業生多方關係人的相互檢核，將有助進

行課程與核心能力的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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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學生核心能力與與課程關聯表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 
1. 培育獨立思考能力 4. 重視倫理價值 
2. 厚植社會關懷 5. 追求卓越能力 
3. 強化專業素養  

 
 
學生核心能力 
1. 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 4. 邏輯思考與獨立研究能力 
2. 政治專業知識能力 5. 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能力 
3. 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值判斷能力 6. 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開課科目 
核心能力 

1 2 3 4 5 6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公共管理專題       

地方制度法專題       

總體經濟學專題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政策分析專題       

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績效管理專題       

府際關係專題(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重新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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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規劃專題       

行政倫理專體       

國家發展與政府再造專題       

行政程序法專題       

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電子化政府專題       

民營化政策專題(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民主行政專題       

政策行銷專題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政策評估專題       

知識管理專題       

跨域治理專題       

行政與立法過程專題       

政策執行專題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危機管理專題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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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織法專題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非營利組織專題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系統思考專題       

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廉政治理專題(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       

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專題(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專題(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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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2-2-1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 

    本專班的課程規劃，係依據成立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建構而成，並透過每學期的

課程委員會議的討論（請參考上表 2-2）與課程外審機制（請參閱附件十一課程外審結果），

檢討課程實施狀況、調整課程架構，確保各個課程內容均能回應本專班的教育目標與相關核

心能力，如此顯示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設計間之關係有高度相關性。 
 
    課程地圖建置的目的在於讓學生瞭解相關課程間的關聯性，以掌握課程修習之狀況。從

課程地圖(圖 2-1、2-2、2-3)顯示，本專班建置的課程分為「基礎共同必修課程」以及依各組

別教育目標分別設計「專業必修課程」與「專業選修課程」三種課程規劃。其中，共同基礎

必修課程的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共計 6 學分，專業必修課程有 4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需修滿

22 學分，再加上碩士論文的 6 學分，總計 38 修業學分的畢業標準，預計可於二年完成學程。 
 
    根據班務委員會議通過的修業辦法規定，學生每一學期至多可修習四門課（含必修課程），

欲超修者也可提出申請，經專班主任核可後，得再加選一門課程。其意旨是為考量修課品質，

讓學生得以兼顧工作、家庭、健康和學業。因此，原則上修課的上限是不得超修四門課。另

一方面，為鼓勵學生能有多元的發展，同意其選修課程時，能跨組別、跨系所修課，惟研修

課程規定以二門課為限。 
 
    最後，課程地圖建置完畢後，實施宣導的方式有透過週二、週三教師餐會、期末師生聚

餐以及學生手冊、公告欄、網頁、通訊軟體等管道，讓師生能瞭解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因此，開課前班主任將與教師會談，建議教師於開設相關課程時須符合本專班的教育宗

旨且教學內容有助於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以落實課程與核心能力的連結。教師根據切合本

專班教育宗旨的授課大綱進行授課，將可使課程更臻完善，請詳見附錄十的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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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地方政府與政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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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公共政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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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公共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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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學期課程     

    每學期課程都會固定召開課程委員會進行討論與修正，「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

針對「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及「公共管理組」三組組別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

力之培養，提供完整的課程規劃引導，如此學生得以在課程地圖上，根據個人職場需求與未

來規劃，選修適合自身所需的課程。以下的表 2-4 至 2-9 為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1~103
學年之學期課程表；表 2-10 為 101~103 學年度開課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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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第 1 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數 

上課

時數 

授課教

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六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節    ★ ☆  

公共管理專題 2 2 李允傑 10-11節      ★ 

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2 2 邱志淳 10-11節     ☆ ☆ 

府際關係管理專題 2 2 孫同文 10-11節    ☆  ☆ 

策略規劃專題 2 2 陳俊明 10-11節    ☆ ☆ ☆ 

行政倫理專題 2 2 顧慕晴 10-11節    ☆ ☆ ☆ 

國家發展與政府再造專題 2 2 顧慕晴 12-13節      ☆ 

行政程序法專題 2 2 黃啟禎 12-13節    ☆ ☆ ☆ 

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2 2 邱志淳 12-13節    ☆  ☆ 

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2 2 李允傑 12-13節    ☆ ☆ ☆ 

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2 2 郭耀昌 12-13節     ☆  

地方制度法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節   ★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2 2 宋興洲  10-11節   ☆   

電子化政府專題 2 2 項  靖  10-11節    ☆ ☆ 

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2 2 林淑馨  
10-11節   ☆ ☆ ☆ 

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2 2 林鍾沂  10-11節    ☆ ☆ 

總體經濟學專題 2 2 廖培賢  12-13節    ★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2 2 史美強  12-13節     ★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2 2 黃信達  12-13節   ☆ ☆  

績效管理專題 2 2 葉嘉楠  12-13節   ☆  ☆ 

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2 2 劉仲戌  12-13節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陳俊明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任冀平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傅恆德   10-12節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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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第 2 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中華民國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數 

上課

時數 

授課

教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五 六 

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節     ☆  ☆ 

民主行政專題 2 2 柯義龍 10.11節     ☆ ☆ ☆ 

政策行銷專題 2 2 陳敦源 10.11節     ☆ ☆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2 2 孫本初 10.11節       ☆ 

政策評估專題 2 2 張育哲 10.11節      ☆  

知識管理專題 2 2 孫本初 12.13節       ☆ 

跨域管理專題 2 2 陳敦源 12.13節     ☆ ☆  

行政與立法過程專題 2 2 任冀平 12.13節      ☆  

從歷史看治理專題 2 2 張榮芳 12.13節     ☆ ☆ ☆ 

政策執行專題 2 2 魯俊孟 12.13節      ☆  

創意與藝術管理專題 2 2 林文海 12.13節     ☆ ☆ ☆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2 2 陳秋政  10.11節    ☆  ☆ 

危機管理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0.11節 

   
☆  ☆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節    ☆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2 2 李長晏  10.11節    ☆ ☆  

政策分析專題 2 2 羅清俊  10.11節     ★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2 2 吳若予  10.11節     ☆  

教育政策專題 2 2 張嘉文  10.11節     ☆ ☆ 

行政組織法專題 2 2 李惠宗  12.13節    ☆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2.13節 

   
☆  ☆ 

非營利組織專題 2 2 陳秋政  12.13節    ☆  ☆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2 2 史美強  12.13節      ☆ 

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2 2 羅清俊  12.13節    ☆ ☆  

系統思考專題 2 2 李翠萍     1,2節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張育哲 7.8.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傅恆德   10.11.12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黃信達   10.11.12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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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數 

上課

時數 

授課 

教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六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節    ★ ☆  

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2 2 李允傑 10-11節    ☆ ☆ ☆ 

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2 2 邱志淳 10-11節     ☆ ☆ 

府際關係管理專題 2 2 史美強. 10-11節    ☆  ☆ 

績效管理專題 2 2 葉嘉楠 10-11節    ☆  ☆ 

行政倫理專題 2 2 顧慕晴 10-11節    ☆ ☆ ☆ 

國家發展與政府再造專題 2 2 顧慕晴 12-13節      ☆ 

行政程序法專題 2 2 黃啟禎 12-13節    ☆ ☆ ☆ 

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2 2 邱志淳 12-13節    ☆  ☆ 

公共管理專題 2 2 李允傑 12-13節      ★ 

地方制度法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節   ★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2 2 宋興洲  10-11節   ☆   

電子化政府專題 2 2 項  靖  10-11節    ☆ ☆ 

民營化政策專題 2 2 林淑馨  10-11節   ☆ ☆ ☆ 

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2 2 林鍾沂  10-11節    ☆ ☆ 

總體經濟學專題 2 2 廖培賢  12-13節    ★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2 2 史美強  12-13節     ★ 

策略規劃專題 2 2 魯俊孟  12-13節   ☆ ☆ ☆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2 2 黃信達  12-13節   ☆ ☆  

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2 2 郭耀昌  12-13節    ☆  

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2 2 劉仲戌  12-13節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陳俊明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任冀平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傅恆德   10-12節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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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年第 2 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中華民國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上課

時數 

授課教

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六    

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 節    ☆  ☆ 

民主行政專題 2 2 柯義龍 10.11 節    ☆ ☆ ☆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2 2 
史美強 

王光旭 
10.11 節    ☆ ☆ ☆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 節    ☆   

跨域治理專題 2 2 王光旭 12.13 節    ☆ ☆ ☆ 

行政與立法過程專題 2 2 任冀平 12.13 節     ☆  

行政程序法專題 2 2 黃啟禎 12.13 節    ☆ ☆ ☆ 

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專題 2 2 張峻豪 12.13 節    ☆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2 2 陳秋政  10.11 節   ☆  ☆ 

危機管理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0.11 節   ☆  ☆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2 2 李長晏  10.11 節   ☆ ☆  

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2 2 羅清俊  10.11 節   ☆ ☆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2 2 吳若予  10.11 節    ☆  

廉政治理專題 2 2 廖興中  10.11 節   ☆ ☆ ☆ 

行政組織法專題 2 2 李惠宗  12.13 節   ☆ ☆ ☆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2.13 節   ☆  ☆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 2 2 廖興中  12.13 節   ☆ ☆ ☆ 

政策分析專題 2 2 羅清俊  12.13 節    ★  

系統思考專題 2 2 李翠萍    1,2節  ☆ ☆ 

非營利組織專題 2 2 林淑馨    3,4節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張育哲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傅恆德 

林啟超 
  10-12 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項靖  7-9節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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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3 學年第 1 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上課

時數 

授課教

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六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節    ★ ☆  

民主治理與行政改革專題 2 2 李允傑 10-11節    ☆ ☆ ☆ 

策略規劃專題 2 2 魯俊孟 10-11節    ☆ ☆ ☆ 

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專題 2 2 張峻豪 10-11節    ☆   

績效管理專題 2 2 葉嘉楠 10-11節    ☆  ☆ 

國家發展與政府再造專題 2 2 顧慕晴 10-11節      ☆ 

行政倫理專題 2 2 顧慕晴 12-13節    ☆ ☆ ☆ 

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專題 2 2 劉志宏 12-13節    ☆ ☆ ☆ 

行政程序法專題 2 2 黃啟禎 12-13節    ☆ ☆ ☆ 

公共管理專題 2 2 李允傑 12-13節      ★ 

地方制度法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節   ★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2 2 宋興洲  10-11節   ☆   

電子化政府專題 2 2 項  靖  10-11節    ☆ ☆ 

民營化政策專題 2 2 林淑馨  10-11節   ☆ ☆ ☆ 

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 2 2 林鍾沂  10-11節    ☆ ☆ 

總體經濟學專題 2 2 廖培賢  12-13節    ★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2 2 史美強  12-13節     ★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2 2 黃信達  12-13節   ☆ ☆  

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2 2 郭耀昌  12-13節    ☆  

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2 2 劉仲戌  12-13節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陳俊明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任冀平  7-9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 3 3 傅恆德   10-12節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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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3 學年第 2 學期課程表 

 
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中華民國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上

課

時

數 

授課教

授 

每週上課時間及教室 

甲 乙 丙 
二 三 四 五 六 

談判理論與應用專題 2 2 歐信宏 10.11 節     ☆  ☆ 

民主行政專題 2 2 柯義龍 10.11 節     ☆ ☆ ☆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2 2 李長晏 10.11 節     ☆ ☆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2 2 王光旭 10.11 節     ☆ ☆ ☆ 

政策評估專題 2 2 張育哲 10.11 節      ☆  

府際關係專題 2 2 孫同文 10.11 節     ☆  ☆ 

跨域治理專題 2 2 王光旭 12.13 節     ☆ ☆ ☆ 

行政與立法過程專題 2 2 任冀平 12.13 節      ☆  

行政程序法專題 2 2 黃啟禎 12.13 節     ☆ ☆ ☆ 

教育政策專題 2 2 陳鶴元 12.13 節      ☆ ☆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2 2 陳秋政  10.11 節    ☆  ☆ 

危機管理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0.11 節 

   
☆  ☆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2 2 紀俊臣  10.11 節    ☆   

官僚體系與行政決策專題 2 2 羅清俊  10.11 節    ☆ ☆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2 2 吳若予  10.11 節     ☆  

行政組織法專題 2 2 李惠宗  12.13 節    ☆ ☆ ☆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2 2 
詹中原 

李宗勳 

 
12.13 節 

   
☆  ☆ 

政策分析專題 2 2 羅清俊  12.13 節     ★  

系統思考專題 2 2 李翠萍     1,2 節  ☆ ☆ 

非營利組織專題 2 2 林淑馨     3,4 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張育哲 7-9 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傅恒德   10-12 節   ★ ★ ★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3 3 項靖  7-9 節    ★ ★ ★ 

備註：為必修課、☆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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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 

2-3-1 課程委員會之組成 

    課程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在於負責課程的規劃與修正，於每一學期固定開會討論課程架構。

承如表 2-10 所示，主席委員由班主任擔任，委員分別是本校行政管理系暨政策學系的項靖老

師，社會科學院院長傅恆德老師、政治系的宋興洲老師、任冀平老師，校外委員則是邀請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的孫同文老師擔任之，藉由公共行政、政治領域的專業

教師，訂定與控管本專班的課程品質和內涵，使之與核心能力能相互對應之。 
 

表 2- 10 課程委員會組成名單 
年度 課程委員 服務單位 

101 

魯俊孟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傅恒德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 
宋興洲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任冀平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項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102~103 

史美強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傅恒德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 
宋興洲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任冀平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項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孫同文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2-3-2 品質保證機制 

（一）召開課程委員會議檢討整體課程架構     
  為審慎執行與查核課程規劃是否符合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每學期召開課程委員會，

目的在於規劃新學期的課程方向與檢視過去一學期課程是否與當初設定的教學目標相

符。本專班教育目標為「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

視倫理價值」、「追求卓越能力」之政策專業素養的人才，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務求能符合

學生核心能力之培養及回應社會多元發展與公部門變革。課程委員會除定期討論該學期

之課程方向外，也適時修正課程目標、架構內容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關聯性，使共

同必修、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三方面得以維持適當比例。此外，課程委員會亦要求課程

設計須同時兼顧理論與實務，以期培養出具有理論和實務操作能力的學生。 
 
（二）課程外審機制的控管 

   根據「東海大學課程評鑑實施辦法辦理」，課程評鑑以每兩年辦理一次為原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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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分為課程整體架構、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分別在 100、102 學年採行個別課

程外審、101 學年進行整體外審，確保各系所發展與課程能明確反應本專班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並針對外審委員審查之結果，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對審查結果作出回應和自我

檢討修正，承如附件五。 

二、特色 

為達到教育目標，本專班著重於多元課程與教學、跨領域學習等面向來加強經營特色： 
在課程與教學特色上，本專班採取通才兼專才的培育策略，於研究所一年級即安排共同

必修的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專題兩門社會科學研究專業方法課程，加強學生的研究方法、組

織、分析與表達能力，培養學生能具備基本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共同必修外又輔以專業

必修和專業選修課程，以推動分組分流教育，培養學生具備地方政府與政治、公共政策、公

共管理領域的專業才能。再者，多數的教師與政府機關皆有官學合作的關係，老師得以將實

務融入教學，訓練學生以系統觀點靈活的思考分析問題，解決現今社會複合多變的訴求。課

程上著重於實務化導向，培育學生研究和表達能力，使其能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的工作業務上，

達學以致用之效。跨領域學習方面，在課程地圖裡將部分專業選修課程訂定為兩組或三組的

共同選修課程，修課辦法亦同意學生可以有兩學門課程得進行跨組選修。如此，學生除了專

精於自己組別的專業知識外，亦能學習到其他組別的知識，達到博雅學習的成效。 

三、問題與困難 

    當今本專班面臨的課程設計之問題與困難係招生員額漸減衝擊多元課程的特色。由於近

年來國內在職專班林立、公務機關具備碩士學歷者已幾近飽和，造成每學年學生員額漸減，

學生人數減少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課程開班情況。加上學校基於成本考量，未來可能刪減每學

期開課的學分數，如此將可能衝擊本專班多元課程的特色。 

四、改善策略 

（一）為了維持本專班多元課程的特色，將原本修課人數的上限 17 人下修改為 12-10 人，開

課人數維持 3 人以上即可開班授課。藉此改善的機制，不僅希望讓學生仍有多元課程

的選擇機會，另方面亦可減緩教師教學負擔，促進學生的學習品質。因此，透過修課

人數上限之調整作為改善策略，且亦於近學期聘任新進教師，開班授課新的議題課程，

如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廉政治理專題、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專題等，以維持本專

班多元課程特色。 
 
（二）目前專班授課仍採「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公共管理組」三組分組授

課，未來可朝向取消分組，但仍維持學群的方向來設計，對課程作大幅度的調整，以

更符合時代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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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目二之總結 

    就課程設計此項目，本專班具體的做法是利用課程委員會議，共同討論如何落實專業課

程與師資的安排，以能契合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朝向多元課程之方向努力。基於促進學生

的學習成效，透過課程規劃，不僅止於以專業課程來培育專業知識，亦固定每學期安排專題

講座、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舉行的課外活動等，多管齊下使學生兼具課內與課外知識，並增進

其對於本專班教育目標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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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評鑑 

效標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之情形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成效之情形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 

一、現況描述 

    本專班總共擁有 43 名兼任教師，多數擁有國內外公共行政、政治、經濟、社工、教育、

法律相關之博士學位。教師聘用經過三級三審的程序，第一階段先由本專班班務委員會議召

開系教評會通過，甄選符合本專班教育目標所需之教師，第二階段送交社會科學院院教評會

討論，第三階段再逕付校教評會的三級三審，才得以聘任之。因此，聘請兼任教師，依其專

長及實務經驗開授課程，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專業學程，希冀老師能將寶貴的知識、實務經驗

傳授予學生，以符合本專班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理念。 
    教師教學方法之良窳對教學成效有極為關鍵的影響，為達成教育目標和培養學生應有之

核心能力，本專班教師在教學設計上採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設計多樣化的評量方式，輔以實

務個案進行討論，以求學生能獲得最佳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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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之情形 

3-1-1 兼任教師聘用機制與組成結構   

    本專班兼任教師聘任的原則除依據教育目標、課程開設需求及未來社會發展趨勢，亦考

量學生規模與其學習需求。聘用過程依循校內三級三審程序（如圖 3-1）遴聘學經歷背景適任

之教師（如表 3-1），甄選符合本專班教育目標所須之師資。本專班所聘用的教師學術專長涵

蓋公共行政、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等相關之領域，是以教師們具

充分且豐富的專業知識教授班內所開設的必修與專業課程。 

 
圖 3- 1 師資聘任程序 

 

    本專班於 101-103 學年度，聘有兼任教師 43 位，其中 20 位教授（佔授課教師 46.5%）、

18 位副教授（佔授課教師 41.9%）、5 位助理教授（佔授課教師 11.6%），詳細的學經歷背景及

所開授之課程請參照表 3-1。所有兼任教師所開授科目均與其學經歷背景和學術專長具有高度

相關性。對於教師授課課程之安排，除尊重老師授課意願外，依據其學術專長、實務經歷、

職級與資歷等決定授課科目，落實授課教師得以依自己專長和研究領域來選擇授課科目，達

到教學相長之目的。另外，教師開設的課程是否與學術專長相符，尚需經本專班班務委員會

審核，審核項目包括學經歷、學術著作、課程規劃與內容等，如此助於確認開授的課程符合

本專班之教育目標。 

提出師資需
求

班務

會議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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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師資經歷基本資料表 

職稱 姓名 授課科目/學期 學歷 現職單位 研究領域 
學年

度 
教授 史美強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

計專題/上學期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

題/下學期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教授兼公共

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

任 

組織理論 
府際關係 
組織網絡 
地方治理 

101~
103 

教授 傅恆德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

性研究法/上學期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

化研究法/下學期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發展、 
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 
 

101~
103 

教授 紀俊臣 地方制度法專題/上
學期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下學期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地方自治、行政法、地

方政治 
101~
103 

教授 李允傑 民主治理與行政改

革專題/上學期 
公共管理專題/上學

期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公共政策哲學博

士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財務行政、公共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關

係、公共政策 

101~
103 

教授 邱志淳 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上學期 
人力培訓制度專題/
上學期 

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博士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 
公共行政、兩岸比較行

政、危機管理、憲法 
101~
102 



44 
 

教授 項靖 電子化政府專題/上
學期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

化研究法/下學期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公共政策與管

理博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 
公共政策、政治分析、

公共管理、資訊與知識

議題、電子化政府、數

位化治理 

101~
103 

教授 林鍾沂 策略性領導與管理

專題/上學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行政學 101~

103 
教授 顧慕晴 行政倫理專題/上學

期 
國家發展與政府再

造專題/上學期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行政學、行政倫理、比

較行政、中國政治制度

史 

101~
103 

教授 廖培賢 總體經濟學專題/上
學期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總體經濟學、國際金

融、數理方法 
101~
103 

教授 詹中原 危機管理專題/下學

期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

造專題/下學期 

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新公共政策、危機管

理、行政管理資訊系

統、中共行政制度 

101~
103 

教授 孫本初 
(歿)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

理專題/下學期 
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博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101 
 

教授 宋興洲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

專題/上學期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 
社會科學計量研究法 

101~
103 

教授 李惠宗 行政組織法專題/下
學期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憲法、行政法、教育行

政法、法學方法論 
101~
103 

教授 李宗勳 危機管理專題/下學

期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法學博

士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 
危機管理與談判專題、

公私協力、公共政策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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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與社區營

造專題/下學期 
教授 陳敦源 政策行銷專題/下學

期 
跨域管理專題/下學

期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民主治理、電子治理、

官僚政治、公共政策分

析與管理、社會科學方

法論 

101 

教授 羅清俊 政策分析專題/下學

期 
官僚體系與行政決

策專題/下學期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政策分析

博士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分配政策與政治、議會

政治、官僚行為與政

治、政策分析理論與方

法、計量分析方法 

101~
103 

教授 林淑馨 民營化政策專題/上
學期 
第三部門與協力專

題/下學期 

日本名古屋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民營化政策、公私協

力、非營利組織、人力

資源管理、交通政策、

公共管理、行政學 

101~
103 

教授 孫同文 府際關係專題/上學

期 
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政與政策學系 
府際關係、行政革新、Q
方法論、比較行政 

101
、103 

教授 李長晏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

專題/下學期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

公共事務研究所 
地方政府與政治、地方

治理、跨域管理、都會

治理與規劃、府際關係 

101~
103 

教授 李翠萍 系統思考專題/下學

期 
紐約州立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博士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公共行政、財務行政、

系統思考、環境政治 
101~
103 

副教授 趙星光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

化研究法/下學期 
 

美國普渡大學/社會學博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生命教育、教育社會

學、宗教社會學、社會

心理學 

103 
 

副教授 歐信宏 談判理論與應用專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國際政治、國際公法、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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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學期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

題/下學期 

談判理論與實務 103 

副教授 任冀平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

性研究法/上學期 
行政與立法過程專

題/下學期 

美國俄亥俄大學法學碩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學、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司法政治 

101~
103 

副教授 黃啟禎 行政程序法專題/
上、下學期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行政法、憲法、地方自

治 
101~
103 

副教授 劉仲戌 經濟發展政策專題/
上學期 

美國維及尼亞理工及州立大學經濟學

系博士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

學、數理經濟學 
101~
103 

副教授 魯俊孟 策略規劃專題/上學

期 
政策執行專題/下學

期 

美國辛辛那堤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 
公共政策、政策分析 101~

103 

副教授 陳俊明 社會科學研究法：質

性研究法/上學期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政治學

博士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 
民意與民主行政、公共

組織行為、廉政研究 
101~
103 

副教授 張育哲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

化研究法/下學期 
政策評估專題/下學

期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博士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地方經濟發展、地方財

政、公共政策理論、量

化研究法 

101~
103 

副教授 吳若予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專題/下學期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政與政策學系 
政治經濟學、公營事業

政策、中國大陸研究 
101~
103 

副教授 柯義龍 民主行政專題/下學

期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 
政治學、憲法、民主行

政、政治哲學理論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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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葉嘉楠 績效管理專題/上學

期 
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 
公共管理、地方治理、

組織理論、民意調查 
101~
103 

副教授 郭耀昌 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上學期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政策分析、地方治理、

電子化政府、人力資源

管理 

101~
103 

副教授 王光旭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

題/下學期 
跨域治理專題/下學

期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 社會網絡分析、跨域管

理、 
102~
103 

副教授 張峻豪 基層民主與地方治

理專題 
中山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憲政理論、半總統制國

家憲政變遷、制度研究

法、地方自治與社區研

究 

102~
103 

副教授 
 

張榮芳 從歷史看治理專題/
下學期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魏晉隋唐史、中國史學

史、中古社會史 
101 

副教授 
 

林文海 創意與藝術管理專

題/下學期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藝術學院 東海大學美術系 素描雕塑 101 

副教授 林啟超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

化研究法/下學期 
德洲理工大學 東海大學師培中心 教育心理學、心理測量

與評量、成就動機與學

習 

102 

助理教授 張嘉文 教育行政專題/下學

期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教育研究所 彰化縣中正國小 特殊教育 101 

助理教授 黃信達 地方政治生態專題/
上學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經驗政治研究、地方派

系與政治、社會學、民

意與民意調查實務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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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陳秋政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

題/下學期 
非營利組織專題/下
學期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 
跨部門治理、非營利組

織與管理、公共人力資

源管理、公民社會與第

三部門、流域整治規劃

與分析 

101~
103 

助理教授 廖興中 廉政治理專題/上學

期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專題/上學期 

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都市事務學院

都市研究與公共事務博士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空

間統計分析、公共健康

研究 

102~
103 

助理教授 劉志宏 公共預算與財務管

理專題 
美國馬里蘭大學（College Park校區）  
公共政策學系博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

