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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第三年計畫構想書第三年計畫構想書第三年計畫構想書第三年計畫構想書 

一一一一、、、、總計畫說明總計畫說明總計畫說明總計畫說明 

（一）「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的整合型

研究計畫獲肯定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已邁入第三年。本團隊本著原始

初衷，除結合校內老師，也邀請國內若干長期關注「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學

者進行結盟，作跨校研究整合。為積極爭取研究資源，遂於前兩年都曾向國科會

提出整合型計畫。雖然第一年以「政策類型與府際政策網絡」進行整合型提案，

整體通過的案件有限，僅朱鎮明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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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獲得三年期計畫經費補助，但在校內學術特色研究支持

下，仍然努力不懈，積極累積研究成果，以作為第二年整合研究的基礎。第一年

的研究成果已於今年陸續修正完畢，且委由本系廖俊松副教授統籌編輯，目前則

已經委託元照出版社進行出版作業，預定明年可出版府際叢書第九冊：「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政策類型觀點」一書。 

基於第一年的研究與提案經驗，本研究團隊第二年重新整合並修正研究課

題，以既有研究班底再擴大邀集其他年輕學人加入，改以「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

型治理：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再接再厲向國科會進行整合型提案。該整合

型提案獲國科會支持，其總計畫「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也獲認可執行。

在總計畫下，共有：江大樹教授「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台中都會區的全球

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之研究」、孫同文教授「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經濟產

業政策對都會治理的影響力探討：以台中都會區為例」、史美強教授「台中都會

區之前瞻性研究－都會永續發展全觀型治理下治理能力與課責之研究：以台中都

會區治安面向為對象」三案獲得經費補助。從而觀之，本研究團隊在第一年的研

究基礎上，對於「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研究投入與成果表現，已獲國科會及

其審查委員肯定，並被賦予更積極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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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科會經費補助外，為持續整合其他校內外研究成員的研究議題與進度，

遂以校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二年經費進行部分支援，

讓其他研究團隊成員同時也能進行原出既定的研究工作，藉以累積下年度國科會

整合型提案的能量。截至目前為止，在國科會與學校學術特色研究的經費補助

下，各研究團隊成員也以獲得初步研究成果，並將其發表於本系在 2009 年 10

月 24 日舉辦的「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中，會後各個研究團隊

成員也將參考評論者的意見進行修正，待期末完成結案報告，進行後續期刊投稿

與編輯專書出版作業。 

（二）「府際叢書」品牌延續與「府際研究通訊」的版圖擴大 

這兩年的「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除進行研究計畫累積

成果，「府際叢書」的專書、電子通訊出版之品牌累積也是重要的工作。 

在專書部分，國內公共行政與政治學學界目前單一品牌系列的叢書尚不顯

著，其中「暨大府際叢書」是少數之一。出版「暨大府際叢書」主要功用在於：

持續累積與推廣國內府際關係之理論與實務研究成果，藉以體現本系創系系主任

蕭全政教授所稱：「能在不斷的『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之中進

行參悟，為學界帶來清新的訊息」之用。 

在 2008 年之前，「暨大府際叢書」已有 7 本的出版。在 2009 年，受惠於學

校「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的經費支持，本研究團隊已經該年

1 月出版府際叢書第 8 本《地方永續發展-臺灣與大陸的經驗》一書。同年也已經

將參與第一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修正完成，並已委託

元照出版社進行出版編輯，作為第 9 本「暨大府際關係叢書」。然而，下年度也

將積極爭取經費，將第二年度的「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成果進行

編輯，出版作為第 10 本「暨大府際關係叢書」，據以作為下階段「府際叢書」再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其次，除「府際叢書」出版，在學校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的經費補助下，使本

系原有的「府際關係研究中心」得以重新運作。在此基礎上，除重新活化「府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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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的組織運作，也積極投入於「府際通訊」的電子報編輯出版。府際研

