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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二年度的執行成果報告第二年度的執行成果報告第二年度的執行成果報告第二年度的執行成果報告 

本研究團隊第二年計畫原擬向學校爭取 2,314,000 元的經費補助，但最終僅

獲得約 4 成 1 的經費補助，為 966,693。在研究經費緊縮的狀況下，本研究團隊

仍縮減若干經費支出，積極利用有限資源持續辦理並創新活動的舉辦。省略的活

動計畫項目有：首先省略邀請國際學者學術客座講學與研究之計畫；縮減研討會

的規模與經費預算；第三，則是減少一本「暨大府際關係叢書」的出版作業。期

能讓資源更有效運用。 

不過，在第二年度的發展上，本團隊仍持續辦理「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的編

輯作業，並於五月過後旋即陸續出刊。此外，府際研究中心在兼任助理的積極努

力下，不斷蒐集相關資料，持續更新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資料內容，希望可成

為國內研究與關注「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究的重要資訊平台，並與其他國內

相關網站社群進行連結。目前網頁業已更新建置完成，內容也更為豐富化。 

為了持續邀集本研究團隊成員進行學術對話，遂從 5 月開始陸續辦理三場次

的「學術研究工作坊」，並於會中配合專題演講的項目，邀請長期投入臺灣府際

關係與地方治理研究的紀俊臣教授、趙永茂院長蒞臨發表演講及指導。再者，也

特邀實務工作者臺中市政府計畫處處長進行專題演講，期能提供研究團隊在臺中

都會議題的研究上給予指導。最後，也邀請考試院長關中博士前來演講，從「民

主行政的觀點論述文官中立的重要性與時代價值」。透過這樣的學術交流與對話

活動，不僅可增進團隊成員彼此對於研究議題的腦力激盪，也可以吸收外部專家

的意見，以求卓越精進。 

此外，為檢視團隊成員本年度的研究成果，遂於 10 月 24 日舉辦「行政民主

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一方面提供團隊成員論文發表的機會，另一方面，

也請其他專家學者前來給予評論，以收相互激勵之效。 

最後，本研究團隊也集結去年參與計畫案的研究成果進行「暨大府際關係叢

書」的專書編輯，以期未來能逐步累積暨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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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成果。 

綜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團隊雖然於第二年初並未

獲得理想上的經費補助，但仍積極作為努力不懈，希望透過第二年度的積極表現

與成果累積，能作為爭取研究經費持續補助的基礎，持續深化與發揚本系「府際

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的能量。以下，將依序說明第二年度的各項執行

成果。 

一一一一、、、、計畫執行概況說明計畫執行概況說明計畫執行概況說明計畫執行概況說明 

表 2-1、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工作進度報告 

計畫方案 執行成果 執行日期 目前執行

率 

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2008/5/17（日） 

上午 10：00~12：00 

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2009/8/4（二） 

下午 14：00 到 18：30 

舉辦學術工作坊 

 

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2008/10/24（日） 

上午 10：00~12：00 

100％ 

第五期：2008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特刊 

2009/5 

第六期：都會治理與縣市合併 2009/7/15 

第七期：九二一震後重建與地方治

理 

2009/9/30 

第八期：永續國土發展 2009/11/15（編輯中）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共 5 期） 

第九期：回顧 2009 年臺灣五大地方

治理議題 

2009/12/15（已邀稿完

成，撰稿中） 

75％ 

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

研討會 

2009 年 10 月 24-25 日

假暨大舉辦。 

100％ 

宜蘭縣政府與佛光大學共同舉辦，

「地方治理高峰論壇」－地方治理

與縣政發展趨勢研討會。 

2009.06.24 假宜蘭市

舉行。 

江大樹教

授受邀擔

任與談人。 

彰師大主辦，「彰化地方治理」學術

研討會 

2009.11.6 假彰化師範

大學進德校區舉行。 

研究團隊

成員進行

論文發表。 

參與 3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議題學術研

討會 

東華大學公行系等主辦，第六屆「地

方自治與府際關係」學術論壇~全

2009.11.14 假東華大學

舉辦。 

孫同文教

授受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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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地方治理理論與經驗國際研討

會。 

持及論文

發表。 

廖靜芝處長 2009/8/4（二） 

紀俊臣教授 2009/8/4（二） 

關  中院長 2009/10/25（六） 

舉辦 Seminar 演講 

（共 4 次） 

趙永茂教授 2009/10/25（六） 

100% 

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

係」系列叢書 

府際關係叢書第 9 冊：「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理」一書。 

已送元照編輯。 100% 

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

討會 10 篇 

共參與國內 16 場、國外 9 場研討會 共發表 47 篇研討會論

文。 

 

臺灣民主季刊（2 篇） 

公共行政學報（2 篇） 

研究團隊成員 TSSCI、SSCI

相關期刊論文至少 5 篇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1 篇） 

5 篇  

日本明治大學中村章副校長率領前

東京都副知事(都長)青山佾教授以

及明治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團隊（西

村講師、飯塚講師、小森研究員、

若尾研究員、松岡研究員、佐佐木

研究員）。前來埔里與本系（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進行重建與防災經驗交流。 

2009/9/1-2（二、三）  

梁錦文、廖俊松兩位老師訪問江西

南昌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2009 年 09 月 06~11 日  

國外學者參訪交流 

南京大學行政管理系魏姝教授前來

本校進行兩個月（10-12）之短期研

究與教學。 

2009/10 月-12 月。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全面改版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內容已

做更新 

2009/3 月-2009 年 12

月 

持續執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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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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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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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計計計畫畫畫畫 

第一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5 月 17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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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張力亞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

政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s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98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 到 12：00 
活活活活動地點動地點動地點動地點 

東海大學省政資料

大樓 411 教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一次工作坊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校內老師：江大樹老師、孫同文老師（休假）、廖俊松老師（請假）、陳仁海老師

（請假） 

外校老師：東海史美強老師（請假）、東華朱鎮明老師、中興李長晏老師、彰師

大黃建銘老師（請假）、南華陳秋政老師、台南大許耿銘老師、吳宗憲老師（請

假） 

研究助理：張力亞、林玉雯、曾士瑋、謝百傑、蔡雅雯、余宜芳（請假）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

二次工作坊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主要目的

希望透過工作坊方式，簡介本年度運作內容，且讓校內參與計畫執行之成員，能

有機會與成員進行對話、互動（如附件）。 

 

（二）開會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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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開會報告事項，分別有： 

（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一年成果報告（附件一） 

（二）本年度暨南大學學術特色研究補助（附件二） 

（三）台中都會區資料蒐集報告（附錄五） 

 

（三）討論事項則： 

1、「府際研究中心」總計畫的業務報告（工作項目、財務計畫）（附件三） 

      討論：1、專案經費(1)協辦(2)國際學者(3)出版 

（1）補助原則：待七月國科會審定結果通知，補助未獲獎助的研究團隊計畫，

校內以五萬元為主、校外斟酌經費預算，補助約 3-5 萬（補助經費含括：兼

任助理費及雜支）。 

（2）各計畫補助時間為：09 年 7 月至 09 年 11 月，共五個月。 

（3）若該計畫已獲國科會補助者，本計畫將不予補助研究經費。校外參與老師

原則上將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補助。 

（4）屆時獲國科會補助的計畫為多數，則本研究將挪用此些經費於其他計畫項

目上：如國外學者邀訪、府際叢書出版等。 

 

決議： 

（1）感謝各位老師的支持與鼓勵。後續會更加積極努力，整合大家意見，據以

實行。 

（2）關於跨校合作事宜，若後續各位老師需要研究人力的協助，可洽詢中心代

為尋找或支援。未來也可草擬共同合作的規劃案。 

（3）關於協辦研討會乙事，感謝各位老師的資訊提供，後續優先協辦東華大學

的國際研討會。經費來源，待國科會通過後，再行規劃。 

（4）資料庫建檔與資料分享，陸續將於府際研究中心進行建檔，也歡迎各位老

師提供手邊資料，進行彼此分享。 

（5）暨大學術特色研究的說明部分，請各位老師於相關的研究註腳部分，進行

類似感謝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說明即可。 

（6）計畫相關經費使用之原則通過 

 

2、上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論文編輯出版乙案 

討論：（1）六七月確定(投期刊與否)，若為投稿者，請改以專書出版為優先。 

（2）若後續有版稅收入，將納入府際中心的回饋基金，作為後續出版的基金。 

（3）若有其他老師出版，也可納入府際叢書 

決議：通過 

 

3、98 年 10 月「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乙案（附件四） 

決議：如附件辦理，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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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年度府際通訊出版事宜與主題 

討論：府際通訊：兩三篇短文、資料分享、縣市政府計畫處的資料分享、出版時

間規劃：7/15、9/15、11/15、12 月專刊=>研討會 

 

決議：本年度通訊的議題著重於：台中都會區 

內容主要是：3 篇專家論壇，一篇地方政府實務資料會報，另請研究團隊定期提

供研究資訊，以作分享。 

 

5、下次工作坊時間的確認 

討論：預定時間七月、九月、十一月。 

下次開會時間：7/11（六）下午兩點/上下兩場。會中並邀請若干學界與實務界代

表進行專題演講。 

（1）建議 7 月場次，邀請趙永茂、紀俊臣老師進行創新研究的指導與演講。另，

邀請台中市計畫處處長提供演講。 

（2 九月工作坊主要為分享研討會發表論文的摘要心得。 

（3 月時，主要是進行成果分享與意見交流、檢討。 

決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 

無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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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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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第一次工作坊會議記錄第一次工作坊會議記錄第一次工作坊會議記錄第一次工作坊會議記錄 

活動名稱：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舉辦地點：東海大學省政資料大樓 411 教室           

舉辦時間： 98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到 12：00 

主持人：江大樹教授                           紀錄：張力亞 

參加對象：(一)校內老師：江大樹老師、孫同文老師（休假）、廖俊松老師（請假）、陳仁海老師

（請假） 

(二)外校老師：東海史美強老師（請假）、東華朱鎮明老師、中興李長晏老師、彰師大黃建銘老

師（請假）、南華陳秋政老師、台南大許耿銘老師、吳宗憲老師（請假） 

(三)研究助理：張力亞、林玉雯、曾士瑋、謝百傑、蔡雅雯、余宜芳（請假） 

會議報告： 

（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一年成果報告（附件一） 

（二）本年度暨南大學學術特色研究補助（附件二） 

（三）台中都會區資料蒐集報告（附錄五） 

 

討論事項 

（一）「府際研究中心」總計畫的業務報告（工作項目、財務計畫）（附件三） 

      討論：1、專案經費(1)協辦(2)國際學者(3)出版 

（1）補助原則：待七月國科會審定結果通知，補助未獲獎助的研究團隊計畫，校內以五萬元為

主、校外斟酌經費預算，補助約 3-5 萬（補助經費含括：兼任助理費及雜支）。 

（2）各計畫補助時間為：09 年 7 月至 09 年 11 月，共五個月。 

（3）若該計畫已獲國科會補助者，本計畫將不予補助研究經費。校外參與老師原則上將以工作

坊的方式進行補助。 

（4）屆時獲國科會補助的計畫為多數，則本研究將挪用此些經費於其他計畫項目上：如國外學

者邀訪、府際叢書出版等。 

2、合作事項 

李長晏 =>1.多爭取委託計畫(共同合作)與暨大博士生參與研究。 

2.跨校合作共同爭取委託。 

3.電子通訊的持續加強，經費/人力的連結。 

朱鎮銘 =>1.今年度預期有兩篇論文產出。 

2.實證/問卷調查的加強。 

3.台北大/各地方政府的策略規則合辦座談會。 

4.東華大學/國際研討會(協辦)「地方治理」。  

許耿銘 =>1.資料庫分享/data set。 

2.研究主題的比較研究。 

3.後續可提供高雄縣的地方研究資料進行分享。 

陳秋政 =>1.要如何於研究成果中呈現暨大的學術補助之協助。 

2.逢甲大學的媽祖文化節研討會。 

3.與公共治理研討會的合作(協辦)，人力支援、經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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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資料分享/台中縣市基本資料。 

決議： 

1.感謝各位老師的支持與鼓勵。後續會更加積極努力，整合大家意見，據以實行。 

2.關於跨校合作事宜，若後續各位老師需要研究人力的協助，可洽詢中心代為尋找或支援。未來

也可草擬共同合作的規劃案。 

3.關於協辦研討會乙事，感謝各位老師的資訊提供，後續優先協辦東華大學的國際研討會。經費

來源，待國科會通過後，再行規劃。 

4.資料庫建檔與資料分享，陸續將於府際研究中心進行建檔，也歡迎各位老師提供手邊資料，進

行彼此分享。 

5.暨大學術特色研究的說明部分，請各位老師於相關的研究註腳部分，進行類似感謝國科會補助

的研究說明即可。 

6.計畫相關經費使用之原則通過 

 

（二）上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論文編輯出版乙案 

討論： 1.六七月確定(投期刊與否)，若為投稿者，請改以專書出版為優先。 

2.若後續有版稅收入，將納入府際中心的回饋基金，作為後續出版的基金。 

3.若有其他老師出版，也可納入府際叢書 

決議：通過 

 

（三）98 年 10 月「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乙案（附件四） 

決議：如附件辦理，通過。 

 

（四）本年度府際通訊出版事宜與主題 

討論：府際通訊：1.兩三篇短文、2.資料分享、3.縣市政府計畫處的資料分享、4.出版時間規劃：

7/15、9/15、11/15、12 月專刊=>研討會 

決議：本年度通訊的議題著重於：台中都會區 

內容主要是：3 篇專家論壇，一篇地方政府實務資料會報，另請研究團隊定期提 

供研究資訊，以作分享。 

各期的主要撰稿人： 

1.（第一期）李長晏、朱鎮銘  三位=>台中縣升格資料(2000-3000 字) 

2.（第二期）許耿銘、陳秋政  三位 

3.（第三期）待邀。 

 

（五）下次工作坊時間的確認 

討論：預定時間七月、九月、十一月。 

下次開會時間：7/11（六）下午兩點/上下兩場。會中並邀請若干學界與實務界代表進行專題演講。 

1.建議 7 月場次，邀請趙永茂、紀俊臣老師進行創新研究的指導與演講。另，邀請台中市計畫處

處長提供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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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月工作坊主要為分享研討會發表論文的摘要心得。 

3.十一月時，主要是進行成果分享與意見交流、檢討。 

決議：通過。 

 

臨時動議 

 

附件一 

計畫方案 執行成果 執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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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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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Seminar 演講 

（共 4 次） 

四月份 Seminar 吳若予副教授演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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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 Seminar 史美強教授演講、 

朱鎮明副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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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 98 年度經費分配申請表 

填表日期：__98_年__5_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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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01～98.12.31 

項目 金額 說明 

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 ---- 
 

研究人力費 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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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62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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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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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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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預計工作項目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預計工作項目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預計工作項目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預計工作項目 

1、 每季定期發行研究通訊（News Letter）電子報 

2、 舉辦四次「府際關係與都會治理」學術工作坊暨專題研討 

3、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持續維護更新 

4、 至少辦理 1 場國內「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 

5、 至少協辦一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議題學術研討會（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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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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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 

7、 至少持續出版 2 本「府際關係」系列叢書（先以 1 本為優先） 

8、 研究團隊成員 SSCI、TSSCI 相關期刊論文至少 6 篇 

9、 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討會 12 篇 

10、 培養碩士學生 8 位，與指導教授合作共同進行期刊投稿 

11、 藉此訓練本系博士班學生研究技巧與知識累積 4 人 

12、 積極向外爭取相關委託合作計畫：例如南投縣縣政府、研考會等，至少 2 案。 

 

