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計畫成果報告 

一、第一年度成果彙整 
表 2-1、特色案第一年成果彙整表 

計畫方案 執行成果 執行日期 目前執

行率 

第一期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2008.3.31 

第二期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2008.6 

第三期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2008..11 

第四期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2008.11 

80％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共 5

刊）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TASPAA、

中政會、台政會之推廣活動 

已完成 100％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全面改版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啟用 2007.12.18（二）網頁開

始運作 

100％ 

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

會 

2008 年 10 月 25 日假暨

大舉辦。 

主辦 1 場國際研討會 2008『The Eight Forum On Public 

Management』 

2008 年 12 月 11-14 日 

100％ 

協辦 2008 年公共行政系所聯合會

年會。（提供人力協助，經費部分保

留） 

2008.5.24~25 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理議題學術研

討會 

協辦 2008 年台灣政治學年會暨學

術研討會 

2008.11.22-23 

100％ 

邀請 1 位國際（不含大陸、

港澳）學者到校學術訪問 

邀請英國伯明罕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Michael Hubbard 教授「學術交流」

自 2008 年 3 月 9 日至

2008 年 3 月 14 日 

100% 

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2008/1/31（六） 

下午 14：00~17：20 

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2008/5/17（六） 

下午 14：00~17：30 

舉辦學術工作坊 

 

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2008/10/25（六） 

下午 16：00~17：30 

100％ 

三月份 Seminar Dr. Michael Hubbard 演

講 

四月份 Seminar 吳若予副教授演講 

舉辦 Seminar 演講 

（共 4 次） 

五月份 Seminar 史美強教授演講、 

朱鎮明副教授演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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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Seminar 紀俊臣教授演講、 

李長晏教授演講 

 

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

係」系列叢書 

府際關係叢書第 8 冊：「地方永續發

展：台灣與大陸經驗」一書。 

2008.12.15 出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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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協調工作討論會 
活動宗旨：召集參與本計畫相關師生一同聚會，以利後續協力合作。會議中

針對本計畫執行內容進行報告與分工，希望透過此會議可以讓所有參與此計畫之

師生，一方面凝聚彼此間共同合作的意識，另一方面，瞭解本計畫內容與未來執

行概況。 
第一次小組會議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7 年 2 月 15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其他 校內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7 年 12 月 20 日（四）12:00~13:00 

 
活動

地點

公行系系辦會

議室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會議 

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主要目的在於，召集參與本計畫之相關師生一同聚會，並且作相

互認識，以利後續協力合作。此外，亦針對本計畫執行內容進行報告與分工，

希望透過此會議可以讓所有參與此計畫之師生，得以瞭解本計畫內容與未來執

行概況。與會人數為，6 位老師及 14 位同學，共 20 位。 
希望透過這樣的會議形式，可以凝聚彼此間共同合作的意識，在未來的一

年中，可以將計畫作完善的執行。 
二、開會討論議題與結論 
本次會議主要進行以下幾項工作報告： 
1、確認本計畫相關分工事宜 
2、News Letter 發行計畫 
3、「地方永續發展」相關文章彙整出版計畫 
4、總計畫協調經費部分 
以及臨時動議部分： 
1、參與計畫老師發表文章需配合的地方 
2、WORKSHOP 與工作會議安排 
相關內容如附件（第一次開會記錄） 
三、相關連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連結） 
本計畫執行階段，有重新設置「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網頁內容請連結至：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備註： 
1. 檢附資料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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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令應檢附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3.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會議紀錄 
時間：2007/12/20（四）12:00~13:00 
地點：公行系系辦會議室 
出席人員：黃鉦堤主任（請假）、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

松老師、陳仁海老師、陳嫈郁老師、及各計畫兼任助理。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紀錄：陳國興 
--------------------------------------------------------------------------------------------------- 
提案討論說明與決議 
1、News Letter 發行計畫（提案人：吳若予老師） 
說明：針對「公共行政與政策季刊」發行相關事宜，包含特刊及各期主要內容，

進行初步討論。江老師建議：刊物名稱是否改為「暨大府際關係中心」研

究通訊。 
決議：（1）研究通訊名稱定為「府際關係與公共治理研究通訊」。 
     （2）有出版計畫（四期一特刊），但不侷限於季刊、月刊、雙週刊。 
     （3.）發行單位：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4.）發行人以系主任原則（將詢問黃鉦堤主任意願，備選為前一任系主

任廖俊松老師）。 
     （5）來稿由編輯委員會審查，審查費部份再議。 
     （6）研究通訊每期主題由吳若予老師決定，其他老師提供意見與主題，待

下次會議再行決定。 
2、「地方永續發展」相關文章彙整出版計畫（提案人：廖俊松老師） 
說明：此部分主要是有關於「府際關係系列叢書」的編輯問題，本次主要是要討

論相關稿件的內容事宜，書內篇數是否有要增減。江老師建議書目順序可

以作調整，如附件。 
決議：（1）導論部份由廖俊松老師來執筆，序及出版前審查部份，由廖俊松老師

代為尋找合適的審查單位。 
3、總計畫協調經費部分（提案人：江大樹老師） 
說明：由於之前在經費分配上，並無編列總計畫協調經費，而是設置於江大樹老

師的研究經費底下，礙於整體計畫的一致性，目前經費作幾項調整。 
（1） 將原定補助協辦研討會之經費，由 100,000 元降為 50,000 元，並撥至做為

總計畫協調、報帳經費。 
（2） 將原本補助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的總計畫協調、報帳兼任助理費用，

15,000 元、16,319 元扣除，做為總計畫協調、報帳經費。 
（3） 綜上，總計畫協調經費為 80,319 元，但扣除報帳兼任助理費用（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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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府際關係網站維護雜支（6,000），剩下 31,319 的雜支使用。為了怕後續

總計畫協調經費不足，因此建議屆時，再請四位主要老師部分，再從各計

畫雜支部分，撥 5000 或 10000 元做為支用。 
決議：（1）同意將補助協辦研討會費用由 100,000 元降為 50,000 元，並撥至做為

總計畫協調、報帳經費。 
（2）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同意將原本補助其總計畫協調、報帳兼任助

理費用的 15,000 元、16,319 元扣除，做為總計畫協調、報帳經費。 
（3）同意從四位主要老師研究補助經費部分，扣除各計畫雜 10,000 元 
（共 40,000 元），移至做為總計畫協調雜支使用，使總調協雜支費用為

71,319 元。待計畫完成後，如有剩餘將按比例撥還給四位主要計畫老師。 
 

臨時動議說明與決議 
1、參與計畫老師發表文章需配合的地方（提案人：孫同文老師） 
說明：參與計畫老師，於發表相關文章時，需附帶註解該研究係經由本計畫所支

持補助，並希望參與計畫老師，能有一至兩篇 TSSCI 或 SSCI，其他部份

及相關問題請跟力亞討論。 
決議：全數同意通過。 
2、WORKSHOP 與工作會議安排（提案人：江大樹老師） 
說明：希望藉由定期的 WORKSHOP 討論與分享，能順利推動本計畫的最大效

益。 
決議：（1）工作會議兩週一次。 
     （2）WORKSHOP 一個月一次。 
     （3）WORKSHOP 可請老師與助理分享研究的感想。 
 
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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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小組會議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97 年 2 月 15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其他 校內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8 年 1 月 9（三）12:00~13:00 活動

