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研究緣起
一、計畫概述
本系成立至今已逾十年，系所發展特色上主要可從幾個面向進行說明：教學
方面，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更關注對當前現實問題的正確掌握與深入解讀；在
研究方面則著重問題解決策略取向和政策反省批判能力的養成；在實務運作上，
重視與中部地方政府、基層社區、以及非營利組織間之交流與合作，倡導公民社
會理念、夥伴關係，參與基層鄉鎮社區營造、協助地方政府提升治理能力；在國
際合作上，著重以國際會議、研究合作、交換學生等方式，促進國際學術交流；
同時規劃爭取國際組織之實習機會，積極培養國際行政與政策管理人才；在未來
發展方向上，建立以地方社群為主體的發展取向和以國際組織行政與合作政策為
重點的教學與研究。綜上所述，本系特色軸心可具體劃分為「地方治理與府際關
係」以及「國際組織」兩大範疇。其師資與教學研究的發展面向乃依循這兩大軸
線進行建構，冀望能結合國內外政經動態的認知與分析，重建及發展適應本土需
求的公共行政與公共政策相關理論。
回顧過去十年發展，本系最引以為傲的乃是成立全國唯一一個「府際關係研
究中心」，特別針對我國府際關係、跨域管理、社會科學、地方治理、永續發展
等議題進行深入研究，並陸續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出版八冊的府際關係叢
書，提供國內學術與實務社群作交流與參考。2006 年，本系獲教育部核准成立
「博士班」，進而成為完全系所（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在職專班）。值此
時刻，本系需重新思索接續進入下一個十年的整體發展願景。慶幸的是，此刻學
校願意提供協助各系進行為期三年的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故希望藉此一方面爭取
學校的補助計畫，另方面結合校內及校外老師申請為期三年的國科會整合型計畫
補助；期望透過雙管齊下的方式，積極且嚴謹地建構出本系「府際關係與地方治
理」研究領域上的成果。
本系冀望透過此一「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發展特色計畫達成下列
幾項發展目標：
1、持續深化本系的研究教學特色發展，並積極累積「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
學術研究的成果，建構出在地研究特色，並與國際接軌、交流互動。
2、藉此機會提供本系同仁個別發展的空間，以「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為
核心進行相關研究整合，強化本系學術特色與一致性。
3、以本系同仁研究為核心，結合校內、校外資深與優秀學者進行整合，促
進多元對話，積極學習與成長。
4、透過此計畫為核心，並搭配由本系孫同文教授及台大趙永茂教授等八人
所共同合作申請的國科會三年期整合型計畫：
「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
從理論分析到實證研究」，相輔相成，一方面進行相關實證研究，一方面鼓勵相
關成員進行學術發表，以極大化本計畫之價值與效益。

1

二、整體研究架構
本系學術研究特色三年計畫主要是以「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為其核軸線，
並分支為四大面向，分別為：「地方治理與府際體制」、「社區營造與原住民政
策」、「國際交流與地方行銷」、「公民社會與福利服務」，藉此整合本系「府
際關係」與「國際組織」兩大領域，共同勾勒出整體研究發展架構，促使本計畫
研究可以進行在地深化並與國際接軌。個別研究面向上，依據個人專長，進行建
構，作最精確與深入的研究。整體研究架構圖像如下：

