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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務活動
◎年會舉行
首先，先祝各位老師新春快樂！預祝未來一年鴻兔大展。感謝各位老
師的支持，此次 2011 年臺灣公共行政暨公共事務系所聯合會國際研討會－
建國一百年公共事務的回顧與展望，共有將近 150 篇來自公共行政、公共
事務、政治學、國際關係、法律、教育、社會學等學者與博碩士研究生投
稿摘要。這些參與人員，並有來自於中國大陸、香港、以色列、日本、韓
國、美國主動投稿或者聯繫。並有若干政府單位表達願意舉辦政府實務論
壇。我們非常感謝各位的積極參與，誠摯希望各位能在往後舉辦過程，持
續協助我們把會議辦得更好
此次會議宣傳除了廣發給各系所、政府單位，以及國科會網站等，透
過美國公共行政學會(ASPA)的國際分會(International Chapter)電子郵件通訊
向國際徵稿、TASPAA 國際會議徵稿訊息透過美國公共行政學會(ASPA)的
官方報紙-PA TIME，在一月和二月號的國際版(International Supplement)宣傳
與徵稿，國際版亦將在今年三月在 Baltimore 舉行的 ASPA 年會發放，並透
過 ASPA 電子傳播系統向全球徵稿。令人驚喜的是，除了受邀學者，部分
國際性學會或院系所院長表達來臺灣參加的意願，如美國公共行政學會現
任執行長(Executive Director)，韓國政策研究學會長、以色列海法大學政治
學院院長等。在過去與現在大家的努力下，顯示臺灣在亞洲與全球公共行
政暨公共事務不可或缺的地位。我們的國際會議網站如下：
http://taspaa.org/Conference2011/TASPAA/index.html。我們會持續更新相關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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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TASPAA 最佳博士、碩士學位論文獎申請公告
一、宗旨：
台灣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系所聯合會（TASPAA，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公共行政
相關博、碩士論文研究之品質，增進學員研究動機與思辯能力，特舉辦年度最佳
博、碩士論文甄選，並於年會時公開頒獎。
二、獎項名額：
（一）分為「博士生組」、
「一般碩士生組」與「碩士在職專班組」三組。
（二）博士生組：頒發優選以及佳作各乙名，優選獲贈獎金新台幣 2 萬元
整以及獎狀一紙，佳作獲贈獎金新台幣 1 萬元整以及獎狀一紙。
（三）一般碩士生與碩士在職專班組：每組優選以及佳作各乙名，優選獲
贈獎金新台幣 1 萬元整及獎狀一紙，佳作獲贈獎金台幣五千元整及
獎狀一紙。
三、申請資格：
（一）申請者須為本會系所會員博士、碩士班畢業之學生，並由該系所為
其推薦。每一系所最多可推薦三位，即博士班、碩士班與碩士在職
專班各推薦一人。
（二）參與甄選之博、碩士論文須為於 2009 年 2 月 1 日至 2011 年 1 月
31 日期間完成口試取得學位之論文。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應提具下列文件，由就讀博、碩士之系所彙整並造具申請表
（如附件）一併函送本會申請，文件不全或不符合者，不予受理。
（二）應備文件：1.最佳博士、碩士學位論文獎推薦申請表。
2.論文紙本及光碟（PDF 檔）各兩份。
五、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 100 年 3 月 31 日（星期四）截止，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六、申請表格：
請上官方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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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所徵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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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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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愛護智慧財產權

◎淡江大學 100 學年度延攬師資公告
名
學歷及條件
額
1 名 具國內外大學公共行政或公共政策博士學位
公共行政學系
1 名 具國內外大學法律學博士學位
單位別

