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自治碩博士論文 

作者 出版年 出處 題目 電子檔 
郭正宗 2009 國立宜蘭大學建築

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碩士班 

地方自治條例執行後現行公共管線

整合資訊平台有效方案之研究 

√ 

蕭文俊 2008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臺灣地方自治

發展影響之研究 

 

李乾龍 2008 輔仁大學科技管理

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公家事業單位績效評估及策略之擬

定--以三重市政府事業管理單位為

例 

 

譚智方 2008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演變-以司法院釋

字第 553 號為例 

√ 

梁力平 2008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研究所 
臺灣省級議會在臺灣民主發展中的

地位──以中央增補選以前為期 

√ 

蘇玉坪 2008 國立台北大學法律

學系一般生組 
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就警察事務權

限劃分之研究－以日本法制為借鏡 

√ 

毛嘉奇 200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在職

進修碩士班 

官派鄉(鎮、市)長核心能力之研究─
以臺北縣鶯歌鎮為例 

√ 

柯週仁 2007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我國行政區劃與地方政府層級之研

究 

 

劉東隆 2007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凍省修憲過程之探討  

王娟娟 2007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我國鄉鎮市民代表會組織功能之研

究－以新莊市民代表會為例 
 

楊峻華 2007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

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彰化市里組織結構與功能之研究  

李長曄 2007 東吳大學法律學系 論公法人從事競爭行為的法界限 -
以地方自治團體為中心 

√ 

許春生 2007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地方自治團體分擔健保費之評析  

王進清 2007 國立成功大學歷史

學系碩博士班 
戰後新營基層選舉之研究  

陳燕蕙 2007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 鄉鎮市公所組織變遷與人力配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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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研究所專班 研究－以臺南縣永康市公所為例 

林錦輝 2007 國立高雄大學法律

學系碩士班 
地方自治團體執行委辦事項之資訊

公開 

√ 

許瓊文 2007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 
地方政府行政行為法律效力之研究  

王秀如 200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在職進修

碩士班 

戰後台中縣地方派系與地方發展---
以縣議會為中心(1950~1994) 

 

鍾金蘭 2007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由鎮公所業務之演變探討台灣地方

自治之變遷－以通霄鎮公所為例 

 

陳俊榮 2007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論地方性公民投票法制問題 √ 

謝開 2006 中國文化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鄉鎮市行政層級對自主權之影響  

康保瑜 2006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

政策研究所 
廚餘回收政策與執行的探討─以宜

蘭縣為例 

√ 

高美莉  2006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中央與地方府際衝突之研究  

蔡宜真 2006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我國引進地方自治團體訴訟可行性

之研究 

 

游凱詒 2006 國立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地方議會自律權之研究-以高雄市議

會為個案 

√ 

李阿興 200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在職

進修碩士班 

村里長定位之研究─以台北縣五股

鄉為例 

 

劉青峰 2006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 
從宏盛帝寶看臺北市建築管理制度  

蔡秀玲 2006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

研究所 
台灣首屆縣市長選舉之研究（1950
～1951） 

 

羅映佳 200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行政區劃與單一選舉區劃分-以高雄

市縣合併為例 

 

周泰維 2006 臺灣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 
文化國家與文化政策之租稅優惠  

陳昀秀 2006 臺灣大學歷史學研

究所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何達仁 2006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從行政組織法原理論警察法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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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 
呂月鳳 2006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金門縣議會組織變遷之研究  

邱玉霞 2006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委辦事項在桃園縣實踐之研究  

童潔瑛 2006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連江縣地方立法權之研究 √ 

陳菁萍 2006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連江縣村幹事角色與職權轉變之研

究 

√ 

李文鵬 2005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連江縣推行公共造產以改善地方財

政之研究 

√ 

蔡是民 2005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縣(市)地方行政首長人事任用權之

研究 ─以金門縣長為例 

 

吳鎮宇 2005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地方自治團體負擔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補助款之合憲性研究-以地方財

政權與社會保險為基礎 

√ 

陳呈生 2005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臺北市地方自治條例立法資訊計量

研究 

 

施裕勝 200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台灣省參議會運作功能之研究 - 以
行政區劃政策為例 

 

梁瑞蘭 2005 銘傳大學法律學系

碩士班 
我國公務人員俸給法制之研究 √ 

申梨花 2004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從孫中山先生訓政思想檢證俄羅斯

之轉型 

 

吳宗器 2004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金門地區實驗戰地政務及其制度轉

型之研究 

 