地點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A501）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會議紀錄 

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主要工作內容為，例行性小組會議。希望透過這樣的定期會議模

式，一方面瞭解各位老師目前執行狀況，另一方面，也可針對計畫執行的任何

問題進行提出、討論。本次會議主要工作確認前次會議內容、報告目前各子計

畫進度，以及相關臨時動議提案。 
與會人員有：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 

陳仁海老師、陳嫈郁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等人。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本次會議之會議報告有： 
1、前次會議決議確認；2、總計畫採購內容報告 
3、府際關係網頁事宜報告；4、經費核銷事宜 
其次相關提案有： 
1、總計畫工作進度規劃報告：（1）校內 Seminar 時間擬定與規劃；（2）News Letter
發行計畫；（3）研討會辦理暨國外學者邀請訪問事宜；（4）府際關係叢書部分。

2、請各位老師協助填寫 96 學年度計畫成果 
3、第一次 Workshop 工作規劃報告 
4、兼任助理費用部分 
以及最後的臨時動議 
1、府際關係網頁 IP 申請事宜 
三、相關連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連結） 
本次會議相關內容與開會通知請參照「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以上相關內容請參照附錄（第二次會議記錄） 
備註： 
4. 檢附資料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5.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令應檢附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6.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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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會議紀錄 
時間：2008/1/9（三）12:00~13:00 
地點：府際關係研究中心（A501） 
出席人員：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陳仁海老師、

陳嫈郁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紀錄：張力亞 
一、會議報告 
1、前次會議決議確認 
說明：確認 News Letter 發行人之一職為系主任擔任之。 
2、總計畫採購內容報告 
說明：相關採購器材業已辦理完畢，並將於 2008/1/10 送抵學校。另外，主機部

分如有需要進行軟體灌製，請與學校計算中心進行聯繫，並索取相關的軟體。 
3、府際關係網頁事宜報告 
4、經費核銷事宜 
說明：目前已將相關人事資料送至學校進行申報。 
二、提案討論 
1、總計畫工作進度規劃報告 
說明：針對本年度本計畫之相關計畫時程進行報告，以利大家瞭解。另外，警察

大學李宗勳教授有一本著作要參與「府際關係叢書」的發行系列。 
決議： 
（1）校內 Seminar 時間擬定與規劃 
校內 Seminar 定為下學期 3 月開始至 12 月，一個月召開一次，會中將進行主題

報告、會議討論等。另請各位老師協助認領每個月 Seminar 的時間與主題，以利

後續進行。關於認領部分，將於孫老師負責規劃，並由總協調這部分寄出通知，

並於寒假由孫老師部分進行彙整。 
（2）News Letter 發行計畫 
發行人：系主任。關於 News Letter 發行計畫部分由吳老師進行規劃，並邀請各

位老師提供發行的主題建議，以利寒假彙整。 
（3）研討會辦理暨國外學者邀請訪問事宜 
此部分由孫老師進行規劃，並於寒假進行辦理時間、方式、主題設計等規劃，以

作後續討論。 
（4）「府際關係叢書部分」 
「地方永續發展」書籍將於 2008 年 1 月底，將相關文章進行收稿與彙整。 
另外，感謝李宗勳老師的參與。 
2、請各位老師協助填寫 96 學年度計畫成果 
說明：由於學校各年度皆需要進行自我工作成果評鑑，因此希望各位老師針對過

去 96 年度、今年（97 年度）與未來兩年可能的相關成果進行填報，以利彙整與

提報學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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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請力亞將相關的格式傳送至各位老師，以利填寫。完畢後在請各位老師將內容進

行回傳，以利總計畫進行彙整。 
3、第一次 Workshop 工作規劃報告 
說明：2008 年 1 月底欲進行本計畫第一次校外學術工作坊，於此先針對相關內

容進行討論。 
決議： 
（1）請國興協助相關校外老師參與工作坊之交通工具（高鐵、飛機、計程車）

搭乘之簽呈事宜，以做為後續請款、核銷。另外，請國興準備專家學者出席費經

費與領具簽收之單據，以及詢問校外老師未來報帳的聯繫助理資料。 
（2）請力亞協助整合型計畫整理 
（2）各校外專家學者出席費為：2,000 元+交通費 
（3）請玉雯協助工作坊時間、地點及相關資料的彙整與聯繫： 

會議時間：2008/1/31（四）下午 14：00~17：00 
地點：暨大中科創業育成中心 
晚宴：17：00～  地點：暫訂「客家本色」 

（4）後續進度：玉雯將於 1/18 正式邀請各位老師參加（校內＋校外）、1/28 再

次提醒各位老師參與會議。 
4、兼任助理費用部分 
說明：由於學校將計畫執行時間延長至 2008 年 12 月部分，而原本人事費用申報

部分為 2007/12~2008/10，共為 11 個月。此部分，兼任助理費用將短缺 2 個月

（2008/11~12）的薪資。是否需要進行調整。 
決議：目前希望各兼任助理費用仍至 2008 年 10 月。 
 
三、臨時動議 
1、府際關係網頁 IP 申請事宜 
說明：希望可以另外申請 IP，以便捷後續管理、維護。 
決議：請士瑋向學校計算機中心申請兩個獨立 IP，一個為府際網頁，另一為 News 
Letter 發行之用，以利相關管理、維護。 
 
13: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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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小組會議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7 年 4 月 23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其他 校內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2008年4月22日 12：10～13：00 活動地點 人 328-1 
活動名稱 （中文）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三次會議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1. 參與人數：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陳

仁海老師、陳嫈郁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林家如

等人。 
2. 主協辦單位：公共行政與政策 
3. 會議名稱（中、英文）：「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

二次會議紀錄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主要工作內容為，例行性小組會議。針對目前整合型計畫進度

進行內容討論，並且請各位老師報告各自負責的區塊，一方面進行問題提出

與腦力激盪，另一方面也希望藉以彼此瞭解進度。 
開會討論議題 
1、本次會議之會議報告有：目前已舉辦之相關活動、府際關係叢書新書報告。

2、討論事項： 
（1）府際學術工作坊延期事宜    （2）府際關係網頁維護事實 
（3）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4）整合型研究案研討會籌畫事宜 
（5）地方永續發展書籍          （6）經費核銷事宜 
三、建議 

請儘速敲定下次工作坊時間，以及請各位老師提供相關網站資訊，以豐

富府際中心網站的連結效能。 
四、相關聯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聯結…) 

本次會議相關內容與開會通知請參照「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備註： 

1. 檢附資料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另應檢附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3.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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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三次會議 
時間：2008/4/22（二）12:10~13:00 
地點：人 328-2 教室 
出席人員：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陳仁海老師、

陳嫈郁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及陳國興等研究助理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紀錄：張力亞 
一、會議報告 
（一）目前計畫內容報告 
報告內容 
目前已舉辦之相關活動如下 
1、2007/12/2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會議 
2、2008/1/1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會議 
3、2008/1/31「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4、2008/03/9～14「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邀請英國學者 Dr. 
Michael Hubbard 訪問 
5、2008/03/1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三月份 Seminar，邀請

Dr. Michael Hubbard 進行演講。 
6、2008/04/9「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4 月份 Seminar 
（二）府際關係叢書新書報告 
報告內容： 
1、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2008/3，《