政策學系 
財政預算、公共政策計

量分析、應用統計、總

體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103 

助理教授 陳鶴元 教育政策專題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 
教學科技與媒體、教育

統計、全人教育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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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班的師資陣容網羅校外教授與本校他系專任教授至本專班兼任開課，如表 3-2 
101~103 學年度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一覽表、表 3-3 101~103 學年度授課學分數佔總開學分

數之比例表，顯示每一位教師的教學負擔合理，平均下來多數老師於每一學期開授之學分數

為 3 學分；另外，截至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專班在校生共有 61 人，三學年度以來教師數與

學生人數之比例約 1:3.52 為，低於教育部之生師比規定，顯示本專班目前生師比符合教育部

之規範。於此可見，本專班在開班授課上，一方面不使教師教學負擔過重，另一方面亦能確

保學生與教師可保持適時適量的互動。 

 

表 3- 2  101-103 學年度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乙覽表 

區分 
101學年度 
上學期 

101學年度 
下學期 

102學年度 
上學期 

102學年度 
下學期 

103學年度 
上學期 

103學年度

下學期 

教

師

數

與

職

級 

教授數 8 9 11 11 10 11 
副教授數 10 10 8 10 9 8 
助理 

教授數 
3 3 1 2 2 2 

小計 21 22 20 23 21 21 

學生

數 

研一 42 
78 

38 
78 

45 
86 

42 
79 

29 
67 

25 61 
研二 36 40 41 37 38 36 

學年度生師比 1：3.63 1：3.87 1：3.05 
備註：因本專班並無設置專任教師，故本班每學年度生師比計算方式=〔 (上學期學生總數/ 上

學期教師總數)+ (下學期學生總數/ 下學期教師總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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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教師 101-103 學年度授課學分數佔總開學分數之比例表 

學期 專班全部學分數(A) 兼任教師學分數(B) 比例(B)/(A) 

101-1 51 

史美強老師  （2 學分） 3.9% 

李允傑老師 （4 學分） 7.8% 

邱志淳老師 （4 學分） 7.8% 

顧慕晴老師 （4 學分） 7.8% 

魯俊孟老師 （2 學分） 3.9% 

黃啟禎老師 （2 學分） 3.9% 

郭耀昌老師 （2 學分） 3.9%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3.9% 

宋興洲老師 （2 學分） 3.9% 

項  靖老師 （2 學分） 3.9% 

林淑馨老師 （2 學分） 3.9% 

林鍾沂老師 （2 學分） 3.9% 

廖培賢老師 （2 學分） 3.9% 

黃信達老師 （2 學分） 3.9% 

葉嘉楠老師 （2 學分） 3.9% 

劉仲戌老師 （2 學分） 3.9% 

陳俊名老師 （3 學分） 5.8% 

任冀平老師 （3 學分） 5.8% 

傅恒德老師 （3 學分） 5.8% 

101-2 57 

史美強老師  （2 學分） 3.5% 

歐信宏老師  （2 學分） 3.5% 

柯義龍老師  （2 學分） 3.5% 

陳敦源老師  （4 學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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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哲老師  （5 學分） 8.7% 

任冀平老師  （2 學分） 3.5% 

張榮芳老師  （2 學分） 3.5% 

魯俊孟老師  （2 學分） 3.5% 

林文海老師  （2 學分） 3.5% 

陳秋政老師  （2 學分） 3.5% 

詹中原老師  （2 學分） 3.5% 

李宗勳老師  （2 學分） 3.5%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3.5% 

李長晏老師  （2 學分） 3.5% 

羅清俊老師  （4 學分） 7% 

吳若予老師  （2 學分） 3.5% 

張嘉文老師  （2 學分） 3.5% 

李惠宗老師  （2 學分） 3.5% 

邱瑞忠老師  （2 學分） 3.5% 

李翠萍老師  （2 學分） 3.5% 

傅恒德老師  （3 學分） 5.2% 

黃信達老師  （3 學分） 5.2% 

102-1 51 

史美強老師  （4 學分） 7.8% 

歐信宏老師  （2 學分） 3.9% 

李允傑老師  （4 學分） 7.8% 

葉嘉楠老師  （2 學分） 3.9% 

顧慕晴老師  （4 學分） 7.8% 

黃啟禎老師  （2 學分） 3.9%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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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興洲老師  （2 學分） 3.9% 

項  靖老師  （2 學分） 3.9% 

林淑馨老師  （2 學分） 3.9% 

林鍾沂老師  （2 學分） 3.9% 

廖培賢老師  （2 學分） 3.9% 

魯俊孟老師  （2 學分） 3.9% 

黃信達老師  （2 學分） 3.9% 

郭耀昌老師  （2 學分） 3.9% 

劉仲戌老師  （2 學分） 3.9% 

陳俊明老師  （3 學分） 5.8% 

任冀平老師  （3 學分） 5.8% 

傅恒德老師  （3 學分） 5.8% 

102-2 51 

史美強老師  （1 學分） 1.9% 

歐信宏老師  （2 學分） 3.9% 

柯義龍老師  （2 學分） 3.9% 

王光旭老師  （3 學分） 5.8%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3.9% 

任冀平老師  （2 學分） 3.9% 

黃啟禎老師  （2 學分） 3.9% 

張峻豪老師  （2 學分） 3.9% 

陳秋政老師  （2 學分） 3.9% 

詹中原老師  （2 學分） 3.9% 

李宗勳老師  （2 學分） 3.9% 

羅清俊老師  （4 學分） 7.8% 

吳若予老師  （2 學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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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萍老師  （2 學分） 3.9% 

林淑馨老師  （2 學分） 3.9% 

張育哲老師  （3 學分） 5.8% 

項  靖老師  （3 學分） 5.8% 

傅恒德老師  （2.7 學分） 5.3% 

林啟超老師  （0.3 學分） 0.5% 

103-1 49 

史美強老師  （2 學分） 4.1% 

歐信宏老師  （2 學分） 4.1% 

李允傑老師  （4 學分） 8.2% 

葉嘉楠老師  （2 學分） 4.1% 

顧慕晴老師  （4 學分） 8.2% 

黃啟禎老師  （2 學分） 4.1%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4.1% 

宋興洲老師  （2 學分） 4.1% 

項  靖老師  （2 學分） 4.1% 

林淑馨老師  （2 學分） 4.1% 

林鍾沂老師  （2 學分） 4.1% 

廖培賢老師  （2 學分） 4.1% 

魯俊孟老師  （2 學分） 4.1% 

黃信達老師  （2 學分） 4.1% 

郭耀昌老師  （2 學分） 4.1% 

劉仲戌老師  （2 學分） 4.1% 

陳俊明老師  （3 學分） 6% 

任冀平老師  （3 學分） 6% 

傅恒德老師  （3 學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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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峻豪老師  （2 學分） 4.1% 

劉志宏老師  （2 學分） 4.1% 

103-2 49 

歐信宏老師  （2 學分） 4.1% 

柯義龍老師  （2 學分） 4.1% 

王光旭老師  （4 學分） 8.2% 

紀俊臣老師  （2 學分） 4.1% 

任冀平老師  （2 學分） 4.1% 

黃啟禎老師  （2 學分） 4.1% 

陳秋政老師  （2 學分） 4.1% 

詹中原老師  （2 學分） 4.1% 

李宗勳老師  （2 學分） 4.1% 

羅清俊老師  （4 學分） 8.2% 

吳若予老師  （2 學分） 4.1% 

李翠萍老師  （2 學分） 4.1% 

林淑馨老師  （2 學分） 4.1% 

張育哲老師  （5 學分） 10% 

項  靖老師  （3 學分） 6% 

傅恒德老師  （2.5 學分） 5.1% 

趙星光老師  （0.5 學分） 1% 

陳鶴元老師  （2 學分） 4.1% 

孫同文老師 （2 學分） 4.1% 

李長晏老師  （2 學分） 4.1% 

李惠宗老師  （2 學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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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師資流動情形 

表 3-4 說明近六年的師資流動情形，顯示本專班師資結構相當穩定，除非是教師擔任行

政職務、個人因素或課程地圖修正等特殊狀況，才無法至本專班授課。若教師無法前來授課，

本專班會經過班務委員討論，聘任具相同學術專長、學經歷優良的教師暫代授課或者課程暫

時停開。故，凡有關教師流動皆需經過班務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表 3- 4 近六年師資流動情形 
學年度 師資數 說明 

98-1 20 增開「策略性領導與管理專題」，增聘林鍾沂老師任課 

98-2 19 1.增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與「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增聘吳

若予老師與李長晏老師。 

2.因王業立老師行政業務繁忙，無法前來兼課，依課程外審建議，將原

「政黨與選舉專題」改為「社區發展與管理專題」，增聘陳秋政老師任課。 

3.因廖俊松老師個人因素無法兼課，並經課程委員會決議停開「地方政

府管理專題」與「地方政府組織專題」。 

4.丘昌泰老師個人因素無法前來兼課，改由羅清俊老師授課。 

99-1 20 原梁秀菁老師授課的「總體經濟學專題」改由廖培賢老師任課。 

99-2 20 1.蕭乃沂老師因個人因素無法兼課，開授之「績效管理專題」停開。 

2.增開「民主行政專題」，聘任柯義龍老師授課。 

3.增開「從歷史看治理專題」，聘任張榮芳老師授課。 

100-1 19 李翠萍老師因個人因素，將「系統思考專題」改為下學期開課，因此改

為下學期聘任。 

100-2 21 增開「教育政策專題」，新聘張嘉文老師授課 

101-1 21 重開「績效管理專題」與增開「社會福利政策專題」，分別聘任葉嘉楠老

師及郭耀昌老師授課。 

101-2 21 陳敦源老師由於接任行政職務，公務繁忙停開「政策行銷專題」。 

102-1 20 張嘉文、張榮芳、林文海老師因為個人因素停開課程。 

102-2 23 孫本初老師辭世，「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和「知識管理」暫時停開。

增聘任張峻豪老師、王光旭老師與廖興中老師，增開「基層民主與地方

治理專題」、「廉政治理專題」、「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另，續聘黃啟

禎老師於第二學期增開「行政程序法專題」。 

103-1 21 邱志淳老師因擔任行政職務公務繁忙，「比較人事制度專題」與「人力培

訓制度專題」暫時停開。邀請劉志宏老師開授「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專

題」。 

103-2 21 邀請陳鶴元老師開授「教育政策專題」、孫同文老師開授「府際關係專

題」。 

備註：請參閱附件五班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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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課外講學活動開拓學生視野 

    除藉由課程規劃與聘用專業素養和豐富教學經驗之師資陣容之外，本專班亦邀請國外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如表 3-5 所示），讓學生能獲取課程以外之知識，與國際資訊進行交流，培

養其能運用課堂所學，對接收到的訊息發揮批判和思考的能力。  
 

表 3- 5  國外學者講學活動乙覽表 
學期 演講日期/時間 演講者/服務單位、職稱 講學題目 對象 

101-1 
2012 年 11 月 3 日 
18:20~20:10 

葛荃 / 山東大學政治與

公共管理學院 院長 

精英教育與現代意識-當
代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

阱之遐想 
研 1、2 

102-1 
2013 年 11 月 5 日 
18:20~20:10 

陳躍 / 西南大學政治與

公共管理學院 院長 

中國大陸公共行政在職

專班教育發展前景語問

題探討 
研 1、2 

102-2 
2014 年 3 月 20 日 
18:20~20:30 

Jim Diers / Founding 
director of city of seattle’s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s 

Global Trends and 
Seattle’s Experience with 
Community 

研 1、2 

102-2 
2014 年 6 月 8 日 
13:30~16:30 

Richard Walker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政策創新與擴散工作坊

專題 
研 1、2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在師資遴選上以優異的學術成果、豐富的實務經驗及高度的教學熱忱為考量，期以研究

成果和實務經驗輔助教學。教師學術經驗豐富且具積極性，多次參與國內外研討會、期刊論

文發表與學術研究。如表 3-6 整體顯示本專班教師在 101 至 103 學年度期間共計發表 289 篇

期刊論文（其中包括 SSCI 等級論文 4 篇、TSSCI 等級論文 14 篇，以及其他國內外期刊論文

110 篇、研討會論文 105 篇、24 件國科會計畫案、27 件國內研究計畫），詳細資料臚列表 3-7
至 3-11，顯示教師在其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所長，不論在專書、研討會發表、期刊論文、研

究計畫等皆有傑出表現，並請參閱附件十二的教師學術著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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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教師 101-103 學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 

 
類型 

101 102 103 合計 

SSCI 期刊論文 3 0 1 4 
SCI 期刊論文 0 0 0 0 
TSSCI 期刊論文 5 9 1 15 
其他國外學術期刊論文 7 7 3 17 
其他國內學術期刊論文 51 41 23 115 
國外研討會論文 18 6 7 31 
國內研討會論文 44 33 13 90 
國科會研究計畫 8 7 9 24 
國內研究計畫 15 12 4 31 
合計 151 115 61 327 

 
 

表 3- 7 專書/專書論文一覽表(101-103 年度) 
編

號 
作者 年度 書名/篇名 出版社 

1 宋興洲 101 
東亞政經情勢與兩岸經貿關係。載於廖

坤榮(編)，ECFA 與兩岸和平發展機制

(37-57 頁) 
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2 史美強 101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Network 
Governance: The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Anti-Corruption Activities.In 
Milan Tung-Wen Sun, Clay G. Wescott, 
L.R. Jones（Ed.）, Trust and 
Governmance Institutions (pp.69-108) 

IAP(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Charlotte) 

3 郭耀昌 101 公共治理與地方事務第六輯 新竹玄奘大學 
4 李翠萍 101 褐地重建政策分析—社區能力的觀點 五南文化事業 
5 林淑馨 101 寫論文其實不難：學書新鮮人必讀本 巨流圖書公司 

6 孫本初 101 新公共管理（五版） 
新保成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7 陳秋政 101 
公民社會指標之結構面向分析：一個流

域整治規劃過程的觀察 
智勝文化出版社 

8 吳若予 101 
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危機之根源與王道

文化。載於林建甫（編），全球在地視

野叢書 07-全球化時代的王道文化、社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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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創新與永續發展（1-24 頁） 

9 孫同文 101 

 “Governance Failures as Uncertainties: 
Risk Manageme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Era,” in Milan Tung-Wen Sun, 
Clay G. Wescott, and Lawrence R. Jones. 
(eds.) (2012) Trust and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sian Experiences. , 
pp.231-244. 

Charlotte, NC: 
IAP-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10 李惠宗 101 行政法要義 元照出版社 
11 李惠宗 101 憲法要義 元照出版社 

102 學年度授課教師專書/專書論文出版 
14 林淑馨 102 檢證：民營化、公私協力與 PFI 巨流圖書公司 

15 張峻豪 102 

憲政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00-2011），
載於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編），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151-172 頁）（廖

達琪、沈有忠、張峻豪共同著作）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03 學年度授課教師專書/專書論文出版 

16 王光旭 103 
Policy Network. In Yu-Ying Kuo (ed.) 
Policy Analysis in Taiwan: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Policy Press 

17 李翠萍 103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Diffusion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among Township Libraries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8 李翠萍 103 

“Policy Analysis in the Legislative Body: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Act 
in Taiwan.” in Yu-Ying Kuo (ed.)  
Policy Analysis in Taiwan. 

Policy Press 

19 宋興洲 103 
美國重返亞太台灣的角色，載於吳建德

等(編)，和諧的對立－共創兩岸和平新

願景(375-386 頁) 

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兩

岸和平研究中心 

20 李惠宗 103 案例式法學方法論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21 李惠宗 103 教育行政法要義 元照出版社 

22 李惠宗 103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元照出版社 

23 史美強 103 
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趨勢、特徵與

理論發展(第 27-58頁)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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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期刊著作一覽表（101-103 年度） 

編號 作者 年度 名稱 出版處/卷期/頁數 

1 宋興洲 101 
宗教與政治：嚴守分際、引發暴力或

和平建立？ 
宗教哲學，61，95-108 

2 
邱志淳 
呂佩安 

101 
興利、激勵、培力─試論考績面談制

度的積極意義 
人事行政，182，25-32 

3 
邱志淳 
楊俊煌 

101 
從「薪」出發：公務人員俸給制度改

革芻議 
公務人員月刊，195，
30-39 

4 陳俊明 101 
公共管理者的民意需求分析：概念與

應用 
研習論壇，146，27-37 

5 
張傳賢 
黃信達 

101 
2010 年台中市長選舉中泛藍選 
票流失之分析 

臺灣民主季刊，10（1），
1-53（TSSCI） 

6 
葉嘉楠 
王秀伶 

101 
性別平等教學方案對學生性別角色

態度影響之研究-以新竹縣某國民中

學為例 

中華行政學報，12，
123-146 

7 
葉嘉楠 
邊魯興 

101 
政策與行銷成效評估之研究-以 2010
臺北市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 

中華行政學報，12，
147-169 

8 
葉嘉楠 
楊彩秀 

101 
牙科醫療輔助人員人力資源管理之

探討-以臺北市醫學中心為例 
中華行政學報，11，
175-204 

9 
葉嘉楠 
方曉青 

101 
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

案評估之研究-以新竹縣市為例 
中華行政學報，11，
85-122 

10 
廖培賢 
陳睿廷 

101 
總體經濟政策宣告與股價的動態調

整-政策劑量不確定情況下的分析 
東海管理評論，15（1），
93-144 

11 
廖培賢 
柯竹鍵 

101 
不確定政策劑量宣告與股價的動態

調整-物價浮動與產出固定情況下之

研究 

東海管理評論，15（1），
145-174 

12 
廖培賢 
鄭怡嵩 

101 
資產替代性、總體經濟政策宣告與股

價的動態調整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78，1-43 

13 王光旭 101 
委員會決策參與影響因素之探析：社

會鑲嵌的觀點 
政策與人力管理，3
（2），75-117 

14 王光旭 101 

A Network Approach for Researching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Healthcare 
Reform: The Case of Universal 
Healthcare System in Taiw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75(12),2337-23
44(SSCI) 

15 
陳學文 
孫同文 
史美強 

101 國際組織對公共治理之運用與研究 
公共治理季刊，1（1），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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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史美強 
劉智純 
吳泓儒 
邱苓雅 
李亦儒 

101 
地方高階文官策略領導培訓需求與

課程規劃探討 
研習論壇，145，1-11 

17 李宗勳 101 
以公私協力建構社區災後重建回復

力之個案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50，51-76 

18 
李宗勳 
張筵儀 

101 
第三部門在災後復原重建的角色與

功能-整合治理觀點 
警政論叢，12，79-111 

19 李宗勳 101 
建構全民反貪網絡以動員暨串聯廉

能變革的推手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行政

管理學報，8，1-24 

20 
李宗勳 
吳斯茜 

101 從心流觀點試論退休 人事行政，181，53-59 

21 
張筵儀 
李宗勳 

101 

The Mobiliz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i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空大行政學報，24，
27-59 

22 李惠宗 101 
臥軌抗議，該當何罪？－兼論公務員

之「守經事而知其宜」原則 
月旦法學教室，128，
63-70 

23 李惠宗 101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中的「訴訟權」－

雲林垃圾焚化廠相關判決的觀察 
台灣法學雜誌，215，
178-190 

24 李惠宗 101 
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帝王條款－目

的拘束原則 
法令月刊，64（1），37-61 

25 李惠宗 101 
為同性戀者開闢一片草原或建構一

座花園？ 
月旦法學教室，121，9-11 

26 李惠宗 101 大學的法定管轄範圍 
台灣法學雜誌，207，
148-159 

27 李翠萍 101 
An Examination of Why the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Approach is 
Inapplicable in Enterprise-Led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21(2),201-214 

28 

Tsuey-Ping 
Lee , 
Chin-Hsueh 
Wang 

101 
Unintended Policy Effects: Decl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everely 
Polluted Areas in Southern Taiwan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9(8),891-
899 

29 
王曉晴 
林啟超 

101 
國小學童課室目標結構、數學知識信

念與學習行為組型關係之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8，29-56 

30 
林彩雲 
林啟超 

101 
國小教師組織承諾、教師自我效能與

知識分享之關係研究 
東海教育評論，8，
7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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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林淑馨 101 
從解約案例來檢視日本公立醫院 PFI
之課題與限制 

公共事務評論，14（1），
1-23 

32 紀俊臣 101 
垂直府際關係之新建構：政府組改與

六都成立後組織生態分析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33 紀俊臣 101 
首都圈的政經發展與行政區劃分

析：臺北與北京之首都圈永續發展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34 紀俊臣 101 
中央政府分地設置的法理與地理思

維：以國會與內閣分區設置之分析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35 紀俊臣 101 
跨域治理與區域發展：六都下的國土

空間設計與運作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36 紀俊臣 101 
地方治理與公平政義：財劃法與公債

法修正案之研究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37 紀俊臣 101 首都圈行政區劃架構設計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38 紀俊臣 101 
政府組織改造與行政效能提昇：真的

還是假的？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39 孫本初 101 高階主管的考績評核：以能力為基準 
公務人員月刊，197，
18-25 

40 陳秋政 101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合作關係

與良善治理 
研習論壇，148，38-44 

41 陳秋政 101 
應以政策前瞻與政策對話建構高階

主管特別管理制度 
公務人員月刊，197，2-4 

42 陳秋政 101 
Reinventing Strategies of Oral 
Examination in Taiwan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42(2) 
(SSCI) 

43 
陳敦源 
包柏瑞 
林俞君 

101 
公部門在職訓練的另類思維：公務師

徒制的理論與實務 
人事月刊，334，9-27 

44 
廖洲棚 
陳敦源 
廖興中 

101 
揭開地方文官回應民意的「秘箱」：

臺灣六都 1999 熱線的質化分析 
文官制度季刊，5（1），
49-84 

45 
陳敦源 
蕭乃沂 
蘇偉業 

101 
從消極規避到積極應用：資訊公開法

下建構「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的芻

議 

文官制度季刊，4（4），
35-59 

46 陳敦源 101 
應用影視產品推動公務倫理教學：理

論與實務 
研習論壇，142，1-12 

47 

楊東謀 
羅晉 
王慧茹 
項靖 

101 國際政府數據開放實施現況初探 
電子政務，126，16-25
（CSSCI） 

javascript:%20show_joul_info(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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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楊東謀 
羅晉 
王慧茹 
項靖 

101 
政府開放數據與信息增值:臺灣的經

驗與啟示 
圖書情報工作，57(10)，
63-69（CSSCI） 

49 
廖興中 
呂佩安 

101 
臺灣縣市政府貪腐現象之空間自相

關分析 
台灣民主季刊，10（2），
39-72 (TSSCI) 

50 廖興中 101 
台灣小兒科醫療資源空間可接近性

分析 
公共行政學報，44，1-39 
(TSSCI) 

51 廖興中 101 
揭開地方政府回應民眾的秘箱：台灣

六都 1999 專線的質化分析 
文官制度季刊，5（1），
49-84 

52 
廖洲棚 
詹中原 

101 
政策網路行銷之市場區隔研究：以臺

北市使用網路居民為例 
空大行政學報，25，
119-154 

53 詹中原 101 
政體與市場的跨域人事政策-公私人

才交流機制 
公務人員月刊，198，2-7 

54 
陳泉錫 
季原平 
詹中原 

101 
臺灣地區出監毒癮者接受美沙酮替

代療法 18 個月之再犯率追蹤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1
（5），485-497 

55 詹中原 101 
總待遇政策之理論、哲學與決策因子

-新加坡待遇改制之參證 
公務人員月刊，195，2-7 

56 魯俊孟 101 公部門品牌行銷基礎概念分析 研習論壇，15，1-7 

57 
陳文學 
羅清俊 

101 
影響台灣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

素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4(3)，367-397（TSSCI） 

58 黃信達 101 
2010 年台中市長選舉中泛藍選 
票流失之分析（張傳賢、黃信達 
共同發表） 

臺灣民主季刊，10（1），
1-53（TSSCI） 

59 孫同文 101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1998-2008 

Public Administration, 
91:2:261-280(SSCI) 

60 孫同文 101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of Taiwan’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78:2:305-327(SSCI) 

102 學年度授課教師期刊論文 
61 宋興洲 102 個案教學法芻議 文官培訓季刊，3，5-11 

62 
項靖 

楊觀耀 
102 

電子政務的未來－以民生為中心的

服務 

電子政務，(133)，頁

34-42 

63 
楊東謀 
羅晉 
王慧茹 

102 
政府開放資料的策略與挑戰：使用者

觀點的分析。 
電子商務研究 12（3），
2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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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靖 

64 劉志宏 102 
What Drives Performance Budgeting 
to Perform? A Survey Examination in 
Taiw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2 (2): 58-72 

65 宋興洲 102 美「中」在 APEC 的互動與前瞻 
亞太和平月刊，5(10)，
7-8 

66 
邱志淳 
呂佩安 

102 
從倫理守護到價值創造-論公務人員

的職業、專業與志業 
國家菁英，9（4），
133-153 

67 
呂佩安 
邱志淳 

102 
君子儒乎？小人儒乎？--論現代文

官的倫理修持 
中國行政評論，19（3），
1-22 (TSSCI) 

68 
林文謙 
傅恆德 

102 
世界政治中的失敗國家：概念、發展

路徑及重建策略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8
（1），57-78 

69 
葉嘉楠 
簡良哲 

102 
里幹事執行社會救助政策之研究-以
基隆市為例 

中華行政學報，13，
137-166 

70 
顧慕晴 
林彰聰 

102 
我國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

練課程加強「專業倫理」內涵之探討 
國家菁英，9（3），59-73 

71 顧慕晴 102 
資訊與皇權之強化-以明、清通政使

司的興衰為例 
中國行政評論，19（3），
91-114(TSSCI) 

72 王光旭 102 

Policy Network Mapping of the 
Universal Healthcare Reform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6(3),313-334 

