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部議程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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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A：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A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1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9
主持人：李允傑（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我們能一起跳支探戈嗎？從
制度邏輯觀點探析中央與地

王宏文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方政府之長照2.0目標偏好

授）

林啟超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

授）

探討高等教育中數位學習政
策規劃對經濟弱勢學生之影
響

余佳諾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合產分

王光旭

蔡欣晏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生）

胡龍騰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吳怡融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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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析--高齡志工及活躍老化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生）

授）

王宏文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2-1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9
主持人：彭錦鵬（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王光旭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楊皓婷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大學

臺灣大專院校學生生育觀念
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兼論
對我國促進生育政策的認知

彭錦鵬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生）

朱鎮明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政策設計過程的風險治理-概念與架構

彭俊亨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陳耀祥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電信事業之建設義務與漫遊

助理教授借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管制

陳淳文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會委員）

徐幸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
人）

A2-2

網路社群媒體時代下政策企
業家之策略--以臺灣以核養
綠公投為例

朱鎮明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勞動監督檢查跨域治理
（職業安全衛生署自組論壇Ⅰ）
時間：13：30-15：10
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傅還然（前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
與談人
朱金龍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吳威志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葉一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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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臺灣前瞻軌道建設2.0
（中華價值管理學會及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自組論壇）
時間：13：30-15：10
地點：H122
主持人：張學孔（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議題

引言人

與談人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經營管理實務分享

蒲鶴章

顏邦傑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

（臺北捷運公司總經理）

鍾維力

陳椿亮

（中華價值管理學會顧問）

（中華價值管理學會理事長）

公共工程決策模式-以興建臺灣環島高速鐵道為
例

意見交流

15：10-15：40
茶點時間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3-1

時間：15：40-17：20
地點：H209
主持人：張佑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葉嘉楠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林淑馨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論文題目
政策失靈的定義、原因、分
類及在我國可能的應用
從民營化與市場化來檢視日
本介護保險制度

評論人
陳志瑋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陳建仁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潘暎舁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王宏文

第六屆立法委員提案策略之
分析--選制改變前的騷動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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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宗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A3-2

智慧化產業安全衛生監督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署自組論壇Ⅱ）
時間：15：40-17：20
地點：H105
主持人：鄒子廉（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
與談人
邱怡川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處長）

黃建中
（臺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TMBA）秘書長）

李建勳
（財團法人精密研究發展中心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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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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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B：行政倫理與廉能透明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B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09：00-09：10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B1

貪腐特性分析及預防
（廉政署自組論壇Ⅰ）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4
主持人：林文燦（銓敘部常務次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公共工程流標管理與精進對
策研討--以交通部所屬機關
工程案件為例

顏玉明
（政治大學副總務長兼法學院副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北市區監理

政府採購最有利標制度貪瀆
風險研究--兼論廉政平臺革

葛傳宇

所政風室主任）

新作為之成效

鄭湘怡

廉能政府--以海關通關透明
化機制為例

陳柏屹
（交通部公路總局政風室科長）

黃莉嵐

（財政部政風處科長）

教授）

（國際透明組織會籍認證委員）

趙台安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組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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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B2

廉政治理實務策略分享
（廉政署自組論壇Ⅱ）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4
主持人：徐仁輝（台灣透明組織理事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林峻民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
調查專員）

黃于恬

廉政署貪污案件態樣分析及
因應策略之研究--2011-2017
年為例

馬群傑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環球科技大學公務事務管理研
究所副教授）

邱靖鈜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政風室主

廉政預防性策略之精進--以

任）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再防貪個
案為探討

林豅栩

曾昭愷
（法務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科員）

廖興中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徐明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生）

台灣各縣市貪腐資料時空再
掃描--以地方法院判決資料
為例

吳重禮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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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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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C：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C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6
主持人：趙永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C1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從區域創新系統觀點下臺灣
地方創生政策的成功關鍵因
素

席代麟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

黃榮源

英國「脫歐公投」後的愛爾

陳欣之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蘭邊界跨境合作--制度調整
與解決方案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

謝忠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教授）

衡

霞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授）

李強彬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地方政府社會治理工具選擇
的文本研究--基於 15 個省份
180 份政府工作報告（20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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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任）

趙永茂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授）

王

茜

（法國第戎商學院資料管理專
業）

王皓平
（華夏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東京都及所轄次級組織「一
都兩制」體制之研究--路徑
依賴與路徑斷裂的分析

林淑馨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C2-1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6
主持人：朱金池（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

發表人
楊宛育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行政助理）

吳若予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
影響非營利幼兒園公私協力
關係之要素探討
公私協力的本土實踐--以消
防業務為例的福利經濟學討
論

