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宜君論文著述：
1. 期刊論文 (民國 100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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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之案例分析」，臺大社工學刊，第 24 期，頁 1-37。(TSSCI)
(5) 劉宜君，民國 101 年 3 月，「醫院經營自費醫療服務之實證研究」，競爭力評論，
第 15 期，頁 41-64。
(6) 劉宜君，民國 101 年 6 月，
「臺灣推動醫療照護產業化之分析：政策學習的觀點」
，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16 卷，第 1 期，頁 185-235。(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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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第 6 期，頁 1-21。
(10) 劉宜君，民國 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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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的觀察」，產業與管理論壇，第 14 卷，第 4 期，頁 26-48。(TSSCI)
(11) 劉宜君、辛炳隆、馬財專，民國 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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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劉宜君、陳啟清，民國 102 年 6 月，「國民年金政策執行之研究－福利治理的觀
點」，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69-117。
(14) 劉宜君，民國 1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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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劉宜君，民國103年9月，
「數位匯流與大數據發展對於醫療治理的影響」
，空大學
訊，第510期，頁64-71。
(17) 劉宜君、陳敦源、林昭吟、廖興中，民國 103 年 12 月，
「建構「質優量足」的照
管專員人力之實證分析」，人事月刊，第 352 期，頁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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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劉宜君，民國104年9月，
「從培養終身就業力談因應延後退休的趨勢」
，人事月刊，
第221期，頁42-50。
(21) 劉宜君、陳啟清，民國104年10月，
「新世代高齡者玩具需求與市場趨勢之探討」，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第3卷，第4期，頁411-420。
(22) 劉宜君、林昭吟，民國104年10月，
「以裁量權與自主性觀點探討偏遠地區長期照
顧管理工作之困境」，國立臺南大學「社會研究學報」，第1卷，第2期，頁1-24。
(23) 劉宜君，民國104年12月，
「桃園市文化創意產業聚落之初探性研究：地理資訊系
統之途徑」，國家與社會，第17期，頁105-152。
(24) 劉宜君，民國105年5月，
「大數據對於醫療照護影響與醫療隱私保護之研究」
，
「前
瞻科技與管理」期刊，第6卷，第1期，頁1-25。
(25) 劉宜君，民國105年5月，「民眾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認知與產品消費經驗之
研究」，客家公共事務學報，第13期，頁1-24。
(26) 劉宜君，民國105年5月，
「臺灣推動溫泉健康化之政策可行性探討」
，空大行政學
報，第29期，頁1-18。
(27) 劉宜君，民國105年6月，「全民健康保險會運作效能之評估研究：健保會委員之
觀點」，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20卷，第1期，頁85-128。(TSSCI)
(28) 劉宜君，民國105年6月，
「社會企業利用社會媒體之非結構資料初探」
，國家與社
會，第18期，頁1-37。
(29) Liu, I-Chun and Chii-Ching Chen (201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litist and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0(4): 2206-2213.
(30) 劉宜君、王千文，民國105年10月，
「委員會委員角色評估之研究：以全民健康保
險會為初探案例」，國立臺南大學「社會研究學報」，第2卷，第2期，頁33-56。
(31) 劉宜君、丘昌泰，民國105年12月，「偏遠等於邊緣?不經濟地區數位匯流之實證
研究」，理論與政策，第19卷，第2期，頁1-26。
(32) 劉宜君、陳啟清，民國1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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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丘昌泰、劉宜君，民國106年3月，
「大數據產業的資料隱私問題與對策」
，產業與
管理論壇，第19卷，第1期，頁28-51。(TSSCI)
(34) 劉宜君，民國106年10月，
「大數據與福利需求：以非結構資料分析殘盟與老盟粉
絲團之初探性研究」，競爭力評論，第19期，頁1-20。
(35) 劉宜君，民國106年11月，
「大數據時代的個人資料隱私與去識別化之探討」
，
「前
瞻科技與管理」期刊，第7卷，第2期，頁1-34。
(36) 林昭吟、劉宜君、陳美智，民國106年11月，
「台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之沿
革與執行」，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87期，頁25-28。
(37) 丘昌泰、劉宜君，民國106年12月，「臺灣社會企業法制定位與問題之探討」，社
區發展季刊，第160期，頁36-51。
(38) 林昭吟、劉宜君，民國106年12月，「社會投資觀點之政策理念及運用」，社區發
展季刊，第160期，頁86-94。
(39) 劉宜君，民國106年12月，「消費者對於溫泉保健與品質認知之研究」，觀光旅遊
研究學刊，第12卷，第2期，頁49-70。
2. 研討會論文(民國 100 年之後)
(1) 劉宜君，「『看熱鬧也看門道』：從網絡管理觀點探究我國醫療觀光政策之執行」，
「2011 年『族群、語言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0 年 5 月 5-6 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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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從民眾消費經驗評估地方產業輔導政策之研究」，「2011 年第六屆全球
