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公共行
政的創新與改革(04/20/2017)
6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

來賓報到、領取資料

15:30

(義大皇家酒店：飯店大廳)

09:30-

6F 義大

國際公共行政學會

11:10

演講廳

會長論壇

Moderator: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Keynote Speaker:
Janice Lachance (President,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Juraj Nemec (President, The Network of Institutes and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ISPACEE)
Michiel S de Vries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Administration, IASIA)
Frances Berry (Past President, Network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NASPAA)
Kuotsai Tom Liou (Professor, College of Health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 Past
President,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09:30-

7F 義大

跨域治理與府際關

11:10

交誼廳

係(I)

主持人：待聘
1. 府際關係與跨域治理中｢跨域性」之研究—以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為核心
發表人：朱鎮明（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2.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之爭議與課責－以台灣文化園
區之經營為例
發表人：柯于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3. 臺灣基層治理與管理之制度設計與能力型塑：村
里、社區發展協會與公民審議會議
發表人：張筵儀（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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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評論人：待聘
4. 公私協力災害治理之分析：以 2011 年東日本大
地震為例
發表人：左宜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待聘
5. 公民合產之鄰里相關因素分析：空間異質性的觀
點
發表人：廖興中（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09:30-

7F 論語

第三部門與公民社

11:10

廳

會

主持人：蕭宏金（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
授）
1. 業主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的「不穩定
平衡」
發表人：廖伶欣（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
士生）、丁仁方（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教
授）
評論人：蕭宏金（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教授）
2. 我國安寧療護政策形象與推廣策略之探討
發表人：陳子豪（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藍景彥（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評論人：待聘
3. 改制行政法人的政治角力─以國家資通安全科技
中心為例
發表人：李俊達（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助理教授）、李天申（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
科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吳明孝（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4. 策略性民調效應之循證分析
發表人：蘇孔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選人）
評論人：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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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評估社區型社會企業之
適用性指標初探
發表人：謝政勳（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楊淨文（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
究所研究生）
評論人：待聘
09:30-

7F 孟子

政府組織與文官制

11:10

廳

度(I)

主持人：李宗勳（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兼外事系主任）
1. 我國動物保護行政組織診斷之研究
發表人：吳宗憲（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
授）、蕭名凱（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研究生）
評論人：王毓正（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2. 政務官行政不中立類型建構（個案歸納）之研究
發表人：賴維堯（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評論人：黃志隆（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3. 論「翻轉教室」於公部門人才培養應用之可行性
發表人：柯文娟（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及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侯詩妍（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學生）
評論人：待聘
4. 開放政府中的公民參與以及協作對於公共溝通的
影響探討
發表人：汪子錫（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
授）
評論人：李宗勳（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兼外事系主任）
5. 為何總是舊的不去、新的又來？制度堆累與績效
衰竭之初探性研究
發表人：胡龍騰（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黃榮源（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

09:30-

7F 中庸

11:10

廳

觀山論政(I)

主持人：待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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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2.
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3.
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09:30-

6F 御廳

11:10

兩岸公共管理院長
論壇(I)

主持人：朱景鵬（東華大學副校長）
主講人：
孔繁斌（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丁煌（武漢大學政治及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黃飛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董事長）
張鵬（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章光明（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院長）

09:3011:10

6F 樂廳

公共治理與政策革
新(I)

主持人：林水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理性與直覺：地方多元群體的危機情境意識認知
發表人：馬群傑（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張曉平（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系
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營養科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水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族群同化？中共對臺青年交流政策成效分析
發表人：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教授）
評論人：胡敦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特
聘教授兼兩岸交流合作中心主任）
3. 地方政府財政努力與績效分析－以 Malmquist
Index DEA 之應用
發表人：柯志昌（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王美娟（臺東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評論人：李明軒（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
授）
4. 組織倫理決策準則探討：一貫論與一致論之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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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融合
發表人：張寧（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暨企業管理學
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銜接政府中知識與政策的落差：以我國教育部決
策為例
發表人：賴怡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研
究生）
評論人：待聘
09:30-

6F 茗廳

11:10

政府組織與文官制
度(II)

主持人：余明助（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1. 政府部門離職傾向之探討—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發表人：吳孟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護管理處辦事員）
評論人：余明助（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2. 台北市政府行政與事業部門策略地圖歷程探討
發表人：黃子豪（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三年級）
評論人：待聘
3. 組織學習理論在台灣公務機關的實踐與挑戰
發表人：石冀忻（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博
士班）
評論人：吳文彥（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4. 公務人員協會角色與功能之研究─制度比較觀點
發表人：許峻嘉（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陳碧珍（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5. 高雄市政府的課責策略對公務人員工作滿意與工
作倦怠之影響研究
發表人：洪銓璟（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陳錦麗（義守大學前人資處處長）