孫同文教授、江大樹教授
吳若予副教授、趙永茂教授
朱鎮明副教授、李長晏助理教授

地方治理與府際體制

翁松燃教授
孫同文教授
梁錦文副教授
廖俊松副教授
趙永茂教授
賴文儀助理教授

國際交流
與
地方行銷

府際關係
與
地方治理

公民社會
與
福利服務

江大樹教授
廖俊松副教授
李玉君副教授
黃源協教授
張英陣副教授

社區營造與原住民政策

江大樹教授、廖俊松副教授
林吉郎副教授、彭國棟助理教授
鄭文良講師、潘英海副教授
邱韻芳助理教授、容邵武助理教授
圖 1-1、「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整合型架構圖
本次「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將劃分為四種類型進行架
構，以下將作各分組介紹：
（一）地方治理與府際體制
本研究主要範疇聚焦於當前台灣地方治理的地方政府、府際關係體制，進行
深入的探討，藉以完整分析台灣當前地方治理體制上的缺失與改善之道。本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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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將配合以孫同文教授主持的「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從理論到實
證研究」之國科會整合型三年計畫進行。
（二）社區營造與原住民政策
本組研究範疇將鎖定當前地方基層社區積極熱絡活動的社區營造政策。從九
二一地震後，南投縣境內許多社區乃逐漸的興起變革意識，並配合政府、非營利
組織、學術社群的積極輔導，乃累積出相當豐碩與多元的成果，並逐漸成為深具
特殊性的台灣經驗。著眼於此，本系又位居於南投境內，並長期積極參與此區塊，
於似欲藉由此次機會更積極且完整的進行相關的研究與成果累積。
其次，原住民議題近年來亦受到相當的重視，在相關議題上包含：原住民自
治區、社區營造、部落活化、觀光議題等等都是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深處於南
投縣，擁有邵族、賽德克族、平埔族等多元文化，本系欲藉此機會，結合相關領
域的老師進行深度研究與瞭解，期望能累積特殊的研究價值。
（三）國際交流與地方行銷
本系在教學與研究發展上，其中「國際組織」乃為重點項目。暨大所在地埔
里近年來持續推動Long Stay與日本進行密切互動，以及日月潭、清境等觀光地
區資源，如何進行地方國際行銷亦是南投未來在整體發展上必須重視的。於似，
本計畫冀望藉此機會，由翁松燃教授進行整合、指導，帶領系上相關的研究老師、
學生，針對地方政府國際交流議題進行研究。
（四）公民社會與福利服務
公民社會議題近年來一直受到相當的重視，也是學術社群研究的重要議題。
本系亦在研究所課程開設「第三部門專題」，且幾位老師亦積極參與本校「公民
社會研究中心」的相關工作，同學在研究上意逐漸的著重於非營利組織、公民社
會研究議題。基於這些理由，本系欲藉此機會，由相關的老師結合社工系長期互
動的老師針對此一議題進行更廣闊與積極的研究，一方面累積研究成果，另方面
也回饋於教學，培養學生證卻的公民意識並加以實踐。
其次，也相針對與公民社會有關的福利議題既行研究，瞭解當前我國整體社
會福利政策的缺失與改革之道。藉以豐富本系整體的學術研究特色，不再只局限
於僵硬的公部門體制。
本次學術研究特色整體四大面向計畫，除了「地方治理與府際體制」將結合
國科會申請進行三年研究外，其他三項則有賴於其他單位的協助，在獲取協助之
前，亦欲向學校爭取相關的經費，提供此三面向的老師進行研究之用。藉以促使
整體相關老師積極的參與與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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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型研究計畫重點說明
表 1-1、整合型計畫第一年工作目標
年份
第一年

預期計畫內容

目標

（1）理論：
「府際關係、政策類型」
、
「政策類型、釐 清 相 關 理 論 與 文
網絡治理」之理論整理與建構；
獻，建構第二年本研
（2）公共政策文獻：
「各項類型公共政策」文獻 究架構。
回顧、整理，瞭解國內哪種類型的政策研究比較
多；
（3）若干子計畫個案研究。

子
計
畫
一

子
計
畫
二

總計
畫兼
子計
畫三

子
計
畫
四

理論釐清、建構
管制型
政策

自我管制

分配型
政策

子
計
畫
五

子
計
畫
六

子
計
畫
七

若干個案研究
重分配
型政策

功能型
政策

型政策

府 際 關
係、政策
類型、與
網絡治理
理論建構

研究架構
擬定

圖 1-2、整合型計畫第一年整合架構圖
說明分工整合情形：
1、子計畫一：進行「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理論建構、整合型研
究架構擬定；
2、子計畫二：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管制性政策與自我管制政策的
理論比較分析；
3、總計畫兼子計畫三：我國高科技產業政策之府際治理與政策執行理論整理；
4、子計畫四：大台中地區社區營造治理網絡比較；
5、子計畫五：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劃分關係現狀描述，理論、文獻整理；
6、子計畫六：政策類型與府際政策網絡—管制性與分配性政策的理論、文獻整
理研究；
7、子計畫七：長期照護政策變遷與府際治理網絡理論、文獻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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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年整合型參與老師及計畫名稱
（一）研究指導小組
為求「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特色研究計畫案的內容更斟完備，增進研
究的能量，遂擬邀請校外針對「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此一領域有專門學術研究
經驗之教授，組成研究指導與校外專家小組，共同進行計畫內容及各項子計畫相
關議題的討論。此部分，一方面可以藉此邀集對本計畫相關議題有興趣及專精的
學者專家共同參與討論，一方面亦可以此計畫作為整合國內跨域有關「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理」研究之知識交流平台，期望藉此共同激盪出對計畫案以及相關「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優異的想法與議題。
表 1-2、第一年研究指導小組
所屬 計畫執 總計畫名稱
學院 行單位