附件四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計畫書 

壹壹壹壹、、、、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在 21 世紀的當代，不僅是全球的重要議題，也是各國政府追求

實踐的項目。打從 1968 年新公共行政學派興起開始，行政的公平性與文官的主動積極角色，遂

成為備受關注的核心議題。然而，經歷將近 50 年的發展，行政雖有朝向民主化、開放的態勢發

展，但仍存在著許多可精進改善的空間。畢竟在過去的 20 年裡，公民受到全球化、科技創新與

普遍性溝通等影響，對於政府的要求只有與日遽增，在相對需求感不能滿足時，遂開始會逐漸對

政府有更多的不滿與不信任之情勢發生。在這樣的情境下，政府要如何改革，以有效回應公民的

需求，實為應當重視的核心課題。值此，行政民主化即為關鍵。行政民主化係指：在政府行政作

為的過程中，盡可能採取審議對話、開放、創新、彈性的模式，進而與公民社會建構出一套夥伴

關係，從而執行政策，以獲取公民信任。但是，這樣一種全球性政府變革的思維要如何在地實踐，

實應做更加細緻的研究與規劃。在此本計畫為求可行性，遂選擇以「都會永續治理」為對象，據

以討論行政民主在台灣都會永續治理中的在地實踐思維與可能策略方案。 

都會永續治理，係台灣過去 10 餘年及未來 10 多年的重要課題。台灣從 1990 年代開始，隨

著中心都市的飽和與衛星城鎮的完成，促使中心都市及其鄰近縣市建構出以都會生活圈為形態的

都會區。另一方面，這樣的都會區域建構，在全球競爭講求去疆界趨勢的時代中，更彰顯了依生

活圈治理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是，隨著都會區的形成，在人口群聚、生活圈的擴散、以及資源

分配等自然、社會、制度面向上也逐漸的浮現些許問題，並導致發生許多橫跨數個行政區的公共

服務提供與公共問題。要如何有效解決這些都會的公共問題，遂有學者開始倡議網絡治理、夥伴

關係、跨域合作、多層次治理等概念，促使政府與政府間及民間合作共同處理且回應都會區公共

議題。但在實務運作上，卻經常面臨阻礙，其中最為關鍵的阻礙即為：轄區管轄權的本位主義所

引發衝突與不合作。而這個問題就是本計畫所欲討論的行政民主實踐之課題。 

綜此，本計畫企盼從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角度切入，透過都會永續治理的案例，剖析行政

民主的實踐問題與改善策略，以做為台灣追求行政民主與永續發展的基礎。本計畫為積累、充實

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在地實踐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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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中心擬定於今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辦理【行政民

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預計至少發表十七篇論文，期能進一步深化行政民主與都會永

續治理之研究的成果。嗣後，預計將本研討會論文進行送審，一方面投稿期刊，另一方面則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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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編輯、送 TSSCI 審查後，以為「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出版。 

本校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

會，除了期望能夠持續推動與落實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究的宗旨之外，更冀望藉由此

項研討會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一)深化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的理論研究。 

(二)開創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跨校整合研究。 

(三)積累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個案研究成果。 

貳貳貳貳、、、、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 

本次【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乃是以國內對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有長期

研究之學者，為本次研討會主要邀稿對象。冀望邀請各位老師在「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

範疇內，針對目前所關心與想研究之議題進行論文發表，期盼能累積國內「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

治理」研究的能量。 

 

附錄五 

台中縣市相關書目資料台中縣市相關書目資料台中縣市相關書目資料台中縣市相關書目資料 

一一一一、、、、    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期刊論文 

1. 陳陽德，2001，〈臺中縣市升格直轄市的問題探討〉，《東海社會科學學報》，21，頁 75-102。 

2. 楊正寬(2007)。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觀光產業之規劃與行銷。東海大學都市及區域發展

中心主辦，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學術研討會。 

3. 鄒克萬(2004)。新國土計畫法下都會區域發展的基本議題與規劃策略。研考雙月刊，第 28

卷 5 期。 

二二二二、、、、    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 何東波，2006，《台灣都會區域範圍劃設準則之研究》，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委託研究報

告。 

2. 姜渝生(2008)。中南部區域產業空間策略規劃。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委託。 

3. 黃崇哲(2007)。配合多核心國土新走廊發展目標政府機關(構)區位之規劃。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委託。 

4.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2001)。修訂台中市綜合發展計畫 2002~2013。台中市政府委託。 

5. 中國土地經濟學會(2008)。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

展處委託。 

三三三三、、、、    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 

1. 范姜群澔，2003，〈都市觀光吸引力與媒體行銷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都會區為例〉，朝陽科

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2. 柯佩吟(2003)。台中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變遷之研究。逢甲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未有

資料) 

3. 孫威能(2006)。台中都會區跨域合作之研究-以中科為核心分析。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專班。 

4. 郭珮玲(2008)。兩岸直航對台中港競爭力發展影響之研究。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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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 

5. 陳壽祺(1980)。台中都會區域實質發展模式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未有資

料) 

6. 陳玉嬌(1998)。台中都會區成長管理策略之研究-以人口及住宅為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7. 陳佩菁(2005)。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站區評估模式之研究-以台中都會區捷運運輸系統為例。逢

甲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 

8. 陳乃榕(2005)。台中都會區治理模式之研究:以市區公車和客運管理為例。東海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碩士論文。 

9. 黃偉亨(1996)。台中都會區管理問題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10. 黃仲由(2007)。中部科學園區之設置對中部區域經濟之影響。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11. 楊宗祺(2003)。台中都會區地方生活圈通勤就業活動空間分佈之研究。逢甲大學建築與都市

計劃所碩士論文。 

12. 劉孟芬(1994)。中心都市與外圍聚落互動之研究:以臺中都會區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13. 劉雅宜(2004)。都會區多目標綠道系統規劃之研究－以台中都會區為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

學系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14. 劉芳紅(2007)。流動的城市空間發展策略之研究-以台中都會區為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論文。(未有資料) 

15. 鍾偉政(2008)。從區域治理探討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開發。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碩士論文。 

16. 葉智章(2004)。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政府機制設計之取向。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未有資料) 

17. 黃瑞琪(2002)。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組織設計之研究--人力資源管理理論之應用。東海

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18. 陳文雄(2001)。行政區劃調整之研究---以台中縣市改制直轄市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

學程在職進修專班。 

19. 何瑞格(2007)。臺中縣(市)議會對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之意向分析。東海大學公共事務

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未有資料) 

20. 凌聖凱(2003)。台灣地區行政區劃之研究一以治理取向之觀點。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21. 陳重廷(2001)。台灣行政區劃調整之研究─兼論大台中都會行政區劃之遠景。國立政治大學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2. 周俊妹(2001)。我國行政區劃重新調整之研究－以都會地區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

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未有資料) 

四四四四、、、、    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政府出版品 

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6)。國土綜合開發計劃。 



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成果報告 

暨大公行系 42 

2.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2002)。區域計畫通盤檢討調查、分析、研究--中部區域計畫人口

與產業部門發展之空間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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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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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特色學術研究特色學術研究特色學術研究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二次工作坊第二次工作坊第二次工作坊第二次工作坊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8 月 5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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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s95106520@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8 月 4 日  14：00～17：3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東海大學省政

資料大樓 411 教

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二次工作坊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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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觀光事業學系與公共事務學系）、廖靜芝處長（台中市政府計畫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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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銘副教授兼系主任（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

研究所）、朱鎮明副教授（東華公策所）及許耿銘助理教授（台南大行政管理學

系）。校內出席老師部分為：江大樹教授、廖俊松副教授、粱錦文主任及張力亞、

林玉雯、曾士瑋、謝百傑、蔡雅雯、余宜芳與劉佳惠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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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機會與本計劃校外專家

學者、諮詢顧問進行對話、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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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銘傳大學紀俊臣教授與台中市政府計畫

處廖靜芝處長進行演講，演講內容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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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分別有： 

1、「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國科會整合型計畫通過說明（附件一） 

2、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補助分配說明（附件二） 

3、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核銷說明（附件三） 

4、「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論文編輯出版說明 

5、十月份【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籌備說明（附件四） 

6、府際通訊第六期出版事宜（附件五） 

7、台中都會區資料蒐集與府際網頁維護說明 

 

（三）討論事項則： 

1、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補助 

說明： 

（1） 補助原則：待七月國科會審定結果通知，補助未獲獎助的研究團隊計畫，

校內六萬元、校外斟酌經費預算，各計畫補助 4 萬（補助經費含括：兼任

助理費及雜支）。 

（2） 各計畫補助時間為：09 年 8 月至 09 年 12 月，共五個月。 

（3） 若該計畫已獲國科會補助者，本計畫將不予補助研究經費。校外參與老師

原則上將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補助。 

（4） 屆時獲國科會補助的計畫為多數，則本研究將挪用此些經費於其他計畫項

目上：如國外學者邀訪、府際叢書出版等。 

決議：通過 

 

2、98 年 10 月「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工作討論 

說明： 

（1）截至現階段補助總經費為 17 萬，另人事行政局後續會在補助 3 萬元。 

（2）目前整體規劃研討會所需經費為 23 萬元，不足的部分，由暨大整合型研究

案補足。 

（3）會議期間，考試院長關中會前來演講，另外在工作坊的時候，會邀請趙永

茂院長前來專題演講，並做指導。若其他老師欲建議其他實務界人士前來報告

者，在請通知中心，中心列入評估與安排。 

（4）研討會的住宿，以學校學人會館為主。屆時歡迎老師攜眷參加。 

決議：通過。 

 

3、下年度國科會整合型提案 

說明：下年度主題將以「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的概念進行討論，從區域治理的

觀點以議題架構出研究課題。在此先行拋出此議題作討論，懇請各位老師於下次

工作坊時再行確認，以作後續的研擬。 

決議：通過 

 

4、確認第七期府際通訊撰稿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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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討論下次府際通訊的撰稿主題與名單。 

決議： 

2009 年發刊年發刊年發刊年發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刊別刊別刊別刊別 當期主題當期主題當期主題當期主題 撰稿老師撰稿老師撰稿老師撰稿老師 

7 月 15 日 第六期 縣市合併與都會治理 朱鎮明、李長晏、紀俊臣、廖靜芝 

9 月 15 日 第七期 九二一十週年與地方治理  

11 月 15 日 第八期 環境永續與流域治理 許耿銘、陳秋政 

12 月 第九期 針對 10/24、25 行政民主與都

會永續治理研討會 

與會人與評論人 

 

5、確認下次工作坊時間 

說明：江大樹老師建議，鑑於十月份研討會的召開，否需需要於九月開學前，擇

期舉行工作坊，以作事先研究成果的初步討論，藉以彼此交流，請討論。 

決議：下次工作坊將於 10 月份學術研討會時擇期辦理。 

 

（四）臨時動議： 

說明：鑑於今年國科會提案過於倉促，因此請各位老師於暑假期間針對「縣市合

併與區域治理」的研究主題進行構思，並將於月份工作坊時作確認討論，並請各

位老師屆時提出可能研究的課題。在這段期間，中心這間也會與江大樹教授構思

可能的研究架構與課題，若有初步結果，會隨時傳送給各位老師，以作為討論的

基礎。 

決議：通過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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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成果報告 

暨大公行系 46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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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會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會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會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二次工作坊會議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舉辦地點：東海大學省政資料大樓 411 教室 

舉辦時間： 98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到 18：30 

參加對象： 

（一）校內老師：梁錦文主任、江大樹老師（請假）、孫同文老師（出國）、廖俊松老師、陳仁海

老師 

（二）外校老師：東海史美強老師（可能出國）、東華朱鎮明老師、中興李長晏老師、彰師大黃

建銘老師、東海陳秋政老師（出國）、台南大許耿銘老師、吳宗憲老師(請假) 

（三）研究助理：力亞、玉雯、士瑋、百傑、雅雯、宜芳、鍇麟（請假） 

（四）專任助理：佳惠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10-15：00  紀俊臣教授專題演講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廖靜芝處長專題演講 

16：00-16：10  休息 

16：10-17：30  府際工作坊會議 

17：30-19：00  聚餐（暫訂：客家本色） 

會議報告： 

（一）「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國科會整合型計畫通過說明（附件一）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補助分配說明（附件二） 

（三）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核銷說明（附件三） 

（四）「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論文編輯出版說明 

（五）十月份【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籌備說明（附件四） 

（六）府際通訊第六期出版事宜（附件五） 

（七）台中都會區資料蒐集與府際網頁維護說明 

討論事項 

（一）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研究經費補助 

（二）98 年 10 月「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工作討論 

（三）下年度國科會整合型提案 

（四）確認第七期府際通訊撰稿學者 

（五）確認下次工作坊時間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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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8 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行期程 

江大樹老師 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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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01～20100731 

孫同文老師 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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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01～20100731 

史美強老師 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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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01～2010073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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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經費分配表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經費分配表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經費分配表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經費分配表（（（（修正版修正版修正版修正版）））） 

計畫項目 經費 使用內容 

廖俊松副教授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 

60,000 元元元元 

陳仁海助理教授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 

50,000 元元元元 

補助系專任老師專題研究經費）（8 月-12

月） 

校外研究團隊 160,000 元元元元 以計畫為補助單位。李長晏副教授、黃建

銘副教授、許耿銘助理教授、陳秋政助理

教授 

（8 月-12 月） 

「府際關係與都會治理」學

術工作坊暨專題研討 

33,000×3（元/場）＝

99,000 元元元元 

邀集校外學者定期舉行工作坊暨專題研

討/補助校外老師研究費用 

研究通訊發行規劃、資料蒐集、編輯研究

通訊 

發行 4 期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電子報及紙本 

86,000 元元元元 

通訊撰稿費及印刷（以電子期刊為主，印

刷品的為輔）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經費核銷 40,00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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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元元元元 進行研究資料蒐集、網頁管理維護、協助

News Letter 發行 

府際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100,000 元元元元 整合聯繫，並且籌畫整合型計畫相關活

動；監督各子計畫的進度，並撰寫期中、

期末報告。 

府際研究中心助理 10,000 元元元元 協助桃米專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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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辦理 1 場國內「都會治

理」學術研討會 

60,000 元元元元 舉辦研討會時的自籌款及協辦補助款： 

考試院：5 萬 

行政院內政部：10 萬 

內政部營建署：2 萬 

地方研習中心：3 萬 

系上自籌：元 

持續出版本「府際關係」系

列叢書 

180,000 元元元元 書籍出版編輯、印製費，由原 2 本改為 1

本。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雜支 61,693 元元元元 研究資料影印、工讀金、辦公室用品、郵

電費、誤餐、雜支 

總經費 966,693 元元元元  

 

各計畫補助說明： 

1、補助原則：待七月國科會審定結果通知，補助未獲獎助的研究團隊計畫，校內六萬元、校外

斟酌經費預算，各計畫補助 4 萬（補助經費含括：兼任助理費及雜支）。 

2、各計畫補助時間為：09 年 8 月至 09 年 12 月，共五個月。 

3、若該計畫已獲國科會補助者，本計畫將不予補助研究經費。校外參與老師原則上將以工作坊

的方式進行補助。 

4、屆時獲國科會補助的計畫為多數，則本研究將挪用此些經費於其他計畫項目上：如國外學者

邀訪、府際叢書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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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校內校內校內校內）））） 

