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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文 政府文官的公共服務動機培訓不宜「一視同仁」，而應「差別待遇」

申佳健 社會資本在台灣的分佈及其影響因素

周德富 從「防衛動員署」成立，論海峽兩岸關係之發展

張世賢 全球政經脫鉤趨勢下的公共治理研究趨勢：複雜性理論觀點

陳夢琨 地方公共治理:臺北市社子島開發案決策分析-- 機器學習觀點

劉峻佑 初任公務人員訓練與試用合併之析探：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之觀點

賴怡樺
吳沛如
陳意函

設計思考應用於公共服務領域之趨勢、功能與挑戰

黃清宗 從《國防二法》施行20週年間反思與檢視國防部文官的地位危機

張巧函
陳敦源

網路時代政府公眾傳播的分析能力需求問題－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簡子文 地方議會分配政治網絡分析-以南投縣第17與18屆議員提案為例

林威妤 有績效無管理?初探我國警察人員之非例行績效

陳亮宇
徐俊明*（通訊作者）

環境議題如何進入政策議程？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制定過程為例

黃鉦堤 「治理」作為一個被符碼化的符號：巴特符號學觀點

林木源 從多元流理論探討台灣「2050淨零碳排政策」決策模式

張庭瑜
詹慶恩（通訊）

陳敦源
台灣外交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兼論公共服務動機之調節效應

朱鵬光 中、美海洋科學數據治理體制之比較分析

郭銘峰
徐子傑（通訊）

公民意識、貪腐感知與公民參與：一項定群追蹤的分析

曾維宏 發展型國家下的官僚組織轉型：從國科會到科技部

Muhammad Iqbal Local Government Capacity in Disaster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Handling Covid-19 through the Policy on Restrict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Jakarta Indonesia

陳冠傑 你的保險不是我的保險? 以韓國檢察改革看保險理論的修正與應用

趙竹成 哈薩克，土庫曼的權力轉移共生範式分析

蘇子喬 高中公民教育如何介紹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 對公民教科書內容的檢視與評析

林震奇 「韓」流效應：2018年國民黨雙北市議員選舉「政治背書競選策略」研究

張晉赫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2020 Kaohsiung and 2021 Busan Mayoral By-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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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育嶒 The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arty-list Candidates in Taiwan
李凌風 通往參政之路：台灣青年參政者動機與發展研究

魏嘉吟 香港占中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

林文正
陳奕如

公民投不投?政黨動員與選民特徵的初探——以 2018、2021 兩次公投為例

鄭宇呈 海峽兩岸對俄烏戰爭的官方安全論述-哥本哈根安全研究學派的觀點

陳若蘭 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匯流：COVID-19下中共治理合法性的再鞏固

吳奕勳
陳靖婷

崛起的中國式門羅主義？探討中國之區域保護主義

張廖年仲 中國外交與網絡分析:以戰略夥伴關係為例

楊宇倫 習近平時期「戰狼」式外交的緣起與實踐

陳庭逸
潘玥岑
林雅淇
葉國俊

綠水青山如何造就金山銀山：浙江省安吉縣鄉村養老地產開發問卷實證研究

羅聖淳 以鑄造「負責任大國」之品牌回顧中國防疫：以2022上海封城為例

賴文儀 中國高層政治接班之今昔：遠望二十大

許弘諺 兩岸領導人的「中國」言說作為一種浮動能指：霸權與反霸權

蔡芳旻 從文字探勘看 2013 年-2022 年習近平在「兩岸」關係發言的變化

陳姿縈 「社會主義精神」在中國刑事判決的意涵初探

蔡儀儂 束縛幹部之手：一個中國紀檢與司法體系配套論的制度分析

林雅鈴
鄧巧琳

在商言商或戰狼外交：中國美中貿易決策制定之分析

寇健文
賴聖雅

以組織路線確保政治路線的實現：中共調整治港戰略後的涉港人事佈局（2017-2022）

温振賢 貨幣主權的政治經濟分析-從虛擬貨幣探討數字人民幣

劉紘瑋 中國商業賄賂法制之研究

李宇軒 政治、疫情、與文化經濟：檢視中國、台灣文藝工作的發展

胡義 中國社會現代化符號

黃秀端
蔡承翰
陳宥辰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嗎？」：美豬、美牛議題的實證分析

邱俊廷 我什麼都不知道：探索面訪調查中選擇迴避問題的受訪者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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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新 The U.S. Roles Played on Taiwan during 2021-2022
藍於琛 公私協力與社會團結：台東縣客語生活學校的非預期效應

張瑾薇 螺旋模式、永續認證與棕櫚油產業—以馬來西亞Sime Darby為例

吳奇恆 以民族主義層面探討普丁合理化與發動俄烏戰爭的動機

杜長青 實踐的安全-俄烏戰爭對我國家安全影響之數據與文本分析

王亭勛 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之影響

徐右蓉 中國因素對臺灣藝人與網紅的言論審查、自我審查與表態

湯晏甄 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資訊來源及其影響:量化與質性的分析

楊淨淳 公投議題的網路聲量是否能預測得票率？政治人物、媒體與KOL的臉書影響力研究

蒙志成
The Democratic Empowerment Effect of Reading Social Media News: 

The Case of Emerging Ideal Citizenship in Taiwan
鄭妍臻 議題所有權（Issue Ownership）對候選人喜好度之影響