徐名慶 2004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鄉鎮市公所組織職權功能之研究  

臺鑑文  2004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鄉鎮市公所與代表會互動之研究---
以中和市為例 

√ 

王定國 2004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鄉鎮市地方派系之研究－以平溪鄉

為例 

 

林肇雄 2004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

所 
我國鄉鎮市民代表會運作之問題與

探討 

 

吳君麗 200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陳儀與台灣光復初期的政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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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研究所 光復接收到二二八事件前 

游兆昌 2004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中央與地方爭議解決法制之研究  

葉明祓 2004 國立中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臺灣鄉鎮層級地方派系之研究-以屏

東縣鹽埔鄉為例 

 

羅朝勝 2004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鄉鎮市調解之研究 √ 

吳坤發 2004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

碩士學程在職進修

專班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地方自治發展

之研究 

√ 

陳錫榮 200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 
廢除鄉鎮市自治選舉對基層公務人

員素質影響之研究 

 

朱真慧 2004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縣(市)政府組織權及人事任用之研

究 

 

林谷蓉 2004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精省後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之研究  

歐如程 2004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理論與實際  
黃幼中 200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在職

進修碩士班 

地方自治法制化後臺北市府會關係

之研究 

 

蔡志昇 200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我國地方自治立法權之研究  

劉金順 2004 開南管理學院公共

事務管理學系碩士

班 

我國地方政府財源自主性之研究─
以地方稅制為例 

 

曾明德 2004 國防管理學院法律

研究所 
我國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分析 √ 

王麗虹 2004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我國中央與直轄市府際關係之發展

與展望 

√ 

李傑松 2004 義守大學管理科學

研究所 
鄉鎮市財政困境與改善策略之研究 √ 

謝正君 2004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考試院對地方自治團體組織權之監

督－以臺北市政府組織編制案件為

例 

 

劉正偉 2004 臺灣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 
憲法上地方課稅自主權之研究  

卓達銘 2004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村里長職務定位之研究─以桃園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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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龜山鄉為例 

李阿興 2004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台北縣鄉鎮市垃圾處理跨域治理之

研究 

√ 

張國丁 2004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金門縣立法權的形成與發展 √ 

張浚遠 2004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

設計研究所 
選舉文宣展示規劃設計之研究（以

2004 年~2005 年高雄市現況為例） 

√ 

王玉蓮 2003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臺灣省公路監理業務回歸縣級地方

自治可行性之研究--以高雄區監理

所為例 

 

王啟東 2003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台灣地區村里功能與角色之研究 √ 

王玲惠 2003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地方制度法下府會關係之研究  

黃玉詩 

 

2003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

所 
地方行政機關自治規則的法效力分

析

√ 

李文龍 2003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

碩士學程在職進修

專班 

彰化縣府會關係之研究 √ 

洪誌宏 2003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地方立法權之研究 √ 

徐秀華 2003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

所 
台灣鄉鎮市體制變革之研究 √ 

楊木村 2003 國立中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台灣地方自治發展與地方財政關係

研究--以雲林縣莿桐鄉、土庫鎮、東

勢鄉為例 

 

莊琦銘 2003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

碩士學程在職進修

專班 

縣市政府人事機構角色與功能之研

究 

√ 

衛芷言 2003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我國中央與地方公共事務劃分之法

制規範─一個新制度論的觀點 

√ 

李鎧光 2003 國立中央大學歷史

研究所 
郁氏宗族與清末民初的上海社會 √ 

馬賴古

麥 
2003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

事務管理研究所 
原住民族自治制度之形成要因及其

願景形塑 

√ 

賴品劭 2003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 地方政府辦理非都市土地分區變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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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審議作業之研究 

林福來 2003 國立東華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地方自治規則監督之研究 √ 

陳銘泓 2003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從地方立法例論台灣地區中央與地

方之衝突 
√ 

張儒臣 2003 國立臺灣大學法教

分處政治學研究所

地方自治監督爭訟之研究 √ 

林文清 200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我國地方立法權之研究 全文影

像瀏覽 
王隆 2003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專業主義下我國地方警察人事權之

研究 

 

劉仁撓 2003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我國地方府會關係之研究─以第十

五屆桃園縣議會與縣政府互動關係

為例 

 

曾民賢 2002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我國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制度之研究  

許平和 2002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地方制度法施行與地方政府法制整

備關係之研究--以地方自治團體立

法權為中心 

 

陳重廷  

 

2002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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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朝建 2002 國立臺灣大學法教