09:30-

6F 禮廳

政策創新：複雜性

主持人：賴世剛（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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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理論觀點(I)

授）
1. 以複雜性理論分析受輻射影響食品之進口議題
發表人：柯文娟（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及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賴世剛（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教授）
2. 政策創新構想：政策工具的應用
發表人：陳毓蓉（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張喆勛（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3. 掃黑政策之創新分析：複雜性理論之觀點
發表人：張喆勛（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評論人：柯文娟（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及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4. 城市複雜與管理
發表人：賴世剛（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教授）
評論人：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09:30-

6F 貴賓

11:10

宴會室

觀山論政(II)

主持人：待聘（）
1.
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2.
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3.
發表人：（）
評論人：待聘

11:20-

開幕式

12:00

(6F 義大演講廳)

12:00-

午餐

13:30
12:00-

TASPAA 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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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 義大交誼廳)

13:30
13:30-

6F 義大

「新南向政策」政

15:10

演講廳

府實務論壇

主持人：待聘
引言人：
與談人：

13:30-

3F 義大

國防廉政與防貪機

15:10

皇家酒店

制(I)

主持人：楊念祖（國防部前部長）
1. 國軍機關(構)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之研究
發表人：葉一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兼
公共事務長）、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葛傳宇（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副教授）
評論人：黃榮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台
灣透明組織理事長）
2. 國軍人員工作價值觀與廉正態度關係之研究
發表人：陳勁甫（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暨
政策科學學系教授）、羅新興（健行科技大學商
管學院企業管理系教授）、李宗模（元智大學管
理學院博士生）
評論人：葉一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兼
公共事務長）
3. 國軍廉潔教育成效檢視與分析
發表人：葛欣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博士生）
評論人：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兼系
主任）
4. 待定
發表人：葛傳宇（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
評論人：楊念祖（國防部前部長）

13:30-

3F 義大

國防廉政與防貪機

15:10

皇家酒店

制(II)

主持人：陳文政（國安會副秘書長）
1. 吹哨者法案運用於卡其領犯罪防制可行性之研析
發表人：劉育偉（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
士、國防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中正大學犯
罪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任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軍
法官）、蔡浩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海
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現任空軍司令
部法律事務組法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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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陳慈幸（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2. 廉潔教育巡迴輔訪相關(題目未定)
發表人：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蘇毓昌（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3. 由廉潔觀點探討軍人領導之運用之研究
發表人：張琪閔(國防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彰化
師範大學光電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待聘
4. 建構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基礎之國軍廉政評鑑機制
研究
發表人：楊志豪 (國防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13:30-

7F 義大

跨域治理與府際關

15:10

交誼廳

係(II)

主持人：待聘
1. 跨域危機治理機制的探究—以新北市八仙塵爆為
例
發表人：陳立剛（東吳大學副教授兼系主任）、
劉玉蘭（國立台灣大學國發所博士班）
評論人：待聘
2. 由非營利組織觀點探析原住民老人照顧公私協力
之運作困境與策略建議～以臺東縣部落文化健康
站為例
發表人：劉麗娟（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助理教授）、林美玲（臺東縣原住民族行政處原
民社會福利科科長）
評論人：待聘
3. 台灣中部農業縣地方政府幸福城市評量分析
發表人：黃國敏（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台灣民意學會理事長）
評論人：待聘
4. 五都災害防救專責組織與職能比較
發表人：陳玉慧（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副研究員，現派駐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
室，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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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郭瑞坤（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
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協力關係之研究—以台灣長照
服務業務為例
發表人：黃榮源（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陳郁函（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
生）
評論人：待聘
13:30-

7F 論語

國防廉政與防貪機

15:10

廳

制(III)

主持人：待聘
1. 公共服務動機、公正世界信念與揭弊意向關係之
探析
發表人：劉奕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選人）、董祥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2. 貪污研究文獻之內容分析─資料庫的建構與初步
分析
發表人：余一鳴（國防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3. 禮尚往來─華人社會公器私用的合理化邏輯
發表人：余一鳴（國防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4. 兩岸廉政制度之比較
發表人：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林忠毅（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
生）
評論人：待聘