究通訊截至目前為止，也已發行七期。第一年出版五期，計有「地方自治與權限

劃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社區營造的回顧與展望」、「【府際關係與地方

治理】學術研討會特刊」、「臺灣政治學年會特刊」。 

有別於第一年純粹邀集學界老師進行「特定議題」的專論發表及研討會專

論，第二年在內容中除維持「學者專論」，也邀請國內縣市政府的局處首長進行

工作經驗與市政資料分享，期能兼顧理論與實務，讓府際研究通訊更具可讀性。

第二年目前也已經出版「都會治理與縣市合併」、「九二一震後重建與地方治理」

兩期，並將於 11 月、12 月出版「永續國土規劃與流域管理」、「回顧 2009 年地

方治理五大議題」兩期。「府際研究通訊」電子報是國內目前唯一一個聚焦於「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議題的刊物，其編輯與發行主要功能有二：1、積極為學界

提供國內外的府際關係研究新思維與作法；2、期能從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角

度對應時事進行議題分析。目前已獲國內多數公共行政、政治學界學者訂閱與肯

定。未來將積極努力，有朝一日能成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期刊。 

（三）府際中心的組織活化與資料建置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從 1998 年成立以來，迄今也逾 10 年。承蒙本校學術

特色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配合本系博士班與碩士班的學生，使得「府際研究中

心」得以重新運作並在穩定中不斷追求成長。目前中心在「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

學術研究特色計畫中，扮演著跨校、跨系所的合作平台的行政聯繫角色，也積極

投入「府際研究中心網頁」的建置，經過兩年的努力，目前已設置「出版刊物」、

「資料庫」（地方縣市合併相關資料、相關研究報告、研究議題分類索引、TSSCI

期刊政治學門暨相關學門資料）、「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活動剪影」、「演講與

研討會」、「相關學術社群」等六個資料庫的建構，並定期發行「府際研究通訊」、

出版「暨大府際叢書」，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府際關係研究」資訊交流平台。 

再者，為達「學術社群討論」的實踐，本中心也定期邀請研究團隊成員及其

他地方政府實務工作者舉行「研究工作坊」，進行專題議題的研討。期盼能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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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對話的機會，也能從中激盪出新的研究議題與思維。 

（四）檢討過去，展望未來 

檢視第一年及第二年的研究成果，整體研究團隊成員的期刊論文發表數是有

顯著成長。但礙於目前的期刊審查期程，因此仍有部分研究成果雖已有投稿，但

是尚未獲得刊登。不過，就整體而言，期刊發表的數量仍有持續成長的趨勢。其

中今年度（09）已有 4 篇 TSSCI、1 篇 SSCI 的期刊論文，並計有 12 篇的期刊及

28 篇的研討會論文發表，成果績效不錯。 

展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三年。在研究部分。本研

究團隊將以第二年的「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

為基礎略作修正，以「區域治理」的研究理論為主軸，扣緊台中縣市合併後的「空

間、功能與部門」三項的台中都會區域治理課題進行研究，如：都會區空間再結

構、都會區發展與都市再生、城市競爭力、中部核心產業發展與定位、文化創意、

觀光產業、公民參與、行政組織改造、課責、財政、綠色運輸、族群發展等課題。

期望能藉由不同議題的研究開展，從不同面向嘗試提出台中都會區域治理的政策

建議。 

研究團隊成員部分，仍將委由江大樹教授擔任總主持人，邀集並整合校內跨

系所與跨校的專家學者。校內外跨系所成員有：公行系江大樹教授、孫同文教授、

廖俊松副教授、陳仁海助理教授、人類所容邵武副教授、梅慧玉助理教授、觀光

系林士彥副教授等 7 人。跨校整合有：東海大學史美強教授、陳秋政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李長晏副教授、彰師大黃建銘副教授、亞洲大學林錫銓助理教授、台南

大學吳宗憲助理教授、許耿銘助理教授等 7 人。另外，為督促本研究團隊的積極

發展，特延續前兩年構想，邀請臺灣大學趙永茂教授、銘傳大學紀俊臣教授、東

華大學朱鎮明副教授擔任本研究團隊的諮詢顧問。期望透過校內、校外與諮詢顧

問的三方激盪，精進本研究團隊在「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學術研究特色內容

與質量。 

計畫目標。第三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主要研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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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二： 

首先，為求新進成員可以進行媒合，遂持續向學校爭取「學術特色研究」的

經費補助，做為未來緊密結盟與研究討論的基礎。 

其次，將以第二年度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輔以今年度「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

