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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堂教授簡歷 
中文姓名：黃錦堂 
英文姓名：GIIN-TARNG HWANG 
出生年月日：1958/01/04 
性別：男 
國籍：中華民國 
聯絡地址：10617 台北巿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 
學院政治學系辦公室轉 
聯絡電話(公)：02-3366-8313 
傳真：02-2365-8416（公共事務所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hwngntn@ntu.edu.tw 
現職及職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1981 年)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1985 年)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1989 年)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1989.08~1995.07）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1995.08~迄今）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委員（2001.08~2003.07） 
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2001.02~2003.0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規委員會委員（2000.04~2002.03）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委員（2000.04~2001.03）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憲政法制組召集人 
（2008.11.1~2009.7.31；2009.10.1~2012.2.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政務副局長（2009.8.1~2009.9.9）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2011.3.30~2014.12.2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2012.1.1~2012.12.31） 
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2010.10.1~2012.9.30） 
中國人事行政學會監事（2012.9.11-2015.9.10） 
台灣行政法學會理事兼秘書長（2014.2-2017.2） 
第十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2012.4.18~2014.8.31） 
第十二屆考試院考試委員（2014.9.1~2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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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長： 
行政法、地方制度法、憲法、行政法 

榮譽及獎項 
民國 88學年度，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自民國 99年第 2學期起，為「臺大免辦評鑑教授」（臺大民國 101年 4月 27日
校教字第 1000016654號函） 
民國 108年度教師節，獲臺大頒贈「服務滿三十年資深優良教師紀念」獎牌 
「中華政府與公共事務學會」第 2屆理事長（2019.06.15-迄今） 

著作目錄 

期刊論文 
黃錦堂，1991，「縣市財政問題之檢討」，政治科學論叢（台大政治學系），第 2
期。 
黃錦堂，1993，「德國計畫裁決程序引進我國之研究—我國重大開發案或設廠案
計可程序改進之檢討」，收錄於「當代公法理論—翁岳生教授六秩誕辰壽論文