73 
王光旭 
陳敦源 

102 
跨域治理下的政策執行：對政策網絡

與理性選擇比較與整合的方法論評

估 
民主與治理，1(2)，1-34 

74 王光旭 102 
網絡研究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反思與

前瞻：期刊文獻的回顧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3，132-139 

75 
王光旭 
熊瑞梅 

102 
運用網絡分析探討政策掮客在政策

過程中的角色：以解嚴前後臺中市都

市發展為分析案例 

調查研究，31，31-88 
(TSSCI) 

76 
王光旭 
熊瑞梅 

102 
解嚴前後臺灣都市政治的再檢視

(1986~1992)：網絡觀點下的臺中市

都市發展 

都市與計劃，41（1），
1-41 

77 王光旭 102 

Policy Network Mapping of the 
Universal Healthcare Reform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6(3),313-334 

78 王光旭 102 
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政策權力途徑

上應用之初探：以全民健保的重要政

行政暨政策學報，57，
37-90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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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事件為例 

79 
李宗勳 
王文君 

102 
災後重建的責任與風險之治理與分

擔 
中國行政評論，20（2），
1-30(TSSCI) 

80 李宗勳 102 
災害治理的哲學觀與方法論：以復原

重建階段為例 
復旦公共行政評論，

10，101-123(CSSCI) 

81 
李宗勳 
王文君 

102 
從「保護」到「促進」的災後重建中

政府角色之研究 
警政論叢，13，63-96 

82 

謝銘洋 
林春榮 
尤伯祥 
李惠宗等 

102 
公民不服從(抵抗權)的啟動及界限-
解析 318 進駐國會議場事件研討會

紀 

台灣法學雜誌，248，
68-100 

83 李惠宗 102 課綱微調案平議 
月旦法學教室，140，
57-67 

84 李惠宗 102 從憲政體制看「九月政爭」 
月旦法學教室，139，
61-73 

85 

謝銘洋 
林春榮 
尤伯祥 
李惠宗等 

102 
公民不服從(抵抗權)的啟動及界限-
解析 318 進駐國會議場事件研討會

紀 

台灣法學雜誌，247，
123-140 

86 李惠宗 102 
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制度的商榷-從訴

訟權的有效保障檢討訴訟不停止執

行的立法適當性 

台灣法學雜誌，246，
76-113 

87 

李惠宗 
林昱梅 
徐育安 
許達等 

102 
「毒澱粉不是澱粉！」座談會會議綜

述 
月旦法學，233，275-294 

88 

李惠宗 
李念組 
陳志龍 
鄧衍森等 

102 

追繳公法上不法利得之當事人適格

性-評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75 號判決及行政院訴願會有關追

繳不法利得之決定 

法令月刊，6（11），1-21 

89 

王服清 
廖清福 
吳明孝 
李惠宗等 

102 
後六都時期地方自治發展之困境與

願景研討會會議綜述 
月旦法學，220，155-176 

90 
李翠萍 
潘敬恆 

102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Diffusion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among 
Township Libraries in Taichung Ci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7(2), 15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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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林淑馨 102 
第二波民營化：日本新公共服務供給

方式之析探 
空大行政學報，26，
35-52 

92 林淑馨 102 
台灣社會企業的現況與困境：以公益

創投型社會企業為例 
社區發展季刊，143，
68-77 

93 紀俊臣 102 台灣研考制度的由來與設計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94 紀俊臣 102 
中央對直轄市發展地方特色之輔導

角色與功能規劃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95 紀俊臣 102 
區域發展與治理：臺灣地方發展策略

選擇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96 紀俊臣 102 
六都邁向都市國家的途徑與策略選

擇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97 紀俊臣 102 
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理性之互動關係

建構與均衡治理設計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98 紀俊臣 102 
區域經濟合作與兩岸政經發展：馬祖

觀光博弈的試驗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99 紀俊臣 102 
離島觀光博奕與離島產業發展：馬祖

與國際接軌環境之塑造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100 
孫本初 
劉奕宏 

102 
回流教育在公務體系建立與運用之

探析 
人事行政，185，51-70 

101 
孫本初 
劉奕宏 

102 
領導與團隊管理的發展-新的管理藝

術與思維 
研習論壇，152，30-41 

102 
陳敦源 
呂季蓉 
孫玟秀 

102 
是誰告訴人民政府表現如何？ 政府

績效、公共資訊、與外電新聞的守門

人之研究 

文官制度季刊，6（1），
1-53 

103 
蔡秀涓 
陳敦源 

102 
實踐公務員倫理法制的範圍與方

法：國際趨勢與臺灣現況 
文官制度季刊，5（4），
1-48 

104 陳敦源 102 
倫理只是口號嗎？論公務倫理守則

的執行管理 
研習論壇，154，1-14 

105 
項靖 
楊觀耀 

102 
電子政務的未來-以民生為中心的服

務 
電子政務，133，34-42
（CSSCI） 

106 

邱琦 
張麗卿 
吳志正 
蔡偉逸 
蔡振修 
黃啟禎等 

102 
醫療訴訟類型化研究-從臺中地院試

辦醫療諮詢制度談起 
臺灣法學雜誌，243，
129-137 

107 廖興中 102 
全球貪腐傳染之空間分析：以世界銀

行貪腐控制指數為例 
公共行政學報，46，1-28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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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廖興中 102 
臺灣基層醫療缺乏區域界定之初

探：整合空間與非空間因素的分析 
行政暨政策學報，58，
121-152(TSSCI) 

109 廖興中 102 
應用空間可接近性分析於台灣婦產

科醫療資源的評估 
民主與治理，1(2)，
83-118 

110 廖興中 102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 GIS 
pilot study of Taichung’s district 
Bookstart programm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7(2), 169-178 

111 魯俊孟 102 
公部門應用個案教學法可能之績效

與障礙分析 
文官培訓季刊，3，12-18 

112 林啟超 102 
國小學童數學課室目標結構、家庭教

養方式、學習投入與學業成就之關係

（李秋娟、林啟超、謝智玲共同著作） 
東海教育評論，10，1-30 

113 

Hsin-Chung 
Liao, 
Mei-Chiang 
Shih 

102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 GIS 
pilot study of Taichung’s district 
Bookstart program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7(2),169-178 

114 

Milan 
Tung-Wen 
Sun, 
Mei-Chiang 
Shih 等 

102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6(5),361-3
74 (TSSCI) 

115 張峻豪 102 
Cohabitation in Semi-Presidential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s, 3(2), 
31-43 

116 張峻豪 102 香港區議會與社區發展之研究 
東吳政治學報，32（1），

53-79（TSSCI） 

117 張峻豪 102 
兩岸社區發展與社區交流之研

析  

展望與探索，12（1），
47-71 

118 孫同文 102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6:5:361-374 

119 

張秦瑞 
孫同文 
郭瑞坤 
沈逸晴 

102 
地方觀光發展協力治理機制之研

究：以南投縣觀光發展為例 
觀光休閒學報，19(2)， 
頁 105-128(TSSCI) 

120 柯義龍 102 新公共管理的課責倫理及其問題 
中國行政評論，19(3)，
頁 23-46 

103 學年度授課教師期刊論文 
121 李惠宗 103 從憲政體制看「九月政爭」 月旦法學教室，(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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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1-73 。 

122 李惠宗 103 課綱微調案平議 
月旦法學教室，(140)，
頁 57-67。 

123 李惠宗 103 
「公民不服從」(抵抗權 )的啟動

及界限 --解析 318 進駐國會議場

事件研討會紀錄  

臺灣法學雜誌， 
(246)，頁 76-113。 

124 李惠宗 103 
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制度的商榷

--從訴訟權的有效保障檢討訴

訟不停止執行的立法適當性  

臺灣法學雜誌， 
(248)，頁 68-100。 

125 李惠宗 103 
「土地徵收之實體與程序正義

座談會」會議綜述  
月旦法學教室，(229)，
頁 260-286。 

126 李惠宗 103 
不實登錄，該當何罪？ --地政士

未為實價登錄處罰合憲性之探

討  

臺灣法學雜誌， 
(252)，頁 121-132。 

127 李惠宗 103 
稅法上的推定、擬制與處罰 --

太極門課稅案件的評述  

法令月刊，65(10)，頁

9-31 
128 李宗勳 103 以復原力活化公共服務 T&D飛訊，196,1-22。 

129 李宗勳 103 
災後復原重建的分配正義及其困境

─風險與分擔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51)：頁 1-23 

130 李宗勳 103 
災後重建的責任與風險之治理與分

擔 

中國行政評論，20(2)，

頁 1-30。 

131 李翠萍 103 「褐地重建正義解析」 台灣政治學刊 

132 傅恒德 103 
民主化的社會經濟基礎：公民抗爭運

動的跨國實證研究 

國家發展研究，14(1)，

頁 1-32。 

133 王光旭 103 
青年學子參與社區營造之研究：以臺

南市土溝村為例（王光旭、鍾瑞萱共

同發表）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

究學刊，4（2），45-93 

134 任冀平 103 司法審查存立的制度性基礎 全球政治評論 

135 張峻豪 103 
行政權運作與地方治理：台灣與

羅馬尼亞的能源案例分析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

科學期刊（THCI Core） 

136 孫同文 103 
Policy diffusion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7:2:179-190 

137 孫同文 103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 (1990-2010)”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4:2:187–202.(SSCI) 

138 陳秋政 103 
兩岸NGO協力之發展趨勢與分析

架構初探 
中國大陸研究季刊，

58(1)，頁 1-28。 (TSSCI)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6%B3%95%E5%AD%B8%E9%9B%9C%E8%AA%8C$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6%B3%95%E5%AD%B8%E9%9B%9C%E8%AA%8C$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6%B3%95%E5%AD%B8%E9%9B%9C%E8%A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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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顧慕晴 103 
清代州縣官刑政事務倫理守則之研

究 
文官制度季刊 7(1)，頁

1-33 

140 紀俊臣 103 
2014 年地方選舉後臺灣島內外的區

域治理：發展兩岸自由貿易區的思維

架構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12)，頁 27-51。 

141 紀俊臣 103 
中臺灣核心都市與區域發展的關係

建構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11)，頁 10-39。 

142 紀俊臣 103 
臺灣向前走：政府、政黨與媒體的角

色扮演是關鍵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9)，頁 44-53。 

143 紀俊臣 103 
城市居民自治的實現形式：臺灣經驗

的檢視與策進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8)，頁 43-59。 

144 紀俊臣 103 
中央政府組改與地方行政機關對口

單位之調整與改造取向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6)，頁 4-21。 

145 紀俊臣 103 
臺灣原住民族自治區的制度設計：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的制度評析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5)，頁 27-44。 

146 紀俊臣 103 
離島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之立法

分析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4)，頁 4-26。 

147 紀俊臣 103 臺灣研考制度的由來與設計 
中國地方自治月刊，

67(1)，頁 4-26。 

148 廖培賢 103 
消費跨時替代效果、總體經濟政策宣

告與股價的動態調整 

經濟與管理論叢，

11(2)，頁 163-198。 

149 李翠萍 103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Diffusion of the 
Bookstart Programme among 
Township Libraries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DocID=a0000015-201411-201501140013-201501140013-10-3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DocID=a0000015-201411-201501140013-201501140013-10-39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DocID=a0000015-201406-201408270006-201408270006-4-2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DocID=a0000015-201406-201408270006-20140827000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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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研討會論文著作一覽表（101-103 年度） 

編

號 
作者 年度 篇名 研討會主題 主辦單位 

1 宋興洲 101 
如何吃的健康：個人經

驗談 
養民經濟與食品安全

新聞學術研討會 
明新科技大學 

2 宋興洲 101 
湄公河區域之跨國性

合作：整合或競爭？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研討會 
佛光大學社會科

學暨管理學院 

3 宋興洲 101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

中台灣的角色與對兩

岸關係發展之影響評

估 

務實推進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學術研討會 
上海市公共關係

研究院 

4 宋興洲 101 

China'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Mekong River's 
riparian states 

Variegated Drago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Civilis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Research 
Fund and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5 宋興洲 101 

東亞政經情勢與兩岸

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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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正大學 

6 宋興洲 101 
貧窮與不平等：古典自

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

義的比較與因應 

均富的理論與傳播學

術研討會 

明新科技大學 

7 宋興洲 101 

東南亞非傳統安全的

挑戰與回應：安全化理

論的觀點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

會 2012 年會暨全球

變遷與興起中的國際

秩序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 

8 
莊文忠 
洪永泰

陳俊明 
101 

廉政治理與政府廉政

指標的建構：國際化與

本土化的接軌 

兩岸公共管理論壇：廉

能政府治理學術研討

會 

世新大學管理學

院 

9 
廖興中 
陳俊明 
余致力 

101 

Public Performance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 Evidence-Based 
Study of Police Service 
in Taiwan 

公共績效與管理評論

特刊論壇─今日台灣公

共績效與管理變革與

挑戰 

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 

10 
傅恆德 
林文謙 101 

全球環境治理的連結

問題 
 

兩岸地方治理研討會 
天津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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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傅恆德 101 

地方基層自治組織的

功能與侷限：都市垃圾

焚化廠回饋金的分配

與使用 

參與式治理學術研討

會 

北京清華大學 

12 
廖培賢

倪峻展 101 
資產替代性、股票市場

衝擊與體制崩潰 
2013 海峽兩岸經營創

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

討會 

東海大學管理學

院 

13 廖培賢 101 
最適物價目標區的決

定─即期匯率與股價

雙預期變數的考量 

2013 海峽兩岸經營創

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

討會 

東海大學管理學

院 

14 

Wang, 
Guang-
Xu ,Ray
-May 
Hsung 

101 

Using Network 
Analysis for 
Researching Brokerage 
Roles and Its Impacts 
in Policy Processes: 
The Case of Taichung 
City's Development 
Policy Domain in 
1990s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fer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5 

Wang, 
Guang-
Xu 

101 Exploring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ffectiveness: 
Universal Healthcare 
Cost Containment in 
Taiwan 

10th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Annual 
Confer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6 王光旭 101 

社會網絡對公私協力

效能的影響：以台灣健

保費用控制的運作機

制為例 

第九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研討會-「以人為

本」的公共治理 

國立政治大學政

治學系 

17 王光旭 101 

網絡研究在公共行政

領域中的範圍與方

法：SSCI 期刊論文的

探索性分析 

2013 年台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TASPAA）國際學

術研討會「續階：對臺

灣公共行政之檢討與

展望」 

國立暨南大學公

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 

18 
王光旭 
陳筠芳 

101 
老人福利服務輸送的

有效夥伴關係？台南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

年會暨重新定位的年

台灣政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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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的初步調查與反思 
代：伸張正義、能源發

展、與國際趨勢研討會 

19 
孫同文 
史美強

陳文學 
101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Research 
Project: 2008-2011 

the Workshop for 
Special Issue on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view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e 
University 

20 
孫同文

林玉雯 
101 

台灣小城市的未來發

展：以省轄市為例 

第三屆「中國城市管理

高峰論壇暨「變遷中的

中國城市與城市管理」 

廣州中山大學中

國公共管理研究

中心、城市治理與

城市發展研究

所、廣州中山大學

政治與公共事務

管理學院、復旦大

學國際政治與公

共事務管理學院

主辦 

21 
孫同文

林玉雯 
101 

美國都會治理發展研

究 

第五屆「地方自治與民

主發展：都會治理與基

層民主」 

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彰化縣政府主

辦 

22 孫同文 101 

A Study of 
Bureaupathologies in 
Taiwan: What are 
Cured by the NPM 
Reform Initiatives?  

the 28th Annual ISSSS 
Q methodology 
Conference 

Sheraton Station 
Square Hotel, 

Pittsburgh 

23 孫同文 101 
地方制度法實施之

後，台灣府際關係的發

展與演變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

戰：台灣經驗 
台灣民主基金會 

24 
Wang, 
Guang-
Xu 

101 

Effecti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ntracting-out 
Community Care for 
the Elder People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Towards 
Social Equity and 
Cohesion in Asi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5 王光旭 101 青年學子參與社區營 2012 年中國政治學會 東吳大學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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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瑞萱 造之研究–以台南市土

溝村為例 
年會暨劇變中的危機

與轉機：全球治理的發

展與困境研討會 

系、中國政治學會 

26 王光旭 101 

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

政策權力途徑上的應

用：以我國全民健保的

永續治理為例

（1998-2012） 

第十一屆公共事務研

討會暨第八屆公共事

務與公共行政青年論

壇學術研討會 

佛光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 

27 李宗勳 101 

Disaster Rescue and 
Rehabilitation System: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in Taiwan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s 
74 th Annual 
Conference 

ASPA 

28 李宗勳 101 

黑暗時代的災害治理

之哲學與方法論-我國

與日本災後復原重建

之比較 

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

論與實踐研討會 
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 

29 李宗勳 101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System: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Japan  

第 33 屆中韓學者會議

－危機管理的理論與

實踐：中韓兩國的經驗 
政治大學 

30 李宗勳 101 
災後復原重建中政府

角色與風險分擔之研

究 

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

論與實踐研討會 
警察大行政管理

系 

31 李翠萍 101 褐地治理的政治衝突 
2013 第五屆公共治理-
城市治理議題論壇學

術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國

家政策與公共事

務研究所 

32 
Tsuey-P
ing Lee 

101 

Can Public 
Participation Improv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 
Examination of 
Brownfield 
Management in Taiwan 

Forum on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forms 
and Challenges in 
Today's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3 
Tsuey-P
ing Lee 

101 

How Policy Analysis 
Works in the 
Legislative Body: An 
Examin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2013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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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Act in 
Taiwan 

34 張峻豪 101 
香港區議會與社區發

展之研究 
第九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政治系 

35 張峻豪 101 
兩岸社區發展與社區

交流 
兩岸地方治理學術研

討會 
南開大學周恩來

政府管理學院 

36 張峻豪 101 
基層兩岸關係：社區交

流的實施現況與建言 
兩岸關係研討會 

國台辦與海研中

心 

37 
廖達琪 
沈有忠 
張峻豪 

101 
憲政體制研究的十年

回顧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

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

學研究所 

38 張峻豪 101 

半總統制的跨國比

較：台灣、法國、羅馬

尼亞的中央地方關係

與半總統制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 

39 
謝駿 
張峻豪 

101 
中華民國政府對原住

民族政策發展之歷史

脈絡：路徑依賴的觀點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40 張峻豪 101 

A Study on the 
Subtypes of 
Cohabitation in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ho 
governs in the Americas 
and in Europe?” 

University of 
Poitiers 
(MIMMOC) 

41 陳秋政 101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NGOs in 
China: 
Administration-domina
ted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RNOVA 2012 Annual 
Conference 

ARNOVA 

42 
陳敦源 
林靜玟 

101 

組織成員變革認知對

工作涉入及組織績效

影響之研究--以我國

行政院組織改造為個

案 

2012 年台灣政治學

會：重新定位的年代：

伸張正義、能源發展、

與國際趨勢研討會 

國立師範大學政

治學系 

43 
陳敦源 
蔡秀涓 

101 
實踐公務員倫理法制

的範圍與方法：國際潮

公義社會與廉能政府

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高雄大學法政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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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台灣現況 

44 

陳敦源 
李仲彬 
洪美仁

簡鈺珒 

101 

民眾相對觀感與地方

政府施政績效：參照架

構、政黨認同、與施政

滿意度 

公共績效治理：國際學

術前沿與全球實踐經

驗高端研討會 

蘭州大學管理學

院、蘭州大學中國

地方政府績效評

價中心 

45 
陳敦源 
羅凱凌 

101 
委員會治理：台灣全民

健康保險決策參與的

理論與實務 

兩岸參與式治理比較

學術對話會研討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與北京清華大學

政治系 

46 
陳敦源

張智凱 
101 

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

定位與理論趨勢：以

TASPAA 年會論文

(2003-2012)為例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

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

研究所 

47 廖興中 101 

台灣基礎醫療缺乏區

域界定之初探： 整合

空間與非空間因素的

分析 

第九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政治系 

48 
廖興中

廖洲棚

陳敦源 
101 

應用於整體民意匯集

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 
1999 違規停車案件為

例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

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暨南大學公

共行政系 

49 廖興中 101 
全球貪腐傳染分析：以

全球貪腐控制指數為

例 

兩岸公共管理論壇：廉

能政府治理 
世新大學 

50 廖興中 101 
透析服務之空間可近

性分析：以進階式兩階

段流動搜尋法為例 

2013 年臺灣人口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 

51 
廖洲棚

陳敦源

廖興中 
101 

揭開地方政府回應民

眾的秘箱：台灣六都

1999 專線的質化分析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重新定位的年代：伸

張正義、能源發展、與

國際趨勢」學術研討會 

師大政治學研究

所 

52 廖興中 101 
台灣婦產科醫療資源

之空間可接近性分析 
2012 年第 2 屆建構公

民社會：治理的公共價

值國際學術研討會 

空中大學公共行

政系 

53 劉志宏 101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with 
PLS-SEM Modeling 

8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WEAI)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W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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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吳若予 101 

白色恐怖與現代國家

的生成-以 1950年代初

期臺灣為例 

2013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

討會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55 史美強 101 
地方治理理論之發展

趨勢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

戰工作坊 
地方治理理論之

發展趨勢 

56 林啟超 101 

教師、父母心理支持對

高職生動機類型與學

業投入之關係研究（林

啟超、謝智玲、林啟賢

共同著作） 

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會 亞洲大學 

57 林啟超 101 

幼兒園教師知覺園長

領導風格、心理需求與

工作滿意度之研究-以
台中市私立幼兒園為

例（陳瑩如、林啟超共

同著作） 

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會 亞洲大學 

58 林啟超 101 

家庭教育資本、學習策

略與學童學習成就之

關係-以台灣學生學習

成就評量資料庫為例

（陳莞茹、林啟超共同

著作） 

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會 亞洲大學 

59 林啟超 101 

幼兒園教師幸福感與

教學效能之關係-以新

竹市為例（張家捷、林

啟超共同著作） 

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會 亞洲大學 

60 林啟超 101 

高中英文課室心理支

持、心理需求與自我調

整學習之關係研究（廖

秋美、林啟超共同著

作） 

第六屆教育專業學術

研討會 
東海大學 

61 
林啟超 
徐匡賢 

101 

國中技藝生社會自主

支持、心理需求與動機

調節類型關係之研

究：以台中市為例 

第六屆教育專業學術

研討會 
東海大學 

62 林啟超 102 
高職學生教師心理支

持、學業情緒、自主動

機與學習行為之關係

第 52 屆台灣心理學會 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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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林啟超、謝智

玲、林啟賢共同著作） 

63 林啟超 102 

餐旅技藝生社會自主

支持、心理需求與動機

調節類型之關係（徐匡

賢、林啟超共同著作） 

第 52 屆台灣心理學會 政治大學 

64 林啟超 102 

The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Lin, C. C., 
Hsieh, C. L., & Lin, C. 
H.）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Breckenridge,Color 
ado, U. S. A.  
 

65 宋興洲 102 
東亞區域合作：中國的

角色 
歐亞區域整合的新發

展學術研討會 
南華大學 

66 宋興洲 102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the 
Riparian States of the 
Mekong River. 

