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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客家叢書目錄整理

劉堉珊 * 整理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一、編輯說明

（一）本文的編輯目的在製作與「客家」相關的中文叢書目錄。在資料

檢索部分，主要是以「客家」、「叢書」兩個關鍵字，依據國家圖書館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中央研究院「線上資料庫」與 google 的交

叉搜尋方式，進行叢書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其中，在臺灣部分，由於幾

部以區域志或族群作為分類的叢書，如「中原文化叢書」與「新竹縣研

究叢書」，在實質內容上，與地方客家社會的發展有關，或是如「臺灣

族群誌」，其下四本書籍都是以「客家」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考量其

與「客家」人群的研究有直接關聯，因此也將這三部叢書收進本目錄。

（二）本篇書目在編輯的分類上，為了讓讀者在閱讀與資料的比較上

有延續性，採取與上一期〈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

2011-2012年〉相同的編排方式，首先，依據叢書出版地，分成「臺灣」、

「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三大範疇。其次，在「臺灣」部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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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出版單位的性質做細項分類，如，中央級公部門的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屬於一類，地方級的新北市

客家事務局與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歸屬一類，與大學出版單位相關的叢書

為一類，民間出版單位則依據叢書的數量，分為三類。在「中國」部分，

由於一半以上的叢書都是由大學出版社出版，因此在分類上，以大學出

版社為主、地緣關係為輔，作為分類的基礎。「其他國家／地區」部分，

則直接以國家／地域作為分類依據。又，每一套叢書的書目，都是依照

年份的先後順序排列。

（三）統計於臺灣出版截至 2013年與「客家」相關的叢書，共有 17套，

總計 100 本；中國部分，共出版有 13 套，總計 70 本；其他國家 / 地區

部分，包括香港出版有 1 套，共 30 本，新加坡出版 1 套，共計 3 本，

以及馬來西亞出版有 1 套，共計 2 本。

（四）綜觀在這三個地區出版的叢書，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

中國部分，很明顯可觀察到大部分的叢書都是由大學出版社出版，包括

廣西師範大學的「客家文化綜論叢書」、「客家研究叢書」、「客家風

情文化叢書」、「客家區域文化叢書」、「客家著名人物叢書」），華

南理工大學的「客家研究大講壇叢書」，暨南大學的「客家研究叢書」，

廈門大學的「福建客家研究叢書」，以及河南大學的「客家文化研究叢

書」。這是否顯示出中國客家研究的發展，包括誰是「客家人」以及何

謂「客家文化」的詮釋權，主要還是由學術機構（及其背後的國家勢力）

主導，值得深思。

    相較之下，臺灣與客家相關的叢書，其出版機構則顯得相當多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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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只有「海外客家研究叢書」與「臺灣客家研究叢書」由國立中央大

學出版社出版，其他叢書多半由私人出版社與公部門出版。公部門部

分，則包括了中央級的國史館、客委會與地方級的縣市客家事務局與地

方政府單位。綜覽這些叢書的性質，我們又可以發現，公部門出版的叢

書系列，多與史料的研究與編輯有關，觀點上有以地方志為範圍的，也

有以臺灣整體客家社會為討論對象的，與中國情況相似的是，這些叢書

多是由公部門所贊助的研究計畫發展而成，某種程度上也展現出學術研

究與當時期國家、地方政策發展方向的相關性。相對於這些國家出版

的、以史料研究為主的叢書，私人出版社出版的客家叢書，則顯現出非

常濃厚的客家常民色彩，其涵蓋主題包括了客家女性、客家民間文學與

傳說、人物生命史、客家戲曲研究等，其中的作者，除了學術機構中的

研究人員，更多的是民間、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從這些叢書所關注的議

題及其所呈現的多元觀點與豐富面向，我們或許也可以思考，國家與民

間社會在文史觀點的呈現與論述上，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性。

（五）最後，為了讓讀者能夠比較全觀性地掌握這些客家叢書在不同國

家／地區的出版概況，編者特別整理出下列兩個表格 ──「中文客家叢

書的冊數：依照出版地、叢書類別與叢書名稱」、以及「出版冊數超過

10 本（含）的叢書名稱、出版地、出版冊數與排序：依照冊數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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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文客家叢書的冊數：依照出版地、叢書類別與叢書名稱

出版地 叢書類別 叢書名稱 冊數

冊數
（類別
小計）

臺灣

中央級公部門
出版物

臺灣客家族群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0

24

臺灣客家族群史料編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4
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客家委員會／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

7

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客家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3