》，臺北市：元照。

李宗勳 網絡社會與

安全治理

書摘： 
筆者多年來參與社區治理經驗，深切體認在「國家管理」逐漸演化為「社會

治理」過程，政府需要更多發揮「結網者」（connect） 或「促動者」（promopt） 
的角色，在推動網絡社會風險分擔與互動規範機制初期，來自政府部門「由上而

下」的支持與適時資源是重要且關鍵要素，政府要確實落實所謂的以「輔導」（服

務）代替「領導」的實質精神，以「價值為基礎」的盟約協力比以「利益為基礎」

契約交易更永續及協同。 
「社區」參與「風險與安全治理」就如同是接受政府委託般，只是彼此是基

於「盟約」協同而非「契約」委任。本書是筆者過往 26 年餘與「安全」結緣的

階段心得分享，期許此一良緣能永續且拓展。 
 
二、討論事項 
（一）府際學術工作坊延期事宜 
說明：原訂 6/7 舉辦整合型學術工作坊，適逢本校畢業典禮，因此建議更改時間

舉辦。 
決議：目前排定 5/17、6/21 兩時段，待詢問校外紀俊臣老師與朱鎮明老師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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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確認。 
（二）府際關係網頁維護事實 
說明：由曾士瑋同學進行報告。1、府際關係網頁目前以大致建置完成。2、未來

將陸續增加、豐富化版面內容。 
決議：1、請士瑋同學在建置檔案同時，要注意著作權問題。 
     2、希望未來網頁部分，可以更加活潑化。 
     3、請通知各位老師的助理，協助於五月底前將更為老師的網頁資料更新。

以利六月期中評鑑之用。 
     4、請將政大高永光教授、其他研究機構（台北大張四明、呂育誠）的網址

進行整理、建置連結系統。 
（三）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說明：1、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一期，業已於 2008 年 3 月 31 日發刊。2、相關內

容如附件。 
決議：1、近期將製作出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專用信封與信紙，將放置於府際關

係研究中心，請同學珍惜使用。 
2、請確認與邀請已欲投稿大陸學者的訊息與名稱。 
（四）整合型研究案研討會籌畫事宜 
說明：研討會籌辦適宜，目前已委由廖老師進行構思，請廖老師進行說明與討論。 
決議： 
1、預計將於 10 月中至 10 月底舉行，並以中型研討會為主。 
2、發表人部分，係由參與計畫之相關老師進行發表。再另行邀稿，大致約為 12
篇。 
3、請力亞規劃相關舉辦進度。 
（五）地方永續發展書籍 
說明：目前籌畫的地方永續發展書籍，預計五月初會完稿並送審，希望能於暑假

期間進行出刊。出書費用起討論。 
決議：出書部分，經費上由計畫先行補助，如有不足之處，屆時再做討論。 
（六）經費核銷事宜 
說明：請陳國興助理報告。 

決議：請老師的助理進行協助報帳。 

散會：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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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工作坊暨專題研討 
第一次校外諮詢工作坊活動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7 年 2 月 20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8（四）年 1 月 31 日 

下午 14：00~17：20 
活動

地點

暨大中科創業

育成中心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

坊，主要目的希望透過工作坊方式，讓校內參與計畫執行之成員，能有機會與

本計畫校外專家學者、諮詢顧問進行對話、互動，期望透過這樣的會議討論方

式，一方面報告本計畫執行狀況，另一方面，也可以聽取他人意見進行修正，

使計畫執行更具完善（如附件一）。 
本次會議主要參與者，校外專家、諮詢顧問分別為：紀俊臣教授（東海政

治系）、史美強教授（東海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李長晏副教授（中興國家政

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及朱鎮明副教授（東華公策所）。 
校內出席老師部分為：孫同文教授、江大樹教授、吳若予副教授、廖俊松副教

授、及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及其他老師助理等 24 人。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本次學術工作坊為本計畫執行階段第一次會議，因此主要工作在於計畫執行進

度報告，並且在會中進行逐案作廣泛與具體之討論。在會議中，主要針對以下

幾項事項進行報告： 
1、總計畫內容說明、工作項目及進度時程 
2、「府際關係與公共治理研究通訊」發行工作說明 
3、邀請國外學者訪問、學術工作坊、及校內 Seminar 工作說明 
4、「府際關係叢書」編輯、出版工作說明 
5、府際關係網頁維護工作說明 
6、經費支出、核銷說明 
7、「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工作說明 

此外，亦針對上述議題進行討論，相關內容如附件-二（會議記錄） 
三、建議 

在未來學術工作坊進行部分，與會老師建議，除了例行性進度報告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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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以請校外專家、學者與校內研究團隊，針對個別研究領域進行報告，

如此一方面可以瞭解彼此之間進行研究動向，另一方面亦可以進行相互的腦力

激盪，讓整體學術工作坊更具學術性與效益。這樣的建議獲得與會老師支持與

同意，因此待下次會議中，將增列這樣的模式進行之。 
四、相關連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連結） 
本此活動內容，可連結參考「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備註： 
7. 檢附資料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8.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令應檢附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9.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紀錄 
時間：2008/1/31（四）下午 14：00~17：20 
地點：暨大中科創業育成中心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記錄：林玉雯 
出席人員：趙永茂老師（請假）、紀俊臣老師、史美強老師、朱鎮明老師、 

李長晏老師、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

陳仁海老師（請假）、陳嫈郁老師（請假）、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

陳國興、及其他助理 
一、會議報告 
（一）總計畫內容說明、工作項目及進度時程 
說明： 
1、整體計畫概要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總說明第一年計畫執行期間：

2007/11/1~2008/12/31 
總計畫主持人：江大樹教授 
參與計畫師資：孫同文教授、吳若予副教授、廖俊松副教授、陳仁海助理教授、

陳嫈郁助理教授 
研究指導小組：趙永茂教授（台大政治系）、紀俊臣教授（東海政治系） 

史美強教授（東海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校外專家學者：朱鎮明副教授（東華公共行政研究所） 

李長晏副教授（中興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2、整合型研究計畫重點說明 

年份 預期計畫內容 目標 

第一

年 
（1）理論：「府際關係、政策類型」、「政策

類型、網絡治理」之理論整理與建構； 
釐清相關理論

與文獻，建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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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政策文獻：「各項類型公共政策」

文獻回顧、整理，瞭解國內哪種類型的政策

研究比較多； 

（3）若干子計畫個案研究。 

二年本研究架

構。 

 
 

理論釐清、建構            若干個案研究

 
 
 
 
 
 
 
 
 
 
 
 

 
整合型計畫第一年整合架構圖 

說明分工整合情形：  
總計畫兼子計畫一：進行「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理論建構、整合

型研究架構擬定； 
子計畫二：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管制性政策與自我管制政策的理論

比較分析； 
子計畫三：我國高科技產業政策之府際治理與政策執行理論整理； 
子計畫四：大台中地區社區營造治理網絡比較； 
子計畫五：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劃分關係現狀描述，理論、文獻整理； 
子計畫六：政策類型與府際政策網絡—管制性與分配性政策的理論、文獻整理研

究； 
子計畫七：長期照護政策變遷與府際治理網絡理論、文獻整理。 
3、第一年計畫的目標 

（1）「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全面改版更新 
（2）「府際關係與公共治理研究通訊」發行 
（3）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4）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議題學術研討會 
（5）至少邀請 2 位國際（非大陸、港澳學者至少 1 名）學者到校學術訪問 
（6）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討會 10 篇 

