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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 一 ) 本書目共收入 524 篇學位論文，包括 23 篇博士論文 ( 台灣 9 篇、

中國 11 篇、香港 2 篇、美國 1 篇 )、500 篇碩士論文、以及 1 篇學士論

文。為了閱讀上的方便，博士論文在作者名字前面會再加上 * 的符號。

( 二 ) 本書目依照論文出版地排列，大致上分成「台灣」、「中國」、

和「其他國家 / 地區」三大範疇。由於香港的歷史情境和高等教育屬性

比較特殊，將不放入「中國」這一範疇，而是置之於「其他國家 / 地區」

這一範疇。這 525 篇論文有 385 篇出自台灣、132 篇出自中國、7 篇出

自包括美國在內的 4 個國家 / 地區。

( 三 ) 主要的資料檢索來源，台灣的論文係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台灣博

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的論文來源比較分歧，係分別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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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網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

文數據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 / 中國

國家數字圖書館的「文津搜索」；1 至於其他地區的論文，主要是透過

美國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Database” 這個資料庫所獲得的，

此外，編者另外也還對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這兩間學校的圖

書館進行查詢，以確認 ProQuest 這個資料庫在亞洲研究相關文獻上的

完整性。2

( 四 ) 檢索的方式，基本上是以論文的「標題」、「關鍵字」和「摘要」

當作主要查詢對象。如果該筆資料在「標題」或「關鍵字」上出現「客

家 /Hakka」這個字詞，原則上都會被收入此一書目。至於「摘要」中

出現「客家 / Hakka」的資料，編者則是透過人工檢索的方式，逐筆閱

讀這些資料的相關訊息，以「是否具備『客家研究』旨趣」當作判準，

再決定是否要收入此一書目中。最後，另外還有某些資料，雖然無論是

「標題」、「關鍵字」或「摘要」都未出現「客家 / Hakka」這個字詞，

但是，由於該資料或者就是以客家地區為主要田野地，或者就是以客家

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也會被收入此一書目中。

( 五 ) 所有論文的年份都是以「出版年」為主。因此，如果該論文作者

的畢業年度屬於 2011-2012 年，但論文的「出版時間」卻不在這段時間

的話，就不會被收入此一書目中。中國的論文和其他國家 / 地區的論文

1  編者之所以必須使用這麼多不同的資料庫來檢索中國方面的論文，主要的原因是中國
   和台灣不一樣，並不存在一個單一而完整的學位論文資料庫。因此，中國部分的書目
   雖然主要是透過中國知網的兩個資料庫所得到的，但是，當編者對其他兩個資料庫進
   行檢索的時候，卻也還檢索到近 50 筆未收入中國知網的資料。
2  基本上，ProQuest 的資料庫沒什麼大問題。但是，透過這兩間學校之圖書館的查詢，
   編者還是至少找到了 1 筆未被 ProQuest 收入的學士學位論文 ( 這也是本書目彙編唯一
   收入的 1 篇學士學位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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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沒有問題，因為多數資料的「時間相關訊息」都只列出「論文出版

年」。但是，由於「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除了列出「論文出

版年」以外，同時也會列出「畢業學年度」，這一規則就值得讀者加以

注意。

( 六 ) 台灣的論文將以論文發表學校為標準再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有

院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學校」(220 篇 )、3「『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學校」(34 篇 )、4「其他論文數在 3 篇以上的學校」(92 篇 )、以及「其

他學校」(39 篇 )。

( 七 ) 在台灣的 385 篇論文中，完成於「有院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

學校」有 220 篇，包括「國立中央大學」(98 篇 )、「國立聯合大學」

(42篇 )、「國立交通大學」(25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1篇 )、「國

立屏東教育大學」(18 篇 )、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6 篇 ) 。在「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個學校中，這兩年有客家研究相關論文的學校

達 9所之多，如果不將「國立交通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列入的話，

有3所學校的論文數超過6篇，分別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9篇 )、「國

立台灣大學」(8 篇 )、以及「國立清華大學」(6 篇 )。「其他論文數在

3　包括有院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 )、「國立交通大學」( 新竹 ) 和
   「國立聯合大學」( 苗栗 )；以及有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 ) 和「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 )。不過，後者成立於
   2006 年的「客家文化研究所」，已經於 2010 年和「台灣文化產業經營學系」合併，
   新的系所名稱為「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4　所謂「『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是指 2011-2015 年接受台灣教育部「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補助的 12 所學校，依照補助之規模依序為「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長庚大學」、「國立台灣科技
   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不過，上述學校中有兩
   所 (「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交通大學」) 因為具備院級客家研究單位，所以已經
   被列入前一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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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篇以上的學校」，超過 6 篇的有「國立新竹教育大學」(13 篇 )、「國

立台北大學」(6 篇 )、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6 篇 )。最後，生產

了 3篇以下之論文的「其他學校」總共有 13所，其中 8所的數量是 2篇，

5 所則只生產了 1 篇論文。

( 八 ) 中國的論文也將以論文發表學校為標準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客

家中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69 篇 )、5「其他客家分佈區所屬省份的學

校」(29篇 )、6「『985工程』學校」(12篇 )、7 以及「其他學校」(22篇 )。

( 九 ) 在中國的 132 篇論文中，「客家中心區」所屬的三個省份，分別

生產了 28 篇 ( 廣東省 )、15 篇 ( 福建省 ) 和 26 篇 ( 江西省 ) 論文。其

中總數在 6 篇以上的有 5 所學校，分別是位於廣東省的「中山大學」

(9 篇 ) 和「華南農業大學」(8 篇 )；位於福建省的「福建師範大學」(7

篇 ) ；以及位於江西省的「贛南師範學院」(14 篇 ) 和「江西師範大學」

(6 篇 )。屬於「其他客家分佈區」的三個省份，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論文

數較多 (19 篇 )，其中「廣西師範大學」就佔了 10 篇；湖南省和四川

省都分別只有 4 篇和 6 篇論文。至於「985 工程」的學校，有 8 所學校

5　所謂「客家中心區」，或稱「客家大本營」，一般是指中國「閩粵贛邊區的丘陵山地」，
   也有人用「粵東」、「閩西」和「贛南」這樣的語彙來描述這一地區。不過，本書目
   是將所有屬於「廣東」、「福建」和「江西」的學校都放入此一類別中，不論該校是
   否位於所謂的「客家中心區 / 大本營」。
6　除了「中心區 / 大本營」以外，中國客家尚零散分佈在湖南、廣西和四川等省份 / 自
   治區的某些地區。本文將所有位於這三個省份 / 自治區之學校所完成的論文都列入此
   一類別中。
7  所謂的「985 工程」，與台灣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俗稱「五
   年五百億」第一期計畫 ) 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俗稱「五年五百億」第二期計畫 )
      很類似，是中國政府為了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實施的建設工程，總共有 39 所
   學校入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不過，這 39 所
   學校中的 4 所 (「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廈門大學」和「湖南大學」)，
   因為位於「客家中心區」或「其他客家分佈區」而被列入前兩個類別中，所以就不放
   在這一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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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和客家研究相關的論文 ( 未將被列入前兩個類別的 4 所學校列

入計算 )，但多數學校都只有 1 篇，唯二的例外是「中央民族大學」(4

篇 ) 和「浙江大學」(2 篇 )。最後，尚有 16 所其他學校在這兩年產生

了客家研究相關論文，不過，除了其中 3 所 (「華中師範大學」(5 篇 ) 