Variegated Drago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Civilis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Research 
Fund, and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67 
宋興洲 
李玫憲 

102 

中國大陸氣候治理政

策的發展與挑戰：從批

判性安全研究觀點分

析 

2013 年台灣政治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 

68 
傅恆德

林文謙 
102 

全球環境治理的連結

問題及解決途徑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 

69 傅恆德 102 
從經濟發展到永續發

展：發展理論的演進與

啟發 

第四屆海峽兩岸區域

發展論壇 

南京資訊工程大

學 

70 
廖培賢

洪偉盛 
102 

體制崩潰、投機程度對

現貨匯率與遠期匯率

變動走勢的影響-以商

品市場衝擊為例 

2014 國際經營創新 、
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

會 

東海大學管理院

與經濟學系 

71 
廖培賢

謝政佑 
102 

價格體制崩潰對金融

匯率動態走勢的影響-
中立干預政策雙元匯

率制度下的分析 

2014 國際經營創新 、
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

會 

東海大學管理院

與經濟學系 

72 王光旭 102 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 2014 年台灣公共行政 淡江大學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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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研究的應用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TASPAA）「政府治

理與公民行動」國際學

術研討會 

政學系 

73 

陳敦源

余致力

胡龍騰

王光旭 

102 

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

的發展軌跡：流變、價

值、方法、與議題的回

顧與展望 

2013 年中國政治學會

年會暨全球政經情勢

的變與不變：國家 vs
社會/環境 vs發展/分配

vs 正義國際學術研討

會 

國立中興大學國

家政策與公共事

務研究所 

74 王光旭 102 

面對爭議性政策中角

色衝突的挑戰與掙

扎：以文官對美牛有條

件開放政策的觀感為

初探案例 

2013 年第三屆建構公

民社會：倫理、效能與

善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空中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 

75 
王光旭

陳筠芳 
102 

社區據點服務輸送滿

意度、影響因素及其對

年度評鑑結果影響之

研究：以服務使用者的

角度檢視 

2013 年華人社會福利

政策國際會議 

國立台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社會政

策研究中心、香港

中文大學-南開大

學社會政策聯合

研究中心 

76 李翠萍 102 
民眾參與的美麗與哀

愁-我國汙染區整治的

檢視 

2013 中國政治學年會

暨「全球政經局勢的變

與不變：國家 vs 社會/
環境 vs 發展/分配 vs
正義」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國

家政策與公共事

務研究所 

77 李翠萍 102 
褐地重建正義－環境

正義概念的延伸 
2013 第三屆建構公民

社會：倫理、效能與善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空中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 

78 林淑馨 102 
日本推動民間融資提

案(PFI)制度之經驗與

啟示 

「公私協力與行政合

作法制」2014 年度期中

學術研討會 
台灣行政法學會 

79 紀俊臣 102 
共同締造、探索居民自

治有效實現形式 
社區發展 

華中師範大學人

文社會科學高等

研究院 

80 紀俊臣 102 
六都時代地方治理學

術研討會 
地方治理 

中國地方自治學

會 

81 廖興中 102 
全球電子化政府發展

與政策擴散相關因素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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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空間異質性的探

索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82 

廖洲棚

蕭乃沂

廖興中

陳敦源 

102 

政府如何感知與回應

民意？以中央政府新

聞聯絡人的調查研究

為例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83 
許雲翔

廖興中 
102 

工作可近性、福利使用

與就業穩定：就業政策

的整合性評估初探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84 廖興中 102 

閱讀起步走之政策擴

散分析：空間群聚性的

探索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85 

莊文忠

洪綾君

廖興中

劉育津

林德芳

徐明莉 

102 

政府資料探勘的價值

與挑戰：臺北市長期發

展網領的經驗學習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86 廖興中 102 

地理資訊系統在公共

行政研究的應用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政府治理與

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

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系 

87 

廖興中

林昭吟

劉宜君

陳敦源 

102 

結合可能服務距離之

照顧管理人力推估 
2014 台灣社會福利學

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

討會 

中正大學社會福

利學系 

88 廖興中 102 

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

線違規停車陳情個案

之空間資料探勘：以地

理加權迴歸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2013 年中國政治學會

年會暨「全球政經局勢

的變與不變：國家 vs
社會/ 環境 vs 發展/分
配 vs 正義」國際學術

研討會 

中興大學國家政

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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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R)為例 

89 廖興中 102 
全球各國貪腐相關因

素分析：以地理加權迴

歸為分析工具 

2013 兩岸學者論壇：政

府治理與公民社會發

展學術研討會 

世新大學管理學

院 

90 廖興中 102 

全球電子治理發展之

空間擴散初探： 以區

域空間自相關為分析

方法 

2013 年「第 3 屆建構公

民社會：倫理、效能與

善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空中大學公共行

政系 

91 劉志宏 102 
房地產價格與生育行

為之相關性研究：台灣

實證資料之檢視 

經濟轉型與公共管理

模式之變遷學術研討

會 

中國政法大學 

92 劉志宏 102 
財政透明與公共課

責：跨國資料之檢視 
首屆兩岸三地公共治

理學術論壇 
上海復旦大學 

93 顧慕晴 102 

人民陳情制度之探

討—以監察陳情制

度為例(顧慕晴、汪林

玲共同發表) 

公共政策、公共事務

與永續發展:國立台

北大學建校 65 週年

公共事務學院系列活

動暨慶祝張世賢教授

七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國立台北大學公

共行政暨政策學

系 

94 顧慕晴 102 
雙重權威結構下台

灣廉政組織之研究 
第十届两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天津南開大學 

95 顧慕晴 102 
清代州縣官刑政事

務倫理守則之研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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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 

96 黃信達 102 
台灣選舉中地方派系 
獲取選票支持原因：台 
中市個案研究 

兩岸經濟轉型與地方

治理研討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與山西大學政治

與公共管理學

院、北京清華大學

政治學系 

97 黃信達 102 
臺中市選民投票選擇 
中的地方派系因素分 
析 

2014 縣市合併改制暨

兩岸都會治理學術研

討會 

東海大學政治系

與天津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

學院 

98 張峻豪 102 

地方權力或地方能 
力？從共同治理談 
台灣的能源開發案 
例天津 

第十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南開大學周恩來

政府管理學院 

99 張峻豪 102 民進黨兩岸政策的 第六屆兩岸青年學者 全國台灣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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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依賴與機制 論壇 

100 張峻豪 102 
中央地方關係與憲政 
運作：再探法國半總統 
制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中山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101 宋興洲 103 
大陸南海策略與兩岸

合作的可能性 
甲午戰爭反思暨兩岸

海洋合作學術研討會 

上海台灣研究

所、上海市台灣研

究會、《台海研究》

雜誌、華東師範大

學兩岸交流與區

域發展研究所、上

海交通大學環太

研究中心、日本研

究中心合辦 

102 傅恒德 103 

The Linkag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ward 
good governance of 
warming control 

the 23rd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IPSA, July 19-24, 
2014,Montreal, 
Canada. 

103 王光旭 103 

社區據點服務輸送品

質與成功老化間關係

之初探：以對社區關懷

照顧據點的政策認知

為干擾變數 

2014 年臺灣政治學會

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

實踐的再思考：困境、

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

研討會 

臺灣政治學會 

104 王光旭 103 
社會網絡與政策認知

對社區照顧滿意度影

響之探討 

第十屆社會網及關係

管理研究年會暨創新

創業國際研討會 

中國社會學會社

會網與社會資本

研究專業委員會 

105 王光旭 103 
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

行政研究的應用〉 

2014 年臺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TASPAA）「政府治

理與公民行動」國際學

術研討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主辦 

106 
王光旭 

許惠鈞 
103 

台灣社區通網站平台

使用成效影響因素之

研究：科技接受模型的

觀點 

2015 台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國際學術

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公

共事務研究所主

辦 

107 王光旭 103 

Exploring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Co-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uanxi 
for Guanxi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81 
 

Effectiveness: Universal 
Healthcare Cost 
Containment in Taiwan 

108 顧慕晴 103 
清聖祖官僚操守思

想之研究 
第三屆中國政治思想

史論壇 
北京政法大學 

109 顧慕晴 103 
雙重權威結構下台灣

廉政組織之研究 
第十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天津：南開大學， 

110 
顧慕晴

汪林玲 
103 

「人民陳情制度之探

討—以監察陳情制度

為例」 

公共政策、公共事務與

永續發展:國立台北大

學建校 65 週年公共事

務學院系列活動暨慶

祝張世賢教授七十華

誕學術研討會 

國立台北大學 

111 林啟超 103 

Teachers’ psychologic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ehavior 
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enjoy and hope. 
（Lin, C. C., Hsieh, C. 
L., & Lin, C. H.）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duc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112 林啟超 103 

Mediational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adjustment in 
Taiwanese Children of 
new 
inhabitants.( Hsieh, C. 
L., & Lin, C. C) 
 

The Clut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duc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113 張峻豪 103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and 
Constitutional 
Operations in France 

V.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Baltic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114 紀俊臣 103 
謀共識、找出路、台灣

向前走 
2014 台灣競爭力高峰

會 
社團法人台灣競

爭力論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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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紀俊臣 103 城市區域治理 
2014 台灣城市區域國

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地方自治學

會 

116 紀俊臣 103 
北北基新區化與產業

聯盟之規劃與策略 

2014台灣地方治理新

策略焦點列座談會 

台灣地方民代公

益論壇 

117 紀俊臣 103 

臺灣原住民族自治區

的制度設計：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的制度評

析 

第十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 

天津-南開大學 

118 紀俊臣 103 
中央政府組改與地方

行政機關對口單位之

調整與改造取向 

2014 台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國際學術研

討會 

台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

合會-淡江大學主

辦 

119 李宗勳 103 
從公私網絡整合探討

社區治安防護之質性

研究 

中國政治學會 2014 年

會暨「國際政經劇變與

民主治理挑戰」國際學

術研討會 

中國政治學會 

120 李宗勳 103 
制度韌性與協力治理

--匹茲堡與內湖安全

治理的比較 

2015 兩岸學者論壇--

〈公民參與與公共政

策〉學術研討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121 李惠宗 103 

追償不法利得作為主

要行政罰的適法性與

適當性—以公平會處

罰民間電廠業者為例 

行政院 103年學術研討

會—「行政罰法上裁處

不法利得之理論與實

務」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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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國科會計畫一覽表(101-103 年度) 
編

號 
作者 年度 報告名稱 

1 傅恆德 101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中國政治學會) 

2 黃信達 101 
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1/4）
101-2420-H-004-034-MY4 

3 廖培賢 101 最適物價目標區的決定─即期匯率與股價雙預期變數的考量 

4 王光旭 101 
制度化福利混合經濟下的公私合夥、服務輸送與績效評估：台

南與台中都會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運作與成效 

5 林淑馨 101 
我國與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的現況、成果與課題：

以台北市和東京都為例 
6 張峻豪 101 共治的運作機制與路徑多樣性：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考察 

7 李翠萍 101 
褐地社區能力與重建政策效能之相關性研究--以我國污染整治

場址與污染控制場址為例（三年期計畫） 
8 羅清俊 101-103 縣市議員建議款的分配：台東縣的實證分析  

9 傅恆德 102 
全球環境治理實體間的連結與治理成效：以氣候暖化管制網絡

為例 
10 傅恆德 102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中國政治學會) 

11 林淑馨 102 
我國與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的現況、成果與課題：

以台北市和東京都為例 

12 宋興洲 102 
中國大陸氣候治理政策的發展與挑戰：從批判性安全研究觀點

分析 
13 張峻豪 102 共治類型與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經驗(I) 
14 羅清俊 101-103 縣市議員建議款的分配：台東縣的實證分析  

15 李惠宗 101-103 
我國憲法「概括基本權」的再發展－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激盪下的新發展 
16 林淑馨 103 我國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的理想與現實 
17 陳俊民 103 103 年度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案（共同主持人） 
18 陳敦源 103 103 年度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案（共同主持人） 
19 羅清俊 101-103 縣市議員建議款的分配：台東縣的實證分析  
20 羅清俊 103 分配政策的重分配效果 
21 林啟超 103 高職學生自主動機與正向學業情緒交互效果模式之研究 
22 張峻豪 103 共治類型與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經驗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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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其他計畫一覽表（101-103 年度） 
編

號 
作者 年度 報告名稱 

1 黃信達 101 
雪霸國家公園 101 年度「與國家公園有約－生態旅遊活動」滿

意度調查 

2 黃信達 101 
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1 年度「空氣品質感受暨空

氣污染改善滿意度」問卷調查 

3 黃信達 101 
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1/4）
101-2420-H-004-034-MY4 

4 李宗勳 101 
內政部消防署委託-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調整規劃及災

害救助與災後復原重建體制之研究 
5 李宗勳 101 民間社會網絡與防救災結合應用之研究 

6 李惠宗 101 
行政院科技部-我國憲法「概括基本權」的再發展－在「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激盪下

的新發展 
7 張峻豪 101 內政部-地方府會爭議類型與處理機制之研究（共同主持人） 
8 陳敦源 101 考試院-公部門陞遷制度之實證研究：以正義觀點為核心的檢視 

9 陳敦源 101 
101 年度「建構全民健康保險會組織任務中財務收支連動運作

機制之研究」 
10 陳敦源 101 101 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案（子計畫協同） 

11 劉志宏 101 
行政院研考會委辦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財政透明與公共課 
責之研究 

12 宋興洲 101 區域、國家與社區的永續發展:環境治理的政治分析 
13 陳秋政 101 各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制度彙編（$95,000）(計劃主持人) 
14 陳秋政 101 成都非政府組織發展與社區網絡之結構分析(計劃主持人) 

15 傅恆德 102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中國政治學會)- 科技

部 NSC102-2420-H-556-001 

16 傅恆德 102 
全球環境治理實體間的連結與治理成效：以氣候暖化管制網為

例(科技部 NSC 102-2410-H-029-038) 

17 傅恆德 102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102 學年度「發展優勢領域亮點教學」計

畫 

18 黃信達 102 
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2 年度「空氣品質感受暨空

氣污染改善滿意度」問卷調查 
19 李宗勳 102 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我國政府災後重建社會福利角色之研究 
20 李宗勳 102 司法院委託-102 年民眾對司法清廉度認知之研究 

21 張峻豪 102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講學計畫（行政院陸委會補助學

者赴大陸地區講學計畫）-台灣與香港的社區發展 
22 陳敦源 102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02 年度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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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協同主持） 

23 陳敦源 10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二代健保擴大民眾參與對給付效

益及行政效能之影響評估 

24 王光旭 102 
兩岸暨國際學人研究獎助計畫-兩岸社區營造模式的現況與發

展：初步調查 
25 紀俊臣 102 建立施政績效衡量機制與參考指標 

26 陳秋政 102-103 
高普考試錄取人員實施未占缺訓練可行方式之研究（$380,000）
(協同主持人) 

27 李宗勳 103 臺北市政府 103年清廉度民意調查 

28 李宗勳 103 臺北市政府 103年廉政委託研究案 

29 李宗勳 103 
我國政府災後重建社會福利角色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託研究 

30 傅恒德 103 
東海大學 103學年度-社科院「職涯展望。學用合一」創新課

程計畫 

 
表 3- 12 教師專業服務 

編號 教師 服務項目 

1 史美強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2 魯俊孟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3 李允傑 考試院高普考試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海基會顧問 

台灣菸酒公司公股董事 

台灣競爭力論壇常務理事兼政府預算組召集人 

中華領袖菁英交流協會榮譽理事長 

新北市青創會、嘉義市青創會榮譽理事長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陸委會補助)常務理事 
 

4 廖培賢 產業論壇、經濟與管理論叢、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經濟論文匿名審稿員 

5 李惠宗 台灣行政法學會監事、台灣法學會監事 

6 李宗勳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理事長 

7 羅清俊 行政暨政策學報主編 

8 陳俊明 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 

9 王光旭 中英文學術期刊與專書論文審查委員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講座 

10 廖興中 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 

 
  

http://economic.thu.edu.tw/people/writing_activity.php?Sn=18
http://economic.thu.edu.tw/people/writing_activity.php?Sn=17
http://economic.thu.edu.tw/people/writing_activity.php?Sn=16
http://economic.thu.edu.tw/people/writing_activity.php?S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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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 

    本專班兼任教師所開授的課程，均確實符合本專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對於教師的

研究領域是否符合開授課程之需要，本專班設有「教師評審委員會」舉行教師評鑑會議，職

掌課程的教師人選，委員會名單如表 3-12 所示，負責審查每一學期聘任教師的學經歷，並於

每一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如表 3-13），請參閱附件一。本專班依教育目標、公務部門與學

生需求等建構教師陣容與課程設計，配合班務評審委員會的運作機制，讓開設的課程均可依

教師專長妥善安排。 
    此外，本專班為充分瞭解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情形，配合學校執行教師教學評量。

根據每一學期的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調查結果（參考附件十三），作為教師續聘的參考指標，如

有未達 80 分者，起先由主任諮詢授課老師，瞭解其教學情況，並要求其提出改善教學品質之

方法；若連續兩次未達 80 分，則不予以續聘。以此機制來衡量教師授課內容是否達到本專班

設定之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 
   

表 3- 13 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名單 
年度 教師評審委員 服務單位 

101 

魯俊孟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傅恒德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 
宋興洲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任冀平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項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102 
~ 
103 

史美強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傅恒德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 
宋興洲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任冀平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項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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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4 教評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討論事項 
2012 年 04 月 27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1 學年第一學期兼任教師新、續聘案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1 學年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2013 年 04 月 30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2 學年第一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2013 年 09 月 23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兼任教師邱志淳老師升等改聘案 
2013 年 11 月 7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2 學年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兼

任教師李翠萍老師升等改聘案 
2013 年 11 月 27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兼任教師李長晏老師升等改聘案 
2014 年 04 月 09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3 學年第一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2014 年 11 月 21 日 教評會議 省政大樓會議室 103 學年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2015 年 04 月 30 日 教評會亦 通訊投票 104 學年第一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 
備註：請參閱附件五。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成效之情形 

    本專班教師於課程設計上採用多元化的教學、在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則是搭配多樣

化的成績評量方式。教師於學生選課前必須於資訊系統中上傳教學大綱（如附件十），充分說

明該課程所欲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教學目標與內容、課程要求、教學進度、評分標準與參

考書目等課程資訊。表 3-14 顯示本專班 101 至 103 學年課程大綱上網之比率乃係具備高比例

性。 
 

表 3- 15 課程大綱上網統計表 

學期 開課課程數量 
課程大綱上網 

數量 比例 

101-1 24 23 96% 
101-2 27 26 96% 
102-1 24 24 100% 
102-2 23 22 96% 
103-1 23 23 100% 
103-2 23 23 100% 

 
  教師除了選用主要參考書籍外，普遍多採用自編講義和資料為教學教材，提供學生教科

書以外的學習資源。上課時，利用教學環境的 e 化電腦設備進行簡報、多媒體影音教學，增

進學生對課堂內容的理解和學習動機，提升其學習興趣與吸收效果。其中，有 9 位教師以出

版專書作為授課科目的教材（如表 3-15 所示），其出版的專書與授課的課程間具有關聯性。

其餘大多數的教師，則以個人專業整理相關主題或議題討論的講義集，作為上課教材。由此

足見教師們的研究成果、自編講義和教學得以相互結合，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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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6 教師自編教學專書、講義 
教師 開課科目 自編專書/教材講義 

孫本初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公共管理/智勝出版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一品文化出版 

詹中原 
李宗勳 

危機管理專題 危機管理 36-矩陣式管理策略分析/華泰出版 
安全管理/智勝出版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新公共政策-史、哲學、全球化/華泰出版 
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理論、策略與經驗/智勝出版 

紀俊臣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地方政府與地方制度法/五南出版 
地方制度法專題 直轄市政策治理/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李長晏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民主都會治理：台灣個案研究/元照出版 
羅清俊 政策分析專題 公共政策新論/韋伯出版 
李惠宗 行政組織法專題 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 
林淑馨 第三部門與協力專題 日本非營利組織現況、制度與政府之互動/巨流出版 

日本型公私協力：理論與實務/巨流出版 
孫同文 府際關係專題 府際關係/元照出版 
歐信宏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講義集 
柯義龍 民主行政專題研究 民主行政專題講義集 
陳敦源 政策行銷專題 政策行銷專題講義集 

跨域治理專題 跨域治理專題講義集 
魯俊孟 政策執行專題 政策執行專題講義集 
王光旭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 組織網絡與治理專題講義集 

跨域治理專題 跨域治理專題講義集 
廖興中 廉政治理專題 廉政治理專題講義集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題講義集 
 
    教師於課程之教授方面採取多元化教學（如附件十、課程大綱所示）。除了講授內容之外，

亦包含 e 化教學法、個案教學法、活動式教學、實作成果學習等各種教學方式，以下分別說

明本專班教師使用多元教學的途徑： 
 
（一）e 化教學法 

因應數位媒體技術發展，為培育學生公共管理專業知識能力，教師大多採用自編講

義，輔以數位媒體影音教材作為教學輔助工具。講義的內容涵蓋多元，包括與課程相關

的新聞事件、短片、電影與記錄片等，透過與數位媒體結合，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本

專班使用 e 化教學法的專業課程，有行政程序法專題、政策行銷專題、文化創意產業政

策專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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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教學法 
為使學生具備公共政策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在許多課程上（如社區發展與

治理專題、績效管理專題、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政策執行專題等）多採用與課程相

關的國內外的公共政策案例為探討對象，培養學生思考、分析和表達能力，彙整如下表

3-16 所示。 
透過專業的課程訓練與教師授課內容，將理論和實務相結合。教師配合課程目標，

在授課內容中以個案、時事為分析探討的主題，從中帶領學生思考可茲運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進行政策分析和提出可能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 
 

表 3- 17 實務教學案例 

教師 科目 實務教學方式 學年度 

史美強 公共組織理論與設計專題 
個案討論： 
苗栗縣政府 
創新服務個案 

101-103 

紀俊臣 地方制度法專題 
地方自治制度專題 

學術交流： 
1.2012 直轄市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2013 地方自治新局的檢視與前瞻 

3.2014 台灣城市治理學術研討會 

101-103 

歐信宏 地方政府與政治專題 個案討論： 
1.美國、日本地方選舉  2.歐美地方政府組

織 

101 

李允傑 公共管理專題 個案討論： 
1.環保政策  2.勞工政策 

101 
102 

邱志淳 比較人事制度專題 個案討論：兩岸公務人員制度比較與分析 101-102 
郭耀昌 社會福利政策專題 個案討論： 

1.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2.老人福利服務 
3.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4.婦女福利服務 
5.非本國配偶等弱勢福利服務 

101-103 

宋興洲 比較各國地方政府專題  個案討論：歐盟成員國探討 101-102 

陳敦源 

政策行銷專題 
個案討論：全民健保行銷評估 
實務演示：DM 設計 

101 

跨域治理專題 

個案討論： 
1.社會服務傳送    2.外包與合約管理 
3.第三部門        4.府會聯絡 
5.中央與地方關係  6.危機與災難管理 
7.知識分享與領導  8.政策網絡管理 

101 

林文海 創意與藝術管理專題 機關參訪：國立台灣美術館 101 

陳秋政 社區發展與治理專題 
個案討論： 
1.日本關西岐阜縣古川町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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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西雅圖市鮭魚保護案例 
3.臺灣社區治理案例（南投桃米社區、宜

蘭珍珠社區、臺東鹿野鄉永安社區等） 
4.泰雅族鎮西堡部落案例 
5.德國弗萊堡市弗班區經驗分析 

詹中原 
李宗勳 

危機管理專題 

個案討論： 
1.自然災害          
2.科技（核子）意外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3.交通事故（高鐵及捷運等三鐵共構） 
4.社區之社會經濟若因調查案例分析 
 

101-102 

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專題 

個案討論： 
1.北歐安全社區營造個案 
2.美國社區安全營造個案 
3.亞洲社區安全營造個案 

101-102 

李翠萍 系統思考專題 

實務演示： 
啤酒遊戲、開寶高原模型、都市衰退模型 
個案討論： 
美國教育財政政策 

101-102 

吳若予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專題 
影片欣賞：夏日大作戰、機殼特工隊 102-103 

王光旭 跨域治理專題 

個案討論： 
公私協力：民營化與契約外包 
社會企業 
政治與行政：政務/事務關係 
政治與行政：部際與府際關係 

102-103 

張峻豪 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專題 
社區實務研討：彩虹眷村、汴頭社區、桃

米社區、高美濕地 
102-103 

李長晏 城市競爭力與治理專題 

個案討論： 
城市治理與文化創意產業 
活化城市產業經濟 
創造宜居環境 
建築社區生活、安全與福利 
八八水災 

101-103 

備註：請參閱附件十課程大綱的教學進度。 
 
（三）活動式教學 

    教師透過活動的引導或軟體輔助，提高學習成效。例如系統思考專題的啤酒遊戲、



91 
 

政策行銷專題的 DM 設計、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進行訪談預演、地理資訊系統

專題操作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等，使學生能學以致用，熟稔操作步驟、瞭解理論的內涵。 
 
（四）實作成果學習 

    實作學習是期望學生能更加靈活應用所學之公共管理知能和政策分析技術。專班多

數開設的課程會搭配實作學習法（如專題報告），藉以提升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分析和

判斷能力，並且提前奠定學生撰寫論文的基礎。 
    在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方面，為配合本專班課程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以多樣化指標進

行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以達公平、公開之原則。現有課程的評量方法不限於傳統的筆

試測驗，還包括分組口頭報告、個案討論、個人報告、專題製作等，多元的評量方式讓

學生能充分展現及評估自我學習成效，教師亦能了解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作為改進課

程教學輔導的依據，請參見附件十四、101 至 103 學年度課程培育核心能力與評量方式

乙欄表。 

    是以，本專班教師依據授課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將其所學專長融入課程、教

材於教學中，而專班則依據教育目標制定核心能力及進行課程規劃，確保學生的學習品

質。所有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度所開授課程之教師教學評量問卷檢測結果請參見附件十

三，數據顯示學生對於本專班開設的課程滿意度歷年平均達 90 分以上，符合 80 分之標

準，尚未有執行教師輔導個案的紀錄。如此顯示，教師所教授之課程不但能符合學生需

求，教師教學品質亦能維持在良好的水準之上。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 

    為了充分瞭解教師教學成果與學生學習意見，本專班所有課程均配合學校執行期末教師

教學評量（參閱附件十三），於每學期期末讓學生上網填寫教學評量問卷，學生可藉由問卷題

目評核教師的教學並提出相關意見，問卷題目包括：「教師提供明確的授課大綱」、「授課內容

充分準備，並且與教學大綱相符」、「教師使用之教材內容難易適中」、「課程教材與內容有組

織、有連貫」、「教師授課方法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教學方式使學生益於學習」、「教

師能採用適當的輔助媒介」、「教師教學認真並具教學熱忱」、「教師確時上足授課時數」、「教

師上課會尊重性別平等」、「教師鼓勵學生表達意見，並樂於回答學生問題」、「教師上課會尊

重多元差異」、「教師重視學生反應，並做適當溝通」、「教師成績評量方式公平合理」、「對本

課程教學整體表現感到滿意」、「教師能確實依據課程大綱所列評分標準評分」。 
  該制度化的教學評量結果，包括教學設計、備課充分程度、教學表達清晰程度、評分合

理性、師生互動等評量面向，這有助於讓授課教師瞭解學生對於其教學情況之回饋和建議，

教師們能據此結果改善教學品質。針對教師教學評量的分數，係以 80 分為及格分數，若教學

評量分數結果未達 80 分，本專班會啟動教師輔導程序，先由主任與教師晤談，要求授課老師

須針對學生所提的課程意見提出教師教學自我改善計畫；唯連續兩次未達 80 分，則將召開教

評會議討論，不予續聘之。根據表 3-19 顯示本專班教師未達 80 分的人數為 0 人，且總平均

為 96.5 分，足顯示教師所教授課程不但能符合學生需求，教師教學品質亦能維持高品質的水

準，因此本專班教師教學評量良好，尚無需進行教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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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教學品質，本專班十分重視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評量，透過此一管道，專班能更

立即的知曉學生對課程與授課教師之反應，因此專班課程委員會以此評量結果為基礎，作為

教師排課與續聘之參考依據之一。 
    除了配合學校建置的教師教學評量外，本專班特別針對核心能力與課程連結，建構課程

核心能力自我檢核問卷（參閱附件七）。每學期課程即將結束前，針對各個課程的核心能力達

成度進行調查，藉此回饋機制，除有利於教師日後調整課程內容、幫助學生瞭解自我學習的

成效，亦有助於本專班對於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進行調整。 
 

表 3- 18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表 

項目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單科教

學評量

分數未

達 80
之人數 

0 0 0 0 0 0 

接受輔

導人數 
0 0 0 0 0 0 

所有科

目總平

均分數 
95.5 97.7 94.6 97.2 97.5 97.9 

 

