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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執行成果自評
第二年度的研究計畫，係從 3 月份開始執行，迄 12 月底截止。回顧將近 10
個月的研究期間，本研究團隊利用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平台，進行校內與校外研
究團隊的整合。按去年的預定期程，「府際研究中心」除辦理若干行政工作外，
也積極鼓勵各個參與團隊的老師進行學術論文的發表及其他研究案的申請。相較
於第一年，研究團隊成員的成果，今年度可說漸入佳境，且成效不錯。將近一年
的時間，研究團隊成員不論是在國科會申請補助、非國科會研究案補助申請部
分，都有顯著成長，並且超過去年的預定值，其中國科會共獲 7 案補助，約計有
300 萬元的經費補助。其次，非國科會研究補助者，共計 10 案，共累積約 780
萬元的研究經費。（詳如下表 3-1）
在研究成果部分，TSSCI 與 SSCI 的論文發表，也較去年成長，共有 5 篇，
期望經過兩年度努力，在第三年可以更加成長。在其他期刊部分，共計 19 篇，
也比預定值 10 篇、97 年度的 14 篇成果較為豐碩。在研究過程中，團隊成員也
積極參與國內外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共參與 9 場國際研討會、16 場次的
國內相關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51 篇的研討會論文。同時，本計畫團隊也主辦一
場次「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會，協辦一場次「彰化地方治理學術
研討會」研討會（彰師大公民教育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及一場「第六屆地方自治
與府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就學術參與的積極
性與研討會論文的發表量而言，是甚具成效。府際中心也鼓勵各個老師評估各個
研討會論文並加以修正，期能持續投稿期刊進行發表。
專書出版部分，研究團隊除自行出版「暨大府際關係叢書」第 8 本、及第 9
本（編輯中），研究成員也積極參與「國內及兩岸三地」的其他專書撰稿與共同
出版作業，此將有助於學術成果的擴散性。共計參與 8 本專書出版作業。再者，
研究團隊成員也積極投入國內學術社群的公益服務，擔任多個學會、期刊的委員
及編輯，期能對學術界能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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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博士生的培養部分。除老師積極參與「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
外，同時也帶領著若干同學進行論文寫作與發表。今年度共有 16 位碩士生進行
研究論文 final 及論文撰稿。另外，本系（暨大公行系）博士班，也積極培育「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學術新生命，目前共計有：五位博士生（暨大公行系：張
力亞、林玉雯、曾士瑋、謝百傑、梁鎧麟）參與本計畫，並積極發表論文。
最後，為求學術交流之用，本團隊成員（江大樹教授、廖俊松副教授）在下
半年度也獲得日本明治大學中村章副校長的邀請，擔任其訪台期間，參訪九二一
地震社區防災的參訪顧問，期能藉以重他們的親身參與經驗中獲得寶貴經驗，並
尋求未來的合作機會。此外，本團隊廖俊松副教授於 10 月乃邀請南京大學魏姝
教授前來課作研究與教學，魏教授專長為社區研究，訪台客座期間，也參與本團
隊的學術研討會，並與團隊成員江大樹教授、張力亞博士生進行臺灣社區營造政
策的經驗對話，廖俊松副教授也協助其參訪中部其他社區的機會。
總的來說，綜觀第二年度的「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之計
畫執行成果在自評部分，比起第一年是更具進步，成效屬「良好」。也逐漸的重
新擦亮本系在國內的「府際關係研究」學術特色研究的招牌，並獲學界廣泛肯定。
冀望未來能在既有基礎上，持續獲得學校的學術特色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以作為
研究成果再次精進的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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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成果概述
表 3-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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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評鑑
類別

建教
合作
計畫
數

學術
性
期刊
論文

項目

單位

97 年
達成值

98 年
目標值

98 年
達成值

國科會計畫核
准

件數

---

2

4

7

金額(百萬元)

---

0.899

1.5

3

非國科會之
政府單位計畫

件數

---

1

2

10

金額(百萬元)

---

1.4

1

約 7.8

產學合作計畫
案

件數

---

金額(百萬元)

