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研究計畫
陳定銘自 2000 年起，在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相關期刊論文、專書、專書
論文、研究計畫一覽表，詳如表 1。
表 1 陳定銘期刊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研究計畫一覽表（2000 年-2022 年）
名稱

一 般 期 核 心 期 刊 論 文 專書
刊論文

（ SSCI 、 SCI 、

專書

科 技 部 其他研

論文

研 究 計 究計畫

TSSCI、CSSCI）
數量
合計

39

畫

10

2

49

24

19

26

38
57

＊期刊論文（2000 年迄今）
1.

邱晨瑋、李雨修、陳定銘（2021.12）
。消防志工生命價值觀轉變的探討--以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線消防志工為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學報，7（6）
，
49-94。

2.

陳定銘、徐郁雯（2020.11）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都市原住民照顧計畫之社
會投資報酬分析。聖嚴研究，13，445-512。科技部：MOST107-2410-H-655001-MY2。本人為第一作者。

3.

陳定銘、徐郁雯、彭蕙妤、黃勤真（2020.06）
。客家與平地原住民族複合行
政區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以苗栗縣南庄鄉為例。思與言，58（2）
，167227。（TSSCI；THCI）。客家委員會：105 年。本人為第一作者。105 年客
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4.

陳定銘、徐郁雯（2019.09）
。使命契合觀點分析社會企業之效益與影響：以
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例。第三部門學刊，24，65-106。科技部：
MOST106-2410-H-008-042-。本人為第一作者。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核心
期刊。

5.

陳定銘（2018.09）
。臺灣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評估指標之分析。第三部門學
刊，22，1-35。
（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科技部：MOST 105-2410-H-008011。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6.

陳彥蓉、陳定銘（2018.01）
。以社會平衡計分卡的觀點析探苗栗縣黃金小鎮
協進會的發展。兩岸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家學術期刊，3，15-30。

7.

陳定銘、林家榛（2017.12）
。族群產業、社會企業與社區發展之研究。科技
整合月刊，2（12），119-129。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

8.

Chen Tingming, Weng Yichun （2017, Nov）. On Legitimacy of WISEs: A Case
Study of CANYOU. The China Nonprofit Review, 9,311-337.本人為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9.