集」。 
黃錦堂，1993，「行政革新與學界諮詢」，理論與政策，第 8卷第 1期。 
黃錦堂，1993，「行政區域調整之憲法基礎—以台北縣市、基隆市為例」，理論
與政策，第 7卷第 3期。 
黃錦堂，1994，「國道南橫公路穿越大武山案評釋」，新環境月刊，第 105期。 
黃錦堂，1994，「德國聯邦體制之研究」，美歐月刊，第 9卷第 6期。 
黃錦堂，1994，「承辦官員之刑事追訴當作環保手段—必要性與界限」，新環境
月刊，第 105期。 
黃錦堂，1995，「省市政治體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期。 
黃錦堂，1995，「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初探」，新環境月刊第 106&107期。 
黃錦堂，1995，「鎮長稅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中國行政評論，第 5卷第 1
期。 
黃錦堂，1996，「對行政中立立法之若干思考」，月旦法學雜誌，第 10期。 
黃錦堂，1996，「公民投票在我國適用之檢討」，問題與研究，第 35卷第 7期。 
黃錦堂，陳維曾，1998，「誰能蓋台北市的停車塔」，月旦法學雜誌，第 35期。 
黃錦堂，1998，「由『精省』看九七憲改」，台大法學論叢，第 27卷第 2期，頁
95以下（TSSCI期刊）。 
黃錦堂，1998，「論立法院之預算審議權—評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並兼論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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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應有之功能定位與解釋立場」，台大法學論叢，第 27卷第 3期（TSSCI期
刊）。 
黃錦堂，1999，「行政程序法對行政機關之衝擊」，全國律師，第 6卷第 9期。 
黃錦堂，1999，「行政程序法之理念與行政程序之類型」，月旦法學雜誌，第 50
期。 
黃錦堂，1999，「民主化對環保政策之衝擊與因應之道」，理論與政策，12卷 3
期。 
黃錦堂，1999，「地方制度法重大問題之研究」，研考雙月刊，第 23卷第 3期。 
黃錦堂，1999，「展望『精省』後地方自治法之發展」，新世紀智庫論壇，第 5
期。 
黃錦堂，1999，「緊急命令法制化問題之研究」，新世紀智庫論壇，第 8期。 
黃錦堂，2000，「大選後地方政府制度的展望」，理論與政策，第 14卷第 2期。 
黃錦堂，2001，「行政區劃法律草案與實質方案簡介」，法令月刊，第 52卷第 1
期。 
黃錦堂，2001，「當前公務員依法行政之困難與克服之道」，收錄於考銓季刊，
第 26期。 
黃錦堂，2002，「政府再造的憲法原則」，神州法學雜誌，第 7期。 
黃錦堂，2002，「德國聯邦政府組織簡介—兼評政府改造委員會行政院組織調整
架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88期。 
黃錦堂，2003，「論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合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 
黃錦堂，2003，「政治獻金管理法案之評估」，植根雜誌，第 19卷第 2期。 
黃錦堂，2003，「《行政法總論之改革：基本問題》要義與評論」，憲政時代，第
29卷第 2期，2003年 10月。 
黃錦堂，2003，「地方立法權的發展與議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1卷
第 2期。 
黃錦堂，2003，「政治獻金法之釋義與評價」，月旦法學雜誌，第 111期。 
黃錦堂，2003，「疾病的控制的行政法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05期。 
黃錦堂，2005，「當前憲政議題與方案（2004-2008）」，台灣經濟論衡，第 3卷
第 5期。 
黃錦堂，2005，「健保費補助款判決評釋—最高行政法院九四年判字第一五四六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7期。 
黃錦堂，2008，「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劃分標準—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判字
第四一九號判決」，政大法學評論，第 102期（TSSCI期刊）。 
黃錦堂，2008，「行政法之行政慣例與行政法—以特別費爭議為觀察」，月旦法
學雜誌，第 157期。 
黃錦堂，2008，「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五號解釋評論」，台灣法學，第 109期。 
黃錦堂，2008，「財產權保障與水源保護區之管理：德國法的比較」，台大法學
論叢，第 37卷第 3期（TS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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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堂，2008，「德國獨立機關獨立性之研究—以通訊傳播領域為中心並評論我
國釋字第 613號解釋」，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3期，頁 1-54（TSSCI期刊）。 
黃錦堂，2008，「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法制議題舉隅-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判字
第三○○號判決評論」，台灣法學雜誌，第 118期，頁 185-195。 
黃錦堂，2009，「高度科技專業性行政決定之司法控制密度—兼評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九六訴字第一一一七號判決」，東吳法律學報，第 21卷第 1期，頁 1-頁 33
（TSSCI期刊）。 
黃錦堂，2009，「『三都十五縣』與地方制度法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170
期。 
黃錦堂，2009，「判斷餘地理論於公務員保障法之適用與檢討」，法令月刊，第
60卷第 9期。 
黃錦堂，2009，「警察勤務外酒駕肇事之免職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九七年判字第