學術專長
公共政策、行政學
憲法、行政法領域

說明：
一、擬聘職稱均為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具教師資格證書或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
考慮。
二、檢附資料如下：
(一)應徵教師資格審核表、應徵教師主要論著及發表期刊目錄(請逕自人事室網站下
載填寫)。
(二)最高學歷證書(或臨時學位證明函)影本、成績單影本。（持國外學位而無同等
級之教育部資格證書者，請將正式學位證書(或臨時學位證明函)及成績單送至
外交部駐外館處先行驗證，並至移民署辦理入出境查證事宜）。
(三)推薦函正本 2 份。
(四)最高教師資格證書影本（無則免附）。
(五)未具博士學位之助理教授及副教授（含）以上未具資格證書者，須有 5 年內已
出版之論著 4 篇以上之一覽表。
(六)本國籍男性請附退伍或免役證明。
三、待遇比照公立學校標準，副教授（含）以上博士學位者每月另支 7,000 元加給，
任教滿 1 年後，得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申請研究獎助。
四、申請截止日期為 100 年 2 月 25 日(星期五)，資料請逕寄 25137 新北市淡水區英專
路 151 號淡江大學人事室收，信封請務必註明應徵系所及姓名（郵戳為憑，恕不
退件）
。
五、本校網址為 http://www.tku.edu.tw，人事室網址為 http://www2.tku.edu.t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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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徵聘專、兼任教師(延長至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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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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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截止日為 99 年 12 月 31 日止延長至 100 年 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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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徵聘專案教師啟事
（一） 應徵資格：政治理論（政治思想優先）與公共行政相關領域學科博士。
（二） 徵聘人數：1 名。
（三） 應徵職級：專案助理教授以上。
（四） 薪資：比照專任教師，依職級敘薪。
（五） 起聘日期：自民國 100 年 8 月 1 日起，1 年 1 聘。
（六） 申請方式：請將詳細學經歷、著作表、可開授課程等書面資料及電子檔，以及
博士論文、最高學位證書影本，於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之前，逕寄「台南市 701 大學
路一號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陳君平小姐收」。
（七） 申請人如為應屆畢業生，亦請於 100 年 3 月 31 日前，將您通過學位論文考試之
臨時學位證明、以及博士論文修訂完成版本，寄至本系（以郵戳為憑）。
（八） 應徵者寄送至本系之相關資料，將於審查結束後存檔，恕不退還。
（九） 聯絡電話：（06）2757575 轉 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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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號碼：（06）2766498。
電子信箱：em50255@email.ncku.edu.tw 或 chchping@mail.ncku.edu.tw.