---

其他技術服務
案

件數

---

金額(百萬元)

----

AHCI

篇數

SSCI

篇數

---

TSSCI

篇數

---

SCI

---

--

---

1

1

1

4

4

篇數

---

---

SCI&EI

篇數

---

---

其他

篇數

研討
會

96 年
數據

---

14

10

19

---

16

10

51

---

1

1

---

1

1

3

9

學術性研討會
論文

篇數

主辦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協辦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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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加國內
學術研討會

場次數

---

10

5

16

國際,外文

本數

---

1

備註

論文

學術
性
研討
會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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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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特色研究計畫
評鑑
類別

項目

學術
性職
位及
獎項
培養

單位

96 年
數據

97 年
達成值

---

3

國內及兩岸,
中文

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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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獲頒學術性獎
項與榮譽

人次數

碩士

人次數

博士

人次數

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

98 年
目標值

2

98 年
達成值

備註

10
---

---

6

---

12

---

1

---

---

---

10

5

16

---

3

---

5

件數

---

----

件數

---

---

2

21

研究
生人
數
專利
權
申請

邀請國外學者
短期訪問

其他

---

1

說明：
說明：

填表人：張力亞

計畫總主持人：江大樹

填表日期:

11 月

2009 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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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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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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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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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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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成果明細
（一）國科會計畫補助
1、江大樹，「台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之研究」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8 月 至 99 年 7 月 ， 行 政 院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計 畫 編 號 ： NSC
98-2410-H-260-043），執行中。
（經費：432,000 元）
2、孫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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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中。
（經費：448,000 元）
3、史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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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編號：），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中。
（經費：534,000 元）
。
4、朱鎮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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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
號：）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6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三
年期）
，執行中。
（第三年經費：425,000 元）
。
5、陳秋政，
「我國行政改革的倫理機制與運作程序之研究（Ι）」
，任共同主持人（江明
修計畫主持人）
，民國 98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執行中
（經費：645,000）
。
6、李長晏，
「台中科學園區與台中都會區永續發展的互動治理─互動過程、制度分析與
發展策略」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7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計畫編號：NSC 97－2621－M－005－008），已完成。
7、
「應用議價模型分析區域合作的影響因子：北台區域合作與高高屏區域合作的比較之
經驗研究」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7 年 8 月至 98 年 7 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5－032）
，已完成。
（二）其他研究案補助
1、江大樹教授，「農村再生計畫與社區人力資源活化運用之研究」
，任計畫主持人，民
國 97 年 7 月至 98 年 11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委託，執行中。
（經費：
1,400,000 元）
2、江大樹，
「國姓鄉鄉志纂修計畫案」，任政治篇撰稿人（潘英海教授主持）
，民國 98
年 1 月至 99 年 6 月，南投縣國姓鄉公所委託，執行中。
（經費：2,490,000 元）
3、江大樹，
「三都十五縣政策規劃研究」
，任協同主持人（蕭全政教授主持）
，民國 98
年 2 月至 99 年 6 月，內政部委託，已結案（經費：800,000 元）。
4、江大樹，
「觀光民宿管理之政府職能與角色分析」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2 月至