地方級公部門
出版物

新北市客家志系列（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4
23新竹縣研究叢書（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9

與大學出版單
位相關的出版
物

客家研究系列叢書（智勝） 6

10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 3
臺灣客家研究叢書（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 1

南天書局／文
津出版社

客家學術研究（南天書局） 9
23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文津出版社） 14
中原苗友雜誌
社／日創社／
常民文化

中原文化叢書（中原苗友雜誌社） 7

17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日創社） 6
臺灣族群誌（常民文化） 4

其他出版單位

客家文化叢書（水牛） 2

4客家文化叢書（唐山） 1
客家研究叢書（蘭臺） 1

中國

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廣西
教育出版社

客家文化綜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

28

客家研究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
客家風情文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4
客家區域文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4
客家著名人物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
客家研究叢書（廣西教育出版社） 3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社／暨南
大學／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

客家研究大講壇叢書（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15

22
客家研究叢書（暨南大學） 1

海外客家研究叢譯 6

福建教育出版
社／廈門大學
出版社

客家文化叢書（福建教育出版社） 10

12福建客家研究叢書（廈門大學出版社） 2

其他出版單位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河南大學出版社） 4

8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叢書（天地出版社） 4

其他國
家／地
區

客家傳統社會叢書（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30

35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等）

3

馬來西亞客家通志系列（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西亞
客家公會聯合會）

2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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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版冊數超過 10 本（含）的叢書名稱、出版地、出版冊數與排序：

依照冊數排列

叢書名稱 出版社 出版地 出版冊數 排序

客家傳統社會叢書 國際客家學會 香港 30 1

新竹縣研究叢書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臺灣 19 2

客家研究大講壇叢書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中國 15 3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 文津出版社 臺灣 14 4

客家區域文化叢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 14 4

臺灣客家族群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 10 6

客家文化叢書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國 10 6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二、臺灣

（一）中央級公部門出版物
1. 臺灣客家族群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張維安等，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羅肇錦，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劉還月，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冊）》。南投市：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

______，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下冊）》。南投市：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

______，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蕭新煌、黃世明，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上）》。南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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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______，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下）》。南投市：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

徐正光等，2002，《臺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鍾肇政，2004，《臺灣客家族群史：總論》。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梁榮茂等，2004，《臺灣客家族群史：學藝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2. 臺灣客家族群史料編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還月（計畫召集人）、陳逸君主編，1998，《台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

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上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______，1998，《台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

（下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______，2000，《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方志文獻卷》。南投市：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張維安（計劃主持人），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訪談紀錄》。

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3. 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客家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張維安、謝世忠（計畫主持），2004，《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1 ：

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臺北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邱彥貴（計畫主持）、廖英杰（協同主持），2006，《臺灣客家族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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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2-1：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臺北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______，2006，《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2-2 : 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

研究：附篇：臺北市、南投市》。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南

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淑鈴（計畫主持），2010，《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3：臺灣客家

族群關係研究：以屏東縣內埔鄉與萬巒鄉為例》。臺北市：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張屏生（計畫主持），2012，《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4-1：臺灣客

家之區域語言調查： 高屏地區客家話多樣化現象研究》。臺北市：

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張屏生（計畫主持），2012，《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4-2：高屏地

區客家話語彙集》。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黃世明（計畫主持），2012，《臺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5 : 進出族

群邊際的再移民社會 : 客家人在台中與南投地區的文化與產業經

濟》。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 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客家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池永歆、謝錦綉，2012，《發現客家：嘉義沿山地區客家文化群體研究》。

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謝世忠、劉瑞超，2012，《客家地方典慶和文化觀光產業：中心與邊陲

的形質建構》。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逸君、顏祁貞，2013，《年輕世代與客家社會、文化之研究：以雲林

詔安客家族群為例》。臺北市：客家委員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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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館。

（二）地方級公部門出版物
1. 新北市客家志系列（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廖倫光，2011，《新北市板橋土城的客家人》。新北市：新北市客家事

務局。

______，2012，《五寮客家的山林拓墾故事：打造北北基客家第一庄》。

新北市：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______，2012，《新北市南部近山地區客家行腳》。新北市：新北市客

家事務局。

______，2012，《萬里、金山、汐止：客家巡禮》。新北市：新北市客

家事務局。

2. 新竹縣研究叢書（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李明賢，1999，《咸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