總計畫
主持人 成員

指導小組名單
姓名

服務 所屬單位 職稱
機構

人文 公共行 ＊府際關係 江大樹 成員 1 趙永茂 國立 政治學系 教授
政與政 與地方治理 教授 （兼召
台灣
策學系
集人）
大學
成員 2

紀俊臣 東海 政治學系 教授
大學

成員 3

史美強 東海 行政管理 教授
大學 暨政策學
系

（二）整合型研究第一年各計畫項目
表 1-3、第一年整合型計畫表
計畫項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總計畫兼
子計畫三

孫同文 暨南大學公共行 教授
政與政策學系

我國高科技產業政策之府際治理
與政策執行

子計畫一

江大樹 暨南大學公共行 教授
政與政策學系

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
理：理論整合與架構初探

子計畫二

趙永茂 台灣大學政治學 教授
系

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
－管制性政策與自我管制政策的
比較分析

子計畫四

廖俊松 暨南大學公共行 副教授 地方政府社區政策網絡治理之研
政與政策學系
究：理論分析與台中市實務案例

子計畫五

吳若予 暨南大學公共行 副教授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的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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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政與政策學系

方財政劃分關係—理論面向之探
討

子計畫六

朱鎮明 東華公共行政研 副教授 政策類型與府際政策網絡—管制
究所
性與分配性政策的比較研究

子計畫七

李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 副教授 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變遷與府際治
策與公共事務研
理網絡之研究－理論文獻探討
究所

子計畫八

陳仁海 暨南大學公共行 助理教 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
政與政策學系
授
以TEDS2005為例

子計畫九

陳嫈郁 暨南大學公共行 助理教 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
政與政策學系
授
治理變革

