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老師個人資料表
E-mail：ctliu@mail.fgu.edu.tw
主要學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博士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碩士
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系理學士
現職：佛光大學學務長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經歷：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達商業科技大學學務長
學術專長：
1. 政治學、國際關係、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全球化與兩岸關係、兩岸政策
比較
2. 服務學習、溝通理論與技巧、人生哲學、歷史通論

※近 5 年著作目錄(書寫及編排格式得依國科會表 C302)：




請詳列個人自上次升等至截止日前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論文、專書及專
書論文、研討會論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類著作之重要自行排列先後順
序。
各類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
序，通訊作者請加註*。）
、出版年、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
、起迄頁
數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若期刊是屬於國內或國際期刊資料庫（如 SCI、EI、SSCI、A&HCI、Scopus、TSSCI、
THCI Core…等）所收錄者，請於該著作書目後註明資料庫名稱；若著作係經由國科
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生，請於最後填入相關之國科會計畫編號。

一、期刊論文
1.柳金財，2012.12，
「2012 年中國經濟與環境人權之探討：困境與展望」
，中國人權觀
察報告，2012 年年刊。
2.柳金財，2012.12，「中國地方政府處置公眾維權抗爭之策略：以廣東省烏坎事件為
例」
，中華行政學報，第 11 期，頁 249-272。
3.柳金財，2012.11，
「謝長廷登陸意義與民共關係未來發展」
，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1 期，頁 17-23。
4.柳金財，2012.09，「
『黨管幹部』原則運作下的中國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困境與變
通」
，育達科大學報，第 32 期，頁 123-135。
5.柳金財，2012.09，「分稅制實施下的中國大陸鄉鎮財政困境與治理危機」
，中國地方
自治，第 65 卷第 9 期，頁 4-27。
6.柳金財，2012.06，「中國大陸鄉村治理危機之制度根源：壓力型體制分析視角」
，中
華行政學報，第 10 期，頁 113-135。
7.柳金財，2012.06，
「中國大陸農村稅費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實施之探討：成效與侷限」，
中國地方自治，第 65 卷第 6 期，頁 20-43。
8.柳金財，2012.02，「中國大陸土地出讓制度：變遷、問題與影響」
，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2 期，頁 28-50。
9.柳金財，2012.01，「多重法律衝突下的中國大陸土地徵收制度：困境與改革」
，育達
通識學報，第 2 期，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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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柳金財，2011.12，
「中國大陸分稅制實施與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形成：問題與影響」，
育達科大學學報，第 29 期，頁 85-106。
11.柳金財，2011.12，「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土地徵收機制與土地財政形成：地方競爭的
分析視角」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12.柳金財，2011.12，「中國地方政府擴張性徵地行為之制度根源：產權多元、公共利
益模糊及法律變通」，公共事務評論，第 12 卷第 2 期，頁 39-70。
13.柳金財，2011.12，
「中國地方政府徵地行為與農民維權行動：壓制與抗爭」
，中華行
政學報，第 9 期，頁 199-218。
14.柳金財，2011.12，
「中國土地徵收制度之實施：問題、影響與展望」
，育達科大學報，
第 25 期，頁 127-162。
15.柳金財，2011.12，
「中國鄉鎮長直選制度發展中「孤島現象」
：變遷、問題與改革」，
第 9 期，中華行政學報。
16.柳金財，2011.10，
「大陸農村階層分化與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村民自治的視角」，
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10 期，頁 49-71。
17.柳金財，2011.09，
「中共黨國體系政治吸納下的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影響與限制」
，
育達科大學報，第 28 期，頁 29-56。
18.柳金財、葛傳宇，2011.07.「全球化與中國農村治理的困境：以僵化資本為例」
，育
達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頁 241-260。
19.葛傳宇、柳金財，2011.07，
「中國地方政府建構和諧社會指標之探討：發展、類型
與困境」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頁 261-282。
20.柳金財，2011.06，
「中國鄉鎮領導選舉制度變革：發展、模式與影響」
，育達科大學
報，第 27 期，頁 85-124。
21.柳金財，2011.04，「中共對台工作『向南移、向下沈』之意涵」
，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4 期，頁 1-8。
22.柳金財，2010.12，
「中國土地徵收制度之實施：問題、影響與展望」
，育達科大學報，
第 25 期，頁 127-161。
23.柳金財，2010,07，
「中國土地徵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困境：問題與展望」
，育達人文
社會學報，第 6 期，頁 131-151。
24.柳金財，2010.06，
「中國土地徵收之過程：地方政府、農民與國家策略選擇分析」，
育達科大學報，第 23 期，頁 139-172。
25.張同廟、柳金財、魏世賢，2010.06，
「影響大學生服務學習成效的相關因素研究」，
育達科大學報，第 23 期，頁 181-107。
26.柳金財，2008.02，
「評述中共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及發表一號文件之農村改革意
涵與問題」
，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2 期，頁 17-25。
27.柳金財，2007.05，
「中國農村的徵地糾紛與農民維權運動發展」
，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5 期，頁 106-114。