九二二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 134期，頁 214-221。 
黃錦堂，2009，「以業者持續違規而直接駁回換照申請與比例原則—最高行政法
院九八年度判字第二八一號判決評論」，台灣法學雜誌，第 132期，頁 227-
231。 
黃錦堂，2009，「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處分之訴願管轄機關—最高行政法院九七
年十二月份第三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評論」，台灣法學雜誌，第 124期，
頁 205-212。 
黃錦堂，2010，「健保投保金額『薪資所得』之意義—評最高行政法院九五年判
字第一四七二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 137期，頁 159-161。 
黃錦堂，2010，「地方制度法落實五都構想之修正簡介」，台灣法學雜誌，第
149期，頁 1-16。 
黃錦堂，2010，「考績法修正草案的爭議與展望」，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期，
頁 33-35。 
黃錦堂，2010，「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年齡、體能設限與考試無障礙之研究—
兼論釋字第 626號解釋」，法令月刊，第 61卷 02期，頁 21-41。 
黃錦堂，2010，「權力分立與憲法解釋—兼評釋字第 520、585、613、633、645
號解釋」，法令月刊，第 61卷第 9期，頁 4-25。 
黃錦堂，2010，「我國公立大學公法上財團法人化之研究—德國法與美國法之觀
察」，收錄於《政治思潮與國家法學-吳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
社。 
黃錦堂，2010，「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之研究」，台灣法學講座，第 2期。 
黃錦堂，2010，「德國大學法『新公共管理』改革之研究—兼論我國大學行政法
人化相關草案」，政大法學評論，第 118期，頁 165-225（TSSCI期刊）。 
黃錦堂，2011，「論環境法之訴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061號判
決評論」，法令月刊，第 62卷第 1期，頁 17-34。 
黃錦堂、張文哲，2011，「大學自治與兩種法律保留原則」，法令月刊，第 6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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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期，頁 17-34。 
黃錦堂，2011，「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的新定向—釋字第 653、654與 684號解釋
之發展」，法令月刊，第 62卷第 9期，頁 1-24。 
黃錦堂，2011，「變動時代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公務人員月刊，185期，
頁 14-21。 
黃錦堂，2011，「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中央與地方業務功能調整：法制觀點」，研
考雙月刊，第 279期，頁 44-56。 
黃錦堂，2012，「地方立法權的主要問題與制度建立」，法令月刊，第 63卷第 5
期，頁 63-80。 
黃錦堂，2012，「原住民保障與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之研究」，法令月刊，第
63卷第 11期，頁 68-98。 
黃錦堂，2012，「論制度性之法律保留—以部會及三級機關、機構之設置為中
心」，憲政時代，第 37卷第 3期，頁 315-365。（TSSCI期刊） 
黃錦堂，2013，「重大開發案之國土規劃暨農地釋出之審查」，法令月刊，第 64
卷第 5期，頁 6-38。 
黃錦堂，2013，「公營事業之組織與監督」，月旦法學，第 221期，2013年 10
月，5-29。 
黃錦堂，2013，「論行政委託與行政委任之要件與鬆綁—德國法之比較」，法令
月刊，第 64卷第 12期，頁 67-98。 
黃錦堂，2014，「自治條例與法律保留－多元民主正當性的觀點及實務評論」，
法令月刊，第 65卷第 11期，頁 1-50。 
黃錦堂、林彥超，2015，「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主要解釋問題－兼論與德國
法、美國法之比較」，人事行政，第 191期，頁 27-47。 
黃錦堂、林彥超，2015，「公務人員薪俸激勵化之研究-英國、德國與我國之比
較法觀察」，法令月刊，第 66卷第 4期，頁 13-56。 
黃錦堂，2015，「政治結構與政策出路-由第五屆監察院人事案之同意權行使談
起」，月旦法學，第 243期，2015年 8月，86-106。 
黃錦堂、林彥超，2015，「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條件之檢討-兼論德國法與美
國法之規定」，公務人員雙月刊，第 221期，頁 14-34。 
黃錦堂，2016，「公務人員請假與留職停薪規定之檢討--德國法之比較」，公務
人員月刊，第 224期，頁 2-18。 
黃錦堂，2016，「德國聯邦公務人員法治的發展與主要規定-以 2006年聯邦修憲
以來為中心」(上)(下)，人事行政，第 196期，頁 38-62，第 197期，頁 30-53。 
黃錦堂，2016，「營業管制的性質與地方自治條例-釋字第 738號解釋評論」法
令月刊，第 67卷第 12期，頁 1-34。 
黃錦堂，2017，「轉型正義與不當黨產處理-德國的法治及我國的省思」，台灣法
學雜誌，第 313期，頁 111-140。 
黃錦堂，2018，地方監督之行政爭訟法問題-德國法之比較，法令月刊第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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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8期，頁 1-38。 
黃錦堂，2019，論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爭訟權--德國法之比較，憲政時代， 44
卷 3期，2019年 1月，頁 175-234。（TSSCI期刊）。 
黃錦堂，2020，「中央主管機關監督地方自治團體之界限」收錄於蘇永欽、林錫
堯、林輝煌、李念祖、黃錦堂、陳清秀、周宇修，中央主管機關監督地方自治