陳定銘、翁儀君（2017.07）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合法性分析：以中國大
陸殘友集團為例。中國非營利評論，20，194-214（CSSCI）。科技部：1052410-H-008-011。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0. 陳定銘、徐郁雯（2017.05）
。使命契合觀點分析客家社區產業之效益與影響：
以新竹內灣和苗栗南庄兩個案為例。客家公共事務學報，15，1-31。本人為
第一作者。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11. 陳定銘、徐郁雯（2017.03）
。以地方資產為基礎的社區發展觀點析探綠色環
保社區之形成--以桃園市高原樂活有機村為例。第三部門學刊，19，57-79。
本人為第一作者。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12. 陳定銘（2016.11）
。都會地區客家族群認同與政策網絡之研究—以新北市為
例。客家公共事務學報，14，1-27。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13. 陳定銘、陳彥蓉、李逸婷（2016.09）
。南投桃米生態村發展之社會資本與社
會網絡分析。戶外遊憩研究，29（3），1-42（TSSCI）。本人為第一作者。
14. 陳定銘、彭蕙妤（2016.06）
。社會企業經營模式對於原住民部落之效益與影
響：以光原與瑪納為例。國家與社會，18，61-109。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
作者。
15. 陳彥蓉、丘昌泰、陳定銘（2016.05）
。族群文化產業的社會鑲嵌型態與治理
網絡策略：客家文化產業個案之探索性研究。客家公共事務學報，13，6586。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16. 陳定銘（2015.12）
。數字科技在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創新設計的應用。海峽科
學（CSSCI，中國核心期刊）
，108，96-99。
（CSSCI）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
訊作者。
17. 陳定銘、魏伊婕、曾韻潔（2015.07）
。非營利組織推動大陸教育事業之社會
網絡分析：以香港田家炳基金會為例。公益，總第 5 輯（2015 年第 1 輯），
50-71。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8. Ting-Ming Chen & Hsiu-Yu Chiu （2015, Jun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Marketing of Hakka Tung Blossom Festiva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3（5）, 42-57.本人為第一作者。
19. 陳定銘、陳彥蓉（2014.12）
。從募款策略的理性選擇析探台灣公益勸募制度。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2，1-28。NSC100-2410-H-008-030-MY2。本人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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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 陳定銘、王宣雅（2014.11）
。以六級產業理論析探地方產業發展之策略：苗
栗大湖草莓為例。客家公共事務學報，10，1-24。
（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
本人為第一作者。
21. 陳定銘（2013.09）
。以社會企業觀點探討非營利組織推動生態社區之個案研
究。社區發展季刊，143，205-221。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2. Chen, José Chiu-C., Chiang, Min-Hsiu, & Chen, Ting-Ming （2013, Jun）.
Reinventing Strategies of Oral Examination in Taiwan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42（2）, 293-309（SSCI）.本人為通訊作者。
23. 陳彥蓉、陳定銘（2013.05）
。代表性文官的觀點析探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推動策略：以桃園縣平鎮市為例。客家公共事務學報，7，77-120。客家委員
會 102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本人為通訊作者。
24. 陳定銘、潘蓉慧（2013.03）
。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在社區發展之研究—以屏東
縣竹田鄉社區為例。政策與人力管理，4（1），107-140。本人為第一作者。
25. 陳秋政、江明修、陳定銘（2013.03）
。臺灣公共服務滿意度指標建立之研究
與反思。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1），52-67。
26. 陳定銘、陳彥蓉（2013.01）。貧窮線下的浮萍─以中國扶貧基金會微型貸款
為例。
「中國社會與制度」系列論文「中國大陸崛起之制度變遷與經濟發展」
之部分成果。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通訊季刊，6，1-22。本人為第一作者、通
訊作者。
27. 陳定銘、賴彥澄（2012.12）
。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產業發展之社會資本與協
力治理：以阿里山有機部落為例。中國第三部門研究，4，2-35。
（CSSCI）
。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8. Liou, Y.-A.*, H.-C. Sha, T.-M. Chen, T.-S. Wang, Y.-T. Li, Y.-C. Lai, M.-H. Chiang,
and Li-Teh Lu （2012, Dec）. Assessment of disaster losses in rice field and yield
after tsunami induced by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6）, 618-623.（SCI）
29. 陳定銘、陳樺潔、游靖宇（2012.06）
。政府與客家社團協力指標之析探。行
政暨政策學報，54，42-82。（TSSCI）。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0. 陳定銘、陳彥蓉（2012.06）
。從族群觀點分析公務人員考試客家事務行政類
科現況。國家菁英季刊，8（2），4-66。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1. 陳定銘、陳彥蓉（2012.03）
。社區影響模型觀點析探台灣公益勸募策略之研
究─以聯勸與社福類非營利組織為例。第三部門學刊，17，97-130。NSC1002410-H-008-030-MY2。（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本人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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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hen, Ting-Ming, Cheng, Yang, & Lai, Yen-Cheng （2012, Feb）. An Impact of
Embedded Network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Taiwan Bliss-Wisdom Public Welfare Legal Entity.
Journal of US-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9（2）, 127-138. NSC 98-2410-H008-044-MY2.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3. 陳定銘（2011.11）。南桃園客家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型態與網絡互動之研究。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4，39-6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0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
（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4. 陳定銘、宋菁玲（2010.07）
。客家電視新聞處理型態之析探。客家公共事務
學報，創刊號，57-94。（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本人為第一作者。
35. 陳定銘（2010.03）。國際社會企業組織與中國大陸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三部門學刊，13，35-68。NSC 98-2410-H-008-044-MY2。（中大客家學院
核心期刊）。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6. 陳定銘、徐巧昀（2008.10）
。企業型基金會推動社會企業成效之研究—以中
華電信基金會方案為例。中國經濟評論，8（1）
，57-74。
（EBSCO，CSA）
。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7. 陳定銘（2008.06）
。台灣非營利組織在新移民婦女照顧政策之研究。非政府
組織學刊，4，35-50。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8. 陳定銘（2007.03）
。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基金會為例。
第三部門學刊，7，73-113。（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39. 陳定銘、江明修（2007.06）。台灣社區大學公共性之研究。亞洲研究，55，
99-128。（CSSCI）。
40. 陳定銘（2006.03）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析探：以喜憨兒基金會為例。第三
部門學刊，5，69-104。（中大客家學院核心期刊）。
41. 陳定銘（2006.02）。政府與第三部門協力關係探討。研習論壇月刊，62，111。
42. 陳定銘（2004）。終身學習趨勢與社區大學發展。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
19，23-56。
43. 陳定銘（2004.06）。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課程之析探。實踐大學通識論叢，
2，127-155。
44. 陳定銘（2004）。第三部門與國家發展—以全國性社會團體為例。中央大學
社會文化學報，18，85-119。
45. 陳定銘（2003.06）
。非營利組織行銷管理之研究。社區發展季刊，102，21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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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江明修、陳定銘（2001）。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之建構：以社區大學運動
為例。中大社會文化學報，12，15-43。
47. 江明修、陳定銘（2001.06）
。台灣社區大學的創發與建構公民社會。二十一
世紀，65，122-129，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48. 陳定銘（2001.03）。我國社區大學的理論與實踐。社區發展季刊，93，312337。
49. 江明修、陳定銘（2000.01）
。台灣非營利組織政策遊說的途徑與策略。政大
公共行政學報，4，153-192。（TSSCI）。

＊專書
1.