學校統編學校統編學校統編學校統編：：：：01014220 ；；；；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各各各各 老老老老 師師師師 助助助助 理理理理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15 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 

       遇假日延至工作日遇假日延至工作日遇假日延至工作日遇假日延至工作日 

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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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辦系辦系辦系辦 12-13 點點點點）））） 

計畫核銷計畫核銷計畫核銷計畫核銷 

人事費、業務費、研究設備費核銷管控 

各老師助理申報「雜支項目」核銷管控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助助助助 理理理理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室室室室 核核核核 銷銷銷銷 

  

兼任助理須繳交文件及資料兼任助理須繳交文件及資料兼任助理須繳交文件及資料兼任助理須繳交文件及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張。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一張。 

 （需有蓋到當學期註冊章） 

3.「郵政存簿儲金簿」正面影本一張。 

 （需清晰可見相關資訊） 

4.本計畫期間，擔任其他計畫助理或臨時工（包

括本校及他校計畫）：計畫名稱、期間、月支

薪。 

5.曾參與研究計畫：名稱、編號、任期、專兼

任。 

 

  

   

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2009 年年年年 08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以前繳交給計畫助理宜芳彙整以前繳交給計畫助理宜芳彙整以前繳交給計畫助理宜芳彙整以前繳交給計畫助理宜芳彙整。。。。 

  

 計畫助理：余宜芳 

 手機：0963-204791、0980-525040 

 電子郵件：s96106519@ncnu.edu.tw 

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經費核銷流程（（（（校外校外校外校外）））） 

學校統編學校統編學校統編學校統編：：：：01014220 ；；；；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買受人抬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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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各各 老老老老 師師師師 助助助助 理理理理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15 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日核銷單據 

       校外助理請將單據校外助理請將單據校外助理請將單據校外助理請將單據 

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各老師雜支項目 

研究資料影印研究資料影印研究資料影印研究資料影印、、、、工讀金工讀金工讀金工讀金。。。。 

工讀金工讀金工讀金工讀金（（（（臨時工臨時工臨時工臨時工）：）：）：）：每個月上限 4,000 元整（100

元/時）。 

臨時工應繳交資料臨時工應繳交資料臨時工應繳交資料臨時工應繳交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張。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一張。 

 （需有蓋到當學期註冊章） 

3.「郵政存簿儲金簿」正面影本一張。 

 （需清晰可見相關資訊） 

4.本計畫期間，擔任其他計畫助理或臨時工：

計畫名稱、期間、月支薪。 

5.曾參與研究計畫：名稱、編號、任期、專兼

任。 

       郵寄給余宜芳郵寄給余宜芳郵寄給余宜芳郵寄給余宜芳 

計畫核銷計畫核銷計畫核銷計畫核銷 

人事費、業務費、研究設備費核銷管控 

各老師助理申報「雜支項目」核銷管控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助助助助 理理理理 

   

學術工作坊經費使用原則學術工作坊經費使用原則學術工作坊經費使用原則學術工作坊經費使用原則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室室室室 核核核核 銷銷銷銷 

  

  

1.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x 元元元元。。。。 

2.各老師各老師各老師各老師 x 萬元核銷事項萬元核銷事項萬元核銷事項萬元核銷事項，，，，請老師指派一位助請老師指派一位助請老師指派一位助請老師指派一位助

理每月向宜芳處理單據核銷理每月向宜芳處理單據核銷理每月向宜芳處理單據核銷理每月向宜芳處理單據核銷。。。。 

計畫助理：余宜芳 

手機：0963-204791、0980-525040 

傳真：049-2915248 

電子郵件：s96106519@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其他事項請向計畫總協調助理其他事項請向計畫總協調助理其他事項請向計畫總協調助理其他事項請向計畫總協調助理   

張力亞詢問張力亞詢問張力亞詢問張力亞詢問 0918-135395。。。。  

 

單據核銷注意事項單據核銷注意事項單據核銷注意事項單據核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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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種類收據種類收據種類收據種類 

一、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二、電子簡易發票 

 

 

 

 

 

 

 

 

 

 

 

 

 

 

 

 

 

 

請蓋含統一編號之店章 

（請光顧合法商店） 

請蓋負責

人私章 

1.請用「鉛筆」註記--品名*數量*單位=總價 

2.若已打上明細則無須註記 

1.請打上本校統一編號：01014220 

2.並加蓋「店章」 

買受人須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或保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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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聯式發票（含電子式及手開式） 

 

 

 

 

 

 

 

 

 

 

 

 

 

 

 

 

 

 

四、手開二聯式發票 

 

 

 

 

 

 

 

 

 

 

 

 

 

 

 

 

 

 

1. 買受人須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或保持空白 

2. 請打上本校統一編號：01014220 

3. 扣抵聯及收執聯皆須交回 

4. 商品單位不得為「一批」，若為一批，請自行

以鉛筆註記--品名*數量*單位=總價 

1. 買受人須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 需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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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格相關表格相關表格相關表格 

以下表格為統整表格，即請依計畫書編列之預算填寫，美宣類請填同一張、活動類請填同一

張以此類推。表格中品名、單位、數量、單價及總價等需與發票完全相同，排列順序亦同。 

估（詢）金額 
品   名 規格說明及用途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原子筆 海報製作 枝 1 29 29 

海報紙–綠 海報製作 張 1 8 8 

海報紙–白 海報製作 張 1 8 8 

便利貼 海報製作 份 1 32 32 

廣告顏料 海報製作 罐 1 24 24 

廣告顏料 海報製作 罐 1 56 56 

廣告顏料 海報製作 罐 1 56 56 

雲彩紙 宣傳海報製作 張 1 20 20 

海報紙 宣傳海報製作 張 1 25 25 

牛皮紙 宣傳海報製作 張 1 8 8 

海報紙 宣傳海報製作 張 1 8 8 

註：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五、請惠顧合法商店，避免至 10 元商店及夜市攤販購買。 

六、請依計畫書購買所需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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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計畫書 

壹壹壹壹、、、、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在 21 世紀的當代，不僅是全球的重要議題，也是各國政府追求

實踐的項目。打從 1968 年新公共行政學派興起開始，行政的公平性與文官的主動積極角色，遂

成為備受關注的核心議題。然而，經歷將近 50 年的發展，行政雖有朝向民主化、開放的態勢發

展，但仍存在著許多可精進改善的空間。畢竟在過去的 20 年裡，公民受到全球化、科技創新與

普遍性溝通等影響，對於政府的要求只有與日遽增，在相對需求感不能滿足時，遂開始會逐漸對

政府有更多的不滿與不信任之情勢發生。在這樣的情境下，政府要如何改革，以有效回應公民的

需求，實為應當重視的核心課題。值此，行政民主化即為關鍵。行政民主化係指：在政府行政作

為的過程中，盡可能採取審議對話、開放、創新、彈性的模式，進而與公民社會建構出一套夥伴

關係，從而執行政策，以獲取公民信任。但是，這樣一種全球性政府變革的思維要如何在地實踐，

實應做更加細緻的研究與規劃。在此本計畫為求可行性，遂選擇以「都會永續治理」為對象，據

以討論行政民主在台灣都會永續治理中的在地實踐思維與可能策略方案。 

都會永續治理，係台灣過去 10 餘年及未來 10 多年的重要課題。台灣從 1990 年代開始，隨

著中心都市的飽和與衛星城鎮的完成，促使中心都市及其鄰近縣市建構出以都會生活圈為形態的

都會區。另一方面，這樣的都會區域建構，在全球競爭講求去疆界趨勢的時代中，更彰顯了依生

活圈治理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是，隨著都會區的形成，在人口群聚、生活圈的擴散、以及資源

分配等自然、社會、制度面向上也逐漸的浮現些許問題，並導致發生許多橫跨數個行政區的公共

服務提供與公共問題。要如何有效解決這些都會的公共問題，遂有學者開始倡議網絡治理、夥伴

關係、跨域合作、多層次治理等概念，促使政府與政府間及民間合作共同處理且回應都會區公共

議題。但在實務運作上，卻經常面臨阻礙，其中最為關鍵的阻礙即為：轄區管轄權的本位主義所

引發衝突與不合作。而這個問題就是本計畫所欲討論的行政民主實踐之課題。 

綜此，本計畫企盼從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角度切入，透過都會永續治理的案例，剖析行政

民主的實踐問題與改善策略，以做為台灣追求行政民主與永續發展的基礎。本計畫為積累、充實

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在地實踐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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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中心擬定於今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辦理【行政民

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預計至少發表十七篇論文，期能進一步深化行政民主與都會永

續治理之研究的成果。嗣後，預計將本研討會論文進行送審，一方面投稿期刊，另一方面則是集

結編輯、送 TSSCI 審查後，以為「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出版。 

本校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

會，除了期望能夠持續推動與落實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究的宗旨之外，更冀望藉由此

項研討會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一)深化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的理論研究。 

(二)開創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跨校整合研究。 

(三)積累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個案研究成果。 

貳貳貳貳、、、、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 

本次【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乃是以國內對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有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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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學者，為本次研討會主要邀稿對象。冀望邀請各位老師在「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

範疇內，針對目前所關心與想研究之議題進行論文發表，期盼能累積國內「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

治理」研究的能量。 

參參參參、、、、擬邀請擬邀請擬邀請擬邀請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 

一、發表人（含主持與評論人） 

史美強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孫同文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江大樹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朱鎮明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李長晏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黃建銘副教授（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廖俊松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陳仁海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陳秋政助理教授（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 

許耿銘助理教授（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吳宗憲助理教授（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張力亞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林玉雯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曾士偉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謝百傑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二、主持人、評論人、演講人 

趙永茂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紀俊臣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李宗勳教授（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 

黃世明副教授（聯合大學系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肆肆肆肆、、、、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 

確認撰寫題目及中文摘要：2009/7/31（五） 

寄送論文截止時間：2009/10/11（日） 

伍伍伍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陸陸陸陸、、、、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 

日期：民國 98 年 10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兩天一夜，會安排住宿）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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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預擬議程安排預擬議程安排預擬議程安排預擬議程安排 

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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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和鈞 

09:40-10:00 
貴賓致詞 

考試院院長 關中；人事行政局局長 陳清秀 

10:00-10:40 專題演講：考試院院長 關中  

10:40-11:00 休息 

第一場  主持人：紀俊臣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江大樹 

曾士偉 
台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之研究 史美強 

黃建銘 台中都會區國土空間規劃與治理策略之研究 紀俊臣 

11:00-12:30 

廖俊松 

張力亞 

都會公民參與城鄉新風貌治理機制之研究：行政民主的觀

點 
李長晏 

12:30-13:30 午   餐   時   間 

第二場 主持人：趙永茂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史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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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勳 

孫同文 

林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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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永茂 

許耿銘 

吳宗憲 
台灣生態城市指標之建構及應用：台中都會區之個案分析 黃世明 

13:30-15:40 

朱鎮明  黃建銘 

15:40-16:00 點   心   時   間 

第三場   主持人：李宗勳教授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李長晏 
台中都會區跨域治理之研究：以水庫集水區經營管理型態

為例 
廖俊松 

陳秋政 
台中都會區流域整治議題之跨部門治理研究：架構建立、

個案分析與國際比較 
朱鎮明 

16:00-17:30 

陳仁海  孫同文 



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成果報告 

暨大公行系 57 

17:30-20:00 晚宴 

 

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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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行政民主的實踐策略 

09:50-10:10 休息 

10:10-12:00 

圓桌論壇：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 

主持人：江大樹教授 

與談人：趙永茂教授、紀俊臣教授、孫同文教授、史美強教授 

李宗勳教授、朱鎮明副教授、李長晏副教授、黃建銘副教授 

廖俊松副教授、陳仁海助理教授、陳秋政助理教授 

徐耿銘助理教授、吳宗憲助理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 歸賦 

 

捌捌捌捌、、、、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 

項      目 金    額 預 算 說 明 

論 文 發 表 費 87,000 
8,700 元*10 篇=87,000 元 

（依規定每千字 870 元，每篇文章至多以一萬字估算。） 

出 席 費 34,000 

演講費：3,000 元＊2 人次＝6,000 元 

主持費：2,000 元*4 人次=8,000 元 

評論費：2,000 元*10 人次=20,000 元 

旅 運 費 49,400 

交通費：核實報支 

1,000 元*19 人=19,000 元 

住宿費： 

1,600 元*19 人*1 夜=30,400 元 

註：由於校內宿舍不足，貴賓皆需安排外宿。 

餐 點 費 35,600 

正式會議期間： 

早餐：（30 人＊60 元）*2 餐＝3,600 元 

午餐：80 元*150 人次*1 餐=12,000 元 

點心：3,000 元*2 次=6,000 元 

晚餐：3,500 元*4 桌*1 餐=14,000 元（含工作人員用餐） 

印 刷 費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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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費 用 30,000 含籌備期間工作人員會議誤餐、工讀金、電腦周邊與耗材、文具等。 

總   計 286,000  

經費預計來源：考試院 5 萬、內政部 10 萬、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 3 萬、內政部營建署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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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建構學界關心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交流平台。 

二、透過研討會方式，深化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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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投稿期刊，另一方面則是進行送審編輯，以作後續出版，充實我

國研究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內容。 

十十十十、、、、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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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府際關係與地方府際關係與地方府際關係與地方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治理治理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編輯相關事項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編輯相關事項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編輯相關事項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編輯相關事項 

一一一一、、、、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二二二二、、、、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三三三、、、、出版時間出版時間出版時間出版時間：：：：預定 97 年 6 月到 12 月，共發行四期：第六期 7/15 發刊、第七期 9/15 發刊、第

八期 11/15 發刊、第九期特刊 12 發刊。 

四四四四、、、、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宗旨宗旨宗旨宗旨、、、、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府際關係」問題涉及的面向經緯萬端。從政策、行政、治理、法制、財政、到整體社會政

經發展，都可以在這個議題下，找到對應課題，分析並尋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放到全球化發

展的大脈絡下來看，「府際關係」也不能只定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更是國際化發展中的一

個環節。關於「府際關係」的研究，不但應該在學術領域中嘗試以新的研究方法為之，也應積極

地回應現實挑戰、解決當前問題。有鑑於此，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及府際關係中心，

從 2008 年開始，即推出「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希望從新的方法、新的視野，開拓「府際關係」

研究契機，引領更多討論。為求持續累積，本年度 2009 年亦如以往，初期將以季刊電子報形式

發行，每期均會提出一個研究主題，邀請相關領域中學有專精與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進行筆談，

分享他們正在從事研究中的各項論點，以作為學術知識分享的平台。 

五五五五、、、、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一)本校老師：江大樹老師、孫同文老師、廖俊松老師、陳仁海老師。 

(二)校外老師：台灣大學趙永茂老師、東海大學史美強老師、陳秋政老師、銘傳大學紀俊臣老師、

東華大學朱鎮明老師、中興大學李長晏老師、台南大許耿銘老師、陳秋政老師、彰師大黃建銘老

師等。 

(三)執行編輯助理：蔡雅雯 0989746246 

六六六六、、、、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專用電子信箱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專用電子信箱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專用電子信箱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專用電子信箱：：：：IGR_NewsLetter@ncn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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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2009 年府際研年府際研年府際研年府際研究通訊概要究通訊概要究通訊概要究通訊概要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於 2008 年 3 月創刊至今已出六刊。本刊編排大致由當年度計畫決定各期