團體之界限座談會，月旦裁判時報，95期，2020年 5月，頁 95-110。 
 
 
 

專書 
黃錦堂，1994，《台灣地區環境法之研究》，台北：月旦出版社。 
黃錦堂，1995，《地方自治法治化問題之研究》，台北：月旦出版社。 
黃錦堂，1999，「精省後北高直轄市之發展角色」，收錄於《地方政府與政治－
精光後之財政自主與地方分權》，翁興利主編，商鼎文化出版社。 
黃錦堂，2000，《地方制度法基本問題之研究》，作者自刊，台北：翰蘆。 
黃錦堂，2000：「依法行政原則」，收錄於《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冊，台
北：五南。 
黃錦堂，2000：「國家補償法體系之建構初探」，收錄於《行政法爭議問題研
究》，下冊，台北：五南。 
黃錦堂，2000：「國家賠償法若干疑義問題初探」，收錄於《行政法爭議問題研
究》，下冊，台北：五南。 
黃錦堂，2001，「台灣双首長制的內涵—向總統制或向內閣制傾斜？」，收錄於
明居正、高朗主編，《憲政體制新走向》，新台灣人基金會出版。 
黃錦堂，2001，「德國的府際關係」，收錄於趙永茂、孫同文、江大樹主編，《府
際關係》，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2，「地方自治的本質與法律解釋監督權之限制」，收錄於蘇永欽主
編，《地方自治—落實人民主權的第一步》，新台灣人文教基金會。 
黃錦堂，2002，「政府改造的憲法基礎與限制」，收錄於蘇永欽編，《政府再造—
政府角色功能的新定位》。 
黃錦堂，2002，「行政程序法理念與重要釋義問題之研究」，收錄於《當代公法
新論—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2，「行政訴訟法第 105條—第 115條」，收錄於翁岳生主編，《行政
訴訟法逐條釋義》，五南出版。 
黃錦堂，2002，「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收錄於《行政契約與新行
政法》，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2，「國土規劃法治化問題之研究」，收錄於《新世紀經濟法治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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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4，「論宗教自由—兼論台北市的相關議題」，收錄於《人權保障之
理論與實務 2005》，台北市政府法規會編印。 
黃錦堂，2005，《行政組織法論》，翰蘆圖書出版。 
黃錦堂，2006，「環境憲法」收錄於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6，「我國鄰避性設施設立許可法制之檢討—德國法之比較」收錄於
邱昌泰等著，《解析鄰避情節與政治》，翰蘆圖書出版。 
黃錦堂，2006，「行政法的發生與發展」，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上，元照
出版。 
黃錦堂，2006，「行政法組織法之基本問題」，頁 242-頁 298，收錄於翁岳生
編，《行政法》上，元照出版。 
黃錦堂，2007，「論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合作」，收錄於《地方自治論述專輯》，第
三輯，內政部編印。 
黃錦堂，2007，「政治之法律分析」，收錄於李炳南主編，《邁向科技整合的政治
學研究》，揚智文化。 
黃錦堂，2007，「論當前行憲政策與憲法解釋」，收錄於湯德宗、廖福特主編，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黃錦堂，2007，「行政判斷與司法審查—最高行政法院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ETC）案判決評論」，收錄於湯德宗、李建良主編，《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黃錦堂，2009，「現行大學法與國立大學法人化外部監督監督及評鑑之比較」，
收錄於《大學法人化—發展國際一流大學集頂尖研究中心》，台大出版中心出