、「雲南大學」(2 篇 ) 和「中國藝術研究院」(2 篇 )，其他學校的論文

數都只有 1 篇。

( 十 ) 其他國家 / 地區的論文，將依照論文出版地再分成四個類別，分

別是「美國」(3 篇 )、「香港」(2 篇 )、「挪威」(1 篇 ) 和「新加坡」

(1 篇 )。

( 十一 ) 最後，為了比較清楚掌握目前客家研究的發展狀態，編者還特

別整理出「生產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2011-2012

年」，請見表一。

表 1 生產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2011-2012 年

論文發表學校 論文總數 論文佔所有
論文的百分比

排序

國立中央大學(台灣) 98 18.7% 1

國立聯合大學(台灣) 42 8.0% 2

國立交通大學(台灣) 25 4.8%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 21 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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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台灣) 18 3.4%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台灣) 16 3.1% 6

贛南師範學院(中國) 14 2.7% 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 13 2.5% 8

廣西師範大學(中國) 10 1.9% 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 9 1.7% 10

中山大學(中國) 9 1.7% 10

總數 275 52.5%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二、台灣

( 一 ) 有院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學校

1. 國立中央大學

古正宇，2011，《侯孝賢電影中的客家意象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古儀瑩，2012，《台灣客家宣教：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客家宣教中會」

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田姝榛，2011，《客家非營利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究：以東勢義渡

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朱淳妤，2012，《客家桐花祭與日本櫻花祭之比較研究：以文化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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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覲文，2011，《發展客庄聚落文化與生態觀光策略之研擬：以屏東縣

萬巒鄉五溝水社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碩士論文。

何瑞玲，2012，《客家宗族與在地社會變遷：以新竹新豐鳳山崎何氏宗

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何瑞珍，2012，《非營利組織傳揚客家文化之研究：以新竹縣客家文化

發展協會客語童詩創作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宛樺，2012，《年輕世代客家飲食意象調查研究：以中壢地區大學院

校學生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家喬，2011，《客家創意生活產業行銷策略之研究：以苗栗公館五穀

文化村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蘊蓁，2012，《都市客家隱形化現象之析探：以中壢市為例》。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余孟芬，2011，《客庄地方行銷政策之研究：以桃園縣龍潭鄉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宋建興，2011，《客語無障礙環境政策回應性評估之研究：以聖德老人

服務中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李孟娟，2011，《以跨文化的觀點看商業電視台製播族群語言教學節目：

以 TVBS「來怡客」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

所碩士論文。

李逸婷，2012，《從新制度經濟學觀點析探客家產業政策：以客家特色

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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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碩士論文。

李慶華，2012，《灰寨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李賢明，2012，《台灣華客語口譯現狀及未來發展》。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沈玉燕，2012，《乙未年桃園客家地區抗日事件之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周玉堡，2011，《非營利組織推動客家社區營造之研究：以東勢庄文化

協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昌勝，2011，《台灣客家電台發展之研究：以 Bourdieu 場域論與資

本論的觀點》。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柔辰，2012，《枋寮義民廟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恩銘，2012，《當前客家宣教之分析：以中壢地區客家教會與信徒為

對象》。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盈滋，2012，《區域發展對客家聚落之影響：以新竹縣芎林鄉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郁芬，2012，《台北市客家文化治理策略之研究：以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邱筱雯，2011，《苗栗海線客家話之語言混用現象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洪珮瑜，2011，《族群產業與網絡：以印尼商店為例》。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淑玲，2011，《台灣客家戲教學成效之研究：以中壢市興國國小音樂

教學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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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千惠，2011，《客家地區醫療院所企業社會責任：以天晟醫院推動社

區健康營造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

文。

徐佳鉉，2011，《客家特色產業的文化價值：以公館紅棗產業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幸君，2011，《戰後台灣北部客家茶產業經營性格》。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玟榕，2011，《北客南遷的音樂文化適應：以大夥房藝術團楊庚盛先

生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淑貞，2011，《客家地區農產品感性行銷策略之研究：以新竹縣關西

鎮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瑞琴，2011，《客家親屬相關俗諺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維莉，2012，《廣西省賀州市公會鎮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靜蘭，2012，《清代台灣北部霄裡地區客家七姓移墾之研究》。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涂美芳，2012，《文化保存與文化治理：以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為例

（2005-2010)》。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祝養廉，2011，《從地方治理觀點析探土城桐花節》。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高孟婷，2011，《從美學經濟觀點析論客家偶像劇》。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張倩斐，2012，《客家節慶活動旅遊效益之研究：以新埔義民節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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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和，2011，《終戰前楊梅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素惠，2011，《客家花布的符號消費與族群認同》。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莊筱毓，2012，《南庄客家礦工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

究所碩士論文。

許翹庭，2011，《客家地區宮廟與祭祀圈發展之研究：以楊梅錫福宮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連卜慧，2011，《2002-2010 年台灣主要報紙對客家桐花報導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連梓鈞，2011，《從語言接觸之觀點探討客家聚落的族群互動關係：以

新屋鄉笨港村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

論文。

郭士國，2012，《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課責之研究：以我國中央與地

方客家行政機關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碩士

論文。

郭婉宜，2012，《湖南平江客家話位移動詞「落」的多義性研究》。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文姬，2012，《台灣客家意象之實證研究：族群之組間與組內的差異

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明裕，2011，《台灣客家認同之研究：以《客家風雲雜誌》和《客家

雜誌》為探討中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

陳治瑋，2011，《龍潭鄉客家生態旅遊之策略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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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安，2012，《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新竹地區的客家社會統治：以《警

友》雜誌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美智，2011，《客家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之研究：

以桃園縣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陳瑞珠，2011a，《台灣客家族群的跨國認同與文化建構：以泰國台灣

客家同鄉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

陳憲炎，2011，《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組織定位與治理模式之研究》。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樺潔，2011，《新北市客家社團公民社會化之研究：CIVICUS 公民

社會指標的初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

文。

傅珍紹，2012，《學校與社區協力發展客家本位特色課程之研究：以桃

園縣中平國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傅夢嬌，2011，《從「作月子」看閩客族群文化的異同》。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彭成億，2011，《客語生活學校與社區組織協力治理之研究：以桃園縣

中平國小布馬陣活動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曾燕春，2012，《客家話詈罵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游靖宇，2011，《客家產業政策成效評估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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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九懿，2011，《浮羅山背的豆蔻產業與客家族群》。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覃培清，2012，《台泰跨國婚姻文化適應現象：以南桃園客家庄泰籍妻

子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竹敏，2012，《客家族群的家庭價值觀和網絡類型之實證研究：族群

之組間與組內的差異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黃妤卉，2011，《客家地區學童家庭金錢教養與金錢態度之研究：以桃

園縣觀音國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黃秀嫻，2012，《國小學童客語混腔及其因應策略：以桃園三個國小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美瑩，2012，《廣西省昭平縣樟木林鄉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博明，2011，《客家餐廳評鑑制度之檢視：新北市與苗栗縣個案分

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智絹，2011，《遠渡重洋的美食：台灣客家擂茶的流變》。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琦評，2012，《紙寮窩的聚落發展》。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詩瑜，2011，《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以銅鑼杭菊為例》。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曉君，2011，《客籍企業家興業精神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

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麗陵，2011，《客家女性金錢態度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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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鉯玲，2012，《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瑞珍，2011，《客家話重疊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

廖中秋，2012，《客家政策效益之實證研究：以桃園縣為例》。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廖志軒，2011，《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純瑜，2012，《台灣客家飲食文學的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怡婷，2012，《台灣客家諺語中的男性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

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家良，2011，《客家符號建構之研究：以桐花為例》。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榮昌，2011，《戰後客家流行音樂的發展與形構》。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銀丹，2011，《以公私協力推動客家文化發展之研究：平鎮客家書院