98 年 11 月，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委託，執行中。（經費：500,000 元）
5、江大樹，「98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營造輔導站（埔里區工作計畫）
」
（計畫編號：
982203007-E）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5 月 12 日-98 年 12 月 31 日，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委託（經費：45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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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秋政，「提升女性消費族群保障之策略」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7 月至 98 年
12 月，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執行中。
7、陳秋政，
「我國公共服務滿意度調查之研究（RDEC-RES-097018）
」
，任協同主持人，
民國 97 年 9 月至 98 年 7 月，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已結案。
8、吳宗憲，「台商子女教育問題之研究」
，任協同主持人，民國 98 年 4 月-11 月，行政
院陸委會委託（經費：800,000）
。
9、吳宗憲，
「動物保護行政組織政策執行力之研究」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8 年 1 月-12
月，行政院農委會委託（經費：600,000）
。
10、
「台灣都會治理問題之研究」
，任計畫主持人，民國 97 年 8 月至 98 年 8 月，行政院
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計畫編號：RDEC－RES－097－008）
，已完成。
（三）TSSCI/SSCI 論文
1、江大樹、張力亞（2009）
。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一個標竿學習的實證研究。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 (2009 年 6 月)，頁 61-125。
2 、 Milan Tung-Wen Sun. 2009.“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An Application of PPG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8: 250-261.（SSCI）
3、黃建銘，2009，
〈我國首都機能移轉之研究：日本規劃經驗之啟示〉
，
《公共行政學報》
，
31，第 149-185 頁。
4、李長晏、曾淑娟，2009，
〈北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之比較〉
。
《臺灣民主季刊》
，
第六卷，第二期 (2009 年 6 月)，頁 1-60。
5、李長晏、林煥笙，2009，
〈中央與地方協力夥伴關係之分析—以台中縣潭子段旱溪整
治工程為例〉，
《公共行政學報》，31，頁： 49-100。
（四）其他期刊論文
1、江大樹、曾士瑋，2009，
〈全球城市競爭與全觀型治理的新思維：兼論柏林經驗對台
中縣市合併升格之啟示〉
，
《研習論壇月刊》
，第 101 期，頁 5-23。
（已有檔案）
2、Sun, Milan Tung-Wen (2007/2008)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acting Out in Taiwan’s
Local Governments: An Application of Q Methodology,” Operant Subjectiv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 Methodology, (October/July) 31:38-59. (2009 年出版)
3、廖俊松，2009，
〈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能：以社會資本為中心的地方治理觀〉
，
《研習
論壇月刊》
，第 101 期，頁 39-52。（已有檔案）
4、廖俊松，2009，
〈全球化觀點下的政府治理〉
，
《T&D 飛訊》
，第 79 期，頁 1-31。
（已
有檔案）
5、朱鎮明，2009，
〈都會治理與府際互動—以美國看薩斯都會區為例〉
，
《府際關係研究
通訊》
，6，頁 4-6。
6、朱鎮明，2009，
〈新加坡發展綜合度假村決策過程暨賭場控制法之研究〉
，
《國會月刊》
，
37：4，頁 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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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建銘，2009，
〈三都十五縣與地方民主發展〉
，
《中國地方自治》
，717，第 19-27 頁。
（已有檔案）
8、黃建銘，2009，
〈三都十五縣府際關係之探析〉
，
《研習論壇》
，101，第 53-63 頁。
（已
有檔案）
9、李長晏，2009，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之設計與選擇〉，
《研習論壇月刊》，第 101
期，頁 24-38。
（已有檔案）
10、李長晏，2009，
〈協力治理觀的都會治理能力建構-一個分析架構的提出〉
，
《府際研
究通訊》，6，頁 7-12。
11、李長晏，2009，
〈英國跨域治理的制度發展〉，
《研考雙月刊》
，32：5，頁 34-45。
12、李明芬、黃明月、鄭勝分、陳秋政、林淑娥（2009）非營利組織在推動終身學習社
會的發展與策略。成人及終身教育雙月刊，第 21 期，頁 44-53。
13、許耿銘，2009，
〈協力理論在跨界人力資源管理的應用—以「政府機關與績優民間
機構人才交流實施辦法草案」為例〉
，
《文官制度季刊》
，第一卷第三期，頁 55-79（已
有檔案）
14、吳宗憲，2009，
〈公私「協力」抑或公私「挾利」
：兼論中山先生對資本的主張〉
，
《孫
學研究學報》，6，頁 97-120 。
15、吳宗憲，2009，
〈非營利組織辦理兩岸文教交流活動時的策略性順服行為〉
，《國家
發展研究》
，9：2，頁。
16、張力亞，2009，
〈市民環境主義的社區實踐：以台南市金華社區為例〉，
《第三部門
學刊》
，第 11 期，刊登中～。
17、廖嘉展、張力亞，2009，
〈
「在地長期培力」對災後重建的反省與對話〉
，
《府際關係
研究通訊》
，4，頁 8-14。http://research.ncnu.edu.tw/proj5/newsletter/articles/廖嘉展和
張力亞--在地長期培力對於災後重建的反省與對話.pdf
18、陳秋政，2009，
〈都會河川之跨部門治理分析初探：台中市筏仔溪為例〉
，《府際關
係研究通訊》，第八期。
（即將出版）
19、許耿銘，2009，
〈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檢視台灣流域管理的現況〉
，《府際關係研究通
訊》
，第八期。
（即將出版）
（五）研討會論文
1、江大樹、梁鎧麟，2009，〈從長期照顧到老有所用：菩提長青村的創新治理分析〉，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主辦 2009 年「台灣政治學年會記學術研討會」論文
（98.11.21-22，新竹市）
。
2、江大樹、曾士瑋，民國 98 年 10 月，
「臺中都會區的全球競爭力與全觀型治理初探」，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