二、特色 

  本專班以多元師資做為招生特色，從台灣省政府時期的公共行政研究班轉型為公共事務

碩士在職專班，多年來廣邀國內頂尖名師加入教學的行列。師資陣容具有多國教育背景，如

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日本、蘇格蘭和西班牙等，且與政府部門有密切往來的官學合作關

係，這將有助於開設的課程內容得以兼顧理論與實務。 
   本專班師資教學之特色如下列各點： 
（一）專業師資將學術專長與實務經驗融入教學 
  本專班能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習需求，遴聘適當之專任教師，不論是學術

或實務經驗均相當豐富，教師均能將其學術專長與學經歷融入教學內容。 
 
（二）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與評量符合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師使用 e 化的教學，提升學生資訊與創新知能的成效，像是推動活動式教學、個案教

學與實作成果，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培養學生創新、獨立分析與思考能力，達成本專班理論

與實務並重之教育理念。另外，教師教學亦會採取口頭報告的評量方式，使學生透過討論的

過程，學習聆聽、分析和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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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的檢核機制確保教學品質 
  透過課程委員會與班務委員會的運作，加上期末教師教學評量、課程核心能力自我

檢核問卷之檢核機制，確保專業課程與教師教學均能符合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習需

求，維持教師的教學品質。歷屆每學年度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價顯示高滿意度，可見教

師在教學上一向盡責且提供高品質的教學內容。 

三、問題與困難 

 (一)兼任教師難以配合行政事務的作業時間 
由於本專班皆為兼任教師，專任於各地方大學機構，因此若遇課務、行政人事業務、

學生事務等事項難以與兼任教師進行即時性的溝通與協商。兼任教師往往僅能盡心於其

自身的課程教學，在行政事務上則難以配合專班的行政作業時間，導致作業程序的延宕。

是以，專班的行政事務，多是先由班主任與班務委員討論完後，再逕告知兼任教師並協

請予以配合。 
（二）學生與教師晤談會面的時間受限 

廣招各大學學術經驗豐富的師資至專班授課，是本專班的特色之一，然因教師們僅

為兼任的身份，學生若在課業遇到問題或論文上需與教師進一步的指導，都將會受到晤

談會面時間、距離的侷限，如此可能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四、改善策略 

    班主任於每週二、三與教師聚餐，利用餐會時間進行宣導與瞭解教學情況、或提出建議

事項。除了每週固定面談外，亦與所有教師以 email、電話同時進行溝通，縮減遠距離不便造

成的行政作業問題。另外，也要求各位老師每週需固定排出時間與學生晤談，或是提供其他

的聯繫方式來增進師生間的互動頻率。 

五、項目三之總結 

    綜觀本專班的專業教師，老師在論文發表和專業服務的表現上良好，其專業領域與課程

專業之間砌合程度甚高，負擔合理教學工作，本專班亦鼓勵老師善用教學資源進行多元教學，

俾利於確保教學品質並有助於學生核心能力之培養。是以，本專班為使教師質量兼優，透過

教師評審委員會謹慎地進行師資的控管，每期末藉由制度化的教師教學評量制度，瞭解老師

的教學品質，得予適時的改善與管制，建構多元、專業的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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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評鑑 

效標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之情形 

一、現況描述 

  本專班截至 103 學年第二學期，一至三年級以上在校學生人數共有 97 位學生。為確保學

生學習成效，本專班對於學生的學習輔導提供從新生入學始業至畢業的全程關懷。除了依據

學生畢業時所需具備之核心能力，提供適當之人力（班主任兼任導師、行政職員）、設備（如

圖書、期刊雜誌、電腦設備、教學軟體）、經費（如獎助學金）與教學研究空間等資源外，亦

提供各項輔導機制與多元化的學習資源，予以學生一個優質之學習環境。 
  對於學生的學習輔導，本專班採用多元管道齊下之方式進行。一方面是由專班統籌學生

各方面的輔導機制，另一方面則委由全體教師共同參與輔導學生之課程晤談服務，並配合公

共事務管理協會、路思義志工隊的活動運作，提升學生對本專班的認同感，俾使學生在學業

上的學習、課外生活活動，皆可得到適當的解決和關懷。本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近年來招

生狀況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 1 招生狀況一覽表 

年度 考試方式 招生核定名額 實際報到人數 

101 書審、面試 50 46 

102 書審、面試 50 50 

103 書審、面試 50 30 

104 書審、面試 40 36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在學生學習輔導方面，目前本專班提供了入學輔導、學習輔導、導師輔導及論文輔導等

的作法，茲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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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學輔導 
       為讓學生充分瞭解本專班規劃的教學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內容與選課應注意的事

項，本專班採取下列具體做法，以協助入學之新生及早進入狀況。 
1. 訂定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辦法（參閱附件二）。 
2. 製作學生手冊，說明課程規劃、各組別的教育目標與課程地圖、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

聯性。 
3. 舉辦新生說明會，介紹專班的歷史沿革、發展特色、師資陣容，以及宣導班內的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修業和修課規定等，並偕同二年級學長、姐們於一旁協助指導新生

如何選修課程與分享學涯經歷，予以新生適當的關懷，減輕其入學的不安和陌生感。 
4. 藉助本專班的校友會系統-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路思義志工隊，透過畢業的學長、姐

們鼓勵新生參與課外活動，增添課外知識、生活興趣和人際交流，進而凝聚對本專班

的向心力。 
（二）學習輔導 

本專班十分重視教師對學生課程之輔導，因此專班主任會定期於每周二、三教師餐

會進行非正式會談，傳達本專班對學生學習狀況的重視與關懷教師教學、學生上課情形。

本專班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實際做法主要分為選課輔導、修課輔導、圖書館導覽的服務，

如下列所示： 
1. 提供選課輔導 

為讓學生可以充分瞭解本專班所規劃的教學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內涵與選課

重點，透過專班網頁、學生手冊、新生說明會等途徑介紹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提

供各學期課程、各組修業辦法與課程地圖、論文流程，讓學生知曉選課與畢業流程。

另外，學生在選課前，亦可先自行前往學生資訊系統查詢課程大綱，瞭解該課程內

涵。若遇有任何問題，皆可透過行政人員的協助，進行選課動作，如此能有效降低

選課時面臨之疑問與困難。 
2. 提供修課輔導 

修課方面的輔導，則由授課教師與學長、姐共同協助。由於本專班教師是聘請

校內及校外的教授至本專班兼任授課，故教師需於課程大綱中明確訂定在校晤談時

間與連絡方式；整體而言，固定的晤談時間輔以彈性的預約制度，應能滿足學生與

兼任教師面談的需求。晤談時間表請參閱附件四課程大綱的晤談時間欄位。 
假若授課教師認為有需安排教學助理之必要性，本專班會協助提供教學助理經

費，以期透過教學助理的機制，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目前設有教學助理的課程為

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研究專題和電子化政府專題，如表 4-2、4-3 所示，通常教學

助理會於上課教室即時進行輔導諮詢，立即解決學生的疑惑。 
再者，新生說明會邀請二年級學長、姐參與，協助新生選課輔導與自我學涯分

享，並介紹上課環境、各領域課程說明與選課規定等，分享並傳承經驗，另能增進

同儕間互動交流，讓學習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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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系所必修課程之教學助理乙欄表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系

級 
必／選修 學分數 

是否有安排 

教學助理(TA) 

101-2 量化研究專題 黃信達 研一 必修 3 有 

103-1 電子化政府專題 項 靖 研一、二 選修 2 有 

 
表 4- 3 教學助理輔導記錄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輔導記錄表 
一、基本資料 

系所 政治系 教學助理姓名 葉于寧、陳明慧 

課程名稱 量化研究專題 課程性質 
■ 必修課程 □ 選修課程 □ 基礎
學科課程  □ 專業課程 □ 實驗課
程   

二、教學助理教學方式與輔導紀錄 

教 
學 
方 
式 

 教學助理於本課程之教學，其進行方式為何： 
■於省政大樓 PG409 教室親自講授輔導 
□分組討論 
□駐點於_____教室，讓學生前來諮詢課業 
□其他方式，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時間紀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受輔學生姓名 受輔學生之問題簡述 

102 年 3
月 4 日至
6 月 13 日 

18:00 
~ 

21:00 

省政大
樓
PG409
教室、電

腦教室 

研一必修學生 協助 SPSS 軟體課程操
作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輔導記錄表 
一、基本資料 

系所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教學助理姓名 蘇純瑩 

課程名稱 電子化政府專題 課程性質 

□ 必修課程 █選修課
程 □ 基礎學科課程  
□ 專業課程 □ 實驗
課程   

二、教學助理教學方式與輔導紀錄 

教 
學 
方 

 式 

 教學助理於本課程之教學，其進行方式為何： 
■於管學院 PG016 電腦教室親自講授輔導 
□分組討論 
□駐點於_____教室，讓學生前來諮詢課業 

□其他方式，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時間紀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受輔學生姓名 受輔學生之問
題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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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0月
22、29 日 

18:20~20:10 管學院 PG016
電腦教室 

研一、二選修生 網頁製作 

 
    透過對有設置教學助理課程的班級進行問卷調查，詢問有關該教學助理輔導過程之滿意

程度，分析如圖 4-1 所示，「教學助理對課程內容有清晰的概念」與「教學助理對這門課任

課老師所擬定的教學計畫和目標有一定的了解」、「教學助理態度熱忱、溫和有耐心」、「教學

助理能與我有良好互動」、以及「教學助理的設置對我的學習有幫助」等問卷項目都有 50%
給予正面肯定，但其中「教學助理對課程內容有清晰的概念」、「教學助理有足夠能力解決我

在課程上的疑問」有 33.33%不同意。 
    開放問卷的部分，有學生表示「因未曾請教量化研究過程所以給無意見；課程內容精確

簡明，很想好好學，但時間少了，好可惜」；而某曾經受過輔導之學生則表示「希望老師或

教學助理可以就學生所繳交的作業內容，提供錯誤訂正或正確解答或改進意見」。 
    綜觀以上，本專班將持續進行改善，找出輔導過程中的問題並期有效解決之，助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 
 

 
 
 
 
 
 
 
 
 
 
 
 
 
 
 
 

 

 

 

 

圖 4- 1  受輔學生對教學助理輔導的同意程度分析 
 

3. 圖書館導覽：於每學年度的第一學期向本校總圖書館申請導覽講座，固定舉行兩次，

目的使學生瞭解如何使用、借閱圖書館的圖書、期刊資源導覽，以及電子資料庫的

操作，俾利於提升論文文獻的蒐集能力。 
 

101 學年度 

備註：共發放 6 份，回收有效問卷 6 份。 

103 學年度 

備註：共發放 6 份，回收有效問卷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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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師輔導 
   導師由專班系主任擔任，於每學期固定召開師生座談會、導生晤談，提供學生與導師

面對面溝通、提出疑問與建議，並且於辦公室設置關懷信箱，學生如有問題可以書信方

式表達意見。茲將導生晤談和師生座談會時間彙整如表 4-4。 

 

表 4- 4 導師晤談暨師生座談會時間乙欄表 

學期 晤談對象 導師姓名／職稱 晤談時間 備註 

101-1 研一班代表 魯俊孟 主任 2012.11.06，20:10 導生晤談 
101-1 研二班代表 魯俊孟 主任 2012.11.20，20:10 導生晤談 
101-1 研一、二學生 魯俊孟 主任 2012.11.24，13:00 師生座談會 
101-2 研一、二學生 魯俊孟 主任 2013.05.15，20:10 師生座談會 
102-1 研一、二班代 史美強 主任 2013.09.25，20:10 導生晤談 
102-1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3.11.16，11:00 師生座談會 
102-2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4.03.29，09:00 師生座談會 
102-2 研一、二班代 史美強 主任 2014.06.17，20:10 導生晤談 
103-1 研一班代表 史美強 主任 2014.10.08，20:10 導生晤談 
103-2 研一班代表 史美強 主任 2015.03.18，20:10 導生晤談 
103-2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5.04.12，09:30 師生座談會 
103-2 研一、二班代 史美強 主任 2015.04.21，20:10 導生晤談 

 

（四）論文輔導 
    為讓學生瞭解論文寫作重點、提出學位口試申請的流程，舉辦論文講座活動，並與

師生座談會同時舉行，承如表 4-5 所示。主講人由班主任擔任，分享個人的論文經驗以

提供學生論文寫作之參考，藉由此輔導機制協助學生如何寫作出一篇好的論文，也針對

論文格式進行指導和說明。另外，亦提供其了解論文口試提出的申請程序與注意事項。 
 

表 4- 5 論文輔導講座乙欄表 

學期 對象 演講人／職稱 時間 

101-1 研一、二學生 魯俊孟 主任 2012.11.24 
102-1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3.11.16 
102-2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4.03.29 
103-1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4.12.13 
103-2 研一、二學生 史美強 主任 2015.04.12 

 

    綜上，由於本專班學生皆為在職生身份，於中部地區各職場任職，無法同一般研究生有

較多彈性的時間，因此本班建立多元管道，提供多元學習輔導的溝通聯繫方式，以收效率之

效；目前運用的管道多以電子信件、電話、專班網頁、Facebook 社群與 Line 等方式進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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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助理會以最快速度回覆問題，或直接以電話回應，讓學生省去交通奔波之苦。希望透過這

些多元的溝通管道，增進學生與本專班的情誼聯繫。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本專班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可分為行政資源、軟硬體設備、教學空間、獎助學金，以下

針對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逐一說明如下： 

（一）行政資源 

    本專班除了班主任與兼任教師外，另設有約聘行政助教一名，負責本專班所有行政

業務，包含課務、學生事務及行政事務。班主任主要負責統籌和規劃專班的發展方向，

助教則協助班主任推動系務，包括學期開始的新生說明會、加退選課程、抵免學分，學

期中的班務會議召開、專題演講與其他講座活動的推行，以及學期末的學位口試申請與

舉行、課程核心能力自我檢核問卷調查與分析、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登錄等。然隨著行政

業務日漸增多且繁雜，為提高其處理的效率，提供學生工讀機會配置工讀生 4 名以協助

行政事務的推動。 

 

(二)軟硬體設備 

    為配合教師授課內容與因應學生之需求，每學年度提出 18 萬預算經費，建構圖儀

設備。目前已擁有豐富的中、英文之各種公共行政與跨領域專業圖書期刊，以及教學研

究設備足供學生使用。有關學校總圖書館與本系圖的重要圖書與期刊等彙整於附件十五，

而現有圖書資源使用情形與軟硬體設備資源，依次詳述如下: 

 

1.圖書資源 

累計至 103 學年度，本校圖書館之公共行政領域的館藏圖書計有中日文圖書 2981
冊，西文圖書 1841 冊，中文期刊紙本種類 66 種、電子期刊 87 種，西文期刊紙本種類

107 種、電子期刊 2987 種。本校圖書館藏書不僅豐富且每年進行增補，尚且配合館際與

校外合作，以滿足師生對圖書及期刊的使用需求。 

本專班亦於省政大樓一樓設系圖書館，館內置有圖書、期刊雜誌、歷屆畢業生碩士

論文等，提供學生完善的閱讀與研究環境。目前系圖書中英文參考書共計有 2066 冊，

101 至 103 學年度系圖書館採購期刊、學報與雜誌清單如下表 4-6 所示。 

 

表 4- 6 本專班圖書館現有訂閱的紙本期刊、學報及雜誌一覽表 

期刊與學報 雜誌 

第三部門學刊 講義 

政策與人力管理期刊 聯合文學 

組織與管理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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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學刊 商業週刊 

文官制度季刊 遠見雜誌 

人事月刊 國家地理 

台灣民主季刊 科學人 

中國評論 Cheers 

公共行政學報 今週刊 

政治學報  

行政暨政策學報  

政治科學論叢  

民主與治理  

 

2.軟硬體設備 

本專班擁有的教學硬體設備，諸如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掃描器、印表機、藍

光數位電視機等器材，彙整於表 4-7。於上課教室裡皆配有一組電腦、單槍投影機，以

供師生進行多媒體教學之用；軟體方面，由本校統一購置相關軟體，藉由 Softbank 雲端

軟體銀行提供本校師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皆可24小時遠端連線使用全校授權的軟體，

如 Adobe、Aspen Plus、Office、SPSS、EView、Max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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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硬體設備統計表 

硬體設備 數量 

電腦設備 7 

數位講桌 4 

筆記型電腦 6 

投影機 6 

複合式影印機(含掃描、影印、傳真) 2 

掃描器 1 

藍光數位電視機 1 

民調中心電腦 30 

 

3.教學空間 

表 4-8 為本專班的教學空間一覽表，共有 1 間辦公室、1 間師生交誼廳、8 間專用教室、

3 間民調中心電訪室；至於自修教室方面，會依照每學期開課的狀況使用專用教室，提供 1
間教室作為自修室讓學生得以於其中自修和討論課業。 

表 4- 8 教學空間一覽表 
教室名稱 數量 位置 
系辦 1 PG107 
師生交誼廳 1 PG109 
專用教室 8 PG404、405、406、408、409、411、504、508 
民調中心電訪室 3 PG505、506、507 
圖書館 1~2F 省政大樓 1~2F 

 

關於本專班的圖書與設備維護機制，為使設備之使用效率發揮最大教學成效，委由本專

班助教擔任管理人，師生若有需使用時可直接向本專班辦公室提出借用即可，但若為其他系

所欲使用則需先經班主任同意才得以借用。目前本專班設置有「民調中心設備管理辦法」(請

詳見附件三)。 

 

4.獎助學金 

依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獎助學金分配依各學院召開會議協調學系分配獎助學

金。據此，本專班依照每學期分配的獎助學金數額，調配獲獎人數，通常第一學期新生一年

級的部分會遴選入選各組別的第 1 名、二年級則遴選學期成績前 1~3 名或 1~2 名學生獲得學

期獎助學金；第二學期則是遴選一、二年級各組別學期成績前 1~3 名或 1~2 名的學生頒予學

期獎助學金，茲以鼓勵學生努力上進。如表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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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101~103 學年度獎助學金清冊 

學期 
經費 

獲獎名單 
地方政府與政治組 公共政策組 公共管理組 
研一 研二 研一 研二 研一 研二 

101-1 
62,389 元 

林品薰 黃絲梅 
林振利 
曾美足 

徐建成 吳明宗 
劉明欽 
簡岱霖 

謝素真 吳新生 
邱建宏 
劉美玲 

101-2 
61,710 元 

翁明珠 
蔡雅玲 
廖繼佑 

黃絲梅 
陳鴻彬 
粘國泰 

王璿綸 
吳岱霖 
林淑娟 

劉明欽 
楊琮渝 
吳明宗 

謝素真 
黃杏如 
張喬淇 

吳新生 
劉美玲 
劉娛芳 

102-1 
71,369 元 

趙瑞岺 翁明珠 
廖繼佑 
林品薰 

蔡春滿 吳岱霖 
王璿綸 
林淑娟 

高文生 黃杏如 
謝素真 
張喬淇 

102-2 
65,243 元 

吳俊義 
張文志 

廖繼佑 
鄭仲龍 

張資娸 
王智鴻 

吳岱霖 
籃秀珍 

黃素貞 
陳瑜鴻 

黃杏如 
劉秋淑 

103-1 
57,401 元 

洪子惠 姚德輝 
吳俊義 

曾冠菊 張資娸 
賴渝雯 

楊舜閔 陳素桂 
彭睿達 

103-2 
53,157 元 

研一 
林盈祥 
洪子惠 

研二 
張瓈予 
陳文軒 

研一 
洪千芬 
陳貫中 

研二 
賴渝雯 
趙瑞岑 

研一 
邱盛鴻 
蕭寶連 

研二 
吳建樺 
彭睿達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除了提供學習輔導的機制外，為提升學生與外界的交流及多元化學習，亦提供了學生課

外學習活動，如辦理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或者，透過系友會舉行機關參訪與志工服務，

增進畢業系友與學生之間的情誼、培養社會關懷。 

 

（一）舉辦國內外專題講座、研討會活動 

為因應全球化潮流，每學期盡可能邀請國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的活動，開闊學生的

視野和國際觀，並不定期舉行研討會，鼓勵學生進行學術的交流，達到教學相長，擴大

學習成效。基此，本專班每學期至少舉辦一至二次之專題演講，101 至 103 學年度國內

外學者講學活動與研討會彙整如表 4-10 和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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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歷年國內外學者講學、研討會活動乙欄表 

學期 演講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職稱 
演講題目 

101-1 2012.11.13 
葛荃/山東大學政治學

與公共管理學院 院長  
菁英教育與現代意識—當代中國走出中等

收入陷阱之遐想專題講座 

101-2 2013.03.13 
萬家興/外交部中部辦

事處處長 
國際禮儀講座 

102-1 2013.10.12 
丘昌泰/元智大學社會

暨政策科學系教授 
以地方治理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專題講

座 

102-1 2013.11.05 
陳躍院長/西南大學政

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大陸公共行政在職專班教育發展前景

與問題探討專題講座 

102-1 2013.12.07 
王業立/ 台灣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台灣的選舉制度與政黨競爭專題講座 

102-2 2014.03.20 

Jim Diers / Founding 
director of city of 
seattle’s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s 

Global Trends and Seattle’s Experience 
with Community 

102-2 2014.06.08 

Richard Walker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政策創新與擴散工作坊專題講座 

103-1 2014.10.18 
楊永年/成功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核能公共溝通策略 

103-1 2014.12.27 
廖珮妏/東海大學行政

管理暨政策學系助理教

授 

HRM的第一類接觸:淺談人力資源管理應

用與發展 

103-2 2015.6.7 
張力亞/國立暨南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講

師 
從社區營造到社群營造：埔里經驗的觀察 

 
 

表 4- 11 歷年協助辦理研討會、系列講座乙覽表 

學期 時間 地點 研討會主題 

103-1 2014.08.15 省政大樓大會議廳 地方治理標竿策略論壇 

103-2 2015年4月~5月 省政大樓、社會科學院 東海大學特色亮點計畫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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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路思義志工隊帶動寓教於樂的課外活動 

    公共事務管理協會成立於 2006 年，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團法人，希望透過協

會組織運作，凝聚畢業生與在校生的向心力，維繫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這個大家庭的

情誼。此外，協會以知識管理、研究發展、經驗分享、促進學術交流及社區服務、社會

福利服務為宗旨，延伸成立路思義志工隊，以凝聚志工愛心，發揮救濟扶弱之精神。公

共事務管理協會、志工隊主要成員由畢業系友、在校生組成，另亦鼓勵親朋好友、有志

一同者共同加入。 
    每年協會與志工隊都會提出年度計劃活動（如下表 4-12、附件 16），辦理機關、社區

參訪、活動聯誼等寓教於樂的活動，透過協會之組織運作，研擬一系列的年度活動，如

系友回娘家、鐵馬之旅、健行之旅、戶外或社區參訪、以及志工關懷活動等，以落實博

雅教育的涵養，厚植社會關懷的教育目標。是以，專班透過協會組織力量的挹注，舉辦

富有意義活動作為維繫在校學生與畢業系友之間情誼聯繫的橋梁，且相信畢業系友對學

弟、妹在工作及人際上能有所提攜，並更加壯大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這個大家族。對

學生個人而言，可豐富個人生活、培養人際網絡和嶄新人生方向。綜言之，要建立有效

的系友會運作，乃需要透過本專班系主任的指導與推動，俾利於其有效之推行。 

 

表 4- 12 東海公共事管理協會 101-103 年度計劃活動一覽表 
日期 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2012.10.27 志工關懷活動-幸福餐盒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1.20 志工關懷活動-新年到！做春

聯！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2.16 會員登山活動 大坑九號步道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03.16 會員親子活動學習之旅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03.23 志工關懷活動-來闖關囉！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4.13 志工關懷活動-來彩繪創作

囉！ 
南投縣國姓鄉乾

峰國小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4.20 聯誼活動-踏青賞油桐花九華

山吃平安麵 
苗栗三義慈濟山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05.04 會員親子 DIY 創作及投籃活

動 
臺中市北屯國小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06.01 志工隊關懷活動-辦理新進志

工訓練活動 
臺中市立南屯幼

兒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6.15 聯誼活動-親子鐵馬行 潭雅神綠園道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06.29 臺中市南屯幼兒園畢業囉！ 臺中市南屯幼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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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2013.08.31 協辦親子講座活動-如何培養

孩子獨立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9.08 志工關懷老人活動 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附設護理

之家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09.28 志工隊關懷活動-來闖關囉！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3.11.02 校慶暨專班成立 15 周年-校友

回娘家 
東海公共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3.11.16 志工隊關懷活動-蝶古巴特背

包製作 
臺中市南屯幼兒

園 
路思義志願服務隊 

2014.02.22 在校生南部一日遊活動 嘉義品皇咖啡博

物館、台南樹谷科

學園區、玄空法

寺、嘉義上村酒廠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4.03.30 大安大甲參訪活動 台中市大安區海

墘里濱海溼地、大

甲金華山媽祖文

物館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4.11.22 東豐綠色走廊親子鐵馬聯誼

活動 
東豐自行車廊道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5.1.25 大肚萬里長城登山健行活動 大肚萬里長城登

山步道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5.4.21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參訪 台灣高等法院台

中分院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2015.5.9 苗栗賞桐花旅遊活動 三義慈濟茶園、九

華山道場、大湖酒

莊、公館棗莊庭園

餐廳、木雕博物

館、客家大院 

東海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之情形 

    每位老師除了致力於教學工作外，亦有自身的研究案與著作需進行，若再加上指導學生

的論文或甚有擔任行政工作一職，則可能在教學、研究、行政上負荷會稍微過重。因此，本

專班訂出每位老師每學年僅能指導 5 名學生論文之班務規定，目的係為了讓老師在合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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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同時進行教學、研究與指導論文或行政工作。如此，一方面可避免教師負擔過重，另

