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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兩岸四地博士生論壇 」會議議程 

 

2014 年 4 月 10 日 (星期四) 
15:00-18:00 與會者報到     地點: 澳門君怡酒店 
19:30-21:00 歡迎晚餐     地點: 澳門駿景酒店-伯樂軒粵菜館 
21:00-  休息 
 

 

2014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五) 
08:00-08:15 與會者集合準備赴會    地點: 澳門君怡酒店 
08:30-09:00 與會者簽到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09:00-09:30  論壇開幕儀式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 澳門大學代副校長(學術)-范息濤致詞 
  - 澳門特區政府高等教育辦公室主任-蘇朝暉致詞 
  -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郝雨凡致詞 
  -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事務學院副院長-陳天祥致詞 

09:30-09:40  互贈紀念品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09:40-09:50 團體照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09:50-10:50  主題演講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公婷教授  
  -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教授 
  - 問答時間 

10:50-11:00  茶歇     
11:00-12:40 博士生論壇-Panel-1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博士生論壇-Panel-2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12:40-12:45 與會者集合前往用餐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 
12:55-14:20  午餐      地點: 氹仔地堡街-佛笑樓餐廳 
14:30-16:10 博士生論壇-Panel 3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博士生論壇-Panel 4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16:10-16:20  茶歇     
16:20-17:50 博士生論壇-Panel 5 (9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博士生論壇-Panel 6 (9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17:50-18:00 當日論壇結束-準備返回酒店 
18:00-20:00 晚餐      地點: 澳門君怡酒店-Valencia 西餐廳 
20:0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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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六) 

08:45-09:00 與會者集合準備赴會    地點: 澳門君怡酒店 

09:00-10:40 博士生論壇-Panel 7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博士生論壇-Panel 8 (100 分鐘)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10:40-11:00  茶歇     
11:00-11:40 論壇閉幕儀式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各校學生代表發言 : 
-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代表 
-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代表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代表 
-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代表 

11:40-12:20 各校領隊老師發言 : 
-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陳天祥副院長 
-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公婷教授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郭乃菱教授 
-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王建偉主任   

12:20-12:30 與會者集合返回君怡酒店   地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 
- 短暫停留 10 分鐘更衣前往用餐及 City Tour； 
- 另請提前準備 check-out，並自行攜帶行李退房。 

12:50-13:10 與會者集合前往午餐    地點: 澳門君怡酒店   
13:30-15:00  午餐      地點: 澳門觀光塔 360°自助餐 
15:00-18:00  澳門導覽* 或 自由活動   

*欲參加 City Tour 者請預先報名。 
 

Last Updated : 9th April, 2014,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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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兩岸四地博士生論壇 」與會者名單 
 

1 王建偉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2 公婷 女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3 陳天祥 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4 郭乃菱 女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5 曹耘心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碳密度與政府行為的因果關係研究-基於中國 1980-2011 年資料的實證研究   

6 劉煒華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中國的分權與腐敗   

7 姜姍姍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政治變遷與澳門鄰避抗議的興起   

8 蔡怡竑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近年澳門公共財政的規劃與挑戰   

9 陳僑予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轉型期中國利益集團的發展對政府治理的挑戰   

10 王齊超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Does China need a 'Sou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11 杜礎圻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全球武器貿易治理：武器貿易條約面臨的困難   

12 林仲軒 男 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博士候選人 發現中國特色底層政治：表演、例外和暴力   

13 伍芷蕾 女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從區域合作看澳門本地人才培訓機制：以職業培訓為例   

14 
區耀榮 
柯麗香 

男 
女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生 

澳門公共服務市場化治理改革評估：以「醫療補貼計劃」為例   

15 吳尚蔚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吉林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新時期中國網路反腐的若干政治學思考   

16 
顧虹飛 
傅麗曉 

男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Analysis the Land Supply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17 馬婧宜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中國政府近 10 年的財政策略和將來的挑戰   

18 陸心怡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中國政府近 11 年的財政策略和將來的挑戰   

19 段聿舟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Multilateralism and South China Sea Issue   

20 吉文靜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   

21 劉景仲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澳門現金分享的政策評估   

22 原亞靜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由斯諾登"棱鏡門"引起的對新公共管理中公共服務外包的批判   