子

計

畫

二 

子

計

畫

三 

子

計

畫

四

子

計

畫

五

子

計

畫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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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策 

分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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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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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7）研究團隊成員 SSCI、TSSCI 相關期刊論文至少 5 篇 
（8）培養碩士學生 5 位，與指導教授合作共同進行期刊投稿 
（9）藉此訓練本系博士班學生研究技巧與知識累積 2 人 
（10）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係」系列叢書 

 
4、第一年整合型子計畫內容 
計畫項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計劃名稱 
總計畫兼

子計畫一 
江大樹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教授 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

理：理論整合與架構初探 
子計畫二 趙永茂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教授 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

－管制性政策與自我管制政策的

比較分析 
子計畫三 孫同文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教授 我國高科技產業政策之府際治理

與政策執行 
子計畫四 廖俊松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副教授 地方政府社區政策網絡治理之研

究：理論分析與台中市實務案例

子計畫五 吳若予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副教授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的中央與地

方財政劃分關係—理論面向之探

討 
子計畫六 朱鎮明 東華公共行政研

究所 
副教授 政策類型與府際政策網絡—管制

性與分配性政策的比較研究 
子計畫七 李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

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 

副教授 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變遷與府際治

理網絡之研究－理論文獻探討 

其他參與

計畫 
陳仁海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助理教

授 
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 
以 TEDS2005 為例 

其他參與

計畫 
陳嫈郁 暨南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學系 
助理教

授 
 

 
5、整體第一年工作項目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老師 助理 其他 
計畫總協調與報帳 張力亞、

陳國興 
1、統整計畫進度 
2、聯繫開會事宜 
3、彙整支出單據，統籌申報核銷

府際關係網頁維護 

江大樹老師 
 

曾士瑋 重新結構網頁、定期更新資訊 
「府際關係與公共

治理研究通訊」發行 
吳若予老師 陳姿玲、

林家如、

楊凱婷 

兩個月為一期；主題擬定與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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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外學者訪問 1～2 位 
學術工作坊 3 場次 
校內 Seminar 

孫同文老師 林玉雯 

 
書籍出版 廖俊松老師  至少出版 1 本「府際關係」系列叢

書 
辦理研討會   1、主辦 1 場「地方治理與府際關

係」 
2、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二、討論事項 
（一）「府際關係與公共治理研究通訊」： 
報告內容：此部分由吳若予老師針對發行規劃進度報告。 
決議： 
1.本年度通訊預計採季刊型式，3 個月發行 1 期，預計為 97 年 3 月、6 月、9 月

及 12 月，另 1 期搭配研討會出專刊，總共發行 5 期。除專刊外的 4 期主題分為：

地方自治與權限劃分、府際關係與跨域治理、社區營造、國際環境變遷與國家發

展。主要內容包含 5 篇專論（1 篇約 2 千字）及通訊、資料分享等。 
2.從第 2 期開始將邀請縣、市政府撰寫所遭遇到的重大議題內容，並由中部縣市

政府開始進行邀稿。 
3.第 1 期的稿件感謝趙永茂老師、史美強老師、紀俊臣老師及朱鎮明老師賜稿，

請於 2 月底前交稿。 
4.將研擬第 1 期印發書面版本於 5 月份 TASPAA 舉行時發送。 
（二）邀請國外學者訪問、學術工作坊、及校內 Seminar： 
報告內容：此部分由孫同文老師進行報告，並且針對相關工作時程進行討論。 
決議： 

本年度工作坊及 seminar 預定行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3/10(一)下午 seminar 英國學者演講 暨大 
4/9(三)下午 seminar 吳若予老師演講 暨大人 418 
6/7(六)14:00 工作坊 ※紀俊臣老師演講(題目：由鄉

【鎮、市】長訪談看鄉【鎮、

市】之發展取向)吳老師演講 

※朱鎮明老師演講 

中科育成中心 

9/27(六) 研討會 研討會 暨大 
10/18(六) 工作坊 ※ 史美強老師演講(由歷史制度

論看府際關係) 
※ 李長晏老師演講 

中科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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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六) seminar 待確定 暨大人 418 
（三）「府際關係叢書」編輯、出版工作： 
報告：此由廖俊松老師進行編書內容與未來送審部分作報告。 
決議： 
1.目前預計李宗勳老師將出版的新書納入府際叢書第 7 本，另外一本目前由廖

俊松老師進行收稿中，預計 2 月底校稿完畢，3 月底前送 2~3 位專家學者進行

一般性審查。 
2.謝謝紀老師同意將未來新書列入府際叢書。 
（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報告：此部分由江大樹老師針對分工、舉辦時間進行說明。 
決議： 

暫訂 9/27(星期六)舉行研討會，分工的部分請廖俊松老師負責研討會的內容設

計和邀稿，經費的部分請孫同文老師負責處理，行政事宜的聯繫則由江大樹老

師的總計畫負責。 
（五）「邀請國外學者訪問事宜」 
報告：此部分由孫同文老師進行構想說明。 
決議：本計畫將補助三月初由廖俊松老師邀請前來的英國 Birmingham 大學

Michael Hubbard 之費用，並邀請該學者於 3/10 於校內 seminar 時間進行專題演

講。 
（六）「府際關係網頁維護」工作說明： 
報告：士瑋同學針對「府際關係網頁」初步建置內容進行說明、報告。 
決議： 
首先，請士瑋與其他同學發會創意加以設計、規劃。另外，請於下次會議中將所

做之網頁用電腦呈現給與會老師觀賞，如此將有助於建議。 
 
三、臨時動議 
（一）下年度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提案思考 
報告：未來請各位老師集思廣益看明年度的國科會計畫有無整合型的主題。 
決議： 
希望各位老師能在下一次的工作坊時提出意見，並作討論。 
 
散會：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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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校外諮詢工作坊活動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97 年 5 月 23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ˇ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8 年 5 月 17 日 活動地點 暨大人 418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一、內容摘要 

1、參與人數：本次會議主要參與者，校外專家、諮詢顧問分別為：紀俊臣教

授（東海政治系）、史美強教授（東海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李長晏副教授（中

興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及朱鎮明副教授（東華公策所）。校內出席老

師部分為：孫同文教授、江大樹教授、吳若予副教授、廖俊松副教授、及張力

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及其他老師助理等 24 人。 
2、主協辦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3、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學術工作

坊，主要目的希望透過工作坊方式，讓校內參與計畫執行之成員，能有機會與

本計畫校外專家學者、諮詢顧問進行對話、互動，期望透過這樣的會議討論方

式（如附件）。在本次工作坊中，除了進行會議討論外，亦增加兩場次的專題

演講，分別由：東海大學史美強教授、東華大學朱鎮明副教授進行演講，演講

內容如附件。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安排，一方面相互交流彼此的研究經驗，亦可以分享

近期的研究成果。以達學術交流之目的。 
三、開會討論議題 
本此開會議題，分別有： 
報告事項：（一）確認上次工作坊的會議決議、（二）總體計畫進度報告、（三）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四）「府際關係叢書」編輯、出版工作、（五）「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網頁、（六）財務報告。 
討論事項有：（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第三次學術工作坊與研討會時間結

合、（二）下一年度是否提跨校「整合型計畫」。 
臨時動議：（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研討會邀稿事宜 

