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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組織

羅清俊

1

彭文賢

47

恐懼感與政治

許國賢

79

銀行規模、多角化程度與經營效率分析：
資料包絡法之應用

鄭秀玲、劉育碩 103

1960s 以降的美國貧窮理論：回顧與整合
十一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呂朝賢、王德睦 149
 199

第十二卷第二期
周麗芳 197
國民年金財務制度之選擇—我國年金財務模型與模擬分析
林水波、陳志瑋 237
彈性化政府的設計與評估
晚年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老人身心健康之變遷：
長期資料分析
國軍幹部倫理認知類型之探索性研究

周玉慧、莊義利 281
劉仲矩、羅新興、徐木蘭 319

官僚制度與民主政治：以美日臺的結構性比較分析為例

王輝煌 347

第十二卷第三期
郭秋永 387
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S.Huntington 的參與理論
多元技術的擴散—以 CNC 與 CAD/CAM 為例 陳忠榮、楊志海、鄭文農 433
臺灣地區與能源使用相關的二氧化碳減量成本估計：
多目標規劃分析法之應用

楊浩彥 459

論專業倫理

葉匡時 495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的公平和效率問題

覃怡輝、蔡吉源 527

第十二卷第四期
廠商勞動需求的推估與樣本自我選擇性偏誤
—台灣製造業廠商之實證研究

賴子珍 563

EducationalExpansionandEarningsInequality
WaySunandT.H.Gindling
inTaiwan:1978–1995
朱德蘭
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
JainrongSu
EvaluatingtheRevenueEffectofPublicInvestment

十二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597
631
657
675

第十三卷第一期
組織內單票制最適配票策略之研究

黃允成
徐筱菁

33

簡資修

65

台灣國土經營管理制度結構變遷

周志龍

89

作者聲明𡛼

羅清俊 133

作者聲明𥕛

朱德蘭 134

公營事業人員之法律地位研究—從公務員法與民營法之觀點
一物二賣：有效率之不履約或債權之侵害

1

第十三卷第一期增刊
編者序

李建良

1

宗教良心自由與服役正義—釋字第 490 號解釋與社會役
析論一九九九年憲法增修條文之憲法爭議

陳新民
李建良

3
31

林三欽

69

論司法改革會議
「司法院定位」
結論之可行性
—以
「大法官釋憲制度」
所面臨的變革為中心
再論國家緊急權—以法國法制為中心

陳淳文 111

第十三卷第二期
臺灣經濟體系中之
「官商合一」
制度的影響範疇

WTO 架構下兩岸三地經貿受排除條款及
直航之影響
污染排放限量規定下環境政策的選擇
逝者的財產權：兼論台灣的祭祀公業

林其昂、楊嘉林 135
翁永和、許光中、徐世勳 169
郭虹瑩、黃鴻、麥朝成 195
劉瑞華 231

第十三卷第三期
台灣地區縣市層級
「分立政府」
與
「一致政府」
之比較：
以新竹縣市與嘉義縣市為例
由民主代議政治的理論與實踐檢視性別比例原則
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容忍問題
金融中介，利息稅政策與經濟成長

吳重禮、楊樹源 251
楊婉瑩 305
許

漢 345
王平、江永裕、陳明郎 383

第十三卷第四期
AlternativeProoffortheConsistencyof
theKPSSTestsAgainstFractionalAlternatives
貿易政策、工會談判力與進口穿透

WenjenTsay 401
翁永和、劉碧珍 417

教養方式、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
親子知覺的相對重要性

周玉慧、吳齊殷 439

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

王遠義 477

第十三卷第五期
九零年代台灣的景氣循環：馬可夫轉換模型與
紀卜斯抽樣法的應用

徐士勛、管中閔 515

一致與分裂投票：方法論之探討

黃

從「皮諾切特案」看國際刑法和國際人權法的發展
十三卷一～五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紀 541
陳弘毅 575

 605

第十四卷第一期
PoliticalInstitutionsandEconomicGovernance:
ThePoliticalEconomyofHybridPresidentialism
inPostauthoritarianTaiwan

PeishanLee

1

陳忠榮、莊文彬、楊志海

33

參進與退出的對稱性與相關性
—台灣製造業的實證分析


概念下之反托拉斯法私人訴訟
「嚇阻」
（deterrence）
—「最適損害賠償」
理論之政策啟示
第五、六次修憲國會制度改革相關議題之
政治邏輯與法理分析

陳志民

55

李炳南、曾建元 111

第十四卷第二期
基督教與美國民主政治的建立：
新制度論的重新詮釋
開放經濟體系下的最適貿易及環境政策
聯邦參議院在德國
「府際關係」
互動中的運作與功能
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從山美與里佳經驗
談社區自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