邱瑞杰，1999，《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縣竹北市：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張琬如、王曉薇、黃志賢，1999，《關西上南片羅姓村的形成與發展》。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育臻，2000，《大隘地區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新竹縣竹北市：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學明，2000，《金廣福墾隘研究》。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聲淼，2000，《鮮鮮河水：頭前溪河川生態調查專輯》。新竹縣竹北

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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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宇元，2000，《清末北埔客家聚落之構成》。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

政府文化局。

施添福，2001，《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羅烈師，2001，《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

政府文化局。

王珊珊，2004，《近代台灣縱貫鐵路與貨物運輸之研究：1887-

1935》。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林桂玲，2005，《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

1895）》。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范明煥，2005，《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新竹縣竹北市：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賴玉玲，2005，《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

例》。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學明編，2008，《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姜阿新與北埔》。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李佩芬編，2008，《北埔事件一百週年紀念專刊》。新竹縣竹北市：新

竹縣政府文化局。

龍玉芬，2009，《一座護隘廟宇的個案硏究：以新竹北埔慈天宮為例》。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陳志豪，2010，《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

變遷》。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蔡雅蕙，2012，《彩藝風華：以客籍邱氏彩繪家族為主探討日治時期臺

灣傳統彩繪之源流》。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憶雯，2013，《從隘庄到茶鄉：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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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1911）》。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三）與大學出版單位相關的出版物 1

1. 客家研究系列叢書（智勝）

丘昌泰、蕭新煌編，2007，《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

臺北市：智勝文化。

江明修、丘昌泰編，2009，《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臺北市：智勝文化。

江明修編，2010，《客家城市治理》。臺北市：智勝文化。

______ 編，2010，《客家政治與經濟》。臺北市：智勝文化。

______ 編，2011，《客家企業家》。臺北市：智勝文化。

______ 編，2013，《客家硏究：社群省思與政策對話》。臺北市：智

勝文化。

2.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

張維安編，2013，《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央

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張翰璧，2013，《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

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蔡靜芬，2013，《「舊」娘？「新」娘？：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客家社群

的婚姻儀式及女性》。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

北市：遠流出版社。

1  這裡所謂的「大學出版單位」，其實就是「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該中心與遠流
   出版社訂有合約，共同出版兩套客家研究叢書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與「臺灣客
   家研究叢書」。至於「智勝文化」所出版的「客家研究系列叢書」，也多半和「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所主辦的各種會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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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客家研究叢書（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

的研究》。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遠流

出版社。

（四）南天書局／文津出版社
1. 客家學術研究（南天書局）2

曾純純，2005，《書寫客家生命：六堆鄉賢回憶錄》。臺北市：南天書局。

劉秀美，2005，《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臺北市：南天書局。

蔡明坤、王淑慧，2005，《六堆內埔客家聚落伯公廟 : 美和、和興、內

埔、內田、興南村為例》。臺北市：南天書局。

范振乾，2008，《客裔台灣人生態學：文化與社會》。臺北市：南天書局。

______，2009，《台灣族群新生態之建構：從吳濁流論義民爺精神與台

灣主體性說》。臺北市：南天書局。

______，2009，《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 : 歷史記憶與未來》。臺北

市：南天書局。

連瑞枝、莊英章編，2010，《客家、女性與邊陲性》。臺北市：南天書局。

黃菊芳，2011，《臺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臺悲歌與渡子歌為例》。

臺北市：南天書局。

陳秀琪，2012，《客家話的比較研究》。臺北市：南天書局。

2.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文津出版社）

邱春美，2003，《台灣客家說唱文學傳仔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彭素枝，2003，《台灣六堆客家山歌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  本系列叢書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共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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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圓，2003，《山歌子的即興》。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柯佩怡，2005，《台灣南部客家三獻禮之儀式與音樂》。臺北市：文津

出版社。

范姜灴欽，2005，《台灣客家民間傳說之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曾坤木，2005，《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臺北市：文津

出版社。

蘇秀婷，2005，《台灣客家改良戲之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邱春美，2007，《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鄧佳萍，2007，《屏東六堆地區客家祠堂匾聯研究》。臺北市：文津出

版社。

林秀昭，2009，《台灣北客南遷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張孟珠，2009，《六堆傳統民宅匠師與建築文化：以後堆為例》。臺北

市：文津出版社。

蕭盛和，2009，《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邱宜文，2010，《從社神到土地公：以平鎮地區伯公為中心的考察》。

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林秀昭，2011，《北回歸線上的北客》。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五）中原苗友雜誌社 /日創社 /常民文化
1. 中原文化叢書（中原苗友雜誌社）

