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清
現

職 

履歷及著作表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副字第 025862 號)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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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任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兼法律系系主任(2019.8.1-現在)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2018.2.1-現在)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2006.8.1-現在)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2017.3.15-2018.1.31，借調)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執行長(2015.8.1-2016.7.31)



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2002.8.1-2006.7.31)



開南管理學院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副教授兼中心主任
(2001.8.1-2002.7.31）



光武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副教授(1999.8.1-2001.7.30)



元培醫事技術專科學校共同科專任副教授暨社會組召集人
(1998.8.1-1999.7.31)

兼 任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兼任副教授(2013.1.31-2015.7.31)



元智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副教授(2002.8.1-2013.1.31)



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在職專班兼任副教授(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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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經歷 

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暨特種考試命題、閱卷、典試、審題委員（2005-19）



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理事（2002-6；2018-）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理事（2005-現在）



中國政治學會秘書長(2014.01-2015.12）



中華民國行動學習與翻轉教育學會理事(2017.01-現在)



考試院文官制度季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2010-2014）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憲政法治組特約研究員（2001-現在）



桃園縣政府公務人員管理領導研究班暨行政管理課程講座（2007-11）



中華民國華夏行政學會監事（2004-2007）



中華民國社會科學學友會理事（2010-現在）

授課科目 

通識：中華民國憲法、民主憲政發展、民主與法治、民主倫理與法治、政治
學概論、民主憲政與科技



大學部：政治學、國家發展理論與實務、台灣政經發展專題、台灣行政發展
專題、民主治理、國家能力與行政治理、行政學概論、科技與社會、公共事
務專題講座



研究所：國家發展專題研究、民主治理專題研究、公共管理專題研究、社會
資本與創新治理、論文寫作與學術倫理

學

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1998.01)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碩士(1990.12)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法學士(1987.06)



陳啟清，2018.10，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原住民族事務專班〉
，
《原教界

期刊

-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
，第 83 期，頁 58-61。

暨



專書

劉宜君、陳啟清，2017.3，
〈高齡友善休閒旅遊推動之探討〉
，
《福祉科技與服
務管理學刊》，第 5 卷，第 1 期，頁 23-34。



論文

Liu, I-Chun and Chii-Ching Chen, 2016.10,“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litist
and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0(4): 2206-2213.



陳啟清，2016.4，
〈國土安全與國家能力：兼論對我國的啟示〉
，輯於衛民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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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十週年選輯》
，台北：經典文化，頁 75-124。
（ISBN
978-986-92540-1-4）


陳啟清，2015.3，
〈公務人員考試兩岸組制度之調查分析：路徑依賴觀點〉
，台
北：
《競爭力評論》
，第 18 期：21-55。



劉宜君、陳啟清，2015.11，
〈新世代高齡者玩具需求與市場趨勢之探討〉，桃
園：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411-420。



I-Chun Liu and Chii-Ching Chen, 2015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Perceptions of Hot Springs,” in Hajime Eto (e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Growing E-Tourism Industry (pp.181-199). Hershey, PA: IGI
Global. (ISBN 9781466685772)



I-Chun Liu and Chii-Ching Chen, 2015b,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Medical
Tourism Policy in Taiwan,” in Hajime Eto (e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Growing E-Tourism Industry (pp.132-148). Hershey, PA: IGI Global. (ISBN
9781466685772)



陳啟清，2015.01，
〈書評-面對巨量時代的海量思維：《大數據》〉，台北：
《文
官制度季刊》
，第 7 卷第 1 期，頁 95-99。



陳啟清，2014.08，
〈論國土安全概念中的三個構念：治理的觀點〉
，台北：
《人
文學報》
，第 38 期，頁 1-21。



陳啟清，2014.08，〈民主政治的展望〉，輯於許立一、陳啟清、林良榮、黃之
棟、廖洲棚合著，
《民主與法治》
，台北：國立空中大學，第 5 章，頁 175-216。
（ISBN 978-957-661-937-1）



陳啟清，2014.08，〈民主政府的制度類型〉
，輯於許立一、陳啟清、林良榮、
黃之棟、廖洲棚合著，
《民主與法治》
，台北：國立空中大學，第 2 章，頁 47-82。
（ISBN 978-957-661-937-1）



陳啟清，2014.08，
〈民主的基本理念與價值〉
，輯於許立一、陳啟清、林良榮、
黃之棟、廖洲棚合著，
《民主與法治》
，台北：國立空中大學，第 1 章，頁 3-45。
（ISBN 978-957-661-937-1）



劉佩怡、陳啟清，2014.06，
〈台灣國際友善環境營造政策：社會服務部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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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桃園：
《國家與社會》，第 16 期，頁 111-159。


2013.08, I-Chun Liu & Chii-ching Chen, “Cultural Issues in Medical Tourism,”
Americ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1), 78-83. DOI:
10.11634/216837861302318.