郭承天 175
邱俊榮、林佳蕙 211
劉書彬 233
湯京平、呂嘉泓 261

第十四卷第三期
研究發展外溢之產出成長效果與動態調整過程
—台灣電力電子業之實證研究

蔡蕙安、陳致綱 289

國際金融衝擊對國內產出的影響

曹添旺、陳憶萱 329

人力資本差異或性別歧視？就業市場性別階層化之探討
對依賴者的道德責任：另一種詮釋
「福利依賴」
的觀點

陳建志 363
洪惠芬 409

第十四卷第四期
邏輯實證論、行為主義及後行為主義：
經驗性政治研究的理論基礎

郭秋永 465

轉型法院與法治主義：論最高行政法院對
違法行政命令審查的積極趨勢

葉俊榮、張文貞 515

李彌部隊退入緬甸期間
（1950～1954）
所引起的
幾項國際事件

覃怡輝 561
徐學忍、郭文忠 605

產品創新之研發聯盟
十四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635

第十五卷第一期
晚清時期的華僑家族及其僑資聚落：
福建金門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

江柏煒

1

論確認訴訟之備位功能：
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三項之意涵與本質

劉淑範 59
劉錦龍、許菁君 113

孩童養育成本衡量—台灣的實證研究
台灣地區
「分立政府」
與
「一致政府」
之研究：
以 1986 年至 2001 年地方府會關係為例

吳重禮、黃紀、張壹智 145

第十五卷第二期
[編者序］ 公民與國家：一個摘要性的理解
史密特的決斷論

陳秀容

i

張旺山 185

命運與倫理—由青年黑格爾的悲劇概念
反思幾個實踐哲學問題

顏厥安 221

公民、消費者、國家與市場

陳淳文 263

國家應維護社會權嗎？—評當代反社會權論者的幾項看法
自主與民主

陳宜中 309

人文教育、公民教養與國家權力：論歐克秀之教育理念

曾國祥 365

陳瑤華 339

第十五卷第三期
陳昭南先生榮退紀念

本刊編輯委員會

i

意義理解與行動的規範性試論對話倫理學的基本理念、形成與限度 林遠澤 401
台灣資訊軟體業的生態軌跡—多元開放性組織理論的觀點
徐木蘭、陳必碩、許金田、蘇建勳 431


「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
中
「工作與否」
調查偏誤之估計
移轉所得對台灣所得分配的影響

余士迪、王瑜琳 475
林金源、朱雲鵬 501

第十五卷第四期
歐盟政治研究中理論方法之分類與比較
政策跨時搭配與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調整

黃偉峰 539
王葳、胡士文 595

金融領先指標與實質領先指標訊息一致嗎？
台灣領先指標的實證分析

陳仕偉、沈中華 627

上下交相賊—租稅逃漏的徵納行為分析

歐俊男 661

十五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677

第十六卷第一期
專題：地方自治與財政自主
編者序

李建良

i

財政收支劃分規範設計之研究

黃俊杰

1

從法國法論地方政府之財政監督

陳淳文

43

李建良

73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與財政負擔
—全民健保補助費分擔問題暨釋字第五五○號解釋研析
一般論述
傅柯論權力與主體

林淑芬 117

單一行動者預設與政黨、派系競爭理論的建立
—以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下的選舉為例

劉從葦 151

第十六卷第二期
地方財政能力與教育經費負擔之分攤機制

曾巨威 197

公務人員組織信任模型之建構：以台北市政府為例

蔡秀涓 241

民法第 166 條之 1 之立法政策評析
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之研究

胡天賜 281
陳淑美、張金鶚 325

第十六卷第三期
制度與制度修正：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的

路徑變遷（自 1973 至 1993）
制度變遷：動態機制的觀點
以台灣中央銀行制度的變遷，1949–61 為例
日本自民黨再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
信用卡交易對貨幣經濟的影響—台灣之實證研究

方至民、翁良杰 351
林文斌 389
蔡增家 435
林玫吟、王智賢 465

第十六卷第四期
台灣樂透彩券之價格需求彈性：
隨機選號與自覺選號下之估計

林玫吟、王智賢 487

環保投資補貼與污染清除稽核政策之分析

郭瑞基、王泰昌 505

不完全市場下之關係哲學對臺灣製造業進入大陸模式
與績效影響之研究

程永明、蔡明田 533

RiskAverseMultinationalFirmsand
StrategicTradePolicy

FangyuehChen 579

從理性到反思—行政學與行政法基本理論於
後現代時期之整合與轉型

廖義銘 603

十六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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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卷第一期
2002 年調整保費及部分負擔對全民健康保險
財務公平性之影響

蔡貞慧、張鴻仁、王本仁

1

洪鴻智

33

政黨政治與府際關係：以 1995 年至 2003 年媒體對中央與
吳重禮、李憲為
北高直轄市政府互動的報導為例

71

科技鄰避設施風險知覺之形成與投影：核二廠

BayesianInferenceinB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
ChiahungTsai 103
ACaseStudyofthe2002TaipeiMayoralElection
郭承天 125
宗教容忍：政治哲學與神學的對話
江柏煒 159
僑刊史料中的金門
（1920s–40s）
：珠山
《顯影》
（Shining）
之考察

第十七卷第二期
程序、後果及社會正義：論米勒的混合型正義論
民主的政治成本
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
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