評論人
黃煥榮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副教授）

黃慧娟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兼主任）

吳鴻恩
洪美仁

政府與民間協力模式之分析-以臺北市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

業務為例

教授）

水患災害、風險意識與資訊
收集行為--台南市之個案分
析

吳若予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大學生）

林淑馨

教授）

許耿銘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副教授）

蔡雅琄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副教授）

生）

C2-2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自組論壇）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6
主持人：許立一（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教務長、中華國家競爭
力研究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林文燦（銓敘部次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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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石振國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郭明陽

海域執法之政策網絡分析-以新竹海巡隊為例

馬群傑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何家騏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系助
理教授）

王俊元

警隊認受與招聘培訓教育機
制--港台的比較

葉嘉楠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副
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

胡至沛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廖益興
政府機關獨立性指標之初探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陸家珩

授）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從內部協商觀點來看男女承
諾關係解消制對生育率的影

黃榮源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授）

響

教授）

15：10-15：40
茶點時間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C3

時間：15：40-17：20
地點：H206
主持人：紀俊臣（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兼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馬群傑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張曉平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業

文化創意政策下文化公民意
識的認知研究--臺南愛情城
市的案例

蔡偉銑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俊成
碩士生）

從文化保存到文化政策之實
踐--以彰化臺鐵舊宿舍群為
例

張勝傑

文化創意產政策規劃之博物

馬群傑

（元智大學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

館與表演藝術跨域合作初探-地方文化館為例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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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皓平
（華夏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系主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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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E：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E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09：10-10：10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4
主持人：呂育誠（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E1-1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賴怡樺

我國行政機關內部人力市場

呂育誠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

專業流動之探討--職系之間
人力調任分析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薪資影響馬來西亞華人擔任
公務員之研究

李俊達

蘇偉業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人）

王

教授）

貿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

徐曉薇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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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助理教授）

呂育誠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

當臨時人員不再「臨時」--

授）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觀點下
政府運用非典型人力之問題
分析

廖鎮文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

黃一峯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士生）

張凱翔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E1-2

論我國公務人員創新想法、
作為與年資間關聯

胡至沛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

跨域經營臺灣公共事務個案的生態體系
（臺灣公共事務個案聯盟、TASPAA 教學委員會聯合辦理）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5
主持人：蕭乃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臺灣公共事務個案聯
盟執行長）
與談人
城忠志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院長）

許秀春
（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副院長）

潘競恒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羅凱凌
（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副執行長、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台灣當代研究中心研究員）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E2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4
主持人：城忠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黃妍甄

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刻板印象
分析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黃靖麟
（國家文官學院聘任副研究員）

文官新鮮人考試服公職的初
衷、服務動機與培訓之探討
--一般行政類科錄取人員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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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陳啟清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呂育誠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詹慶恩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誰是老公僕？我國資深公務
人員定義及特性之初探

陳滄海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教授）

15：10-15：40
茶點時間
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E3

時間：15：40-17：20
地點：H204
主持人：陳金貴（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林俞君

（喬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陳敦源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李

荃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生）

游子正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董祥開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公共服務動機可以被訓練
嗎？以「價值性」課程談訓
練公共服務動機的可能性

陳金貴

愛之適足以害之？原住民升
學優待制度之政策回應性評
估
想離開現職單位、但又不想
離開公家機關？公部門離職
傾向之獨特性與影響因素研
析

12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董祥開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洪美仁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
教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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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F：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F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

F1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7
主持人：丘昌泰（元智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委託代理人理論與第三方評
估機制之建構--以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為例

郭瑞坤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徐明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選人）

呂炳寬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郭瑞坤

我國第三部門法制環境之研
究--問題與對策
大學與地區發展模式之政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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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
（元智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兼
院長）

蕭怡靖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兼系主任）

教授兼所長）

蘇良委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生）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

F2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5
主持人：余小云（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論文題目
社會企業發展資料庫之設計-理論與實務的權變觀點

評論人
李予綱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楊惟軫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生）

鄭

義

善慧恩基金會之青年培力社
會投資報酬率分析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副教

劉凱菱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
非營利管理博士）

授）

陳

儀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
員）

葉靜宜

得天獨厚？臺北市女性基層
公共參與之實證與初探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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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云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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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G：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G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審計部自組論壇Ⅰ）

G1

時間：10：30-12：10
地點：H216
主持人：王麗珍（審計部副審計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劉志宏

政府審計、財政課責與財政
透明之研究--跨國實證資料
之檢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兼班主任）

評論人
余致力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賴政國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處長）

王麗淑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審計

政府審計之監督、洞察及前
瞻

蘇彩足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員）

黃婉玲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政府審計人力養成過程之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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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業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副教授）

郭乃菱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績效審計與公共課責的衡量-當代文獻之綜合分析

授）

吳冠勳

張四明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審計部自組論壇Ⅱ）

G2

時間：13：30-15：10
地點：H216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引言人：曾石明（審計部副審計長）
與談人