之經驗》。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蔡宜娟，2012，《親密與衝突的母女關係：以客家女性論述傳承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淑方，2012，《客家話蟹攝字與周邊方言的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家銘，2012，《民眾對客家創作音樂認知之研究：文化迴圈的觀點》。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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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美枝，2011，《客家休閒農業區經營策略之研究：以照門休閒農業區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盧淑美，2011，《客家鄉鎮發展文化觀光之研究：以桃園縣新屋鄉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賴彥澄，2012，《客家族群都會隱形化與公民參與：以台北市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伶伊，2012，《湖南平江縣、攸縣、新田縣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秀敏，2011，《女性村長在推動客家社區事務領導特質之研究》。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謝乾桶，2012，《客家敬字亭文化與運作：以新竹縣新豐扶雲社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謝晨馨，2012，《族群旅遊節目的再現分析：以客家電視台為例》。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秀金，2012，《台灣客家與原住民民間故事之動物變形比較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鍾春枝，2012，《現階段客家文化資產傳承之研究：以桃園縣觀音鄉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淑萍，2011，《成人參與社區大學客家課程學習經驗之研究：以桃園

縣二所社區大學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藍清水，2011，《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

同之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魏瑞伸，2011，《客家民俗節慶的蛻變：以台中東勢新丁粄節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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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貴，2011，《桃園縣國小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之成效：政策行銷

的角度》。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羅玉芝，2012，《台灣客家話的閩南語借詞及其共同詞研究》。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美香，2012，《客家社團社會資本與組織發展關聯之研究：以新北市

板橋客屬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

2. 國立聯合大學

王千道，2012，《地方社會的衝突調解：以苗栗縣獅潭鄉調解委員會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聖淵，2011，《以媒體豐富度探究觀眾對科技接受度、媒體系統依賴

度與口碑之關聯性研究：以客家電視廣告為例》。國立聯合大

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古雪雲，2012，《從技術創新與文化鑲嵌看苗栗地區梨作轉型》。國立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國志，2012，《電視媒體與公共領域的互動：以客家電視台《村民大

會》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岱穎，2012，《客家流行歌曲的產製與宣傳方式之初探》。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俐臻，2011，《賽夏族客家話使用現況研究：以南庄鄉東河村為例》。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美枝，2011，《語言使用與客家認同關係之研究：以三義鯉魚潭村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宛瑜，2012，《客家生活環境空間語彙之研究：以苗栗市及周邊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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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邱玫瑩，2012，《客家飲食文化之建立與延續：以苗栗公館福菜為例》。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琦琇，2012，《客家諺語中愛情婚姻的隱喻探究》。國立聯合大學客

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嬿誼，2011，《香茅產業的興衰與發展：以苗栗縣大湖鄉為例》。國

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凱怡，2012，《家庭教育資本與學生英語學習成就之相關性探討：以

苗栗一般地區與偏遠地區學校作比較》。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

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智盈，2011，《日本殖民對客家話的影響：以客語中的日語借詞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仁清，2011，《客庄全景導覽與虛擬博物館整合應用：以新竹縣地方

展館為例》。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國寶，2011，《苗栗縣國小舞龍運動的傳承、轉化與創新推廣》。國

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智偉，2012，《火旁龍文化中的社會網絡與社群動員：以苗栗市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碧珠，2012，《國民小學客家語教科書學習內容之比較分析》。國立

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涂淑芬，2011，《客家影像紀錄與族群傳播：以社區大學學員作品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占文，2012，《遊走在族群邊緣：一個客家聚落的經社變遷》。國立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淑珠，2012，《客語兒向語的擦音聲學分析：以東勢大埔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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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正浩，2011，《以劇場理論研究地方文化館：以苗栗臉譜文化生活館

為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麗萍，2012，《客語兒向語塞音之研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

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怡珍，2012，《建構服務淨值指標於客家傳統節慶活動之研究》。國

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琋筠，2011，《舞台展演者之女性主體性研究：以桃竹苗地區客家婦

女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郁鈞，2012，《地方產業的創新與行銷：獅潭鄉兩個案的分析》。國

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敏枝，2011，《客家社區歌謠班之傳播模式分析：一個團體動力學的

觀察》。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曼華，2011，《世代對飲食文化意象與飲食行為之研究：以苗栗縣客

家族群為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曼伶，2011，《資訊科技融入客語教學之研究：以五年級製作客語電

子繪本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品興，2012，《構築空中的人際關係：客家廣播電台主持人的互動策

略》。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詠貞，2011，《以議題設定探討苗栗客家文化節慶於 Facebook 粉絲

專頁呈現之研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秋姮，2011，《臺灣各族群宗教信仰態度與行為之研究》。國立聯合

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書瑀，2012，《《寒夜三部曲》中客家女性與男性角色之研究》。國

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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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桂珍，2011，《非物質文化遺產：苗栗縣客家八音技藝傳承之研究 》。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瑋辰，2011，《苗栗南庄與淡水旅遊意象比較研究：遊客滿意觀點》。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坤成，2011，《網際網路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於文化觀光發展之應用：

以苗栗縣三義鄉為例》。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論文。

賴詩怡，2011，《苗栗地區客家中高齡婦女對於整型美容接受度之研

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淑芳，2011，《跨文化溝通與客家文化之再生產：以苗栗客家地區新

住民女性配偶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

士論文。

謝瑜鴻，2012，《放藥包：尋找鄉民的醫藥百寶袋》。國立聯合大學經

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福貴，2012，《遊客參與「客庄節慶」遊憩體驗及滿意度之研究：以

「頭份客家文化節 ( 四月八 )」為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

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宜青，2012，《文字／電子時代的口傳技藝展演：以客家婚禮場域的

四句聯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晴郁，2011，《客庄十二節慶遊客遊憩體驗及滿意度之研究：以收冬

戲為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嚴珮瑜，2011，《客家新聞獎中記者的實踐感》。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

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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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交通大學

王瓊苡，2011，《客庄 ‧ 社區總體營造 ‧ 鄧雨賢紀念音樂會：以龍潭

與芎林兩地為例》。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細珠，2012，《客庄天主教耶穌會的發展與變遷：以老湖口天主堂為

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

文。

何淑靜，2012，《從本土到國際：趣遊碗的設計與創業歷程》。國立交

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宋華敏，2012，《苦難、勞動、關係的建構：北台灣客庄婦女的生命敘

事分析》。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

士論文。

林純如，2012，《台灣客家廣播收聽與節目品質研究》。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喬苑，2011，《原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認同：以三義鄉鯉魚潭村巴宰

族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邱美玲，2012，《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

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

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范莉萍，2012，《客家文化影視教學研究：以電視劇《寒夜》為例》。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張毓真，2011，《清代枋寮義民廟廟產之擴增與經理人制度：《義民總

嘗簿》之解讀與分析（1835-1894）》。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

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張筱君，2011，《農業體驗遊程之遊客滿意度及消費行為：以新埔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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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柿餅教育園區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

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陳麗珠，2011，《河壩个歌：利玉芳詩作之客家書寫研究》。國立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彭竹筠，2012，《客庄女性創業歷程探究：以新竹北埔哈客愛、竹東阿

金姐、新埔柿染坊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

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黃雅欣，2011，《地方有線電視客語新聞之閱聽人收視行為研究：以大

苗栗客家話新聞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

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黃圓惠，2012，《移動在兩個家庭之間：北台灣印尼客家女性的認同與

情感民族誌》。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碩士論文。

楊秋賢，2011，《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

林為例（1775-1945）》。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

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葉美週，2012，《客家民間藝師徐木珍的多元音樂世界》。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劉宏釗，2011，《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國立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劉美玲，2011，《釋教打血盆儀式的意涵、流變與傳承：以新竹縣橫山

鄉春盛壇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

學程碩士論文。

劉貞鈺，2011，《農村體驗節慶推廣活動如何建構遊客地方依附：以

2010 年新埔鎮「新埔心 ‧ 照門情」節慶活動為例》。國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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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劉惠萌，2011，《「落地．生根」：客家外籍配偶婚姻生活適應策略：

以頭份鎮外籍配偶識字班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

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黎育叡，2011，《從小美園到雲華園 (1922-2011)：女伶視角下的客家