會論文（98.10.24-25，南投縣埔里鎮）
。
3、江大樹、鄭健雄，民國 98 年 10 月，
「觀光民宿管理之政府職能與角色分析」
，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臺灣公共治理與政策實務」研討會論文（98.10.16，台
北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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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同文，2009，
〈府際關係與地方自治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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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治理理論與經驗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2009.11.14）
。
5、林玉雯、孫同文，2009，
〈產業政策對都會治理的影響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發表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
南投埔里）
。
6、廖俊松、張力亞，2009，
〈民主行政與都會公民參與：以臺中市城鄉新風貌計畫為例〉
，
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
（2009.10.24-25：南投埔里）
。
7、廖俊松、張力亞，2009，
〈區域治理的策略方案研究：以北臺區域治理為例〉
，
「提昇
公共管治能力，強化區域行政合作─兩岸四地慶祝澳門回歸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
（2009.5.15：澳門）
。
8、謝百傑、史美強，2009，〈都會治理網絡課責之研究〉
，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
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南投埔里）
。
9、朱鎮明，2009，
〈競爭型計畫與地方治理能力之提升〉，發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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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06.24：
宜蘭）
。
10、朱鎮明，2009，
〈競爭型計畫與地方治理〉
，發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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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地 方 治 理 理論 與 經 驗 國 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2009.11.14）
。
11、朱鎮明，2009，
〈競爭型計畫與地方治理之關係研究—台灣縣市政府基層主管的實
證調查〉
，即將發表於 2009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11.6-7：三
峽）
。
12、黃建銘，2009，
〈我國母語教育政策之探析：家庭、學校、社會〉，「公民社會與國
家教育政策及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
13、黃建銘，2009，
〈新臺中直轄市之鄉鎮市區行政區域重劃之研究：都會治理觀點的
檢視〉
，
「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14、黃建銘，2009，
〈三都十五縣與區域治理〉
，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2009 年縣市長選
舉與地方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15、黃建銘，2009，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課程設計之探析〉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主編)，
《民主深化過程中的國家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45-274。
16、黃建銘，2009，
〈從民主治理觀點論新臺中直轄市之行政區劃策略〉
，發表於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南投
埔里）
。
17、黃建銘、王慧中，2009，
〈從地方治理論彰化縣田尾鄉地方產業行銷之經營策略〉，
發表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究所主辦「彰化地方
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1.6）
。
18、黃建銘，2009，
〈正視母語消逝的危機：本土語言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即將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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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主辦「2009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09/11/21-22）
19、李長晏，2009，
〈八八水災之多層次治理問題分析與機制設計〉
，佛光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第八屆地方發展策略研討會：災難治理與地方永續發展暨第五屆公
共事務與公共行政青年論壇》論文集。
20、李長晏，2009，
〈北台區域治理聯盟運作模式之探討： 制度演化、治理結構及運作
評價〉
，發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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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地方治理理論與經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9.11.14）
。
21、李長晏，2009，
〈企業型市長治理特質之研究：以企業型政府理念與城市經理制肇
始〉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第六屆地方治理與城鄉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2、李長晏，2009，
〈從協力治理觀點探討南投縣花卉嘉年華之觀光行銷〉
，中華大學行
政管理學系第四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3、李長晏，2009，
〈從政策終結理論探討台南縣總爺國小裁併過程〉，「民主治理理論
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李長晏，2009，
〈都會治理能力之分析：以台中都會區大眾運輸為例〉
，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2009 年縣市長選舉與地方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5、李長晏，2009，
