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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阿榮(2010/07)〈全球化、離散與認同：近代華人跨界移動的比較〉北京大學兩岸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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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p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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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N/A
劉阿榮(2009/11)〈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以台灣的族群平等法制化為例〉2009 第三屆族群、歷
史、文化亞洲論壇學術研討會, pp.N/A, 2009/11
劉阿榮(2009/10)〈道教在 21 世紀的發展與海外之傳播：以東南亞僑社為例〉 道教與道家研討
會, pp.N/A
劉阿榮(2009/10)〈台閩社會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承與變革：以宗教信仰為例〉台閩社會文化與倫
理道德學術研討會, pp.N/A
劉阿榮(2009/08)〈多元族群競合與文化永續：以台灣的客家社會為例〉 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
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 pp.N/A
劉阿榮(2009/02)〈孫中山的治國理念：國家專業經理與企業併購國家的審酌〉 孫中山的治國
理念學術研討會, p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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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第十六屆大會, p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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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阿榮、張金田（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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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圖像與文化產業：以兩蔣園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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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合辦《中山思想與社會發展暨原住民族教育活動學術研討會》
，（2008 年 6 月 29 日於臺灣．
台東）。
劉阿榮、謝登旺（2008b）
，
〈東亞的國家與社會：兩岸第三部門之比較〉
，發表於《2008 亞太
社會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2008 年 6 月 20 日於臺灣．台北）
。
劉阿榮（2008c）
，〈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的辯證發展：以台灣為例〉，
《兩岸四地公民意識教育
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 7-9 日於大陸鄭州。
劉阿榮（2008d）
，
〈節慶文化與社會的永續發展：以兩岸客家為例〉
，廣東梅縣嘉應學院《兩岸
客家傳統節慶民俗文化》
，2008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
劉阿榮（2008e）
，
〈族群關係與社會文化永續發展：以台灣北部客家／原住民族群為例〉
，廣西
師大客家研究所舉辦《2007 亞洲論壇：族群、地域與文化產業』國際學術會議》
，2008 年 2
月 16-18 日。
劉阿榮(2007a)，
〈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
《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 11
月 23-24 日於台北教育大學國際會議廳與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
劉阿榮、孫國棋、劉慧瑜 (2007b)，
〈圍籬與離散：台灣眷村社會文化變遷初探〉
，發表於《2007
年孫中山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
，(2007 年 5 月)，已編入《孫中山與國家發展》學術論文集。
劉阿榮 (2007c)，
〈包容與不包容:以台灣地區政治社會的發展為例〉
，發表於《第五屆容忍度問
題國際科學研討會：現代社會差別待遇之容忍度與不容忍度》，(2007 年 4 月於俄羅斯)。
劉阿榮 (2007d)，
〈政治社會變遷與經典詮釋：以孫學研究為例〉
，發表於《中山文化暨古典文
獻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 4 月)。
劉阿榮 (2007e)，
〈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認同：台灣文化認同的轉化〉
，發表於《
「全球在地化趨
勢與議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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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阿榮 (2005c)，
〈傳散與接續：客家移民的環境適應與認同取向〉
，發表於《2005 年國際客家
年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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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大學通識教育中的公民教育與民主素養》
，P1-13 (2005 年 5 月)。
劉阿榮 (20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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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元智大學通識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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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當前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
研討會》
，(2004 年 5 月)。
劉阿榮 (2004h)，
〈公民社會與政治發展：孫中山的理想與實踐〉
，發表於《中山思想與政治社
會學》研討會，(2004 年 3 月)。
劉阿榮 (2004i)，
〈全球視野在地關懷：台灣人文、社會問題的省察與展望〉，發表於《迎戰全
球化、台灣向前走》研討會論文，(2004 年 1 月)。〉

 專書或技術報告
劉阿榮(author) 〈新修桃園縣志--地方自治志（pp.1-423）〉桃園縣政府, 2010/09
劉阿榮 編〈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 揚智出版社, 2009/07
劉阿榮 編〈亞太文學、語言與社會〉 揚智出版社, 2008/07
劉阿榮等四位主編，《華人文化圈的公民社會發展》
，韋伯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
劉阿榮等四位主編，《兩岸四地的公民教育》
，師大書局。
（2007 年 12 月）
。
劉阿榮編著，《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
，揚智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
劉阿榮編著，《都市治理與地方永續發展》
，揚智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
劉阿榮編著，《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揚智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
劉阿榮編著，《國家與社會》，文史哲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
劉阿榮著，
《社會學與現代社會》，台北威仕曼文化。（2006 年 2 月）
。
劉阿榮著，
《客家知識論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 年 12 月）
。
劉阿榮，《松竹楊梅多元智能學習圈計畫第三年成果報告》
，國立中央大學。
（2004 年 8 月）
。
劉阿榮，
《中大語文提昇與永續發展學成計畫第二年成果報告》
，國立中央大學。
（2004 年 8 月）
。

