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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務活動
一、本期會訊因為系所活動絕大多數都是在 12 月舉行，所以合併 11 月號與 12 月號會
訊一併發行。
二、本會預定於 12 月 11 日於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舉行理監事會議，討論明年年會籌辦
事宜。
三、2011 年臺灣公共行政暨公共事務系所聯合會國際研討會的徵稿網站如下：
http://taspaa.org/Conference2011/TASPAA/index.html，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貳、系所徵聘教師
◎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徵聘專、兼任教師(12/31 截止)
一、職別：助理教授（含）以上。
二、資格：需具博士學位或於應徵時間截止前已完成博士學位所有要求取得畢業學校權
責單位開具臨時學位證明文件者。
三、專長：行政學專長教師，兼具下列一項以上之專長：1.人力資源管理；2.地方治理；
3.非營利組織（專、兼任皆可）
四、名額：數名。
五、檢附資料：
（一）中文學經歷簡介一份。
1. 含基本資料、學經歷簡介、學術專長、歷年著作目錄等。
2. 明列曾修習與應徵領域相關之課程、或曾發表之論著。
3. 明列可或曾開授與應徵領域相關之課程名稱及課程大綱概述。
4. 請加註擬申請教職為專任或兼任。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博士學位證明文件影本一份或畢業學校權責單位開具臨時學位證明文件一份。
（四）曾任教職者須附曾任教職之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五）歷年成績單：
1. 申請專任助理教授者，須檢附大學以上（含大學）修業成績單一份（正本、影本均
可，如獲聘任，屆時須繳交博士班歷年修業成績單正本）。
2. 申請專任副教授或專任教授者，須檢附博士班歷年修業成績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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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三年內代表作（請指明並僅限一種）及五年內參考著作，各一式三份。
（七）推薦函二份。（具副教授、教授證書者免附）
六、申請方式：備妥資料以掛號郵寄至：100 臺北市徐州路 21 號臺大政治學系，並請
於信封上註明「應徵教師」。
七、應徵時間：即日起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逾期或資料不全者，恕無法受理）；預
定用人時間：100 年 8 月。
八、聯絡方式：電話：（02）23519641 分機 225 傳真：（02）23412806
聯絡人：鄧小姐 E-mail：dengyafan@ntu.edu.tw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誠徵教師 1 名
一、專長：公共行政、公共政策、公共管理相關領域
二、資格：獲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100 年 8 月前可完成學位者）
三、自 100 年 8 月 1 日起聘，職級依學校規定聘任。
四、檢附資料 ：
(一) 學經歷簡介 （附照片）
1.含基本資料、學經歷簡介、學術專長、歷年著作目錄等
2.明列曾修習與應徵領域相關之課程、或曾發表之論著
3.明列可開授或曾開授與應徵領域相關之課程名稱及課程大綱概述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三)最高學歷與次高學歷學位證書影本各 1 份
(四)最高學歷修業成績單 1 份
(五)五年內參考著作
(六)推薦函 3 封
※持國外學位者，最高學歷證件及成績單須經駐外單位驗證，
並至「內政部移民署」辦理入出境紀錄。
五、經初審通過，將另行通知面試事宜。
六、收件截止日： 100 年 3 月 15 日 ﹝以郵戳為憑，逾期或資料不全者恕無法受理﹞。
七、隨函請附上通訊地址及聯絡方式，掛號郵寄至：
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一段 111 號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師甄選委員會 收
八、聯絡人及聯絡電話： 郭昱瑩主任 02-22368225 分機 6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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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姍珮秘書 02-22368225 分機 63462
傳真 ： 02-22363325
e-mail ： ppm@cc.shu.edu.tw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網址 http://eppm.shu.edu.tw