討論主軸

陳慶財
（監察院監察委員）

李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暨法
政學院副院長）

史美強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探討政府審計之監督、洞察及前瞻功能，以及
政府審計對公共課責發揮影響力之機會與挑
戰。

洪嘉憶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處長）

黃叔娟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任秘書）

15：10-15：40
茶點時間
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G3-1

時間：15：40-17：20
地點：H216
主持人：徐仁輝（台灣透明組織理事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
授）

廖宇雯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大學生）

論文題目
Democratic Innovations in
Deliberative Systems: The
Case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of Taipei City
從市政型參與式預算探討行
政官僚對公民參與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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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方凱弘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徐仁輝
（台灣透明組織理事長、世新大

傅凱若

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G3-2

中國地方公債發行成本的影
響因素分析--2015-2018實證
分析

張嘉仁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自組論壇）
時間：15：40-17：20
地點：H208
主持人：許敏娟（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的參與
者分析--以 2017 年及 2018
年住民大會參與者為例

劉志宏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參與式預算於臺北市的實踐-以提案負責機關與提案者比
較分析為例

曾冠球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
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參與式預算議員配合款動員
模式及一般經費動員模式之
比較分析

李仲彬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徐明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選人）

藍世聰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副教授兼班主任）

許敏娟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

曾丰彥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員）

方凱弘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李慈瑄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
生）

林德芳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約聘企劃師）

許雲翔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
教授）

宋威穎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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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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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H：數據治理與組織績效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H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09：10-10：10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H2-1
時間

電子治理前瞻政策研究
（臺灣電子治理研究中心自組論壇）
時間：13：30-16：10
地點：H207
主持人：黃心怡（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場次/題目

發表人

評論人

廖興中/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
13:3014:00

場次一/臺灣各鄉鎮
數位發展分類研
究：集群分析與潛
在全象分析的啟發

黃婉玲/臺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暨政
策學系副教授
李洛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
士生
朱斌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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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

黃東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
廖洲棚/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場次二/探索網路同
溫層效應對公共參
與的影響：以公共
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為例

場次三/政府處理假
新聞到底改變了甚
麼？一個準實驗設
計的效益分析

場次四/政府資料的
公私協作模式與應
用之研究

場次五/前瞻數位政
策下文官跨域數位
職能的發展與培訓

教授
李天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
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曾憲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
廖洲棚/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教授
李天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
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曾憲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
曾憲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
廖洲棚/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教授
李天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
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胡龍騰/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
學系教授
蕭乃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教授
楊亭娟/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
學系博士生
許鈺昕/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
士生

潘競恒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
與公共事務所副教授
兼所長）

黃心怡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
研究所副教授）

項

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
暨政策學系教授）

陳小芬
（暨南國際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教授）

林明延/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
學系碩士生
16:0016:10

H2-2

Q&A
用智慧創造美好未來
（自組論壇）
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主辧單位：DIGI+小組民間諮詢委員會、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
19

系、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5
時間

議程

13:30-14:00

數位治理與創新服務

主講者
蕭景燈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組主任）

鄭錦桐
14:00-14:30

雲端創新 智慧治理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秘書長、興創知能（股）公司總經
理）

蔣居裕
14:30-15:00

巨量資料 智慧治理

（Big Data跨域整合聯盟會長、知意圖（股）公司總經
理）

提問與交流

15:0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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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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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I：地方自治與行政法制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I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地方自治與行政法制

I2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8
主持人：鍾國允（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詹立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吳明孝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曾丰彥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生）

陳耀祥

論文題目
以雙層賽局探討兩岸地方政
府之互動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理論與實
務--兼評司法院釋字第738號
解釋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爭議分析
及建議
21

評論人
張筵儀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鍾國允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黃信達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臺
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
教授）

傅凱若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授）

董祥開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

探討臺灣核電廠除役利害關
係人溝通策略分析之研究

授）

黃東益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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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年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
研究所教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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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J：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J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J1-1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科技部科學教育研習營自組論壇）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5
主持人：孫 煒（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特聘教授）
主講人
黃之棟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講題

與談人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本
土實踐與跨國案例

江明修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

第三部門創新與實踐

系主任）

許雲翔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陳淳文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

教授兼院長）

郭昱瑩

公共治理的模式與評估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

行政管制與法治主義
23

長）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J1-2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6
主持人：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林芷芸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探討我國政府機關如何處理
爭議訊息

評論人
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
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曉梅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
理學系副研究員）

白浩然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

中國減貧情景的雙重政府權
力配置機制--基於國家級貧
困縣M村的案例研究

蕭宏金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教授）

生）

魯俊孟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黃之棟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人工智慧對公共政策在政策
倫理的對話之初探
原住民族遺骨返還的制度性
安排--公共行政的觀點