主題，並排定撰寫老師提供研究成果，電子刊內容目前以發刊語、論文編彙、他校活動資訊及本

系重要活動資訊組成，並掛載於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下，並提供下載瀏覽功能。另外，製作印

刷版本送印，以紙本方式提供索取。期盼以此作為公共行政相關科系學者(個人)及相關學系知識

交流的平台。 

(一) 前置工作內容 

1.商議當前主題、撰寫老師及邀請專題討論之對象 

2.邀稿：各期主題由專責老師撰寫，去函說明本刊宗旨及本期主題，並約定交稿時間、同時蒐集

該作者之相關資訊（如：職稱、電子信箱、聯絡地址、電話、劃撥帳號等）。 

3.著作授權同意書：各期撰寫的老師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表明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可製做紙本

或是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畫及進行格式之變更利用。 

(二)文章校稿、設計、編排及論文摘要 

收到當期發表老師之論文後，立即進行校搞編排及設計工作，並將每篇文章重點擷取為摘

要，以利讀者了解文章精要，同時將統整好的通訊文件稿寄予主編，請其擬出當期出刊語。 

(三)稿費領據 

    稿費以 WORD 字數統計全形字數為準，金額計算方式依學校規定計算，再寄予當期撰稿老

師相關領據填寫，全額以 2000 元為上限。 

(四)網頁製作 

1.學習研究 Illustrator、Dreamweaver、photoshop、photoimpact 等專業軟體。 

2.運用新的府際關係網頁之 logo 設計新的字樣圖像、建立新的網頁模組及編排。 

3.運用 Illustrator 軟體製作頁面圖像，嵌入發刊語、篇名、姓名、職稱、摘要、 

  活動簡訊、刊物資訊等相關資訊，建立樣本並輸出當期圖像。 

4. 運用 Dreamweaver 軟體設定文章連結、跳頁選項等功能設定與版面設計。 

5.府際關係通訊網頁更新。 

(五)電子刊發送與紙本印製：運用前期之發送名單及新訂戶名單進行群組發送，並研擬紙本印製

之事項。 

八八八八、、、、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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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決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決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決議學術特色研究第一次工作坊決議  (98 年 05 月 17 日上午

10:00-12:00 東海大學省政資料大樓 409 教室)今年度預定發刊 4 期(含特刊)，發刊月份為 7/15、

9/15、11/15 及 12 月份 

2009 年發刊年發刊年發刊年發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刊別刊別刊別刊別 當期主題當期主題當期主題當期主題 

撰稿老師撰稿老師撰稿老師撰稿老師 

7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第一期 縣市合併與都會治理 朱鎮明、李長晏、紀俊臣、廖靜芝 

9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第二期 待商議 許耿銘、陳秋政、待商議 

11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第三期 待商議 待商議 

12 月月月月 
第四期 

針對 10/24、25 行政民主與

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 

與會人與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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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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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工作坊次工作坊次工作坊次工作坊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0 月 26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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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chliu@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0 月 25 日  10：00～12：3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公行系辦會議

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三次工作坊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本次會議主要參與者，校外學者專家分別為：李長晏副教授（中

興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朱鎮明副教授（東華公策所）及陳秋政助理教

授（東海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許耿銘助理教授（台南大行政管理學系）及吳宗

憲助理教授（台南大行政管理學系）等；另有正於本校進行短期研究的中國大陸

學者：南京大學魏姝副教授。校內出席老師部分則有：人類所梅慧玉助理教授及

本系江大樹教授、孫同文教授、廖俊松副教授及張力亞、曾士瑋、梁鎧麟、余宜

芳與劉佳惠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

三次工作坊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三）內容摘要： 

1、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工作進度報告。（附

件一） 

2、整合型研究計畫經費使用進度報告。（附錄二） 

3、「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專書編輯出版說明。（附錄三） 

4、府際通訊第八、九期出版事宜報告。（附錄四） 

5、網頁更新作業報告。（直接連結網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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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附錄五） 

（四）開會討論議題： 

1、請各位老師協助今年度研究成果的填寫。 

2、99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提案構想書）。（附

件六） 

3、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提案討論、是否仍須加開國科會整合型提案討論會。 

（三）討論事項細則： 

1、請各位老師協助今年度研究成果的填寫。 

說明：相關資料請參考附件五。 

決議：中心已彙整完畢，將於一週內請佳惠轉寄給各位老師，確認研究成果。敬

請踴躍提供，謝謝！！ 

 

2、99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說明：提案構想書及相關資料請參考附件六。 

決議：  

1、、、、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 

(1) 校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整合型計畫，是以較為鬆散的架構進行整合，讓各

位老師可以共同參與研究與討論。 

(2) 至於整合架構部分，在請李長晏老師協助指導，並依據所提建議從

「理論：層級、功能與部門」三面向對應都會區域的垂直、水平之跨域整

合、城市功能與治理能力、跨部門治理三面向進行修正。 

(3) 未來可在整合型架構下，擬定研究的問卷大綱，並請各子計畫外掛

五題（核心題庫＋各議題題目），進行調查與資料彙整，此將有助於台中

都會區的資料建構，俾利後續研究之用。 

(4) 未來將注意台中縣市政府的各項計畫方案，並選擇適當計畫的進行

提案，以爭取研究資源。 

(5) 未來待整合型研究案有若干成果後，將可與魏姝老師進行合作，開展兩岸

的研究比較課題。 

2、、、、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 

（1）府際通訊電子報未來將積極與地方研習中心的研習論壇進行結合，利用他

們的管道提供給予公務人員閱讀機會，以擴展本刊物的能見度。 

（2）本電子報未來目標邁向期刊出版，但仍須看其他刊物進展如何，再作定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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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持續辦理，並擴建資料庫內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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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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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的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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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年度研討會仍應擴大辦理，朝向國際研討會的方式進行之。 

（2） 國外學者部分，煩請孫老師進行協助聯繫。 

（3） 另外，為擴大參與的利基，明年除團隊老師發表論文外，也將開放學生場

次的研討會論文發表，增加本系府際關係研討會的參與能量。 

 

三、建議：詳情請參閱「會議記錄」。 

四、相關連結（活動網頁、與本學術活動有關連結） 

本活動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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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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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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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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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第三次工作坊學術特色研究第三次工作坊學術特色研究第三次工作坊學術特色研究第三次工作坊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舉辦地點：暨南大學人文學院 418 教室 

舉辦時間：9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參加對象： 

（一） 校內：江大樹老師、孫同文老師、廖俊松老師、梅慧玉老師（人類所） 

（二） 外校：東海史美強老師（請假）、東華朱鎮明老師、中興李長晏老師、彰師大黃建銘老

師（請假）、東海陳秋政老師、台南大許耿銘老師與吳宗憲老師、南京大學魏姝老師 

（三）研究助理：力亞、玉雯（請假）、士瑋、百傑（請假）、宜芳、鎧麟 

（四）專任助理：佳惠 

 

會議報告： 

（一）98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工作進度報告。 

（附件一）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經費使用進度報告。（附件二） 

（三）「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專書編輯出版說明。（附件三） 

（四）府際通訊第八、九期出版事宜報告。（附件四） 

（五）網頁更新作業報告。（直接連結網頁報告） 

（六）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附件五） 

 

討論事項： 

（一）請各位老師協助今年度研究成果的填寫。 

（二）99 年度「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提案構想書）。 

（附錄六） 

（三）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提案討論、是否仍須加開國科會整合型提案討論會。 

 

臨時動議：無 

 

散會：12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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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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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工作進度報告計畫工作進度報告計畫工作進度報告計畫工作進度報告 

計畫方案 執行成果 執行日期 目前執行率 

第六期：都會治理與縣市合併 2009/7/15 

第七期：九二一震後重建與地方治

理 

2009/9/30 

第八期： 2009/11/15 

府際關係研究通訊 

（共 4 期） 

第九期 2009/12/15 

50％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

全面改版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內容已

做更新 

 100％ 

主辦 1 場國內「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

研討會 

2009 年 10 月 24-25

日假暨大舉辦。 

100％ 

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

係與地方治理議題學術研

討會 

   

第一次學術工作坊 

 

2008/5/17（日） 

上午 10：00~12：00 

第二次學術工作坊 2009/8/4（二） 

下午 14：00 到 18：

30 

舉辦學術工作坊 

 

第三次學術工作坊 2008/10/24（日） 

上午 10：00~12：00 

100％ 

廖靜芝處長 2009/8/4（二） 

紀俊臣教授 2009/8/4（二） 

關  中院長 2009/10/25（六） 

舉辦 Seminar 演講 

（共 4 次） 

趙永茂教授 2009/10/25（六） 

100% 

至少持續出版 1 本「府際關

係」系列叢書 

府際關係叢書第 9 冊：「府際關係與

地方治理」一書。 

已送元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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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

相關期刊論文至少 5 篇 

截至目前為止 5 篇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總經費使用進度報告總經費使用進度報告總經費使用進度報告總經費使用進度報告。。。。 

整合型研究計畫總經費使用進度報告（執行 76%） 

總計畫經費：966,693            總計畫餘額：23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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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 

 

 

 

 

 

 

 

研究經費核銷進度--研究計畫 

 

其他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研究人力費研究人力費研究人力費研究人力費 耗材耗材耗材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物品及雜項費用物品及雜項費用物品及雜項費用 

總金額 300,000 666,693 

支出 228,000 506,299 

餘額 72,000 160,394 

執行率 76% 76%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廖俊松老師廖俊松老師廖俊松老師廖俊松老師 李長晏老師李長晏老師李長晏老師李長晏老師 黃建銘老師黃建銘老師黃建銘老師黃建銘老師 許耿銘老師許耿銘老師許耿銘老師許耿銘老師 陳秋政老師陳秋政老師陳秋政老師陳秋政老師 

總金額 6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額度 40,000 20,000 30,000 20,000 20,000 

支出 24,000 12,000 18,000 12,000 12,000 人事費 

餘額 16,000 8,000 12,000 8,000 8,000 

額度 20,000 20,000 10,000 20,000 20,000 

支出 5,450 0 2,907 0 0 雜支費 

餘額 14,550 20,000 7,093 20,000 20,000 

總餘額 30,550 28,000 19,093 28,000 28,000 

執行率 49% 30% 52% 30% 30%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學術工作坊學術工作坊學術工作坊學術工作坊 府際通訊府際通訊府際通訊府際通訊 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叢書出版叢書出版叢書出版叢書出版 雜支費雜支費雜支費雜支費 

總金額 99,000 36,000 60,000 180,000 111,693 

支出 99,000 19,800 60,000 178,000 87,142 

餘額 0 16,200 0 2,000 24,551 

執行率 100% 55% 100% 99% 78% 

校外研究團隊臨時工經費及動支概況校外研究團隊臨時工經費及動支概況校外研究團隊臨時工經費及動支概況校外研究團隊臨時工經費及動支概況 

李長晏老師：吳淑樺（聘期 08-12 月），已報支 08-10 月薪資，每月 4,000 元 

黃建銘老師：黃柏霖（聘期 08-12 月），已報支 08-10 月薪資，每月 3,000 元 

            陳美伶（聘期 08-12 月），已報支 08-10 月薪資，每月 3,000 元 

許耿銘老師：林淑娟（聘期 08-12 月），已報支 08-10 月薪資，每月 4,000 元 

陳秋政老師：梁筑雅（聘期 08-12 月），已報支 08-10 月薪資，每月 4,000 元 

 

備註：臨時工工讀金每月提領金額上限為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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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府際整合型總經費核銷後續事宜年度府際整合型總經費核銷後續事宜年度府際整合型總經費核銷後續事宜年度府際整合型總經費核銷後續事宜。（。（。（。（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 

說明：為配合學校會計年度的作業流程，煩請各子計畫老師加快核銷腳步，並於 12 月中旬

10 前，委請助理將單據傳送至宜芳，以便後續核銷。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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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專書專書專書編輯出版說明編輯出版說明編輯出版說明編輯出版說明。。。。 

「府際關係叢書」第 9 冊，暫訂名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 

主編：廖俊松 副教授 

預定篇數：共 12 章。 

導論 

去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討會 10 篇文章。 

結論 

出版進度： 

已經與元照確認出版事宜，並進行撥款。 

預定於 11 月份將稿件送至元照，進行審查、編輯、出版作業。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府際通訊第府際通訊第府際通訊第府際通訊第八八八八、、、、九九九九期出版事宜期出版事宜期出版事宜期出版事宜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府際通訊已截至目前為止，已發行兩期，後續剩第八、九兩期需進行編輯與發行。第八期的

進度部分，目前已經進行邀稿，相關稿件名稱如下。第九期部分，編輯小組這邊也已經設定好議

題，並且持續進行邀稿作業中。 

 

府際通訊第八期：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 

議題一：臺灣永續發展的展望---許耿銘助理教授 

議題二：臺灣國土永續發展的若干思考---曾梓峰副教授 

議題三：國土計畫的理想與現實---陳博雅教授（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未定） 

議題四：流域管理---陳秋政助理教授 

議題五：生態社區對國土發展的重要性---彭國棟助理教授 

議題六：永續環境城市的實踐-以台南市政府為例---張皇珍局長（台南市環保局長）（未定） 

 

府際通訊第九期：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2009 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 

議題一：縣市合併升格後的區域治理課題----趙永茂教授、蕭全政教授 

議題二：從世運會與聽奧的舉辦，看城市的翻轉---盛治仁教授、黃世輝副教授 

議題三：八八水災的防災與重建省思---陳亮全教授、曾旭正副教授 

議題四：從環境公民權解析澎湖博弈公投---何明修副教授、林子倫助理教授、杜文苓副教授 

議題五：誰的地方治理：派系、政黨、人民？--析論 09 年三合一選舉---陳仁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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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今年度研究成果報告 

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評評評評鑑鑑鑑鑑表表表表 

※若計畫獲校經費補助請於計畫名稱後敘明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評 鑑 類 別 項目 單位 
96 年 

數 據 

97 年 

達成值 

98 年 

目標值 

98 年 

達成值 

備

註 

件數 --- 2 4 4  國科會計畫

核准 金額(百萬元) --- 0.899 1.5   

件數 --- 1 2 5  非國科會之 

政府單位計

畫 金額(百萬元) --- 1.4 1   

件數      產學合作計

畫案 
金額(百萬元)      

件數      

建 教 合 作 

計 畫 數 

其他技術服

務案 金額(百萬元)      

AHCI 篇數      

SSCI 篇數 --- --- 1   

TSSCI 篇數 --- 1 4 4  

SCI 篇數    1  

SCI&EI 篇數      

學 術 性 

期 刊 論 文 

其他 篇數 --- 14 10 11  

研 討 會 

論 文 

學術性研討

會論文 
篇數 

--- 16 10 28  

主辦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1 1 ---  

協辦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1 ----  

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5 3 1  

主辦國內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1 0 1  

協辦國內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2 1 ---  

學 術 性 

研 討 會 

參加國內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10 5 18  

國際,外文 本數 --- 1 ---   
專 書 

國內及兩 本數 ---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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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評 鑑 類 別 項目 單位 
96 年 