戲班》。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

論文。

羅致遠，2011，《客籍作家吳濁流的國族認同》。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

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羅雯，2012，《食物、日常經驗與族群互動：東河的客家與賽夏》。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羅瑞枝，2011，《東勢地區三山國王信仰之淵源與流變》。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嚴苹菁，2011，《紙糊大士爺及其儀式的探討：以新埔枋寮義民廟

2009 年中元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

化學程碩士論文。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子芳，2012，《台灣客家創作歌謠在客語教學上的應用與成效：以高

雄市兩所國小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

何秋霖，2012，《北客移民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屏東縣麟洛鄉為

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瑞光，2011，《屏東市林仔內河婆話之音韻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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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締，2012，《客家聚落發展歷程比較研究：以長治鄉潭頭與屏東市

田寮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佩樺，2011，《台灣東部客家分布研究：以台東縣為例》。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瑞梅，2012，《青春作伴好還鄉：美濃後生社區實踐經驗》。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慧欣，2011，《客家電視台旅遊節目滿意度指標之研究》。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曉筠，2011，《客家文化創意商品之視覺符號研究》。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邱靜慧，2012，《美濃社會實踐主體性與農業現代化批判：十年在農村

的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碧真，2012，《內埔地區社會脈絡下的區域變遷（1721-194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連佳惠，2012，《客家「楓之醇本舖」商品包裝之設計創作研究》。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陳珮君，2012，《台灣客閩方言二十四節氣諺語之比較研究》。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滿雄，2012，《天主教道明會德鐸會省在屏東平原傳教歷程之研究：

自 1950 年代以來》。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

陳寶珍，2012，《國民小學選修客家語課程學童之語言使用研究：以高

雄市三民區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

黃秀枝，2012，《客籍人士與高雄市政治發展關係：以高雄市議會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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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946-2010)》。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瑛，2012，《服飾與社會文化互動：以屏東牡丹鄉 Paljizaljizaw( 巴利

澤利敖群 ) 的服飾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

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若梅，2011，《屏東縣高樹鄉菜寮村福佬化之研究：以語言使用和族

群認同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鄒明親，2012，《閩客通婚婦女的族群意象：以屏東縣後堆地區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惠如，2012，《日據時期北客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以雲林縣林

內鄉、莿桐鄉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

鍾孟芸，2012，《六堆地區之客家文化商品視覺表現現況研究》。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 鍾肇騰，2011，《花東地區客家高齡學習者生活品質、學習需求、學

習態度與自我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

研究所博士論文。

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何志男，2011，《六堆地區四縣腔客語聲調比較研究》。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吳川鈴，2011，《台灣客家山歌的運用分析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李雪莉，2011，《台灣客家俗諺語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之研究》。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李雪菱，2012，《後 ( 后 ) 堆福泉堂關公民間信仰之研究》。國立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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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李瑞聲，2011，《六堆地區二崙庄伯公廟客家祭儀之研究》。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林月貞，2011，《「客家日」鄉土教學課程設計之研究：以高雄市美濃

區廣興國小為例探討》。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論文。

林素珍，2012，《客家俗諺中性語言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邱文莉，2012，《藝術家曾文忠之客家文化美學理念研究》。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邱怡亭，2011，《公私協力輔助客家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以屏東縣五

溝水聚落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

文。

邱敏華，2012，《客家女性參與志願服務學習之研究：以六堆文化研究

學會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梁育誠，2011，《遊客旅遊動機、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研究：以六堆客

家文化園區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生態休閒教育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郭謙民，2011，《曾文忠繪畫藝術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

術學系碩士論文。

陳春美，2012，《客語能力佳幼兒之家長對客語保存的態度及行動》。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陳豔顏，2011，《屏東地區高職生對客家節慶米食喜好之研究》。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秋梅，2011，《六堆客語手腳動作詞探討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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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馮詠書，2011，《台灣客家令子的內涵及其在教育上之應用》。國立屏

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楊雅婷，2012，《六堆客家生活印象：楊雅婷創作研究》。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碩士論文。

鍾政凱，2011，《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客家文化教材之內容分

析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王慈韻，2012，《日治時期新埤聚落與外庄互動情形之研究》。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文琳，2012，《幼兒園運用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探討：以屏東縣內埔鄉

一所全客語幼兒園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

究所碩士論文。

林功尉，2011，《非營利組織與推廣地方文化活動之探討：以屏東縣五

個客家社團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

士論文。

林貴珠，2011，《聚落祭祀與禮生：以杉林區莿仔寮祭祀活動為觀察中

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瑞岳，2012，《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聚落植栽組成及應用之研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盛琪，2011，《六堆客家粄仔文化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

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涂華珍，2012，《非客家鄉鎮地區國小學童客語學習態度之研究：以潮

州鎮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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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玲，2012，《社會支持網絡對越南籍配偶社會適應之影響：以屏東

縣內埔鄉客家地區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

究所碩士論文。

陳柏文，2012，《六堆地區客家產業魅力因子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綮彬，2012，《老街修復與規劃設計之研究：以內埔鄉豐田與陽濟院

老街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

彭玉珠，2012，《客語閱讀教學對國小客家學童族群認同之影響》。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蔚乙亘，2012，《客家庄婚姻圈的流動：以日治時期萬巒鄉成德村為

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作泓，2012，《美濃地區鱉產業之經營管理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來金，2012，《客家傳統豆鼓產業的發展與未來：以屏東縣內埔鄉為

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秋珍，2012，《屏東客庄文化觀光旅遊發展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譚麗君，2012，《遊客遊憩體驗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客家桐花祭遊客為

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所碩士論文。

( 二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古秀上，2011，《客語薪傳師團隊協同教學之建構與實踐：以客語魔法

學院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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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曉瑩，2011，《從客語聖經翻譯看台灣教會客家運動》。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雅婷，2011，《桃園閩客交界地帶的族群空間分布特色與族群互動關

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范姜淑雲，2011，《常民文化與隱喻：台灣客家山歌的植物意象之研

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張書維，2011，《稻作耕作區的變遷：以新竹芎林為例》。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陳彥好，2011，《林子淵客家創作歌謠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民族

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家麒，2012，《清代六堆地區族群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旻華，2011，《台灣客家語與荷蘭 Frisian 語言政策之比較》。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劉于銓，2011，《六堆嘗會與地域社會：以瀰濃舊聚落為例 (1736-

190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 國立台灣大學

* 王保鍵，2011，《台灣客家運動與《客家基本法》》。國立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王瑋筑，2012，《十九世紀北台灣大坪溪與上坪溪流域之族群社會與國

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守國，2012，《閒置或低度使用公共設施之政經分析》。國立台灣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玉芝，2011，《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析論《客家風雲雜誌》與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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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運動之關係》。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德聖，2012，《台灣客家運動之未來方程式：形成與發展 (1987-

2012)》。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雷耀龍，2012，《台灣客家族群權利之制度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映暄，2011，《台灣現代客家流行音樂女性創作者生命史之研究：以

羅思容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玉玲，2011，《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理：以中北部台灣金廣福、廣

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 (1834-192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

3. 國立清華大學

* 洪馨蘭，2011，《敬外祖與彌濃地方社會之型塑：圍繞一個台灣六堆

客方言社群之姻親關係所展開的民族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怡寧，2011，《歷史記憶建構的「民族」意涵：李喬台灣歷史書寫的

認同流變與文學展演》。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許惠捷，2011，《北埔在地客家認同的浮現與轉化》。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凱筠，2012，《江西南康客家話鼻化韻和喉塞韻的兩種來源》。國立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稚庭，2012，《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學現況研究：以新竹縣博愛國小中

高年級為例》。國立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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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娟，2011，《台灣桃竹地區四海話演變趨向》。國立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 國立政治大學

王純玉，2011，《系列電視宣導節目再現客家族群形象之研究：《感動

石客》個案》。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晉瑋，2011，《An Acoustic Study of Hai-lu Hakka Vowels ( 海陸腔客