詹中原
（考試院考試委員）

鄧湘漪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
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15：10-15：40
茶點時間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J3-1

時間：15：40-17：20
地點：H205
主持人：徐淑敏（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王光旭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蔡子弘

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聯性
之研究

黃建銘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教授）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專任助
理）

黃紫晗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基於citespace比較分析中國
大陸與美國公共政策研究現
狀及趨勢
24

徐淑敏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夢晨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

黃建銘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教授）

呂嘉穎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漢字圈國家的文字政策發展
趨向之探討
保障或限制？從法制層面論
原住民立委選制

所博士候選人）

朱歧祥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李玉君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兼系主任）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自組論壇）
時間：15：40-17：20
地點：H122

J3-2

主持人：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主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青年公共參與--地方政府青
年專責單位與代表性形成

賴世哲

許雲翔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
教授）

宋威穎

（桃園市教育局專門委員）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博
士）

傅凱若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
理教授）

民主創新與公共價值創造的
實踐--以臺灣都會區參與式
預算為例

孫

煒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特
聘教授）

宋威穎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博
士）

阮敬瑩
（臺灣新青年公共服務協會專案

審議討論機制對參與者之影
響與轉變--以青年政策論壇
為例

施佳良
（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
執行長）

經理）

羅凱凌
（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
副執行長、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

跨越國界的參與民主--桃園
移工參與式預算之研究

台灣當代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文學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助理教授）

院長論壇Ⅰ

J3-3

時間：15：40-17：20
地點：H104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與談人

論壇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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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光明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警政管
理學院前院長）

過去一年……
1、各院從事哪些學術與研究創新？

2、各院推動哪些有助實務影響力的變革？
3、您對參與亞洲公共行政學科發展的規劃與願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前院長）
景？
4、您對建立華人圈公共行政學科主體性的觀察與
魏 娜
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系
姜曉萍

教授、地方政府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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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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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W：外語論壇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W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0：10-10：30
茶點時間
廉政國際論壇

W1

時間：10：30-12：10
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楊永年（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馮

論壇題綱

成

（廉政署主任秘書）

Maria Fe Villamejor-Mendoza
（Dr. & Dean,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1、分享廉政治理最佳實務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2、探討廉政治理困難挑戰
3、構思廉政治理合作機制
4、對話廉政治理前瞻願景
5、反思廉政治理學研互動

Tetsuya Endo
（青森公立大学 経営経済学部地域みらい学科・大学院教授）

Kim Dongwook
（President, 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f.,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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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s Pramusinto
(Prof. & Head, Dept.,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Gadjah Mada
University, Indonesia)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15：10-15：40
茶點時間
外語論壇

W3-1

時間：15：40-17：20
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University)

發表人

論文題目

Tetsuya Endo
（青森公立大学 経営経済学部地
域みらい学科・大学院教授）

Pius Sugeng Prasetyo
(Associate Prof. & Dean,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Mark Lawrence Cruz
(Dean & Head of the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of Gawad Kalinga,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MICE) afte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Loc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Grassroots
Innovations

評論人

Pius Sugeng Prasetyo
(Associate Prof. & Dean,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Villag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Based on Local

（青森公立大学 経営経済学部地

Wisdom and Potential

域みらい学科・大学院教授）

Scaling up working models to
address poverty: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school-based
feeding program in the
Philippines

Tetsuya Endo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外語論壇

W3-2

時間：15：40-17：20
地點：H106
主持人：Agus Pramusinto (Prof. & Head, Dept., Public Management and

發表人

Policy, Gadjah Mada University, Indonesia)
論文題目

Vien Jamaica D. Samson
(DPA Student,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xtension Support Services
for Micro Food Processors’
Compliance to RA 10611 on
28

評論人
石佳立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Food Safety

the Philippines)

Milan Rochelle N. Bernardo
(DPA Student,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abor-Only Contracting in
Metro Manila: Assessing the
Regulatory impact of
Department Order 162 (2016)
and Department Order 174
(2017)

Ma. Victoria Raquiza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ashan Bernice Espiritu
(DPA Student, the National College

Protecting Philippine Buil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eritage: Its Problems, Effects,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and A Way Forwar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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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睿弼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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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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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A：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A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4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3
主持人：項 靖（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知識社群下的政策學習過程-成因、模式與衝突解決

吳宗憲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

許雲翔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
教授）

林瑞珠
（臺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教
授）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以公私協力發展網路安全的
挑戰？以美國資安資訊分享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學系博士生）

架構為例

教授）

廖文昌

績效評核是汽車竊盜犯罪率
減少的功臣？--以6都警察局
為例

王俊元

王士胤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副
分局長）

高浩凱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生）

公民覺醒或沉睡？青年世代
公民意識及政治參與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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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靖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副
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