23 寇宇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理性還是漸近：北京霧霾政策分析   

24 李蒙娜 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論公務員的不服從行為   

25 王亞昕 男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估“十一”黃金周假期效益   

26 楊麗天晴 女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從歷史的視角考察中國基層國家建構：以赤腳醫生制度的興衰為例   

27 何晨陽 女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NGO 的問責缺失研究-從問責主體角度進行的案例分析   

28 丁拓 男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政府與市場雙向互動關係-以場地汙染為例-淺析城市治理現代之途徑   

29 張月 女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and job attitudes in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30 邱靖鈜 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文林苑案對臺灣都市更新政策變遷的影響   

31 湯晏甄 女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民主發展、治理品質，與政治行為誘因：東亞民眾的觀點   

32 吳安琪 女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一個共黨國家的比較研究-論中共與越共領導體制的制度化改革   

33 李天申 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臺灣公立醫院行政法人化之失敗經驗與啟示：以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為例   

34 陳冠吾 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政黨認同、地方派系與府會關係：從嘉義市府會僵局檢視一致政府理論在
地方治理的適用性 

  

35 王建佶  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港澳青少年國家認同研究   

36 崔志梅 女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行政改革之濫觴-順德“大部制”管窥   

37 李丹 女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國家建設與中國機構改革的限度   

38 孫宗鋒 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治理時代常態化與非常態化的官僚機構運作研究：以廣東省司法廳為例   

39 鄭華良 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經濟績效、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層級差異   

40 原超 男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 
地方政府的運動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規化的?基於 S 市監局“清無”專項行動
的分析 

  

41 
王波 

李冠中 
男 
男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治學院碩士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治學院碩士生 

新加坡國家治理的啟示與思考  

42 楊卓敏 女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治學院碩士生 地方政府治理之公共利益研究：上海市政府實例分析  
Last updated: 9th April 2014,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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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兩岸四地博士生論壇 」論壇場次表 
 

第一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 11:00-12:4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 : 宋衛清教授 評論 : 陳天祥教授 

1 鄭華良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經濟績效、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層級差異 

2 李蒙娜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論公務員的不服從行為 

3 劉煒華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 中國的分權與腐敗 

4 
淩 爭 

吳尚蔚 

吉林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新時期中國網路反腐的若干政治學思考 

5 林仲軒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學系博士候選人 發現中國特色底層政治：表演、例外和暴力 

第二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11:00-12:4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主持 : 李桃教授 評論 : 劉伯龍教授 

1 李丹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國家建設與中國機構改革的限度 

2 崔志梅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行政改革之濫觴-順德“大部制”管窥 

3 原超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地方政府的運動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規化的?基於 S 市監局“清無”專項行

動的分析 

4 陳僑予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轉型期中國利益集團的發展對政府治理的挑戰 

5 吳安琪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個共黨國家的比較研究：論中共與越共領導體制的制度化改革 

 

第三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 14:30-16:1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 : 鄺錦鈞教授 評論 : 仇國平教授 

1 姜姍姍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 政治變遷與澳門鄰避抗議的興起 

2 伍芷蕾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從區域合作看澳門本地人才培訓機制：以職業培訓為例 

3 蔡怡竑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 近年澳門公共財政的規劃與挑戰 

4 劉景仲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澳門現金分享的政策評估 

5 王建佶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港澳青少年國家認同研究 

第四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14:30-16:1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主持 : 王建偉教授 評論 : 陳建新教授 

1 李天申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公立醫院行政法人化之失敗經驗與啟示：以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為例 

2 
區耀榮 

柯麗香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生 
澳門公共服務市場化治理改革評估:以「醫療補貼計劃」為例 

3 楊麗天晴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從歷史的視角考察中國基層國家建構:以赤腳醫生制度的興衰為例 

4 寇宇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理性還是漸近：北京霧霾政策分析 

5 王亞昕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估'十一'黃金周假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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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16:20-17:50 (9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 : 郭乃菱教授 評論 : 李桃教授 

1 湯晏甄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民主發展、治理品質，與政治行為誘因：東亞民眾的觀點 

2 何晨陽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NGO 的問責缺失研究-從問責主體角度進行的案例分析 

