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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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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新冠肺炎的公共行政：專業行政與跨域協力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ost-Covid-19: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公開徵稿啟事 

Call for Papers 

壹、主題說明 

       在歷史的洪流中，國家和政府治理在每個時期都有其必須面對的挑

戰與難題，同時各個國家間也面臨彼此競爭力的競逐。而當前各國政府

在面對全球經濟發展停滯、人口減少與老化、永續發展的威脅、自然生

態的破壞等問題，以及人民要求公共服務的內容、範圍日益增多、卻要

求政府財政支出減少的趨勢下，各國政府無不深刻反省而提出規劃，以

回應詭譎多變的治理環境。 
    2019、2020 年適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對人類社會產

生重大影響，除了各國人民必須面對來自國內外各項變局所帶來的挑戰

與衝擊外，更突顯單一行政機關已無法有效處理複雜多元的議題，極需

公私部門間的跨域協力，方能為人類社會帶來更美好的未來。換言之，

如何展現公部門各行政領域的專業效能，同時藉由彼此間跨域協力合作

以有效處理各項公共事務，誠為未來重要趨勢。 
本次年會以「後新冠肺炎的公共行政：專業行政與跨域協力」作為

主題，擇於 2021 年 5 月 28、29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召開。誠摯邀請國際

及全台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系所教師、研究生、實務專家共襄盛舉。

一起為當前公共行政的發展與未來進行深入討論，希冀能對當前政府公

共治理提供建言的同時，也能提供學者未來從事相關研究的靈感，找回

並重塑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以體現學術興國之意義。 

貳、會議資訊 

一、舉辦時間：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星期五、六） 

二、舉辦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科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桃園市龜山

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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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辦單位：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 

參、徵稿方式 

     本次年會徵稿分為兩種管道：自由投稿與自組場次。 

一、自由投稿 

本次大會主題為「後新冠肺炎的公共行政：專業行政與跨域協力」，

分由下列十八項子題對外公開徵稿，歡迎各領域專業論文，以及跨學

科、跨領域之合作研究成果投稿。投稿者請填寫「基本資料與論文摘

要表」，資料表格請見附件 1。 

 （一）地方自治與行政法制：舉凡地方自治、地方制度、選舉、公民

投票、政黨、遊說或政治獻金相關議題。就地方自治及地方制

度相關議題而言，歡迎就「地方立法機關議事透明、原住民及

性別參政權保障、中央與地方溝通協調機制、區域聯合治理、

地方府會關係」等主題，提出法制檢討與實務問題解決建議的

相關論文。 

（二）交通與軌道建設政策：舉凡各項陸、海、空航之交通建設與軌

道建設之政策規劃、執行與未來前瞻等主題。 

（三）大數據與科技政策：舉凡大數據思維、大數據運用於公私部門

之創新作為、大數據及科技整合提升公共行政效率等主題。 

（四）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舉凡地理空間、行政轄權、政府民間等

跨域協力的治理議題，實體或網路虛擬場域的合作競爭，同質

或異質組織間合作的研究；以及在都會治理的範疇下，衍生的

老屋欣力、社群經濟、地方節慶、地方觀光、文創產業等主題。 

（五）環境治理與災害防救：舉凡從永續治理角度出發的各類環境議

題研究，因應氣候變遷、複合式災害、國土利用、資源保護、

山難救援、災害防救、棕地利用、環境審議、環境教育等主題。 

（六）文官體制變革與發展：舉凡非公務人員任用（包括政務、機要、

臨時約聘僱）、年金制度改革、公務人員考訓用留、揭弊人保

護、服務動機與激勵制度、三級機關首長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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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三部門與公益慈善：舉凡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公設財團法

人、社會企業、公益信託、社會影響力評估、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群眾募資、公益勸募等主題。 

（八）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舉凡政府預算、公共財政、績效審計等

主題，以及參與式預算、公共資源應用規劃及其責任歸屬等主

題。 

（九）數據治理與組織績效：舉凡電子化政府、人工智慧及政策應用、

雲端運算與大數據治理、開放資料與服務創新、網路聲量調查

與民調等主題。 

（十）行政倫理與廉能透明：舉凡行政中立、行政倫理、廉能調查、

政風肅貪、勤政調查、開放資料、透明化政府主題。 

（十一）公共行政發展新趨勢：歡迎引進各類先驅研究議題及科技整

合研究、各國公共行政重大發展與趨勢議題，以及公共行政教

學、研究方法技術工具的應用探討。 

（十二）公共政策與管制行政：舉凡政策過程所述規劃、分析、執行、

評估，以及政策工具發展與應用概念下，衍生的各類管制行政

案例探討。例如：食品安全、清潔能源政策等。 

（十三）執法行政組織與管理：舉凡警政、消防、海巡、移民等執法

行政組織之行政效能提升與組織管理等主題。 

（十四）警察行政與安全治理：舉凡警察執法行政、警察人事管理、

警察財務與機關管理安全治理、警察裁量、跨域執法、偵查法

制、執法與人權、警政策略、非傳統安全治理等主題。 

（十五）衛生行政與跨域協力：舉凡公共衛生政策與管理、醫療照護

行政、健康政策與行政、藥政管理與行政、疾病防治部門之行

政與管理、職業安全衛生部門之行政與管理、醫療體系與醫療

部門之行政與管理、長照制度發展與規劃等主題。 

（十六）勞工行政與跨域協力：舉凡勞工政策、勞動人力政策與規劃、

勞工福利、勞資關係、勞工保險、勞工安全衛生政策與職業訓

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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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社會行政與跨域協力：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工作、社