簡澤偉
溫薏婷

中國政府對境外勢力的框架塑造-以微信上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為例

蕭玉英 以資料科學探討中、美外交部推特帳號對俄烏戰爭之論述差異

徐東宏 太陽花的政治遺產：政治參與對大學生政治效能感的縱時影響

鄧峻丞 假新聞、民粹主義與極端伊斯蘭教義的崛起：印尼經濟衝擊下民主化的危機與轉機

Benjamin Ho Moral realism (M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 Xuetong and Reinhold Niebuhr conceptions of MR

崔麐 The Significance of Oakeshott’s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陳冠廷
Why is Public Reason not stable? A Rawlsian Reflection through 

“Same-Sex Marriage “debates in Taiwan (不穩定的公共理性？從台灣同婚辯論出發的羅爾斯式內在批評)

李貴英
Navigating German Framewor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creening on the Ground of Nation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n Takeover of Siltronic by GlobalWafers
李昱孝 創新的威權擴散：中國數位監控科技輸出對接受國民主自由之影響—以委內瑞拉為例

鄭明德 從路徑依賴觀點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中的稅優惠延長與擴大範圍

許雲翔
林瑞珠
宋威穎

政策制訂者的「耳邊」：再生能源的知識社群政策學習過程

阮清香 歐越自由貿易協定下越南紡織供應鏈產業升級與臺商發展途徑之影響研究

林威全 歐盟決策分析－以「歐盟和挪威雪蟹爭議」為例

陳月卿 法國與歐盟印太戰略及其對臺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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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翊嘉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泰國 1992 年「黑色五月」與 2020-2021 年反政府運動之比較

鄧克禮 近期美「中」對東協外交政策分析：合作倡議、國際建制與戰略對接

林子立 紐西蘭中國政策之轉變?由民粹轉向平衡？

方天賜 加萬河谷衝突後的印度對中政策發展評析

朱景鵬
馮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 Lobbying in the EU and the Figh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方自億
王廷之
劉彥鋒

從中國競合觀點探討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經濟能力之研究－以RCEP為例

譚偉恩 「規範性權力」的虛偽：歐盟對外實施經濟制裁之研究

蔡欣璉 脫歐前後貿易損失與國家認同之關聯性:北愛爾蘭與蘇格蘭之比較

Thijs Stegeman Regional voting cohesion
劉易鑫 經濟安全因素對安全策略之影響-以希臘為例

周冠竹 誰推動跨國科技合作？新自由主義下的觀點

賴昀辰 新自由制度主義觀點下的歐日經濟關係之困境與突破：以歐日經濟合作協定之簽署為例

張弘遠
陳韻暄

「印太經濟架構」對印度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王郁雯 俄烏戰爭與強國政治:John Mearsheimer 的觀點及其批判

唐志偉 以中共對中越邊境衝突(1975-1991)檢視攻勢現實主義

莫大華
量子化的國際關係研究(Quant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及其批判 ：
Alexander Wendt的量子生命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後設理論研究的發展

黃錦鐘 從「聯盟理論」檢視近年美國印太安全體系組成與運作：兼論「印太小北約」發展前景與影響因素

楊文楓 聯盟與主權之平衡：韓國在韓美聯盟下政策選擇之研究

蔡承翰 Re-Explaining War Effe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Japan in WWI and WWII
駱俊丞 不理性決策真的是不理性嗎? —從多元啟發理論重新審視英國政府在加里波利戰役的決策過程

譚偉恩
洪禎徽

再探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一個借鑑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嘗試

施侑杰 國際關係理論對後冷戰時期經濟制裁之探討：1989-2021
湯名暉
黃引珊

美國國際體系層次的演變：不列顛傳統下的離岸平衡與經貿制衡

李嘉瑜 危機之後：論COVID-19疫情對歐盟公衛制度整合之影響

陳羿宏 相生還是相剋？民粹主義在新冠疫情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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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偉國 病毒安全化：北京在香港的清零政策與全球健康安全秩序之意涵

黃鉦堤 2019冠狀病毒（COVID-19）來源爭議會有定論嗎？—魯曼觀察理論式的激進建構主義觀點

林偉修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結構：更兩極化還是非兩極化？

程明彥 當代自由主義視角下亞太經濟合作的安全通道發展

彭睿仁 論疫情時期國家機關之保護義務與介入措施-以COVID-19疫苗強制接種為中心

王萱甯 都是全球化惹的禍？新加坡與巴林COVID-19防疫成效之比較研究

自組場次1：憲政體制與民主治理

蔡榮祥 總統的立法權力和民主運作:以半總統制國家為例

陳宏銘 土耳其總統制的採行與競爭性威權主義的形成

張峻豪
施依婷

半總統制下的疫情治理:臺灣與法國的比較

沈有忠 誰是下任總統:政治菁英在半總統制下的職涯路徑

自組場次2：廉政治理

廖興中
葉一璋

廉政平臺與企業誠信推廣與建立之可能性研究：以經濟部所屬廉政平臺經驗為例

李有容
方凱弘
吳怡融
蘇毓昌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的跨域治理-以水利署所屬廉政平臺為例

吳怡融
方凱弘
廖興中
蘇毓昌

水利廉政平臺之開放資料應用：以北水局阿姆坪防淤隧道為例

方凱弘 我國廉政平臺防貪功能之評估：跨領域利害關係人之觀點

李有容 ISO 37001對廉政平臺的適用性：從TOWS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