參、學術活動訊息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從「十一五」規劃到「十二五」規劃：回顧與前瞻」學術研
討會
日期：99 年 11 月 29 日(星期一)
地點：本校基河校區 J616 國際會議廳(台北市士林區基河路 130 號 6 樓)～敬邀踴躍報名
參加，相關資訊如附件。如有任何疑問，請洽 02-2243-02
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pubaffair/index.asp67
◎2010 年臺灣政治學會年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都之後，百年前夕！」學術研討會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tpsa2010/index.html
時間：2010年12月04-05日(星期六、日)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D0401教室
主辦單位：臺灣政治學會、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地方政府治理新秩序公共論壇
主辦單位：臺北縣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協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致理技術學院、國立
政治大學、淡江大學
網址：http://www.horns.com.tw/ngoilg/index.html
論壇緣起
臺北縣政府即將於本(99)年 12 月 25 日正式改制升格為新北市，面對嶄新的治理格局與
施政挑戰，臺北縣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肩負縣府政策設計師的角色功能，在當代公
共管理的思維下，我們思索著從行動策略與數位方式推動一系列縮短落差的行動方案，
一步一步地拉近公共服務的治理距離，進而打造出智慧行動的新城市。
在改制升格的過程中，臺北縣擬定了「縮短落差─超越北縣─追求卓越」的發展策
略地圖，並逐步推動「簡政便民」
、
「縮短數位落差」
、
「行動服務」
、
「動態管理」以及「創
新治理」等行動方案並獲致初步成果，為了讓這些治理成果可以更精益求精，本會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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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區域各大專院校辦理一系列專業性公共論壇，以本會在改制升格中重要的施政成果
為主題，展開一連串的政策對話，以型塑出未來我國地方政府治理新秩序的具體圖像。
論壇場次表：
時間
99/11/22

地點

主題
國立中央大學

(太空遙測研究中心 R2-116 會議廳)
99/11/25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勤樸樓 5 樓視聽室)
99/11/30

提升簡政便民的服務品質

致理技術學院

(綜合大樓 8 樓國際會議廳)
99/12/06

推行動態管理的民意諮詢

聖約翰科技大學

(圖書館 8 樓國際會議廳)
99/12/01

型塑創新地方治理模式

創造無距離的行動服務

國立政治大學

(綜合院館南棟 5 樓國際會議廳)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的策略
99/12/07

淡江大學

(驚聲紀念大樓 2 樓驚聲國際會議廳)

打造智慧行動新城市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第九屆地方發展策略研討會暨第六屆公共事務與公共行政青
年論壇
時間：99 年 12 月 2 日（星期四）
地點：佛光大學德香樓 104 會議廳
網址：http://public.fguweb.fgu.edu.tw/front/bin/home.phtml

◎ 2010 兩岸 MPA 教育論壇與大陸公共管理院長論壇 台北場活動議程
時 間：2010 年 12 月 5 日(週日)
地 點：台北圓山大飯店(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路四段一號)
主辦單位：
全國公共管理碩士(MPA)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 中華公共事務管理學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財團法人中鋼集團教育基金會
義聯集團
海洋教育基金會
◎2010 年社會暨公共事務國際學術研討會－公民社會與人權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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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99 年 12 月 11 日（星期六）
地 點：臺北市愛國西路 1 號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 2 樓第 1、2 會議室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報名方式：電子郵件傳送至 public@tmue.edu.tw
報名截止日期為 99 年 12 月 8 日（星期三）
主旨註明：報名「2010 年社會暨公共事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2010 年研究生論文成果發表會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
政策學系 2010 年研究生論文成果發表會
時
間：99 年 12 月 11 日（星期六）
地
點：國立臺北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樓九樓多媒體會議室（臺北市民生東路三段六
十七號）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系友會、中華民國公共行政學會
http://pa.ntpu.edu.tw/ntpu_dep/content.php?sno=000140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2010 公務人力資源培訓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
http://www.csptc.gov.tw/classreg/ViewOLNClass.aspx?Class_ID=201011001
99 年 12 月 14 日（星期二）台北市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前瞻廳(臺北市新生南路 3 段 30
號)
◎循證調查與文官制度研究：理論與實際」學術研討會
“Evidence-based Survey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Theory and Practice” Conference
會議時間：2010 年 12 月 18 日(六) 9:00-17:10
會議地點：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五樓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合辦單位：考試院、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名截止日：99 年 12 月 15 日
郵件主旨註明：報名「循證調查與文官制度研究：理論與實際」學術研討會
聯絡人：呂季蓉秘書 E-mail：bpad@nccu.edu.tw