型治理：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整合型計畫，進行研究主軸與課題再精緻化，

向國科會提出兩年期的整合型研究計畫。 

冀望藉由學校「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的經費補助，讓本系「府際關係研究中

心」的組織暨人員持續運作，扮演資訊交流平台角色，同時配合「學術研究特色

計畫」與「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申請，持續深化累積與擴散本校公共行政與政

策學系在「府際關係」學術研究特色的成果。 

 

二二二二、、、、第三年度工作項目第三年度工作項目第三年度工作項目第三年度工作項目 

本研究團隊將以這兩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所累積的

成果為基礎，輔以「府際研究中心」的組織運作及網絡平台，持續推動府際關係

學術研究的事宜。府際研究中心主要工作有二：一為配合整合型計畫執行，作計

畫之間協調的平台角色；二則持續推動例行性業務，如編輯發行「府際研究通訊

電子報」、編輯「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出版、持續維護與不斷充實「府際研究中

心網頁與資料庫內容」，並且積極舉辦「學術研究工作坊」，整合跨系、校學者進

行研究討論。 

此外，為增廣校內師生與研究團隊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研究資訊，

乃創新籌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講座，邀集學校專家與實務工作者進行演講，

並作經驗交流。第三年度主要工作計畫如下： 

1、整合校內外「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臺中區域發展議題」學術研究特色

計畫。 

2、積極向國科會提出「兩年期」的：「臺中都會發展之全觀型治理」整合型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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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府際研究通訊出版。 

4、府際叢書編輯出版。 

5、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建檔。 

6、舉辦「學術研究工作坊」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講座。 

7、擴大舉辦第三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協辦其他國內有

關「地方治理」的學術研討會。 

 

三三三三、、、、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 

（一）整合型研究計畫與個子計畫概述。 

1、總計畫構想 

說明：奠基於前兩年的研究成果，第三年度將以第二年年度的整合型計畫主

軸「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進行微幅調整，以

「區域治理」為研究途徑，選取臺中縣市合併後若干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進行研

究，希望能藉由不同面向的研究視角，為縣市合併後的大臺中市都會區域發展提

出可行性的建議方案，促使研究能對實務所貢獻。 

臺中縣市政府的合併已於 2009 年 8 月份審議完畢，並確定於明年底合併完

成。在合併的過程中，行政院是以「區域發展」的概念為軸心，期盼合併後的大

臺中市可以負起區域發展的領航角色。但是，要如何扮演好這樣的角色與功能，

本身的內部發展定位、治理能力建構與議題掌握、回應，實據關鍵。在此，本研

究主要的目的之一即在於，協助未來的大臺中市將其可能面臨的議題進行資料彙

整與分析，期能提供多面向的思考內容，供目前的臺中縣市政府進行參考。 

在角色與功能定位、及治理能力部分。本研究將從「區域治理」的理論視角

進行切入。本研究團隊認為「區域治理」這樣的概念，係由空間的「區域」及新

的運作機制：「治理」兩個概念所共同組構的。從空間階層來看，區域是城市銜

接「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重要翹板，也是藉由中心都市的發展帶動周邊城市

作整體區域發展的媒合點。申言之，區域是一個空間媒合的中介點。不過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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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介點角色與定位要如何具體實踐，核心城市的「治理」能量是關鍵。治理