版，頁 118-頁 153。 
黃錦堂，2010，「我國公立大學公法上財團法人化之研究──德國法與美國法之
觀察」；收錄於《政治思潮與國家法學》，元照出版，2010年 1月，頁 507-
537。 
黃錦堂，2010，「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基礎」；收錄於
《資訊法制、土地規劃與損失補償之新趨勢》，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元照出

版，2010年 9月，頁 123-157。 
黃錦堂，2010，「公立大學行政法人化與公法上財團法人化之研究」；收錄於
《行政組織與人事法制之新發展》，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元照出版，2010年 9
月，頁 139-186。 
黃錦堂、何展旭，2012，「監察制度之回顧與前瞻」，收錄於《中華民國發展
史．政治與法制》，聯經出版，2012年。 
黃錦堂，2012，《地方制度法論》，第 2版，元照出版。 
黃錦堂，2013，「全球化的衝擊與台灣行政法之因應，收錄於《全球化/福利國
家/特別權力關係/公私協力》，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元照出版，2012年 12
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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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堂，2018，確認訴訟，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許宗力、張登科副主編「行政
訴訟法逐條釋義」，頁 82-105，五南出版。 
黃錦堂，2020，「法政策學之研究」，收入於陳清秀編，法理學，元照出版。 
黃錦堂，2020，「行政法的發生與發展」，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上，第 2
章，元照出版。 
黃錦堂（2020），地方制度法論，第三版，元照，2020年。 
 

研討會論文 
黃錦堂，1990.01.20，「動員戡亂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實施成效之評估」，地
點：政大公企中心，主辦單位：中國政治學會。 
黃錦堂，1990.07.07，〈我國憲法上政黨比例代表制之可行性座談會〉所作的演
講，地點：台大法學院綜合大樓會議室，主辦單位：彥棻文教基金會與台大合

辦，論文載於：憲政時代，第 16卷第 2期，第 6至 19頁。 
黃錦堂，1991.06.01-02，「環境保護法經濟誘因手段之研究」，地點：政大公企
中心，主辦單位：民主基金會、政大公企中心及中國行政學會合辦，學術研討

會題目：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收錄於「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第 509頁以下。 
黃錦堂，1992.02.29，「地方自治層級」，地點：國民大會中山堂，主辦單位：現
代學術基金會、北縣高縣政府、地方自治促進會，載於律師通訊，民國 81年 4
月。 
黃錦堂，1992.03.05-06，「憲改中有關社會權規定的檢討」，地點：台大法學院
三研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國策中心，收錄於：陳必照等著，當前憲政改革

方案，業強出版社。 
黃錦堂，1993.04.29，「永續發展與環境規劃」，地點：台大法學院第一會議堂，
主辦單位：台大法研所與台大法學基金會。 
黃錦堂，1993.05.29，「公務員之義務與權利」，國策中心「文官改革」，地點：
國策中心。本文經大幅改寫成「公務人員之義務」，收錄於「文官改革」一書，

業強出版社。 
黃錦堂，1993.11.06-07，「地方自治法制問題及展望」，中國比較法學會八十二
年度年會暨「行政法制」研討會，台大法學院三研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1993.12.04，「總統直選與憲政體制改革」，發表於「總統直選與憲政改
選」研討會，中國比較法學會、新國會聯合辦公室主辦。 
黃錦堂，1994.11.05-06，「開發許可制之研究」，中國比較法學會八十三年度年
會暨「行政法制研討會」。 
黃錦堂，1994.03.28，「議事倫理的意義」，發表於「地方民意機關議事倫理研討
會」，內政部、中華民國公共行政學會合辦，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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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堂、陳朝建，1995.12.09，「台灣濕地保育困境的政治分析初探」，中華民國
野鳥學會、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金會合辦，「第三屆濕地生態與保

育研討會」，地點：台大應用力學館。 
黃錦堂，1997，「當前地方立法權相關問題之檢討」，日期：1997.04.19，主辦單
位：東海大學政治系地方自治研究中心與台中市議會，「省縣自治法實施之回顧