 書籍文章

劉阿榮（2012/12）, 〈文化意識與生活美學：差異或趨同〉《生活美學與藝術》，台北：商鼎
數位出版，頁 1-23。
劉阿榮（2012/12）, 〈花枝春滿天心月圓〉, 《中國學派的道路》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
頁 8-9。
劉阿榮〈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以福德正神信仰為例〉 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福德正神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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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的跨國研究, 2012/04
劉阿榮〈近代客家商人精神的社會經濟分析〉 客家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研究, 2012/04
劉阿榮〈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以台灣的族群平等法制化為例〉 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
究東南亞和東亞（上冊）, 2011/06
劉阿榮〈南洋華僑在孫中山革命中的角色〉 南洋華僑與孫中山革命, 2010/11
劉阿榮 〈近代客家商人精神的社會經濟分析〉 客家經濟與商人, 2010/03
劉阿榮〈客家企業家精神與倫理〉 客家政治與經濟-第 9 章, 2010/05
劉阿榮; 李世暉〈客家經濟與產業發展〉 客家政治與經濟-第 6 章, 2010/05
劉阿榮(2009)〈全球金融危機與我國因應之道〉全球在地文化探討-通識觀天下
劉阿榮，〈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認同-台灣文化認同的轉化〉，《全球在地文化研究》，（2008 年 6
月）
劉阿榮，〈以澄心、誠心換薰心、蔽心〉，
《感受台灣心希望》，
（2007 年 12 月）
劉阿榮、石慧瑩，
〈公民環境權利：論環境人權與環境正義〉
，
《華人文化圈的公民社會發展》，
（2007 年 12 月）
劉阿榮，〈全球化時代兩岸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挑戰－教育社會學的觀點〉，《兩岸四地的公民教
育》
，（2007 年 11 月）
劉阿榮、石慧瑩，
〈新自由主義的環境正義觀－以 John Rawls 的正義理論為例〉，
《應用倫理學
的新面向》
，（2007 年 11 月）
劉阿榮，
〈少數民族的永續發展：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競合〉
，
《都市治理與地方永續發展》，
（2007 年 10 月）
劉阿榮，〈“和諧社會”的向度與路徑：“國家與社會”的觀點〉，《孫中山思想與和諧社會（桂台
兩地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四十周年論文集）》，
（2006 年 12 月）
劉阿榮，〈多元文化與民主公民資質〉，《多元文化與民主公民教育》，
（2006 年 11 月）

 計畫（Research Project）
行政院國科會跨領域整合計畫「多元文化與永續社會發展：文化產業與文化認同之重建」主
持人（2006-2008）
。
元智大學研發建教重點計畫之「族群與多元文化計畫」主持人（2005）
。
桃園縣政府「桃園縣志修纂」負責《地方自治志》之編纂（2004-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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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委會研究計畫「外籍新娘的客家認同研究」
（2004）
（已結案）
。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中大語文提昇與永續發展學程計畫」
（2002-2005）
總計畫主持，本計畫含中文、英文、永續學程，計畫經費 1000 萬元。2004 年劉阿榮教授退
休後改由他人主持。
教育部第一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松竹楊梅多元智能學習圈計畫」
（2001-2004）總計
畫主持，本計畫為中央、交大、陽明、清華四校之跨校計畫，並由此擴展出台灣聯合大學系
院（UST）
，計畫經費 1400 萬元。

 其他（Others）

得獎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公民與道德教育學會，優良教育人員木鐸獎， 2007/11