參、國內外系所、學會會議徵稿通知。
一、國內會議徵稿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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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資訊
相關資訊：
舉辦時間：2011 年 5 月 6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開南大學顏文隆國際會議中心（桃園縣蘆竹鄉開南路一號）
會議宗旨：
本研討會即將進入第六屆，過去五年裡已成功地結合大桃園地區與北部各
公私立大學共襄盛舉，並且已有來自美國、德國、英國、日本與大陸等地
國際知名學者及全國三十餘所公私立大學院校學者專家熱烈參與。本屆研
討會仍將秉持傳統，以宏觀角度審視全球化思潮及其所衍生的諸多議題，
同時並開拓新的視野，探討全球化變遷下之國際環境與公共事務及治理相
關議題。時值中華民國建國百年之慶，本屆會議特別針對國內「五都選舉」
後的新治理關係做一廣泛探討，以做為建構未來中央、地方及社會大眾之
間的治理網絡與互動模式之參考。
論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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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下的地方治理模式
◎全球化與文創產業治理
承辦單位：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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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建國百年的公共管理思潮：趨勢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國立臺南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舉辦 2011「建國百年的公共管理思潮：趨勢與挑戰」學術研討會徵稿
壹、宗旨
回顧我國公共管理領域所面臨之挑戰，並探究學科未來發展方向。
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的溝通對話達成理論與實務的知識共享。
藉由互動研討促成國內行政管理界人才、經驗與資訊之整合交流。
貳、研討會時間與內容
時間：2011 年 5 月 11 日(星期三)
地點：國立臺南大學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立臺南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研討會主題：全球化下之地區發展與政策管理
場次一、國家發展與地方治理
全球治理與國家發展
地方治理與府際關係
大陸事務與兩岸研究
環境管理與地方永續發展
場次二、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
民主體制與公共治理
公民社會與公私協力
政策分析與網絡關係
社區總體營造與非營利組織
場次三、經濟情勢與管理趨勢
財政改革與金融管理
人力資源與組織管理
法制社會與法治教育
公務行政倫理與企業社會責任
參、徵文方式：
一、請投稿者於 100 年 2 月 11 日（星期五）以前，將論文摘要 e-mail
至：pam-1@pubmail.nutn.edu.tw，經審查後，將儘速通知結果。
1.論文摘要請包括投稿子題類別、論文名稱、作者姓名、服務機構（以
上中、英文各一）、地址、聯絡電話、傳真及 e-mail。內容中英文皆可，
以三百字為原則，並註明三至五個關鍵詞。
＊「徵稿摘要」表格及「論文格式」範本連結下載。
2.投稿後三個工作天，若未收到確認信，煩請主動與本主辦單位聯繫。
二、論文摘要獲邀請者，請於 100 年 4 月 8 日（星期五）以前，將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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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e-mail 至：pam-1@pubmail.nutn.edu.tw。並請依照下列格式要求提付
本會論文：
1.來稿封面頁請註明論文名稱、作者姓名、服務機構（以上中、英文各
一）、地址、聯絡電話、傳真及 e-mail。
2.稿件須附論文摘要與本文，摘要以三百字為原則，本文以兩萬字為
限，並請用電腦打字（請依 WORD 格式處理）。
肆、聯繫資料
一、聯絡人：何家英小姐
二、聯繫電話：06-2133111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06-2133111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轉
631、630
三、E-Mail ：pam-1@pubmail.nutn.edu.tw
四、本系網頁：http://www.pam.nutn.edu.tw/
五、傳真：06-2144409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06-2144409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都會治理與第三部門發展」理論與實務研討會徵稿啟事
一、 會議主軸
都會政府是探討治理議題的適當規模，而伴隨五都格局的形成，其研
究的重要性與能見度亦是與日遽增。但細究都會治理的意涵，其揭示著政
府對公共議題的問題認定，乃至於政策成效評估等過程，已不宜延續政治
考量至上、行政專業優先等單向而狹隘的施政思維。
「治理」一詞，其彰顯
政府面對失靈的壓力，對內亟思跨越垂直或水平機關界線尋求合作，對外
則持續開放民間社會參與公共事務的空間，甚至是積極地向第三部門學
習，抑或反思如何透過公權力的行使，協力第三部門發展，善用無聲的力
量共同實踐非營利組織之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在 2009 年成立「大台中治理研究中
心」
，並開辦中部首創的「第三部門碩士在職專班」，持續思考在都會治理
的理論與實務範疇之下，面對各類的公共治理議題，如何能從「都會」的
組織層次發展具體可行的問題解決架構、策略或行動方案，抑或從更大或
更小的組織層次引介相關案例，以因應未來都會治理可能遭遇的難題。
當前正值 2011 年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際，前述研討構想希冀
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欣見各界學術及實務先進能踴躍來稿，分就「都會
治理、第三部門、大台中研究」等領域，分享各類理論或實務議題的研究
成果。
二、 徵稿對象
相關領域學生（博士生以上）
、教師、研究人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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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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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投稿須知
 論文摘要截稿：2011 年 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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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發表經錄取每篇致贈發表費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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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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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國會與決策」研討會徵 稿 啟 事
民主政治已然成為當代的政治主流。民主政治之興起與國會息息相
關。國會更存在於現代民主政治之先，隨著至高王權逐漸被代議機構制衡，
而在歷史進程中走向了民主體制之路。民主思想的啟蒙者之一洛克，其政
治構想中，國會亦為不可或缺的一環。
在前述的歷史演進下，國家的決策模式也不斷的在改變，民主社會中
不再有大權獨攬的君王。決策必須歷經，行政與立法雙權的折衝過程方能
產生。相對地，從決策模式亦可觀察出一國之國會機能之強弱，甚或就此
看出該國之運作是否符合民主之精神。民主、國會與決策，這三者的互動
中，捕捉政體運作的全貌。
從這三者可以衍生出無數政治學研究的課題：許多國家雖以建構民主
政體，然民主的存續與落實，仍備受考驗。而在民主體制中，國會究竟應
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國會真的能夠成為代議民主的機制嗎？亦或只是少
數菁英角力的場域？府與會之間，尤其在總統制國家，其必須合作又必然
衝突，兩者之間又應以何種方式共處？民主國家中，理想的決策模式為何？
國會又應在決策過程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決策的倫理有如何？
面對這龐雜繁複的課題，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希望藉由舉辦「民主、國
會與決策」研討會，廣邀諸位學者一同交流。希望能藉此對仍在變動中的
政治世界，有更多的認識與瞭解。在先前兩年，本系已舉辦兩場與國會有
關之研討會，兩次研討會皆討論熱列，參與踴躍，令人意猶未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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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先前的豐碩成果以及良好討論氣氛，本系希望藉由舉辦「國會、
民主與決策」研討會，延續並深化既有之研究成果，更希望觸發更多的思
考與討論。誠摯盼望各界能踴躍參與，讓本研討會能有更豐富的思想激盪。
研討會時間：2011 年 5 月 26、27 日（星期四、星期五）
研討會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徵稿規定：有意投稿者，請填妥發表論文報名表及摘要（500-1000 字)）
，於
2011/01/31 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jungfa@scu.edu.tw。本系將於 2011/02/15
前，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論文報名表及摘要之格式請至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 下載。郵件標題或主旨請定為「2011 民主、國
會與決策研討會摘要投稿（論文發表人姓名）
」。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國會研究中心
洽詢專線：02-28819471 轉 6254 張榮發助教

