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治理期刊 

作者 出版年 篇名 期刊 卷期頁數 
劉佩怡 2008.06 臺灣行政區域調整的規劃理路 通識研究集刊 13: 頁

131-146 
洪毓甡 2008.05 從英、日地方治理能力評鑑機制探

討我國推動之可行性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31:5=365: 頁
102-109 

丹明發 2008.05 迎向地方治理之宜蘭縣人事業務

發展策略 
人事月刊 46:5=273: 頁

24-28 
陳百齡 2008.05 新竹第一保正蘇鴻元的醫生家族 竹塹文獻雜誌 41: 頁 87-98 
朱鎮明 2008.03 媒體評鑑地方政府績效之研究--以

天下及遠見兩雜誌為例 
公共行政學報(政
大) 

26: 頁
105-140 

呂育誠 2008.02 地方治理與公務人員專業形象再

定位 
人事月刊 46:2=270: 頁

14-25 
林淑馨 2007.12 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利組織協力

關係之分析--以橫濱市和箕面市為

例 

行政暨政策學報 45: 頁 73-114

陳德昇 
陳陸輝 

2007.12 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

方治理策略 
中國大陸研究 50:4: 頁

57-85 
趙永茂  2007.12 英國地方治理的社會建構與發展

困境 
歐美研究 37:4: 頁

593-633 
林文凱 2007.12 地方治理與土地訴訟--清代竹塹金

山面控案之社會史分析 
新史學 18:4: 頁

125-187 
朱健剛 2007.07 文化嵌入：國際 NGO 與中國地方

治理的關係研究--以珠三角為例 
亞洲研究 55: 頁 75-98 

趙永茂 2007.03 從地方治理論臺灣地方政治發展

的基本問題 
政治科學論叢 31: 頁 1-38 

徐仁輝 2007.03 多層級治理與財政收支劃分 財稅研究 39:2: 頁
27-37 

王麗雲 2007.02 地方教育治理模式分析 教育政策論壇 10:1: 頁
189-228 

高永光 2007.02 地方治理與地方民主 研習論壇 74: 頁 1-6 
趙永茂 2007.02 臺灣地方治理的發展策略與方向 研習論壇 74: 頁 7-14 
呂育誠 2007.02 今日地方政府採行治理的問題與

展望 
研習論壇 74: 頁 15-27 

林吉郎 2007.02 邁向永續社區發展的地方治理模

式--以竹山鎮大安社區為例 
研習論壇 74: 頁 32-44 

仉桂美 2007.01 由地方治理與鄉鎮法律地位論我 考銓 49: 頁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Requery.txt&qstr=632c302c41553de999b3e999b8e8bc9d204368656e20204c752d6875656920242c32302c302c32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Requery.txt&qstr=632c302c41553de8b699e6b0b8e88c82204368616f202059756e672d6d617520242c32302c302c32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Show.txt&qstr=632c3933303031343734&s=ncl9show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Show.txt&qstr=632c3933303031343734&s=ncl9show


國城鄉之均衡發展 125-141 
朱景鵬 2006.12 府際關係管理與行政效能強化之

研析 
研考雙月刊 30:6=256: 頁

64-76 
陳琳淳 2006.12 大甲鎮地方民俗與文化市鎮治理

之研究 
思與言:人文與社

會科學雜誌 
44:4: 頁
153-231 

劉金順 2006.12 地方治理的稅制省思 中國房地產研究 3: 頁 1-21 
郁建興 2006.07 商會與政府、企業間的互動：基礎

與途徑--以浙江省溫州市為例 
非政府組織學刊 1: 頁 1-21 

劉金順 2006.07 地方治理的財源困境--以稅制為例 競爭力評論 9: 頁 31-60 
莊文忠 2006.06 書評：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 From Thatcherism to 
New Labour [轉型中的地方治理：

從柴契爾主義到新工黨] by Gerry 
Stoker [蓋瑞．史托克] 

臺灣民主 3:2: 頁
197-202 

黃建銘 2006.03 論地方治理法制之建構：區域政府

觀點 
中華人文社會學

報 
4: 頁 104-122

林義煊 2005.09 Comparison on the Local 
Governance of Kaohsiung and Los 
Angeles City Councils 

中國行政評論 14:4: 頁
75-93 

柳金財 2005.08 當代中國地方治理的發展：城市居

民委員會治理模式之比較分析 
弘光人文社會學

報 
3: 頁 358-403

張釗嘉 2005.06 城市外交之理論與實務--以臺北市

為例 
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期刊 
13:1=28: 頁
55-93 

黃源協 2005.06 從「強制性競標」到「最佳價值」

--英國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績效管理

之變革 

公共行政學報(政
大) 

15: 頁
131-163 

呂育誠 2005.03 地方治理意涵及其制度建立策略

之研究--兼論我國縣市推動地方治

理的問題與前景 

公共行政學報(政
大) 

14: 頁 1-38 

李台京 2005.02 新竹市的城市外交，1990-2004 師大政治論叢 4: 頁 1-44 
陳振偉 
耿曙 

2004.12 揮別發展型國家？昆山地方治理

模式的轉型 
政治學報 38: 頁

141-174 
紀俊臣 2004.10 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事務合作 研考雙月刊 28:5=243: 頁

25-38 
李長晏 2004.10 全球化治理：地方政府跨區域合作

分析 
研考雙月刊 28:5=243: 頁

55-65 
劉煒仁 2004.06 中國大陸加入世貿組織後地方治

理模式的變遷--某城區俯視的角度

復興崗學報  80: 頁 93-129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Requery.txt&qstr=632c302c41553de9bb83e6ba90e58d94204877616e6720205975616e2d7368696520242c32302c302c32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Requery.txt&qstr=632c302c41553de880bfe69b99204b656e67202053687520242c32302c302c32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Show.txt&qstr=632c3739303035373332&s=ncl9show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Show.txt&qstr=632c3739303035373332&s=ncl9show


陳志瑋 2004.05 行政課責與地方治理能力的提昇 政策研究學報 4: 頁 23-45 
朱鎮明 2004.04 公共諮商：商議式民主的初階論--

兼論對臺灣聽證制度的啟示 
兩岸與國際事務 1:2: 頁 69-95

廖石 2003.09 從「地方治理」的思潮變遷探討「社

區賦權」在鄉村發展政策中的定位

與課題 

城市與設計學報 15/16: 頁
93-115 

仉桂美 2003.07 新區域主義下之我國都會區政府

的協力關係 
公務人員月刊 85: 頁 34-46 

許文傑 2003.06 地方治理與發展策略：宜蘭經驗的

回顧與展望 
佛光人文社會學

刊 
4: 頁 169-194

林水波 
李長晏 

2003.05 標竿學習與地方治理能力 中國地方自治 56:5=645: 頁
4-32 

 

http://veri.library.ncnu.edu.tw/ncl-cgi/hypage51.exe?HYPAGE=Search_Requery.txt&qstr=632c302c41553de69d8ee995b7e6998f242c32302c302c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