強調的是多元行為者（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公民）的參與，及其創

新的政策執行機制研擬與推動。區域治理其概念係源自於都會發展，跨越行政區

域之界限，邁向總體發展或廣域行政的組織設計。綜上，區域治理並不在既有的

地方政府層級上疊床架屋，而係在既有地方政府層級下的組織發展，宗旨乃在因

應都會發展、自然生態及人文建設而形塑處理特定功能的組織機制。區域治理本

身並不在強化政治力之運作，或稱公權力之有效行使，而係重視行政作為之積極

性與發展性1。因此，區域治理的實踐不僅是跨越自然地理、行政區劃的實際空

間範圍，並可以超越人類組織的分野差異，具體整合區域內的各部門，包含公部

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事務權責，據以形塑出虛擬空間的協力合作與互助夥伴

之關係。 

再者，伴隨區域治理的演進與都市網絡的合作形式出現，促進了地方與地

方、都市與都市及區域與區域之間，採用彈性化的共同磋商機制與共組合作聯盟

的型態。都市網絡也是提供都市-區域作為專案規劃與政策制定的有效工具之

一，同時透過責任與支出的共享使地方政府對於政策執行與資源運用的能力更具

經濟效益。而對於區域內的企業團體或非營利組織等的非政府團體，都市網絡能

夠克服疆界藩籬的侷限，鼓勵其他參與者的加入進而形塑為區域治理的模式2。

要之，區域治理：吾人可將之視為是在一個區域範圍內的公私協力政策創新運作

模式。 

值此，配合臺中縣市政府的合併及區域發展的任務思維，本研究認為採取「區

域治理」的概念進行未來大臺中市的發展研究是有其適切性。不過哪些議題是未

來臺中市合併後重要且關心的呢？這部分，本研究計畫採取「回溯性」的問題建

構方式。一來是依據本研究團隊各計畫第一年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二則是根據日

                                                
1
 林水波、李長晏，（2005），《跨域治理》。台北：五南圖書公司。 

2
 Herrschel, Tassilo and Newman, Peter （2002）. Governance of Europe’s City Regions: Planning, 

policy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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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今年）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臺中縣市政府及 INTA 於臺中市舉辦的「臺中

城市發展論壇」所關心的議題為出發點，進行未來臺中城市發展重要議題的選

擇。該次論壇分別從都會區空間再結構、都會區發展與都市再生、中部核心產業

發展與定位、文化創意、與夢想城市五面向討論臺中是未來發展的課題與解決之

道。不過除此之外，在第二年的研究過程中，臺中縣市的官員也明確指出：區域

內的文化資產、觀光產業、族群、社區等課題亦是值得關注。 

值此，本研究將延續第二年的研究基礎，持續聚焦於臺中都會區域的發展進

行研究。然而，本次研究將以合併後的臺中都會區域發展課題為核心，從「區域

治理」的概念出發，選定若干臺中都會區域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進行研究，一方

面期能從整合的角度進行不同議題的研究，據以提供區域發展的不同議題樣貌；

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明年底的大臺中區域發展提供若干實質政策建言。讓臺中市

在未來的發展上能立足中臺灣，放眼東亞、全球。 

 

2、研究團隊分工與整合 

在研究議題設定上，本研究計畫從「區域治理」的概念出發，從「城市發展

定位」、「政府職能」、「城市行為者」、及「城市文化觀光」等四個面向著手，進

行合併後臺中市區域治理議題的設定與研究（參見圖 5-1、表 5-1）。各個主要面

向中，本團隊除邀集原已參與計畫的成員進行研究，也邀請其他議題的專家成員

進行共同研究，期能從不同視角對於合併後的臺中區域治理議題進行較具整合性

的關照與研究。在城市發展定位，計有：城市競爭力、多核心產業空間佈局、生

態城市三個子計畫；政府職能部分，則有：行政區域、組織變革、網絡課責三項

子計畫；城市行為者部分，分別從：公民參與、社區、派系整合、非營利組織等

面向進行研究；最後，城市文化觀光則選取：區域觀光、歷史文化資產兩項議題

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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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中都會區域治理議題研究圖像 

 

3、各子計畫研究概述 

表 5-1、2010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總表 

計畫名稱 主持人 任職學校 

臺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之研究 江大樹教授 暨大公行系 

臺中市多核心產業空間佈局策略與影響之研究 孫同文教授 暨大公行系 

臺中市邁向生態城市發展之研究：以綠色生態產業為例 許耿銘助理教授 南大行管系 

臺中市行政區域重劃之研究：民主與效率孰輕孰重？ 黃建銘副教授 彰師大公教所 

臺中市組際整併之研究：網絡治理觀點 史美強教授 東海行管系 

臺中市促進民間公共參與的效益：代理人觀點 吳宗憲助理教授 南大行管系 

臺中都會區集水區管理機制之研究 李長晏副教授 中興國政所 

臺中市城鄉公民參與的制度橋接：以城鄉新風貌計畫為例 廖俊松副暨授 暨大公行系 

公民參與 

社區 

派系整合 

非營利組織 

城市競爭力 

多核心產業空間佈局 

生態城市 

臺中都會區域

治理議題 

行政區域、組織變革 

網絡課責 

區域觀光 

歷史文化資產 

 發展定位 

城市文化觀光  

城市行為者

政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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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都會區客家聚落活化機制之研究 容邵武副教授 暨大人類所 

