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際關係碩博士論文 

作者 出版年 出處 題目 電子檔 
謝鳳秋 2009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府際合作治理之研究─以台中縣市聯

繫會報為例 。 

 

史春美 2009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府際關係之研析─以北北基教科書一

綱一本為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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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鍾金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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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淑芳 2007 佛光大學公共

事務學系 
翡翠水庫危機管理機制之研究－府際

關係與跨域治理的角度分析 。 

 

林威志 2007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

我國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劃分之研

究—以國民教育為例 。 

 

高美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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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劉邦富 2006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台灣貧窮家庭兒童照顧政策落差研究 

 。

√ 

許燕真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探討社區營造之府際關係─南投縣與

彰化縣之比較 。 

 

胡素蘭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前臺灣省桃園區農業改良場三重分場

用地遷讓返還之研究－以危機管理機

制之角度分析 。 

√ 

徐儷家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埔里鎮觀光產業發展與治理策略之研

究 。 

√ 

林士凱 2006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從SARS事件看府際關係與危機管理

---以中央政府與台北市政府為例 。 

√ 

王健雄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區域治理與跨域合作機制之研究—以

行政院南部與中部聯合服務中心為例 
 。

 

曹典鈺 2006 銘傳大學公共 連江縣災害防救體系之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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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吳宗榮 2006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地方政府跨域合作-北基與高高屏縣市

垃圾處理之比較 。 

√ 

江孟達 2006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地方政府間跨域管理之研究─以宜蘭

與花蓮垃圾處理議題為例 。 

√ 

趙容瑄 2006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府際關係與跨域管理機制之建構—行

政院中部聯合服務中心之重構為例 。 

 

陳乃榕 2006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台中都會區治理模式之研究:以市區公

車和客運管理為例 。 

√ 

蔡子建 2005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我國地方政府跨域事務合作之研究-以
臺中縣巿垃圾處理為例 。 

 

宋懷琳 2005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中興新村再造方案之研討 。  

徐俊偉 2005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

策學系 

我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府際競爭關係：

以南部新國際機場為例 。 

 

曾明德 2005 國防管理學院

法律研究所 
我國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分析 。 √ 

謝孝昆 2005 國立台北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

所 

台北都會區治理的制度障礙---政府間

合作關係之研究 。 

 

楊明洲 2005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專班 

台灣地區水資源管理問題之探討－跨

域管理之研究途徑 。 

 

方文伶 2005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我國府際間衛生體系之政策互動過程

研究--以SARS為個案分析 。 

√ 

王俊棟 2004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原住民部落遷村政策之研究─以瑞岩

和中原口兩部落為例 。 

√ 

戴章洲 2004 玄奘人文社會

學院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 

地方政府社政部門競爭力之研究：以

新竹地區為例 。 

 

陳時斌 2004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我國地方政府「府際關係」運作之探

討：以 1994 年至 2003 年嘉義縣為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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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興 2004 ---[高高屏跨域合

 

√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我國地方府際合作

作]個案研究 。
王麗虹 2004 

與政

與直轄市府際關係之發展與

展望 。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我國中央

張銘憲 2004 
與政

投縣濁水溪

開採砂石政策之解析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夥伴關係與府際協調－南

林建龍 2004 學政治 因應作為 : 網絡

 

 東海大

學系 
六輕問題與地方政府

府際管理之觀點 。
鄭懿婷 2004 學政治 務處理之研究─以流域管理

 

√ 東海大

學系 
跨區域事

為例 。
張慈慧 2004 公共 －探討台十六線公路

 

 逢甲大學

政策所 
從跨域管理觀點

砂石車問題 。
王玲敏 2004 美國 與台灣教育

 

√ 淡江大學

研究所 
從府際關係理論析論美國

事務權限劃分及運作 。
吳榮祥 2004 究－以高屏溪流域

跨域合作為例 。 

 銘傳大學社會

科學院國家發

展與兩岸關係

碩士在職專班

河川流域管理之研

劉仁撓 2003 

士

縣議會與縣政府互動關係為例 
。 

 銘傳大學公共

管理與社區發

展研究所碩

在職專班 

我國地方府會關係之研究─以第十五

屆桃園

曾榮樹 2003 

士

桃

府與龜山鄉公所互動關係為例 
。 

√ 銘傳大學公共

管理與社區發

展研究所碩

在職專班 

府際關係中地方補助制度之研究-以
園縣政

林盈君 2003 
究--權限與財政劃分雙向度分

 

√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福利部門府際關

係之研

析 。
王嘉麟 2003 

研 央委辦高雄紅毛港遷村案為例 
 

√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

究所專班 

府際關係與地方政府治理能力之探討

－以中

。

陳連芳 2003 
政策研

徑之研究：由府

際關係面向分析 。 

√ 南華大學公共

行政與

究所 

我國地方財政改善途

javascript:submitForm('29')
javascript:submitForm('0')
javascript:submitForm('1')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3')
javascript:submitForm('4')
javascript:submitForm('6')
javascript:submitForm('11')
javascript:submitForm('11')
javascript:submitForm('11')
javascript:submitForm('11')
javascript:submitForm('12')
javascript:submitForm('12')
javascript:submitForm('12')
javascript:submitForm('12')
javascript:submitForm('13')
javascript:submitForm('13')
javascript:submitForm('14')
javascript:submitForm('1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2.jsp?id=091NHU05054007


陳義廣 2003 遷中台北市行政組織發展之研

究 。 

√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政經變

莊琦銘 2003 府人事機構角色與功能之研究 
。 

√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縣市政

林瑞卿 2002 
與政

能整合之探討--組
織重組的觀點 。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我國水資源機關功

施正瀛 2002 
與政

高屏溪養豬離牧政

策的個案分析 。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府際關係的協調：

洪鳳儀 2002 
與政

研究

─以南投縣政府社會局為例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九二一災後生活重建之府際關係

鄧可容 2002 

士在

策之研究: 以直

轄市為案例分析 。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

策學系碩

職專班 

我國政府財政補助政

龔意琇 2002 臺灣垃圾跨區域處理之個案研究 。 √ 國立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趙恭岳 2002 學政治 府際關係研究--以台北

 

 東吳大

學系 
跨區域管理的

捷運為例 。
鄭崇田 2001 

與政

政經變遷中我國府際關係的發展 。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蔡武興 2001 際關係－精省後

府際關係之研究 。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我國政府再造下之府

秦書彥 2000 地方關係之歷史檢視與改革之

 

√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中央與

道 。
潘順能 2000 

與政

震災政府社會救助政策之探討 
。 

√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

策學系 

九二一

鄧雅仁 2000 與

 

√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政府再造政策執行之分析:兼論中央

地方政府政策執行互動之關係 。
李天民 1998 

政治學研究所

能之研究:
以嘉義縣阿里山鄉為例 。 

 國立中正大學 台灣地區代理鄉長角色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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