肆、國內外主要學會會議徵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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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會議徵稿訊息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都會治理與第三部門發展」理論與實務研討會徵稿
徵稿對象
相關領域學生（博士生以上）、教師、研究人員
會議時間、地點
2011 年 6 月 3 日（星期五）
東海大學省政大樓會議廳（台中市中港路三段 181 號）
投稿須知
論文摘要截稿：2011 年 1 月 31 日（A4 一頁為限，內容包括：題目、關鍵詞、姓名、
職稱、服務單位、email、聯絡電話）
論文摘要審查結果通知：2011 年 2 月 15 日（統一以 email 回覆）
論文完稿繳交期限：2011 年 5 月 12 日（星期四）
論文撰寫格式：請依據〈公共行政學報〉體例（詳見網址：
http://pa.nccu.edu.tw/journal/pages.php?ID=admiss3）
投稿、聯絡窗口
韓家瑩 助教
電話：（04）23590121 分機 36700
Email：hanji@ thu.edu.tw（來信請註明投稿「都會治理與第三部門發展理論與實務研討
會」）
◎2011 年第六屆全球化與行政治理：『中華民國建國百年』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會議日期與會議地點
2011 年 4 月 29 日（星期五） 08：10～17：30，
開南大學顏文隆國際會議中心
二、參加對象
本研討會開放全國學術與實務界相關領域人員參與，唯基於落實大桃園地區在地的理論
與實務結合之理念，尤其歡迎大桃園地區公共事務、行政管理、社會科學與法政學界與
地方實務界人士參加。
三、會議規劃主題
全球化下的高教政策與學校治理
台灣五都的新區域治理關係
全球化下的文官制度變革
全球化與公務人力資源
環境影響評估與專家會議
公民社會與民主治理
全球化與區域發展
ECFA 與兩岸關係
族群政策與多元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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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地方治理模式
全球化與文化創意產業治理
四、公開徵稿之期程
傳送公開徵求論文資訊：99 年 11 月 17 日（星期三）
論文摘要上傳截止日：100 年 1 月 9 日（星期日）
論文全文上傳截止日：100 年 3 月 28 日（星期一）
◎第一屆「三地博士生論壇」學術研討會徵文通知
為了提高博士生的培養品質，加強兩岸三地博士生之間的交流。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
共事務管理學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擬聯合舉辦三
地博士生論壇。本論壇為年度性論壇，每年四月前後由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
理學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輪流舉辦。首屆博士生
論壇將於 2011 年 4 月 9-10 日在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理學院舉行。特此向各
位徵稿，希望各位踴躍參與。
■內容摘要提交：
參會論文需為具有學術性、前瞻性，並在國內外尚未公開發表過的論文。內容摘要以
Word 文檔方式提交，不超過三頁，具體包括：
1. 標題和摘要；
2. 作者姓名、職稱、工作單位、電子郵箱及聯繫電話；
3. 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4. 關鍵字；
5. 主要參考文獻。
■截止日期：2010 年 12 月 15 日。經會議組委會專家評審後，在 2011 年 1 月 15 日之前
寄發正式參會邀請函。
■全文提交：
參會論文全文提交日期為 2010 年 3 月 15 日。入選論文一般為中文或英文（Word 或 PDF
文檔），頁面統一按 A4 紙排版, 字數以 8000 字至 12000 字為宜。論文請以電子郵件形
式提交給會議籌備組，以便裝訂成冊；提交論文請以“姓名：
《論文名》”作為郵件主題，
以便核查和集中審讀；論文錄用與否均不退稿，請作者自留底稿。
■論壇規模：
廣州中山大學、臺灣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三校在本區域內各選拔 6-7 名來自政治學、行
政學或者相關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少量碩士研究生）參加本論壇，即中山大學可以接收
來自大陸各高校的博士生論文，臺灣大學可以接收來自臺灣高校的博士生論文，香港城
市大學則可以接收來自香港高校的博士生論文。
■排程：2011 年 4 月 8 日，報到； 4 月 9-10 日，會議。
■其他事項
本次會議不收取會議費；主辦方負責會議的住宿和飲食，旅行費由參與者自行解決。
8

請愛護智慧財產權

■會議連絡人
臺灣：
王業立
聯繫電話：02-23416169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02-23416169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Email: ylwang2008@ntu.edu.tw
聯繫地址：10055 臺北市徐州路 21 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香港：
高潔
聯繫電話：852-34428836 (辦公室)，852-90452840 （手機）
Email: jiegao@cityu.edu.hk
聯繫地址：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香港城市大學，達之路 83 號，香港九龍
大陸：王清
聯繫電話：13929580126
Email:wangqinggz@gmail.com
聯繫地址：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理學院，廣州市新港西路 135 號(510275)
二、國際會議徵稿訊息
◎Portand State University 將於明年 (2011 年)10 月 1-2 日在美國 Oregan 舉辦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國際研討會。
◎「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為協辦單位之一，因此屆時有 10 位台灣學者可以獲得免
註冊費和免費住宿的招待。
◎非常歡迎您的參與，若有興趣參與，請告知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 (hcchang@ntu.edu.
tw)。向大會繳交 abstract 的 deadline 是 4/30。
徵稿文件請見：http://taspaa.org/Default.php