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地點：東海大學。 
黃錦堂，1997，「台灣經濟暨行政為因應加入WTO所作之調整：問題與解決方
案」，日期：1997.04.07-09，；「經濟全球化對WTO會員國之法與行政之發展與
挑戰」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Speyer大學，地點：Speyer國家行政學院（德
文發表）。 
黃錦堂，1997，「公共行政與政策討論的一個下限共識」，日期：1998.01.24，中
國政治學會八十七年度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黃錦堂，1998，「省市自治權之司法保障之研究」，日期：1998.5.15-16，暨南大
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主辦，台灣省法規委員會委託，「地方自治權責劃分」學

術研討會，地點：暨南大學方形劇場。 
黃錦堂，1998，「落實自然保育所需的行政組織」，收錄於劉小如、黃勉善編，
新世紀的自然保育行動綱領，厚生基金會出版（1998）。 
黃錦堂，1998，「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日期：1998.9.19，司法院大法官主辦，
「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學術研討會，地點：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1999，「大官會議釋憲功能對立法過程之影響」，論文發表於「邁向二
十一世紀的立法院─新國會、新規範、新挑戰」研討會，國家政策研究院主

辦，1999年 3月 8日。 
黃錦堂，2000，「自由權保障之實質論證之檢討-以德國基本權衝突判決為初步
探討」，收錄於李建良、簡資修主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中

研院社科所出版。 
黃錦堂，2000，「新世紀之環境立法與行政」，收錄於歐陽橋暉編，2000年民間
環保政策白皮書，厚生基金會出版。 
黃錦堂，2000，「國土綜合開發計劃之法制化」，收錄於「瞭望公元 2000年焦點
研究」，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金會（國展會）主辦，時間：2000年 6月
27、28日，地點：國家圖書館 3樓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2000，台灣雙首長制之研究—向總統制或向內閣制傾斜？發表於「憲
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的新走向」研討會，台大政治學系、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

基金會共同主辦，日期：2000.12.23，地點：台大法律學院暨社會科學院國際會
議廳。 
黃錦堂，2001，行政區劃與地方自治，論文發表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學術研討
會」，日期：2001.5.12，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地點：政大藝
文中心。 
黃錦堂，2001，機關爭議問題釋憲方法之應用，論文發表於司法院大法官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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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日期：2001.10.13，地點：台灣大學法律學院暨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
廳。 
黃錦堂，2001，行政契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論文發表於台灣行政法學會
主辦，「行政契約學術研討會」，日期：2001年 6月 23日，地點：台灣大學法
律學院暨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2001，「行政機關」、「委託」、「委任」、「委辦」、「受委託行使公權力」
之意義，論文發表於「行政法之理論與實務」，台大法律學院公法研究中心主

辦，日期：2001年 11月 10-11日，地點：台大法律學院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2001，「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之釋義與評價，論文發表於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討會」，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主辦，環保署委託，日

期：2001.11.21，地點：台大應力所。 
黃錦堂，2003，行政法規衝擊評估之研究，論文發表於「行政法規影響評估研
討會」，台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主辦，時間：2003年 9月 17日，地點：台北市
政府公務人員訓練中心禮堂。 
黃錦堂，2003，德國公共行政「新治理模式」之研究，發表於「民主治理與台
灣行政改革」學術研討會，公共行政學系聯合會，台灣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系

所聯合會主辦，時間：2003年 6月 21日，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黃錦堂，2003，「德國機關『分權化整體責任』改革之研究－兼論我國行政法人
的設計」，論文發表於「行政法人與組織再造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行政院

