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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總表 

 
 

5/25(五)議程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08:30-08:50 來賓報到、領取資料 

08:50-10:2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iwan論壇 

10:20-10:30 茶    敘 

10:30-12:0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治水與防災論壇 

12:00-13:00 多功能廳 午餐時間 

13:00-14:30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國際學者論文發表 

 Prof. Toshiya Hoshino(星野俊也) 
(日本大阪大學國際事務暨公共學院教授) 

題目：Toward a Regional Governance for HA/DR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rof. Jin-Young Chung  

(韓國慶熙大學國際關係暨管理學院教授) 
題目：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Where is a Sustainable Compromise? 
14:30-14:40 茶    敘 

14:40-16:1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國際學者論文發表 

Prof. Jae Moon 
(韓國延世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題目：Disaster Management and New Challenges 
 

Prof. Lynn Thiesmeyer 
(日本慶應義墊大學媒體與治理學院教授) 

題目：Cross-border Approaches to Disaster   
      Vulnerability and Remediation in a  
      Post-Nation-State Framework. 

16:10-16:20 茶    敘 

16:20-17:3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亞洲永續論壇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第三部門在災害防救的角色與展望論壇 

18:00-20:30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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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六)議程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08:30-09:00 來賓報到、領取資料 

09:00-09:3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開幕式 
貴賓致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朱景鵬主委 
          臺南市賴清德市長 

成功大學黃煌煇校長 
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何志欽院長 

主 持 人：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聯合會楊永年 
          理事長 

09:30-09:45 
   最佳博士、碩士學位論文獎頒獎 

頒 獎 人：行政院人事長黃富源博士 
  成功大學黃煌煇校長 

09:50-10:20 
      行政院人事長黃富源博士專題演講 
題目：永續人事政策 

10:20-10:30 茶    敘 

 
10:30-12:0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治水與防災高峰論壇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A1】 
行政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A2】 
行政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管理學院EMBA
演講廳 

【B1】 
環境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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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六)議程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12:00-13:00 
多功能廳 午餐時間 

學生活動中心三

樓會議室Ⅲ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議 

13:00-14:3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A3】 
行政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A4】 
行政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B2】 
環境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管理學院EMBA
演講廳 

國際學者論文發表 

劉國材博士(Dr. Tom Liou) 
(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主席) 

題目：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 

    Prof. Akira Morita 
日本公共行政學會（JSPA）會長、 

学習院大学(Gakushuin University）法学部教授 
題目：What happened in Japan after 3.11?    
      -----Lesson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14:30-14:40 茶    敘 

14:40-16:1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C1】 
全球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D1】 
電子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管理學院EMBA
演講廳 

國際學者對談 

Prof. Thomas P. Lauth  
(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與國際學院教授) 

題目：Deficits, Debt and Budget Balance in the U.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deology 

與談人：劉國材博士(Dr. Tom Liou) 
       (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主席) 

16:10-16:20 茶    敘 

16:20-17:30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日本311核能危機論壇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海報論文場次 

18:00-20:30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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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行政治理 (A1-A5 場次) 
主題：環境治理 (B1-B2 場次) 
主題：全球治理 (C1 場次) 
主題：電子治理 (D1 場次) 
主題：公共財務治理 (E1 場次) 
主題：府際治理 (F1 場次) 

 

 

 

 

 

5/27(日)議程 
時   間 地   點 活動內容 

08:30-09:00 來賓報到、領取資料 

09:00-09:3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專題演講 
主持人： 紀俊臣教授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演講人： 詹中原教授 

(考試院考試委員、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題目：待定 

09:30-11:0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A5】 
行政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E1】 
公共財務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F1】 
府際治理論文發表場次 

11:00-11:10 茶    敘 

11:10-12:20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水廉政論壇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電子治理論壇 

12:25-12:40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