數 據 

97 年 

達成值 

98 年 

目標值 

98 年 

達成值 

備

註 

岸,中文 

擔任國際 

學術性職位 
人次數      

擔任國內及

兩岸學術性

職位 

人次數 
--- 6    學 術 性 職

位 及 獎 項 

獲頒學術性

獎項與榮譽 
人次數 --- 1    

碩士 人次數 --- 10 5   培 養 研 究

生 人 數 博士 人次數 --- 3 ---   

發明專利 件數      專 利 權 

申 請 新型專利 件數      

其 他 
邀請國外學

者短期訪問 
 --- 1 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填表人：（請核章或簽名）     計畫總主持人：（請核章或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96 年數據及 97、98 達成值係作為計畫評鑑基準，煩請計畫總主持人依據研究團隊實

況填寫。 

2. 若研究團隊成員獲國科會或其他機構經費補助，請敘明於計畫名稱後。 

3. 本表陳 核前請各計畫總主持人簽章後，送所屬學院審核並留存乙份。 

4. 本表相關佐證資料請附後，以供檢核。 

一一一一、、、、國科會計畫補助國科會計畫補助國科會計畫補助國科會計畫補助 

二二二二、、、、其他研究案補助其他研究案補助其他研究案補助其他研究案補助 

三三三三、、、、TSSCI/SCI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四四四四、、、、其他期刊論文其他期刊論文其他期刊論文其他期刊論文 

五五五五、、、、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 

六六六六、、、、專書論文專書論文專書論文專書論文 

七七七七、、、、主辦或協辦的研討會主辦或協辦的研討會主辦或協辦的研討會主辦或協辦的研討會 

八八八八、、、、專書出版專書出版專書出版專書出版（（（（共同出版共同出版共同出版共同出版、、、、獨自出版獨自出版獨自出版獨自出版）））） 

九九九九、、、、培養研究生人數培養研究生人數培養研究生人數培養研究生人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名稱論文名稱論文名稱論文名稱）））） 

決議： 

1、中心已彙整完畢，將於一週內請佳惠轉寄給各位老師，確認研究成果。敬請踴躍提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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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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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說明：「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已邁入第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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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進行跨校的研究發展，

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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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通過的案件成果不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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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努力進

行研究，並於今年彙整相關研究內容，目前業已委由元照出版社進行編輯，預定明年進行出版府

際叢書第九冊：「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 

基於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本研究團隊重新整合，以既有研究班底再擴大邀集其他年輕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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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有江大樹教授「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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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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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永

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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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研究案獲准補助。其餘整合型子計畫則承蒙校內「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第二年經費支持，仍持續進行整合性研究，並於 2009 年 10

月 24 日舉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做為本年研究計畫的初步成果發表，待

期末再進行修正與補充，以期研究成果在未來可進行期刊投稿與編輯專書出版。 

前兩年研究成果除計畫研究、專書出版外，受惠於學校「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

究的支持，使本系原有的「府際關係研究中心」得以重新運作。在這樣的基礎上，除逐步建置府

際中心的組織，也藉以培訓相關研究學子蒐集資料、網頁維護更新的技能。致使「府際研究中心」

得以穩定中成長。有著「府際研究中心」的平台，本研究團隊在第二年的研究期程內，遂延續第

一年的基礎，持續編輯出版「府際研究通訊電子報」、辦理「府際研究工作坊」，並整合積極建置、

充實府際研究中心網頁「研究資料庫」內容，期許在校內學術特色研究經費補助下，能逐步成為

國內唯一的「府際關係研究」資訊交流平台。其中，府際研究通訊截至目前為止，也已發行七期，

雖然過程中因人事更迭與訓練，使發刊曾有所延宕，但是目前業已回復定期發刊，且普遍獲得國

內學術與實務界的支持與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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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內容中增加地方政府實務工作的介紹，除維持「學者專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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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第二年也延續第一年的「研究工作坊」方式，除邀集學者進行議題演講外，也邀請縣

市政府的局處首長進行經驗分享，並與研究團隊成員進行討論與互動，期望藉以媒合學術與實務

兩邊的對話，讓研究更具深刻性。  

檢視第二年的研究成果，整體研究團隊成員的期刊論文發表數是有顯著成長。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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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整體而言，

期刊發表的數量仍有持續成長的空間。展望研究的第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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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以「區域治理」

為核心主軸，扣緊台中縣市合併後的大台中都會區域發展各項議題進行研究，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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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產業、公民參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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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組織改造、課責、財政、綠色運輸、族群發展等課題進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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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持續向國科會提出兩年

期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另一方面也期盼藉此爭取學校學術特色研究的經費補助，輔以本系「府際

關係研究中心」的組織暨人員運作，持續深化與擴散本校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的府際關係學術特

色研究成果。 

最後，本研究團隊將以前兩年「府際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與能量為基礎，持辦出版「府際

研究通訊電子報」、編輯出版「府際關係叢書」、維護與充實「府際網頁維護與資料庫內容」，最

終定期舉辦「學術研究工作坊」，整合跨系、校學人進行研究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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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整合研究計畫。。。。 

2、、、、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 

3、、、、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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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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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及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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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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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研的學術研的學術研的學術研

討會討會討會討會。。。。 

 

二二二二、、、、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各項計畫說明 

1、、、、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 

說明：奠基於前兩年的研究成果，本年度將輔以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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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台

中縣市合併後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進行研究，希望能為大臺中市的區域發展提出若干建言。以區

域治理為核心主要關鍵在於，本研究團隊認為「區域治理」這樣的制度結構，是城市銜接「全球

化」與「地方化」的重要翹版，且也是未來由中心區域帶動周邊縣市作整體區域發展的重要能動

源。因此，如何建構出一套具治理能力的區域治理機制，實是台中都會區未來立足中臺灣，放眼

東亞、全球的重要關鍵。 

根據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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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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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夢想城市五面向進行討論。在此本研究期盼能兼顧理論與實務雙面向進行研究。

在理論部分，嘗試建構出可能的都會區域治理研究架構，據以作為整合其他具體課題的軸心。嗣

後在核心整合架構下，初步設定台中都會區域治理可能的 10 大課題，如：城市競爭力、多核心

產業空間佈局、創意文化觀光城市、綠色運輸、組織變革（組織、人事、法制、財政）、網絡課

責、公民參與、歷史文化資產、族群文化、生態城市、派系整合等課題進行個別研究，冀望從理

論與實務的制度設計、政策工具面向，期能提出未來台中都會區域治理的前瞻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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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中都會區域治理機制建構議題圖像 

 

議題一、都會區域治理的分析架構及跨國經驗比較（朱鎮明）1
  議題二、城市競爭力（江大樹）        

議題三、生態城市（許耿銘）   議題四、創意文化觀光城市（林士彥、林錫銓）2
 

議題五、多核心產業空間佈局（孫同文） 議題六、綠色運輸 

議題七、歷史文化資產（梅慧玉）  議題八、族群文化（容邵武） 

議題九、行政組織變革（組織、人事、法制、財政）（黃建銘、李長晏） 

議題十、公民參與（廖俊松）、NPO（陳秋政） 

議題十一、派系整合（陳仁海）       議題十二、網絡課責（史美強、吳宗憲）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校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整合型計畫，是以較為鬆散的架構進行整合，讓各位老師可以共同

參與研究與討論。 

2、 至於整合架構部分，在請李長晏老師協助指導，並依據所提建議從「理論：層級、功能與部

門」三面向對應都會區域的垂直、水平之跨域整合、城市功能與治理能力、跨部門治理三面

向進行修正。 

3、 未來可在整合型架構下，擬定研究的問卷大綱，並請各子計畫外掛五題（核心題庫＋各議題

題目），進行調查與資料彙整，此將有助於台中都會區的資料建構，俾利後續研究之用。 

4、 未來將注意台中縣市政府的各項計畫方案，並選擇適當計畫的進行提案，以爭取研究資源。 

5、 未來待整合型研究案有若干成果後，將可與魏姝老師進行合作，開展兩岸的研究比較課題。 

  

                                                
1
 藍色字體是目前參與研究團隊的成員，並嘗試進行議題設定，但仍可變動，在請各位老師提出

建議。 
2
 黑色字體是預定邀請的老師。 

多核心產業空間佈局 

綠色運輸 

歷史文化資產 

族群文化 

城市競爭力 

創意文化觀光城市 

生態城市 

 

台中都會區域

治理機制 

行政組織變革 

公民參與、NPO 

派系整合 

網絡課責 

分析架構及跨國經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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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府際研究通訊出版。。。。 

說明：府際研究通訊的宗旨，是希望能夠藉由定期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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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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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1、 府際通訊電子報未來將積極與地方研習中心的研習論壇進行結合，利用他們的管道提供給予

公務人員閱讀機會，以擴展本刊物之能見度。 

2、 本電子報未來目標是邁向期刊出版，但仍須依其他刊物之進展情況，再作定奪。 

 

3、、、、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府際叢書編輯出版。。。。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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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永

續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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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特色研究名號。 

本年度預定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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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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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的資訊交流

平台。值此，於網頁內容中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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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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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也將積極投入「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名詞解釋及議

題分享工作，希望藉由這兩項的資料建置，能提供國內各校對此領域有興趣的師生，有初步知識

學習的空間。 

◎ 蒐集文獻與學術社群、研究議題。 

◎ 定期網頁維護、更新。 

決議：未來持續辦理，並擴建資料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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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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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實務工作者進行「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講

座。 

 

決議：通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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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研的學術研的學術研的學術研

討會討會討會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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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邀集國外或海峽兩岸學者與會參與，

藉以擴展「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研究廣度。 

 

決議： 

1、 第三年度研討會仍應擴大辦理，朝向國際研討會的方式進行之。 

2、 國外學者部分，煩請孫老師進行協助聯繫。 

3、 另外，為擴大參與的利基，明年除團隊老師發表論文外，也將開放學生場次的研討會論文發

表，增加本系府際關係研討會的參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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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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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5 月 25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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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學術學術學術研究特色研究特色研究特色研究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電子通訊刊物編輯、發行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張力亞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5 月 25 日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第五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發行人：黃鉦堤。   編輯委員：孫同文、江大樹、廖俊松陳仁海、陳熒郁。 

主編：吳若予。     執行編輯：林家如、楊凱婷、吳宗曄。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三）活動名稱（中、英文）：第五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會議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五）內容摘要： 

2008 年 11 月 22-23 日，臺灣政治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暨南大學召開。為

使研討會「全球競爭、民主鞏固、治理再造」三大主軸議題有更深入的討論，特

別邀請若干學者進行與談。而本刊特將與談內容進行記錄並進行編輯，期能將相

關的理念與論述進行推廣。本期的標題設定為：「2008 年臺灣政治學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特刊」。 

 

（六）撰稿對象： 

本刊徵求與會者同意，將會談過程稿件刊佈於本期，希望藉以擴大迴響，帶

領更多討論，使台灣當前民主化相關問題，廣為學界認識與重視。 

廖達琪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談改革談改革談改革談改革─憲政能不動嗎憲政能不動嗎憲政能不動嗎憲政能不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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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松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國事國事國事國事、、、、天下事天下事天下事天下事，，，，學者學者學者學者

有機會也有責任分析說明有機會也有責任分析說明有機會也有責任分析說明有機會也有責任分析說明；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主任）─樹立規則樹立規則樹立規則樹立規則：：：：經由不斷經由不斷經由不斷經由不斷

學習的過程學習的過程學習的過程學習的過程，，，，學會如何相互對待學會如何相互對待學會如何相互對待學會如何相互對待； 

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民主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民主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民主民主價值的建立與民主

鞏固鞏固鞏固鞏固；；；； 

趙永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台灣的國際聯結與公民社會的建構台灣的國際聯結與公民社會的建構台灣的國際聯結與公民社會的建構台灣的國際聯結與公民社會的建構。 

 

（三）討論事項則：府際通訊第 6 期出版事宜 

說明：  

（2） 各期撰寫的老師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表明府際關係研究

通訊可製做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畫及進行格式之變更利用。 

（3） 文章校稿、設計、編排及論文摘要：收到當期發表老師之論

文後，立即進行校搞編排及設計工作，並將每篇文章重點擷取為摘要，以利讀者

了解文章精要，同時將統整好的通訊文件稿寄予主編，請其擬出當期出刊語。 

（4） 稿費領據：稿費以 WORD 字數統計全形字數為準，金額計算

方式依學校規定計算，再寄予當期撰稿老師相關領據填寫，全額以 2000 元為上

限。 

決議：通過。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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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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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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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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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7 月 30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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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電子通訊刊物編輯、發行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張力亞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7 月 30 日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公行系辦會議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發行人：黃鉦堤。   編輯委員：孫同文、廖俊松。 

主編：江大樹。     執行編輯：蔡雅雯。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三）活動名稱（中、英文）：第六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回顧 2009 年上半年，最夯的地方制度議題，當屬「3 都 15 縣」的改造工程；

然而，修法後卻使得原本的構想，進而轉為「三大生活圈及七個區域」的發展模

式，這將對臺灣地方體制帶來重大變革。暨大府際中心長期關注地方治理與府際

關係相關政策議題之研究，此次深感這波縣市合併議題對臺灣未來地方體制變革

的重要性。遂將本期定為「都會治理與縣市合併」之主題。期能對此時事提出若

干新的學術與實務觀點。 

邀稿對象與各篇主題如下： 

1、紀俊臣教授（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及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台中縣市合併改台中縣市合併改台中縣市合併改台中縣市合併改

制直轄市的影響制直轄市的影響制直轄市的影響制直轄市的影響； 

2、朱鎮明（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授）─都會治理與府際互動都會治理與府際互動都會治理與府際互動都會治理與府際互動-以美以美以美以美

國堪薩斯都會區為例國堪薩斯都會區為例國堪薩斯都會區為例國堪薩斯都會區為例； 

3、李長晏（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協力治理觀的都協力治理觀的都協力治理觀的都協力治理觀的都

會治理能力建構會治理能力建構會治理能力建構會治理能力建構-一個分析架構的提出一個分析架構的提出一個分析架構的提出一個分析架構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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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靜芝（台中市政府計劃處處長）─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之願景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之願景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之願景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之願景。 

 

（二）府際通訊第六期出版事宜 

說明： 

1、各期撰寫的老師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表明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可製做紙本

或是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畫及進行格式之變更利用。 

2、 文章校稿、設計、編排及論文摘要：收到當期發表老師之論文後，立即進行

校搞編排及設計工作，並將每篇文章重點擷取為摘要，以利讀者了解文章精

要，同時將統整好的通訊文件稿寄予主編，請其擬出當期出刊語。 

3、 稿費領據：稿費以 WORD 字數統計全形字數為準，金額計算方式依學校規定

計算，再寄予當期撰稿老師相關領據填寫，全額以 2000 元為上限。 

決議：通過。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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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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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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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9 月 30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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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電子通訊刊物編輯、發行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張力亞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9 月 30 日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公行系辦會議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會議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發行人：梁錦文。   編輯委員：孫同文、廖俊松。 

主編：江大樹。     執行編輯：蔡雅雯。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第七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七）內容摘要： 

2009 年 9 月 21 日，是一個值得臺灣民眾紀念與反省的重要日子。本期府際

研究通訊基於「反省過去，展望未來」的理念，欲邀集幾位長期在南投地區從事

921 災後重建工作的學者專家，從政府、民間兩個面向，反思 921 震災的重建經

驗。 

在 921 大地震的災後重建過程中，為臺灣社會帶來下列幾項重要的經驗累

積：一、各級政府對大型災難的防救災機制；二、形塑國家生命共同體意識；三、

促進社會力的向下扎根；四、改變國人傳統經濟發展思維，開始討論國土保育與

永續發展的議題。 

 

