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網絡碩博士論文 

作者 出版年 出處 題目 電子檔 
羅奕麟 2009 東海大學行政

管理暨政策學

系 

科學園區開發案之政策網絡分析--以
中科三期后里基地為例 。 

 

林念慈 2009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結構網絡與政策形成過程：國道五號

蘇澳花蓮段案例分析 。 

 

張晉元 2009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WHO與我國防疫政策 。 √ 

鍾哲明 2009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中央與地方府際管理之分析-以澎湖設

置博弈事業政策為例 。 

√ 

胡子勻 2008 銘傳大學公共

事務學系碩士

班 

我國長期照顧政策行銷方式之研究 。 √ 

吳信郎 2008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所 
台灣高鐵雲林段封井政策之政策網絡

分析 。 

√ 

盧麗娜 2008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職業安全衛生之政策網絡 。  

林妮燕 2008 暨南國際大學

比較教育學系

英國 1988年教育改革法案之政策網絡

分析 。 

√ 

許耿銘 2008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全球治理對國家公共政策影響之指標

建構：京都議定書對台灣公共政策影

響之個案分析 。 

 

廖秀滿 2008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科技與環保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一個

政策網絡的觀點 。 

 

吳嘉娟 2008 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 
軍公教 18%優惠存款制度之研究 。  

蔡妮純 2008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都市空中纜車建置之政策網絡行動者

互動分析：成長機器之觀點 。 

 

蘇桑盈 2008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環保團體遊說策

略研析：以政策網絡觀點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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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冠宏 2008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以政策網絡理論來看湖山水庫興建案 
 。

 

黃靖麟 2008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以信任來看社會資本在政策網絡中的

建構與發展:兩岸政經發展的比較分析 
 。

 

廖炯志 2008 國立政治大學

行政管理碩士

學程 

公部門辦理節慶活動之組織與網絡整

合研究─以台北燈節為例 。 

 

林淑靜 2008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以政策網絡分析台灣晶圓廠西進 。 √ 

郭蔡毅 2008 中國文化大學

巿政暨環境規

劃學系 

北投關渡平原開發案政策網絡之研究 
 。

 

陳伊帆 2008 南華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研

究所 

從政策網絡觀點探討澎湖花火節之執

行成效 。 

 

靳雁鈞 2008 東海大學政治

學系 
網絡、制度與政策：以全民健保政策

制定與演進為例 。 

 

張倩雯 2008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地方治理與觀光政策網絡-以台中縣觀

光政策為例 。 

 

李姿怡 2007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網絡治理分

析—以苗栗縣旅客服務印象園區為例 
 。

 

劉俊男 2007 佛光大學公共

事務學系 
我國珍稀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之研究－

以雉科（雉亞科）鳥類為例 。 

√ 

鄭棋瑋 2007 國立政治大學

政治研究所 
我國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之比較分析 。  

余世昌 2007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

策學系 

社區林業政策執行過程之研究 。 √ 

時守仁 2007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從政策網絡的管理析論台灣東部地區

大陸漁工安置問題 。 

 

陳雨彤 2007 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 
地方行銷與地方治理之研究─以台北

縣淡水鎮發展個案為例 。 

 

李紀欣 2007 國立東華大學 政策網絡分析-以花蓮縣吉安學區九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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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行政研究

所 
一貫課程之社會領域為例 。 

吳碩文 2007 國立東華大學

觀光暨遊憩管

理研究所 

民宿管理政策論證之研究 。 √ 

林哲瑋 2007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以政策網絡理論分析「澎湖設置觀光

賭場」之政策過程 。 

√ 

朱添慶 2007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老人福利政策在花蓮地區執行之研究 
 。

√ 

何玉蓮 2006 開南大學公共

事務管理學系

碩士班 

桃園縣公益彩券盈餘政策執行之研究

─政策網絡途徑之分析 。 

√ 

潘榮傑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誰的鄧雨賢紀念館？誰的文化造鄉？

新竹芎林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之治理網

絡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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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俞凱菱 2006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管制政策的治理網絡：我國有機農產

品驗證制度之運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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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澤弘 2006 國立中正大學

勞工所 
勞工退休金條例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  

方世雄 2006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所 
老人照顧社區化之研究-以台南縣村里

關懷中心為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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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許源昌 2006 玄奘大學公共

事務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山地鄉公所治理能力之研究―以新竹

縣為例 。 

 

鍾維祥 2005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台鐵民營化政策執行延宕之研究-從政

策網絡的觀點 。 

 

李錦春 2005 中央警察大學

行政管理研究

台北楓香咖啡節方案規劃與執行之研

究---政策網絡的分析與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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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許偉庭 2005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國家角色、職能與新興產業--以台灣

TFT-LCD產業興起為例 。 

 