謝樹新編，1965，《中原文化叢書（第一集）》。苗栗縣：中原苗友雜

誌社。

______ 編，1967，《中原文化叢書（第二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雜誌社。

______ 編，1969，《中原文化叢書（第三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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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社。

______ 編，1971，《中原文化叢書（第四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雜誌社。

______ 編，1973，《中原文化叢書（第五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雜誌社。

______ 編，1976，《中原文化叢書（第六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雜誌社。

______ 編，1981，《中原文化叢書（第七集）》。苗栗縣：中原苗友

雜誌社。

2. 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日創社）

鄭惠美，2006，《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1：藍衫與女紅：客家女子

的衣飾美學》。臺北市：日創社。

鍾兆生，2006，《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2：菸草房子：美濃菸樓的

田野紀錄》。臺北市：日創社。

侯淑姿，2006，《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3：油紙傘：美濃紙傘的匠

師技藝》。臺北市：日創社。

鄧淑慧，2007，《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4：瓦磚硘：苗栗陶窯文化

之追尋》。臺北市：日創社。

廖倫光，2007，《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5：礱間：桃園客家的礱穀

記事》。臺北市：日創社。

傅寶玉，2007，《客家生活博物館系列叢書 6：古圳：南桃園水圳空間

與文化》。臺北市：日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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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族群誌（常民文化）

江運貴著、徐漢斌譯，1996，《臺灣族群誌 01：客家與臺灣》。臺北市：

常民文化。

劉還月，1999，《臺灣族群誌02：臺灣客家風土誌》。臺北市：常民文化。

______，1999，《臺灣族群誌 03：臺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臺北市：

常民文化。

______，2000，《臺灣族群誌 04：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市：常民文化。

（六）其他出版單位
1. 客家文化叢書（水牛）

劉盛良，2009，《和與同：和大漢客屬同一個世界》。臺北市：水牛。

江彥震編著，2011，《太陽昇起的地方》。臺北市：水牛。

2. 客家文化叢書（唐山）

徐雲芳等，2012，《老頭擺个故事1：龜仔殼（四縣腔）》。臺北市：唐山。

3. 客家研究叢書（蘭臺）

呂嵩雁，2007，《臺灣後山客家的語言接觸現象》。臺北市：蘭臺。

三、中國

（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教育出版社
1. 客家文化綜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建周編，2005，《廣西客家研究綜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______ 編，2007，《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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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版社。

劉佐泉，2005，《觀瀾溯源話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 客家研究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世松編，2005，《「移民與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世界

客屬第 20 屆懇親大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 客家風情文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世界客屬第 24 屆懇親大會組委會等著，2011，《北海客家》。桂林市：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建周編，2011，《桂林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俞偉漢、徐一周、陸川縣地方志辦公室編，2011，《陸川客家》。桂林

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柳州市檔案館編著，2011，《柳州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4. 客家區域文化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世松編，2005，《四川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謝重光，2005，《福建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鍾文典、劉義章編，2005[2007]，《 香港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鍾文典，2005[2011]，《廣西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彭會資、陳釗編，2006，《博白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編，2007，《新加坡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楊宗錚，2007，《湖南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鍾文典編、周建新等著，2007，《江西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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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古小彬，2008，《海南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可群，2008，《澳大利亞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祖慶、楊保雄編，2010，《賀州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丘昌泰，2011，《臺灣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溫憲元、鄧開頌、邱杉編，2011，《廣東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羅英祥，2011，《印度尼西亞客家》。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5. 客家著名人物叢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江曉林，2005，《江應樑傳》。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郭毅生，2005，《羅爾綱傳》。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小莘、吳智棠，2010，《疾風勁草：秦似傳》。桂林市：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6. 客家研究叢書（廣西教育出版社）

陳支平，1997，《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劉正剛，1997，《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吳永章，2000，《客家傳統文化概說》。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暨南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 3

1. 客家研究大講壇叢書（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3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海外客家研究譯叢」，是由位於廣東省之「嘉
   應學院客家研究院」負責主編的，因此和同樣位於廣東的「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與
   「暨南大學」之出版物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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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劍編，2008，《地域族群與客家文化研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

學出版社。

房學嘉，2008，《粵東客家生態與民俗研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社。

房學嘉、葉澄海編，2008，《廖安祥研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

版社。

肖文評編，2008，《羅香林研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房學嘉等，2009，《客家梅州》。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陳修點校，2009，《客方言》點校。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溫美姬，2009，《梅縣方言古語詞研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魏明樞，2009，《張振勳與晚清鐵路》。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肖文燕，2011，《華僑與僑鄉社會變遷：清末民國時期廣東梅州個案研