（二）邀稿對象及內容 

本期府際研究通訊基於「反省過去，展望未來」的理念，遂邀集幾位長期在

南投地區從事 921 災後重建工作的學者專家，從政府、民間兩個面向，反思 921

震災的重建經驗。首先，廖俊松副教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區營造中心之經驗

與借鏡」一文，試圖檢討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區營造中心的運作得失，進而省思

當今各縣市政府所委託之社區營造專業培力輔導團隊諸多問題與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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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與張力亞博士生的「『在地長期培力』

在災後重建的省思意義：以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培力桃米生態村為例」一文，接續

廖教授的前項議題，藉由桃米生態村的社區營造歷程，說明「在地、長期培力」

對於震災重建與深耕社區營造的重要性，並期待喚醒各級政府對在地、長期培力

團隊的角色重視與策略調整。 

第三，南投縣長青老人服務協會王子華總幹事與梁鎧麟博士生合作「從災後

安置到永續的老人安養模式：菩提長青村的經驗省思」一文，主要闡述面對當代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從 921 災後重建經驗中證實，「老有所用」的理念不僅可以

獲得具體而有效的實踐，更是值得積極推廣的社會福利創新策略。最後，本期也

收錄由文建會主辦、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承辦的「921 社區重建國際研討

會」「走過十年．前瞻未來—後重建時期台灣社區營造的未來與展望」論壇的摘

要重點紀錄。期盼透過這次的論文與論壇內容，可以提供讀者分享 921 震災重建

的寶貴經驗，同時應可作為 88 水災後續重建的政策參考。  

 

（三）討論事項則：府際通訊第 7 期出版事宜 

說明：  

1、各期撰寫的老師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表明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可製做紙本

或是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畫及進行格式之變更利用。 

2、文章校稿、設計、編排及論文摘要：收到當期發表老師之論文後，立即進行

校搞編排及設計工作，並將每篇文章重點擷取為摘要，以利讀者了解文章精要，

同時將統整好的通訊文件稿寄予主編，請其擬出當期出刊語。 

3、稿費領據：稿費以 WORD 字數統計全形字數為準，金額計算方式依學校規定

計算，再寄予當期撰稿老師相關領據填寫，全額以 2000 元為上限。 

 

決議：通過。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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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11.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2.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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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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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九九九九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執行進度說明進度說明進度說明進度說明 

填表日期：  98 年 11 月 5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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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電子通訊刊物編輯、發行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張力亞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s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1 月 5 日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第八、九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說明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發行人：梁錦文。   編輯委員：孫同文、廖俊松。 

主編：江大樹。     執行編輯：蔡雅雯。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三）活動名稱（中、英文）：第八、九期府際研究通訊編輯與發行說明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府際通訊第八期：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永續國土發展與流域管理與流域管理與流域管理與流域管理 

議題一：臺灣國土永續發展的若干思考---曾梓峰副教授 

議題二：國土計畫的理想與現實---陳博雅教授 

議題三：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檢視台灣流域管理的現況---許耿銘助理教授    

議題四：都會河川之跨部門治理分析初探：台中市筏仔溪為例---陳秋政助理教授 

預定 11 月 15 日出刊。 

 

府際通訊第九期：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2009 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年臺灣五大地方治理議題 

議題一：縣市合併升格後的區域治理課題----趙永茂教授、蕭全政教授 

議題二：從世運會與聽奧的舉辦，看城市的翻轉---黃世輝副教授 

議題三：八八水災的防災與重建省思---陳亮全教授、曾旭正副教授 

議題四：從環境公民權解析澎湖博弈公投---何明修副教授、林子倫助理教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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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苓副教授 

議題五：誰的地方治理：派系、政黨、人民？--析論 09 年三合一選舉---陳仁海

助理教授 

目前進入邀稿與撰稿階段，預計 12 月 15 日出刊。 

 

（二）府際通訊第八、九期出版事宜 

說明： 

1、各期撰寫的老師須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表明府際關係研究通訊可製做紙本

或是數位方式出版；進行數位化典藏畫及進行格式之變更利用。 

4、 文章校稿、設計、編排及論文摘要：收到當期發表老師之論文後，立即進行

校搞編排及設計工作，並將每篇文章重點擷取為摘要，以利讀者了解文章精

要，同時將統整好的通訊文件稿寄予主編，請其擬出當期出刊語。 

5、 稿費領據：稿費以 WORD 字數統計全形字數為準，金額計算方式依學校規定

計算，再寄予當期撰稿老師相關領據填寫，全額以 2000 元為上限。 

決議：通過。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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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14.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5.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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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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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9 月 14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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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chliu@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9 月 12 日  12：00～14：0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公行系系辦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學術研討會第一

次籌備會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主席廖俊松老師、參與學生：張力亞、曾士瑋、謝百傑、余宜

芳、劉佳惠、林厚君、侯珮諭、梁鎧麟、黃千真、陳依柔、方韻喬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

畫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10 月 24、25 日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希望大家共同協助，

使此次會議圓滿成功。佳惠已先將相關工作項目作一分配（如附件一）並列出籌

備事項期程清單（如附件二）。 

（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十月份【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籌備說明，就研討會工作項目（附件一）與籌備事項表（附件二）說明並討論。 

（三）討論事項細則： 

1、說明目前的籌備進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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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聯絡所有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以及與會貴賓或老師眷屬等，確定住

宿之人數及天數，以便預定學人會館房間。 

（6） 請先預定學人會館房間，若房間數量不足則須以校外住宿代替，請考慮交

通問題。 

（7） 研討會舉辦地點為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請先申請借用會議室。 

決議：請力亞與佳惠儘速執行 

 

2、10 月 24、25 日「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工作討論 

說明： 

（1）約 9/25 前，請將海報設計並製作完成，寄送至南投附近相關單位（如：公

所、戶政、地政…等），邀請各單位參與。 

（2）9/25 前，製作全開正式海報，寄送至考試院、內政部、人事行政局地方研

習中心、人事行政局、內政部營建署等分攤或贊助研討會經費之政府單位。 

（3）廣發 e-mail 邀請本系研究生共襄盛舉。 

（4）10 月初請將研討會議程全部排定；此外，10/9 為截稿日期，至多延至 10/15

為最後交搞期限，請負責催收稿件的同學注意時間。 

（5）請詢問考試院、內政部、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與內政部營建署等分攤

或贊助研討會經費之政府單位，擔任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指導單位之名稱。 

決議：請負責同學預先籌備，注意期程，務必在期限內完成排定之工作。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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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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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當天當天當天當天））））工作項目分配工作項目分配工作項目分配工作項目分配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報到處整備 依柔、韻喬 論文集、簽名簿、名牌、簽

字筆 

議事牌定位、抽換、麥克

風傳遞 

珮諭  

茶點設備桌椅定位 鎧麟、百傑  

10/24 上午（10：20） 

      下午（15：20） 

10/25 上午（09：30） 

茶點、餐飲就位 鎧麟、佳惠、依柔、韻

喬 

10/24 午餐 12：00 送達 

10/25 午餐（11：50） 

麥克風、音響、燈光操作 千真  

錄音設備（錄音筆）、計

時器、計時鈴 

珮諭  

司儀 厚君  

電腦設備操作 珮諭  

相機 士瑋  

禮金備置、簽取授權書 宜芳  

外場負責 佳惠  

內場負責 力亞  

 

場佈工作場佈工作場佈工作場佈工作（（（（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前一天））））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報到處整備 依柔、韻喬 論文集、簽名簿、名牌、簽

字筆、議事牌 

紅布條定位  

茶點設備桌椅 

鎧麟、百傑、力亞 

 

麥克風、音響、燈光 千真  

錄音設備（錄音筆）、計時

器、計時鈴 

珮諭  

議席定位（講稿） 厚君  

電腦設備 珮諭  

相機 士瑋  

會場海報張貼 佳惠  

禮金備置 宜芳  

資料裝袋 依柔、韻喬、珮諭、千

真、厚君 

 

 
議程組工作分配議程組工作分配議程組工作分配議程組工作分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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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司儀講稿 厚君   

論文集製作 力亞、佳惠、宜芳 10/19  

論文集送印 佳惠 10/20  

論文集取回、確認 佳惠 10/23 普羅送回學校 

論文授權書定稿 佳惠 10/22  

議事牌 

工作人員、發表人

名牌製作 

千真、珮諭、厚君 10/23 早上 （貴賓、主持人、

發表人、與談人） 

議程海報製作、張

貼 

力亞、佳惠、雅雯   

研討會海報、議程

表定位 

力亞、佳惠   

 
 
行政組工作分配行政組工作分配行政組工作分配行政組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 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路標、指示牌製作

與定位 

依柔、韻喬 10/23  

購買簽字筆、簽名

簿、茶包、紙杯、

衛生紙 

佳惠、宜芳 10/20  

沿途插系旗 鎧麟、百傑、依

柔、韻喬 

10/21-23  

紅布條 佳惠 10/20 取回  

茶點訂購、確定送

到時間 

佳惠、宜芳  10/24 上午（10：20） 

      下午（15：20） 

10/25 上午（09：30） 

訂購午餐、確定送

到 

佳惠、宜芳  10/24 午餐 12：00 送達 

10/25 午餐（11：50） 

早餐、晚餐 佳惠   

準備禮品 佳惠、宜芳、鎧麟   

預訂學人宿舍房

間 

佳惠   

上傳資料 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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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籌籌籌    備備備備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表表表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負責同學 

9/12 A.M.11：00 籌備會 全員 

邀請與會貴賓、演講人及主持人，並

催收稿件 
佳惠、力亞 

9/13～09/30 

預訂學人宿舍房間 佳惠 

10/9 截稿  

工作人員、貴賓、發表人、立牌等名

牌製作 
千真、珮諭 

議程海報製作 佳惠 
10/9～10/15 

路標、指示牌製作 依柔、韻喬 

10/15 最後交稿期限  

10/15～10/18 
調整格式、版面設定、製作授權同意

書 
佳惠 

10/19 論文集送印、紅布條 佳惠 

10/20 採購所需用品及預定餐點 佳惠、宜芳 

沿途插系旗、張貼海報 
鎧麟、百傑、依

柔、韻喬 10/21～10/23 

司儀講稿 厚君 

論文集送回學校並確認 佳惠 
10/23 

場佈、彩排 全員 

10/24、25 研討會 全員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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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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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0 月 14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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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chliu@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0 月 13 日  12：00～13：3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公行系系辦會

議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學術研討會第二

次籌備會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張力亞、余宜芳、劉佳惠、林厚君、侯珮諭、梁鎧麟、黃千真、

許素英、李瑩瑩、陳依柔、方韻喬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

畫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八）內容摘要： 

距離 10 月 24、25 日「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舉辦的日期越

來越近，希望大家加快相關籌備工作的腳步，以使此次會議圓滿成功。相關工作

項目分配因人員增減微調（如附件一）。 

 

（九）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十月份【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籌備說明，就研討會工作項目（附件一）說明並討論。 

 

（三）討論事項細則： 

1、說明目前的籌備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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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8） 已聯絡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以及與會貴賓或老師眷屬等，並確定住宿

之人數及天數，完成預定學人會館房間。 

（9） 研討會舉辦地點為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已申請借用會議室。 

（10）議程海報製作完成，已寄送至鄰近相關單位（如：台中縣、市政府、鄰近

公所及相關學校…等），邀請各單位參與。 

（11）全開正式海報已設計完成，送往印刷廠印製中，預計於 10/19 印刷完成，

並寄送至考試院、內政部、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人事行政局、內政

部營建署等分攤或贊助研討會經費之政府單位。 

決議：執行進度順利。 

 

2、10 月 24、25 日「行政民主與都會治理」學術研討會工作討論 

說明： 

（5） 請厚君在 10/20 前依議程內容將司儀講稿擬好，並請廖俊松老

師過目。 

（6） 主持人、工作人員、貴賓、發表人及與會者等之名牌、路標、

指示牌及紅布條等相關標誌及指示，請負責同學開始進行。 

（7） 相關籌備工作請於 12/23（五）下午 16：00 前完成，預計於

17：30 在國際會議廳進行綵排，請務必出席。 

（8） 10/24（六）研討會當天，8：30 集合完畢，開始進行場佈工

作。 

決議：請負責同學預先籌備，注意期程，務必在期限內完成排定之工作。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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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17.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8.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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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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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0 月 16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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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chliu@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0 月 16 日  12：00～14：0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公行系系辦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學術研討會第三

次籌備會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張力亞、余宜芳、劉佳惠、陳依柔、方韻喬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

畫學術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距離 10 月 24、25 日「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舉辦的日期越

來越近，希望大家加快相關籌備工作的腳步，以使此次會議圓滿成功。 

 

（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十月份【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籌備說明，就研討會經費分配說明並討論。 

 

（三）討論事項細則： 

1、說明經費分配概況 

說明： 

（1）餐點費及雜支費這兩部分的費用，依預估的金額先行向學校提出簽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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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支，並完成借支相關程序，以利預定餐點及相關物品之採買。 

（2）請宜芳與佳惠精算各項費用的金額，並節省經費之支出，避免不必要之浪

費。 

決議：經費方面由佳惠和宜芳互相配合，完成報帳及核銷程序。 

 

2、11 月 10 日為府際關係研究中心成果報告 

說明： 

（1）請依柔與韻喬搜尋相關資料，盡量使網頁訊息能即時更新，並更加完善。 

（2）11 月 10 日為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繳交成果報告日，希望大家分工合作，共

同展現本年度之成果。 

決議：請負責同學，儘速完成分配之工作。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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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0.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21.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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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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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0 月 26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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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chliu@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0 月 23 日  16：00～18：20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人院國際會議

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學術研討會第四

次籌備會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張力亞、曾士瑋、余宜芳、劉佳惠、方韻喬、侯珮諭、梁鎧麟、

黃千真、許素英、李瑩瑩、劉美岑、陳志維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

畫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會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舉行 10 月 24 及 25 日「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場地佈置及沙盤

推演，再次確認研討會當天的工作分配及叮嚀注意事項。 

（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進行綵排。 

 

（三）討論事項細則： 

1、進行場地佈置 

說明： 

（1）內場整備工作包含橫幅掛條、議席台、麥克風、錄音設備、電腦、投影機、

計時鈴等定位。 

（2）外場整備工作含簽到處（名牌、簽名簿、簽字筆定位）、論文集、研討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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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路排指引等定位。 

（3）照相原則說明，並安排發表人與評論人座位。 

決議：請工作人員共同合作，完成場地佈置工作。 

 

2、研討會沙盤推演 

說明： 

（1）議程工作追蹤，如附件，逐一確認各項工作。 

（2）請司儀及司禮注意研討會各場次開始時間，提醒與會貴賓進場。 

（3）負責預定餐點及茶水的同學，請與店家聯絡，務必於預定時間內送達會場

並定位完成。 

（4）請派同學至學人會館，確定住宿房間之環境整潔與盥洗用品是否齊全。 

決議：請負責同學配合議程，完成各項工作。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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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3.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24.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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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 

活動名稱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計畫活動期間 98 年 10 月 24-25 日 實際辦理期間 98 年 10 月 24-25 日 