會福利政策與法制、社會救助業務規劃與管理、社會保險制度

之規劃與管理、保護服務業務之規劃與管理、志願服務、社區

發展等。 

（十八）文化行政與跨域協力：舉凡文化行政、文化政策（例如藝 Fun
券）、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行銷等。 

二、 自組場次 

本次大會將開放部分場次，提供 TASPAA 各委員會、各會員系所

成員，自行規劃至多由四篇論文組成的自組場次。大會將依據申請表

與提案書之內容進行審查，審查通過之自組場次，主辦單位將提供場

地及必要之行政支援。申請表及提案書請見附件 2。 

肆、重要時程 

一、自由投稿論文摘要、自組場次提案書投稿截止日：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二、自由投稿論文摘要、自組場次提案書審查通過公告日：2021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 

三、自由投稿論文全文、自組場次議程與論文全文繳交截止日：202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伍、注意事項 

一、 來稿請一律以 Microsoft Word 文書軟體撰寫。 

二、自由投稿場次之論文投稿者請填妥附件 1（基本資料與論文摘

要表）；自組場次申請者請填妥附件 2（自組場次申請表與提

案書），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之前，將文件電子檔

傳送至大會信箱： 2021taspaa@mail.cpu.edu.tw 

三、電子郵件主旨，請註明「投稿 2021 年 TASPAA 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投稿者姓名、或自組場次申請者姓名）」。 

，並確認收到系

統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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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件資料不全或不符資格者，不予受理。 

五、若發現有違反申請規定或學術倫理等情事，本會得拒絕受理申

請。 

六、 審查結果將於 2021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公布於TASPAA官

方網站 http://taspaa.org/ 

陸、申請期限 

，審查未獲通過之申請者，將不另行通

知。 

      即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截止，逾期者得不受理。 

柒、聯絡資訊 

一、聯絡人：王韋凱 助教 

二、電話：03-328-2321＃4610 

三、傳真：03-328-1992 

四、地址：33304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中央警察大

學行政管理學系） 

五、 電子郵件：

六、 TASPAA官方網站：

 2021taspaa@mail.cpu.edu.tw  

捌、 論文投稿及經費補助說明 

 http://taspaa.org/  

一、非 TASPAA 系所成員師生：所有相關費用煩請自費參與。 

二、TASPAA 系所成員師生 

（一）自由投稿場次：除提供場地設備器材及工讀生外，僅提供主

持費及評論費用（不提供發表費）。 

（二）交通費用補助標準與原則說明 

http://tasp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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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員系所師生交通補助標準 

（1）補助對象：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 

（2）補助範圍：任職學校至桃園來回車資，限新竹（含）以南及

東部地區。 

2、會員系所師生交通補助原則 

（1）憑車票票根或交通費單據實報實銷，不支付計程車車資或加

油發票收據。 

（2）二人以上合著者，僅補助一人，依議程上作者排列順序，補

助第一順位者。若第一順位同時擔任主持人或評論人，則補

助第二順位，以下類推。 

（3）須車資補助者將在會議現場發給回郵信封，煩請會後盡速寄

回票根（正面簽署大名），補助費用將待報帳程序完成後，

匯入您的帳戶。 

（三）自組場次部分：僅提供場地設備器材以及工讀生，其餘費用

請自理。 

三、海外投稿與會者：除本會特邀學者外，本會僅提供會議期間

（2021 年 5 月 27 至 29 日）食宿，餘交通機票費用請自理。另

視 2021 年 COVID-19 疫情發展，海外的論文發表得改為線上會

議方式進行。 

 

玖、附件 

     附件 1：基本資料與論文摘要表 
     附件 2：自組場次申請表與提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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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基本資料與論文摘要表 
投稿子題 

（18 項子題擇

一） 
 

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以下請填寫第一作者或主要通信聯繫人之資料，謝謝！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信箱 
 

論文摘要與關鍵詞 

摘要 
（包括主要研究問

題、研究方法及預期

貢獻；800 字以內為

原則） 

 

關鍵詞 
（上限為 5 個） 

 

請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之前，將本表電子檔傳送

至2021taspaa@mail.cpu.edu.tw 。 
逾期者恕不受理。如有相關事宜，請來信或來電洽詢（03-3282321 轉 4610 洽助

教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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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自組場次申請表與提案書 

單位／團體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主管／負責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自組場次主題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擬納入子題 
（18 項子題擇

一）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傳真電

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信箱 
 

請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之前，將本表電子檔傳送

至2021taspaa@mail.cpu.edu.tw 。 
逾期者恕不受理。如有相關事宜，請來信或來電洽詢（03-3282321 轉 4610 洽助

教王先生）。 

自組場次提案書大綱 
一、 緣起與目的 

二、 會議流程與規則之規劃（以 90 分鐘為限） 

三、 主持人、發表人與評論人之人選規劃 

四、 需大會協助之事項 

五、 收稿時程規劃 

六、 其他事項 

（請自行增減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