張世杰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郭銘峰

兼系主任）

（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共事務研
究所助理教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5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3
主持人：王篤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發表人
簡鈺珒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選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長照服務遞送的設計--交易
成本與代理成本觀點的分析

王篤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
授）

蔡雨芊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醫學
部職能治療師、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系研究所碩士生）

朱惠英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系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鄒繼礎

張鎧如

心理劇運用於區域醫院員工
工作壓力改善之行動研究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副教
授）

葉盈孜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醫學
部職能治療師）

劉

穎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暴力預
防政策再省思--以台北市社
區為例

彭安麗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助理教授）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

A6

時間：16：00-17：40
地點：H103
主持人：陳立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黃崇祐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

黨產問題的調查與結果

領導學系博士生）

許峻豪

公共治理觀點下的基層官僚
32

評論人
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李天申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行政裁量權

生）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助理教授）

吳柏諺

公私協力推動客家節慶活動

張國偉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之研究--以2016東台灣客家
美食料理比賽為例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臺北市敬老政策偏好與效益
之評估--以多因子實驗調查
法的應用為例

沈麗山

碩士生）

授）

吳嘉恩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郭銘峰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
研究所助理教授）

33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學系助
理教授兼副主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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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B：行政倫理與廉能透明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B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河川永續發展與廉能治理

B4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6
主持人：黃榮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法務部107/11版揭弊者保護
法草案評析

黃榮護

楊戊龍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李淑如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副教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授）

張國偉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

葉一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周成虎

貪腐容忍度對貪腐感知影響
之比較研究--以在臺越南新
住民為例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透明水台灣--以經濟部水利

陳俊明

王佳煌
教授兼學務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兼董事長）

陳敏森

34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主任）

署工程案件為例論行政透明
制度之建立與執行

35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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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C：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C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C4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4
主持人：江大樹（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黃鈺翔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陳文學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助理教授）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之目標與管考研究
大學社會責任與網絡績效-暨大推動南投縣食物銀行的
行動分析

陳文學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助理教授）

鄭勝分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
教授）

許哲維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王宏文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被捆綁的老年--探討高熟齡
族住民觀點下的機構照顧服
務品質

蔡芳文
（雙連安養中心總顧問）

授）

葉翠玲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

公共藝術與空間重塑
36

廖嘉展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學系博士生）

12：10-13：30
午餐時間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C6-1

時間：16：00-17：40
地點：H104
主持人：劉鴻陞（義守大學公共行政與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郭毓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生）

陳奕辰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災害預防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的理論與

劉鴻陞

實踐--以消防局婦女宣導志
工為例

（義守大學公共行政與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科）

高紹誠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張力亞
（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

郭耀昌

林彥竹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C6-2

都市衰退？柳川的社區派系
政治與社區羈絆

非都會區地方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協力之困境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企業管理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副教授兼副主
任）

大學跨域創新願景與在地實踐
（社團法人臺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自組論壇）
時間：16：00-17：40
地點：H106
主持人：林崇偉（社團法人臺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理事長、文藻外
語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評論人：駱世民（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盧美妃
（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講師）

林一成

農業社區跨域課程規劃內容與活動設計-以文藻社區創業實作課程為例

（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講師）

高明瑞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教授）

邱佳慧

巷弄長照站永續經營的成功關鍵--以信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義展齡中心為例

王明旭
37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跨領域學習中
心主任）

梁鎧麟

建構水沙連無老長照協力治理網絡教育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共助與永續

黃玉枝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兼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祁偉廉
（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照護及美容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陳晴惠
（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照護及美容學士學位學程技術講

學習輔助犬融入在地關懷及社會實踐

師）

蔡明珍
（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陳姿穎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行政組員）

趙子元

竹田樂智宜居社區規劃設計--跨域教學
研究整合國際工作坊經驗談

（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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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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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D：環境治理與災害防救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D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環境治理與災害防救

D4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4
主持人：史美強（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漳州市古雷區PX石化廠--災
害處理策略之研究

李翠萍

董柏甫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
究所碩士）

楊永年

（中正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
研究所教授）

左宜恩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Do things right？台北市政府
推動社區防災工作之檢討--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以社子島為例

授）

臺灣各村里災害脆弱性評估-整合資源可近性與脆弱性的
觀點

柯于璋

李宗勳

廖興中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張鎧如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39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教授）

授）

李天申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助理教授）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
授）

史美強

韌性社區與防災士培訓的機
制與評鑑之研究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教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永續能源政策

D5

時間：13：30-15：10
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林子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

與談提綱

沈有忠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高茹萍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長）