陳啟清，2013.06，〈公務人員考訓用政策之探討—高考二級兩岸組之個案分
析〉，國家文官學院：《T&D 飛訊》，第 170 期，頁 1-25。



陳啟清、李佳容、王克殷，2013.03，
《增設公務人員考試兩岸事務人才類科及
應試科目之研究》
，台北：考選部，頁 1-196。
（ISBN: 978-986-03-6370-8）



劉宜君、陳啟清，2013，
〈國民年金政策執行之研究—福利治理的觀點〉
，國
立中正大學：臺灣社會福利學會，《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第 11 卷第 1 期，頁
69-111。



陳啟清，2011.12，
〈論全球化下國家角色的轉型—國家權力與治理〉
，桃園：
《國
家與社會》
，第 11 期，頁 53-106。



陳啟清，2008.12，
〈論國家中心的國家自主性概念變遷—從結構論到鑲嵌性與
治理的探討〉，台北：《競爭力評論》
，第 11 期，頁 47-80。



陳啟清，2006.12，
〈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
，桃園：
《國家與
社會》
，創刊號，頁 31-80。



陳啟清，2003，
〈公民教育與終身學習的結構意義—以公民、國家、國家與公
民的三個面向討論〉
，台北：《實踐通識論叢》，期 1，頁 156-184。



陳啟清，2002，
〈通識教育的理想與實踐--論開南管理學院的奠基與展望〉
，桃
園：
《通識研究集刊》，期 2，頁 1-28。



陳啟清，1995，〈精英民主與參與民主的理論爭議—民主政治與公權力〉
，日
本東京：
《中國研究月刊》
，期 159，頁 18-28。



陳啟清，1988，
〈從行政院長俞鴻鈞被彈劾案剖析監察院集團形態〉
，台北：
《中
山學術叢刊 》
，期 6，頁 173-196。

研討會



陳啟清，2019.5b，〈全球糧食系統的治理體制變遷初探〉
，第 7 屆「地方政府
與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2019/5/24，中華

論文

大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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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清，2019.5a，
〈全球糧食系統的治理變遷：食農歷史初探〉
，第 14 屆『全
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開
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中心。2019/5/3。



Chii-ching Chen , 2018,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apital to The Policy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aiwan: 2002-2012” In the
Scientific Seminar of Experience on Organizational and Pubic Service Reform,
Vietnam: Hanoi University of Home affairs., 2018/8/20. pp.1-14.



陳啟清，2015.10，
〈台灣國際友善環境營造政策：社會資本的分析〉
，2015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東西方文明衝突下的政經多樣性與政經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承辦單位文化大學、台灣公益研究會，台北：文化大學推廣教育
部大夏館 B1 國際會議廳。2015/10/3-4.



陳啟清，2015.5，〈國土安全與國家能力：兼論對我國的啟示〉，第 10 屆『全
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2015/5/8



劉宜君、陳啟清，2014.12，
〈大數據與花東跨域治理：以文化觀光政策為例〉，
《第十一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論壇》
，行政院東部聯合中心、東華大學公共
行政系、花東縣公共行政學會主辦，花蓮：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2014/12/6



陳啟清、劉佩怡，2014.5，
〈我國國際友善環境調查分析〉
，第 9 屆『全球化與
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2014/5/9



Chii-ching Chen & Pei-Yi Liu,2014.1, “The Comparison of the Glocaliz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Seoul,”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lticultural Society: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 by the Organization: Kor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Venue :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Date : 10th January 2014.