四、建議 

希望未來有機會，可以邀糗其他有興趣的學者進行參與，一同進行經驗分享。

五、相關聯結：本此活動內容，可連結參考「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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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時間：2008/5/17（六）下午 14：00~17：30 
地點：暨大人 418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紀錄：張力亞 
出席人員：趙永茂老師、紀俊臣老師、史美強老師、朱鎮明老師、李長晏老師、

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陳仁海老師、

陳嫈郁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 
一、會議報告 
（一）確認上次工作坊的會議決議 
報告：如附件 
（二）總體計畫進度報告 
報告：目前已舉辦下列活動 
1、2007/12/2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會議 
2、2008/1/1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二次會議 
3、2008/1/31「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4、2008/03/9～14「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邀請英國學者 Dr. 
Michael Hubbard 訪問 
5、2008/03/10「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三月份 Seminar，邀請

Dr. Michael Hubbard 進行演講。 
6、2008/04/9「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4 月份 Seminar 
7、2008/4/22「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三次會議 
（三）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報告：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一期已於三月底出刊。目前正在籌畫第二期。 

整合型研究計畫將補助「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印製刊物費用，共發行五期，

第一期印製 350 百份，並於 TASPAA 發送。 
（四）「府際關係叢書」編輯、出版工作 
報告： 
1、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2008/3，《

》，臺北市：元照。

李宗勳 網絡社會與

安全治理

2、目前由廖俊松老師所主編的府際關係系列叢書，業已於 2008 年 4 月中旬收稿

完成，並完成排版作業。目前廖俊松老師正在在後續處理。主要章節安排如下：

理論 3 篇、台灣經驗 4 篇、大陸經驗 5 篇。共 12 篇。 
第一章 張世賢 聯合國推動地方永續發展的策略分析 
第二章 廖俊松 地方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之策略 

第一篇： 
理論篇 
 第三章 劉宜君 地方政府執行社會永續政策成效之探討：執行網

絡的觀點 
第二篇： 
台灣經驗 

第四章 江大樹、

蕭欣怡 
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宜蘭經驗」及其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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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廖俊松 永續發展與治理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 
第六章 黃世明 南投縣邁向永續發展的環境意識與社會參與之分

析探討 

 

第七章 陳仁海 從民意調查中觀察台灣環境保護的願景：以

TEDS2001, 2002 及 2003 為例 
第八章 胡寧生 社會永續發展與地方政府管理體制改革與創新之

思路與對策：以南京市政府管理體制改革研究為

例 
第九章 郎友興 地方政府與中國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浙江省東陽

市橫店鎮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之效果及其可持續性

第十章 袁少芬 公共服務與地方可持續發展：廣西賓陽縣政府職

能革新的考察 
 
 

第十一章 郭夏娟 地方政府的效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對溫州市「效

能革命」的調研及思考 

第二篇： 
大陸經驗 
 

第十二章 陳剩勇、

何錦峰 
可持續發展與服務型政府的建構：以浙江省為例

 
（五）「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網頁 
報告：由曾士瑋同學進行報告。 
（六）財務報告 
報告：由陳國興同學進行報告。 
 
二、討論事項 
（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第三次學術工作坊與研討會時間結合 
案由：之前徵詢過係上老師意見，研討會時間從 9 月改為 10 月。此將予原訂工

作坊時間（10 月）衝突，為方便各位校外老師前來，建議將研討會與第三次學

術工作坊結合。 
此研討會係由廖俊松老師進行籌畫。目前透想為：形式上主要以參與本計畫

的老師為主，再邀集幾位校外老師進行發表。此部分已分別用 mail 徵詢過趙永

茂老師、李長晏老師、朱鎮明老師的意見，也已獲李長晏老師、朱鎮明老師的首

肯，願意參與發表。日期：目前暫訂為 2008/10/25 日（六）。 
決議：通過。 
（二）下一年度是否提跨校「整合型計畫」 
案由：由江大樹老師提出。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已於去年 2007 年向國科會提出跨

校「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從理論分析到實證研究」整合型計畫申請，

 30



但僅朱鎮明老師的「政策類型與府際政策網絡—管制性與分配性政策的比較研

究」一案通過。在此想詢問各位老師是否有意願於下年度再共同提案。 
決議：1、待六月國科會計畫申請審查出來後，在詢問各位老師個人研究計畫通

過的情形，之後再進行計畫評估。 
2、待六月結果出爐後，如大家有意願參與下年度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在七月時，

安排於台中進行會議討論。 
3、下一年度學校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特色學術研究計畫的經費配置，端視下一

年度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提案情形進行彈性調整。 
 
三、臨時動議 
（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研討會邀稿事宜 
說明：朱鎮明老師向參與計畫的老師們提議，邀請中華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

授：石振國老師參與未來研討會的論文發表。 
決議：1、決議邀請中華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石振國老師參與。 
2、另外，在邀請東吳政治系陳立剛老師，台北大學公行系呂育誠老師、劉坤億

老師進行論文發表。 
 
散會：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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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校外諮詢工作坊活動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97 年 11 月 3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ˇ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8 年 10 月 26 日 活動地點 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1、參與人數：（1）校外專家、諮詢顧問分別為：趙永茂教授（台大政治系）、

紀俊臣教授（銘傳公事系）、史美強教授（東海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呂育誠

教授（北大公行系）、李長晏副教授（中興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及朱

鎮明副教授（東華公策所）。 
（2）校內出席老師部分為：孫同文教授、江大樹教授、吳若予副教授、廖俊

松副教授、陳仁海老師、陳嫈郁老師、及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及

其他老師助理等 24 人。 
4、主協辦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5、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內容摘要： 
本工作坊主要目的在於：彙整今年度計畫執行方案，進行報告。並且邀請校

外諮詢委員進行意見提供，企盼能獲得後續計畫執行的修正意見。 
1、開會討論議題 

會議報告 
（一）原訂研究計畫的內容報告。（二）目前進度報告。 
（三）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網頁 
（五）財務報告 
討論事項 
（一）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 4 期暨特刊發刊協助事項 
（二）「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後續審定、編書事宜 
（三）各子計畫經費使用變更討論 
（四）下年度「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構想討論 
三、建議 
四、相關聯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聯結…) 

本 此 活 動 內 容 ， 可 連 結 參 考 「 府 際 關 係 研 究 中 心 網 頁 」：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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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會議記錄 
時間：2008/10/25（六）下午 16：00~17：30 
地點：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江大樹老師                                  紀錄：張力亞 
出席人員：趙永茂老師、紀俊臣老師、史美強老師、朱鎮明老師、李長晏老師、

孫同文老師、江大樹老師、吳若予老師、廖俊松老師、陳仁海老師、

陳嫈郁老師、呂育誠老師、張力亞、林玉雯、曾士瑋、陳國興、其它

參與計畫助理 
一、會議報告  
（一）原訂研究計畫的內容報告。 
報告：本年度計畫執行項目分為「原訂」與「增列」兩類，各類工作項目如下所

示： 
原訂項目： 
1、每兩個月定期發行研究通訊（News Letter）電子報 
2、「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全面改版更新 
3、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4、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議題學術研討會 
5、邀請 1 位國際（不含大陸、港澳）學者到校學術訪問 
6、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討會 10 篇 
7、研究團隊成員 SSCI、TSSCI 相關期刊論文至少 5 篇 
8、培養碩士學生 6 位，並進行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 
9、藉此訓練本系博士班學生研究技巧與知識累積 2 人 
10 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係」系列叢書 