1、臺灣永續能源政策推動現況、成果與展望為何？
2、國際永續能源政策推動經驗、成就與反思為何？
3、臺灣永續能源政策部門對話、前瞻與共識為何？

蔡嘉陽
（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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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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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E：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E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E4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7
主持人：盧偉斯（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何昀峯

（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人事管理員、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碩士生）

宋采穎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
生）

童聖桓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政務官好還是事務官好？探
討我國高階公務人員與政務
人員間職責與待遇的合理性

盧偉斯

釋字760號釋憲當事人談釋
憲過程及警察制度變革
職組職系簡併變革之芻議：
以社會工作職系為例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
研究所副教授）

謝立功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系教
授）

桂宏誠
（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

E5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7
主持人：許文傑（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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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魏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娜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
授、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北京研究
中心副主任）

陳俊杰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

我國政社關係的再闡釋--從
替代走向共生：基於A市政
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20132016）的實證研究

范逢春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博連讀學生）

黃怡瑄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論公部門約聘僱及臨時性社
工之人力？以臺北市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為例

許文傑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兼主任秘書）

田蘊祥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副教授）

劉兆萍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學以致用？中國大陸公共管
理學科應屆畢業生工作價值
觀對公職選擇傾向影響的實
證分析

郭銘峰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
教授）

碩士生）

宋素梅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監察院專員）

監察院人權保障機制之變革
與可行方案分析

12：10-13：30
午餐時間

42

楊戊龍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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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F：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F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2：10-13：30
午餐時間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

F6

時間：16：00-17：40
地點：H205
主持人：李宗勳（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吳正中

陳定銘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社會企業擴展性與擴展策略
之初探

助理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教
授兼學群長）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廖瓊怡

共享性資源治理困境之研究-以東埔溫泉為例

姜曉萍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碩士生）

陳定銘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教

都市原住民照顧計畫之社會
投資報酬分析--以至善社會
43

李強彬

授兼學群長）

福利基金會為例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授）

徐郁雯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學系博士生）

黃渾峰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博士生、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

台灣地區水資源投資施政效
益--以公共給水參考指標研
析為例

院研究專員）

44

李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
研究所教授暨法政學院副院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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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G：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G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

G4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8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郭乃菱

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沿革
及問題探究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陳志瑋

計畫理性vs.機關理性--我國

張嘉仁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政府計畫管理制度的跨域與
課責問題分析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

廖小燕
（中國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生）

范宛堂

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授）

蔡馨芳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
教授）

臺灣地方政府財務狀況及其
系絡因素之分析

謝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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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劉志宏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兼班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大
學生）

張嘉玹
馮永猷

（成功大學政治系政治經濟所碩
士生）

我國縣市政府財政效率分析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洪綾君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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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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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H：數據治理與組織績效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H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數據治理與組織績效

H5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4
主持人：劉坤億（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風險社會中的社區智慧治理-動因分析、價值場景和系統
變革

劉坤億

蘭旭淩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
授）

范逢春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劉坤億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副教授）

李天申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這張卡好用--桃園市市民卡
政策行銷策略之初探

柳嘉峰
（光合教育基金會籌備處主任）

大數據的虛像與實相--概

廖洲棚

學系助理教授）

余世昌
（桃園捷運公司董事長特助）

王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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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教授兼學務長）

廖世机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

念、知識論與演算法的批判
性思考
人工智慧、大數據與知識管
理--公部門運用之探討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謝一平
（思為策略股份有限公司研發
長）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數據治理與組織績效

H6

時間：16：00-17：40
地點：H204
主持人：鄭錫楷（聖約翰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陳坤毅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黃心怡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

影響政府回應的提案因素-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為
例

周韻采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授）

林姿妤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生）

故宮遇上嘻哈--推動 Open
Data 之創新過程

鄭勝分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
教授）

張鐙文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
選人）

吳佩靜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副研

探索我國中央機關協力式決
策制定的態樣--政策論證觀
點之應用與檢視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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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錫楷
（聖約翰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兼院
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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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J：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J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09：10-10：10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講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中國行政學會自組論壇Ⅱ）

J4-1

時間：10：30-12：10
地點：H105
主持人：汪明生（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協同主持人：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觀察者（依姓名筆畫順序）

參與者

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張乘瑜（大葉大學國際企管博士生、彰化埔心鄉鄉

暨法政學院副院長）

長）

林水吉（開南大學兼任副教授）
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陳紀蘅（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在職
碩士生、南投集集鎮鎮長）

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夢琨（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陳正隆（中華民國職涯發展學會副理事長）
蔡孟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生）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 鍾從定（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兼EMBA執行長）
任）
蘇孔志（政治大學公行博士，前雲林縣建設局長）
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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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論壇
時間：10：30-12：10
地點：茂榜廳