化與行政治理：『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0 年 5 月 6 日，
桃園：開南大學。
劉宜君、辛炳隆、馬財專，「短期促進就業政策之跨計畫成效評估」，「2011 年臺
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國際研討會」，民國 100 年 5 月 27-29 日，臺
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劉宜君，「網絡管理與績效評估之理論發展」，「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建國百年、政府再造、經社整合—臺灣社會福利的成就、挑戰與未竟
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0 年 5 月 27-28 日，臺中：靜宜大學 。
劉宜君，
「客家產業輔導政策之研究－政策工具的觀點」
，2011 年族群、歷史與文
化亞洲聯合論壇：當代客家之全球發展學術研討會，民國 100 年 10 月 29-30 日，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
劉宜君、朱鎮明，
「網絡管理與政策課責關係之研究」
，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民
國 100 年 10 月 29-30 日，桃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
「國民年金政策之評估－民眾觀點的分析」
，2011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民國 100 年 11 月 12-13 日，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
劉宜君，
「客家產業輔導政策之執行評估」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主辦「第八
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論壇－族裔治理、府際關係與地方發展」，民國 100 年 11
月 26 日，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劉宜君，
「觀光旅遊與公民美學之結合－觀光治理的觀點」
，元智大學「發展與正
義：公民美學與當代社會之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1 年 4 月 20-21 日，
桃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從觀光治理觀點探討臺灣溫泉醫療之推動」，「2012 年第七屆全球化與
行政治理：『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1 年 4 月 27 日，桃
園：開南大學。
劉宜君，
「國民年金政策執行之研究－福利治理的觀點，
「2012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嬰兒退潮、經濟波動、財政短絀–民主治理困境下社會福利
的新模式』」，民國 101 年 5 月 18-19 日，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柯三吉、黃榮源、劉宜君、曹瑞泰、張惠堂，
「臺灣契約性公務人力制度的規劃：
以『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評析」
，
「海峽兩岸公務員管理制度比較研究」研討
會。民國 101 年 8 月 24 日，中國：福州。(獲選優秀論文獎)
劉宜君，「臺灣推動溫泉療養之初探性分析」，第四屆醫療觀光研討會，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苗栗：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劉宜君，
「資訊科技對基層官僚自主性與裁量權的影響」
，中國政治學會、東吳大
學政治學系舉辦 2012 年中國政治學會年會暨「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理
的發展與困境」學術研討會，民國 101 年 11 月 17、18 日，台北：東吳大學。
劉宜君，「基層官僚人員的課責與自主性─以國民年金政策為例」，台灣政治學會
年會暨「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學術研討會，民
國 101 年 12 月 8、9 日，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劉宜君，「資訊科技對基層官僚人員的影響－以『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的照顧管
理專員為例」
，第七屆轉型與治理學術研討會，民國 102 年 3 月 22 日，台北：銘
傳大學。
劉宜君，
「高齡友善的休閒旅遊之探討」
，2013 年第八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
3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2 年 5 月 3 日，桃園：開南大學。
劉宜君、林昭吟「離島基層官僚人員的裁量權與自主性：以金門、馬祖、澎湖地
區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照顧管理專員為例」
，民國 102 年 5 月 9-11 日，台灣社
會福利學會 2013 年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劉宜君，「高齡友善相關政策之研究：以醫療照護服務為例」，國立國父紀念館、
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與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3 族國發展與理性
對話」學術研討會，民國 102 年 5 月 18 日，台北：國父紀念館。
陳敦源、劉宜君、林昭吟、廖興中，「工作分析、職能萃取、與教育訓練設計：
以長期照護照管專員為例之研究」
，第九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台北：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民國 102 年 5 月 25、26 日。
劉宜君、陳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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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年 6 月 15 日，桃園：元智大學。
Chao-Yin Lin, I-Chun Liu, and Don-yun Chen, “Work stres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care managers in Taiwan’s long-term care
system,”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1th-12th July, 2013.