究》。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吳永章，2012，《多元一體的客家文化》。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房學嘉等，2012，《客家婦女社會與文化》。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

版社。

______ 編，2012，《多元視角下的客家地域文化》。廣州市：華南理

工大學出版社。

______編，2012，《多重視角下的客家傳統社會與聚落文化》。廣州市：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______ 編，2012，《客家河源》。廣州市：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______ 編，2012，《客家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研究》。廣州市：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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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家研究叢書（暨南大學）

謝永昌，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

3. 海外客家研究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河合洋尚編，2013，《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的軌跡》。北

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梁肇庭著、冷劍波、周雲水譯，2013，《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

客家人、棚民及其鄰居（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

郭思嘉（Constable, Nicole）著、謝勝利譯，2013，《基督徒心理與華

人精神：香港的一個客家社區（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

歐愛玲（Oxfeld, Elle）著、鐘晉蘭、曹嘉涵譯，2013，《飲水思源：

一個中國鄉村的道德話語（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

歐愛玲（Oxfeld, Ellen）著、吳元珍譯，2013，《血汗和麻將：一個海

外華人社區的家庭與企業（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北京市：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

瀨川昌久著、河合洋尚、姜娜譯，2013，《客家：華南漢族的族群性及

其邊界》。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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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建教育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1. 客家文化叢書（福建教育出版社）

孔永松、李小平，1995，《客家宗族社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增能，1995，《客家飲食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耀華，1995，《客家藝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汪毅夫，1995，《客家民間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郭丹、張佑周，1995，《客家服飾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黃漢民，1995，《客家土樓民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劉大可，1995，《客家之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劉善群，1995，《客家禮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謝重光，1995，《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羅美珍、鄧曉華，1995，《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 福建客家研究叢書（廈門大學出版社）

蘭壽春編著，2012，《福建客家古代文學作品輯注》。廈門市：廈門大

學出版社。 

蘭壽春編著，2012，《福建客家文學發展史》。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

社。 

（四）其他出版單位
1.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河南大學出版社）

劉佐泉，1991，《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

羅英祥，1994，《飄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

大河報社編、于茂世等撰文，2003，《客家遷移萬里尋蹤》。開封市：

河南大學出版社。

劉佐泉，2005，《太平天國與客家》。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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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叢書（天地出版社）

陳世松，2005，《四川移民與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天

地出版社。

陳世松，2005，《四川與客家世界》。成都：天地出版社。

陳世松，2005，《客家婦女》。成都：天地出版社。

劉義章，2005，《成都東山客家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

四、其他國家／地區

（一）客家傳統社會叢書（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房學嘉編，1996，《梅州地區的廟會與宗族》。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楊彥杰，1996，《閩西客家宗族社會研究》。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羅勇、勞格文編，1997，《贛南地區的廟會與宗族》。香港：國際客家

學會。 

楊彥杰編，1997，《閩西的城鄉廟會與村落文化》。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房學嘉編，1997，《梅州河源地區的村落文化》。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楊彥杰編，1998，《汀州府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羅勇、林曉平編，1998，《贛南廟會與民俗》。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劉勁峰，2000，《贛南宗族社會與道教文化研究》。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曾漢祥、譚偉倫編，2000，《韶州府的宗教、社會與經濟（上）》。香

港：國際客家學會。

曾漢祥、譚偉倫編，2000，《韶州府的宗教、社會與經濟（下）》。香

港：國際客家學會。

劉勁峰，2000，《閩西北的民俗宗教與社會》。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譚偉倫編，2002，《樂昌縣的傳統經濟、宗族與宗教文化》。香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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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客家學會。

譚偉倫編，2002，《粵東三州的地方社會之宗族、民間信仰與民俗

（上）》。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譚偉倫編，2002，《粵東三州的地方社會之宗族、民間信仰與民俗

（下）》。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劉勁峰，2002，《長汀縣的宗族、經濟與民俗（上）》。香港：國際客

家學會。

劉勁峰，2002，《長汀縣的宗族、經濟與民俗（下）》。香港：國際客

家學會。

劉大可，2002，《閩西武北的村落文化》。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劉勁峯編，2002，《寧都縣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香港：國際客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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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倫、曾漢祥編，2005，《連州的傳統經濟、宗教與民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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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倫、曾漢祥編，2005，《連州的傳統經濟、宗教與民俗（下）》。

香港：國際客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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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客家通志系列（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西

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王琛發，2006，《馬來西亞客家通志系列 1：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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