J4-2

主持人：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討論提綱

Kim Dongwook
（President, 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f.,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lex Bello Brillantes Jr.
（President, Asi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f.,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1、分享各地公共行政學科的整體發展與
研究趨勢。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2、探討各地公共行政學科的人力資源與
實務接軌。
Agus Pramusinto
(Prof. & Head, Dept.,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Gadjah 3、分析各地公共行政社群的未來合作與
互動構想。

Mada University, Indonesia)

Jue Wang
(Deputy Director & Associate Prof., 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etsuya Endo
（青森公立大学 経営経済学部地域みらい学科・大学院
教授）

12：10-13：30
午餐時間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中國行政學會自組論壇Ⅲ）

J5-1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5
主持人：汪明生（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協同主持人：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觀察者（依姓名筆畫順序）

參與者

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張乘瑜（大葉大學國際企管博士生、彰化埔心鄉鄉

暨法政學院副院長）

長）

林水吉（開南大學兼任副教授）
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正隆（中華民國職涯發展學會副理事長）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

陳紀蘅（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在職
碩士生、南投集集鎮鎮長）

陳夢琨（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蔡孟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生）
鍾從定（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兼EMBA執行

任）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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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蘇孔志（政治大學公行博士，前雲林縣建設局長）
海洋政策論壇

J5-2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6
主持人：李選士（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教授、前副校長；中國航海
技術研究會理事長）
與談人

討論提綱

楊永年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彭錦鵬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謝立功

1、當前海洋政策發展方向為何？
2、世界各國海洋事務發展趨勢為何？
3、各國對於海洋空間的規劃為何？
4、我國海洋產業的內涵與未來發展方向為何？
5、各國如何培育海洋文化？
6、世界各國對於海洋廢棄物的發展趨勢為何？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系教授）

院長論壇Ⅱ

J5-3

時間：13：30-15：10
地點：H104
主持人 ：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與談提綱

Maria Fe Villamejor-Mendoza
(Dr. & Dean,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Pius Sugeng Prasetyo
(Associate Prof. & Dean,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朱景鵬

過去一年……
1、各院從事哪些學術與研究創新？
2、各 院 推 動 哪 些 有 助 實 務 影 響 力 的 變
革？
3、您對參與亞洲公共行政學科發展的規
劃與願景？
4、您對建立華人圈公共行政學科主體性
的觀察與分析？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中國行政學會自組論壇Ⅳ）

J6-1

時間：16：00-17：40
地點：H105
主持人：汪明生（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協同主持人：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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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觀察者（依姓名筆畫順序）

參與者

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張乘瑜（大葉大學國際企管博士生、彰化埔心鄉鄉

暨法政學院副院長）

長）

林水吉（開南大學兼任副教授）
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正隆（中華民國職涯發展學會副理事長）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

陳紀蘅（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在職
碩士生、南投集集鎮鎮長）

陳夢琨（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蔡孟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生）
鍾從定（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兼EMBA執行

任）

長）

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蘇孔志（政治大學公行博士，前雲林縣建設局長）
地方治理實務論壇

J6-2

時間：16：00-17：40
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朱景鵬（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與談人

討論題綱

林皆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洪瑞智
（南投縣政府秘書長）
邱上嘉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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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討地方行政機關組織管理、政策推
動面臨的主要困難與挑戰。
2、探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大學教
育機構協力地方政府發展的空間。
3、探討如何改善學用及研用落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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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JS：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JS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及開幕致詞
協辦城市首長致詞：盧秀燕 市長
TASPAA會長致詞：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09：10-10：10 演講人：Pan Suk Kim (Prof., College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Yonsei
講

University)
題：Global Trends and Benchmarking in Civil Service

12：10-13：30
午餐時間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會議室）

JS-A

與期刊編輯有約
（TASPAA學術交流委員會）
時間：12：40-13：20
地點：H208
主持人：陳金貴（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期刊代表

期刊名稱

Randy Paul Battaglio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陳金貴

文官制度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陳敦源

公共行政學報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林淑馨

行政暨政策學報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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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明

臺灣民主季刊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陳欣之

政治學報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
（中國行政學會自組論壇Ⅰ）

JS-B

時間：09：10-10：30
地點：H105
主持人：汪明生（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協同主持人：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觀察者（依姓名筆畫順序）

參與者

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張乘瑜（大葉大學國際企管博士生、彰化埔心鄉鄉

暨法政學院副院長）

長）

林水吉（開南大學兼任副教授）
張世賢（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張國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陳正隆（中華民國職涯發展學會副理事長）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

陳紀蘅（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在職
碩士生、南投集集鎮鎮長）

陳夢琨（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蔡孟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生）
鍾從定（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兼EMBA執行

任）

長）

詹中原（考試院考試委員）
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蘇孔志（政治大學公行博士，前雲林縣建設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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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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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議程
Academic Impact for Better Future
主題