劉宜君，
「公務人員延後退休對於公部門人力衝擊之研究」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
學會「公共服務與災害治理」研討會，民國 102 年 10 月 19 日，台北：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劉宜君，
「推動高齡友善社區之研究」
，2013 年全國社區發展理論與實務工作國際
學術研討會，民國 102 年 11 月 29、30 日，桃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
「另類全球化議題－高齡者玩具需求與趨勢探討」
，2014 年第九屆「全球
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3 年 5 月 9 日，桃園：開南大學。
廖興中、劉宜君、林昭吟、陳敦源，「結合可能服務距離之照顧管理人力推估」，
民國 103 年 5 月 22、23 日，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2014 年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獲選優秀論文獎)
劉宜君，
「台灣推動溫泉醫療之可行性探討」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政府治理與公民行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3 年 5 月 24、25 日，新北：
淡江大學。
劉宜君，「高齡者的科普實踐之探討」，第七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民國 103 年 9
月 12 日，南京：鍾山賓館。
劉宜君，
「健保會運作過程評估之實證研究」
，2014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國際
政經劇變與民主治理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3 年 11 月 8、9 日，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
劉宜君，「大數據與醫療隱私之探討」，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
會，民國 103 年 11 月 15 日，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劉宜君、丘昌泰，
「不經濟地區民眾對於電信普及之評估研究」
，2014 年臺灣政治
學會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
民國 103 年 12 月 6 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劉宜君、陳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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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上位計畫與區域治理：花東地方發展論壇」，民國
103 年 12 月 6 日，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劉宜君、劉昱辰，
「民眾對於溫泉管理政策認知之實證研究」
，2015 年第十屆「全
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4 年 5 月 8 日，桃園：開南大學。
林昭吟、陳敦源、劉宜君、羅凱凌，
「健康照顧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民眾角色–以二
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代健保藥品共同擬訂會議為例」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2015 年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
會，民國 104 年 5 月 15、16 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劉宜君，
「桃園市文化創意產業聚落之初探性研究：地理資訊系統之途徑」
， 2015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建構永續與公平
的社會－公共行政的角色與挑戰」
，民國 104 年 5 月 22、23 日，台北：國立台灣
大學。
劉宜君，
「族群社會資本與土地遷移之研究：以航空城為例」
，2015 族群文化與文
化產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4 年 6 月 5 日，桃園：元智大學。
丘昌泰、劉宜君，「新媒體環境下文創產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大數據、
新媒體、使用者學術研討會」
，民國 104 年 6 月 12 日，台北：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劉宜君，
「地理資訊科技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結合：以台灣省桃園市為例」
，第八屆
海峽兩岸科普論壇，民國 104 年 8 月 31 日，山東：日照嵐橋錦江大酒店。
劉宜君、陳敦源、林昭吟、賴怡樺，「專業分歧作為一種另類的跨域治理問題－
以衛生福利部為例之初探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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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 年 10 月 3、4 日，台北：
文化大學。
劉宜君、林昭吟，「長期照護政策財務規劃之政治可行性探討：政策學習觀點」，
2015 年高齡化社會的挑戰與因應研討會，民國 104 年 10 月 29 日，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
陳敦源、劉宜君、林昭吟，
「台灣長期照護的服務輸送：組織跨域的觀點」
，2015
年高齡化社會的挑戰與因應研討會，民國 104 年 10 月 29 日，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
劉宜君、曾淑芬、丘昌泰，「大數據與福利需求：以非結構資料分析殘盟與老盟
粉絲團之初探性研究」，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學術研討會，民國 104 年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劉宜君，「大數據與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網站之非結構資料初探研究」，「社會企
業的全球思維與在地深耕」學術研討會，民國 104 年 11 月 19 日，桃園：元智大
學。
劉宜君，
「多元文化與社會資本關係之研究─以航空城政策為例」
，桃園市多元文
化與性別平等的實踐與發展研討會，民國 104 年 12 月 4 日，桃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丘昌泰，
「大數據與去識別化」
，發表於個人資料去識別化與大數據研討
會，民國 105 年 4 月 19 日。台北：經濟部商檢局。
劉宜君、曾淑芬，「以文字分析技術檢測政府網站互動內容－以勞工保險局粉絲
專頁為例」
，第十二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民國 105 年 4 月 28、29 日，
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劉宜君，
「從消費經驗評估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成效與影響」
，第十一屆「全球化
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5 年 5 月 13 日，桃園：開南大學。
劉宜君、陳敦源、林昭吟、賴怡樺，「以組織氣候中介跨專業認知與工作滿足感
之關係：以衛生福利中高階人員為例」
，
「2016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
合會國際研討會」，民國 105 年 6 月 24-25 日，新北：國立臺北大學。
劉宜君，
「大數據與政策創意之研究」
，元智大學「創新、創意、創世紀研討會」，
民國 105 年 6 月 3 日，台北：國父紀念館。
劉宜君，
「高等教育發展與大數據之研究」
，2016 年兩岸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學術研