增列項目： 

1、學術工作坊；2、舉辦 Seminar 演講 
（二）目前進度報告。 
報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第一年執行概況說明，共 11 項計畫方

案，僅 1 項未執行，其餘 6 項執行率 100％。尚餘 4 項需再積極執行。 
計畫方案 執行成果 執行日期 目前執行

率 

第一期、第二期府際研究通訊發刊 2008.3.31 40％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共 5

刊）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TASPAA、

中政會之推廣活動 

已完成 100％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全面改版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製作與

啟用 

2007.12.18（二）AM 

10:20 網頁開始運作

V01.00 

100％ 

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 2008 年 10 月 25 日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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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會 暨大舉辦。 

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理議題學術研

討會 

協辦 2008 年公共行政系所聯合會

年會。（提供人力協助，經費部分保

留） 

2008.5.24~25 100％ 

邀請 1 位國際（不含大陸、

港澳）學者到校學術訪問 

邀請英國伯明罕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Michael Hubbard 教授「學術交流」

自 2008 年 3 月 9 日至

2008 年 3 月 14 日 

100% 

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2008/1/31（六） 

下午 14：00~17：20 

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2008/5/17（六） 

下午 14：00~17：30 

舉辦學術工作坊 

 

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2008/10/25（六） 

下午 16：00~17：30 

100％ 

三月份 Seminar Dr. Michael Hubbard

演講 

四月份 Seminar 吳若予副教授演講 

五月份 Seminar 史美強教授演講、 

朱鎮明副教授演講 

舉辦 Seminar 演講 

（共 4 次） 

十月份 Seminar 紀俊臣教授演講、 

李長晏教授演講 

100% 

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

係」系列叢書 

府際關係叢書第 8 冊：「地方永續發

展」一書。 

已送元照出版中，預估

12/15 出版。 

100% 

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

討會 10 篇 

目前積極投稿中   

研究團隊成員 SSCI、TSSCI

相關期刊論文至少 5 篇 

目前積極投稿中   

（三）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報告：請曾士瑋同學進行報告。 
（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網頁 
報告：請林家如同學報告。 

1、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 1、2 期發刊情形。 
2、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 3 期、第 4 期、及專刊發刊說明。 

（五）財務報告 
報告：請陳國興同學進行報告。 

1、目前總計畫經費使用。 
2、各子計畫經費使用。 
3、設備費暨採購說明。 

二、討論事項 
（一）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 4 期暨特刊發刊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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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 4 期與特刊部分，目前遂以本次研討會與 11 月台政

會（參與計畫暨系上老師發表文章為主）進行編製，在在此想竟邀各位老師惠賜

論文發表之精簡版稿件，以作為發行之內容。 
決議：建請各位與會老師，於 11/10 日前，將這次發表的論文濃縮為 2000 字摘

要文章，寄送給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編輯小組。 
（二）「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後續審定、編書事宜 
案由：按原訂計畫，本次「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所發表之論文，嗣

後將進行集結彙整，進行書籍編審、出刊。敬請各位老師會後持續撰稿、審議。 
決議： 
1、請各位老師於會後依據評論老師的意見進行修正，並於 2009 年 1 月底時進行

收稿，彙整成冊。在這段時間請各位老師積極修正，以利後續編輯。 
2、關於出書審查部分，待整體內容彙整完畢後，再行評估送審方式。冀望明年

10 月可以出版。 
（三）各子計畫經費使用變更討論 
案由：鑑於本年度計畫將於 11 月進行結案，因此如各位老師的子計畫經費餘額

使用有剩，是否可商請轉由總計畫代為核銷。經費使用係為：充實府際關係研究

中心的耗材。 
決議：請各位老師於 11 月 15 日前將各子計畫款項進行核銷，逾期者將統一納入

總計畫項目做最後核銷使用，充實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的耗材設備。 
（四）下年度「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構想討論 
案由：暨南大學「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係為 3 年期計畫。第

一年計畫執行將於 11 月結案，值此，欲請各位老師針對下年度可能的執行方案

進行構想提案與討論，企盼能持續充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的學術研究內容。 
1、孫同文老師： 

（1） 建議可從大計畫架構進行研究整合。例如：GIS、跨國、跨縣市研究。 
（2） 可嘗試建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的大型資料庫。 

2、江大樹老師： 
（1） 延續府際研究通訊發刊與網頁維護功能。 
（2） 持續透過工作坊與研討會、出書方式，維繫與外校老師的合作。 
（3） 預計出版《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桃米社區永續發展的理論與經驗

分析》、《老人照顧模式的理論與實務經驗：菩提長青村》等三本府際

叢書。 
（4） 提撥若干經費補助校內未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的老師，進行基礎性研

究。 
（5） 請大家建議明年工作坊與研討會的主題。 

決議： 
1、延續本年度的研究基礎，持續針對個別計畫內容作更深入的研究。 
2、如有機會，可以邀集相關老師，針對本年度的研究成果，彙整成為來下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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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整合型計畫架構。 
3、相關出版事宜，決議通過，納入下年度的府際叢書出版計畫。 
 
三、臨時動議 
無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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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學者交流 
國外學者訪問執行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7 年 3 月 27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其他 邀請國外學者訪問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97年3月9日至97年3月14日 活動地點 暨南大學公行系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邀請國外學者參訪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參與人數： 本計畫主要聯絡人為：廖俊松副教授，公行系博士班張力亞、林

玉雯、曾士瑋同學負責招待接機、招待事宜。 
主協辦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會議名稱：「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邀請國外學者參訪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本計畫邀請英國伯明罕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Michael Hubbard 教授蒞臨學校

講學訪問。講學名稱：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主要行程包含：舉辦兩場公開演講、一場學術工作

坊、及商談雙邊合作計畫事宜。期望透過這次的活動，可以增進公行系師生

學習機會，並且可以與其進行意見交換。相關計畫簽呈、行程、及個人學經

歷如附件。 
（二）開會討論議題 
兩場公開演講為： 

97.03.11（星期二）19:00-21:00。地點：公行系系辦會議室。 
主持人兼翻譯：廖俊松老師     參與者：在職專班同學 
演講題目：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poor—what is the future?
97.03.12（星期三）09:30-12:00 地點：人院 B1 國際會議廳 
主持兼翻譯：陳嫈郁老師 
對象：校內師生（大一、大三、研一學生） 
演講主題：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id and the role of Taiwan
三、建議 

這次的訪問行程，在演講部分主題聚焦為：公私夥伴關係。其中特別舉出

台灣 ETC 及高鐵的案例，引起同學們諸多的討論，在這過程中對於同學在研究

上有一定之啟發效益。未來如有機會，希望可以建議學校補助經費，聘請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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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bard 教授前來本系進行客座，此不僅有助同學選課上的多樣性，也將有助

於未來研究與出國進修之機會。 
四、相關聯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聯結…)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附件一、個人學經歷 

Michael Hubbar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dgbaston, UK 

CONTENTS 

PERSONAL DATA  
Date of birth: 21.6.1947 
Citizenship: Great Britain 
Additional languages: German (fluent speaking), Afrikaans (fluent speaking), French (basic) 
Recreation: flute playing, astronomy, running, squash, gardening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BA Honours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MA (Labour Studies), D.Phil (Development Studies) 
 