臺中都會區派系政治何去何從之研究 陳仁海助理教授 暨大公行系 

臺中流域生活圈之研究：跨部門治理觀點 陳秋政助理教授 東海行管系 

臺中都會區觀光產業發展機制之研究 林士彥副教授 暨大觀光系 

臺中市區域產業媒合與振興之研究：跨界治理觀點 林錫銓助理教授 亞洲休閒與遊憩系 

臺中都會區媽祖文化的記憶與在地觀點之研究 梅慧玉助理教授 暨大人類所 

 

4、研究計畫成員的能力 

（1）總計畫主持人之協調領導能力 

總計畫主持人江大樹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任職於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曾先後兼任暨大公行系主任及暨大主任秘書等行政職

務。研究專長包括：文官政策、政府改造、行政區劃、府際關係、地方治理，及

社區營造等。近年先後獲得第 30 屆吳三連獎「人文社會科學獎，公共行政學類」，

與暨南大學 97 學年度研究績優獎之肯定，著有《邁向地方治理－議題、理論與

實務》一書。 

（2）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 

整合型計畫的團隊成員大多來自於中部、南部等各大學研究學者，各自研究

專長與本次整合型研究之四項次領域議題皆有密切關聯。其中若干子計畫主持

人，也多具有參與其它整合型研究經驗，並著有府際治理、都會治理、跨域治理、

地方治理等專書。以下僅依序就各個子計畫研究主持人專業能力進行扼要說明： 

孫同文教授，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暨南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著有：《從威權政府到民主治理－台灣公共行政理論與實

務之變遷》、並共同出版《府際關係》、《府際關係：政府互動學》、《地方資訊系

統與公共行政》等書，近年研究主軸：「高科技產業政策的府際關係」及「地方

政府環境治理—GIS 應用(I)」等計畫。研究專長為：公共管理、府際關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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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行政。 

許耿銘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目前任職於台南大學行政管

理系。著有：〈全球治理對國家公共政策影響之指標建構：京都議定書對台灣公

共政策影響之個案分析）、〈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平性：台灣、日本、南韓溫室氣體

排放比較之個案分析）等論文，研究專長為：行政資訊管理、電子化政府、危機

管理、永續發展、亞太政治經濟、全球治理。 

黃建銘副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目前任職於彰師大公共事務與

公民教育研究所。著有：《地方制度與行政區劃》，並與陳慈陽教授等合著《憲法

知多少：新時代、新思維》等書，對於臺灣行政區劃之議題有著長期且深入的研

究。研究專長為：行政組織與管理、行政學、公共事務專題研究、公共管理、公

共行政理論、行政法專題研究。 

史美強教授，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東海大學行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著有《制度、網絡與府際治理》一書，並與他人合著《府際

關係：政府互動學》及發表〈台灣府際財政治理的競金關係：一個網絡分析的實

證研究〉等論文，研究專長為：官僚理論、組織網絡 、網路社會與治理專題、

組織理論。 

吳宗憲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目前任職於台南大學行政管

理系。著有：〈台北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之研究）、〈論政府跨域管

理代理鏈中的領導與激勵）等論文，研究專長有：政治經濟學、公私協力、政府

談判學、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動物福利政策。 

李長晏副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目前任職於中興大學國家政策

與公共事務研究所。著有：《邁向府際合作治理：理論與實踐》、《我國中央與地

方府際關係分析：英國經驗之學習》、與林水波教授合著《跨域治理》乙書，並

多次承接政府主管機關委託有關跨域治理、都會治理議題的研究案。對於我國跨

域治理議題有長期系統性且深入的研究。研究專長為：地方政府與政治，地方治

理，跨域管理，府際關係，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都會治理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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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松副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政策分析博士，目前任職於暨南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著有：《地方政府行政治理能力之個案評估研究：以

