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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兩岸四地「公共政策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 時間：2006年 9月 29日（五）、30日（六） 

■ 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111號，考試院旁） 

■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 各場次主題 

  場次一  政策發展           場次二  政策影響 

場次三  非政府組織管理          場次四  政策學習          

場次五  地方治理                  場次六  透明治理          

場次七  區域治理                  場次八  良善治理 

 

 

9月29日（五）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 

主持人：徐仁輝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致詞：牟宗燦（世新大學校長） 

時  間 主持人 發 表 人 題 目 

第一場 

09:20-10:30 

【政策發展】 

徐木蘭 

(世新大學管理

學院院長) 

陳振明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政府工具研究與政府治理變革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政策的課責、回應與治理：民意調查與公

共政策的形成 

袁瑞軍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改革開放後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演進 

竺乾威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系

主任 
地方政府決策與民眾參與 

10:30-10:45 中  場  休  息 

第二場 

10:45-12:05 

【政策影響】 

虞崇勝 

（武漢大學政治

與公共管理學院

副院長） 

邵曉光 遼寧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中國轉型時期公共政策之價值判斷 

徐仁輝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經濟發展與公共政策：兩岸經驗比較 

馬國賢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支出績效評價原理研究 

張贊賢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y Process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12:10-13:30 午          餐 

第三場 

13:30-15:10 

【非政府組織

管理】 

彭文賢 

（世新大學行政

管理學系教授） 

朱仁顯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系主任 公益組織服務品質監管政策研究 

郭昱瑩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非營利組織預算之探討 

孫  煒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民主化、第三部門與台灣的政黨輪替：未

竟之志業抑或精巧的虛構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倡導型非營利組織政策網路分析 

陳國權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公營事業民營化：前提與限度 

鄭勝分 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非營利組織與企業之夥伴關係：資源

依賴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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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30 茶  敘  時  間 

第四場 

15:30-17:30 

【政策學習】 

陳振明 

（廈門大學公共

事務學院院長） 

李翠萍 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政策執行影響要素的意涵轉變—從政策執

行研究途徑發展脈絡分析 

魏  姝 南京大學行政管理系系主任 
治理視角下的社區矯正政策—以南京市社

區矯正政策為例 

彭渰雯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多元文化城市打造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台

北經驗（1998-2006） 

陸杰榮 遼寧大學副校長 政治哲學視野中的公共權力問題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主任 

制度移植與區域安全營造的組構與滾動--

海峽兩岸推動安全社區國際認證成功案例

分析 

韓  宏 
南京審計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公共財政

系副教授 
中國城鎮養老保險開放前瞻 

 

 

9月30 日（六） 

時 間 主持人 發 表 人 題 目 

第五場 

8:30-10:10 

【地方治理】 

竺乾威 

（復旦大學國際

關係與公共事務

學院系主任） 

徐斯儉 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Institutional Selectivism: How Local Political 

Reforms Respond to Social Demands in 

Chinese Politics 

陶小馬 同濟大學公共管理系系主任 
縣級政府在區域循環經濟建設中的地位與

作用----以浙江省寧海縣為例 

杜文苓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民間團體舉辦新竹

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的啟發 

顧麗梅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

教授兼 MPA 副主任 
基層治理：上海基層公共參與機制之解讀 

黃建銘 
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建構北台區域發展之都會治理機制 

葉一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企業政治活動對於管制政策之影響 

10:10~10:30 茶  敘  時  間 

第六場 

10:30-12:10 

【透明治理】 

許濱松 

（世新大學行政

管理學系教授） 

 

毛壽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政府責任制之理論及其政策意義 

余致力 

蘇毓昌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研發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國家廉政體系的建立︰診斷、預防與治療 

胡龍騰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電子化法規制定：透明與參與兩個面向的

檢視 

虞崇勝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政府在公共理性形成機制中的作用 

張其祿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助理教授 管制革新與治理：台灣經驗 

潘競恆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助理教授 
電子化治理對透明與課責之影響 

http://cc.shu.edu.tw/~ppm/t_p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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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          餐 

第七場 

13:30-15:10 

【區域治理】 

陸杰榮 

（遼寧大學 

副校長） 

 

黃榮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從協力治理觀點論台灣刑事義務勞務制度

的建構 

陳漢宣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系

主任 
香港政府治理的變革 

劉  力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價格聽證制度的程式性要求——有感於北京計

程車調價 

周志杰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以威脅平衡理論檢視區域權力競逐下的中

美日關係 

鍾懿萍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副教授 從都市規劃看公共管理 

劉熙瑞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從一個鄉的改革經驗看大陸基層公共管理

體制發展 

15:10~15:30 茶  敘  時  間 

第八場 

15:30-17:30 

【良善治理】 

余致力 

（世新大學研發

長、行政管理學

系教授） 

李  略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校副教授 
論危機管理中人的因素—SARS 危機中各

方行為反思 

陳敦源

林靜玟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博士生 
組織再造的總量管制策略 

黃海艷 
南京審計學院公共管理學院人力資源

管理系副教授 
農村公益專案中公眾參與機制研究 

邵建民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大陸政府領導與治理效能之分析 

方凱弘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助理教授 
從效率與防弊的取捨探討台灣政府組織改

造運動 

 

http://cc.shu.edu.tw/~ppm/t_jo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