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社團法人台灣行政法學會，時間：2003年 10月 4日，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演講廳。 
黃錦堂，2003，「疾病控制的行政法問題」，論文發表於：衛生署、國家衛生研
究院、教育部、台灣大學共同主辦之「疾病與社會：台灣歷經 SARS風暴之醫學
與人文反省」學術研討會，時間：2003年 11月 14-16日，地點：台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2003，「訴願之行政組織與權限劃分議題—以社政、民政、警政、消防
案型為討論」，論文發表於台北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黃錦堂，2007，「德國機關獨立性之研究」，收錄於「獨立行政機關之研究研討
會論文集」，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府與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合辦。 
黃錦堂，2007，「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年齡、體能設限與考試無障礙之研
究」，宣讀於考選部民國 96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系列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特
殊設限與考試無障礙研討會－以應考年齡、體能、兵役及消極條款為範圍」，指

導單位：考試院；主辦單位：考選部、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日期：

2007年 9月 28日；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5樓國際會議廳。 
黃錦堂，2008，「重建憲法秩序與法治原則」，收錄於「臺大對新政府的期待論
文集」，國立臺灣大學主辦，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黃錦堂，2008，「審查密度理論之研究—判斷餘地於保障事件之適用」，宣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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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保障法制研討會」，主辦單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公法研究中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日期：2008年 10月
21日，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黃錦堂，2009，「環境法上之當事人適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061號判決評論」，宣讀於「2009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9年 5月 23日。此種研討會一年兩次，目
前正由該所連同第二次會議之論文辦理後續審查與出版當中。 
黃錦堂，2009，「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基礎」，宣讀於
「2009年第十一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時間：2009年 7月 20、21
日；地點：甘肅省敦煌市敦煌賓館。 
黃錦堂，2010，「全球性環境問题的困境與出路-以環境影響評估為例」，宣讀於
「兩岸環境法學學術研討會」；時間：2010年 5月 15日；地點：國立台北大學
民生校區；主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台灣法學會。 
黃錦堂，2010，「司法介入審查後對於環境影響評估之專業公信之衝擊—以中科
三期判決為例」，宣讀於「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檢討與展望研討會」；時間：2010
年 4月 28日；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
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黃錦堂，2010，「台灣鄉鎮市治理問題：結構限制與出路」，發表於「轉型社會
的公民權利、基層民主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時間：2010年 7月 5-6日；地
點：廣州中山大學；主辦：中山大學政治學系、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上海財經

大學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黃錦堂，2012，「全球化的挑戰與台灣行政法之因應」，論文宣讀於「2012年東
亞行政法學會第 10屆國際學術大會」；時間：2012年 6月 9-10日；地點：韓
國首爾。 
  

其他 
黃錦堂，1985，「論行政處分之附款」，台大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Hwang，Giin-Tarng，AnzeigepflichtenimVerwaltungsrecht，Dis.1989，Tuebingen.
（黃錦堂，1989，論行政法上之報備制度，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論文。） 
葉俊榮主持，黃錦堂協同主持，1990，公害糾紛之檢討與建議，行政院環保
署。 
黃錦堂，1991，各主要國家國會對行政部門設置機構及任命首長監督權限之研
究，西德部分，行政院研考會專案研究，屬於聯合研究，未正式出版。 
黃錦堂，1991，動員戡亂時期結束後國家安全法應有之修正，中國比較法學
會。 
劉宗榮主持，朱柏松、黃錦堂協同主持，1992，填海造地相關法制之研究，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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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經建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委託研究。 
葉俊榮主持，黃錦堂、陳清秀協同主持，1992，放射性廢料立法之研究，放射
性待處理物料管理處委託研究。 
黃錦堂，1993，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七款中小企業概念的界定，收錄於「公
平交易法行為主體研析」，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二年度委託研究計畫案四。 
許慶復主持，黃錦堂、陳志華協同主持，1993，「行政委員會組織與功能之研
究」，行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 
黃錦堂主持，莊錦農協同主持，1993，「台北縣因應都會區縣市合併組織人事及
相關政策規劃」，台北縣政府委託研究。 
劉宗榮主持，朱柏松、黃錦堂協同主持，「旅遊契約之研究」，1993，交通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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