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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管系參訪三峽皇后鎮森林 簽訂實習建教合約

的市場政治」。由社會學系黃樹仁主任主持，會中鄭博士針
對此議題有深入分析，並與本系師生分享他多年來在中國
大陸的台商研究之各種實務經驗與理論之研究。本系師生
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蔡瓊姿老師於98年3月25日
並與鄭博士詳加討論此議題，並得到鄭博士詳盡之回答。
星期三帶領二年級學生前往『皇后鎮森林』參訪，皇后鎮
◎
社會學系於2月23日（週四）上午10:00—14:30假社會
森林位於三峽山區，風景秀麗，空氣清新宜人，園區內還有
科學大樓二樓2F09教室，邀請林宗弘博士蒞系進行專題
飼養綿羊供遊客觀賞，也設有餐廳、露營地，是一個適合全
演講，講題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階級結構與社會
家出遊的休閒場所。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為了近年來
不平等: 兼論與台灣的比較」。由社會學系黃樹仁主任主
休閒產
持，會中林博士針對此議題有深入分析，並與本系師生
業蓬勃
發展，積
充分分享他多年來在中國大陸的深入研究之各種實務經
極尋求
驗與理論驗證。本系師生藉由林博士的精彩演講與實地
可供 學
觀察，可深入瞭解中國大陸現今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
生實習
等之各種現象與其成因。
的 相 關 ◎ 社會學系於2月25日（週三）上午10:00—14:30假社會科學大
單位合
樓二樓1F19教室，邀請范綱華博士蒞系進行專題演講，講
作，而在
題為「個人身心健康與疾病的社會成因：社會結構與生命
蔡瓊姿老師與同學赴三峽皇后鎮洽談建教合作
蔡瓊姿
歷程」。由社會學系黃樹仁主任主持，會中范博士針對此議
老師的穿針引線下，已與皇后鎮森林簽訂實習建教合作合
題有深入分析，並與本系師生充分分享他多年來在此項健
約，提供本系學生更多采多姿的實習機會。
康議題上之各種實務經驗與理論之研究。本系師生在聽講
後，均表示收穫頗為豐碩。
＊經濟學系
社會科學學院院訊
◎ 社會學系於2月27日（週五）上午10:00—14:30假社會科學大
◎經濟學系於98年3月9日邀
樓二樓1F06教室，邀請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張恆豪教授
請新聘申請人陳妍蒨小姐(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於
蒞系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社會運動團體與服務型非營利
專題討
組織的互動關係：以障礙公民團體的歷史發展與組織變遷
論發表
為例」。由社會學系黃樹仁主任主持，會中張教授針對此特
論文。
殊之研究議題有深入分析，並與本系師生一同分享他多年來
◎ 經濟學
在此項議題的深入研究之各種實務經驗、各歷史研究與各
系於98
家理論之實證研究。本系師生均能藉由張教授的精彩演講，
年3月
可深入瞭解社運團體與服務型非營利組織的互動關係。
12日舉
行自我
擔任本系自我評鑑的校內、外老師
評 鑑，
當天並邀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林柏生教授、中
山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吳致寧教授、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
融系系主任鍾經樊教授等三位擔任校外評鑑委員蒞臨指
導，及畢業系友返校座談。
◎ 本系每週一上午10時10分至11時40分於三峽校區社科大樓
社1F06教室舉行學術專題討論，4月份邀請本系博士班研究
生岳俊豪、江秀燕、陳佩鈴、張瓊云及本系盧佳慧老師發表
論文，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 為慶祝創系60週年，本系將舉辦一系列學術演講活動，第
一場活動訂於3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00於社科大樓1F04
舉行，邀請傑出系友
--美國爵碩（Drexel）
大學奧 斯汀 講座教
授姜寄南博士演講，
題目是：
〝Financial
Crises in Global
Markets〞
，歡迎踴躍
參加！

＊社會學系
◎ 社 會學 系 於 2月
19日（週四）上午
10:00—14:30假社會科學大樓二樓2F13教室，邀請鄭志鵬
博士蒞系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
聽講者踴躍

公共事務學院院報

＊社會工作學系
▓ 本系辦理97年度社工系志願服務工作隊「期初大會」
本系志工服務隊於2月25日舉辦期初大會，共47名學生參
加本次活動，針對
98年度志工隊之
服務方案說明，其
內容如下：
1. 恩 主 公 醫 院
急診室服務
方 案：合 作 機
構為恩主公醫
院 社 工 課，服
務時間為每週
一、二、四 晚
上六點至八點
志願服務工作隊「期初大會」
半，服 務 內 容
為急診室急診志工服務、志工辦公室電話諮詢服務、志工
辦公室佈置、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2. 天主堂中園國小孩童課輔方案：合作機構為三峽天主堂，
服務時間為每週一、四晚上七點半至九點，服務內容為孩
童課業輔導、陪伴與團體活動的帶領，每學期會有一次由
志工隊志工帶領的大型活動。
經由師長並勉勵期許，並規劃定期的專業志工訓練與
團督，一連串縝密與細緻的志工服務過程，使學生體驗到
社工系實做的精神外，也能促進同學相關社區服務能力與

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能為日後找尋相關工作與專材能力
培訓立下基石。

▓ 賀本系大二生劉俊緯榮獲98年度日本佐賀大學交換生
本系大二學生劉俊緯，為人個性活潑開朗且做事認真負
責，在師長與同學的眼中，是一個結合聰明與熱誠的榜樣。本
次榮獲佐賀大學交換生，實非僥倖而是基於努力的成果，據此
俊緯同學跟系上學弟妹分享的經驗是；學習的歷程絕非偶然，
是需要師長的協助以及自身的能力的增強。目前正努力學習
日文相關能力的俊緯，一方面是為了日後前往日本學習奠基，
一方面也是因著對日文有著濃厚的興趣進而求學，本系竭誠
的祝福這位優秀學生，期能有更多元的觀點，在專業領域上更
精進並學成歸國。