主題 W：外語論壇
時間：2019 年 5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W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內容

08：20-09：10

報到
專題演講（地點：茂榜廳）

09：10-10：10

主持人：蘇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演講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講

editor in Chief, PAR)
題：Policy Succession or Discontinuity in the Era of Local Democracy

10：10-10：30
茶點時間
外語論壇

W4-1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5
主持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

發表人

editor in Chief, PAR)
論文題目

Frances Kristine M. Crisostomo
(Graduate Student, UP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ervice system

評論人
黃一峯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
授）

Tse-Min Wang
(Tilburg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 Tilbur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Arjen van Witteloostuij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Vrije

Moral Theory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Universiteit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Antwerp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Antwerp,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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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宏金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
系教授）

Florian Heine
(Tilburg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 Tilbur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Edwin C. Du
(PhD, Capitol University Agayan de Oro City
Philippines)

Ebenezer A. Beloy
(Graduate School Professor, 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Federalizing the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Best Management in K12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he Case
of Selected Schools in
Asian Countries

Kristian Widya
Wicaksono
(Senior Lecturer,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江淑真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
授）

外語論壇

W4-2

時間：10：30-12：10
地點：H206
主持人：Deokro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發表人

Administration, Sejong University)
論文題目

Kariema Bagas

Culture in Development
Plannin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Juvelin Camille C. Falcon
(DPA Student,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erla P. Palomares
(DPA, Associate Prof. & Graduate Program
Coordinator, 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MSU-Ilig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ligan City, Mindanao, Philippines)

Assessment of the
Anywhere to Anywhere
Transaction in the Land
Registration Authority of
the Philippines
Experiences of Youth
Offenders in the Bureau of
Jail Management and
Penology: The Case in
Iligan City

評論人
劉麗娟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
系副教授）

黃心怡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
教授）

Deokro Lee
(Associate Pr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jong
University)

12：10-13：30
午餐時間
外語論壇

W5-1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5
主持人：張其祿（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兼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Anna Bianca P. Sarte

Youth Participation in

許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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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dministrator, Oracle
NetSuite)

Perla P. Palomares
(DPA, Associate Prof. & Graduate
Program Coordinator, 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MSUIlig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ligan
City, Mindanao, Philippines)

Ernesto P. Maceda Jr.
(Universidad de Manila)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Youth Council of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the
Waste Facility in Bonbonon,
Iligan City: Its Effects on the
Water Quality and on the
Health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o the Waste
Problem
Conflict in regulation of
shipping lines port charges at
the Port of Manila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
教授）

廖興中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
授）

蔣麗君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The Compliance Analysis On

Kristian Widya Wicakson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ndung

Kristoffer Berse

City Local Policy (Case Study:

(D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The Compliance of Street

National College of Pbulic

Vendors to Bandung City Local

Administraion and Goverance)

(Senior Lecturer,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Indonesia)

Regulation)

W5-2

Recognising Innovations in Governance through Awards Programs:
Examples from the U.S., EUROPE and ASIA
（菲律賓馬卡迪大學自組論壇）
時間：13：30-15：10
地點：H206
主持人：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

發表人

editor in Chief, PAR)
論文題目

Mr. Felizardo A. Plana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Ms. Mary Ann R. Tapalla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Ms. Bobbie Jane C. Mati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Fr. Servillano P. Maiso

American Government
Awards Program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Ms. Ana Christina M. dela Cruz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
（UNPAN）

評論人
王俊元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副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

項

靖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
系教授）

Randy Paul Battaglio
(Prof.,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o-editor in Chief,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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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onia Fontanilla-Pimentel
Mr. Leonardo N. Pasquito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Makati)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novation Awards and the
DAC Prize

林崇偉
（社團法人臺灣智慧生活科技
促進協會理事長、文藻外語大
學教授兼副校長）

15：10-16：00
茶點時間
海報論文場次（B1茶點區）
外語論壇

W6

時間：16：00-17：40
地點：H206
主持人：張繼森（臺中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Alex Bello Brillantes Jr.

Deokro Lee
(Associate Pr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jong University)

Young Sik Hong

（President, Asia Associati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Dr., Sejong Universi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f.,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CPA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Matthew L. Quiros
(DPA Student, N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Nemuel S. Fajutagana
(MD MHPEd & DPA Student,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ofessor of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Maria Tiara Fatima F. Galang
(Head, Student Organizations; Instructor I,
Tarlac State University)

Addressing Vaccine
Hesitancy and the
Resurgence of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in
the Philippines
Regulating Specialty and
Subspecialty Medical
Practice in the Philippines.
A Descriptive Study of
Current Practices in the
Philippines
Regulating Competi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
Analysis of the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Competitive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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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君璽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專
案經理）

張繼森
（臺中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Deokro Lee
(Associate Pr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jo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