分處政治學研究所

精省後省之定位暨監督機制之研

究—論省之法律地位與省政府功能

之轉型 

√ 

呂俊寬 200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地方制度法施行後地方法規位階之

研究 

 

謝碩駿 2002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學系 
地方法規定位與監督之研究  

吳淑姿 2002 國立東華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地方財政自主性之研究─以花蓮縣

為例 

√ 

李永祥 200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自治之研究---兼論台

灣族群政治權力之分配 

 

李偉敬 200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我國鄉鎮市自治立法權之研究  

李鴻維 2002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地方自治團體參與中央決策程序之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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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欣純 200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研究所 
郭國基與戰後臺灣地方自治  

林孟信 2002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地方自治團體人事權與行政中立之

探討 

 

洪添祥 2002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地方立法權之研究  

游景玩 2002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取消鄉鎮市級自治選舉可行性之研

究-以桃園縣龜山鄉公所與台北市士

林區公所為例 

√ 

施玉祥 2002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鄉（鎮、市）地方自治之政治評析 √ 

王瑞盈 2002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地方行政首長法律責任之研究 √ 

葉劍英 2001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跨越自治與管制: 鄉鎮市長官派對

我國民主政治的影響 

 

吳明孝 2001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地方自治與司法審查之研究─以憲

法解釋為中心 

√ 

廖麗玉 2001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臺灣地區的行政區劃與鄉鎮市自治  

李文郎 2001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台灣地方議會立法權之研究  

梁奕耀 2001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縣(市)自治監督之研究 √ 

許玉芬 2001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戰後初期台灣行政區域調整之研究  
趙之豪 20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精省後我國地方自治團體法人格之

研究 

√ 

洪嘉仁 2001 銘傳大學公共管理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鄉鎮縣轄市長官派政策對地方選舉

的衝擊－以台北縣為例 

√ 

柯貴勝 2001 逢甲大學建築及都

市計畫研究所 
建築管理自治法規體制建立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例 

√ 

鄭定邦 2000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 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之可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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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余政憲 2000 義守大學管理科學

研究所 
從組織理論之統治觀點探討地方自

治單位行政效率--高雄縣鄉鎮市公

所與高雄市區公所之比較分析 

 

鄭妙蓉 2000 輔仁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 
地方自治立法權之研究  

張瑪雲 2000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

研究所 
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際交流 √ 

潘華倫 2000 國立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台灣縣市教育行政組織與人事制度

變革之研究 

 

張建智 1998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地方自治法制化後地方消防組織與

人事任用之研究 

 

王元幽 1998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當前基層公務人力之運用與活化--
解除管制的觀點 

 

廖婉君 1998 東海大學法律學系 民選地方行政首長及其相關問題之

研究 

 

許惠文 1998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

研究所 
報刊輿論與清末預備立憲

(1905-1911)-以《申報》、《東方雜誌》

為中心之探討 

 

蔡滋聰 1997 國立台灣大學法律

學系研究所 
中央與地方空間計畫法律關係之研

究 

 

李天民 1997 國立中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台灣地區代理鄉長角色與職能之研

究:以嘉義縣阿里山鄉為例 

 

黃秀連 1997 國立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民權主義學說宣揚之理論與實務研

究 

 

孫永齊 1997 國立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我國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之研究  

張永昌 1996 輔仁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 
地方自治人事權之研究  

林清淇 1996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我國省縣自治權與自治監督之研究  

張進芳 1996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我國鄉鎮市民代表會功能之研究  

魏騰利 1996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公共造產之研究  

邱崇訓  

 

1996 國立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城市限制」之研究─從「市港合一」

政策過程探析

 

陳靜雯 1996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 日本地方自治中之住民自治-以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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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參與為中心 

李葵蓉 1996 淡江大學俄羅斯研

究所 
亞歷山大二世「大改革」之評析  

陳淨秋 1995 文化大學日本研究

所 
台北市議會與東京都議會之比較研

究 

 

蔡德欽 1995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閩南農村村民自治之研究  
連宏華 1995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組織重組理論與應用之研究--地方

自治法制化後之臺灣省政府重組個

案分析 

 

賴仁輝 1995 東海大學法律學系 地方自治權內涵之研究  
邱崇訓 1995 國立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Study of ""city limits""─To Study 
From the Policy Process of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Kaohsiung Port"" 

 

李建平 1995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

管理學系 
政府部門企業化與民營化之研究--
以高雄市政府修車廠改變經營型態

為例 

 