Present position: 
Read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vious positions: 
Acting Head (1983-4), Senior Lecturer and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tswana (1976-84)      
Member of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and Tenure in Botswana (1983) 
Research Assistant,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73-75).  
Junior Lecturer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9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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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Michael Hubbard 教授在台行程預定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說明 

97.03.09 

（星期日） 
19:10—— 

接機 

進校過夜 

• 國泰 470 班機抵台 

• 請學校派車接機（力亞、士緯陪同前往接機） 

• 校內住宿：學人會館 

14:00- 

16:30    
專題研討 

• 主題：PPPs: Taiwan's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地點：人 418 室 

• 對象：校內師生（基本聽眾：參與計畫老師、博士

生、部份碩士生） 

• 請各位老師踴躍出席（參與計畫老師請一定出席） 

97.03.10 

（星期一） 

18:00- 

20:00 
歡迎餐會 

• 地點：有田 

• 請各位老師踴躍出席（參與計畫老師請一定出席） 

• 邀請校長、教務長出席 

 

白天 

 

大埔里導覽 • 埔里、日月潭地區一日遊（士緯、力亞、玉雯陪同）

97.03.11 

（星期二） 
19:00- 

21:00 
演講 

• 主題：PPPs: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 地點：人 418 室 

• 對象：校內師生（為專班學生） 

09:30- 

12:00 
演講 

• 主題：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id and the 

role of Taiwan 

• 地點：人院 B1 國際會議廳 

• 主持兼翻譯：陳嫈郁老師 

• 對象：校內師生（為大一、大三、研一學生） 97.03.12 

（星期三） 

19:00- 

2100 

東海大學演

講 

• 史美強教授安排 

• 主題：PPPs: Taiwan's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演講完後赴台北過夜 

• 台北住宿：福華文教會館 

上午 
乘貓纜、遊貓

空 97.03.13 

（星期四） 
下午 

政大國關中

心演講 

• 吳得源老師安排 

• 主題：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id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aiwan 

97.03.14 

（星期五） 
白天 

參觀故宮、送

機 
• 並視班機時間送桃園機場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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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發行暨宣傳 
參加 TASPAA 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擺攤宣傳 

填表日期： 97 年 06 月 05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其他 參加taspaa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擺攤宣傳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填表人姓名 林家如 服務單位 公行系 職稱 ■碩士生  

電      話 0931255530 e-mail s96106507＠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97年05月24日至97年05月25日 活動地點 東海大學

活動名稱 2008 TASPAA 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4.參與人數：4 人。吳若予老師、陳姿伶、林家如、楊凱婷 
5.主協辦單位：東海大學  
6.會議名稱（中、英文）：2008 TASPAA 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中英文論文、期刊、光碟、出版或獲校外研究經費補助）

2、內容摘要： 
設置攤位宣傳府際關係研究通訊以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叢書。兩天共發出 135 份刊物，並增加 80 人訂閱。 
3、建議： 

必須再次與主辦單位確認場地事宜，當天活動臨時有變動，攤位位置亦必須跟著

改變。 
 

三、相關聯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聯結…) 
http://taspaa.org/Default.php 

備註： 
4. 檢附資料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5.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另應檢附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6.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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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2008 年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擺攤宣傳 

 41



參加 2008 年中國政治學會暨學術研討會第二次擺攤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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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一期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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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二期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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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三期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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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填表日期：97 年 11 月 8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學術研討會   

填表人姓名 張力亞 服務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      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自 2008 年 10 月25- 26 日 活動地點 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活動名稱 （中文）「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1、參與人數：計有發表人約 20 人。與會人員：約 65 人。共計 85 人。 
6、主協辦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7、會議名稱（中、英文）：「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內容摘要：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邀請本年度參

與計畫的老師，針對今年的研究成果進行發表。另，也邀集國內在此領域中有

卓著研究的學者，針對此議題提論文。會議中，在研討會過程中，與會學者皆

個別針對自己所負責的課題進行理論性與實務的研究討論，另外也邀請其它與

會學者進行評論，希望可以相互切磋彼此之間的學術認知。另一方面，也可藉

以讓本系同學瞭解國內目前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課題的發展趨勢與主要課題。

除舉辦此次研討會外，又另邀請各位老師針對未來本系從事「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理」的持續性與系統性研究進行意見交流。冀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一方面持續深化本系研究廣度與深度，另一方面亦可建構出國內學術圈內，討

論「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的對話平台，以為後續理論與本土研究之用。 
三、建議 

希望未來能持續辦理這樣的研討會，針對府際與地方治理進行持續性且系統

性的討論及研究。方能有助於本土經驗的建構。 
四、相關聯結 

本 此 活 動 內 容 ， 可 連 結 參 考 「 府 際 關 係 研 究 中 心 網 頁 」：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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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計畫書 

壹、宗旨與目的 

當代在政策執行過程中，有別於以往只侷限於重視政府結構部分，現今乃朝

向社會政治共同管理的架構。從整體政策執行的脈絡來看，當前乃是一個「混和

式的治理」（hybrid governance）時代，亦即，不論是單一制國家或是聯邦制國

家，起而代之的乃是強調「地方分權、地方治理」、「因地制宜」的概念，此亦

為近年台灣所推動的政府再造運動中追求的「地方化」之目的。且這種發展已對

傳統的府際關係產生衝擊。要如何有效融合與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府際關

係，甚至公私部門跨域的夥伴關係，無疑是備受實務界與學術界關注的議題，也

一直是本系關注研究的焦點。 

本校（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自成立以來即積極針對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的

學術範疇進行深入研究，並於 1997 年設立「府際關係研究中心」，陸續舉辦過幾

次大型研討會，藉此進行相關的學術與實務交流。為了積累、充實我國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理之研究，同時擴展跨域之學術合作與經驗交流，本校（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將延續之前的努力，擬定於今年 10 月 25-26 日辦理【府際關係與地方

治理】學術研討會，預計至少發表十四篇論文，探討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之

治理議題，以進一步深化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之研究。 

本校（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之舉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除了持續推動與落實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研究的宗旨之外，更冀望藉由是項

研討會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一）深化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的理論研究。 

（二）開創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之跨校整合研究。 

（三）累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之個案研究成果。 

貳、申請單位：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承辦單位：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參、指導單位：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內政部 

肆、舉辦日期：民國 97 年 10 月 25-26 日（星期六、日） 

舉辦地點：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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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邀請與會專家學者 

一、發表人（含主持與評論人） 
1、趙永茂教授（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孫同文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3、江大樹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4、呂育誠教授（國立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5、朱鎮明副教授（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 
6、李長晏副教授（國立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7、廖俊松副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8、吳若予副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9、陳仁海助理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0、 陳嫈郁助理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1、 陳秋政博士（台灣大學公共治理中心執行長） 
12、 張力亞博士生（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3、 林玉雯博士生（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14、 陳雨彤（國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二、主持人、評論人、與談人 
1、宋餘俠副主委（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紀俊臣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3、史美強教授（東海大學行政暨政策管理學系） 
4、黃鉦堤主任（國立暨南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主任） 

陸、【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議（確定版）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六）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09:00-09:30 報 到（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09:30-09:40 開幕式：暨南大學校長 