13:30-

7F 孟子

電子治理與開放政

15:10

廳

府(I)

主持人：廖洲棚（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1. 資料驅動創新的跨部門治理：以個資自主管理與
個人化數位服務 My Data 為個案
發表人：蕭乃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陳恭（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郭昱瑩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田玉玨（台灣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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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待聘
2. 資訊人力核心職能素養之培訓
發表人：蔣麗君（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3. 誰來 Join？網路參與的公民特質分析
發表人：黃東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兼系
主任）、黃妍甄（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碩士生）、
黃宗賢（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碩士生）
評論人：待聘
13:30-

7F 中庸

公共治理與政策革

15:10

廳

新(II)

主持人：待聘
1. 政策方案的外溢效果-以歐巴馬健保醫療補助
(Medicaid)方案為例
發表人：吳舜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公共事務博
士候選人）
評論人：席代麟（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
授）
2. 政策合法化過程的價值衝突: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
別條例草案的多元流分析
發表人：魯炳炎（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3. 公共治理下的政策創新問題是一個系統問題之研
究：從魯曼的視角結構系統理論到威爾克的視角
創生理論
發表人：黃鉦堤（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4. 強化管制政策執行與順服策略之初探：以英國推
動更佳管制革新運動經驗為例
發表人：胡至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5. 我國行政救濟制度實效之研究—以大學教師升等
案件為例
發表人：趙達瑜（暨南國際大學公行系教授）
評論人：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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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6F 御廳

15:10

兩岸公共管理院長
論壇(II)

主持人：江大樹（暨南國際大學副校長）
主講人：
包國憲（蘭州大學管理學院榮譽院長）
肖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
方盛舉（雲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邵曉光（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鄧崧（雲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其祿（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丘昌泰（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13:30-

6F 樂廳

15:10

亞洲公共行政學會

Moderator: 蘇彩足（台灣大學公共事務所教授兼所

會長論壇

長、Past President, Taiwan Association for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 TASPAA）
Keynote Speaker:
Tatsuro Niikawa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Public
Policy Studies Association, PPSA)
Kang Jesang (President Elect, Korea Associ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APA)
Alex B. Brillantes, Jr. (Past President, Philippine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SPA)
Supachai Yavaprabhas (Presid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of Thailand)
Sri Hadiati Wk (Prime secretary,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IPA)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Evan Michael Berma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School of Government,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

13:3015:10

6F 茗廳

政府組織與文官制
度(III)

主持人：待聘
1. 我國政府內部人力市場行為之初探：一項質性研
究的分析
發表人：蘇偉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待聘
2. 我國公務人員風險偏好與決策類型之初探
發表人：董祥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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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高階文官的核心職能發展：「高階文官培訓
飛躍方案」的甄選、訓練與移轉
發表人：陳俊明（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兼國際廉能治理學程主任）
評論人：黃靖麟（國家文官學院副研究員、宜蘭
大學兼任副教授）
4. 自願退休或不得不然？影響消防人員退休因素之
研究
發表人：彭錦鵬（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
研究所副教授）、唐雲明（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
管理學系副教授）、李俊達（臺北市立大學社會
暨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一峯（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5. 災防公務人員領導決策職能對創新意願之影響：
初探風險認知調節效果
發表人：張鎧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林煥笙（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
人）
評論人：待聘
13:3015:10

6F 禮廳

政策創新：複雜性
理論觀點(II)

主持人：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
授、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1. 少子化衝擊下的大學危機：系統基模分析
發表人：宋素梅（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張竣傑（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2. 政策創新：祭拜紙要一點點
發表人：陳心郁（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3. 政策創新複雜性理論觀點：以一例一休為例
發表人：張竣傑（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評論人：洪秀菊 (崇右科技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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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創新複雜性理論探討
發表人：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評論人：賴世剛（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教授）
13:30-

6F 貴賓

兩岸地方公共治理

15:10

宴會室

新趨勢

主持人：張四明（臺北大學教授兼國際長）
1. 韌性社區：概念與框架
發表人：黃超（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
員）、衡霞（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評論人：李宗勳（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兼外事系主任）
2. 兩岸災害治理體系的發展與比較：系統韌性之觀
點
發表人：王俊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副
教授）、郭銘峰（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
教授）、郭金雲（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授）
評論人：張四明（臺北大學教授兼國際長）
3. 推動島嶼災害防救的挑戰與展望：澎湖縣個案探
討
發表人：吳偉寧（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超（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
員）
4. 行政吸納村莊的邏輯
發表人：劉銳（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
員）、史雲貴（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評論人：呂育誠（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兼主任）
5. 中國大陸地方領導幹部的審議式決策觀：差異與
塑造
發表人：李強彬（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授）、夏志強（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兼副
院長）、李佳檜（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
生）
評論人：李仲彬（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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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15:10-