梁文韜 217
許國賢 271
趙建民、張執中 299


「橡皮圖章」
如何轉變為
「河東獅吼」
？
 廖達琪 343
—立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角色轉變之探究
（1950–2000）

湯熙勇 393
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
（1945–47）

IstheConditionalAuditPolicyNecessary
inaTwoPeriodAuditScenario?
RueyjiGuo,YangtzongTsayandChunghuiLiu 439


第十七卷第三期
政府資助的產業創新活動：以工研院科專計畫為例
廢棄物回收處理費之回收處理市場及誘因效果

鄭秀玲、黃國綱 459
溫麗琪 491

醫療體制與醫院組織的
「相互再生產」
—以基督宗教醫院組織行動特質的變與不變為例

陳敏郎 521

批判實存主義與價值中立原則

郭秋永 565

關於亞理斯多德
「無自制力」
概念之若干問題

女性主義立場論與社會習性 

王志輝 615
吳秀瑾 653

第十七卷第四期
產業聚集效應對就業創造之影響—台灣製造業的實證

詹立宇 683

李易駿 715
台灣地區國民年金規劃之探討：新社會風險觀點的初步分析
楊雅博、黃鴻 761
最適貿易政策與競爭策略

「全球化」
與
「在地化」
：從新經濟的角度看台灣的拼音問題

WTO 新回合談判下關稅級距的最適調整：
以台灣農業為例

何萬順 785

翁永和、陳坤銘、郭炳伸 823

日本眾議院 1993 及 1996 年選舉
—自民黨之選票流動分析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 853

十七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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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卷第一期
菸價要調漲多少：菸品健康福利捐課徵對香菸消費
李家銘、葉春淵、黃琮琪
的影響效果

1

陳仕偉
景氣波動變異對景氣轉折點認定之影響：跨國的實證研究
空間再層域化和國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空間發展策略 簡博秀、周志龍

77

如何看待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
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分析

37

黃旻華 119
林祖嘉、黃啟宏 171

對外投資與勞動結構調整：台灣的實證分析

第十八卷第二期
權力概念的解析

郭秋永 215

最適自製率與政治獻金

王智賢、翁永和 269

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
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
網路情色工業—敗德或自由？
國際化對台灣製造業男性工資差異之影響

王信賢 293
鄭光明 327
曹添旺、陳建良、陳隆華 343

第十八卷第三期
國會中政黨席次大小對互動之影響
—第三屆到第五屆的立法院記名表決探析
夢想的代價：區域間人口遷移決策之研究

黃秀端、陳鴻鈞 385

內生泡沫與股利之狀態轉換對台灣股價長期走勢的初探
先秦儒家的財富思想

李秀雲、李文德 443

台灣客家運動之政策分析

張慈佳、胡海豐 417
葉仁昌 473
宋學文、黎寶文 501

第十八卷第四期
一致性行為與市場競爭：中油與台塑公告調價資訊案
之經濟分析

馬泰成 541
胡士文、張廖珮舒、王葳 565

農產品存量管制與體制崩潰

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 599
選舉的實證研究
廢票哪裡來？—無效票定義範圍擴大對 2004 年總統選舉的影響 駱明慶 639
 671
十八卷一～四期主題及作者年度索引

第十九卷第一期
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

轉變與角色
（1945–48）

湯熙勇

1

人類胚胎的法律地位：為何人類胚胎不應該是權利主體？

雷文玫

51

多元民主、政治吸納與政策回應：從台鹼污染案檢視
台灣環保公益團體的政策角色

湯京平、邱崇原

93

歐洲憲法條約建構下的歐盟政體

李毓峰、劉書彬 129

第十九卷第二期
無法執法與有法放任：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制度論

分析
（1983–2000）

「女人的家事」
、
「男人的家事」
：家事分工性別化的
持續與解釋

張晉芬、李奕慧 203

裁撤與非效率之間：由效率角度檢視台糖製糖廠的
停閉政策

崔曉倩、吳文棋 231

戴伯芬 169

我國有關經濟間諜立法必要性之探討：以參考美國經驗為主

曾勝珍 267

第十九卷第三期
OldArguments,NewCircumstances:
OntheRelevanceandIrrelevanceofMaxWeber’s
VisionofModernPolitics
Philosophy,Sociology,andtheIntelligentsia:
HannahArendt’sEncounterwithKarlMannheim
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
拉岡與心理分析之倫理學：解析康德與薩德之纏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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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公民意識的變化：

張福建 175

2008 年政權二次輪替前後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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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64）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 張孟珠、楊文山、莊英章 243

第二十三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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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選舉地理如何影響臺灣縣市長候選人的當選機率：198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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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扉頁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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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2.直 接引語，不用冒號（：）時，英文用單引號（‘ ’），中文用單引
號（「

」），如：

Such cases led Ralph Linton to the view that the nuclear family

play ‘an i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many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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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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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純父系（patrilineal）也不是純母系（matrilineal）

2.專有名詞，加括弧、大寫、正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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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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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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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Historic Law. Retrieved May 1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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