討會，民國 105 年 8 月 4 日，雲南：雲南大學高教院。
劉宜君，「新媒體、新世代族群與族群意象之研究」，「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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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境與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民國 105 年 10 月 15、16 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劉宜君，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群聚的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文
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聯盟白馬湖論壇，民國 105 年 10 月 22 日，浙江：杭州市白
馬湖建國飯店。
劉宜君，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認知與消費經驗之研究」
，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文
化產業的生活融入與政策發展」成果發表研討會，民國 106 年 4 月 27 日，桃園：
元智大學。
Chao-Yin Lin, I-Chun Liu, Yang Shih (2017) The living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with reference to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tatus: Evidence from the 2016
disability survey 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劉宜君，
「跨族群意象與認同之實證研究」
，第十二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
學術研討會，民國 106 年 5 月 11 日，桃園：開南大學
劉宜君，
「客家產業與族群經濟事務之研究」
，
「客家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
，民國
106 年 5 月 20 日，桃園：中央大學。
劉宜君，「大數據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研究」，「2017 文創產業發展與文創人才培育
論壇」，民國 106 年 6 月 1 日，桃園：元智大學。
劉宜君，
「大數據在文化創意產業應用之研究」
，第十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2017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劉宜君，「大學社會責任對於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的影響與因應」2017 台灣第三部
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國 106 年 10 月 14 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劉宜君，
「大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實踐」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人力資源管理
與全球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6 年 10 月 28 日，新北：國立空中大學。
劉宜君、陳敦源、林昭吟、王光旭，「全民健保財務收支連動機制之研究－問題
建構途徑」，2017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
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6 年 11 月 11、12 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劉宜君，
「新世代族群意象與認同之實證研究」
，第九屆發展研究年會暨未來前瞻
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 2050，民國 106 年 11 月 18、19 日，新北：淡江大學。

3. 專書及專書論文(民國 100 年之後)
(1) 劉宜君、周育仁、朱鎮明，民國 100 年 2 月，政策執行力指標之建構。臺北：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ISBN 978-986-02-7236-9)
(1) 劉宜君，民國 100 年 8 月，「To watch the scene of bustle and tricks of the trade: an
analysis of Taiwan medical tourism policy from network management approach」，輯
於謝登旺主編「語言、社會與藝術」，桃園：元智大學。頁 165-188。(ISBN
978-986-659-418-2)
(2) 劉宜君，民國 100 年 8 月，「地方產業輔導政策執行之研究－政策工具的觀點」
，
輯於洪泉湖主編「社區、文化與產業」，桃園：元智大學。頁 281-303。(ISBN
978-986-659-419-9))
(3) 劉宜君、辛炳隆、馬財專，民國 100 年 12 月，促進就業計畫效益評估(含附錄)。
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ISBN 978-986-03-0624-8)
(4) 劉宜君，民國 101 年 12 月，「觀光旅遊與公民美學之結合－觀光治理的觀點」，
輯於洪泉湖主編「公民美學與當代社會」
。臺北：商鼎出版公司。頁 37-55。(ISBN
978-986-144-106-1)
(5) 劉宜君，民國 102 年 1 月，
「醫療治理與網絡」
，輯於許立一等著「當代治理新趨
勢」，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頁 283-322。(ISBN 978-957-661-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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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宜君，民國 102 年 2 月，台灣社會年金保險政策之執行研究。臺北：商鼎出版
公司。(ISBN 978-986-144-109-2)
(7) I-Chun Liu and Chii-Ching Ch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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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Chun Liu and Chii-Ching Ch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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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丘昌泰、劉宜君，民國 104 年 9 月，「新媒體環境下文創產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問題」
，輯於彭芸主編「大數據、新媒體、使用者」論文集，新北市：風雲論壇。
頁 73-98。(ISBN 978-957-661-938-0)
(10) 劉宜君，民國 105 年 8 月，
「大數據與政策創意之研究」
，輯於彭芸主編「數位匯
流時代：創新、創意、創世紀」論文集，新北市：風雲論壇。頁 233-260。(ISBN
9789866893797)
(11) 劉宜君，民國 106 年 6 月，
「非營利組織推動永續旅遊之研究」
，輯於丘昌泰、劉
宜君主編「非營利組織與社會關懷」，臺北：商鼎出版公司。頁 109-136。
(12) 劉宜君，民國 106 年 6 月，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群聚的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
，輯
於范周主編「海峽海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報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頁