茶敘

15:30
15:30-

6F 義大

「五加二產業政

主持人：待聘

17:10

演講廳

策」政府實務論壇

引言人：待聘
與談人：

15:30-

3F 義大

「國防廉政」政府

17:10

皇家酒店

實務論壇

主持人：楊念祖（前國防部長）
主講人：Janine McGruddy（CEO,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New Zealand）
與談人：
Gillian Dell（Head of Conventions Unit,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陳文政（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念祖（前國防部長）
黃榮護（台灣透明組織理事長）
莊文忠（台灣透明組織執行長）
陳俊明（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國際廉能
治理學程主任）
葛傳宇（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5:30-

7F 義大

地方政府與區域治

17:10

交誼廳

理：趨勢與方向

主持人：吳秀光（財團法人中華跨域管理教育基金
會董事長）
1. 大量傷患事件的協力決策治理與系統韌性之比較
研究
發表人：李宗勳（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兼外事系主任）
評論人：許立一（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
教務長、財團法人中華跨域管理教育基金會董
事）
2. 區域治理機制之多元評估模式：分類與個案研討
發表人：黃榮源（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
評論人：馬群傑（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3. 部落公法人的制度定位研究
發表人：黃之棟（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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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王俊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副
教授）
4. 影響我國都市政府決策作成的實證初探分析
發表人：詹立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
評論人：李仲彬（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5. 台灣地方廉政體系之建構: 以新北市為例
發表人：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吳偉寧（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15:30-

7F 論語

17:10

廳

政策創新與擴散

主持人：孫同文（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教授兼行政副校長）
1. 鄉鎮圖書館閱讀起步走計畫採行狀態之制度性分
析
發表人：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
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余致力（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2. 臺灣閱讀起步走計畫政策推行相關因素之空間分
析
發表人：廖興中（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評論人：羅清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3. 影響「閱讀起步走」的政策創新的因素
發表人：劉志宏（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楊永年（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秘書）
4. 「閱讀起步走(Bookstart)」的創新典範：從台中
市立圖書館沙鹿深波分館看標竿學習
(Benchmark)
發表人：李翠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
怡融（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5. 公務人員之風險認知與採納創新政策：台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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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走之個案分析
發表人：孫同文（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教授兼行政副校長）、許耿銘（臺北市立大
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黃東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15:30-

7F 孟子

公共治理與政策革

17:10

廳

新(IV)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院士）
1. 網絡研究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的範圍與方法：SSCI
期刊論文的探索性分析
發表人：王光旭（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評論人：郝培芝（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考試院保訓會副主委）行程確認中
2. 探索公民對公共價值構成因素之認知：以臺北市
民眾為分析對象
發表人：謝俊義（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處長）
評論人：待聘
3. 我的未來是不是夢？政治學門博士畢業生人力供
需研究
發表人：施能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
授）、蔡秀涓（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胡龍
騰（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賴
怡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俞文婕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仉桂美（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
教授、監察院監察委員）
4. 電子治理下的行政透明︰台北市政府行政透明獎
之檢視
發表人：蘇毓昌（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廖興中（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參與式預算的政策推動之研究：個案分析
發表人：曾冠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范玫芳（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
授）、王鐘仁（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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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郭昱瑩（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教務長）
15:30-

7F 中庸

永續發展與環境治

17:10

廳

理

主持人：徐火炎（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
員）
1. 應用內容分析法探索基層民眾的可持續展認知以中國寧夏鹽池為例
發表人：吳文彥（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黃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
學院林業經濟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待聘
2. 析論中國式的環境協力與網絡互動：以森林認證
體系為例
發表人：謝儲鍵（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評論人：待聘
3. 綠成長理論對於中國環境政策之影響-以 LED 節
能照明產業為例
發表人：郭毓倫（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博士班學
生）
評論人：待聘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於學校環境教育推廣之角色與
功能-以鹿角溪人工溼地課程發展工作坊為例
發表人：彭安麗（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助理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轉型正義對文官制度的啟示：2017 年金改革展
望
發表人：黃靖麟（國家文官學院副研究員、宜蘭
大學兼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15:3017:10