陳定銘（2012.01）
。客家社會企業與社會網絡分析（1 版）
。台北市：智勝。

2.

陳定銘（2008.02）
。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企業：理論與實踐（1 版）
。台
北市：智勝。

＊專書論文（2000 年迄今）
1.

陳定銘（2022 年出版中）
。心靈環保管理學。載於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編）
。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六）（頁 1-32），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2.

陳定銘、王宣雅（2019.01）
。以六級產業理論析探地方產業發展之策略：苗
栗大湖草莓為例。載於俞龍通（主編）
。台灣客家研究論文選集 12：客家文
化產業生成與發展（頁 181-214）。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3.

陳定銘（2018.12）
。客家社會事務治理。載於孫煒（主編）
，客家公共事務（頁
171-189）。台北市：智勝。

4.

陳定銘、徐郁雯（2017.06）
。使命契合觀點探討宗教型非營利組織之社會效
益與影響：以桃園市龍元宮為例。載於丘昌泰、劉宜君（主編）非營利組織
與社會關懷（頁 79-108）。台北市：商鼎。

5.

陳定銘、陳又甄（2015.11）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回應性評估之研究：
以桃園市為例。載於洪泉湖（主編），族群文化與文化產業（頁 235-266）。
臺北市：商鼎。

6.

陳定銘、曾韻潔（2014.09）
。客家社會企業家實踐社會價值之析探：以田家
炳基金會為例。載於陳世松、郭一丹（主編），客家文化與文化產業發展：
第三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論文集（頁 263-281）
。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7.

陳定銘、劉小蘭（2013.05）
。客家獎補助政策之作業機制。載於江明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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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客家研究：社群省思與政策對話（頁 39-65）。台北市：智勝。
8.

陳定銘、劉建宏（2011.06）
。香港客家社團之研究：以香港崇正總會社會網
絡之析探。載於黃賢強（主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
亞（下）
（頁 461-482）
。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9.

陳定銘、李逸婷（2011.01）
。客家女性企業家特質之內容分析。載於江明修
（主編），客家企業家（頁 113-144）。台北市：智勝。

10. 吳信慧、陳定銘（2010.05）
。苗栗縣客家桐花祭政策網絡關係之研究。載於
江明修（主編），客家城市治理（頁 271-318）。台北市：智勝。
11. 陳定銘（2010.05）
。載於江明修（主編）
，客家社區治理。客家政治與經濟（頁
101-134）。台北市：智勝。
12. 陳定銘（2009.11）
。非營利組織推動脫貧方案成效影響之研究：社會資本觀
點。載於江明修（主編），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頁 299-325）。台北市：智
勝。NSC 98-2410-H-008-044-MY2。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獎助出版）
。
13. 陳定銘（2009.05）
。客家桐花祭的政策視窗與政策企業家析探。載於江明修、
丘昌泰（主編），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頁 25-48）。台北市：智勝。
14. 陳定銘（2008.03）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跨部門合作：以三個公益組織方案為
例。載於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與政府：跨部門治理（頁 229-255）。台
北市：智勝。
15. 陳定銘（2007.11）
。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基金會為例。
載於丘昌泰（主編）
，非營利部門研究：治理、部門互動與社會創新（頁 289334）。台北市：智勝。
16. 陳定銘、蕭宇佳（2007.11）
。社區大學推動公共議題教育之研究：以「社區
教育推展藥學知識」課程為例。載於劉阿榮、王佳煌、鄧毓浩、洪泉湖（主
編），兩岸四地的公民教育（頁 279-300）。台北市：師大書苑。
17. 陳定銘（2007.05）
。政府與第三部門協力關係探討。載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編印），研習論壇精選第一輯：地方治理的藍海策略。
（頁 411-427）。南投縣：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18. 江明修、陳定銘（2006.10）
。台灣基金會的法制規範。載於蕭新煌、江明修、
官有垣（主編）
，基金會在台灣：結構與類型（頁 123-146）
。台北市：巨流。
19. 陳定銘（2005.12）
。非營利組織志工發展之析探。載於國家文官培訓所（編
印）
，T&D 飛訊論文集粹第四輯：人力資源發展的新思維（頁 201-226）
。台
北市：國家文官培訓所。
20. 陳定銘（2003.09）
。志工之人力發展。載於江明修（主編）
，志工管理（頁 293327）。台北市：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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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定銘（2003.09）
。志工之資訊應用。載於江明修（主編）
，志工管理（頁 263292）。台北市：智勝。
22. 陳定銘（2002.01）
。非營利組織之參與管理。載於江明修（主編）
，非營利管
理（頁 317-368）。台北市：智勝。
23. 江明修、陳定銘（2000.04）
。我國基金會之問題與健全之道。載於江明修（主
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頁 215-267）。台北市：智勝。
24. 陳定銘（2000.04）
。非營利組織之志工招募與甄選。載於江明修（主編）
，第
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頁 123-142）。台北市：智勝。