09:40-10:00 貴賓致詞：行政院研考會宋餘俠副主委 

10:00-10:40 
專題演講：台灣地方間跨域合作的課題與對策 

紀俊臣教授 

10:40-11:00 休息 

第一場   主持人：趙永茂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論人

11:00-12:10 

陳嫈郁 全球治理與國家機關職能：第二波韋伯國家主義觀點 吳若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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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育誠 府際合作概念與研究焦點的再定位 趙永茂 

江大樹 

張力亞 
社區營造、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之建構：以六星計畫為例 廖俊松

12:10-13:30 午   餐   時   間 

第二場   主持人：紀俊臣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論人

孫同文 
林玉雯 

高科技產業政策的府際關係:以中部科學園區的設立與發

展為例 
呂育誠

李長晏 
從府際治理觀點探討社區式長期照護政策之執行－理論

文獻探討 
朱鎮明

趙永茂 

陳雨彤 

鄉鎮級之公共行銷與地方治理模式-台北縣淡水鎮發展個

案分析 
史美強

13:30-15:30 

廖俊松 

 
政策倡導之研究：大坑風景區開發之研究 紀俊臣

15:30-16:00 點   心   時   間 

16:00-17:30 

學術工作坊：「府際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孫同文教授 

報告人：江大樹教授 

與談人：趙永茂教授、紀俊臣教授、史美強教授 

吳若予副教授、廖俊松副教授、呂育誠副教授 

朱鎮明副教授、李長晏副教授 

陳仁海助理教授、陳嫈郁助理教授 

17:3020:00 晚宴 

 
十月二十六日（星期日）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08:30-09:00 報 到（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09:00-09:50 
專題演講：台灣都會治理問題研究 

李長晏副教授 

09:50-10:10 休息 

第三場   主持人：史美強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論人

10:10-11:40 

陳仁海 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以 TEDS2005 為例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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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明 府際間文化藝術補助業務的政策協調研究 孫同文 

陳秋政 
流域整治規劃個案之跨部門治理分析：以美國加州洛杉磯

河為例 
李長晏

11:40-12:00 閉幕式：暨南大學研發處孫同文處長 

12：00-13:30 午餐 

 
柒、經費需求 

項      目 金     額 預 算 說 明 

論 文 發 表 費 121,800 元 
8,700 元*14 篇=121,800 元 
（依規定每千字 870 元，每篇文章至多以一萬字估算。） 

出 席 費 52,000 元 

演講費：3,000 元＊2 人次＝6,000 元 
主持費：2,000 元*5 人次=10,000 元 
評論費：2,000 元*14 人次=28,000 元 
與談費：2,000 元*4 人次=8,000 元 

旅 運 費 45,796 元 

交通費： 

台北－南投：2,300 元＊8 人次＝18,400 元 

（高鐵＋客運＝1,000＋150＝1,150 元，來回 2,300 元） 

新竹－南投：1,340 元＊1 人次=1,340 元 

（高鐵＋客運＝520＋150＝670 元，來回 1,340 元） 

花蓮－南投：4,358 元＊1 人次=4,358 元 

（飛機＋客運＝2,029＋150＝2,179，來回 4,358 元） 

台中－南投：（全航來回 300 元）300 元×3 人次＝900 元 

住宿費： 
1,600 元*13 人*1 夜=20,800 元 
註：由於校內宿舍不足，貴賓皆需安排外宿。 

餐 點 費 43,800 元 

正式會議期間： 

早餐：30 人＊60 元＝1,800 元 

午餐：80 元*150 人次*2 餐=24,000 元 

點心：3,000 元*2 次=6,000 元 

晚餐：3,000 元*4 桌*1 餐=12,000 元（含工作人員用餐）

印 刷 費 60,000 元 
包含：研討會論文集印製費、一般性文件影印費、海報、邀

請卡影印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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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費 用 30,000 元 
含籌備期間工作人員誤餐、工讀金、底片沖印費、門票、解

說導覽費等。 

總   計 353,396 元 

經費預計來源： 
行政院研考會：15 萬 
內政部民政司：10 萬 
其餘系上自籌 
 
捌、預期效益 
一、建構學界關心府際關係與地方議題之交流平台。 
二、過研討會方式，深化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研究之理論與實證研究。 
三、企盼透過研討會方式，可以對政府相關單位提出適切的改革建議方針。 
四、後續將審定相關論文並進行送審編輯，以作後續出版，充實我國研究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理之內容。 
 
玖、聯絡人 
本計畫書如有任何說明不清楚之處，或者需要更多資訊者，敬請聯絡： 
廖俊松（公行系副教授）（049-2910960 分機 2682，lcso625＠ncnu.edu.tw） 
張力亞（公行系博士生）（049-2910960 分機 2683，s3106518＠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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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府際關係」叢書出版事宜 
府際關係叢書出版成果報告 

填表日期：97 年 12 月 20 日 
計畫名稱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類別 ν其他 府際關係叢書出版  

填表人 
姓名 

張力亞 服務

單位 
公共行政與政策

學系 
職

稱

□教師/研究人員 
ν博士生□碩士生 

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3106518@ncnu.edu.tw 
活動日期 97 年 12 月 15 日 活動地點 元照出版 

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叢書八：地方永續發展－台灣與大陸的經驗

成 果 摘 要 

一、內容摘要 
本書籍由廖俊松老師主編，邀集海峽兩岸的學者針對地方永續發展的課題進

行出版，透過海峽兩岸的案例分析來論述台灣與大陸地區經營地方永續發展

的經驗，接軌國際發展主流趨勢。 
 
二、重要結論或研究成果 
參與對象：本書作者包含： 

江大樹 、 何錦峰 、 胡寧生 、 郎友興 、 袁少芬、張世賢 、 郭夏娟 、陳仁海  陳剩勇 、 

黃世明 、廖俊松 、 劉宜君 、 蕭欣怡

 
主題：本書內文分為策略篇、台灣經驗篇、大陸經驗篇。 
導論 

第一篇 策略      

  第一章 聯合國推動地方永續發展的策略分析   

  第二章 地方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之策略 

第二篇 台灣經驗  

  第三章 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宜蘭經驗」及其省思  

  第四章 永續發展與治理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 

  第五章 南投縣邁向永續發展的環境意識與社會參與之分析探討 

  第六章 地方政府執行社會永續政策成效之探討：執行網絡的觀點 

  第七章 從民意調查中觀察台灣環境保護的願景：以 TEDS2001、 

     2002 及 2003 為例   

第三篇 大陸經驗      

  第八章 社會永續發展與地方政府管理體制改革與創新之思路與對 

     策：以南京市政府管理體制改革研究為例 

  第九章 永續發展與服務型政府的建構：以浙江省為例  

  第十章 地方政府的效能建設與永續發展：對溫州市「效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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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調研及思考 

  第十一章 公共服務與地方永續發展：廣西省賓陽縣政府職能革 

      新的考察 

  第十二章 地方政府與中國鄉村的永續發展：浙江省東陽市橫店 

      鎮永續發展實驗區之效果及其永續性 

ISBN/ISSN⁄9789860160277 
三、建議 

希望透過這樣的書籍出版，一方面充實我國府際關係研究的成果累積，另一方

面亦可達成學術交流的功效。未來仍應持續朝向此方式進行深化。 
四、相關聯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聯結…) 

http://www.dppa.ncnu.edu.tw/IGR%20CENTER/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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