〈都會區公共閒置空間之問題建構與活化策略--以彰化縣鹿港鎮圖書
藝文中心為例〉
，2009 年 TASPA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全球化心公
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6、李長晏，2009，
〈縣市合併治理運營之後設問題分析：以台中縣市為例〉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第四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7、李長晏，2009，
〈縣市合併後都會永續治理對區域發展影響之問題分析：以台中都
會區為例〉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行政民主與都會永
續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南投埔里）。
28、李長晏、吳淑樺，2009〈從社區營造觀點探討彰化縣地方治理之問題與策略－以鹿
港鎮南勢社區為例〉
，發表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
究所主辦「彰化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1.6）
。
29、李長晏、潘競恆、林煥笙，2009，〈地方政府協力治理之理論與實務－以嘉義縣朴
子溪環境污染整治計畫為例〉
，2009 年 TASPAA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 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30、陳秋政、梁筑雅，2009，
〈八八水災之跨部門治理網絡與問題分析：以六龜災區為
例〉，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
（2009.10.24-25：南投埔里）
。
31、Chen, Chiu Cheng et al. (2009) Reinventing the Public Training Agencies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 Case of Taiwan. Presented to The 36th ARTDO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 HRD Conference. Penang, Malaysia.（10.4~6）
32、陳秋政，2009，
〈跨部門治理與台北縣環境永續案例分析〉
，發表於「公民社會跨部
門治理論壇」
。台北市：台北縣政府、台北縣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國立政治大
學公企中心。（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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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Chen, Chiu Cheng et al. (2009) Reinventing Strategies of Oral Examination in Taiwan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Presented to I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09: Rio de Janeiro.
Rio de Janeiro, Brazil.（08.3~8）
34、陳秋政，2009，
〈都會流域整治議題之跨部門治理架構研究〉
，發表於「第三屆公共
治理與地方事務學術研討會」
。新竹市：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主辦。
（6.20）
35、陳秋政、彭俊亨，2009，台灣公益信託實務發展之分析：公益行動的蹊徑，發表於
「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踐研討會（TASPAA 2009 年會）
」
。高
雄市：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主辦。
（5.23）
36、Chen, Chiu Cheng (2009) The Challenge of Oral Examination for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in Taiwan: Cases, Evidences, and Solutions. Presented to The 2009 ASP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iami, Florida.
（3.20~24）
37、許耿銘，2009，
〈從網絡關係檢視台灣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因應：能源技術服務業
之個案分析〉，2009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11.6-7：三峽）
。
38、許耿銘，2009，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建構生態城市要素之初探〉
，發表於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南投埔
里）
。
39、許耿銘，2009，
〈建構台灣都會區生態城市之理論初探〉
，第四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
論壇與第十七屆環境管理與都會發展研討會。
40、許耿銘，2009，
〈兩岸三地溫室氣體排放比較之初探：環境治理公平性之觀點〉
，第
五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
41、許耿銘、毛志維，2009，
〈南韓與日本對京都議定書因應機制之比較研究：政策網
絡觀點制之比較研究：政策網絡觀點〉
，2009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年會暨「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
42、許耿銘，2009，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協力關係之研究〉，
「公民社會與人權發展」學
術研討會論文。
43、吳宗憲，2009，理性選擇途徑下的公私夥伴關係-英國動物福利政策經驗對台灣的
啟示，
「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兩岸 NGO 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中華公共事務管理
學會。
44、吳宗憲、曾凱毅，2009，交易成本理論下台北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第五
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主題－變革世界中的公共管理:挑戰、機遇及創
新)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
45、吳宗憲，2009，〈我國寵物業管制政策初探-交易成本理論觀點〉，即將發表於「中
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6-7：三峽）。
46、吳宗憲，2009，
〈台北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中的多重代理問題〉
，發表於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研討會論文集（2009.10.24-25：