二、專書或專書論文
1.柳金財，2011.09，
「轉型期中國大陸社會發展與問題」
、
「兩岸文化交流問題與策略選
擇」
，收錄於趙建民主編，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增修版），台北：晶典出版
社。
2.柳金財、林宗達，2011.02，「憲法的施行、解釋與修改」
，收錄於劉兆隆主編，中華
民國憲法綜論，台北：晶典文化事業出版，頁 345-376。
3.柳金財，2007,08，「台灣的外交戰略規劃」，收錄於翁明賢等主編，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501-533。
4.柳金財，2006.06，「民主進步黨的主權論述：主轉與困境」
，收錄於北京聯合大學台
灣研究院主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回顧與前瞻，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有限公司，頁 232-253。
5.柳金財，2005.09，
「轉型期中國大陸社會發展與問題」
、
「兩岸文化交流問題與策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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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收錄於趙建民主編，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台北：晶典出版社。
6.柳金財，2005.07，「中國鄉鎮領導選舉制度變革：問題、模式與展望」，輯於中共研
究雜誌社主編，，2005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7.柳金財、陳梓龍、曾喜炤合撰，2004.12，胡溫體制的治國理念與政策走向，台北：
遠景基金會。
8.柳金財，2004.12，
「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探討」
，收錄於朱新民主編，
中國大陸城市社區基層民主，台北：遠景基金會。
9.柳金財，2003.02，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重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運作之
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10.柳金財，2001.12，
「論五０年代以來中華民國政府關於『一個中國論述』內涵的持
續與變遷」
，收錄於國史館臺灣主權論述論文集編輯小組主編，臺灣主權論述
論文集（上），臺北：國史館，頁 297-349。
11.柳金財，2001.07，
「中共對臺政策」
，收錄於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主編，中共建政五十
年----中國大陸面面觀，臺北：正中書局，頁 616-655。
12.柳金財，1998.02，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臺北：時英出版社。