3 吉文靜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 

4 原亞靜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由斯諾登"棱鏡門"引起的對新公共管理中公共服務外包的批判 

第六場次 

時間 :  4 月 11 日, 16:20-17:50 (9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主持 : 劉伯龍教授 評論 : 陳定定教授 

1 
王波 

李冠中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生 
新加坡國家治理的啟示與思考 

2 王齊超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 Does China need a 'Sou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3 段聿舟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Multilateralism and South China Sea Issue 

4 杜礎圻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 全球武器貿易治理:武器貿易條約面臨的困難 

 

第七場次 

時間 :  4 月 12 日, 09:00-10:4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 : 陈天祥教授 評論 : 公婷教授 

1 楊卓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生 地方政府治理之公共利益研究：上海市政府實例分析 

2 張月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and job attitudes in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3 孫宗鋒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理博士生 治理時代常態化與非常態化的官僚機構運作研究：以廣東省司法廳為例 

4 邱靖鈜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文林苑案對臺灣都市更新政策變遷的影響 

5 陳冠吾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政黨認同、地方派系與府會關係：從嘉義市府會僵局檢視一致政府理論在地

方治理的適用性適用性 

第八場次 

時間 :  4 月 12 日, 09:00-10:40 (100 分鐘)                     地點 : 澳門大學圖書館-美國坊 

主持 : 陳建新教授 評論 : 郭乃菱教授   

1 曹耘心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博士研究生 碳密度與政府行為的因果關係研究-基於中國 1980-2011 年資料的實證研究 

2 丁拓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政府與市場雙向互動關係-以場地汙染為例-淺析城市治理現代之途徑 

3 
顧虹飛 

傅麗曉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Analysis the Land Supply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4 馬婧宜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中國政府近 10 年的財政策略和將來的挑戰 

5 陸心怡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碩士生 中國政府近 11 年的財政策略和將來的挑戰 
 

Last Updated: 9 April, 2014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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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for Paper Presentation (Panel Session) 

 
1) Please be punctual. Each panel session should last for 90 or 100 minutes.  
 
2) The moderator can use up to 2 minut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ssion to introduce the panel members. 
 
3) Each presenter has 12 minutes to explain the main idea of his or her paper.  
 
4) For presenters, the bell rings once when there are 3 minutes left, and twice when time is up.  After that, the 
bell rings twice every 1 minute.  
 
5) The discussant can use up to 15 minutes to make comments after all panel members’ presentations. 
 
6) The panel chair may change 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s. The last 25 minutes should be used for open 
discussion. 
 
7) In case the panel chair is unable to attend, or being late for more than 10 minutes, the first available person 
on the presentation list will assume the duty of chairing the panel and he or she should declare immediately the 
opening of the panel. 
 
8) There are 2-3 student helpers assigned to each panel. Please ask them for assistance. 
 
9) Refreshment is served at the foyer of the conference venue during the break. 
 

 

Rules for Closing Ceremony 

 
1)  Each student representative can use up to 7 minutes to make their remarks. 
 
2)  Each school leader can use up to 10 minutes to make conclud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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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Information 

 

Primary Contact Persons 
蔡怡竑 ALEX – (853)6285-9966 / alexchuayeehong@hotmail.com  

曹耘芯 – (853)6322-8986 / caoyunxin.1@outlook.com  

 

City Tour Contact Persons 
黃蘭芳 – (853) 6386-4157 

楊雪梅 – (853) 6381-6063 

段聿舟 – (853) 6395-3792 

路線 1: 澳門觀光塔媽閣廟議事廳前地大三巴牌坊大砲台終點站，全程約 3 小時。 

路線 2 : 澳門觀光塔 路環舊城區龍環葡韻官也街，全程約 3 小時。 

 

Hotel Information 
澳門君怡酒店 Grandview Hotel 

澳門氹仔柯維納馬路 142 號  

電話 : (853) 2883-7788 | 傳真 : (853) 2883-7777 

 

 

 

 

 

 

 

 

 

 

 

       駿景酒店 (Taipa Square Hotel-Welcome Dinner)                    澳門旅遊塔 (Macau Tower-Lunch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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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Mac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