一方面可維持學生論文的品質。 

    指導教授提供研究生晤談的時間，通常師生之間是透過電子信箱，或依課程大綱的 Office 
Hour 進行聯絡和討論，提供諮詢與協助學生在論文寫作上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提升其研究

能力與研究概念，以期完成學位論文；如需要使用本專班的空間進行論文晤談，學生得以向

專班申請使用交誼廳（PG109）或其他教室。彙整本專班每學年度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乙覽

表 4-13 如下: 

表 4- 13 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乙欄表 

學年度 指導教授/職稱 研究生人數 

101 學年度 

史美強 教授 1 

歐信宏 副教授 1 

孫本初 教授 5 

傅恒德 教授 2 

紀俊臣 教授 5 

林淑馨 教授 1 

項靖 教授 1 

李宗勳 教授 3 

邱志淳 教授 1 

柯義龍 副教授 5 

陳俊明 副教授 1 

陳秋政 助理教授 5 

102 學年度 

史美強 教授 2 

紀俊臣 教授 5 

傅恒德 教授 5 

項靖 教授 1 

李長晏 教授 1 

李宗勳 教授 3 

李允傑 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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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鍾沂 教授 2 

李翠萍 教授 1 

黃啟禎 副教授 1 

歐信宏 副教授 5 

柯義龍 副教授 5 

張育哲 副教授 1 

郭耀昌 副教授 1 

張峻豪 副教授 1 

陳秋政 助理教授 3 

 

 

 

 

103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傅恒德 教授 2 

項靖   教授 1 

李宗勳 教授 4 

顧慕晴 教授 1 

李長晏 教授 3 

林鍾沂 教授 1 

林淑馨 教授 1 

紀俊臣 教授 5 

歐信宏 副教授 5 

羅清俊 副教授 1 

柯義龍 副教授 5 

陳秋政 副教授 5 

魯俊孟 副教授 1 

王光旭 副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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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一）強調教師對學生的晤談輔導 
系主任定期於每週二、三餐會時間與教師進行非正式會談，以傳遞與交流對學生學

習狀況的重視及要求每位老師須明訂固定時間輔導學生，並重視其指導學生之論文進度

與品質。另外，班主任每學期亦固定召開師生座談會、導生晤談，與班級和各組班代表

保持密切的聯繫，藉由班代表的轉述以瞭解班上同學的學習與生活、職場情形，增進與

學生的互動與有效溝通。 
（二）規劃課外活動充實學生生活 

除了專業知識的追求，更需要學習人與人的相處和互動，故透過與公共事務管理

協會規劃課外活動，如系友回娘家、育樂活動等各類聯誼、參訪活動，不僅使學生的生

活更為充實且更凝聚了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的團結、向心力。 
 

三、問題與困難 

  近年來少子化之問題日益明顯，加上經濟環境停滯不前的情況，造成社會人士選擇進修

的意願降低，另一方面，在職進修的學生，因為平日工作繁忙，週間課程通常是下班後拖著

疲憊的身軀趕至學校修課，往往以致於學習吸收成效不彰。因此，在少子化、經濟不景氣與

在職身分等因素影響，衝擊本專班的招生、教學、資源配置，這些亦是現今高等教育所面臨

的最大問題。 

 

四、改善策略 

  為提升學生素質，改善學生學習態度，本專班委由課程委員會統籌，除要求教師利用多

元化教學引發學生興趣外，亦要求教師加強注意學生學習成效，並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

講座，以及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路思義志工隊規劃課外活動；此外，未來亦考慮採取雙導師

的模式，以提供學生更多及適時的輔導與建議。基此，透過課程、輔導及活動的相輔相成，

增進學生的學習視野，然後透過期末的教師教學評量、課程自我學習成效檢核、畢業生滿意

度與雇主滿意度調查等，建立回饋機制，進行適時地調整與修正本專班的學習資源，以達自

我改善與推動辦學特色，鞏固本專班是中部地區歷史悠久、品牌優良的系所。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專班以教學相長與學習者本位為理念，規劃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除了以完善課程規

劃，亦制定一系列學生學習輔導、專題講座、導師制度等機制，並藉由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路思義志工隊致力於推行課外活動，使學生不僅止於課堂上吸收專業知識，更鼓勵學生參與

校外活動，以培養學生之核心能力與擴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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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評鑑 

效標 

5-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5-2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5-3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 

5-4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5-5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 

一、現況描述     

    為確保學生論文品質及提升學術研究風氣，本專班要求學生參加論文畢業口試前，須參

加至少 6 場以上專題演講、論文大綱發表、論文口試或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方得申請碩士

論文口試。且鑒於二十一世紀係強調知識管理的時代，對具有創新、敏銳的洞察力、論理批

判分析能力之公務事務管理人才需求極為殷切，本專班發展以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

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理價值、追求卓越能力的專業素養人才為目標，除了定期舉辦

論文大綱發表，邀訪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外，亦鼓勵學生課外多參加國內、外學術競賽活

動，冀培育具備國際觀的公共事務管理人才。 

5-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從供給面與回饋面觀察本碩士在職專班如何提升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首先供給方面從課程地圖觀之，本專班在課程安排的基礎是著重政府脈動、社會環

境的變遷，鼓勵教師課程教學中結合理論和實務研究主題引導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為

強化學生之研究能力，自入學開始安排社會科學研究法課程，包括質性研究、量化研究

（各 3 學分）兩門專題課程，從教導學生如何做研究至針對實際問題進行探討，一連串

之訓練課程可讓學生將所學作一統整，並具體表現於碩士論文中。一方面，為支援系統

的供給，除了每學期舉辦專題講座、論文寫作分享，每年亦鼓勵學生參加台灣公共行政

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在職專班碩士論文獎競賽、學術研討會等，培養學生之學術風氣。 

    回饋面向，則依據表 5-1 顯示，學生畢業年限方面，多數學生得於二年至二年半即可

順利畢業，可見學生對自我有高度期許和完善的學涯規劃；實務表現方面，大部分學生

的論文主題方向與自身職業、服務單位有密切相關，藉由在校所學的理論與工作實務進

行對話和結合，有助於培養學生之問題解決能力及專業能力。 

因此，在本專班供給面的支援系統和課程規劃之落實下，呈現良好的回饋績效，學生

能在自我期許與學業規劃下順利畢業，並研究與省思和自身工作相關之論文主題，顯見

本專班學生的專業和學術具有一定良好表現。 

5-2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本專班註冊學生數量至 101 學年至 103 學年之統計，截至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為止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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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共計 97 人，其中一、二年級仍在校修業者為 61 人；另外 101~103 學年度本班畢業人數

為 108 人，且畢業學生其學術論文亦有相當優秀之表現。而本班對於學生之教育品質追蹤主

要係透過雇主滿意度調查，透過紙本問卷--「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詢問其任職單位主管是

否認為專班的教育訓練有助於提升畢業生具備領導能力、管理能力、規劃能力、創新思考能

力、獨立解決問題能力、協調溝通能力與良好團隊合作能力等。而相關學生專業表現和雇主

滿意度統計將於效標 5-3 和 5-4 呈現。 
 

5-3 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與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 

    本專班學生多數服務於公務機關、學校，少部分是任職於私人企業公司，其論文研究之

主題大多與本身職務工作有關，學生運用課程所學之相關理論及專業課程培養的問題分析能

力，將理論與實務建立有效的連結，並於論文上探討本身工作職場上具有研究價值與意義之

主題。因此，學生的論文主題可謂具有實用之特性，依據其職場環境、工作業務及未來生涯

發展為選定標準，以實務取向為依歸（請參閱下表 5-1），多數學生約 2 年即可取得學位。 
 

表 5- 1  101-103 學年度學生論文專題研究報告 

畢業 
學年度 

指導教授 
學生 
姓名 

服務單位 論文主題 

101 歐信宏 
王秋英 
99級 

彰化縣大城鄉

公所 
公立托兒所改制公立幼兒園組織變

革之研究 

101 項靖 
紀懿娟 
98級 

苗栗縣通霄國

中 
國民中學處理學生成績隱私方式之

研究-以苗栗縣國民中學為例 

101 孫本初 
廖茂煌 
98級 

58砲指部砲一

營砲三連 
陸軍基層單位志願役士兵留營意願

研究-以中部地區為例 

101 紀俊臣 
王慧蘭 
94級 

臺中市清水區

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戶政事務所志工服務成就之

研究 

101 宋興洲 
郭子丞 
95級 

彰化縣消防局 
我國消防制度變遷之研究 

101 林淑馨 
劉人豪 
99級 

臺中市協和國

小 
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政策推動

與執行現況-以臺中協和國小為例 

101 史美強 
邱建宏 
100級 

臺中市豐原區

戶政事務所 

公部門創新政策之擴散研究-以臺

中市戶政事務所印鑑資訊管理系統

為例 

101 柯益龍 
吳新生 
100級 

法務部調查局 
中國反腐敗治理之研究-中共紀律

檢察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 

101 孫本初 
吳明宗 
100級 

台中市南屯區

東興國小 
臺中市國小教師兼行政職務工作壓

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101 歐信宏 林振利 臺中市政府主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後財政收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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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級 計處 能力之研究 

101 孫本初 
賴锳宜 
100級 

臺中市中科國

小 
臺中市東勢區客家籍國小校長領導

風格之探討 

101 陳秋政 
陳志鏞 
94級 

財政部臺灣省

中區國稅局 
退休制度變革對退休公務員生活及

其幸福感知影響因素分析 

101 李宗勳 
楊世葆 
100級 

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 
消防機關參與山難搜救協力治理之

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101 李宗勳 
趙冠斐 
100級 

臺中政府消防

局 

「第三造警力」與協力網絡的激勵

領導之研究-以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婦女防火宣導隊為例 

101 李宗勳 
粘國泰 
100級 

臺中政府消防

局 

消防人員知識管理、專業核心職能

與工作績效關連性之研究-以臺中

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為例 

101 柯義龍 
詹佳樺 
100級 

臺中市惠文國

小 

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父母期望與學

習壓力及因應策略之研究-以臺中

市南屯區公立國小為例 

101 柯義龍 
陳華欣 
100級 

臺中中正國小 
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以臺中市國民小學體育教師為例 

101 柯義龍 
王琬璇 
100級 

臺中龍海國小 
公立國民小學經營困境與因應策略

之研究:以臺中市國小校長為例 

101 柯義龍 
劉美玲 
100級 

臺中國安國小 
教師在職進修對教師專業成長相關

性之研究-以臺中市國小教師碩士

學位進修為例 

101 傅恆德 
趙誠名 
100級 

空軍清泉崗基

地 

國軍推動委外政策作業之可行性與

永續性探討-以中部某軍事基地伙

食委外過程之執行成效為例 

101 傅恆德 
賴科穆 
96級 

臺中大甲國小 
學校教師會選舉教師投票行為之研

究-以臺中市國小為例 

101 孫本初 
何怡慧 
100級 

臺中坪林國小 

父母教養方式與父母因應親師溝通

衝突方法相關之研究-以大里、太

平、烏日、霧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為例 

101 孫本初 
何宜霖 
100級 

南投草屯國小 
南投縣幼兒園教師對融合教育態度

與需求之研究 

101 顧慕晴 
魏宜萱 
99級 

臺中仁美國小 
公私協力下地方產業轉型之研究-
以臺中市新社區休閒產業為例 

101 歐信宏 
黃冰如 
100級 

臺中豐原地政

事務所 
地籍測量錯誤提起訴訟之研究 

101 歐信宏 林國聲 臺中大雅區公 運用KANO二維品質理論分析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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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級 所 委員會品質屬性-以臺中市為例 

101 陳秋政 
簡岱鈴 
100 級 臺中忠明國小 

宅文化形塑民眾公共事務態度之研

究-以「劉興欽漫畫為例」 

101 陳秋政 
林憶菁 
100 級 臺中協和國小 

國小社會教材適用性評估-以翰林

版多元文化為例 

101 陳秋政 
李珮甄 
99 級 

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中行政

執行處 

中區國稅局公務行銷經驗之分析與

啟發 

101 陳秋政 
周結義 
100 級 

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 

警察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動機與工作

滿意度之研究-以臺中市政府警察

為例 

101 陳秋政 
王譽潤 
100 級 

臺中東陽國民

小學 
正勤愛心協會的運作經驗與啟發-
標竿學習分析觀點 

101 紀俊臣 
張曉玲 
100 級 臺中藝文中心 

臺中市藝文採購作業模式之研究 

101 紀俊臣 
許仕婷 
100 級 

彰化縣動物防

疫所 
彰化縣防疫治理之研究-以禽流感

為例 

101 紀俊臣 
林啟正 
100 級 

臺中市北屯區

公所 
直轄市區公所管轄權與組織發展之

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101 紀俊臣 
曾美足 
100 級 臺中北勢國中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編列與執行—以

台中市某國中為例 

101 紀俊臣 
王淑貞 
100 級 

臺中大肚區公

所 
大肚區治理之經驗：地方治理之觀

點 

102 紀俊臣 
翁明珠 
101 級 

臺中市政府財

政局 
新修正公共債務法之立法研究 

102 紀俊臣 
羅建邦 
99 級 

國立台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度之研究 

102 紀俊臣 
黃絲梅 
100 級 

臺中市政府人

事處 
台中市改制前後公務員怠於執行職

務與國家賠償之研究 

102 紀俊臣 
蔡雅玲 
101 級 臺中市議員 

台中縣市合併改制後議會議事運作

之研究 

102 紀俊臣 
陳鴻彬 
100 級 

臺中市神岡區

社口國民小學 
國小身心障礙人力甄補之研究-以
台中市為例 

102 紀俊臣 
林本源 
101 級 

臺中市政府研

考會 
台中市行政區劃之研究 

102 傅恆德 
麥靜芬 
100 級 

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爭議處理制度之

研究-以自來水設施之興建及營運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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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傅恆德 
王璿綸 
101 級 

弘光科技大學

生活輔導組 
廣義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之研究 

102 傅恆德 
吳岱霖 
101 級 

臺中市豐原區

南陽國小 
臺中市國小導師服務領導行為、學

童同儕關係對學習態度關係之研究 

102 柯義龍 
邱嘉珍 
100 級 

臺中市永安國

小 

非營利組織課輔教師服務學習之研

究-以永齡希望小學東海分校為國

小為例 

102 柯義龍 
陳鼎益 
101 級 

臺中市中正國

民小學 
國小教師情緒管理和教學效能關係

之研究-以台中市中區例 

102 柯義龍 
吳止境 
100 級 

臺中市中正國

民小學 
台中市國小輔導志工參與輔導諮商

方案訓練研究-學習經驗的分析 

102 柯義龍 
林品薰 
101 級 

臺中市豐原區

豐田國民小學 

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關係性之研

究-以台中市國民中小學人事人員

為例 

102 柯義龍 
賴志閔 
101 級 

臺中市南區區

公所 
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以台中區公所公務員為例 

102 柯義龍 
游淑琴 
101 級 

臺中市神岡區

岸裡國民小學 

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研

究-以台中市立國民小學人事人員

為例 

102 柯義龍 
李建鋒 
101 級 

臺中市大道國

民中學 

職務輪調與工作壓力相關性之研究

-以台中市政府中小學人事人員為

例 

102 柯義龍 
林淑娟 
101 級 

臺中市東興國

民小學 
班級氣氛 同儕關係對校園霸凌影

響之研究 

102 柯義龍 
林姿君 
101 級 

臺中市中正國

民小學 

家庭狀況與教師工作壓力、工作滿

意度相關之研究-以台中市中區國

小為例 

102 柯義龍 
劉郁雯 
101 級 

臺灣全我股份

有限公司 
育幼院院生學習動機與課業表現相

關性之研究：以屏東縣育幼院為例 

102 陳秋政 
吳建毅 
101 級 

臺中市月眉國

小 
以危機管理理論探討校園反霸凌機

制建構之研究 

102 陳秋政 
陳志鏞 
94 級 

財政部臺灣省

中區 
退休制度變革對公務人員退休生活

與幸福感關係研究 

102 陳秋政 
黃夢燕 
101 級 

臺中市大里地

政事務所 
台中市地政志工服務動機與工作滿

意度之研究 

102 陳秋政 
張喬淇 
101 級 

苗栗縣大湖鄉

東興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業務兼辦現況與評估之研

究 

102 陳秋政 
白植杰 
101 級 

臺中市外埔區

公所 
我國推動高齡學習政策之研究：社

區治理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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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歐信宏 
高文生 
102 級 

臺中市石岡區

公所 
探討里幹事角色及功能轉變-以臺

中市為例 

102 歐信宏 
張賀鈞 
101 級 

臺中市石岡區

公所 
客家文化觀光產業之經營與發展之

研究-以臺中市石岡區為例 

102 歐信宏 
李玉鳳 
100 級 

臺中市慈明高

中 
教師知能研習與私校教師工作效能

之研究 

102 歐信宏 
蔡春滿 
102 級 

臺中市政府地

方稅務局 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102 羅清俊 
蕭慧敏 
100 級 

審計部嘉義市

審計室 
嘉義市議員建議款分配的政治分析 

102 林淑馨 
劉娛芳 
100 級 

臺中市北區賴

厝國民小學 情緒教育對班級經營成效之研究 

102 魯俊孟 
梁東和 
95 級 

彰化縣動物防

疫所 
影響政策執行原因之探討-以彰化

縣寵物登記植入晶片政策為例 

102 李宗勳 
張聖龍 
101 級 

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大雅消防

分隊 

公私協力探討消防分隊緊急救護委

外之可行性-以台中市政府消防局

為例 

102 李宗勳 
陳逸欣 
101 級 

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六分局 

警察人員酒後駕車的風險評估與危

機管理之研究-以台中市政府警察

局為例 

102 李宗勳 
張一中 
101 級 

臺中市勞資和

諧促進會 
從社區的協力治理探討營造過程與

成效-以立全社區為例 

102 李允傑 
廖繼佑 
101 級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汙水營運

科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過程之研究

-民眾參與的觀點 

102 李允傑 
黃杏如 
101 級 

臺中市政府地

方稅務局沙鹿

分局 

實價登錄對契稅實價課稅可行性評

估之研究 

102 林鍾沂 
劉秋淑 
101 級 

國立大里高中 建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總務主任核

心職能指標之分析 

102 林鍾沂 
夏秀苓 
101 級 

國立豐原高商 影響技能檢定因素與生涯發展相關

分析 

102 項靖 
籃秀珍 
101 級 

臺中市動物保

護防疫處 
影響民眾使用政府APP的關鍵因素

探討 

103 史美強 
陳美秀 

97級 
臺中高分院 

影響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意

願因素之研究 

103 史美強 
盧梅英 

102級 

臺中市外埔區

公所 

組織變革前後基層里幹事角色認知

之研究-以縣市合併後之臺中市為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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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宋興洲 
呂君文 

97級 

中區國稅局台

中市分局 
臺中市升格前後財政收支之研究 

103 李允傑 
胡若蕙 

101級 
臺中市政府 

我國地方政府處理勞資爭議機制之

研究-以臺中市政府為例 

103 李允傑 
陳志宏 

102級 

臺中市大新國

小 

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對工作壓力與壓

力調適之研究-以臺中市國民小學

為例 

103 李宗勳 
王培軒 

102級 
內政部警政署 

大安溪流域林木盜伐的犯罪預防與

協力治理之研究 

103 李宗勳 
吳素芬 

102級 
臺中市中科小 

論特殊教育的公私協力-以中部地

區真善美聯誼會個案為例 

103 李宗勳 
鄭晉華 

102級 

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保安大隊 

從警察危機應變探討保安警察大隊

特勤中隊的角色定位與功能認知問

題-以台中市為例 

103 李宗勳 
吳建樺 

102級 

臺中市北屯區

公所 

從社區成員參與動機、參與滿意度

分析社區組織運作之改善策略：以

「臺中市北屯區三光社區」為例 

103 柯義龍 
張瓈予 

102級 

臺中市長安國

小 

教師因應親師衝突的行為與態度之

研究-以臺中市國小低年級教師為

例 

103 柯義龍 
陳臆如 

102級 

臺中市東興國

小 

國小優良教師帶班風格之研究-以

臺中市南屯區為例 

103 柯義龍 
王惠君 

102級 

彰化縣和美國

小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之研究-以

彰化縣國小為例 

103 柯義龍 
林巾郁 

102級 

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 

行政機關勞務委外人力運用之研究

-以中彰投就業服務機構為例 

103 柯義龍 
劉姿伶 

102級 

入出國及移民

署 

國境事務管理契約性人力與常任人

力之研究-以台中機場為例 

103 紀俊臣 
姚德輝 

102級 

臺中市中山國

小 

組織變革中逆境商數與專業承諾間

之關係-以台中市國民小學人事人

員為例 

103 紀俊臣 
吳俊義 

102級 

臺中市大雅區

公所 

農業用地免稅優惠機制之研究-法

制觀點 

103 紀俊臣 
陳文軒 

102級 

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特種搜救隊組織

結構與功能運作之研究:組織治理

觀點 

103 紀俊臣 
劉淑丹 

96級 

彰化縣公務人

才創新育成中

地方組織治理:彰化縣公務人才創

新育成中心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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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03 紀俊臣 
賴慧萍 

96級 

臺中市松竹國

小 

臺中市國小導師制度之研究：制度

觀點 

103 紀俊臣 
趙憶琴 

102級 

臺中市北屯國

小 

學習型組織與組織發展之研究-以

臺中市某國小為例 

103 傅恆德 
張玉珠 

102級 

臺中市后里國

中 

十二年國教政策下臺中市國中教師

工作壓力及教師效能之相關研究 

103 傅恆德 
賴渝雯 

102級 

臺中市東興國

小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與學校行政系統

的合作模式與服務成效評估 

103 傅恆德 
周文凱 

102級 

臺中市南陽國

小 

臺中市教師友善校園人權教育認知

與人權環境之相關研究 

103 傅恆德 
彭睿達 

102級 

行政院海巡署

中部地區巡防

局 

公共工程履約爭議之研究-以中部

地區巡防局辦理工程採購案為例 

103 黃啟禎 
李良珠 

102級 

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中區分署 
國有土地清理責任之探討 

103 歐信宏 
張文志 

102級 
臺中市議會 

區級防災體系之探討-以台中市區

公所為例 

103 歐信宏 
楊清林 

96級 

臺中市東陽國

小 

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因應少

子化策略之研究 

103 陳俊明 
劉明欽 

100級 

臺中市后綜高

中 

學校採購行政的課責困境：滿足需

求與依法行政真能兼顧？ 

103 顧慕晴 
王駿 

102級 

臺中市中科國

小 

小規模國小廢(併)校措施之探討-

以台中市為例 

103 林淑馨 
王智鴻 

102級 

臺中市大明國

小 

國小正向管教政策執行成效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例 

 

5-4 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本專班除鼓勵學生參與各種國內、外學術競賽、學術研討會、期刊論文等學術活動，以

期藉由活動的參與來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另一方

面，亦鼓勵學生不斷進修深造與學習，提升自我涵養及競爭實力（參考表 5-2 和 5-3）。 
    為了增進學生的榮譽心，鼓勵其追求卓越，每年度專班都會舉薦學生投稿東海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學術研究論文競賽及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的研討會。即使未獲選論

文獎，對於被舉薦的學生而言亦是一種榮耀與自我肯定。此外，本專班會鼓勵學生繼續深造，

期望學生能自我督促、不斷的努力向上學習，錄取本校或他校的博士班。學生的論文及升學

表現，受到他人的讚賞與肯定，可顯示本專班的課程規劃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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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學術論文表現 
學年度 學生姓名 論文題目 論文表現 / 活動名稱 

100 
林碧桃 

（99 級） 
平心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社區發展之

經驗與成效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生學

術研究特優獎 

101 
吳新生 

（100 級） 
中國反腐敗治理之研究-中共紀律

檢察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生學

術研究特優獎 

102 
劉秋淑 

（101 級） 
建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總務主任核

心職能指標之研究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生學

術研究特優獎 

102 
翁明珠 

（101 級） 
公債法修正後對地方財政的影響-

以臺中市政府為例 

2013 六都時代地方治理學術研

討會 

102 
黃絲梅 

（100 級） 
改制前後臺中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

務之國家賠償比較 

中國地方自治雜誌第 755 期，

第 67 卷第 3 期 

102 
高文生 

（102 級） 
探討里幹事角色及功能轉變-以臺

中市為例 

東海大學教學亮點計畫優秀碩

博士論文獎 

102 
林振利 

（100 級）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後財政收入自主

能力之研究 

2014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

務系所聯合會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獎競賽(投稿競賽) 

102 
吳建毅 

（100 級） 
以危機管理理論探討校園反霸凌機

制之研究 

2014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

務系所聯合會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獎競賽(投稿競賽) 

103 
黃杏如 

（101 級） 
實價登錄對契稅實價課稅可行性評

估之研究 

2015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

務系所聯合會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獎競賽(投稿競賽) 

103 
蕭慧敏 

（100 級） 
嘉義市議員建議款分配的政治分析 文官制度季刊第 6 卷第 4 期 

103 
彭睿達 
(102 級) 

公共工程履約爭議之研究-以中部

地區巡防局辦理工程採購案為例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學生學

術研究特優獎 
 

表 5- 3 學生優良表現 
學生 優良表現 

紀懿娟(98 級) 通過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

教師資格(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 
謝昌達(99 級) 錄取東海大學 101 年度社會學系博士班 

彰化縣政府計畫處處長(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許芳榤(95 級) 錄取大葉大學 102 年度管理學院博士班 
黃絲梅(99 級) 錄取東海大學 103 年度政治學系博士班 
蔡雅玲(100 級) 錄取東海大學 103 年度政治學系博士班；現任臺中市議員 
楊瓊瓔(93 級) 現任中華民國第八屆立法委員 
林滄敏(97 級) 現任中華民國第八屆立法委員 
劉郁雯(101 級) 101 學年度通過(網路)托福測驗(TOEFL iBT) ，95 級分 
黃杏如(101 級) 101 學年度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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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蔡春滿(102 級) 102 學年度通過新制多益測驗，570 分 
莫懷祖(92 級) 現任桃園市消防局副局長 
李碧雪(103 級) 103 學年度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初級 
賴秀如(103 級) 103 學年度通過國際英語認證中心(ILTEA)，A2 初級 
周清玉(93 級) 現任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高文生(102 級) 103 年榮升臺中市石岡區區長(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 
鄭培富(93 級) 現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2010 年 2 月 26 日就職迄今) 
謝志忠(98 級) 現任臺中市議員 
張資娸(102 級) 104 學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李永癸(91 級) 現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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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 