南投縣九二一災後生活重建為例》及主編《地方永續發展》、《府際關係與震災重

建》等書，研究專長為：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政治經濟發展。 

容邵武副教授，紐約新社會科學研究院人類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暨南大學人

類學研究所。著有：〈文化、法律與策略：鄉鎮調解過程的研究〉、〈社區的界限：

權利與文化的研究－台中東勢的個案分析〉等論文，並主持「正義、記憶、敘事：

國姓鄉南港村的研究」、「權利的在地化研究：一個社區公共空間營造的探討」等

國科會研究計畫，研究專長為：法律人類學、歷史人類學、人類學理論、文化與

政治、無形資產管理與鑑價。 

陳仁海助理教授，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暨南大學公

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代表性著作：《臺灣全志卷 4 政治志選舉罷免篇》（與江大

樹合著），並曾主持《民意調查中受訪者的後物質主義價值取向-以台灣為例》國

科會研究。研究專長為：政治理論、選舉與議會政治、研究方法。 

陳秋政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目前任職於東海大學行政管

理暨政策學系。著有：〈社會中心途徑之跨部門治理研究：以「洛杉磯河整治計

畫」為例〉、〈地方政府績效評鑑制度之設計要〉等。研究專長為：跨部門治理、

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流域整治規劃與分析、非營利組織與管理等議題。 

林士彥副教授，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博士，目前任職於

暨南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著有：〈以平衡計分卡觀點評估休閒渡假旅館

績效之研究－模糊層級分析法之應用〉、〈國民旅遊在服務品質、服務價值、滿意

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茂林國家風景區為例〉等論文。研究專長為：服務業

管理、 休閒品質管理、休閒產業績效評估、決策分析、多變量分析 

林錫銓助理教授，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目前任職於亞洲大學休

閒與遊憩管理學系。著有：《跨界永續治理》、〈搭建一座連結社群的橋--「新黃

金定律」評介〉、〈921 災後觀光產業重建政策之永續性研究〉等論文，研究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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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方-區域永續治理、文化產業策略管理、體制社會學研究、質性與詮釋研

究。 

梅慧玉助理教授，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人類學博士，目前任職於暨南

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著有：〈社會記憶的書寫與實踐：一個地方版廟誌的產〉、〈雅

加達華人廟的社會記憶圖像〉等論文，主要研究專長為：宗教人類學、華人社會

研究、人類學田野方法、民族誌書寫、影視人類學。 

 

5、研究效益 

表 5-2、2010 年研究計畫預期綜合效益表 

項目 預期成果 

學術研究。如：期刊

論文、學術專書 

本計畫將在第三年研究過程中，陸續實踐下列各項目標： 

1、辦理一場國際性「府際關係與區域治理」學術研討會。 

2、至少出版 2 本「暨大府際關係叢書」。 

3、研究團隊成員，至少有 15 篇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4、研究團隊成員，至少發表 6 篇以上的 SSCI、TSSCI 論文。 

社會影響。如：示範

計畫、政策參考 

本計畫的核心目標在於：探詢臺中都會區域發展的重要課題，並釐清其主要

問題癥結點，作為後續臺中縣市合併的政策倡議與建議方案。企盼藉由這樣

的研究，可以在理論與實務上皆有所成果與創見，以提供後續研究及政府部

門（特別是臺中縣市）在政策推動上的參考。 

技術發展如：技術規

範、專利衍生 

透過臺中都會區域發展的研究課題提出，一方面將有助於臺中縣市政府政策

參考。 

另一方面也將有助於我國其它縣市合併的新直轄市政府在實務上的參考運

用，並藉以嘗試勾勒出跨國性比較研究的成果累積。 

成果移轉（請列舉移

轉對象，如政府部

會、研究單位或產業

界） 

有關本整合型研究的成果移轉部分。在學術上，有助於累積臺中市區域治理

的研究成果。 

在實務上，可將分析的議題成果提供給中央政府（如研考會、經建會、營建

署）、臺中市政府及其他新的直轄市政府的資料參考與經驗借鏡，以收理論

與實務相互學習之效。 

其他  

 

（（（（二二二二））））府際府際府際府際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研究通訊出版研究通訊出版研究通訊出版研究通訊出版。。。。 

說明：「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的宗旨，是希望能夠藉由定期邀請專家學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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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題論著，藉以引領學界與其他關心府際與地方研究的師生、實務工作者進行