南投埔里）
。
47、吳宗憲，2009，
〈多元代理人下的台北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
，2009 台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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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
與實踐」研討會論文
48、吳宗憲，2009，
〈A Study on the Pet Industry Regulation in Taiwan 〉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imal Welfare.
49、吳宗憲，2009，
〈我國寵物業管制政策之初探〉
，發表於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主辦「公民社會與人權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5.13）
。
50、廖嘉展、張力亞，2009，
〈臺灣非營利組織在震後社區重建的角色與運作：以新故
鄉文教基金會培力桃米生態村為例〉，發表於文建會主辦，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承辦
「921 社區重建國際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2009.9.21-23：南投埔里）
。
51、李台京、林玉雯，2009，
〈地方政府的學科成長與挑戰〉
〉
，發表於玄奘大學主辦「2009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09/11/21-22）
（六）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
1、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主辦，「第六屆地方治理與城鄉發展學術研討會」
（2009.4.16：新竹）
。
2、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辦，「公民社會與國家教育政策及制度學術研討會」
（2009.5.2：臺中）
3、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行 政 管 理 學 系 主 辦 「 公 民 社 會 與 人 權 發 展 」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2009.5.13）
。
4、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主辦，2009TASPAA「全球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
與挑戰：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5.23-24：高雄）
。
5、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主辦，2009 年「民主治理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2009.6.5）
。
6、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主辦，
「第三屆公共治理與地方事務學術研討會」
（6.20：
新竹市）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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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宜蘭）
。
8、 東海大學政治系主辦，「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2009 年縣市長選舉與地方發展學術
研討會」
（2009.07.4：臺中）
。
9、 台北縣政府、台北縣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主辦，
「公民
社會跨部門治理論壇」
。
（8.11：台北市）
10、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主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兩岸 NGO 的發展對社會的影
響研討會（2009.9.5-6：高雄）。
1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辦，
「民主深化過程中的國家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9.6-7：台北）
。
12、 行 政 院 研 究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主 辦 「 臺 灣 公 共 治 理 與 政 策 實 務 」 研討 會 論 文
（98.10.16，台北市）。
1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主辦「行政民主與都會永續治理」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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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98.10.24-25，南投縣埔里鎮）
。
1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究所主辦「彰化地方治理學
術研討會」
（2009.11.6）
。
15、 2009 年台北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主辦「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11.6-7：三峽）
。
16、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學系主辦 2009 年「台灣政治學年會記學術研 討會」
（98.11.21-22，新竹市）
。
（七）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含兩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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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治理理論
與經驗國際研討會（2009.11.14）
。
2、文建會主辦，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承辦「921 社區重建國際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
（2009.9.21-23：南投埔里）
。
3、Chen, Chiu Cheng et al. (2009) Reinventing the Public Training Agencies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 Case of Taiwan. Presented to The 36th ARTDO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 HRD Conference. Penang, Malaysia.（10.4~6）