◎第十九屆「新生代」論文發表會徵稿
主辦單位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合辦單位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邀稿對象

大學院校公共行政、公共政策、公共事務管理、政治、國際關係等法政相
關領域研究所博、碩士生。

邀稿題目

1.與公共行政與政策相關的題目或內容皆可。
2.文長（含註釋及參考文獻）以不超過二萬字為原則。

請參照：《行政暨政策學報》論文撰寫格式
論文格式 http://www.dppa.ncnu.edu.tw/studyrules/951 新論文口試表格/論文撰寫格式
960111.doc
論文全文請於 2011 年 3 月 20 日晚上 12:00 之前，以 word 檔格式 e-mail 至
論文全文
暨大公行系林維莉小姐 dppa@ncnu.edu.tw 收，主旨敘明「第十九屆新生代
截稿日期
論文投稿」。

論文審查 來稿全文需經本系審查通過，並將於 2011 年 4 月 20 日前通知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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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預定於 2011 年 5 月 6 日（星期五）舉辦（如有異動，將另行通知）。
聯 絡 人

洪嘉穗，手機：0926-197763

二、國際會議徵稿訊息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Administration (IASIA)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Administration (IASIA) has issued a call for papers for “IASIA at 50: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Globally.＂ This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It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Roma Tre, will
be held June 13-18, 2011 at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of the University of Roma Tre,
Rome, Italy.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call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IASIA
founding father, Donald Stone, to keep on improving capacity-building, while
enhancing PA performanc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s is February 28, 2011.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all for paper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IASIA conference.
http://iasia-conference2011.org/call-for-papers/
亞洲制度分析學會、美國公共行政學會、廈門大學第一屆公共政策與行政
研究青年學者國際論壇徵稿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i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an Era of Change
May 31 to June 3, 2011
Xiamen City, PR China
CALL FOR PAPERS
The Asian Society f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SIASI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and Xiamen University proudly announce that the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i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will be held in
Xiamen Cit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May 31 and June 3, 2011.

Theme
Papers and research projects from the following areas are welcom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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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2) the response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to post-crisis governance
3) empirical policy analysis in specific fields: fiscal, environmental, health, labor,
etc.
4)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pic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leadership,
human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budgeting etc.
Papers and research must be empirically based. Applications beyond the above
topics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Eligibility
We accept applications from doctoral candidates at the stage of dissertation writing
or field working,
postdoctoral fellow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assistant professors, lecturers, or
research fellows).