討論。其發刊模式原採電子報與紙本印刷，然為呼應政府節能減碳且鑑於紙本印

刷的效用，遂於第七期後，採取電子報方式進行出版。審視過去兩年的經驗，本

年度將提前於發刊前兩個月進行議題設定並邀稿，期能順利於預定的月份進行發

刊。 

再者，為本著推廣的用途，在今年度的電子刊物中，將增加「地方政府實務

工作介紹」與「專書書評」兩類，期能增加刊物的豐富性與可閱讀性。 

預定工作： 

各期內容：四篇專論、一篇地方政府實務介紹 or 書評 

第 10 期：3 月出版      第 11 期：6 月 

第 12 期：9 月          第 13 期：12 月 

 

（（（（三三三三））））暨大暨大暨大暨大府際府際府際府際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叢書編輯出版叢書編輯出版叢書編輯出版叢書編輯出版。。。。 

說明：「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從 2001 年開始，迄今已出版 9 本。未來仍將秉

持著推廣與累積「府際關係」的學術成果為宗旨，持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撰文、

編輯與出版。府際關係叢書是目前國內少見單一品牌的研究出版叢書，且是國內

唯一針對「府際關係」議題有持續出版的刊物。為求高品質出版與提升學術能量，

未來將以更積極與嚴謹的態度，進行專書的編輯與出版。期能累積本校「府際關

係」的學術特色研究名號。 

預定工作： 

◎桃米生態村的理想與實踐。主編：江大樹、張力亞、李瑩瑩。（預定 5 月）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主編：廖俊松。（預定 11 月） 

 

（（（（四四四四））））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建檔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建檔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建檔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建檔。。。。 

說明：「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設置宗旨：期許未來能成為國內研究府際

關係（IGR）的資訊交流平台。值此，延續目前在本中心的網頁內容，積極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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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研究成果」、「資料庫」、「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活動剪影」、「相

關學術社群」等區塊，持續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學術社群的網站建構，充實網

站的資料交流功能。再者，府際中心也將與第三年度積極投入「府際關係與地方

治理」的名詞解釋及議題分享建制工作，希望藉由這兩項的資料建置，能提供國

內對此領域研究有興趣的師生，進行索引與參考，以增進府際中心網站使用效益。 

預定工作： 

◎蒐集文獻與學術社群、研究議題。 

◎定期網頁維護、更新。 

 

（（（（五五五五））））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學術研究工作坊學術研究工作坊學術研究工作坊學術研究工作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說明：為擴大本系及參與計畫的師生能更廣泛的瞭解當前世界各國「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的相關研究議題與實務運作，遂籌辦「學術研究工作坊」與「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講座。前者，主要是希望定期邀請參與整合型計畫的老師們

進行開會，並作研究心得分享，促使研究計畫能有效進行。後者，則是企盼藉以

邀請國內外若干專家學者進行議題演講，透過 seminar 的方式，進行議題討論與

交流，藉以累積本系師生對於府際關係研究的知識能量。 

預定工作： 

◎預定三個月舉辦一次工作坊，進行研究討論與心得分享。 

◎預定上下學期各邀請國內外 2 位專家學者、1 位實務工作者參與「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講座，讓參與的師生有知識交流的機會。 

 

（（（（六六六六））））舉辦第三屆舉辦第三屆舉辦第三屆舉辦第三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協辦其他國內有關協辦其他國內有關協辦其他國內有關協辦其他國內有關

「「「「地方治理地方治理地方治理地方治理」」」」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 

說明：鑑於前兩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的辦理，提供研究團

隊成員彼此間成果的發表與對話，其成效良好。未來將持續並擴大辦理，嘗試邀

集國際或海峽兩岸的相關學者與會參加，藉以媒合相關學術社群進行研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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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以擴展「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研究廣度及深度。 

另一方面，為鼓勵年輕學生（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對與府際關係與地方

治理議題進行研究，將於計畫第三年研擬舉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青年研究論

壇」的研討會議，以提供投入「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領域的學生有進

行論文切磋交流的機會。最後，本研究未來也將積極協助其他國內有關「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的辦理，廣結學術社群的善緣。 

預定工作： 

◎舉辦一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 

◎籌辦一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青年論壇研討會。 

◎協辦其他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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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欲申請經費與工作分配欲申請經費與工作分配欲申請經費與工作分配欲申請經費與工作分配 