許淑貞 1995 國立中興大學歷史

學系 
日據時期台灣的地方選舉與政治參

與-以兩次民選市會議員及州會議員

為 例(1935-1940) 

 

鄭惠娟 199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臺灣省地方自治法制化之研究  

蔡仁榮 199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從西方民主理論之癥結論 國父政治

參與之設計 

 

陳德新 1994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

研究所 
我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研究 全文影

像瀏覽 
楊景斌 1994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由地方自治功能談省縣自治法問題  

陳樹村 1994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論地方自治法規  

梁堂華 1994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地方財政與地方自治事業發展之研

究 

 

王鴻鳴 1994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

所 
日本地方自治体監查委員制度之研

究 

 

高進棖 1993 國立中興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日本地方自治法中住民訴訟制度之

研究 

 

羅秉成 1993 國立台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從地方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

論地方自治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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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達嘉 1993 國立台灣大學歷史

學系 
商人與政治─以上海為中心的探討

（1895-1914） 

全文影

像瀏覽 
陳麗如 1993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我國地方自治法制化研究  

廖永靜 1993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臺灣省政府與縣市政府地方自治權

限爭議之研究 

全文影

像瀏覽 
林正芳 1993 國立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臺灣省地方監督體系之研究  

吳淑惠 1993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臺灣省各鄉鎮(市)作為地方自治團

體之理論與實際 

 

蔡碧真 1992 輔仁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 
地方自治監督之研究  

李淑惠 1992 國立台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台灣地區行政區域調整發展過程與

策略之研究：兼論台北都會區之發展

經驗 

 

張鈺朋 1992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地方自治法制化之研究  

何昌榮 1991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

所 
日本地方自治之演變對兩岸之啟示  

申占湜 1991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中韓縣郡制度之比較研究  

姚貴雄 1990 國立台灣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臺灣省現行地方自治制度之研究  

伍啟樺 1989 國立台灣大學政治

研究所 
論台灣省政府的組織與地位─政治

觀點的分析 

 

李子偉 1989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地方自治與政治參與之研究  

張遵敏 1989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研究所 
台北市里幹事角色功能之評估  

朴鎰盛 1989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台灣省地方自治與社區發展之研究  

白中琫 1988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政治參與與村里民大會--以台北市

縣為個案之研究 
 

王蕙娟 1988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台北縣市地方財政比較研究－民國

七十一年至七十五年狀況之分析 

 

蘇家聲 1988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

研究所 
台灣鄉鎮權力結構之分析--以K 鄉
為例 

 

陳明道 1988 國立政治大學財政 地方財政自主與政策制定過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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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灣現行制度之分析研究 

胡木鵬 1988 國立政治大學邊政

研究所 
內蒙古百靈廟自治運動之研究  

林世銘 1988 國立政治大學財政

研究所 
我國地方稅制之研究  

曾志德 1988 逢甲大學經濟研究

所 
地方公共支出之理論與實證分析--
以台灣省為例 

 

郭美蘭 1987 國立台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近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之研究  

孫敬玟 1987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

研究所 
改進我國現行地方財政制度之研究  

蔡明惠 1986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現行台灣地方自治實施下之地方權

力結構--河口地方派系個案分析 

 

熊希偉 1985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中山先生訓政思想之研究  

候景芳 1985 國立中興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台灣省鄉鎮縣轄市長民選或官派之

研究 

 

鍾易卿 198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花蓮縣執行全面推動基層建設方案

之研究 

 

石兆振 1982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高雄市改制後首屆議會議員功能表

現之研究 

 

王榮周 1982 文化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 
地方自治財源之研究  

王大修 1982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 
台灣省縣市議員鄉鎮轄市長社會階

層之分析 

 

黃重憲 1982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我國地方新聞與國家政治發展關係

之研究( 一九四九∼一九八三 ) 

 

吳盛宇 1980 文化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 
台灣省地方府會關係之研究  

田黎麗 1980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我國現行地方自治行政監督之研究  

謝國興 198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研究所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安徽省

(1860-1937) 

全文影

像瀏覽 
張俊顯 1980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新縣制之研究  

蔣韻梅 1980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都市發展與地方自治之研究  

王肇宏 1979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 訓政前期的地方自治（一九二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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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 九三七） 

曲鴻煜 1978 國立政治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 
臺灣現行地方自治之行政監督研究  

胡大鑫 1973 國立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學系 

我國縣市財政之研究  

汪濟生 1971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 
從行政法之觀點論我國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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