陳啟清，2013.10，
〈我國增設公務人員考試兩岸組政策之調查分析—路徑依賴
的觀點〉，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主辦，行政院研考會、臺灣民主基金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協辦，公共服務與災害治理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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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中心西棟 105 會議室。2013/10/19


劉宜君、陳啟清，2013.6，
〈 日本高齡友善旅遊推動之探討〉
， 2013 福祉科
技與服務管理研討會，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主辦單位：中華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會、中華安全行動照護協會、元智大學、 南開科技大
學、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2013./6/15.



陳啟清，2013.5，〈公務人員教考訓用政策之實證研究—增設公務人員考試兩
岸組之調查分析〉
，第八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
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2013.5/3



陳啟清，2012，〈全球化與國家角色的轉型〉
，第七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陳啟清，2009，〈國家自主性的概念變遷〉
，第四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
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陳啟清，2005，〈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中心論的觀點〉
，桃園：開南管理學
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通識中心，元智大學社會學系、通識中心，中央警察
大學通識中心、真理大學宗教學系主辦，
《第三屆國家治理、公民社會與通識
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2005.6.25。



陳啟清，2004b，
〈國家自主性的結構分析〉
，南京：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
〈中
西社會哲學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9.9-2004.9.10。



陳啟清，2004a，〈企業的終身學習規劃—從知識管理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探
討〉，桃園：元智大學、桃園縣政府工商業發展投資策進會、工商時報主辦，
《海峽兩岸之創新領導--企業知識創新與終身學習研討會》，2004.2.3。



陳啟清，2003c，〈公民教育與終身學習—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結構系絡探
討〉
，桃園：臺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元智大學終身教育部、通識中心主辦，
《廿一世紀大學終身教育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
，2003.12.10。



陳啟清，2003b，
〈國家機關的權力結構變遷—以〈社區總體營造〉為個案觀
察對象〉
，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中國哲學研究中心、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
務管理學系、仰山文教基金會、元智大學社會學系、慈林文教基金會主辦，
《社
區營造與知識份子的關懷學術研討會》，2003.8.2-20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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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清，2003a，〈國家自主性的治理模式初探〉
，桃園：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
務管理學系、通識中心，元智大學社 會學系、通識中心主辦，《國家治理、
公民社會與通識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2003.7.18。



陳啟清，2002b，
〈大學通識課程的規劃與管理—兼論開南管理學院的例子〉
，
臺中：國父紀念館、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主辦，
《中山思想與現代社會：管理
科學之實務與應用學術研討會》，2002.12.19-2002.12.20。



陳啟清，2002a，
〈論開南管理學院的通識教育—制度建構與特色規劃〉
，桃園：
萬能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桃園文史工作室主辦，《樂聲揚起--第一屆桃園
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2002.12.6。



陳啟清，2000，〈中共的土地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
，台北：光武技
術學院主辦：
《光武技術學院共同科論文研討會》
，2000.5。



陳啟清，1995，〈精英民主與參與民主的比較〉
，台北：中國青年團結會、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第五屆全球中國學聯《當代中國事務研討會》
，台北，
1995.12.7-1955.12.15。

研究計畫 

陳啟清，2019b，
〈107 學年度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原住民族事務專班計
畫〉，教育部 107 年委託研究計畫，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開南大學公共
事務管理學系原住民族事務專班主任暨主持人。307200



陳啟清，2019a，〈開南大學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開設原
住民族語言課程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委託研究計畫，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原住民族事務專班主任暨主持人。
117500



陳啟清，2018，
〈開南大學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開設原住
民族語言課程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 年委託研究計畫，2017 年 8 月
-2018 年 7 月，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原住民族事務專班主任暨主持人。
102500



陳啟清、劉佩怡、李佳容，2013，
〈我國推動國際生活營造政策之績效評估及
跨國比較分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RDEC-RES-102-019，2013 年 6-12 月，主持人。



陳啟清，2012，〈增設公務人員考試兩岸事務人才類科及應試科目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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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考選部 101 年委託研究計畫，2012 年 7-12 月，主持人。


黃榮源、柯三吉、陳啟清、賴沅暉、衛民、仉桂美、張惠堂、李有容、黃國
宬，2011，
〈民眾陳情案件分析〉
，桃園市公所委託研究計畫案，2011 年 11 月
-12 月，共同主持人。



柯三吉、陳啟清、賴沅暉、張執中、張惠堂、李有容，2011，〈我國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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