論文指導
論文題目

研究生姓名
林慧華
蕭建致

由蕭麗紅小說看台灣女作家的女性意識
向大海討生活的邊緣人：大陸漁工的言談敘事與八斗子岸置處所的意象
拼湊

劉德淦

從高所得者未繳稅探討「收稅計費」由人民負擔之合理性與公正性

龍秀敏

非營利組織之文化推廣:以宗教型創價學會的角色與功能為例

歐仲偉

我國政府捐資基金會之法制研究:以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為例

陳家麗

桃園縣文化資產政策之分析

葉尚正

社會網絡與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大園鄉賞鳥節與觀音鄉蓮花節之比較研
究

張金田

大溪地區文化產業之永續發展

陳武銘

海巡署義務役士官兵職前訓練之研究:以北巡局為例

劉依峻

組織文化與安全管理-以聯勤北部地區油料庫為例

楊蕙如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推廣生命教育初探:以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為例

黃寶漣

從北閩南客政治輪替看桃園縣客家族群的政治參與

皇甫秀坊

女性創業者事業與家庭關聯性研究-以桃園縣中小企業為例

鄭煥群

社區治理的新型態-以大溪聯合旗艦社區為例

江衍聲

台商境外投資的勞資關係:以越南同奈省為例

徐雪瓊

桃園縣濱海地區地方永續發展機制之研究

黃依萍

北港朝天宮神明會的組織與運作:「哨角團」和「莊儀團」之比較

邱美君

嬰幼兒托育政策與家長需求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劉淑芳

新移民女性社會參與之研究-以桃園縣外配通譯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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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盈竹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道援助的志工參與-以東帝汶國際和平團為例

劉韋伶

偶像商品與消費:以台灣傑尼斯迷為例

江昱頡

台灣現代男性氣質之研究─以男性打扮、保養行為為例

彭慧芬

寺廟與地方聚落之發展-以桃園縣保障宮為例

員紹瑄

依神而醫:一位當代靈乩之乩示醫療研究

葉怡錦

新移民女性性別角色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黃子宴

婦女志工動機與生命歷程初探:以兩個基金會為例

陳怡君

國小教師為其子女選擇才藝班消費決策之研究-以桃園縣八德市國小為
例

郭泉仁

金門觀光發展趨勢之研究:從全球化觀點探討

葉司治

新移民女性消費行為之研究-以桃園縣外籍配偶輔導班為例

郭俊麟

尼特族(NEET)非典型就業之研究-以桃園縣勞動市場為例

劉慧瑜

台灣當代旅遊明信片之消費實踐

郭秀萍

在職進修對家務分工的影響: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例

江明子

零體罰對教師管教態度之影響: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例

楊秀嬌

環境正義之追求-以觀音鄉轅碩垃圾場為例

李明峻

大學生生涯需求之探討:以北部普通大學職輔中心之服務為例

蕭牧宇

吳濁流小說中的殖民地經驗-文學社會學的觀點

陳婉玲

學校與社區共同推動環境教育的新模式-以桃園縣龍潭鄉高原地區為例

蕭財煌

靈乩法門修行者宗教經驗之分析

藍秀玲

生態旅遊與原住民部落觀光之研究-以桃園縣復興鄉比亞外部落為例

蔡耀輝

家長教養態度與學童生活適應-以桃園縣國小音樂資優班為例

葉咨琪

張文環的文學之路與女性書寫

唐靜慧

創新型中小企業創業歷程研究-以桃園縣科技製造業為例

簡秋香

更生保護人的就業促進之探討-以桃園縣為例

魏伶珍

國中藝術才能資優班學生課業壓力與休閒調適之研究-以桃園縣四所國
中為例

吳惠真

青少年性態度與相關因素探討:以桃園縣高中職生為例

吳藍功

寺廟與地方社會之研究:以中壢市仁海宮為例(1945-2013)

宋慧美

長期照顧機構大陸配偶照顧服員持續服務之研究-以桃園榮家為例

蕭伊婷

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女性意識-以龍瑛宗和呂赫若為例

許仁美

國小教師休閒體驗與休閒效益之研究

校外服務
國科會計畫審查人（2005-2007）
教育部區域資源中心審議委員（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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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評鑑學會：大學評鑑委員（2004-2005）
台灣評鑑學會：科技大學評鑑委員（2005-2006）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社會學門、族群學門委員（2004-2007）
國立國父紀念館《孫學研究》學報總編輯（2006-今）
元智大學《國家與社會》學報總編輯（2006-今）
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出版之《客家研究》學報編輯委員（2006-今）
台灣大學、中央大學、元智大學、文化大學—博／碩士生論文指導教授
台灣大學、中央大學、臺北大學、元智大學—博／碩士口試委員
嘉義大學「卓越計畫」諮議委員（2006-2007）
台北科技大學人文科學院諮議委員（2006）
屏東科技大學諮議委員（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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