6F 御廳

我國人事治理─文官

主持人：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政治大學公共

制度與人事政策

行政學系教授、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榮譽理事
長）
1. 再訪公共治理─對人事行政的反思
發表人：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政治大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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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政學系教授、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榮譽
理事長）
評論人：呂育誠（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兼主任）
2. 公共行政教育是否造就出更好的公務人員？
發表人：黃朝盟（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榮譽顧問）
評論人：朱金池（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
授兼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中華國家競爭力研
究學會理事）
3. 中央及地方機關職務列等之檢討－以創客思維分
析
發表人：楊庭安（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黃相瑜（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
評論人：黃煥榮（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副教授、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理事）
4. 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制度與未來趨勢
發表人：宋孟純（衛生福利部中央檢康保險署台
北業務組）、楊銘澤（台北市都市更新處科員）
評論人：胡至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5. 以考績法修正草案進行公務人員汰弱之可行性分
析
發表人：王維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陳澍鋒（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蔡述玟（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
士班研究生）
評論人：郭銘峰（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
教授、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理事）
15:3017:10

6F 樂廳

電子治理與開放政

主持人：蕭乃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府(II)

1. 協助業務或衍生困擾？政府部門對於社群媒體觀
點
發表人：許雲翔（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助
理教授）、李允傑（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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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待聘
2. 協力式網路參與如何可能？官僚經驗的詮釋
發表人：廖洲棚（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陳
敦源（政治大學公行系教授）、黃心怡（臺灣大
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揚中（政治大
學公行系博士生）
評論人：待聘
3. 網路言論自由與隱私保護對公共政策線上參與行
為的影響
發表人：曾憲立（電子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員、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待聘
15:3017:10

6F 茗廳

環境變遷下的永續

主持人：史美強（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

都會治理:以台中市

授兼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為例(II)

1

都會永續治理成效指標建構之研究：以臺中市為
例
發表人：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2

微環境中部分環境因子對於 PM2.5 濃度的影響
發表人：黃章展（東海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3

有機農業發展對都市化的影響：以台中地區為例
發表人：劉佳怡（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4

台中市經濟、環境與社會三構面永續發展之績效
評估
發表人：林灼榮（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以社會、經濟、環境之政府開放資料進行數據分
析研究探討永續經營─以台中市為例
發表人：姜自強（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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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6F 禮廳

17:10

公共治理與政策革
新(III)

主持人：待聘
1. 媒體報導中的公共課責與政府回應：以 2014 年
台灣食用油品事件為例
發表人：蔡逸敬（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王宏文（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授）
評論人：待聘
2. 我國地方政府開放資料政策執行人員計畫行為分
析
發表人：黃湘婷（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班二年級）
評論人：待聘
3. 私有土地協議價購行政決策分析：以「台 9 線蘇
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和中大清水段（中仁
隧道）接續工程（C1A）為例
發表人：詹翔佑（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研
究所）
評論人：待聘
4. 公部門服務品質認知與期望差距之研究-以雲林
斗南清潔隊為例
發表人：李明機（雲林縣斗南鎮公所民政課課
長）、黃于恬（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副教授）
評論人：待聘
5.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及變革趨勢研究—廈門綜合配
套試驗區的個案研究
發表人：張敏（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
生、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評論人：待聘

15:30-

6F 貴賓

17:10

宴會室

Public Governance

Moderator: 待聘
1. .
Presenter: Kyujin Jung（Assistant Professor,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Discussant: 待聘
2. Co-producing Community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ivil Society: A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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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Community-Campus Partn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er: 謝文琪（Ph.D. Student, Askew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Ralph S. Brower（Professor, Askew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Discussant: 待聘
3. A “learn-how” model of leadership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imes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Presenter: Ralph S. Brower（Professor, Askew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Adela Z. Ghadimi（Doctoral
Student, Askew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Francisco A.
Magno（Director, Jesse M. Robredo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Discussant: 待聘
4. A Replication Study in Public Management:
Revisiting the Crowd-In Effect of the Love of
Money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n Job
Satisfaction
Presenter: Chih-Wei Hsieh（Assistant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ussant: 待聘
17:10-

休息

17:20
17:20-

頒獎

18:00

(6F 義大演講廳)

18:00-

歡迎晚宴

20:30

(8F 義大國際宴會廳)
6 月 3 日星期六

09:00-

市政參訪

12:00

(文化遊艇遊港、輕軌試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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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午餐

14:00

(君鴻國際酒店)

14:00-

市政參訪

17:00

(高雄展覽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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