    本專班透過課程規劃、課外學習活動的舉行等措施，培養學生具備政策規劃與執行能

力、政治專業知識能力、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判斷能力、邏輯思考與獨立研究能力、公共事

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能力、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以提高其在職場上的工作職能。 

而為達成與維持前述本專班所育培育的專業核心能力，本班於每學期末皆發放「學生

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參閱附件七）」調查學生於每學期的學習過程中對於課程和其專業

能力提昇是否感到滿意。唯 101 學年度自我評鑑後該問卷曾有過大幅修訂，102 學年度起

即改用新版問卷對在校生進行施測。101 學年度問卷發放 75 份，有效回收問卷 48 份，填

答率 64%，再以分析結果如圖 5-1 所示，101 學年度在校生對於本專班課程與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之相關性，均顯示認同本專班開授的課程能符合教育目標的達成及培育學生的核

心能力；而於 102~103 學年度所進行的調查，則可瞭解課程內容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核

心能力，分析結果如圖 5-2 至 5-5。 
 

 
 

圖 5- 1  101 學年度學生學習自我成效檢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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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課程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相關性施測結果(N=48)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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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102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學習自我成校檢核統計 

 

 
 

圖 5- 3 102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學習自我成校檢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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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統計圖(N=236)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123 
 

 
  圖 5- 4 103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學習自我成校檢核統計 

 

 

圖 5 -5 103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學習自我成校檢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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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圖 5-1 至 5-5 之學生學習自我成效檢核表可以明顯的觀察出，本專班學生對於本

班所開設之課程內容與老師教學方式都是感到滿意的，且對於其工作專業能力上確實係有提

昇幫助，而本專班學生核心能力的提升，除了透過教師認真教學、傳承豐富的實務經驗外，

亦訂定論文考試的規定，期望透過相關機制的考核，能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論文品質： 

（一）學位考試發表前必須參加 6 場以上的專題演講、論文口試或大綱發表，透過此規則的

訂定，讓學生觀摩同儕、學長、姐的發表情形，以助於自身瞭解論文寫作和發表重點及

如何有條不紊的呈現論文內容。 

(二)學生若欲提出學位考試申請，除了須修滿 32 學分的基本原則外，尚須至少在考試申請的

前三個月申請論文大綱發表。透過此機制，學生在其他評審老師和同學的建議與提問下，

相信可促使學生對其論文有更有清楚的方向或新的思維發現，另一方面，透過問與答的

方式交流，也能從中培養學生的應變思考及表達能力。 

(三)舉行論文寫作說明會，透過老師和學長姐撰寫論文的經驗分享，諸如如何擬定論文題目

與方向、論文基本架構、學術倫理的要求、理論與實務結合應用等，啟發、引導學生論

文的想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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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就學習成效而言，本專班之特色如下： 
（一）研究生論文口試前需參加至少 6 場以上的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或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等，

透過參與的過程可增進其研究與發表方面的能力。 
（二）論文主題與自身職場有高度密切相關性，透過課程多元化與專業化、問題導向等特色，

有助於提升學生對職場工作產生創新思維、 改善工作的責任與榮譽心。 
 

三、問題與困難 

(一)專班學生難以播出時間參與課外學術活動 
本專班一直很鼓勵學生多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和投稿期刊發表，唯因在職的身

分，學生往往因工作繁忙，難以積極主動的參與，至多僅選擇與會本專班舉行的研討會、

專題演講、論文發表等活動來增進課外新知。 
（二）難以鼓勵專班學生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 

公開發表學術性論文能擷取各方學者的專業意見、釐清自我的盲點，讓論文更臻完

整。然因考量學生必需同時兼顧工作、家庭與學業，故難以嚴格要求學生須於在學期間

內公開發表一篇學術性論文，才得以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四、改善策略 

  為維持論文品質與學習成效，本專班會固定舉行專題講座、論文寫作座談、研討會等活

動，課程規劃上亦會鼓勵教師在授課內容中多以實務導向的議題為探討核心。考量學生的在

職性質與組織結構，施以因材施教的理念，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增進其批判、分析能力，

建立起實務與理論的橋樑。 

五、項目五之總結 

    雖然在職生因面臨工作、家庭、學業等壓力，相較一般生比較無法參與課外學術活動或

被制約公開發表學術論文的畢業門檻，惟綜觀本專班學生學習成效的表現上可謂良好。學生

能夠在自我期許之學涯規劃期限內順利畢業，且探討與切身工作相關的論文主題，達到學以

致用之成效，且仍有學生願主動參加學術研討會、投稿期刊、或升學等，可見本專班的課程、

專業師資和多元教學等，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專業和學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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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生涯追蹤 

評鑑 

效標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雇主對學生學

習成效意見之情形 

一、現況描述     

    為了瞭解學生學習成效和生涯發展情形，本專班設有問卷調查的回饋機制來進行績效考

核和未來發展方向的修正。回饋考核機制納入的對象除學生外（在校生和畢業生），亦向外延

伸至與其學習和工作有著密切聯繫的教師和雇主。每學年對學生及其學習及職涯中有著互動

關係的群體，進行問卷的發放，爾後將分析結果作為檢討本專班課程規劃、教學與資源和發

展方向的依據。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本專班畢業生除在學術上有著亮眼的成績，截 103 學年度止，累計有 4 人考取國內博士

班持續深造，分別為 95 級許芳榤考取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99 級謝昌達考取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博士班、100 級黃絲梅與 101 級蔡雅玲考取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在職場上更

是有著卓越的表現，如：畢業生陳思均（88 級）榮任南投地方研習中心執行長、曾國鈞（88
級）任職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李永葵（90 級）升任台中港港警局局長、李錦娥（91 級）

榮任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局長、陳杉根（100 級）榮任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副處長、劉國正(100
級)升任彰化縣政府政風處副處長。其餘的學生在其工作職場中升等、升職者亦有，量繁不能

盡書，不過可知曉畢業的學生們在其工作崗位上皆付出心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本專班與畢業生的互動情形，主要是透過電話、電子信件、Facebook 社群網站、Line 通

訊軟體等聯絡管道多方進行(圖 6-1)，一方面瞭解畢業生生涯發展的情況；另一方面則尋求畢

業系友之建議，作為未來專班在課程規劃、師資、行政資源和服務上調整的準則。具體做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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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通訊網頁、軟體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 Facebook 專頁】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官方網站】 

【公共事務在職專班在校生通訊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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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友通訊錄 
    依據歷年畢業生通訊地址資料為主，並加入畢業生的就業訊息及更新通訊資料。本

專班追蹤學生的就業狀況，乃是從入學後每學年製作的學年度通訊錄上著手執行，定期

更新學生資料；爾後，再透過相關活動的舉行（如系友回娘家）進行資料統整或藉由專

班辦公室以電話訪查方式增補變更的資訊。訪查結果，多數畢業生仍能繼續在原單位或

相關機關貢獻所學、發揮所長。 

 

 

 

 

 

 

 

 
 
 
 

圖 6- 2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101~103 學年度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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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事務管理協會 
    公共事務管理協會即為本專班的畢業系友組成的系友會，於 2006 年成立，並定期

召開理監事會議。協會成立之目的係促進系友間互助合作及凝聚對母系之向心力，回饋

母系並發展母校之光榮。本專班網頁可與協會網頁(圖 6-3)進行超連結，同時專班亦開設

Facebook 社群空間(如上圖 6-1)，定時更新班內動態，建立起畢業系友與在校生之間聯

繫情誼的橋樑；而為促進畢業生之間的互助合作和感情，協會亦建立專屬通訊軟體群組

分享文章、建議與活動訊息等加強畢業生與在校生之聯誼情感(圖 6-3)，且每年亦會透過

舉辦年會的活動，如畢業系友回娘家的聯誼聚餐，俾利於組織成立之初，期許達成聯繫

與團結之宗旨。 

 

 

 

 

 

 

 

 
 

 
 
 
 
 

圖 6- 3 公共事務管理協會通訊群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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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 

    為提升教育品質、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首先要求授課教師需依照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設

計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並適時評估學生的學習吸收狀況，斟酌調整上課進度與內容，落實

因材施教的理念，請參閱附件十課程大綱；再者，本專班擬訂「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問卷」

（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七）每學期進行在校生對於研修課程之自我學習評估（分析結果參閱

表 5-4 至 5-7）。最後，發放「畢業系友現況暨滿意度問卷」（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八），調查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核問卷」及「畢業系友現況暨滿意度問卷」這兩

份問卷皆是採取李克特五等量表，以瞭解本專班課程的設計、教師教學、學習輔導與學習資

源是否有達成畢業生應具備的既定核心能力及提升其畢業後在工作職場的效能。根據問卷分

析結果，適時調整本專班的發展方向和學習資源。茲述如下： 
 
（一）評估教師之教學成果機制 

  授課教師規劃每學期課程大綱時，需依照本專班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設計課程

內容、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並於教學過程當中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適時進行課程之

調整與加強。此評估機制的設置除了有助於教師自我提升，亦可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

基此，透過本校制度化的教師期末教學評量，得以評估教師的教學成效，評量結果請參

閱附件十三，該結果能作為教師次學年課程內容修正的參考，本專班則列為評估老師的

教學表現和續聘資格之審核條件之一。 
 
（二）評估在校生之學習成果機制 

  如前述自我評鑑項目 5-5 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之分析，本專班擬訂「學生自我學習成

效檢核問卷」，目的是為瞭解學生於課程學習後，是否認為教師傳授的課程內容有助於

提升其核心能力，以及給予學生自我學習評估和檢討的機會。該問卷的調查可協助本專

班和授課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和考量課程規劃有無需要進行調整的地方。 
 
（三）評估畢業生畢業後是否具備既定的核心能力機制 

  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若能有效連結，乃有助於本專班學生在畢業後的職涯發展。因

此，本專班擬訂「畢業系友現況暨滿意度問卷」，由畢業生評量專班所提供的課程設計、

師資陣容、行政服務與學習資源等事項是否有助於其培育具備既定之核心能力（表 6-7
至 6-11）。根據畢業生回饋的意見，可適時修正本專班未來的發展方向。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搜集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雇主對

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 
     

透過發放本校制度化的「教師期末教學評量」與專班自行規劃之「學生自我學習成效檢

核問卷」、「畢業系友現況暨滿意度問卷」、「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教師自我檢核問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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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卷，蒐集教師、在校生、畢業生及雇主之意見，作為本專班的課程架構、核心能力及教

育目標改善之參考。茲將教師、在校生、畢業生、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看法與意見，分述

如下： 

 

（一）教師之回饋意見 
    利用課程委員會會議、教師自我檢核問卷等機制，蒐集教師教學的意見，作為檢視

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參考依據。因此，每一學年度本專班會發放「教師自我檢

核表」(表 6-1)給各位授課教師填寫，問卷回收之結果如圖 6-4、6-5、6-6 可得知。 
 

 

     

  

    學年度：                姓名： 

(1) 請檢視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您認為是否有哪一個目標需要修正？  

   要如何修正？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不需修正    需要修正    如何修正  

教 
育 
目 
標 

教育獨立思考能力     
厚植社會關懷     
強化專業素養     
重視倫理價值     
追求卓越能力     

 
核 
心 
能 
力 

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     
政治專業知識能力    
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值    
邏輯思考與獨立研究能力    
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

能力  
   

追求卓越能力     
(2)請檢視本系設置目標與現况  

設置目標與現況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普通 
有點 
同意 

同意 

您認為本系的課程設計合理       
您認為本系的師資合理       
您認為本系所提供學習資源充足       
您認為本系對學生有所助益       
您滿意本系的設置       
(3)除此之外，您覺得本系設置與學生有哪些需要再改進之處。 (簡述 ) 
 

表 6- 1 教師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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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6-4顯示，本專班教師對於專班的教育目標-「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

「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理價值」、與「追求卓越能力」，一致認為不需修正。換言之，教

師對於本專班之教育目標皆具有高度認同。由圖 6-5 得知，教師們認為本專班的課程安排有

助於培養學生「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政治專業知識能力」、「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值」、「邏

輯思考與獨立研究能力」、「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問題解決能力」、以及「追求卓越能力」等，

因此無須作大幅變動。 

 

101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 

 

102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資料為第一學期)。 

 
圖 6- 4 教師檢視本專班教育目標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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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 

 

102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資料為第一學期) 

 
圖 6- 5 教師檢視本專班核心能力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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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6-6，教師對於本專班的設置目標和現況，呈現一致的意見。教師們認為本專班

在課程設計與師資的安排上是合理的，且提供的學習資源充足。是以，本專班的設置目標和

現況不僅對學生有所助益，教師們亦予以高度的肯認。 

 

101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 

 

102 學年度問卷施測：共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0 份 (資料為第一學期)。 

 
圖 6- 6 教師檢視本專班設置目標和現況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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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校生之意見 
    為瞭解在校生的學習成效，透過學校訂定的制度化機制的「教師教學評量問卷」、

與本專班研擬的「學生學習成效自我檢核表」（分析請參閱圖 5-4 至 5-7）對在校生進行

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可作為本專班未來課程規劃改善之參考。在校生的意見蒐集結果如

下： 
1.101~103 學年度教學期末評量問卷回收之分析結果如下圖 6-7，圖中顯見 101 至 103 學

年度學生對於各課程內容與教師具高度的滿意，六學期統計平均成績高達96.73分。 

 
圖 6- 7 101~103 學年度每學期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畢業生之意見 
    以「畢業系友現況暨滿意度調查問卷」對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的畢業生進行意

見蒐集，問項題目分別為：第一，詢問其在專班求學歷程中，對於本專班提供的行政服

務、教師與教學等事項的滿意程度，了解其所學在工作表現的幫助程度及主管對畢業生

的工作表現是否滿意；第二，調查專班的課程安排對於其核心能力培養的幫助程度是否

顯著；第三，蒐集專班的課程設計能否增進教育目標之達成；第四，擬定開放式的回答，

給予畢業生對於本專班的行政服務、課程設計、師資陣容與教學方面提出建議。 
  綜合整理，應屆畢業生對本專班的課程設計是否協助學生達成核心能力之助益程度

均至少介於「非常有幫助」與「有幫助」之間；而課程設計可以增進學生達成教育目標

的認同程度均至少介於「非常同意」和「同意」間，顯示本專班之課程規劃大致符合應

屆畢業生需求。以下分別對於問卷四的施測結果分述如下： 
 

1. 第一部分施測結果： 
調查 101 至 103 學年度的畢業生，對於專班提供的行政服務、教師與教學方面的滿

意程度狀況，分析彙整結果如表 6-6 所示。整體而言，畢業生於專班求學歷程中，對本

班在行政服務上給予的諮詢與輔導之服務，抑或是與授課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師資陣

容、課程的安排規劃及教學環境設備等的事項，滿意程度介於「非常滿意」和「滿意」

間。而且畢業生對於自身所學是否有助於工作表現且主管、同儕與外界皆能對其肯定、

認可，意見亦是介於「非常滿意」和「滿意」間。 

95.5

97.7

94.6

97.2
97.5 97.9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1上學期 101下學期 102上學期 102下學期 103上學期 103下學期

101～103學年度教師教學滿意度

平
均
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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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對於專班提供的行政服務、教師與教學方面的滿意程度分析

結果 

問  項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專班所提供的諮詢與輔導 69% 27.6% 3 . 4 % 62.5% 37.5% 0% 33.3% 33.3% 33.3% 

專班老師在課業上的指導 69% 31% 0% 62.5% 37.5% 0% 0% 100% 0% 

專班的師生互動 72.4% 24.1% 3 . 5 % 62.5% 37.5% 0% 33.3% 66.7% 0% 

必修課程的安排 55.2% 37.9% 6 . 9 % 50% 50% 0% 0% 100% 0% 

選修課程的安排 62.1% 31.0% 6 . 9 % 45% 55% 0% 33.3% 66.7% 0% 

教學設備的提供 55.2% 37.9% 6 . 9 % 40% 47.5% 12.5% 33.3% 66.7% 0% 

專班所學對於您工作表現

的助益 
58.6% 34.5% 6 . 9 % 42.5% 55% 2 . 5 % 33.3% 33.3% 33.3% 

專班的學習使您的主管對

您工作表現滿意度 
34.5% 58.6% 6 . 9 % 47.5% 45% 7 . 5 % 33.3% 33.3% 33.3% 

外界、同儕對您在工作上

表現滿意度 
41.4% 58.6% 0% 42.5% 52.5% 5% 33.3% 33.3% 33.3% 

專班師資陣容的整體滿意

度 
62.1% 31.0% 6 . 9 % 65% 35% 0% 0% 100% 0% 

專班行政人員的服務整體

滿意度 
79.3% 20.7% 0% 70% 30% 0% 33.3% 33.3% 33.3% 

備註：101 年度問卷發放共 36 份，回收 29 份，有效問卷 29 份。 
      102 年度問卷發放共 41 份，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 40 份。 
      103 年度問卷發放共 4 份，回收 3 份，有效問卷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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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部分施測結果： 
根據表 6-7 顯示，101 至 103 學年度畢業生認為專班的課程設計對於其核心能力的

培養，幫助程度是介於「非常有幫助」和「有幫助」間，多數予以正面肯定的態度。雖

然多數畢業生肯定本專班的課程有助於提升核心能力的培養，然在實際效用方面（誠如

表 6-8 所示），如職務晉升或者薪資調升，持 50%以上認為有幫助，27.5%認為普通，

17.5%~25%認為沒有幫助。對此，本專班認為不論是晉升抑或是薪資的調整，以公務人

員為例，反而較重視年資的因素。目前 88 至 100 學年度畢業生已有數位榮陞主管位階。

是以，就近期的畢業生而言，短期內欲感受到專班課程設計對核心能力培養所產生實際

效用是稍有些困難。 
 

表 6- 3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對於專班課程設計培養核心能力的幫助程度分析結果 

問  項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 41.4% 55.2% 3.4% 35% 65% 0% 33.3% 66.7% 0% 

政治專業知識能力 41.4% 58.6% 0% 35.2% 62.5% 2.5% 0% 66.7% 33.3% 

獨立思考與倫理價值

判斷能力 
51.7% 44.8% 3.4% 57.5% 42.5% 0% 33.3% 66.7% 0% 

邏輯思考與獨立研究

能力 
51.7% 44.8% 3.4% 57.5% 42.5% 0% 33.3% 66.7% 0% 

公共事務組織管理與

問題解決能力 
58.6% 41.4% 0% 50% 50% 0% 33.3% 66.7% 0% 

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58.6% 34.5% 6.9% 45% 55% 0% 33.3% 66.7% 0% 

備註：101 年度問卷發放共 36 份，回收 29 份，有效問卷 29 份。 
      102 年度問卷發放共 41 份，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 40 份。 
      103 年度問卷發放共 3 份，回收 3 份，有效問卷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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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對於專班課程設計的實際效用分析結果 

問 項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沒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有
幫
助 

普
通 

沒
有
幫
助 

效
用 

職務上 

晉升 41.4

% 

27.6

% 

27.6

% 

3.4

% 

15

% 

40

% 

27.5

% 

17.5

% 

33.3

% 

33.3

% 

0

% 

33.3

% 

薪資上 

調升 

27.5

% 

20

% 

27.5

% 

25

% 

33.3

% 

33.3

% 

0

% 

33.3

% 

備註：101 年度問卷發放共 36 份，回收 29 份，有效問卷 29 份。 
      102 年度問卷發放共 41 份，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 40 份。 
      103 年度問卷發放共 3 份，回收 3 份，有效問卷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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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部分施測結果 

根據表 6-9 顯示，101 至 103 學年度畢業生「非常同意」與「同意」本專班的課程

安排有助於教育目標的達成。顯然，本專班之整體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能有

效連結，符合畢業生的需求。 

 

表 6- 5 101 至 103 學年度畢業生對於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之關連性分析結果 

問  項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培育獨立思考能力 58.6% 41.4%   0% 0% 52.5% 47.5% 0% 33.3% 66.7% 0% 

厚植社會關懷 55.2% 41.4% 3.4% 0% 47.5% 47.5% 5% 33.3% 66.7% 0% 

強化專業素養 55.2% 41.4% 3.4% 0% 60% 40% 0% 33.3% 66.7% 0% 

重視倫理價值 44.8% 51.7% 0% 3.4% 45% 47.5% 
7.5
% 

33.3% 66.7% 0% 

追求卓越能力 48.3% 41.4% 6.9% 0% 55% 42.5% 
2.5
% 

33.3% 66.7% 0% 

備註：101 年度問卷發放共 36 份，回收 29 份，有效問卷 29 份。 
      102 年度問卷發放共 41 份，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 40 份。 
      103 年度問卷發放共 3 份，回收 3 份，有效問卷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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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部分開放問卷彙整結果 
多數畢業生對於本專班的辦學理念與作法持以正面的肯定，而對於部分畢業生予以

專班尚待改善的建議，本專班對此作出回應，彙整內容如下表 6-10 所示： 
 

表 6- 6 畢業生意見之檢討 

面向 學生意見/建議 專班回應/措施 

行政服務 無。多數一致滿意本班行政服

務。 

畢業系友都給予正面的肯定。本專班會秉

持初衷，繼續努力維持良善的行政服務品

質。 

課程設計 1.建議本專班課程設計上多提供

國際學術交流（99 學年度畢業

生） 

2.提供國際交流的機會。（101 學

年度畢業生） 

3.可和 EMBA 交流（102 學年度

畢業生） 

對於此一意見，本專班未來會積極的舉辦

相關國際性的學術交流（請參閱第 50 頁

的表 3-5）。 

建議增加與課程相關之參訪或

座談，借鏡企業或組織之經驗與

意見（100 學年度畢業生） 

建議課程設計可以更多元、活

潑，辦理機關和企業參訪活動。

（103 學年度畢業生） 

鼓勵各授課的教師邀請嘉賓進行專題演

講或舉行校外參訪活動。另者，透過公共

事務管理協會舉行課外活動，增廣見聞。 

1.增加教職和教育相關議題的課

程（100 學年度畢業生） 

2.課程方面可再增添多元議題

（102 學年度畢業生） 

3.增開公共實務課程，例如政府

經課程委員會議討論與通過，課程地圖增

修教育政策專題、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專

題，邀請具有相關領域的師資授課，給予

學生有多元化課程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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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國有財產法、檔案管理

法、危機處理、安全管理、財政

管理、文化創意類課程。（102

學年度畢業生） 

部分課程因時間衝堂及有修課

人數上限之限制，無法選修到該

門課程的學生心中難免遺憾，建

議排課時能多考量學生的需求

（102 學年度畢業生） 

已將學生的需求納入考量，將行政程序法

專題分為上、下學期各開一門課。訂定選

課人數上限，是為避免教師教學負擔過

重、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 

1.建議可增開「論文寫作班」，而

非僅有質、量化課程的必修課程

（100 學年度畢業生） 

2.建議就論文寫作規定、技巧等

開課或講習（102 學年度畢業生） 

3.研究法的授課時數可再延長，

另外加開一些統計相關課程。

（102 學年度畢業生） 

自 102 學年度開始，每一學期固定舉行一

場論文寫作講座，包含格式說明與指導

（請參閱表 4- ）。另一方面，每學期皆會

舉辦論文大綱發表及學位口試發表。本專

班一直鼓勵學生撥出時間多參與班內所

舉辦的學術會議，目前規定至少參加過 6

場以上的發表會，才得以申請論文學位考

試。班內相信透過觀摩他人的發表與臨場

感受口試委員的建議和提問，將有助於提

升論文寫作概念。 

師資陣容

教學 

 

建議分組報告次數可增加，讓學

生可透過研究討論，增加互動、

學習機會。（100 學年度畢業生） 

從附件的課程大綱可見，多數教師傾向個

人或分組報告，相信這樣的課程設計可提

昇學生之間及與老師的互動和學習機會。 

課程人數不要超過規定人數以

免造成其他授課人數不平均的

情形。（100 學年度畢業生） 

針對此意見，本專班於修課的規定中，訂

有必修課上限為 17 人、選修課上限 15

人，下限人數則規定必須有 3 人選修才得

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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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資訊設備可改善（102 學年

度畢業生） 

目前每間上課教室都已設置數位講桌、無

線和有線網路、投影機與螢幕。 

1.師資不錯，建議可再加入活

水，找觀念新穎老師的加入（102

學年度畢業生） 

2.可以延聘他校更具相關專長的

教師，撞擊出更新的教學火花

（102 學年度畢業生） 

102 學年度增聘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王

光旭副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廖興

中助理教授。103 學年度增聘東海大學行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劉志宏助理教授。 

增添法令、資訊、政治方面的教

學，提升實務技能和應變能力

（102 學年度畢業生） 

未來建議請授課教師加強實務導向的教

學內容。 

部分教學方式較難吸收(103 學

年度畢業生) 

未來會與各授課教師討論期授課方式，並

共同研議做適當修正。 

 

(四)雇主問卷調查 

為瞭解學生在畢業後的職場表現能否符合工作所需，本專班會對於每位畢業生的雇

主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九），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5-4 所示。為瞭解雇主

對本專班畢業生「領導能力」、「管理能力」、「規劃能力」、「創新思考能力」、「獨立解決

問題能力」、「協調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具備良好的工作倫理」之滿意程度，

分析結果顯示畢業雇主多數肯認本專班畢業學生經專業課程的教育訓練後，有助於學生

具備與提升自身在工作職場上所需的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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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7 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 