277-290。
:

:

4. 技術報告及其他等(民國 100 年之後)
(1) 國科會，「『看熱鬧也看門道』：從網絡管理觀點探究亞洲醫療觀光政策之執行」，
民國99年8月至民國100年10月，主持人。(NSC99-2410-H-155-052)
「營運績效報告資料」
，民國99年8月30日至9月30日，主持人。
(2) 嶺蓁企業有限公司，
(3) 行政院衛生署委託計畫，「長期照護保險組織與照顧管理人力規劃」，民國100年
11月18日至民國101年11月17日，主持人。
(4) 桃園縣政府農業局委託計畫，「民眾對於樂福米認知調查計畫」，民國101年2月1
日至民國101年6月30日，主持人。
(5)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1年3
月1日至11月1日，主持人。
(6)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委託計畫，「101年度提升服務品質暨廉政實況問卷調查計
畫」，民國101年9月19日至11月30日，主持人。
(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計畫，「延後退休年齡對公部門人力可能衝擊之評估
研究」，民國102年3月6日至6月6日，主持人。
(8) 桃園縣政府觀音鄉公所，「102年度績效報告及績效簡報資料委外協助案」，民國
102年5月23日至8月1日，主持人。
(9)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強化農業生產資訊調查業務資料整理計畫」，民國102
年6月13日至9月10日，主持人。
(1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檢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民國
102年6月28日至10月27日，主持人。
(11)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2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2年6
月30日至11月1日，主持人。
「除了泡湯之外─溫泉合法登記與溫泉保健之研究」
，民國102年8月1日至
(12) 國科會，
民國104年7月31日，主持人。(NSC102-2410-H-155-019-MY2)
7

「前瞻醫療衛生科技政策與先驅評估研究採購案「全
(1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
民健康保險會運作過程評估相關研究」，民國102年8月23日至民國103年2月23
日，主持人。
「我國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方式之電話調查計畫」
，民
(14)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委託計畫，
國102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主持人。
(15)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委託計畫，「二代健保擴大民眾參與對給付效益及行
政效能之影響評估」，民國103年2月28日至12月31日，協同主持人。
「103年連江縣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暨社會福利服務計
(16) 連江縣政府委託計畫，
畫」
，民國103年3月1日至10月31日，協同主持人。
，民
(17)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委託計畫，「103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
國103年3月1日至10月1日，主持人。
「文化產業的生活融入與政策發展」
，民國103年8月1日至106年7月31日，
(18) 科技部，
協同主持人。(MOST 103-2632-H-155 -001 -MY3)
「實施 3K 產業外勞新制之影響及效益評估」
，民
(1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計畫，
國103年7月26日至民國104年2月25日，協同主持人。
(20) 科技部，「國際航空城計畫對桃園地方族群社會資本的影響研究：社會影響評估
角度」，民國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主持人。(MOST 104-2420-H-155-002)
「公共衛生及社會福利中高階人才長期培訓計畫」
，民國104
(21) 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
年1月15日至105年1月14日，主持人。
(22)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4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4年2
月26日至10月1日，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活動評估計畫」
，民國104年4月
(23)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7日至11月1日，主持人。
「紅火蟻防治計畫推動業務資料整理計畫」
，民國104年6月15
(24)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日至10月1日，主持人。
「青年政策需求評估計畫」
，民國104年10月6日至12月10
(25)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日，主持人。
(26) 國家發展委員會，「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看法」民意調查問卷檢討調整，民國
104年12月7日至105年4月6日，主持人。
(27) 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建構整合全民健保總額協定分配、給付範圍審議及費率
審議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民國105年3月23日至12月15日，主持人。
，民國105
(28)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04年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需求服務調查」
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協同主持人。
，民國105年2月
(29)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5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渡調查計畫」
29日至10月1日，主持人。
(30) 雲林縣稅務局，「105年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分析報告」，民國105年4月22日
至12月31日，主持人。
「六族融合?：新世代族群的跨族群意象與認同之探討」
，民國105年8月1
(31) 科技部，
日至107年7月31日，主持人。(MOST105-2410-H-155-002-MY2)
「2016年體育表演會活動滿意度調查」
，民國105年8月25
(32)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日至11月20日，主持人。
，民國106年3月
(33)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6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渡調查計畫」
15日至10月1日，主持人。
「106年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分析報告」
，民國106年5月1日至
(34) 雲林縣稅務局，
12月31日，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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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台北車站(A1)旅客轉乘問卷調查計畫」
，民國
(35)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106年6月26日至8月15日，主持人。
(36) 科技部，「地景文化、環境治理與生態觀光政策－地景文化、環境治理與永續觀
光政策」，民國106年8月1日至民國107年7月31日，共同主持人。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