表 5-3、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 99 年度經費申請表 

填表日期：__2009_年__11_月  5  日  

計 畫 名 稱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際際際際際際際際關關關關關關關關係係係係係係係係與與與與與與與與地地地地地地地地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治治治治治治治治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總 計 畫 主 持 人 江大樹 執行期間 2010.01.01～2010.12.31 

項目 金額 說明 

研究設備費研究設備費研究設備費研究設備費 ----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  

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 ----  

研究人力費 804,000 
兼任助理費用：研究案、資料蒐集、網頁

建構維護、News Letter 發行等研究。 

國內差旅費 ----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1,562,000 

研究資料影印、工讀金、辦公室用品、郵電

費、News Letter 稿費、演講費、出席費、國

內會議差旅費、其他旅費（包含國內外學者

交通費）、誤餐、雜支等。 

其他與計畫直接相關費用 ----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2,366,000  

備註 

1. 計畫經費不得聘僱專任助理。 

2. 計畫經費變更請填送「變更申請對照表」；惟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

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三十。 

3. 有 關 計 畫 相 關 訊 息 及 表 格 請 至 本 計 畫 專 屬 網 頁 瀏 覽 下 載 ， 網 址 ： 

http://research.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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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三年經費分配表 

計畫項目 經費（元） 使用內容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3 月-10 月共 8 個月） 

791,000 補助專題研究經費目前計有：14 件。如獲國

科會補助，即不重複補助經費，全部轉移給未

通過者或其他計畫項目。 

「府際關係與都會治理」學術工

作坊 

160,000 邀集校外學者定期舉行工作坊暨專題研討。

（出席費、交通費、誤餐費、雜支） 

研究通訊發行規劃、邀稿、編輯研究通訊 發行 4 期「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電子報 

160,000 

通訊撰稿費（以電子期刊為主）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經費核銷 72,000 協助整體計畫經費核銷、及其他行政庶務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持續

維護更新 

120,000 進行研究資料蒐集、網頁管理維護、協助 News 

Letter 發行（兩位工讀生） 

府際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216,000 統籌中心行政事務，及辦理整合型計畫相關活

動；督導各子計畫進度，撰寫期中、期末報告。 

舉辦國際「府際關係」研討會 150,000 至少主辦 1 場國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

術研討會及協辦若干國內「地方治理」學術研

討會 

書籍出版編輯、印製費。 出版「暨大府際關係叢書」第十、

十一冊 

375,000 

書籍出版編輯臨時工 

舉辦 4 場「IGR&LG」學術講座 22,000 （演講費、交通費、誤餐費、雜支） 

邀請兩位國外學者前來客座訪問 200,000 至少邀請 1 位國際（非大陸、港澳學者至少 1

名）學者到校學術訪問、演講。提供部分交通、

食、住費用。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雜支 100,000 研究資料影印、工讀金、辦公室用品、郵電費、

誤餐、雜支 

總計 2,3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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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總結，暨大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從 1998 年開始即 選定「府際關係」研究作

為本系特色發展的方向之一，過程中不僅首開全國先河創設「府際關係研究中

心」，積極投入該領域的研究課題。另一方面，也於博士班課程中將「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理」列為必修課程。從而觀之，對於未來的「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

術研究特色在深化與推廣是具有重要企圖心的。值此，配合過去兩年學校學術研

究特色計畫的經費補助以及國科會的計畫支持，不僅讓府際關係研究中心更有運

作活力，也讓本系的師生得以有機會與校外老師長期關注該領域的老師有其對話

的機會，藉以活化本系的活力，也能刺激師生們對於知識攫取的熱誠。 

展望下一年度，本研究團隊仍具有高度的企圖與決心，期望能再次獲得學界

及學校相關的肯定，再次提供本研究團隊研究經費補助，持續在「府際關係與地

方治理」這個領域中深耕，讓該領域的研究成果更具豐富，以吸引更多的年輕學

子持續投入與關心該項議題，讓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能力獲得監督與提升

的機會。 

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提升、競爭力上揚，關鍵動力在於政府是否有正確的治

理方式，意即發掘對的問題點，並予以結合公私垂直與水平的跨部門力量，適切

對症下藥，方能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交互著激發出整體國家向上發展的動力能

量。而「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所處的位置及共構的治理網絡，實為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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