語母音的聲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慧娟，2011，《「莫忘祖宗言！」：「後客運世代」面臨的「客家性」

要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5. 國立中興大學

吳佩璇，2012，《客家婦女作月子民族植物之使用經驗及知識傳播管

道》。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淑梅，2012，《鍾肇政《綠色大地》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碩士論文。

陳嬿羽，2011，《苗栗公館泥坡子陳立富家族在台的拓墾與發展》。中

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6. 國立中山大學

吳治翰，2012，《國語、客語及瑞典語三語言語音辨識系統之設計研

究》。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卉中，2012，《人格特質對志願服務參與之影響：以高雄市所轄客家

文物館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效京，2011，《國家、地方與宗教：客家青年世代的族群認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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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7. 國立成功大學

林亞樺，2011，Taste/ Food Metaphors in the Hakka Language and Hakka 

People’s Comprehension of Proverbs ( 客語味覺和食物隱喻與客

家人對諺語的理解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博士班碩

士論文。

鄭鈺靜，2011，《客家高齡婦女之成功老化感知探討》。國立成功大學

老年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三 ) 其他論文數在 3 篇以上的學校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古芸禎，2011，《國民小學推展客家八音教學之研究：以苗栗地區三所

學校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余惠媛，2011，《客家釋教喪葬儀式及其音樂之研究：以苗栗縣「廣福

壇」之午夜功德儀式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音樂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瑞琴，2012，《傀儡尪仔的蛻變：一位客家女教師的自我敘說》。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林曉珮，2012，《湯華英客家創作歌曲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音

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胡曉萍，2011，《「新竹縣竹東鎮天穿日客家山歌比賽」之研究》。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進修部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許意紫，2012，《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家童謠研究：以廖俊龍創作童謠

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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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書吟，2012，《呂紹澄少年小說及童話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傅世杰，2011，《客家流行音樂之研究：以陳永淘為例》。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美鴻，2012，《台灣客家語句型教學：教材句型結構分析及教學架構

之建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

廖俊龍，2011，《台閩兩地詔安客語語音比較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正懋，2012，《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吹場音樂之研究》。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竹娟，2012，《苗栗市四縣腔客家話中性問句研究》。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宛旋，2011，《母語與第二語間的音韻互動干擾：以桃竹苗閩客接觸

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2. 國立台北大學

李虹樺，2012，《族群、宗教與文化認同》。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

士論文。

林于茜，2012，《民眾日常使用語言與政黨認同關聯之研究》。國立台

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曾昭儒，2011，《地方文化行銷策略研究：以新竹縣新埔鎮客家古蹟文

化為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廖繼暉，2011，《台中市客家社團參與客家公共事務協力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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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哈客文化藝術節為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竹英，2011，《客家文化產業行銷策略之研究：以雙埔客家地區為

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劉信呈，2012，《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體驗行銷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周郁婷，2012，《從消費者決策模式探究客家桐花意象之應用與設計研

究》。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碩士班碩士論文。

邱舜茹，2011，《雲林縣詔安客家七欠聚落空間結構之研究》。雲林科

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張純鳳，2012，《雲林縣詔安客家聚落生活圈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右欣，2011，《 「客家花布」？ 「台灣花布」？的設計文化現象研

究》。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碩士班碩士論文。

趙韋涵，2011，《客家美食文化傳承：觀光體驗之研究》。雲林科技大

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蘇慧慈，2011，《六堆嘉年華參與者休閒涉入、休閒體驗與休閒滿意之

相關研究》。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4.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何心怡，2012，《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96-98 學年度

國小組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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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尚妤，2012，《台灣傳統樂曲【百家春】之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蘋，2011，《跨越記憶‧散播的種子：台東客家文化圖像創作研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論文。

劉佳琪，2011，《幼稚園實施客家文化之鄉土教學研究》。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饒家卉，2012，《羅紹麒客家歌謠作品之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

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5.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徐千舜， 2011，《童謠音樂影片之設計創作：以客家童謠「年年年年」

為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曾瑞媛，2012，《客家山歌之節奏研究》。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

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

鄭月英，2012，《桐詩童畫：鄭月英客家記憶創作論述》。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賴建宇，2012，《台灣中部東勢地區客家山歌之研究》。國立台中教育

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嚴康睿，2011，《菸城記事：美濃人與菸業紀實攝影》。國立台中教育

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6.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張益源，2011，《藝術進入社區之探討：以桃園縣新屋鄉、觀音鄉及龍

潭鄉為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中英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

       
     288

張靖委，2012，《恆春地區東片山客無到聚落研究》。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舒雅，2012，《區域保存之實踐：以桃園縣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為

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祉霓，2011，《南部客家八音曲牌【五大調】的傳統與移植：以陳能

濟《客家八音複協奏曲》及陳樹熙《八音協奏曲》為例》。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彭羽璿，2011，《遙遠的一方：自我水墨繪畫語境探索》。國立台北藝

術大學美術學系美術創作碩士班碩士論文。

7. 中原大學

杜彥穎，2012，《舊河畔生活與聚落變遷之再現：以竹東鎮中興河道洗

衫坑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騰緒，2012，《義民廟視覺識別設計創作報告》。中原大學商業設計

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秋香，2011，《基督教在客庄教會歷史的探討：以新埔基督長老教會

為例》。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馬少峻，2012，《台灣傳統大木司傅梁紹英作品之研究：以林口鄉竹林

山觀音寺、桃園縣觀音鄉廖氏宗祠為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

所碩士論文。

陳賢仙，2012，《歷史建築聚落保存再利用之探討：以竹北市六張犁聚

落、新瓦屋聚落為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8. 銘傳大學

古明瑾，2011，《「六堆」客家文化之海報設計創作》。銘傳大學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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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瑩瑩，2012，《參觀者對展覽會場體驗滿意度之研究：以客家展覽會

為例》。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張子謙，2012，《新竹客家生活文化之網站設計創作與研究》。銘傳大

學商業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湯涵如，2012，《客委會客家形象廣告之研究》。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

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瀞文，2012，《提升地區特色文化產業設施經營績效之研究：以新北

市客家文化園區為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范淑雲，2011，《藍博洲及其作品研究：從小說創作到歷史書寫》。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麗淑，2012，《連鎖餐廳顧客權益模式之研究：以美濃客家菜餐廳為

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高維聰，2011，《彰化地區五顯大帝信仰研究：以詔安福佬客為觀察線

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朝日，2011，《派系、宗親會與選舉動員之研究：新竹縣個案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吳沅芷，2011，《三首客家揚琴作品之分析與詮釋》。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珮珮，2011，《數位教學應用於國小四年級學生客家語學習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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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彭彥翰，2012，《雙嗩吶協奏曲《客家音畫》中客家山歌素材的應用與

演奏詮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廖思亭，2012，《從劇場演出看客家戲曲的現代化：以「榮興客家採茶

劇團」作品《羅芳伯傳奇》為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

系碩士論文。

1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邱玉環，2012，《客家社區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之協力治理：以南投縣國

姓鄉南港社區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碩士論文。

高婉如，2011，《移動的家園：南投縣神木村遷村的民族誌研究》。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添群，2011，《宗教型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與社會資本之關係：以新

埔義民廟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

論文。

鄭惠馨，2012，《台灣客家認同的流變：以屏東內埔鄉義亭村為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

12. 國立東華大學

姜禮誠，2012，《花蓮地區客家義民信仰的發展與在地化》。國立東華

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陳孟康，2012，《社區實施環境教育的探討與分析：以花蓮牛犁社區與

高雄美濃社區為例》。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靜怡，2012，《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客家女性研究》。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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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鍾蕎憶，2012，《新移民女性在客家庄創業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族