4、Chen, Chiu Cheng et al. (2009) Reinventing Strategies of Oral Examination in Taiwan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Presented to I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09: Rio de Janeiro. Rio de
Janeiro, Brazil.（08.3~8）
5 、 Chen, Chiu Cheng (2009) The Challenge of Oral Examination for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in Taiwan: Cases, Evidences, and Solutions. Presented to The 2009 ASP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iami, Florida.
（3.20~24）
6、吳宗憲，2009，
〈A Study on the Pet Industry Regulation in Taiwan 〉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imal Welfare.
7、湖北省科學技術協會等主辦，第四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論壇」與第十七屆「環境
管理與都會發展研討會」
（2009 年 10 月 16-19 日：武漢）
8、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主辦，第五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主題
－變革世界中的公共管理:挑戰、機遇及創新)（2009 年 8 月 20-21 日：香港）
。
9、2009 年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提昇公共管
治能力，強化區域行政合作─兩岸四地慶祝澳門回歸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
（2009.5.15：澳門）
。
（八）專書論文
1、江大樹、張力亞，2009，〈
「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營造之角色與策略：以『桃米生態
村』為例」
〉
，收錄於余遜達、趙永茂主編，
《參與式地方治理研究》
（頁 246-270）
，
浙江大學出版社（大陸：浙江）。
2、江大樹、蕭欣怡，2009，
〈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
『宜蘭經驗』及其省思〉
，收錄於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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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松主編，《地方永續發展 －台灣與大陸的經驗》
（頁 69-106）
，台北市：元照。
3、黃建銘，2009.04，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課程設計之探析〉
，載於國家教育研究
院籌備處(主編)，
《民主深化過程中的國家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5-274
頁)，臺中：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4、黃建銘，2009.08，
〈落實我國母語教育政策執行之困境分析與因應政策：家庭、學校
與社會的觀點〉
，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編)，
《公民社會與國家教育政策及制
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5-274 頁)，臺中：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5、陳秋政，2009，
〈公民社會指標之結構面向分析：一個流域整治規劃過程的觀察〉，
收錄於江明修主編《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
（頁 37-64）
。台北：智勝文化出版社。
6、陳秋政，2009，
〈跨域治理與府際關係〉
，收錄於《當代行政學》
，台北：一品出版社。
7、陳秋政，2009，
〈高階人力資源發展：跨部門的比較〉
，《人力資源管理》，台北：三
民書局。
8、張力亞，2009，
〈地方政府培力社區的課題與變革省思：以南投縣政府社造政策為例〉
，
收錄於蔡淑梨教授主持《臺北縣文化指標系統建置及 96 年統計報告研究計畫》專家
論述篇（台北縣：板橋）
。
9、廖俊松，2009，
〈地方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之策略〉
，收錄於廖俊松主編，
《地方永續
發展 －台灣與大陸的經驗》
（頁 36-65）
，台北市：元照。
10、廖俊松，2009，
〈永續發展與治理職能革新：臺中市的經驗分析〉
，收錄於廖俊松主
編，《地方永續發展 －台灣與大陸的經驗》
（頁 109-144）
，台北市：元照。
11、李長晏、曾淑娟，2009，
〈跨域治理結構之比較分析：以北台與高高屏區域夥伴聯
盟為例〉，收錄於王漢國主編，地方治理與發展策略（頁 43-76）
，台北：韋伯。
12、李長晏、莊旻達，2009，
〈企業型市長治理特質之研究：以企業性政府理念與城市
經理制為肇始〉
，收錄於郭耀昌主編，公共治理與地方事務(3)（頁 33-64）
，新竹：玄
奘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九）主辦或協辦的研討會
1、考試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共同主辦，
「都會永續治理與行政民主」學
術研討會，於暨南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2009.10.24-25）
。
2、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花蓮縣政府、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國立東華大學公共
行政研究所暨歐盟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第六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學術論壇~全球
地方治理理論與經驗國際研討會（2009.11.14）
。
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究所主辦，
「彰化地方治理學
術研討會」
，於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白沙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2009.11.6）
。
（八）專書出版（共同出版、獨自出版）
1、廖俊松主編，2009，
《地方永續發展：臺灣與大陸的經驗》
，台北：元照出版。
2、廖俊松主編，2009 即將出版，《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政策類型觀點》
，台北：元照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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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明修、陳定銘、鄭勝分、陳秋政，2009，
〈社會企業：理論與政策〉，台北：智勝
文化出版社。
（十）培養研究生人數（碩士，論文名稱）
1、王子華，2009，