Procedure and timeline
Applicants shall submit a summary of their papers or research projects containing no
more than 250
words via e-mail to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 All mail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Mr.
Alex He Jingwei at
jingweihe@nus.edu.sg
Summary submission deadline: March 15, 2011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early April
Full paper submission: May 1, 2011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Alex He Jingwei
E-mail: jingweihe@nus.edu.sg Phone: +65 6516-8379 Fax: +65 6468-6746
◎「第七屆兩岸四地公共管理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1 年 5 月 7 日-8 日在中
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舉行，
一、論文徵稿時間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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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論文摘要時間要求：2011年2月28日截止
2．論文摘要內容要求：
請圍繞以上專題撰寫內容摘要，500——800 字為限，。
3．論文摘要提交要求：
論文摘要請提交到：http://www1.mparuc.edu.cn/lasd/zt.asp
4．論文全文提交時間：
我們將根據摘要選擇優秀論文的作者參加會議，並在兩周內通知作者本
人。論文全文須於2011 年4 月1日前提交。
二、會議相關費用
1．境外學者：主辦方將為論文已被接納的學者提供會議期間的住宿(5月6-8
日, 共3 晚)及餐飲（7-8日）。其餘費用由與會者自行承擔。
2．境內學者：主辦方將為論文已被接納的學者提供會議期間的餐飲(5 月7-8
日, 共3 天)。其餘費用由與會者自行承擔。
我們歡迎兩岸四地對此次研討會有興趣的學者報名參加。如需進一步的資
訊，歡迎您隨時來電來函查詢。
連絡人：張岩
電話：+86-010-6251-1985
郵箱：huiyi@mparuc.edu.cn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理學院

肆、期刊、書籍徵稿訊息
◎「競爭力評論」徵稿啟事
「競爭力評論」為學術性期刊，由中華國家競爭力研究學會出版，於
每年一月及八月出刊，宗旨為「國家競爭力」理念交換與促進交流之媒介
（未來將以紙本與網路版併行），凡有關「管理」、「財經」、「政治」、
「永續發展」等相關主題文章，及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管理相關領域之學
術論文以及書評，均歡迎投稿。近期特別徵求關於公共治理、績效管理、
基層主義、都市治理競爭力等議題之稿件。會務活動報導、會員介紹與動
態、研討會訊息等等，亦納為編輯主題。文稿類型：
(一) 研究論文（Research Article）：原創性具完整學術格式之論文。
(二)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用以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念討論，偏重
於資料之整理、檢討或初步分析之論文。
(三) 文獻評論（Critical Review）：就晚近發展的學術議題所撰寫之論文。
(四) 書評（Book Review）：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論。
壹、 論文格式
(一) 中文文稿以二萬字為限，英文文稿為一萬字。文稿請以電腦 WORD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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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處理。
(二) 論文首頁請註明論文題目、文稿類型、作者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
通訊地址、聯絡電話、e-mail、謝詞等相關資料。
(三) 稿件順序：文稿第二頁為論文題目、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第二頁
起請勿書寫作者姓名，第三頁起為正文，後面依序為附錄、參考文獻。
文稿末頁為英文題目、英文摘要、關鍵詞。
(四) 其他論文格式請參考論文撰寫體例。
貳、 稿件交寄
(一) 本評論隨時接受稿件，並依通過採用先後順序刊登。
(二) 來稿一式二份，請寄「11099 台北郵局第 128-56 號信箱」，「中華國
家競爭力研究學會編輯委員會」收，或可寄電子郵件至：
g885422@seed.net.tw。
◎The forthcoming book, Global Health Policy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Seeks
Book Chapter
The forthcoming book, Global Health Policy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s
seeking chapter authors from anyone working in the broad area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health/health care delivery global
partnerships. Please respond with your intention to contribute by February 15 and an
abstract by March 1 to the Book Editor, Michael W. Popejoy, Ph.D., M.P.H.
dr_popejoy@hotmail.com.
Young scholars are needed to contribute to a U.S. government database for use in
lower-division college courses in state universities, community colleges, and private
four-year colleges. ABC-CLIO college products will prominently feature 14 sets of
commissioned essays, intended to serve as pedagogic models for college students of
persuasive writing, critical thinking, 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rudimentary literature
review. Each set will consist of three complementary essays, each written by experts
and young scholars in response to the same essay question. The consideration for
each essayist will be $250. For more information, including a list of the initial essay
topics, please contact Dr. Byron Price at pricebe@tsu.edu. First drafts of the essay
are due April 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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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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