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13. 南華大學

丁彥中，2011，《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設立與發展之研究：知識管理之觀

點》。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碩士

論文。

孫家珍，2012，《台灣石文化及傳統砌石技術之研究》。南華大學建築

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董心平，2011，《世界遺產與人文、環境關係之研究：以福建土樓群為

例》。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錦 ?，2011，《義民信仰與族群互動：以嘉義褒忠義民廟為例》。南

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14. 玄奘大學

林志遠，2012，《競選文宣的策略擬定與效果評估：以邱鏡淳參選

2009 年新竹縣長為例》。玄奘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靜香，2012，《苗栗大湖義民廟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溫復煌，2012，《客家族群皈信天主教之探討：以新竹縣關西為例》。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羅秀英，2011，《李喬《寒夜三部曲》客家題材研究》。玄奘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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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立中正大學

王淑慧，2012，《嘉義地區客語教學與推展研究：以中埔鄉為例》。國

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媄婷，2012，《客家文化館運作之政策網絡分析：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與桃園縣客家文化館之比較》。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羅慧娟，2012，《甘耀明小說研究：以 2011 年前的作品為探討範圍》。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6. 中國文化大學

陳雪美，2012，《祖孫代間學習歷程之研究：以幼稚園客語生活學校為

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碩士論文。

陳麗如，2012，《台灣北部地區客家婦女生活的演變：以婚姻和教育為

中心所作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

* 彭鳳貞，2012，《台灣客家族群政策建構研究：國際視野下之發展策

略》。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中山學術組博士論

文。

17. 世新大學

林依瑾，2012，《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之工作動機、組織激勵與工

作滿足感》。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裕修，201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預算籌編影響因素之研究》。世新

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政期，2012，《應用 ZMET 技術探討客家電視台員工對於組織發展

願景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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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東海大學

邱錦如，2011，《主客反轉：居民與觀光客共生共榮》。東海大學建築

學系碩士論文。

陳建傑，2011，《戰後台灣客家政治案件之研究：胡海基案之個案分

析》。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黃彥棋，2011，《本鄉／異鄉：黃遵憲民俗詩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

學系碩士論文。

19. 國防大學

* 邱啟展，2012，《我國客家族群政策之研究：當代自由主義正義論觀

點》。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雅婷，2012，《客家電視台年度電視劇之客家形象分析》。國防大學

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碩士班碩士論文。

蔡詠琳，2012，《探尋受困的生命：從為生存而無我至走出有我的生命

敘說》。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碩士班碩士論文。

20. 淡江大學

曹曦，2011，《台灣藍姓畬民研究初探》。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黃詩涵，2011，《由古書契論北淡地區客家移墾：以汀州客江、潘二氏

為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羅鳳蘭，2012，《台灣地區客家武術探微》。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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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學校

王姿敏，2012，《張典婉女性主義研究》。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碩士論文。

田玉鳳，2012，《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遊客之休閒涉入、休閒體驗與地方

依附關係之研究》。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

吳偉榤，2012，《客家旅遊節目的文化意涵：《59 庄幸福快樂行》之

個案研究》。真理大學休閒遊憩事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瑜軒，2012，《苗栗縣中南區五鄉鎮齋教之現況及演變之研究》。華

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文玫，2011，《離散、回鄉與重新誕生：三位客家女性的相遇與構

連》。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論文。

周子平，2011，《台灣南部地區婚嫁禮俗之探討》。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宥涵，2011，《台灣客家美濃油紙傘文化及其圖像視覺之研究》。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瑞斌，2011，《嗩吶曲《桃花開》之演奏詮釋與探討》。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台盛，2012，《傳統客家愛情民歌之唱片視覺包裝研究創作》。國立

台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邱麗文，2011，《美濃區體驗行銷策略之研究》。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

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論文。

姚瓊珠，2011，《五色養生飲食在客家菜之應用研究》。中華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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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光任，2012，《日治以來彰南地區客家移民與竹塘醒靈宮之研究》。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

洪輝煌，2011，《台灣鄉土語言政策現況與省思：全球化與在地化整合

的觀點》。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

范瓈方，2011，《客家傳統服飾現代化設計之創作》。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桂柑，2011，《客家飲食懷舊與體驗品質之探討：以高雄市五家客家

餐廳為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系碩士論

文。

徐月娥，2012，《生命力展現在農村產業之探討：以苗栗縣頭份鎮椪風

茶為例》。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倍菱，2011，《客家米粄意涵與祭祀關係之研究：以新竹縣竹東鎮為

例》。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郭旭芳，2011，《高雄市夜合客家文化藝術季之文化治理與權力脈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系碩士論文。

陳乃華，2011，《客語生活學校實施海陸腔客家語教學之個案研究：以

快樂國小為例》。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鳳珠，2012，《旅遊體驗、旅遊意象、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相關探討：

以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為例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碩

士論文。

曾郁菁，2012，《地方文化產業之行銷策略：以新埔鎮為例》。元智大

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游瑋婷，2012，《創新三義觀光意象發展策略》。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

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植翎，2011，《文化生態、地景與技術：苗栗公館客家福菜產業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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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高雄餐旅大學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怡雯，2012，《三義客家飲食文化真實性之研究》。靜宜大學觀光事

業學系碩士論文。

黃冠詒，2011，《觀光意象對於自行車活動滿意度與重遊意願關係之研

究：以客家桐花祭為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休閒遊憩與旅

運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瑞香，2012，《客家文化傳承在互動遊戲之研究》。吳鳳科技大學應

用數位媒體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鳳儀，2012，《摺紙藝術應用於服飾設計之創新研究》。樹德科技大

學應用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齡儀，2012，《節慶活動的遊憩體驗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以客家桐

花祭為例》。大葉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楊寶蓮，2011，《台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以〈娘親渡子〉 為例》。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廖語婷，2011，《台灣客家家具與文化之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

新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蓋琪君，2011，《客家文化融入高職智能障礙學生啦啦隊教學之研究：

以國立員林家商綜合職能科為例》。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

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潘敏男，2011，《從文化景觀脈絡研究聚落保存效益：以屏東縣五溝水

聚落為例》。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勳懋，2012，《台灣客家文化導入網頁遊戲設計之研究》。吳鳳科技

大學應用數位媒體研究所碩士論文。

盧怡心，2012，《體驗行銷、顧客價值、行為意向關係之研究：以台中

市客家餐廳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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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怡全，2012，《台灣客家藝術：當代編舞者研究》。台北市立體育學

院舞蹈碩士班碩士論文。

賴保妃，2012，《賴碧霞勸世文學之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

論文。

戴彰宏，2011，《文化認同、品牌形象、產品知識對顧客滿意度與再購

買意願之影響：以客家米食業為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行銷

與流通管理所碩士論文。

謝聿蓁，2011，《傳承的堅持與適應：以新竹地區客家八音藝人彭宏男

及「關西祖傳隴西八音團」為例》。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

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佳秀，2012，《客家聚落文化生活環境營造之探討：以嘉義縣水上鄉

為例》。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三、中國

( 一 ) 客家中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

1. 廣東省學校

(1) 中山大學

張崴琳，2011，《梅州客家圍龍文化旅游市場開發初探：以梅州萬秋樓

為例》。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碩士論文。

張錦豐，2011，《HPV 感染、p27 蛋白與客家人非小細胞肺癌的相關性

研究》。中山大學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碩士論文。

梁新龍，2012，《客家遷徙與劉三姐傳說傳播》。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

遺產學碩士論文 。

* 黃小平，2011，《客贛方言辭彙比較研究：以六個點為中心》。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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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

*黃平芳，2012，《寺廟、旅游與村落社會：一個客家山村的成長境遇》。

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

黃豔鳳，2012，《北海市里頭塘村的語言生活及語音變異考察》。中山

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董宇，2011，《試析客家山歌與客家方言的關係：以廣東客家山歌為