羅世銘 2005 國立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碩博士班 

地方治理下壓力團體參與都市計畫政

策形成之研究以嘉義市湖子內興村主

要計畫變更為例 。 

√ 

李阿興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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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張淵菘 2005 逢甲大學公共

政策所 
國民小學教科書自由化之政策網絡研

究 。 

√ 

曾鴛葱 2005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新十大建設決策過程之研究 。 √ 

柯建輝 2005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金馬小三通之政策網絡分析 。 √ 

楊鸞貞 2004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家庭暴力防治服務網絡建構整合之研

究-以高雄市.彰化縣.台東縣為例 。 

√ 

呂泰宏 2004 國立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

所 

台灣環保團體的運動策略：政策網絡

分析 。 

√ 

巫進益 2004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我國農業金融法政治過程研究：政策

網絡理論分析 。 

 

劉梓梅 2004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政策網絡之研究--以台灣南北高速鐵

路建設計畫政策為例 。 

√ 

呂家鑾 2004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收入面之研究

─以健保雙漲為例 。 

√ 

沈玉娉 2004 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我國補助款政策之研析-以花蓮縣鳳凰

風景區及台東縣關山親水公園之比較

為例 。 

√ 

謝宜臻 2004 國立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理

研究所 

高屏溪治理運動的政策網絡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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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明振 2004 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 

Jürgen Habermas溝通行動理論對政策

網絡的意涵 。 

 

許敏娟 2004 世新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臺北市里政改革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

－政策網絡的觀點 。 

√ 

張慈慧 2004 逢甲大學公共

政策所 
從跨域管理觀點－探討台十六線公路

砂石車問題 。 

 

賴思琦 2004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全民健保IC卡政策形成過程之分析 。  

莊文忠 2003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政策體系與政策變遷之研究：停建核

四政策個案分析 。 

√ 

方英祖 2003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

所 

核能四廠興建計畫決策模式之探討

（民國 69-90 年）：政策網絡途徑 。 

√ 

潘淑雯 2003 國立中正大學

勞工研究所 
我國外籍勞工政策制定過程─政策網

絡的分析 。 

√ 

李宗模 2003 國防管理學院

國防決策科學

研究所 

我國國家安全政策規劃之政策網絡分

析 。 

√ 

張輝山 2003 國立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理

研究所 

九年一貫課程政策網絡分析 。 √ 

王英馨 2003 世新大學行政

管理學研究所

以「政策網絡」途徑探討代理孕母政

策 。 

√ 

龔意琇 2002 國立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臺灣垃圾跨區域處理之個案研究 。 √ 

王光旭 2002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制度、網絡與政策產出-台中工業區聯

外道路案之個案研究 。 

√ 

王國慶 2002 國立成功大學

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從政策網絡理論看台南市老人福利政

策 。 

√ 

李啟新 2001 淡江大學歐洲

研究所 
由政策網絡理論探討中央與地方財政

劃分：以英國為例 。 

 

姜祖華 2001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我國水質管理政策執行之研究─高屏

溪水污染個案分析 。 

√ 

葉蓓華 2000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美濃水庫興建之政策網絡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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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杰 2000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制度變遷的政治過程：英國全民健康

服務體系的個案研究 1948- 1990 。 

全文影

像瀏覽 
黃仁俊 2000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政策網絡中弱勢團體的地位和影響--
以原住民參與能丹國家公園設置之規

劃過程為例 。 

 

劉宜君 2000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

策學系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執行評估─
國家機關、政策網絡與財務管控能力

之分析 。 

全文影

像瀏覽 

游定遠 2000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網絡之研究 。  

姚祥瑞 2000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台灣地區水庫興建政策與環保團體互

動之研究-以美濃水庫為個案分析 。 

 

陳燕俠 2000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國家機器與紡織產業間之政策網絡研

究--以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拓展會為

例 。 

√ 

林辰穎 2000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福利系 
地方政府與民間慈善組織在社會救助

政策執行上的互動關係---以嘉義縣為

例 。 

√ 

李長晏 1999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

我國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分析：英國

經驗之學習 。 

全文影

像瀏覽 
吳仕吉 1999 國立中興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

所 

拜耳案與石化政策∼政策網絡觀點 。  

陳品芬 1998 東海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 
俘虜型管制政策之研究:農會信用部之

互惠網絡模式分析 。 

 

林靜玟 1998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系 
公私部門協力關係在地方公共管理的

運用－以高雄市「市政區政化、區政

社區化、社區協力化」為例 。 

 

游益航 1997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系 
七股濕地議題之政策網絡分析 。  

謝宗學 1997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

系 

我國殘障政策發展之分析─國家、公民

與政策網絡 。 

 

陳正隆 1995 國立中興大學

公共行政及政

策研究所 

核四建廠爭議問題之研究:政策網絡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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