伍、書籍徵稿訊息
◎Citizen 2.0:

Public and Governmental Interaction through Web 2.0 Technologies

A book edited by Dr. Kathryn Kloby, Monmouth University, NJand Dr. Maria J. D’Agostino,
John Jay College, NY
To be published by IGI Global: http://www.igi-global.com/
Introduction
Web 2.0 technologies offer the potential to support real-time and other web-based so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This book is intended to shift the current focus
of citizen engagement dialogue away from traditional engagement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by exploring how new web-based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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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novative ways to support interactions with citizens and transform government.

Chapters in this edited volume may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potential of
Web 2.0 technologies for citizen engagement? How are governments using Web 2.0
technologies to engage citizens in the policy process? What should public administrators
know about Web 2.0 technologies as they adopt and implement them? In what ways can
Web 2.0 technologies transform government as they are used to engage citizens?
The book will further define the role of Web 2.0 technologies in government and highlight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and tools public administrators can use to engage citizens. Chapters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lessons learned by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Exploring the emerging concept of Citizen 2.0, author
contributions will examine the changing role of citizens i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Web 2.0 technology. More importantly, it will present an analysis of how Web 2.0
technology can transform government as it explores how citizen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can be included in decision making.
Recommended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Defining Web 2.0 Technologi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Public Sector
Web 2.0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otential to engage citizens
Available Web 2.0 technologies and their capabilities (e.g. blogs, wikis, etc.)
Applying Web 2.0 technologies to the public sector
Analysis of federal mandates and state and local initiatives calling for Web 2.0
technologies
Defining the role of Web 2.0 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b 2.0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public administrators
Redefining the role of citizens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rough Web 2.0
Enhancing citizen engagement strategies with Web 2.0 technology
Applying Web 2.0: Trends and Perceptions
Trends in citizen utilization of Web 2.0
Perceptions of Web 2.0 technologies (among citizens and public sector
personnel)
Strategies for selecting relevant Web 2.0 products
Drafting technology plans with Web 2.0 for citizen engagement purposes
The role of leadership
Rallying the support of elected officials
Motivating staff to engage the public with Web 2.0 technologies
Aligning resources to implement and sustain initiativ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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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ies for engaging the public
Institutionalizing Web 2.0 for the purpose of citizen engagement

Citizen 2.0 and Transformation
How using Web 2.0 technologies to engage citizens impacts agency
performance
How using Web 2.0 technologies to engage citizens impacts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How Web 2.0 impacts relationships across sectors
Collaborating across sectors to engage citizens using Web 2.0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for meaningful utilization of Web 2.0
How citizens receive/use government-sponsored Web 2.0 activities
Examples of Web 2.0 in policy areas (e.g. environmental
policy, educa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etc.)
Submission Procedure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on or before December 15, 2011 a 2-3
page chapter proposal clearly explaining the mission and concerns of his or her proposed
chapter. Authors of accepted proposals will be notified by January 8, 2011 about the status of
their proposals and sent chapter guidelines. Full chapters are expected to be submitted by
April 8, 2011. All submitted chapters will be reviewed on a double-blind review basis.
Contributors may also be requested to serve as reviewers for this project.
Publisher
This book is scheduled for publication in 2012 by IGI Global (formerly Idea Group Inc.),
publisher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formerly Idea Group Reference),
“Med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Business Science Reference,” and “Engineering
ScienceReference” imprin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ublisher, please visit www.igi-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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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PAA 會訊強力徵稿中！
會訊的發行主要聚焦於下列議題：
壹、TASPAA 活動訊息
貳、各系所活動訊息(包括會議徵稿、學術活動、演講、國外與大陸學者參訪等)。
參、國內外主要學會會議徵稿通知。
肆、國際學術活動與知識新知
伍、學術研究分享
◎請各位系所理事與各位教師踴躍分享與投稿，並將相關訊息與投稿在每個月 25 號之
前寄到電子信箱：2011TASPA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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