例》。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碩士論文。

鄧國明，2011，《客家人食管鱗癌三種標誌物的表達及其相互關係》。

中山大學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碩士論文。

羅秋平，2011，《興寧音系》。中山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

(2) 華南農業大學

丘琳，2011，《梅州特色生態旅游發展研究》。華南農業大學農村與區

域發展碩士論文。

徐文柳，2012，《城鎮化過程中梅州客家文化保護問題研究》。華南農

業大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張榆昌，2011，《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發展研究》。華南農業大學農村

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張夢琴，2012，《梅州客家文化旅游項目開發研究》。華南農業大學農

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陳蓉，2012，《客家文化資源在梅州旅游產業中的應用研究》。華南農

業大學農業推廣碩士論文。

鄭洋洋，2011，《蛹蟲草客家娘酒的工藝研究》。華南農業大學食品工

程碩士論文。

鄭寧，2011，《梅州市旅游業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研究》。華南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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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藍常基，2012，《梅州客家民俗旅游開發對策研究》。華南農業大學農

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3) 暨南大學

丘梓華，2011，《梅州城區體檢人群高尿酸血症與代謝綜合症相關性研

究》。暨南大學內科學碩士論文。

劉春嬋，2011，《興寧俗語研究》。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鄭向東，2011，《古代韓江流域經濟地理研究（秦 - 元）》。暨南大學

歷史地理學碩士論文。

鄭蕾，2011，《始興縣客家方言親屬稱謂研究》。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4) 其他廣東省學校

王相瑞，2011，《技術支援的農村客家方言兒童漢語語音意識訓練研

究》。深圳大學教育技術學碩士論文。

何仕平，2011，《客家建築文化的美學淺探》。華南理工大學美學碩士

論文。

陽林碧，2011，《《嶺南逸史》研究》。廣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

論文。

* 楊星星，2011，《清代歸善縣客家圍屋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建築歷

史與理論博士論文。

溫冰，2012，《梅州客家方言粵語詞研究》。汕頭大學碩士論文。

葉賢忠，2011，《民俗秩序變遷的人本經濟研究：以瀏陽樓西村客家為

例》。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民族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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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明，2011，《韶關古村落景觀與建築文化對現代住區設計的啟示》。

廣東工業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

2. 福建省學校

(1) 福建師範大學

吳妍君，2012，《藍博洲創作研究》。福建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

士論文。

吳海燕，2012，《全球化下的台灣客家族群與客家電視台：文化研究的

視角》。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碩士論文。

吳越，2011，《福建寧化治平池氏關刀文武花燈祭祖儀式音樂文化研

究》。福建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論文。

許華春，2012，《贛南采茶舞蹈文化中的客、畬混化研究》。福建師範

大學舞蹈學碩士論文。

聶玉娟，2012，《泰寧方言語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

士論文。

* 藍泰華，2012，《福建汀州 ( 長汀 ) 客家傳統民間美術研究》。福建

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

* 靳陽春，2011，《宋元汀州經濟社會發展與變遷》。福建師範大學專

門史博士論文。

(2) 廈門大學

* 江瑞昌，2011，《海峽兩岸客家民間信仰之比較研究：以三山國王信

仰為探討中心》。廈門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

李文英，2012，《風水學影響下的中國古典園林設計研究：在永定客家

土樓高北景區設計規劃項目中的應用》。廈門大學設計藝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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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郭嬌斌，2011，《福建南靖長教地區簡王二氏宗族形態考察》。廈門大

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

楊少波，2011，《閩西客家建築研究及其現代演繹》。廈門大學建築歷

史與理論碩士論文。

(3) 華僑大學

林愛芳，2012，《旅游活動對世界遺產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以永定客

家土樓為例》。華僑大學旅游管理碩士論文。

徐鑫，2012，《旅游村鎮的文化空間再造研究》。華僑大學地理學碩士

論文。

高志飛，2011，《客家土樓風荷載特性風洞實驗研究》。華僑大學結構

工程碩士論文。

(4) 其他福建省學校

馮愛軍，2011，《廣東客家娘酒中風味物質研究》。福建農林大學食品

科學與工程碩士論文。

3. 江西省學校

(1) 贛南師範學院

王梅歡，2012，《贛南燕翼圍的建築文化與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研究》。

贛南師範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

吳惟，2011，《客家民俗文化在地方商業包裝設計中的應用研究》。贛

南師範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

吳楠，2011，《贛南客家女性哭嫁習俗研究》。贛南師範學院民俗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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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

周新運，2011，《客家民俗文化在當今服裝配件設計中的實踐應用》。

贛南師範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

金冉，2012，《中央蘇區紅色歌謠教育傳承研究》。贛南師範學院課程

與教學論碩士論文。

凌焰，2011，《贛南客家賴公信仰研究》。贛南師範學院專門史碩士論

文。

柴可，2012，《當代贛南客家文化的建構：以《贛南日報》為中心的分

析》。贛南師範學院民俗學碩士論文。

張玉婷，2012，《客家諺語文化透視》。贛南師範學院民俗學碩士論文。

郭修彥，2011，《贛縣田村客家燈彩研究》。贛南師範學院民俗學碩士

論文。

黃海燕，2012，《贛南師範學院客家音樂教學實踐研究》。贛南師範學

院課程與教學論碩士論文。

董莉，2012，《風水與宗族的「雙贏」：以樂安縣流坑村為例》。贛南

師範學院歷史學碩士論文。

劉明珠，2012，《客家民俗藝術與地域性設計探析》。贛南師範學院美

術學碩士論文。

樊鵬，2012，《明清時期徽商和客商的比較研究》。贛南師範學院歷史

學碩士論文。

鐘慶祿，2011，《客家傳統服飾研究》。贛南師範學院專門史碩士

(2) 江西師範大學

上官泱，2012，《興國山歌的語音研究》。江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

語言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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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2011，《語言接觸視野下的南康（龍華）客家方言詞匯研究》。

江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皮姝婧，2011，《文化差異性對文化多元一體化形成發展的影響：以贛

南與嶺東地區客家喪葬儀式為例》。江西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

史碩士論文。

成源，2011，《劉湲交響音詩《土樓回響》和聲技法研究》。江西師範

大學音樂學碩士論文。

胡蜀，2011，《贛南客家舞蹈中「單袖筒」的形態與文化傳承研究》。

江西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論文。

張麗，2011，《海西客家文化旅游開發的價值、前景與發展對策》。江

西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

(3) 南昌大學

吳飛，2012，《清代平遠客家人遷徙及對臺灣的墾殖研究》。南昌大學

專門史碩士論文。

李青，2011，《贛南客家圍屋的美學分析》。南昌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

論文。

肖康亮，2011，《基於動作捕捉技術的贛南採茶戲丑角動態造型數字化

設計》。南昌大學工業設計工程碩士論文。

陳曉蕓，2011，《廣東客家娘酒傳統釀造工藝研究及主要酒曲微生物的

分離和特性》。南昌大學微生物學碩士論文。

曾冬霞，2012，《梅州客家山歌歌詞修辭研究 》。南昌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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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江西省學校

劉娟，2012，《客家風情園旅游投資項目財務評價的系統動力學模型研

究》。江西理工大學項目管理碩士論文。

( 二 ) 其他客家分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

1. 湖南省

何春雨，2012，《客家文化在當代設計中的體現和影響》。湖南師範大

學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

周慧，2011，《基於環境行為學的福建客家土樓聚落格局研究》。湖南

大學建築學碩士論文。

趙璐平，2012，《陳國權合唱作品分析與指揮教學研究》。湖南師範大

學音樂學碩士論文。

劉義晴，2012，《地域特色產品的包裝設計研究：以將樂擂茶系列包裝

設計為例》。湖南工業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

2. 廣西壯族自治區

(1) 廣西師範大學

吳頌華，2011，《林風眠「中西調和」理論及其藝術實踐》。廣西師範

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

李芳，2012，《廣東五華縣客家方言語法專題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

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耿西靜，2012，《客家擂茶的起源、價值與傳承研究：以廣西賀州客家