五、第一年相關子計畫摘要說明
子計畫一（江大樹教授）
題目：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理論整合與架構初探
府際關係是公共政策運作的場域。實務上在推動政策執行過程中常需中央與
地方政府，甚至於其他團體的共同合作方得以有效落實。然而，本整合型計畫欲
針對當前地方政府層級在推動公共政策時，所遭遇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與網絡
治理環境問題，進行理論與實證的研究。在整合型計畫中，本子計畫主要是針對
相關理論、實證案例整合、歸納、比較的部分。
在第一年，本子計畫主要針對「府際關係、政策類型與網絡治理」相關的理
論與國內外相關論點進行全面性的整理，建構出整合型計畫的完整性理論，作為
其他子計畫的理論基礎，進行整合型研究架構擬定，以作為未來整合型後續兩年
的研究基石。
子計畫二（趙永茂教授）
題目：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管制性政策與自我管制政策的比較分析
主要係釐清地方政府的政策類型及其治理網絡相關研究文獻(包括研究專
書、期刊論文、碩博士論文、研究計劃及官方相關出版品與網站資料)，進行內
容分析與文獻檢討，進而建構本計畫的理論基礎、分析架構，以及本研究進行地
方政府參觀單位、訪談對象以及訪談問題結構，使三年計劃的分析與檢證體系更
為完整。
總計畫兼子計畫三（孫同文教授）
題目：我國高科技產業政策之府際治理與政策執行
預定完成關於高科技政策制定當時的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分析；高科技產
業政策、科學園區開發、府際關係、網絡治理及政策執行的國內、外文獻檢閱，
包含個案（竹科、中科及南科）相關文獻的整理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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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廖俊松副教授）
題目：地方政府社區政策網絡治理之研究：理論分析與台中市實務案例
第一年計畫目標：
「釐清相關理論與文獻，建構本研究架構」
。主要工作項目：
1、綜合整理國內外有關網絡治理之相關理論與模式。2、檢視 1990 年代以來國
內所有有關於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之專書、研究報告與期刊文章，分析歸納我國
社區政策發展之脈絡與網絡。3、進行台中市社區政策治理網絡之調查研究。
子計畫五（吳若予副教授）
題目：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關係—理論面向之探討
民主轉型理論與地方自治理論之討論。由府際間財政劃分所導引出的資源與
權力分配關係為架構，討論府際間財政劃分之政治效果與民主轉型、地方自治間
關連。第一年主要工作內容：各類相關理論文獻之蒐集，研讀，並嘗試研擬可用
於實證分析之理論架構。
子計畫六（朱鎮明副教授）
題目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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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子計畫係透過府際政策網絡的角度，分析管制性政策、分配性政策的政
策制定與執行體制。管制性政策雖是權威當局設定一致性的管制規則，如禁止某
些不法行為、進行價格的管制、設定品質標準和分擔配額，或是規範以指導政府
機關或標的團體採取某些行動。但是，管制政策能否獲得順從，讓標的團體遵守
管制行為，涉及府際之間政策網絡的互動情形。
近來學界逐步採行「管制治理」觀念，希望建立管制者、被管制者之間的對
話與協商，強化共同目標的達成。在此，本項子計畫將以小三通此一管制性政策
對探討對象，建立府際政策網絡與執行的運作架構。
其次，近年來台灣的垂直府際關係有逐漸變成「委外—競爭」的互動方式，
中央與地方不僅可各取所需，地方政府還可透過社區網絡經營，發揮施政自主，
這樣的趨勢很有探討的價值。近年來，花蓮縣政府爭取中央各項專案型的「委外
--競爭型」的分配性政策，這會不會使雙方垂直府際之間的互動結構、網絡與管
理有何影響與衝擊，令人期待。
因此，以下本項子計畫將從以下幾個項目，說明第一年的研究構想。
1、在理論部分：本研究子計畫將建立府際政策網絡的理論與概念性架構。
預計進行的工作包括：廣泛蒐集有關政策網絡、府際關係、地方治理的相關國內
外文獻，以了解目前府際政策網絡的研究現狀與成果，累積了那些的網絡研究知
識，以建構本項子計畫的分析架構。
2、公共政策文獻部份：政策是府際互動與政策執行的內涵，但是，是否不
同政策類型會有不同的執行網絡結構與結構？網絡結構如何影響政策的內涵與
執行？本項子計畫將以管制性政策與分配性政策為研究內涵，釐清管制性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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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策的政策類型特性。未來將以文獻回顧、整理方法，瞭解國外與國內政策類
型研究成果。
3、在子計畫的個案研究方面，以小三通政策以及花蓮縣作為場域：過去有
關小三通的研究，經常是兩岸關係與大陸研究的範疇。不過，這類的研究有很明
顯的國家之間權力互動競爭的特色，甚至缺少社會科學理論架構的支撐，使得相
關研究成果輕薄短小，大抵都是時論、政論性研究。
事實上，小三通政策具有濃厚的政府干預色彩，比較可能造成零合賽局，但
是從地方政府（金門與連江縣）來說，干預性的政策工具，卻也影響地方施政自
主的空間，侷限了在地生活的施展可能性。因此，管制的方法除了達成管制的目
的所可能採取的政策工具和執行措施之外，應該可以從政策體制、工具、以及管
制革新與治理的角度，探討小三通政策的成效以及府際政策網絡。本研究的第一
年，計畫將小三通政策的緣起、發展、成效、現狀等進行資料整理，以作為第二
年個案深度研究的基礎。
在另一項個案研究，本研究子項目將以花蓮縣政府為研究重心，探究這幾年