三、研討會論文
1.柳金財，2013.11，
「無奈之舉？經營之略？中國地方政府土地徵收機制與違法行為：
兼論河南龍子湖大學城與江蘇鐵本事件」，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9-10 日「第
五屆發展研究年會(5th ACDS)—發展：危機與安全」（台灣.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審查通過接受發表）
2.柳金財，2013.11，
「從驚弓之鳥到耀眼明星？中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模式、發
展與限制」
，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8-9 日「2013 中國大陸研究年會暨『習李掌
舵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
（台灣.嘉義.南華大學）
。
（審查通過接受發表）
3.柳金財，2013.07，「
『基層民主』讓位於『黨內民主』嗎？中國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
動力與阻力：兼論公推直選鄉鎮黨委之侷限」
，發表於 2013 年 7 月 29-30 日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與公共治理：回顧、突破與展望研討會」（台灣.台北.台
灣民主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
究中心）
。（審查通過接受發表）
4.柳金財，2013.03，「中國農民的土地維權抗爭行動之研究：以廣東烏坎事件為例」，
發表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2013 通識核心能力研討會」
（台灣.苗栗.育達商業
科技大學）
5.柳金財，2013.03，
「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抗爭與因果關聯」
，發表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2013 通識核心能力研討會」
（台灣.苗栗.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6.柳金財，2013.01，
「中國地方政府處置公眾維權抗爭之策略：以廣東烏坎徵地事件為
例」
，發表於 2013 年 1 月 12 日《兩岸憲法變遷與政治發展》研討會暨中華公
民政治討論會（台灣.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中華民會合辦）
。
7.柳金財，2010，08，「中國土地徵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困境：問題與展望」，發表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2010 第六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高
雄.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
8.柳金財，2010.08，「中國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策略探討：土地財政之分析視角」
，發表
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2010 第六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台
灣.高雄.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
9.柳金財，2010.12，
「中國地方政府擴張性徵地行為之制度根源：產權多元、公共利益
模糊及法律變通」
，發表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第五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論壇」
與第十八屆「環境管理與都會發展研討會」
（台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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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柳金財，2009.01，
「中國地方政府土地徵收模式與投資環境穩定關連探討：兼論孫
中山先生土地政策」
，發表於 2009 年 1 月.6 日「2009 中山先生思想與兩岸經
貿發展學術研討會」（台灣.苗栗.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國父紀念館）
。
11.柳金財，2008.06，「土地徵收與農民維權之探討—以中國農村為例」
，發表於 2008
年 6 月 20 日「中國大陸社會穩定研究計畫學術研討會」
（台灣.台北.中央研
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12.柳金財，2007.06，「是阻力？還是助力？--論中國社會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
，發
表於 2007 年 6 月 11 日「2007 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灣.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行政大陸委員會、台灣民主基金會、兩岸交流遠
景基金會）
13.柳金財，2006.04，
「民主進步黨的主權論述：轉型與困境」
，發表於 2006 年 4 月 23-25
日「第一屆北京台研論壇」（中國.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
14.柳金財，2005.01，
「中國地方政府之治理：發展與困境」
，發表於 2005 年 1 月 13 日
「第二屆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台中.弘光科技大學）
15.柳金財，2004.11，「中國農村的稅費改革與鄉村治理：成效與侷限」
，發表於 2004
年 11 月 13-14 日「中國農業發展與農村治理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北.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陸委會、兩岸經貿交流
協會）
16.柳金財，2004.08，
「民進黨的『一個中國論述』
：持續與變遷」
，發表於 2004 年 8 月
1-4 日「兩岸關係研討會」（中國.遼寧.大連.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17.柳金財，2004.09，
「中國鄉鎮政府財政危機與治理困境：一個制度面因素的解釋」，
發表於 2004 年 9 月 24 日「第二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台灣
與東亞----制度與經驗比較」（台灣.新竹.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18.柳金財，2003.09，
「台灣與中國文化交流的問題與策略選擇」
，發表於財團法人國家
展望文教基金會所舉辦「迎接全球化、超越 2008----中國事務研討會」(台灣.
台北.展望文教基金會)。
19.柳金財，2001.10，
「台獨論述理論的建構者與開創者：以史明、彭明敏、黃昭堂及
陳隆志為中心的探討」
，發表於國史館所舉辦「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歷史與人
物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北.國史館）。
20.柳金財，2000.12，
「論民進黨政府大陸政策：發展、困境與挑戰」
，發表於中國大陸
學會舉辦的「跨世紀兩岸關係研討會」
（台灣.台北.中國大陸學會）
。
21.柳金財，2000.12，
「國府遷臺以來反對運動台獨論述的形成與理論建構：兼對『一
個中國論述』的挑戰，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協會舉辦的「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
（台灣.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協會）。
22.柳金財，2000.11，「一個中國論述的探討：論九０年代以來中華民國內部關於一個
中國論述內涵的轉變與爭議」
，發表於國史館舉辦「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研
討會」（台灣.台北.國史館）。
23.柳金財，2000.10，
「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
，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主辦「兩
岸關係與大陸問題研究」論文研討會（台灣.高雄.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四、技術報告及其他
包括學務特色主題計劃、教學卓越計劃、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劃、學校衛生與健康促
進計劃及推動禮貌教育提升學生品格計劃等。
●94-101 學年連續八年獲學務主題特色計畫補助，共 43 個子方案。
●94-101 年連續 8 年獲教育部補助學產基金工讀方案。
●94-101 年帶動中小學及教育優先區營隊近 220 個補助案。
●94-101 學年連續八年獲教育部補助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97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舉辦中區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深耕研習。
●97-99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 224 萬辦理開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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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辦理中區大專校院法治教育研習。
●98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98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情感教育暨愛滋防治宣導講座活動。
●98 年獲教育部補助性別平等活動共 2 個計畫。
●98-101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學生學習輔導與服務學習分項計畫。
●99-101 年連續 3 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計畫學校。
●99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中區大專校院人權教育研習。
●99 學年承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中區期中研討會。
●100 學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中區大專校院人權教育研習。
●99-100 學年承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中區期中研討會。

※近三年執行國科會或其他機構計畫案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計畫編號
是阻力？還是助力？中國私營企業主成
長與政治民主化關聯：政商關係視角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其他____________

「無奈之舉?經營之略?中國地方政府土
地徵收行為機制與問題之探討；河南鄭 ■主持人
州龍子湖大學城與江蘇常州鐵本事件個 □共同主持人
□其他____________
案比較分析」，
「陸生來台就讀本校學習與適應情況之
□主持人
檢討」

■共同主持人
□其他____________

起迄年月
(民國)
自 101 年
3月
至 101 年
11 月

申請/執行
情形
□已結案
■執行中

自 100 年
3月
至 100 年
11 月

■已結案
□執行中

自 100 年
3月
至 100 年
11 月

■已結案
□執行中

※其他獲獎或特殊榮譽事蹟
請依獲獎年月、獲獎獎項、授獎單位與獲獎事蹟等詳述之。
柳金財擔任學務長七年半期間，學校榮獲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品德教育深耕學校、健
康促進績優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兵役行政績優學校、社團連續七年特優（98
年及 99 年全國社團評鑑成績第一）
。因而本人榮獲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
絡中心推薦獲選為 100 年度教育部頒發特殊貢獻人員獎（2012.11）
，全國僅四位學務
長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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