為例》。廣西師範大學民俗學碩士論文。

張先爵，2012，《客家土地崇拜研究：以北海市公館、白沙和閘口三客

鄉為中心》。廣西師範大學民俗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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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艷梅，2012，《南雄方言詞匯比較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熊昌錕，2012，《明末至民國時期桂北圩鎮與周邊農村社會研究：以靈

川大圩為中心》。廣西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

趙清偉，2012，《合艾華文教育現狀與對策》。廣西師範大學漢語國際

教育碩士論文。

鄧世維，2012，《廣西民族圖形在生態博物館建築局部裝飾設計中的運

用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

薛珊珊，2012，《廣西生態旅游產品體系優化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旅

遊管理碩士論文。

鐘慧琳，2011，《安遠客家方言重疊式形容詞研究》。廣西師範大學語

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2) 廣西大學

張繼均，2011，《廣西客家傳統民居旅游開發研究》。廣西大學旅遊管

理碩士論文。

梁瓊妮，2012，《玉林民間歌謠研究》。廣西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

陳日芳，2012，《博白嶺坪村客家話研究》。廣西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

言學碩士論文。

陳芳，2011，《客贛方言親屬稱謂比較研究》。廣西大學語言學及應用

語言學碩士論文。

曾珊，2012，《廣西馬山老那興村客家方言研究》。廣西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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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廣西壯族自治區學校

艾美玲，2012，《廣西客家人風水知識與居住空間文化》。廣西民族大

學碩士論文。

李臻，2011，《廣西博白客家「做齋」儀式音樂研究》。廣西藝術學院

音樂學碩士論文。

劉國鈺，2011，《譚元亨與《客家魂》論》。廣西師範學院中國現當代

文學碩士論文。

羅舒殳，2011，《廣西陸川縣烏石鎮客家方言詞匯與普通話詞匯比較研

究》。廣西民族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3. 四川省

王燕霞，2011，《華陽涼水井客家話音系調查研究》。西南交通大學語

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江玉嵐，201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客家文化發展的研究》。

重慶交通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碩士論文。

李靜，2012，《四川客家民居建築形態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建築歷史

與理論碩士論文。

張海熔，2012，《鄉村視野中的客家地區婦女生活：以民國《簡陽縣志》

為中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專門史碩士論文。

曾艷萍，2011，《合江方言語音研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

文。

盧麗華，2011，《永定客家土圓樓「和諧」美學特徵研究》。西南大學

美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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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85 工程」學校

1. 中央民族大學

張文濤，2012，《客家宗族的教育習俗研究：以江西省泰和縣東華村張

氏宗族為例》。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原理碩士論文。

陳同，2012，《客家精英、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變革：以洪秀全、

洪仁玕和孫中山為例》。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政治學碩士論文。

廖筱雯，2011，《馬來西亞的華人村落：布賴村觀音誕儀式探究》。中

央民族大學民俗學碩士論文。

羅曉林，2012，《粵東客家宗族研究：以大埔長教村廖氏宗族為個案 》。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碩士論文。

2. 其他「985 工程」學校

王啟宇，2011，《廣東省惠州市龍門縣永漢鎮傳統圍屋聚落再生研究》。

浙江大學建築設計及其理論碩士論文。

* 田志軍，2011，《近代晚期粵東客音研究》。南京大學漢語言文字學

博士論文。

胡洋，2012，《基於永定洪坑土樓傳統民居的現代場所設計研究與實

踐》。浙江大學建建築與土木工程碩士論文。

袁雪瑤，2011，《江西省永豐縣方言研究 》。復旦大學現代漢語語言

學碩士論文。

陳亮，2011，《深圳客家建築及其文化研究：以鶴湖新居為例》。東南

大學建築學碩士論文。

薛小勤，2011，《上杭縣下都鄉客家歷史文化傳承初探》。中國人民大

學漢語國際教育碩士論文。

蘇慕烽，2012，《宗族俱樂部的生長歷程：一個梅州客家村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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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人類學碩士論文。

蘇穎，2012，《淺析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地域文化營銷策略》。華東師範

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

( 四 ) 其他學校

1. 華中師範大學

周萍，2012，《東莞市清溪鎮客家麒麟舞的傳承與保護》。華中師範大

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陽分勝，2012，《東莞樟木頭鎮麒麟舞的發展現狀及出路探究》。華中

師範大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黃軍輝，2012，《東莞鳳崗鎮客家文化的調查研究》。華中師範大學農

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盧燕，2012，《盧氏宗祠：一個農村社區公共文化空間功能的變遷與重

建》。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社會學碩士論文。

羅文冠，2012，《忠信花燈的文化價值及其傳承研究》。華中師範大學

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2. 其他學校

* 方彧，2012，《贛南客家山歌的演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

院民俗學博士論文。

* 王天鵬，2011，《客家孝道的歷史實踐》。上海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

何懿，2011，《社會主義新農村視域下貧困地區改變落后面貌的路徑：

以江西省定南縣為例》。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碩士

論文。

吳學群，2012，《贛州西部三縣生態旅游發展與對策研究》。南京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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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林學碩士論文 。

余薇，2011，《紅土地的奇葩：贛南客家山歌演唱藝術研究》。南京師

範大學音樂學碩士論文。

李春宴，2011，《族群凝聚的民間宗教文化核心：以江西省龍南縣客家

人祖先崇拜為例》。雲南大學民俗學碩士論文。

* 肖文禮，2011，《歲時節日體系中的贛南客家儀式音樂研究》。中國

藝術研究院音樂學博士論文。

肖艷平，2011，《寧都縣石上割雞儀式音樂的調查與研究》。中國藝術

研究院音樂學碩士論文。

南金娟，2012，《從「土廣東」到「客家人」：東山洛帶的歷史記憶與

客家建構》。湖北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

高原，2012，《基於性別分類的說話人識別研究》。江蘇師範大學語言

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陳雅萍，2012，《紅軍時期江西革命歌曲研究》。浙江師範大學音樂學

碩士論文。

彭凡，2012，《贛南客家傳統民居裝飾藝術研究》。青島理工大學設計

藝術學碩士論文。

黃媛，2012，《身體的解放：太平天國蓄發、放足令探析》。蘇州大學

法律史碩士論文。

楊坦，2012，《廣西公會鎮客家話常見句式研究》。雲南大學語言學及

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 劉存有，2011，《明清永定客家土樓的美學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博

士論文。

劉振濤，2012，《廣西大苗山官話山歌的歌唱模式：以民間歌王李隆球

及其關聯群體為考察對象》。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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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國亮，2011，《湖南桂陽流峰土話語音研究》。遼寧師範大學漢語

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四、其他國家 /地區

( 一 ) 美國

Sranislawski, Daniel, 2011, Structural Responses and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Hakka Tulou Rammed Earth Structures. Master 

thesis, Benjamin M. Statler College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Yang, Hui-Ling, 201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kka,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 The Interaction of Negatives with Modality, Aspect, 

and Interrogatives.  Ph.D. diss., Dept. of English,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二 ) 香港

* 阮志偉 (Yuen, Chi Wai)，2011，《從邊城到圍城：香港新界邊境蓮蔴

坑村的變遷與客家文化傳承 (1898-199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課程博士論文。

*Zheng, Jing, 2012, Socio-political System and Vernacular Architectural 

Forms: A Study on Tulou in China (1958--1983). Ph.D. diss.,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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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挪威

Heggheim, Ricky, 2011, Three Cases in China on Hakka Identity and Self-

Perception. Master thesis, Dept. of Culture Studies and Oriental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Oslo.

( 四 ) 新加坡

蘇慧娟，2011，《馬來西亞的客家齋堂：霹靂州打巴覺凡寺的個案研

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