＊研究計畫
＊＊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1.

陳定銘（2020）。非營利組織以社會經濟觀點實踐婦女就業之社會投資報酬
分析:以台灣北部兩個案為例（MOST 109-2410-H655-001）
（擔任計畫主持人）
。

2.

陳定銘（2019）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社會投資報酬（SROI）分析：以財
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兩個案為例（2/2）（MOST 107-2410-H655-001-MY2）
（擔任計畫主持人）。

3.

陳定銘（2018）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社會投資報酬（SROI）分析：以財
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兩個案為例（1/2）（MOST 107-2410-H655-001-MY2）
（擔任計畫主持人）。

4.

陳定銘（2019）。台三線客庄區域在地知識與社會實踐研究－客家社區產業
發展之社會經濟效益與影響：以台三線為例（2/2）（MOST 107-2420-H655001-MY2）（擔任計畫主持人）。

5.

陳定銘（2018）。台三線客庄區域在地知識與社會實踐研究－客家社區產業
發展之社會經濟效益與影響：以台三線為例（1/2）（MOST 107-2420-H655001-MY2）（擔任計畫主持人）。

6.

陳定銘（2017）。使命契合觀點分析社會企業之效益與影響：以勞動部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為例（MOST 1062410-H-008-042）（擔任計畫主持人）。

7.

陳定銘（2016）。社會企業之社會價值與社會影響力評估。科技部 105 學年
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 105-2410-H-008-011）
（擔任計畫主持人）
。

8.

陳定銘（2015）。臺灣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指標之研究。科技部 104 學年度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104-2410-H-008-026）（擔任計畫主持人）。

9.

陳定銘（2015）
。國際航空城計畫對客家族群認同與社會網絡的影響與因應。
科技部 104 學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104-2420-H-008-005）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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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計畫主持人）。
10. 陳定銘（2014）。客家社會企業家田家炳的教育志業。科技部 103 學年度學
術性專書寫作計畫成果報告（MOST103-2410-H-008-038）
（擔任計畫主持人）
。
11. 陳定銘（2012）
。公益勸募制度之研究─新制度主義觀點（2/2）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101 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100-2410-H-008-030-MY2）
（擔任計畫主持人）。
12. 陳定銘（2011）
。公益勸募制度之研究─新制度主義觀點（1/2）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100 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100-2410-H-008-030-MY2）
（擔任計畫主持人）。
13. 陳定銘（2010）。非營利組織推動社會企業方案之研究—以兩岸三地個案析
探（2/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九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82410-H-008-044-MY2）（擔任計畫主持人）。
14. 陳定銘（2009）。非營利組織推動社會企業方案之研究—以兩岸三地個案析
探（1/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八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82410-H-008-044-MY2）（擔任計畫主持人）。
15. 陳定銘（2008）。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型態之研究—以企業型基金會方案
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七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972410-H-008-022）（擔任計畫主持人）。
16. 陳定銘（2007）。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公私合夥關係之研究—以新移民政策為
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六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62414-H-008-001）（擔任計畫主持人）。
17. 陳定銘（2006）。社區大學公共性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五年
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5-2414-H-008-001）（擔任計畫主持人）。
18. 陳定銘（2005）。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基金會為例。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四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94-2414-H-008002）（擔任計畫主持人）。
19. 陳定銘（2003）。非營利組織行銷管理之研究—以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年度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922416-H-129-001）（擔任計畫主持人）。

＊＊＊其他研究計畫
1.

陳定銘（2022）
。企業領導人應用佛法的社會價值與影響力研究--以社會投資
報酬分析。聖嚴漢傳佛教研究中心研究計畫（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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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定銘（2017）。使命契合觀點分析客家社區產業之效益與影響：以新竹內
灣和苗栗南庄兩個案為例。客家委員會 106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
持人）。

3.