＊犯罪學研究所
◎ 犯罪 學 論 壇：2月21日邀 請 澳門大學法 學 院S a l v a t o r e
Mancuso教授專題演講「Presentation of the OHADA system
of harmonized business law in Africa and its aspects
involving criminal law」。2月25日邀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鑑識科林故廷組長專題演講「測謊在犯罪偵查上之應
用 」。3 月
9日邀 請
移民署國
境事務大
隊蔡宗達
科員專題
演 講「 我
的質性研
究 之 旅－
深 入 為 情 刑事警察局鑑識科林故廷組長專題演講後師生合影
殺人者的世界」。3月10日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刑事司法學陳嫈瑜博士（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riminal Justice PH.D）專題演講「從被害人角度剖析臺灣人
口販運犯罪態樣」。3月16日邀請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政治
科學與刑事司法系刑事司法博士候選人林育聖先生專題演
講「TASER能源傳導武器的魔鬼氈效應：TASER對於員警及
嫌犯受傷率之影響」。3月24日及28日邀請美國馬里蘭大學
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學系碩士許可欣小姐專題演講，講題分
別為「The Developments of Crime Mapping in the USA 」及
「Policing and Crime Analysis」。
◎ 校友動態：（1）楊冀華校友新書發表，教你＜輕鬆學民法
＞， 2009年1月永然出版社。楊冀華校友92學年以在職身
分就讀本所碩士班，96年12月高分通過論文口試取得畢業
證書，並且在本所「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期刊第11期發表
論文「以前科限制就業制度之檢討」，97學年進入警察大學
繼續攻讀博士，學習的精神讓人佩服！現任台灣台北地方
法院地檢署檢察官，其他著作：民法與你、公證法與你、國
家賠償Q&A。（2）誰說犯研所出路很狹隘？認真的人在任
何領域都可以有一番成就！ 碩士投身房仲業 1年坐上店長
位子－張祥儀校友：「很多人可能唸書的時候很聰明，但工
作跟求學是不一樣的，不能憑空杜撰，不能靠頭腦而已，就
像蓋房子一樣，要親自用心疊磚頭、做苦工，才能砌出1面
牆。」更多訊息請上網 *~NTPU犯罪學研究所校友聯繫站~*
http://criminology.pixnet.net/blog 連結查詢。

＊ 公部門與公民社會人力資源發展學程舉辦「外籍客座教授講座」及「南區參訪活動」

由本校公部門與公民社會人力資源發展學程主辦， 學部學生為對象，進行不同程度公民社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共同協辦的「K e v i n 會組織的探討。
Kearns教授系列講座」，於98年3月10日至13
另本學程於3月13日至14日舉辦「南
日在本校民生校區舉行三場演講。
區參訪活動」，旨在提升本校學生對於
Kevin Kearns教授為匹茲堡大學公共與 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NPO)與非政府組
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此系列講座為針對非營 織(NGO)的了解及興趣，因此，特別規劃一
利組織之課
場為期兩天的國內參訪活
責機制與公
動，參觀地點包括了台南
民社會組織
職業訓練中心、高雄哈瑪
的領導等相
星社區、高雄世界運動會
本學程師生至台南職訓中心參訪
關議題進行
場館與喜憨兒基金會。另為更進一步強化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於高雄市立空
匹茲堡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Kevin Kearns教授(左) 演講。
中大學舉辦「非營利組織論壇」，邀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與談。
與公行系張四明主任(右)
本系列
非營利組織(NPO)與非政府組織(NGO)的興起已經成為公民社會中一股不
講座在學程主持人兼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系主任張四明教授
容忽視的力量，關於非營利組織運作與理論同時也是身為公部門與公民社會
主持下陸續展開，共進行三場專題講座。
人力資源發展學程學生所應該了解與具備的基本知能。
第一場主題：「A Life Cycle Approach to Accountability in
這一次為期兩天的南區參訪行程，同學反映相當熱烈，一共連同師生有
Nonprofit Organizations」；第二場及第三場主題：「Leadership of
四十位參與。在行政系張四明主任與公部門學程辦公室的用心規劃下，同學普
Civic Sector Organizations」，第二、三場係分別針對研究所及大
遍對於參訪的內容與意義表示贊同。
參觀高雄世運場館

＊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學生參加97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考 表現超亮眼

＊ 孫智陸教授退休

蘇慧君助理教授至財政系任教

97年12月20日至22日舉行的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已於本（98）年3月6日榜示，本項考試共錄取2,168人，總錄
取率約3.80%（三等考試7.62%、四等考試5.09%、五等考試1.33%）。本系系友及學生，繼97年高考於公產管理科錄取4
名佔該類科錄取總額11名的36.4%及地政科錄取11名佔該類科錄取總額40名的27.5%的優異表現之後，再度於本次地方
特考展現本系培育成果。
本次三等考試中地政類科本系總計錄取22名、都市計畫技術錄取1名、測量製圖錄取1名；四等考試地政類科錄取5名、
測量製圖錄取3名，本系總計錄取32名。其中尤以三等地政類科表現最優，佔本次三等地政類科總錄取總額54名的24.7%。

蘇慧君助理教授自97年度第2學期起至本系任教，蘇老
師為英國艾克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University of Exeter），熱
烈歡迎蘇老師加入財政系這個大家庭。
孫智陸教授於2月1日退休，孫老師於本系春風化雨18年，
深受學生敬重，感謝老師多年來對本系無私的奉獻，衷心的
祝福孫老師退休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