《老有所用的社造理念與實踐過程－「菩提長青村」個案研究》，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2、梁鎧麟，2009《老人互助社區之網絡治理與組織自主性-以埔里鎮菩提長青村為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3、黃瑋菱，2009，
《台北縣升格準直轄市之過程與影響評估：議程設定的研究途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4、賴雲山，2009，
《公部門實施人力派遣對員工態度之影響—以財政部印刷廠為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5、鄭和，2009，《鄉村型社區營造之網絡治理策略──南投縣國姓鄉梅林社區個案研
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6、陳國興，2009，
《領導力與地方治理：桃園縣長朱立倫之個案研究》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7、林彰聰，2009，
《從公私協力制度探討台灣國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ETC)事件之
研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8、劉佳惠，2009，
《台中市社區營造網絡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碩士論文。
9、蕭憶珊，2009，
《非營組織與企業夥伴關係之研究：以博幼基金會為例》，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10、陳志維，2009，
《從社會資本觀點論澀水社區營造動力積累與消耗》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撰稿中。
11、鍾美玲，2009，
《社會企業創新擴散模式之研究》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碩
士論文，撰稿中。
12、陳慧珊，2009，
《O-Power，社會企業創新實踐之旅》，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
系碩士論文，撰稿中。
13、趙性中，2009，
《非營利組織客觀責任實踐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台中教區附設身
心障礙機構」為例》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撰稿中。
14、新城市定位、轉型與治理-以高雄縣市改制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個案探討。國立
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撰寫中）
15、以人員編制探討我國災害防救組織的設計─以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為例。國立台
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撰寫中）
16、陳柏宇，2009，
《企業對政府兩岸經貿管制政策順服之研究》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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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改善方向
回顧 2009 年第二年度的「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特色計畫成果，
在第一年的團隊合作與研究成果基礎上，就整體研究成果而言，是有明顯成長。
首先，在 TSSCI 及 SSCI 的研究論文中，第二年共有 5 篇論文發表，並有若
干仍在送審當中。此外，就第一年「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研究成果而言，也正
在編輯作為第九本「暨大府際關係叢書」進行出版。展望未來，本團隊也要求各
個參與第二年研究計畫的成員，依據「都會永續治理與行政民主」研討會的論文
評論人之修改建議，持續進行研究內容的修正，待第三年度進行「暨大府際關係
叢書」之專書出版。同時，也鼓勵各個老師將其研究成果向相關期刊進行投稿，
俾利研究成果的推廣與累積。
其次，在研究計畫申請部分，第二年度的「都會永續發展的全觀型治理：
台中都會區之前瞻性研究」整合型研究計畫，也獲國科會的支持與經費補助，並
配合學校學術特色研究，業已累積初步研究成果，期待第三年能再接再厲，更積
極的針對臺中縣市合併後的議題進行研究，並於明年能提出若干政策建議，以供
臺中縣市政府進行參考。展望未來，本團隊除持續爭取本校學術色特研究經費補
助，也將積極向國科會提出「整合型研究」的計畫申請，並同時向其他政府部門
申請研究計畫，促使研究具備加成效果，以累積本團隊的研究能量。
第三，在府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組織運作上。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除延
續前一年度的網頁更新、編輯出版「府際研究通訊」
、舉辦「學術工作坊」
，也積
極於網頁中建置「府際關係名詞解釋」
、
「研究資料庫」等，期能充實府際中心網
頁的內容。展望下一年度，將更積極地辦理上述若干府際研究的相關工作，豐富
化府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心網站的內容，據以累積本校府際關係研究的學術特色。
第四，就辦理「府際關係」研討會部分。本年度持續舉辦國內的「府際關係」
學術研討會，並邀請考試院關中院長及台大社科院趙永茂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展
望第三年度，本研究團隊將擴大研討會的辦理，邀集國外針對「府際關係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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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的學者及國內有興趣研究該議題的碩博士生進行論文發表，期能充實
我國「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的學術研究成果。
第五，鑑於這兩年舉辦「學術工作坊」的成效不錯，不僅可以提供參與研究
團隊的老師定期聚會討論的機會，也能藉此機會邀請校外諮詢顧問及實務工作者
進行研究指導，這對於整體研究學習而言，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值此，未來將「擴
大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參與及對話」
：期盼透過「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特色
研究計畫平台，邀集國內此一領域之研究學者進行研究交流與徵詢意見，累積「府
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究之資本。
最後，在「府際研究通訊」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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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能透過務實的檢討，並以漸進的方式近作不斷的改善與精進，以將本學術
研究特色計畫的經費補助發揮極大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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