問 項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非常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領導能力 
50.0% 50.0% 0.0% 52.5% 47.5% 66.7% 0% 33.3%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管理能力 
41.7% 58.3% 0.0% 57.5% 42.5% 66.7% 0% 33.3%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規畫能力 
50.0% 41.7% 8.3% 52.5% 47.5% 66.7% 0% 33.3%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創新思考能力 
50.0% 50.0% 0.0% 67.5% 32.5% 66.7% 33.3% 0%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獨立解決問題能

力 

66.7% 16.7% 16.7% 62.5% 37.5% 66.7% 33.3% 0%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備協調溝通能力 
75.0% 16.7% 8.3% 72.5% 27.5% 66.7% 33.3% 0%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良好的團隊合作能

力 

58.3% 33.3% 8.3% 70.0% 30.0% 66.7% 33.3% 0% 

專班的教育訓練，使得畢業

系友具良好的工作倫理 
58.3% 41.7% 0.0% 72.5% 27.5% 66.7% 33.3% 0% 

您對於畢業系友整體的工

作表現感到滿意 
75.0% 16.7% 8.3% 77.5% 22.5% 66.7% 33.3% 0% 

 
備註：101年度問卷發放共 36份，回收 29份，有效問卷 29份。 

102年度問卷發放共 41份，回收 40份，有效問卷 40份。 

      103年度問卷發放共 4份，回收 3份，有效問卷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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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專班透過公共事務管理協會建構畢業系友聯繫網絡，更新畢業生通訊錄與追蹤就業狀

況。建立良好的溝通平台，藉此了解畢業生流向、雇主滿意度，調查畢業生在核心能力及領

域知識的學習成效與應用，提供本專班未來規劃核心能力及專業領域知識時之參考。 

三、問題與困難 

    追蹤畢業生流向與聯絡實屬不易，學生往往因為職務調動或家庭因素，使得專班難以更

新畢業生的基本資料，且難與畢業生之雇主取得聯繫，也致使雇主問卷回收情況不佳。 

四、改善策略 

    透過公共事務管理協會網頁、本專班 Facebook 與 Email 方式與畢業系友保持聯繫，抑或

是委請各屆班代表或該班人際關係較活絡的學生為號召，以及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時，煩請

系友更新聯絡資訊。 

五、項目六之總結 

    為了有效瞭解本專班的系所運作成效，以及為達到自我期許的發展願景之下，建立一套

自我檢核機制，故針對在校生、畢業生、企業雇主、教師等互動關係人進行問卷調查，透過

問卷回收與分析結果得以即時掌握本專班之課程、師資、教育目標、教學環境、行政服務等

執行情況，作為本專班改善的建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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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評鑑效標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一、現況描述     

    本專班設立宗旨，即秉持著培育獨立思考能力、厚植社會關懷、強化專業素養、重視倫

理價值、追求卓越能力之教育目標，為國家培育專業公共事務管理人才。該宗旨之訂定一是

為謀求實存的公共問題能良善解決，其二則是為配合當前公共行政領域新興議題的趨勢，栽

培兼具人文關懷和專業倫理的國家棟梁。期許專班教育出來的學生能賦有國際觀的視野，且

能發揮倫理素養切合本土化與在地化的需求行事。 
    專班成立迄今，已屆滿十六年。辦學經營乃時時密切觀察社會動脈的變化，藉由自我管

理機制運作，定期的自我檢討及改善，使教學發展走向不偏離設立初衷。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7-1-1 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落實情形 

    為落實本專班教育目標，從課程規劃、師資遴聘及教學資源供給三面向著手進行。首先

課程規劃上乃是基於 1.公部門需求與變革、社會脈動；2.本專班教育目標；3.專班設立宗旨三

要點，配合學生修課意願加以調整。依此脈絡下，亦將其作為遴聘師資、教育資源的提供及

教學方式選擇之基準。再者，建立教師教學評量、在校生滿意度調查、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雇主滿意度調查等的回饋機制，定期的調整和修正自我，以提升學生整體競爭力和達成自我

改善之目的。 

    本專班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乃係建立於教學成效與多方關係人之回饋。授課教師根據課

程核心能力設計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與教學評量，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學生則是透過

本專班設計的核心能力自我檢核問卷與學校期末的教師教學評量方式，提出對課程規劃和教

學方式的建議。透過評量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輔導成效三方面，不僅可瞭解本專班學生的

整體學習成效，亦可用來自我檢討本專班的經營績效。 

 

(一)課程規劃自我分析與改善 

    依據教育目標擬定核心能力，透過問卷調查機制，針對教師、在學生、畢業生及雇

主的滿意度，有效地瞭解學生學習成效及職場表現。根據調查意見的回饋，有效的安排

和改善課程，檢討本專班各項運作及發展，包含行政服務、課程設計、學生活動、學習

資源、師資陣容等，以符合本專班之辦學方向。 

    專班每學期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議，檢討教育目標與發展、開課與排課，作為教學

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結構的調整。鼓勵授課教師根據學生回饋的意見，每學年檢視課

程內容的方向與內涵以及教學、評量方式，促進學生學習成效。而雇主對於本專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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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及所學能否符合工作需求之評量，班內會依回收的意見回饋召開課程委員會議，

邀請課程委員，對專班課程做更完善的評估和改善。 

 

(二)教師教學自我分析與改善 

    教師教學改善方面，透過相關問卷施測結果，以及學生意見的回饋提供老師作為教

學堂整的參考。本校每學期期末即要求學生上網填寫老師教學品質之問卷，此制度化之

教學評量機制使授課老師能夠瞭解學生對於其授課品質的回饋與建議，教師可以即時針

對學生反饋的意見、學習狀況，進行檢討和改善其教學方式、內容及調整學生學習成效

評量。此外，該評鑑結果亦會作為班務委員會續聘教師的參考依據。 

(三)輔導事務自我分析與改善 

    為提升教學品質，設置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以增進教師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

授課教師除了於課堂中提供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知識外，尚會於課後提供學生相關輔導與

協助。本專班由主任擔任導師，從旁協助，課業解惑、論文輔導等事宜，如舉行師生座

談會、導生晤談、論文寫作座談等。此外，專班也額外設置主任信箱與學生平行溝通，

對學生提出的意見給予即時的回應。 

 

  綜觀而言，從教師教學評量、課程自我核心能力檢核問卷結果與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等問卷交互佐證，可知本專班教師在教學和學習評量、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

以及學生輔導、學習資源上持續努力改善並試圖達到良好的表現。這些分析結果可提供主任

及課程與班務委員會許多寶貴之意見，作為本專班改進和自我檢核的重要參考。 

     

行政管理機制主要有課程委員會議及班務委員會議，二者均依規定正常運作。會議成員分別

由本專班兼任教師擔任委員，規劃、審議本專班的課程規劃、師資聘任、班務活動等相關事

宜，作為專班定期自我分析與改善機制之基礎。會議會依實務需求不定期舉行，經委員討論

通過後，即會據以執行。101 至 103 學年度行政管理機制及會議次數如下表 7-1 所示：  

 
表 7- 1  101-103 學年度相關會議召開情形 

 101 102 103 

課程委員會議 4 3 2 

班務委員會議 2 6 1 

自我評鑑會議 1 2 1 

導生晤談暨師生座談會 4 4 2 

 

  

會議名稱 
年度/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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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定期自我改善機制-PDCA 

    本專班配合校 方自我評鑑活動以 進行內部自我檢討 和改善，秉持 PDCA 
(Plan-Do-Check-Action) 循環精神(請參閱第 6 頁之圖 0-1 自我改善機制圖)，建立持續改善的

機制，邀請教師、在校生、畢業生、雇主、公共事務管理協會等協助本專班自我檢核，以確

保教學品質。 

（一）規劃(Plan) 
    為落實本專班教育目標，本專班建立自我改善機制架構（請參閱圖 0-1）。本專班課

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乃基於 1.公部門與社會脈動；2.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3.設立宗旨三

要點。為提升師生對本專班之目標、教學實施以及各項行政措施的認同，本專班於每學

期進行期初宣導、期末評量等回饋措施，並建立自我改善機制，透過適時調整、修正，

以提升辦學品質。而為檢視設定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擬定問卷調查加以檢核與回應，

期能落實教學目標。 

 

（二）執行(Do) 
    每學期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班務委員會議，檢討本專班教育目標、系所發展、課

程規劃、學生意見等事項。討論並分析本專班師生對課程意見的回饋，檢討修正不足之

處。短期可作為未來課程規劃之改進，長期則可作為調整教學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

圖等的建議；鼓勵授課教師檢視課程開設之方向、內容、教學方式與教學評量，重視理

論與實務的應用，使學生能學以應用，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三）查核(Check) 
    為控制教學實施的品質，在授課教師方面，配合校方機制，以授課教師之教學評量、

課程大綱、教材製作、研究論文作為教師教學品質之考核；在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安排

課外參與活動（如專題演講、演討會、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與路思義志工隊舉行的活動等）、

訂定學位論文規定，以學位論文為畢業的門檻。此外，為鼓勵學生多參與各種不同主題

課程，亦提供學生可以登錄學習時數護照，激勵學生參與意願。 

 

（四）修正(Action) 
  在整體實施品質保證方面，依據教育目標擬定學生基本核心能力，透過問卷調查機

制，針對教師、學生、畢業生及畢業生雇主之滿意度，有效地瞭解畢業生學習成效、職

場表現以及其他意見，並根據調查結果，於課程上適時調整與改善，檢討本專班行政、

課務、學生事務各項運作及發展，包含行政支援教學相關業務、學生活動、學習資源改

善等相關事項。根據東海大學課程評鑑實施辦法，配合專家諮詢機制之運作，每兩年辦

理一次課程評鑑。集結外審委員回饋的意見，供授課教師與本專班課程委員會參考，期

許班內能訂出順應公部門、社會脈動需求的教育方向，為國家培育專業素養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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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為落實本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建構整體自我改善機制，透過相關問卷調查的發放，

瞭解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與輔導事務之成效，藉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品質。本專班在全體師生

的共同努力下，型塑友善的組織文化，於此氛圍下不僅可展現管理者的涵養，亦可讓學生能

擁有優質的學習環境、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與經營良善的人際互動。 

三、問題與困難 

    面對大學院校、在職專班不斷成立，且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影響，多數年輕人畢業後都選

擇進入公家機關謀職；但也因近年來年輕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公部門新進人員已普遍具

備高等學歷，致使在職專班學生招生情況不佳。而這是對現階段各系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再者，由評鑑效標第六項對於畢業學生之統計資料發現，公務部門對於公務人員之進修獎勵

補助已有刪減，且對其在部門陞遷、加薪等實質幫助上並無太多幫助，又在職專班學費普遍

高昂的情形下，導至近年來本專班招生人數逐年遞減。 

四、改善策略 

    從實質面提升本專班聲望與學生整體競爭力，並持續加強宣傳及改善招生策略，如委託

已畢業學生於其服務機關、單位協助宣傳本專班之優良師資群，或將招生宣傳對象聚焦於中

生代公務人員，以求報名率和報到率有增長的空間。 

 

五、項目七之總結 

    本專班整體運作，在規劃方面，本專班在設立宗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上

都有明確的機制和相關策略方案的制定，以充分反應社會脈動和需求，並與校院核心能力之

對應有高度一致性；在執行方面，則亦已建立完備的內部組(課程、班務、教評委員會)，進

行明確之分工，以期能確實落實本專班系所的發展，達成目標；於檢核方面，藉已建置具體

可行之自我改善機制，不僅可定期檢核相關計劃的執行績效，並建立回饋機制以適時調整計

劃或預期目標；在行動方面，本專班透過互動關係人對學習成效之意見，進行各種資料的分

析與彙整，並將分析結果交由班主任與委員召開會議討論因應策略，達成共識，執行改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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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根據本專班現況，利用 SWOT 分析進行內、外部環境分析並進一步研擬對應策略，相關

茲述如下並彙整如表 8-1 所示。 

表 8- 1 系所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1.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

班是一個成立 15 年的老品牌、

口碑佳、聲望良好的系所。 
2. 中部地區第一所成立在職專班

之學校。 
3. 師資陣容堅強，擁有結合理論與

實務之人才。 
4. 課程多元化，涵蓋地方政府與政

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三大領

域。 
5. 教學環境與設備完善。 
6. 校友分布廣，向心力強。與中部

地區地方機關互動良好。 

劣勢

（Weaknesses） 

1. 預算編列遞

減。 
2. 行政支援能力

減少，行政職

員非正職。 
3. 無專任師資。 

 

機會（Opportunities） 

1. 授課教師與國家政府機

關關係良好。 
2. 畢業校友職務表現優

良。 

SO 策略 WO 策略 

1. 與政府機關建立計畫活動關

係，多參與政府相關研討活動。 

2. 畢業校友於任職單位或所在地

區公務機關推廣本專班學制。 

1. 畢業校友小額

捐款。 

2. 開設隨班附讀

課程增加收

入。 

威脅（Threats） 

1. 少子化之衝擊。 
2. 廣設碩士在職專班，競爭者

眾多，惡性競爭。 
3. 公務機關大多已受在職訓

練，供給量減少。 
4. 經濟環境停滯不前，多數在

職社會人士因經濟因素考

量，未有進修深造的誘因。 

ST 策略 WT 策略 

1. 推廣對象聚焦於中生代公教軍

警人員。 

2. 適度降低學雜費。 

3. 廣宣設計強化本專班之專業性

與師資陣容 

4.嘗試舉辦試前說明會。 

1.採焦點式宣傳 

2.與東海大學其

他獨立研究所或

在職專班合開共

同選修課程，廣納

不同領域學生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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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分析 

（一）優勢 

    本專班自 1999 年成立，至今每年分三組招收學生已過了十五個年頭。前身為與台

灣省政府合作的「公共行政研究班」，在此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本專班掌握了教育部回

流教育的契機，開創了中部地區人人稱道的在職專班，對公務人力素質的提升有正面積

極的貢獻。目前本專班有 43 名夙負盛名，各具專業的兼任師資，一學年可開出 104 個

學分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課程的選擇；本專班有一棟專屬的教學大樓-省政研究大樓，

與管理學院相鄰，本大樓除了附設專屬本專班學生使用的系圖書館，亦能就近至本校總

圖書館之管學院分館借閱書，因此可謂學習環境佳、設備完善，提供教師與學生充足的

教學環境和學習資源。另外，本專班畢業系友分布廣，散佈在苗栗縣以南與雲林縣以北

的中央機關、省政府、與地方政府內高級主管人員，因此與中部地區機關維持良好互動

關係，且本專班一直秉持著友善、團隊經營模式與教師、學生相處，故我們的系友凝聚

力與向心力強。綜而言之，本專班的聲望與形象贏得一定的好口碑。 
 
（二）劣勢 

  預算編列與招生情況具有密切相關，近年本專班由於招生報考與錄取報到人數遞減，

因此學校亦逐年刪減預算，影響本專班的行政、資源之配置，對於系務的推動與發展恐

窒礙難行。一方面，因為在職專班不得配置專任師資，需由相關系所的專任教師支援本

專班，然往往教師專任且忙於所屬系所的行政、教學業務，無法致力於兼任系所業務，

如此可能影響本專班需要即時性處理的工作事項。另一方面，本專班僅能設置一位兼任

組員，處理本專班所有行政、課務、學生事務等，且僅能在預算有限內聘請工讀生做有

限協助，產生行政支援能力不足的問題。 

 

二、外部分析 

（一）威脅 

  近年來，本專班的發展確實面臨了相當嚴峻的挑戰，第一、在社會少子化、全國廣

設碩士在職專班的現象之下，造成市場出現非良性的競爭，不講求品質，劣幣驅逐良幣。

第二、市場供過於求已趨於飽和，就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的屬性而言，中部地區能夠

接受教育訓練的人口已趨於枯竭。所以，反映出來的狀況是，報考人數的逐年減低。第

三、由於經濟環境的不景氣，以及各級政府對教育訓練補助的刪減，亦降低了就讀意願。 

 

（二）機會 

如前述本班之優勢中所提及本專班師資陣容堅強，且與國家政府機關皆有相當密切

的研究發展計畫等合作關係，又本班學員廣佈於公務機關體系中，且由學生表現可由項

目六畢業生發展項目中可觀察近三年本班畢業生無論在學術的持續進修或職務升等皆

有相當良好的發展，結合上述與國家政府機關的關係以及畢業學生的亮眼表現，將可能



153 
 

為本班帶來更多有志進修的在職人員報考本班。 

 

三、因應策略 

（一）優勢與機會之應用與擴展策略 

本專班創立 15 年畢業校友眾多，且多服務於公務機關並任要職，對於其所屬單位

表現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與貢獻，若能藉由畢業校友的優秀表現宣傳推廣，鼓勵其所在

機關單位或曾任機關單位之人員報考本專班，藉以強化自身公務相關能力。次者，本專

班師資皆與政府機關有過密切合作關係，即可藉由此層關係辦理並鼓勵在校學生參與政

府機關所舉辦之研討會活動，加深政府機關人員對本專班之正面印象。 

 

（二）優勢與威脅之改善對應策略 

目前本專班所面臨之外部威脅在於 1.少子化、2.在職專班廣設、3.公務人員已有在

職訓練規劃、4.經濟不景氣主要四大項。為因應前述威脅，本專班未來可將推廣對象集

中於中生代軍警公教人員，因相較於新生代人員普遍為碩士學歷及職等較低等因素；中

生代人員於學歷、業務資歷、單位影響力和收入方面都較新生代更適合就讀本專班。例

如，1.中生代人員學歷多為專科或大學畢業，對於學歷上的追求和再進修的企圖心相對

是較強烈；2.中生代人員因在機關單位都有一定年資，對於機關單位之運行方式也持有

一定之經歷與影響力，如此特性也可能於繼續進修過程中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和機關改

造方向；3.中生代人員於薪資收入普遍較新生代人員高較能負擔專班相對高額之學雜費

用，且子女多數已成年可自立生活，於生活負擔上也較輕鬆，有鑑於前述中生代人員之

特性，本專班未來可將招生焦點對象聚焦於中生代人員，以期增加招生報名數，並透過

中生代人員之影響力廣招新生代人員之加入。 

 
（三）弱勢與機會之改善策略 

本專班所之弱勢主要為 1.學校預算編列減少、2.行政支援少，行政人員非正職、3.

無專任教師，而為因應如此弱勢，專班可透過舉辦校友會之方式鼓勵畢業學生以小額捐

款系務發展基金以補校務預算之不足，此基金可用於招生宣傳之費用；再者，可增開隨

班附讀課程一方面可增加額外收入提供課務活動之辦理經費，另一方面亦可吸引預算有

限之人士報名，並於爾後報名專班碩士課程可做學分抵免，減輕工作與上課間之負擔。 

 

（四）弱勢與威脅之改善策略 

針對本專班弱勢與威脅之改善策略方面，首先可如同「優勢與威脅改善策略」所提，

將宣傳重點移交至中生代軍公警教人員，將客群範圍先予以聚焦，再透過此客群之影響

力放寬焦距至新生代人力；次者，因東海大學多數系所皆設有在職專班，並有特設獨立

研究所，若能與其進行跨系、跨院等跨領域合作，有限度地開設共同選修科目使學生能

更廣泛接觸到不同領域之課程，並瞭解其他產業之特性以及所需要之公共服務，同時亦

讓其他產業可以瞭解本專班之課程並不是只針對軍警公教人員所開設，以「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之概念，讓學生之所學能更廣泛且有效的實踐。 



154 
 

  



155 
 

参、總結 

由以上項目一至項目八對於東海大學公共事務在職專班 101~103 學年度運作狀況等相關

內容中可瞭解本專班無論於教學師資結構、教學專業度、學生教學活動和學生表現以及未來

發展方向等都是朝向正向發展心態，雖然因大環境的限制導致近年來招生狀況有遞減之情形

發生，但對於本班之教學熱忱並無太大的影響，無論是授課教師、學生甚或是由畢業學長姐

所組成的「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協會」、「路思義志工團」對於本專班之學術和日常休閒、

公益活動都具有相當熱忱奉獻的心意，齊心共同維持本專班之優良學術傳統和教育精神。以

下將分為”系所特色”和”未來發展策略”兩部份做為此評鑑報告之總結。 

 

一、系所特色 

1.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自 1984 年創設「公共行政研究碩士學分班」開始，

本專班就被賦予了教育台灣中部地區優秀公務人員之使命，此使命延續迄今作育了無

數的優秀公務人力，替我國公共事務體係奉獻了相當多的心力與成績。且近年來報考

本專班之人是已不在局限於軍功警教人員亦有一般企業人士之加入，由此可見本專班

之學術多元化能夠吸引更多非公務體系之人員加入。 
2.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之師資群相當具有競爭力，皆為公共行政學界頗富盛

名之學者，亦有相當具有實力的後起之秀，相信藉由頂尖師資的知識傳授將賦予本班

學員更專業的公共事務處理與分析能力，希冀能進而改善我國長久以來為人所詬病的

公務機關官僚、僵化等負面印象，為我國社會更盡心力。 
3.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在職專班於課外學術活動之辦理也是不遺餘力，廣邀國內外公共行

政或社會科學學者到班舉行演講，將最新的社會、政治、行政等學術研究發展趨勢分

享給學員，藉由更宏觀的知識來擴展本班學員對於公共事務之視野。 
4. 由項目五和項目六關於學生表現之內容和相關統計中可以發現，於 101~103 學年度中，

本班學生無論在學術專業上之再進修以及學術成果皆獲得相當多的肯定，如此表現對

於工作、課業兩頭忙之在職學生實屬難能可貴之表現，而有如此優亦之表現除了與學

生自身的勤奮努力外，本專班師資與課程之相關協助亦對於如此之表現有一定程度之

助益。 
5. 本專班畢業學生所成立的「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協會」和「路思義志工隊」，其成

立目的即在於凝聚本班學生之向心力並且回饋社會。例如透過不定期的健走、自強活

動辦理來增加學生和老師們的感情，讓本專班的氣氛如同一個大家庭般和樂，亦可藉

由同儕情感之聯繫使未來在公務處理上有更多的資源與協助。 
6. 由項目六對於本班學生和主管所進行之(1)學生學習成效、(2) 畢業生之意見和(3) 雇

主之回饋意見等相關問卷統計中可以清楚瞭解學生對於本專班在課程設計、師資能力、

自我發展等相關面項上都給予相當正向之肯定，並惠予相當多對本班未來在課程設計、

師資選擇等相關建議，而本專班未來也會依學生所提出之建議做強化與改善，俾以提

供未來學生更優質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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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六點特性更可以清楚的瞭解到本專班於辦學上的努力，提供多元的課程、知識，

以及致力於學生情感上的聯繫與維持，以一個學術大家庭的概念來經營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並以期能作育更多的人才。 
 

二、未來發展策略 

如前述提及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皆面臨少子化、經濟環境差、廣設大專院校等大環

境因素影響導致招生不易，而本專班意面臨到相同的困境，特別是近幾年來各大學皆廣

設碩士在職專班增加學校財源收入，且學術品質的維持亦面臨到相當的挑戰，而又在「國

立大學才是好大學」的傳統思維上，在職生亦多會往國立大學所開設之在職專班靠攏，

更導致私立大專院校招生陷入更大的困境。若再由社會工作環境趨勢來觀察，我國就業

環境仍以私人企業為主要，因此也導致多數人會往企業管理相關研究所靠攏；而相對的

公務人力則不如私人企業豐富，再加上中部地區大學近年來也廣開設公共事務研究相關

在職研究所，更嚴重瓜分了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人數。 
 
但本專班本於教育優秀公務人力之辦學理念，仍秉持著依訂學術研究水準之要求，

故本專班特別針對畢業口試流程除需修業滿 32 學分之基本規定外，特別規定必須經過 6
場次之研討會、論文發表等相關學術活動並且於每一學年舉行論文大綱發表，每一位學

生需通過二位評審委員之審核與研究建議後方可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以求研究之完整

性與價值性。 
 
而除了學術價值的維持外，本專班亦意識到我國軍警公教人員的年齡層降低、學歷

普遍較高等因素，對於碩士班之再進修意願有限，且對於非公務系統人員而言本專班在

世俗印象上是專門提供公務人員進修，也相對減少了本專班的學生來源。有鑑於前述招

生之困難，本專班於評鑑項目第八項 SWOT 分析中有提出幾點未來發展策略方向，以下

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新方式： 
 

(一)聚焦招生對象於中生代公務人員：因目前新進人員資歷尚淺，對於公共事務的熟悉

程度有限，且新進人員學歷普遍較高對於在進修碩士的意願相對中生代公務人員較

低，再者，因在職專班學費高昂，新進人員於生活負擔亦較中生代公務人員高，因

此本專班可嘗試將較多的宣傳資源投注於中生代公務人員上，以求最高招生效益。 
 
(二)開放院際共同選修課：因東海大學多數系所皆設有在職專班，並有特設獨立研究所，

若能與其進行跨系、跨院等跨領域合作，有限度地開設共同選修科目使學生能更廣

泛接觸到不同領域之課程，並瞭解其他產業之特性以及所需要之公共服務，同時亦

讓其他產業可以瞭解本專班之課程並不是只針對軍警公教人員所開設，以「知己知

彼，百戰百勝」之概念，讓學生之所學能更廣泛且有效的實踐，並可以解決修課人

數不足等相關問題，提供更為多元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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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消分組授課：目前專班授課仍採「地方政府與政治組」、「公共政策組」、「公共管

理組」三組分組授課，未來可朝向取消分組，但仍維持學群的方向來設計，對課程

作大幅度的調整，增加新的議題課程，以更符合時代的脈動。 
 

最後，本專班仍會秉持著因應多元公共事務與治理需求，而培育出具有專業素養、

民主精神、創造力與回應力的人才，有效解决公共問題。並更強調理論與實務應用之整

合，透過多元的師資與多元課程的設計，培養學生能有效運用所學知識於實際公共問題

之解決，使其具備公共治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治理與科際整合的能力，以期提升政府

職能與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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