陳定銘（2016）
。都市地區客家族群認同與政策網絡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客家委員會 105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4.

陳定銘（2015）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回應性評估之研究--以桃園市為
例。客家委員會 104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5.

陳定銘（2015）。以族群經濟觀點論述台灣客家企業家的特性、類型與社會
影響。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4 年度計
畫分項計畫一當代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6.

陳定銘（2014）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協力網絡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客家委員會 103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7.

陳定銘（2014）
。客家社會企業之社會價值析探—以臺灣與香港為例（III）
。
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3 年度計畫分項
計畫一當代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8.

陳定銘（2013）
。從族群代表機關觀點析探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網絡--以
桃園縣為例。客家委員會 102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9.

陳定銘（2013）。客家社會企業之社會價值析探—以臺灣與香港為例（II）。
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2 年 度計畫分
項計畫一當代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10. 陳定銘（2013）。客家生活環境資源調查第二期計畫。桃園縣大園鄉 102 年
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11. 陳定銘（2013）。客家語言發展計畫效益評估。羅肇錦計畫主持人。行政院
研考會 102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12. 陳定銘（2012）
。客家公民社會指標之實證研究--以桃園縣客家社團為例。客
家委員會 101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13. 陳定銘（2012）
。客家社會企業之社會價值析探—以臺灣與香港為例（I）
。國
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1 年度 計畫分項
計畫一當代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14. 陳定銘（2011）。我國客家知識體系計畫作業機制之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 100 年度客家知識體系規劃研究計畫（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15. 陳定銘（2011）
。南桃園客家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社會資本之研究--以社會網絡
分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0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16. 陳定銘（2011）。國際社會企業組織與大陸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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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0 年度計畫分項計畫一
當代公共事務與族群研究（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17. 陳定銘（2011）。客家女性職場表現之德菲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之
「袁彭新妹女士與袁高秋妹女士」研究基金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
18. 陳定銘（2010）。政府推動客家文化之跨部門協力研究－以臺北縣政府客家
事務局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
19. 陳定銘（2010）。2010 兩岸 NGO 人才發展參訪活動計畫。中華發展基金補
助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20. 陳定銘（2009）。香港客家社團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8 年度客家學院計畫。（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21. 陳定銘（2009）。我國公共服務滿意度調查之研究。江明修計畫主持人。97
年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22. 陳定銘（2009）。桃園縣客家社區公民參與機制與成效之研究。江明修計畫
主持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8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23. 陳定銘（2008）。從跨部門合作析探地方政府推動客家文化成效之研究—以
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
中心計畫」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24. 陳定銘（2008）
。非營利組織推動脫貧方案成效影響之研究—社會資本觀點。
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97 年度客家學院
計畫。江明修總計畫主持人。（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25. 陳定銘（2008）
。公務人員考試口試評量方法改進研究。江明修計畫主持人。
考選部試題研究中心 97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26. 陳定銘（2008）。文建會主管監督之公設財團法人管理監督機制及相關法令
研析。江明修計畫主持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7 年度委託研究 計畫
（擔任協同主持人）。
27. 陳定銘（2008）。桃園縣客家社區治理之研究。江明修計畫主持人。行政院
客家事務委員會 97 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28. 陳定銘（2007）。亞太非營利部門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客家學院第二年計畫。江明修總計畫主 持人。
（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29. 陳定銘（2007）。用愛心作朋友助學人問卷調查研究。江明修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30. 陳定銘（2006）。客家事務管理專題研究、客家文化產業行銷管理。國立中
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新進教師教 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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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計畫主持人）。
31. 陳定銘（2006）。亞太非營利部門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客家學院第一年計畫。丘昌泰總計畫主 持人。
（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32. 陳定銘（2006）
。NPO 與志工—個案與政策評估。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
究中心九十五年度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4）（擔任計畫主持人）。
33. 陳定銘（2005）。醫療院所應用平衡計分卡之研究。榜生科技有限公司產學
合作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34. 陳定銘（2005）。幸福家庭綜合保險之市場調查。中央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產學合作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35. 陳定銘（2004）。建立人民團體績效評鑑制度研究。內政部社會司九十三年
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36. 陳定銘（2004）。地區性醫療院所顧客滿意度經營策略之研究—以婦產科診
所為例。台北縣榜生婦產科診所產學合作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37. 陳定銘（2003）
。台北市政府為民服務指標建立之研究。林水波計畫主持人。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二年度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
人）。
38. 陳定銘（2002）。政策性公務人員訓練需求分析及訓練規劃之研究。鄭錫鍇
計畫主持人。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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