計畫活動地點

或行程 
請參閱附件一 

實際活動 

地點或行程 
請參閱附件一 

臺灣地區 150 臺灣地區 106 

大陸地區 1 大陸地區 1 

計畫參加對象

及人數 

其他地區 0 

實際參加對象

及人數 

其他地區 0 

計畫辦理 

情形 

實際活動照片 請參閱附件二 

總預算金

額 

新台幣   286,000 元 實支數 新台幣 272,112

元 

辦理成效 

評估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係為近年來政府組織變革與政策執行效率化

的關注議題。然而，本系自創系以來係將此課題列為重要發展目標。經歷

十餘年的發展，為求學術上更為精進與本土個案實證研究的成果累積，遂

規劃此項研討會議題，邀請國內此領域若干學者，針對此課題進行研究與

撰稿，並邀請至埔里舉行研討會，以達切磋學術之用，會中邀請多位國內

公共行政學界教授以及考試院關中院長與秘書長林水吉共襄盛舉。 

首先，蕭文教務長及本系梁錦文主任舉行開幕式，緊接著邀請考試院

關中院長致詞並以「文官制度與民主行政：從行政中立談起」為題進行主

題演講。這場次的演講也或平面媒體報導，藉以增添本系的風采。 

短暫休息後，隨即開始第一場研討會發表，由台灣大學社會科學趙永

茂院長主持，陸續發表：「臺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一個

初探性分析」、「從民主治理觀點論新臺中直轄市之行政區劃策略」、「縣

(市)改制直轄市後建構生態城市要素之初探」三篇文章。 

午餐後，本研討會邀請到長期專精於研究地方治理議題的趙永茂院

長，從實務的參與及理論面向，以「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的創新研究」為

主題進行專題演講。在演講過程中，趙院長不禁感嘆，理想的倡議與實務

的改革往往是有差距，但是仍然鼓勵在座的學子，未來可以不斷的進行府

際或地方治理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並提出創見，相信終有一天，理想也

能實踐。 

演講後，第二場次論文發表隨即展開，由廖俊松教授主持，有：「八

八水災之跨部門治理網絡與問題分析：以六龜災區為例」、「民主行政與

都會公民參與：以臺中市城鄉新風貌計畫為例」、「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政策中的多重代理問題」三篇論文發表。最後一場次，則由江大

樹教授主持，過程中雖經歷台電的跳電，但是研討會仍持續進行，並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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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在該場次中，有「都會治理網絡課責之研究 」、「都會永續治理對區

域發展的影響：以大臺中都會區為例」、「產業政策對都會治理的影響研

究：以臺中市為例」三篇論文。在今日的研討會過程中，同學們也積極提

問，想必從中也獲得諸多的學習意見。感謝大家的參與及投入，為本系府

際研究中心所舉辦的「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注入活力。 

建議事項 

本系對於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課題已有多年且持續性地研究，也與

國內此一學術社群保有密切的往來，展望未來，如要更廣泛且深度的再精

進，祈政府能樂於經費補助，以利我系在此領域的學術研究累積；另一方

面，期盼能將明年度的學術研討會擴大成國際研討會來舉辦，以利增進學

術之研究能量積累。 

申請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負責人 許和鈞 

地址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聯絡人 劉佳惠 電話 049-2910960*2683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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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計畫書 

壹壹壹壹、、、、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在 21 世紀的當代，不僅是全球的重要議題，也是各國政府追求

實踐的項目。打從 1968 年新公共行政學派興起開始，行政的公平性與文官的主動積極角色，遂

成為備受關注的核心議題。然而，經歷將近 50 年的發展，行政雖有朝向民主化、開放的態勢發

展，但仍存在著許多可精進改善的空間。畢竟在過去的 20 年裡，公民受到全球化、科技創新與

普遍性溝通等影響，對於政府的要求只有與日遽增，在相對需求感不能滿足時，遂開始會逐漸對

政府有更多的不滿與不信任之情勢發生。在這樣的情境下，政府要如何改革，以有效回應公民的

需求，實為應當重視的核心課題。值此，行政民主化即為關鍵。行政民主化係指：在政府行政作

為的過程中，盡可能採取審議對話、開放、創新、彈性的模式，進而與公民社會建構出一套夥伴

關係，從而執行政策，以獲取公民信任。但是，這樣一種全球性政府變革的思維要如何在地實踐，

實應做更加細緻的研究與規劃。在此本計畫為求可行性，遂選擇以「都會永續治理」為對象，據

以討論行政民主在台灣都會永續治理中的在地實踐思維與可能策略方案。 

都會永續治理，係台灣過去 10 餘年及未來 10 多年的重要課題。台灣從 1990 年代開始，隨

著中心都市的飽和與衛星城鎮的完成，促使中心都市及其鄰近縣市建構出以都會生活圈為形態的

都會區。另一方面，這樣的都會區域建構，在全球競爭講求去疆界趨勢的時代中，更彰顯了依生

活圈治理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是，隨著都會區的形成，在人口群聚、生活圈的擴散、以及資源

分配等自然、社會、制度面向上也逐漸的浮現些許問題，並導致發生許多橫跨數個行政區的公共

服務提供與公共問題。要如何有效解決這些都會的公共問題，遂有學者開始倡議網絡治理、夥伴

關係、跨域合作、多層次治理等概念，促使政府與政府間及民間合作共同處理且回應都會區公共

議題。但在實務運作上，卻經常面臨阻礙，其中最為關鍵的阻礙即為：轄區管轄權的本位主義所

引發衝突與不合作。而這個問題就是本計畫所欲討論的行政民主實踐之課題。 

綜此，本計畫企盼從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角度切入，透過都會永續治理的案例，剖析行政

民主的實踐問題與改善策略，以做為台灣追求行政民主與永續發展的基礎。本計畫為積累、充實

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在地實踐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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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中心擬定於今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辦理【行政民

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預計至少發表十七篇論文，期能進一步深化行政民主與都會永

續治理之研究的成果。嗣後，預計將本研討會論文進行送審，一方面投稿期刊，另一方面則是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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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編輯、送 TSSCI 審查後，以為「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出版。 

本校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

會，除了期望能夠持續推動與落實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究的宗旨之外，更冀望藉由此

項研討會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一)深化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的理論研究。 

(二)開創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跨校整合研究。 

(三)積累國內有關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個案研究成果。 

 

貳貳貳貳、、、、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研討會主題 

本次【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乃是以國內對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有長期

研究之學者，為本次研討會主要邀稿對象。冀望邀請各位老師在「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

範疇內，針對目前所關心與想研究之議題進行論文發表，期盼能累積國內「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

治理」研究的能量。 

 

參參參參、、、、擬邀請擬邀請擬邀請擬邀請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與會專家學者 

一、發表人（含主持與評論人） 

史美強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孫同文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江大樹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朱鎮明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公

共行政研究所）、李長晏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黃建銘副教授（彰

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廖俊松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吳得源助理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秋政助理教授（南華大學非營

利事業管理學系）、許耿銘助理教授（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吳宗憲助理教授（台南大學行

政管理學系）、張力亞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林玉雯博士生（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曾士偉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謝百傑博士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二、主持人、評論人、演講人 

趙永茂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紀俊臣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李宗勳教授（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黃世明副教授（聯合大學系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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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論文邀稿時間 

確認撰寫題目及中文摘要：2009/9/18（五） 

論文截稿繳交時間：2009/10/12（一） 

 

伍伍伍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協辦單位：考試院、行政院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 

 

陸陸陸陸、、、、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預計舉辦日期及地點 

日期：民國 98 年 10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兩天一夜，會安排住宿）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柒柒柒柒、【、【、【、【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議程學術研討會議程學術研討會議程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民國 98 年 10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考試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協辦單位：內政部（民政司）、內政部營建署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09:00-09:30 報 到（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09:30-09:50 

開幕式：暨南大學教務長蕭文教授    

公行系主任梁錦文教授 

貴賓致詞：考試院院長 關中 博士 

09:50-10:40 
主題演講：文官制度與民主行政：從行政中立談起 

演講人：考試院院長 關中 博士 

10:40-10:50 休息 

第一場  主持人：趙永茂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評論人 

江大樹 

曾士瑋 

臺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一個初探性

分析 
趙永茂 

黃建銘 從民主治理觀點論新臺中直轄市之行政區劃策略 江大樹 

10:50-12:10 

許耿銘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建構生態城市要素之初探 林錫銓 

12:10-13:30 午   餐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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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主題演講： 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的創新研究 

演講人：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趙永茂教授 

14:30-14:40 休息 

第二場 主持人：梁錦文 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評論人 

陳秋政 
八八水災之跨部門治理網絡與問題分析：以六龜災區

為例 
柯于璋 

廖俊松 

張力亞 

民主行政與都會公民參與：以臺中市城鄉新風貌計畫

為例 
魏  姝 

14:40-16:00 

吳宗憲 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中的多重代理問題 劉昊洲 

16:00-16:20 點   心   時   間 

第三場   主持人：江大樹教授 

發表人 題 目 評論人 

史美強 

謝百傑 
都會治理網絡課責之研究 黃建銘 

李長晏 
都會永續治理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以大臺中都會區為

例 
陳秋政 

16:20-17:40 

孫同文 

林玉雯 
產業政策對都會治理的影響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李長晏 

17:40-19:00 晚宴 

 

 

地點：人 418 會議室 

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09:30-10:00 報 到（人 418 會議室） 

10:00-12:00 

圓桌論壇：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 

主持人：江大樹教授 

與談人：孫同文教授、史美強教授、朱鎮明副教授 

李長晏副教授、黃建銘副教授、廖俊松副教授、陳秋政助理教授許耿銘助理教

授、吳宗憲助理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 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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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建構學界關心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交流平台。 

二、透過研討會方式，深化我國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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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投稿期刊，另一方面則是進行送審編輯，以作後續出版，充實我

國研究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之內容。 

 

十十十十、、、、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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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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 

成果照片剪輯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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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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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一次專題演講第一次專題演講第一次專題演講第一次專題演講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8 月 11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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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專題演講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 張力亞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公行系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98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到 16：

00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東海大學省政資料

大樓 411 教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一次專題演講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1、校內老師：梁錦文主任、江大樹老師（請假）、孫同文老師（出國）、廖俊松

老師、陳仁海老師 

2、外校老師：東海史美強老師（可能出國）、東華朱鎮明老師、中興李長晏老師、

彰師大黃建銘老師、東海陳秋政老師（出國）、台南大許耿銘老師、吳宗憲老師(請

假) 

3、研究助理：力亞、玉雯、士瑋、百傑、雅雯、宜芳、鍇麟（請假） 

4、專任助理：佳惠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一次專題演講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邀請紀俊臣教授與臺中市計畫處處長廖靜芝女士前來針對台中縣市合併升

格後的發展願景進行專題演講。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10-15：00  紀俊臣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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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廖靜芝處長專題演講 

16：00-16：10  休息 

 

（三）演講題目：（內容參見附件） 

紀俊臣教授：合併改制直轄市：理想性與現實性抉擇。 

廖靜芝處長：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前景與規畫。 

 

廖處長與紀老師均指出，後續關於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議題，若本團隊需要

協助之處，再請告知，期能最有效的整合發展。當然也期待各位學界的老師，能

盡量提供意見，給予縣市政府參考。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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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6.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27.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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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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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二次專題演講第二次專題演講第二次專題演講第二次專題演講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0 月 24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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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學術特色研學術特色研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究計畫究計畫究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專題演講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 張力亞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公行系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9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9：50 到 11：

50 及下午 13：30-14：30。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暨大人文學院國際

會議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二次專題演講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1、校內老師：梁錦文主任、孫同文老師（請假）、廖俊松老師 

2、外校老師：東華朱鎮明老師（請假）、中興李長晏老師、彰師大黃建銘老師、

東海陳秋政老師、台南大許耿銘老師、吳宗憲老師 

3、研究助理：力亞、玉雯、士瑋、百傑、雅雯、宜芳、鍇麟 

4、專任助理：佳惠，及其他師生。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第一次專題演講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邀請考試院關中院長與臺灣大學社科院院長趙永茂教授前來針對「文官改

革」及「區域創新治理課題」兩項當前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三）演講題目：（內容參見附件） 

關中院長：文官制度與民主行政：從行政中立談起。 

趙永茂教授：縣市合併與區域治理的創新研究。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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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28.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9.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0.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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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聞稿 

關院長發表「文官制度與民主行政：從行政中立談起」專題演講  

秘書處公關科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4 日 

 

 

-------------------------------------------------------------------------------- 

 

 

  考試院長關中今（24）日上午應邀在南投縣國立暨南大學舉辦的「行政民主

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中，以「文官制度與民主行政：從行政中立

談起」為題發表主題演講指出，透過行政中立可以調和文官制度與民主政治的發

展，促進民主行政的達成，同時澄清若干對於行政中立法的誤解。行政中立法雖

然完成了立法，並不表示完成了行政中立文官體系的建構，但卻能藉由法制化來

促使行政中立政治文化的養成，為建立民主化政府向前邁進一大步。 

 

  這項研討會是由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考試

院、內政部等單位協辦。參加者包括：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長趙永茂、暨南大學

教務長蕭文、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系主任梁錦文等一百餘位國內公共行政學界教

授，以及考試院秘書長林水吉共襄盛舉，場面相當熱烈。 

 

  考試院長關中在演講中指出，行政中立法、公務人員基準法與政務人員法，

是建構我國文官體制的三項重要法案，其中行政中立法已於本年六月完成立法。

政府是可以改變的，政黨是可以輪替的，但行政是永續的，文官是永業的。行政

中立法的精神，在於保障常任文官專注於專業，不受政治干預，確保行政的公正。 

 

  關院長特別澄清指出，媒體報導行政中立法侵害學術自由其實是一大誤解。

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公立社會教育機構人員，如兼任行

政職務，握有行政資源，即為行政中立法準用對象，其立法精神，即在於掌握行

政資源者，應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 

 

  關院長並指出，我國的文官體制朝三元化發展，其一是政務人員，經由政治

任命，負責政治責任；其二是常務人員，經由考試永業行政，雖然享有保障，但

受到相當的限制；其三是企業用人，活化用人彈性，向民間進用優秀人才，紐西

蘭是最好的典範。 

 

  另外，關院長也表示，為吸引博士級傑出人才進入政府機構服務，為簡任文

官注入活水，提升簡任文官的政策規劃、管理能力，考試院積極推動修正考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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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法，為博士級人才擔任簡任 10 職等職務，取得考用法源依據。同時為鼓勵

公務員勇於任事、為民服務，考試院也全力推動考績法的修正，透過激勵方式，

讓官僚體系與人民的距離愈來愈近，以符合人民的期待。 

 

  關院長最後指出，考試院全力推動的國家文官學院相關法案，已經在本月

23 日完成立法程序，相信對於高階文官的發展性訓練，將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再造國家新文官的政策目標，即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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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暨大府際暨大府際暨大府際暨大府際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叢書叢書叢書叢書」」」」出版事宜出版事宜出版事宜出版事宜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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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暨大府際關係叢書暨大府際關係叢書暨大府際關係叢書暨大府際關係叢書」」」」出版執行成果報告書出版執行成果報告書出版執行成果報告書出版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8 月 12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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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s95106520@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8 月 12 日  14：00～15：35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公行系辦會議

室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暨大府際叢書第 9 冊出版說明會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本次會議主要參與者，包含校外的史美強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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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銘副教授

兼系主任（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究所）、朱鎮銘副教授（東

華公策所）及許耿銘助理教授（台南大行政管理學系）陳秋政助理教授（東海行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而校內出席老師部分為：江大樹教授、廖俊松副教授及張

力亞、林玉雯、曾士瑋、謝百傑、蔡雅雯、余宜芳與劉佳惠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暨大府際叢書第 9 冊出版說明會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為說明與討論暨大府際叢書第 9 冊之編輯與出版，期盼