該縣與中央在「委外—競爭」型政策專案中的互動情形。近年來，中央各部會推
出不少政策專案，改變以往雨露均霑、齊頭式平等分配方法，鼓勵地方政府兼顧
政策目標與地方施政遠景，提出結合地區特色的提案參與競爭。本研究的第一
年，計畫把這些特殊政策專案的緣起、內涵與委託狀況進行初步的資料整理，以
作為第二年個案深度研究的基礎。
子計畫七（李長晏助理教授）
題目：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變遷與府際治理網絡之研究－理論文獻探討
本計畫主要觀察在我國的長期照護政策下，不同層級的政府部門為相同政策
提供服務與施加管理的執行狀況與機制，採用縱向分析與橫向分析交互運用的方
式說明長期照護政策在政府組織之間變遷的過程。所謂縱向分析即利用時間序列
來觀察長期照護政策的源起、演進、形成和制度上的轉變，進行內容分析；而橫
向分析則透過府際關係模式之間所形成的複雜的網絡式互動關係，進而探究不同
層級的政府組織在相同政策下對行動者的管理措施、提供服務的情況與各相關政
策、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及應對機制。藉此建構本研究計畫的理論基礎、分析架構。
同時，導入學者 G﹒Peters 和 J﹒Pierre（2005）所提出治理能力的『空間』
（應用多層次治理）
、
『時間』
（應用垃圾桶決策模式）和『結構』
（應用網絡治理）
三種面向，在和 Christensen（1999）主張府際關係的四個面向之分析架構－『垂
直關係』、『水平關係』
，『時間演展』與『決策模式與機制』，兩者相互結合、交
叉比對，以進而建構兩邊在概念上有符合之處，加以整合形成分析架構。亦即，
利用此兩組概念構築我國府際關係模式與政策類型之間的意涵及關係，並將理論
應用於實際案例－「長期照護政策」之上，使之概念化。最後則針對政策運行的
現況提出反省、檢討以及建議。
此外，本計畫主要以縣市層級府際關係為分析單位，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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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理論文獻探討和分析架構構築，另一方面採深度訪談與問卷調查，進行台灣
本土案例實證研究。其中，第一年主要以分析檢討所有長期照護政策之相關文
獻，以及府際關係文獻，針對全國博碩士論文、期刊文章、研究計畫等再次進行
內容分析，使三年計畫的理論驗證及分析結果更趨於完善。
子計畫八（陳仁海助理教授）
題目：縣市首長選舉與中央政府施政：以 TEDS2005 為例
2005 年三合一選舉雖為地方層級的選舉，但是卻被解讀為對陳水扁總統的
期中考試。因此選舉結果已無法單純的從選民的政黨認同，及對候選人的評價進
行解釋。本文使用 TEDS2005 大型面訪資料並以投票選擇作為自變數，在四個選
區中各自建立五個模型試圖去描繪各地區受訪者態度的差異。
子計畫九（陳嫈郁助理教授）
題目：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國家職能與治理變革
本研究試圖從第二波韋伯歷史社會學（see Hobson, 1998, 2001）學派中國家
理論的觀點來討論全球化與民主化中國家職能的變遷問題與國際（外部）、國家
內部公、私部門的理想分工型態、權力結構與分層治理議題。其目的在於透過上
述的理論推論（theoretical inference ）來重新定義國家於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疆
界、角色與功能，並論證「全球化與民主化中的治理」並不需要建立在國家疆界
是否已被其他權力結構與行動者侵蝕的兩難辯證上。
六、第一年計畫的目標
1、「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網頁全面改版更新
2、「府際關係與公共治理研究通訊」發行
3、主辦1場國內「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4、協辦1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與地方治理議題學術研討會
5、至少邀請2位國際（非大陸、港澳學者至少1名）學者到校學術訪問
6、研究團隊成員相關學術研討會10篇
7、研究團隊成員SSCI、TSSCI相關期刊論文至少5篇
8、培養碩士學生 5 位，與指導教授合作共同進行期刊投稿
9、藉此訓練本系博士班學生研究技巧與知識累積2人
10、至少持續出版1本「府際關係」系列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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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第一年工作項目分配表
表1-4、整合型第一年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老師

助理

其他

計畫總協調與報帳

江大樹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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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際關係網頁維護

曾士瑋

「府際關係與公共 吳若予老師
治理研究通訊」發行

陳姿玲、 兩個月為一期；主題擬定與邀稿
林家如、
楊凱婷

邀請國外學者訪問

林玉雯

孫同文老師

學術工作坊

重新結構網頁、定期更新資訊

1～2 位
3 場次

校內 Seminar
書籍出版

廖俊松老師

至少出版 1 本「府際關係」系列叢
書

辦理研討會

廖俊松老師
吳若予老師

1、主辦 1 場「地方治理與府際關
係」
2、協辦 1 場國內有關「府際關係
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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