藉由校內、外老師的對話與互動，激發彼此的想法，共同創造研究成果。 

（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暨大府際叢書第 9 冊出版事宜進行討論。 

（三）討論事項則： 

1、商議本期府際通訊之主題，並推舉撰稿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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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府際關係叢書」第 9 冊，暫訂名為：「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主編為廖俊

松 副教授。 

（2）預定篇數：共 12 章。包含：導論、去年（2008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

學術研討會 10 篇文章（如表 1）及結論。 

表 1 

作者 篇名 

江大樹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

授） 

張力亞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博士

生） 

社區營造社區營造社區營造社區營造、、、、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

構構構構：：：： 

「「「「六星計畫六星計畫六星計畫六星計畫」」」」的比較分析的比較分析的比較分析的比較分析 

趙永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陳雨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 

台灣鄉鎮級觀光治理之結構台灣鄉鎮級觀光治理之結構台灣鄉鎮級觀光治理之結構台灣鄉鎮級觀光治理之結構、、、、行動與行動與行動與行動與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台北縣淡水鎮個案分析台北縣淡水鎮個案分析台北縣淡水鎮個案分析台北縣淡水鎮個案分析 

孫同文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

授） 

林玉雯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博士

生） 

一個或多個政策網絡一個或多個政策網絡一個或多個政策網絡一個或多個政策網絡？？？？ 

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的個案分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的個案分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的個案分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的個案分

析析析析 

朱鎮明（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

授） 

府際間文化藝術補助業務的政策協府際間文化藝術補助業務的政策協府際間文化藝術補助業務的政策協府際間文化藝術補助業務的政策協

調研究調研究調研究調研究 

呂育誠（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府際合作概念與研究焦點的再定位府際合作概念與研究焦點的再定位府際合作概念與研究焦點的再定位府際合作概念與研究焦點的再定位 

李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副教授） 

從府際治理觀點探討社從府際治理觀點探討社從府際治理觀點探討社從府際治理觀點探討社區式長期照區式長期照區式長期照區式長期照

護政策之執行護政策之執行護政策之執行護政策之執行 

陳仁海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助理

教授） 

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以以以以

TEDS2005 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助理教

授） 

流域整治規劃個案之跨部門治理分流域整治規劃個案之跨部門治理分流域整治規劃個案之跨部門治理分流域整治規劃個案之跨部門治理分

析析析析：：：： 

以美國加州洛杉磯河為例以美國加州洛杉磯河為例以美國加州洛杉磯河為例以美國加州洛杉磯河為例 

陳嫈郁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助理

教授） 

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治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治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治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治

理理理理：：：： 

一個第二波韋伯歷史社會學派的觀一個第二波韋伯歷史社會學派的觀一個第二波韋伯歷史社會學派的觀一個第二波韋伯歷史社會學派的觀

點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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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松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

教授） 

許珈錚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

士） 

政策倡導之研究政策倡導之研究政策倡導之研究政策倡導之研究：：：：台中市大坑風景區台中市大坑風景區台中市大坑風景區台中市大坑風景區

之案例探討之案例探討之案例探討之案例探討 

 

決議： 

1、通過。    

2、出版進度：  

（1）已由佳惠與元照出版公司聯絡，確認封面、印製數量及字數估計等相關工

作，並積極進行核銷撥款。 

（2）預定於 11 月份將稿件送至元照出版公司，進行審查、編輯、校對、裝訂等

出版作業。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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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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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元照出版社通訊資料 

佳惠您好： 

  

        附件附上估價單，裡面我們分別就 500 本與 1000 本估算了兩種價格，請參

考，儒對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建議，煩請與我聯繫，謝謝您。 

  

敬  祝           鈞  安 

=================================== 

  元照出版公司版權組       吳 珮 蒨 

  Tel ：+886-2-23756988  Ext：131 

  Fax：+886-2-23703286 

  Add：100 台北市館前路 12 號 10 樓 

  E-mail：imid@mail.angle.com.tw   

==================================== 

元  照  百  科  網 http://www.anglepedia.com 

月旦法學知識庫 http://www.lawdata.com.tw 

==================================== 

 

----- Original Message -----  

From:From:From:From: NCNU-dppa  

To:To:To:To: 元照-吳珮蒨  

Sent:Sent:Sent:Sent: Thursday, October 08, 2009 11:13 AM 

Subject:Subject:Subject:Subject: Re: 府際關係新書發票事宜 

 

您好！ 

第一，書籍部分：  

1、開本、裝訂與封面設計皆沿用上一本，只換封面顏色！！ 

    2、印製數量（500 本），價格多少，與 1 千本差異多少？差價不多的話，

以一千本為主！ 

第二，內文部分：初稿更新如附檔；校稿完成後會再寄送。 

第三，發票部分：發票形式請開「兩聯」 

第四，帳款部分：帳款由學校直接轉帳。 

謝謝！                                                    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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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國際學術參訪心得報告國際學術參訪心得報告國際學術參訪心得報告國際學術參訪心得報告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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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日本學者參訪日本學者參訪日本學者參訪日本學者參訪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9 月 4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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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專題演講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日本學者前來參訪，並考察社區防災經驗 

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 張力亞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公行系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98 年 9 月 1 日-2 日（星期二、三）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暨大、埔里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日本學者參訪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校內師生：梁錦文主任、江大樹教授、廖俊松教授、社工系張英陣主任、潘中道

教授、土木系彭逸凡教授，及本系博士生梁鎧麟、碩士生許素英。 

國際參訪人士：明治大學中坉章副校長、青山教授、西村講師、飯塚講師、小森

研究員、若尾研究員、松岡研究員、佐佐木研究員。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研究日

本學者參訪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日本明治大學中村章副校長率領前東京都副知事(都長)青山佾教授以及明

治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團隊（西村講師、飯塚講師、小森研究員、若尾研究員、松

岡研究員、佐佐木研究員），於 9 月 1、2 日前來埔里與本系（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進行重建與防災經驗交流。 

本次明治大學防災研究團隊前來與本系進行防災經驗交流過程堪稱成功，本

系梁錦文主任表示此次的交流活動，對於臺、日雙方於防災工作上的學習是一大

進步，也建立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明治大學雙方交流的橋樑。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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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有機會，可以以重建經驗交流及社區營造的交流議題為主軸，而與日

本進行學術互訪活動。以做為未來學術研究結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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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32.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3.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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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心得報告（撰稿人：梁鎧麟博士生） 

日本明治大學副校長中村章教授率領該校防災研究中心團隊日本明治大學副校長中村章教授率領該校防災研究中心團隊日本明治大學副校長中村章教授率領該校防災研究中心團隊日本明治大學副校長中村章教授率領該校防災研究中心團隊 

與本系進行交流與本系進行交流與本系進行交流與本系進行交流 

    日本明治大學中村章副校長率領前東京都副知事(都長)青山佾教授以及明

治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團隊（西村講師、飯塚講

師、小森研究員、若尾研究員、松岡研究員、

佐佐木研究員），於 9 月 1、2 日前來埔里與本

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進行重建與防災經驗交流。由本系梁錦文主

任、江大樹教授、廖俊松教授、社工系張英陣

主任、潘中道教授、土木系彭逸凡教授，及本系博士生梁鎧麟、碩士生許素英，

共同接待，並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林幼婷擔任此次訪問團隨團翻譯。 

    9 月 1 日由梁錦文主任及江大樹教授陪同明治大學防災研究團隊，前往新故

鄉文教基金會附設桃米社區見學園區，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先生，

進行災後社區營造推動的經驗交流。事後至本校參觀。中午再至埔里鎮菩提長青

村用餐，並由菩提長青村村長陳芳姿、總幹事王子華進行災後老人安置相關課題

進行簡介。餐後於菩提長青村，進行兩校防災經驗交流，與會的有明治大學中坉

章副校長、青山教授、西村講師、飯塚講師、小森研究員、若尾研究員、松岡研

究員、佐佐木研究員、

本系梁錦文主任、江大

樹教授、廖俊松教授、

社工系張英陣主任、潘

中道教授、土木系彭逸

凡教授、前埔里鎮長張

鴻銘、埔里鎮社會課長

吳元明、長青村村長陳芳姿、總幹事王子華等，針對臺、日兩地於防災課題的經

驗交流。會後並前往南投縣埔里鎮水頭里睦鄰救援隊進行參訪，水頭里居民熱烈

歡迎明治大學防災研究中心的到訪，並於過程中與明治大學防災研究中心進行熱

烈的經驗交流，明治大學防災研究團隊也對於台灣的防災工作甚感讚嘆，該團對

表示在日本要有居民主動參與防災工作實屬困難，台灣居民能夠自主參與防災工

作，其運作模式值得日本政府參考。隔日（2 日）由本系在職專班學生林幼婷，

陪同明治大學防災研究團隊前往霧峰「921 地震教育園區」參觀。 

    本次明治大學防災研究團隊前來與本系進行防災經驗交流過程堪稱成功，本

系梁錦文主任表示此次的交流活動，對於臺、日雙方於防災工作上的學習是一大

進步，也建立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明治大學雙方交流的橋樑。梁錦文主任也預

計於 10 月底 11 月初前往日本明治大學參訪，進一步討論兩校於往後的學術交流

與合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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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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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廖俊松教授赴南昌訪問執行報告廖俊松教授赴南昌訪問執行報告廖俊松教授赴南昌訪問執行報告廖俊松教授赴南昌訪問執行報告 

填表日期： 98 年 9 月 15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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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專題演講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赴大陸學術訪問交流事宜 

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填表人姓名 張力亞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公行系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18135395 e-mail 95106901@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98 年 9 月 6-11 日。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大陸江西南昌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廖俊松教授赴南

昌訪問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 

校內老師：梁錦文主任、廖俊松老師 

（二）參訪單位：南昌大學及南昌工程學院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 

2009 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廖俊松教授赴南昌訪問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2009 年 09 月 06~11 日本系廖俊松及梁錦文兩位老師赴江西省南昌訪問，分

別拜訪南昌大學及南昌工程學院。訪問期間，先後會晤南昌大學周文斌校長、程

祥國副校長、鄭克強書記、校長辦公室主任李鳴教授、港澳台辦公室主任蔣麗萍

教授、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耿炎教授、公共管理學系廖曉明教授、藝術與設計學院

院長解路軍教授與音樂系主任董衛紅教授等人，並商討兩校合作事宜。期間也參

觀了該校的藝術樓、生命科學展覽館與工程實驗館等。該校周文斌校長同時也請

兩位老師邀請本校許校長和鈞訪問該校。 

 

三、建議 

期望藉由這次交流，可增進兩校學術研究結盟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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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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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4.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35.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6.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張力亞 江大樹  

備註：本執行成果報告應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提出，並影印乙份送本校研

究發展處綜合企畫組存參，正本由計畫執行單位留存，待繳交計畫成果時一併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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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赴大陸南昌大學交流心得報告 

2009 年 09 月 06~11 日本系廖俊松及梁錦文兩位老師赴江西省南昌訪問，分

別拜訪南昌大學及南昌工程學院。06 日上午 07:30 兩位老師乘華信航空公司

AE1819，在香港轉機後，於當天下午 13:04 抵達南昌。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系

前主任、江西省諮議陶學榮教授接機，隨即入住南昌大學內之前湖大廈。 

訪問期間，先後會晤南昌大學周文斌校長、程祥國副校長、鄭克強書記、校

長辦公室主任李鳴教授、港澳台辦公室主任蔣麗萍教授、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耿炎

教授、公共管理學系廖曉明教授、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解路軍教授與音樂系主任

董衛紅教授等人，並商討兩校合作事宜。期間也參觀了該校的藝術樓、生命科學

展覽館與工程實驗館等。該校周文斌校長同時也請兩位老師邀請本校許校長和鈞

訪問該校。 

南昌大學建校於 1940 年，前身為國立

中正大學，後於 1993 年改為南昌大學，

2005 年更將江西醫學院合併，成為目前江

西的學術首府，學生八萬多人，教職員約

兩萬人，是故也是中國大陸的重點學校之

一。該校有醫學院、人文學院、藝術與設

計學院、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

主義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理學院、生命科學與食品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機電工程學院、建築工程學院、信息工程學院、

教育學院、軟件學院、基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太陽能光伏學院、繼續教育

學院、國際交流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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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梁兩位老師也拜訪了南昌工程學

院，受到該學院院長扶名福教授伉儷、國

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揭永明教授以及該院

管理系鄧麗明主任以及經濟系萬文平主任

等接待，並商討兩校未來合作事宜。 

該學院前身是 1958 年創建的江西水利

電力學院，是一所以工為主，經濟、管理、文學、理學、農學等學科為輔的學院。

學生共有 17,000 餘人，教職員共 1,100 餘人。內有水利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學系、

生態環境學系、機械與動力工程學系、電氣與電

子學系、計算機科學系、理學系、管理工程學系、

經濟學系、人文社會學系、外國語文學系、藝術

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與國際教育學院等。 

廖、梁兩位老師也在偷得浮生半日閒，在南

昌大學的安排下，也分別參觀了南昌的滕王閣、

八大山人故居、八一紀念館以及廬山，當然也到南昌的書店購買圖書，以作研究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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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府際研究中心網頁更新與資料庫建置府際研究中心網頁更新與資料庫建置府際研究中心網頁更新與資料庫建置府際研究中心網頁更新與資料庫建置 

2009 年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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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更新執行成果報告書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更新執行成果報告書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更新執行成果報告書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更新執行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  98 年 11 月 2 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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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活動類別 

▓指導與諮詢小組會議    □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文章  □讀書會 

□鼓勵計畫團隊成員（含研究生）申請各式研究計畫 

□其他 

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填表人姓

名名名名 
劉佳惠 

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服務單

位位位位 

公共行政與政

策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師/研究人員 

□博士生■專任助

理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980066523 e-mail s95106520@ncnu.edu.tw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自 98 年 11 月 2 日  14：00～15：35 
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活動地

點點點點 

府際關係研究

中心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建置與更新會議 

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成果摘要 

一、內容摘要 

（一）參與人數：本次會議主要參與者，包含江大樹教授及張力亞、曾士瑋、劉

佳惠、方韻喬、與陳依柔等。 

（二）主協辦單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三）會議名稱（中、英文）：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建置與更新會議 

 

二、重要結論或研究成果 

（一）內容摘要： 

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為說明與討論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建置與更新，期盼

藉由計畫主要參與成員間的對話與互動，激發與彙整各項意見，以使中心的最新

動態能完整呈現。 

（二）開會討論議題： 

本次開會議題，主要是針對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建置與更新事宜進行討論。 

（三）討論事項則： 

1、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建置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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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關係研究

的資訊交流平台。值此，於網頁內容中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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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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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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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功能。再者，本年度也將積極投入「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名詞解釋

及議題分享工作，希望藉由這兩項的資料建置，能提供國內各校對此領域

有興趣的師生，有初步知識學習的空間。 

 

決議： 

1、未來持續辦理，並蒐集文獻與學術社群、研究議題等相關資料，以擴建資料

庫內容。 

2、定期網頁維護、更新。 

 

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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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38.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令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9. 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劉佳惠 江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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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公告首頁公告首頁公告首頁公告    

    
    

中心簡介中心簡介中心簡介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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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出版刊物出版刊物出版刊物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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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名詞解釋與議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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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98989898 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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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社群相關學術社群相關學術社群相關學術社群    

    
    

聯絡我們聯絡我們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