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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計畫助理

一、編輯說明

（一）本篇目錄的編輯目的在整理近 4 年（2010-2013）臺灣期刊論文

中關於「客家」的文章。資料檢索來源為「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檢索的方式以「客家」一詞出現於「標題」或是「關鍵字」當作查詢對

象，資料性質則選取「學術性」的欄位。

（二）統計 2010-2013 年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共有 319 篇，刊

登於 149 本期刊中，期刊研究屬性有人文、社會、藝術、文學、地理、

宗教、美容、管理、餐飲、建築、設計、教育等，相當多元。在這 4 年

內，客家相關的期刊論文刊登數量最多者為「新竹文獻」，共 20 篇，

其次依序為「六堆學」（共 19 篇）、「客家研究」（共 19 篇）、「廣

東文獻季刊」（共 12 篇）、「文學客家」（共 9 篇）、「新生學報」（共

9 篇）、「臺灣語文研究」（共 9 篇）、「臺灣源流」（共 8 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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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客家研究」（共 8 篇）、「民俗曲藝」（共 6 篇）。

（三）本篇書目以主題做為編輯的分類，第一層次共分為「客家學」、

「文化」、「民俗、信仰、節慶」、「語言、文學、傳播」、「音

樂、戲劇」、「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族群」，八大

類，各類別下又以次主題做更細緻的區分。統計第一層次八大類別

的文章數，以「語言、文學、傳播」類為最大宗，共有 80 篇（其

中語言相關者占約 56%），其次為「文化」類，共有 67 篇。

（四）「客家學」類下又分為「客家學」（7 篇）與「教育」（12 篇）

兩個次主題。在「客家學」這個次主題中，包含有臺灣、日本、東

南亞、中國的客家研究；與「教育」相關的文章，則以教學為主。

（五）「文化」類別的次主題，編者參考文化部文化資源科的業務將其

分成「工藝（15 篇）、「文化與觀光產業」（16 篇）、「文化展

演與社區」（7篇）、「空間、建築與聚落」（13篇）、「博物館」（3

篇）、「服飾」（5 篇）以及「飲食」（9 篇）共 7 項。其中較值

得注意的是，「文化與觀光產業」的文章以屏東六堆、新竹、苗栗

地區為主，「文化展演與社區」類的文章則多半與以屏東地區有關，

編者認為這些文章的關懷區域應與其投稿期刊的屬性有關（多為地

方性期刊）1。

1   包括《文資學報》、《臺南大學體育學報》、《人文資源研究學報》、《大仁學報》、《高

      雄文獻》、《六堆學》、《新竹文縣》



                                             客家研究台灣相關期刊論文彙編     

       
     391

（六）「民俗、信仰、節慶」中共分為「民俗」（10 篇）、「信仰」

（17 篇）、「節慶」（3 篇）三個次主題。「語言、文學、傳播」

下則分成「語言」（45 篇）、「文學」（27 篇）、「傳播」（8 篇）

三個類別，語言部分因為文章篇數較多，編者又將其細分為「方言

學」（10 篇）、「句法學」（7 篇）、「音韻學」（12 篇）、「語

言學」（16 篇）四個範疇。

（七）在「音樂、戲劇」類別中，包含「山歌」（4 篇）、「童謠」（4

篇）、「傳統音樂」（7 篇）、「當代創作音樂」（9 篇）、「戲劇」

（2篇）五個次主題；「歷史」部分，則可再細分為「宗族」（6篇）、

「族譜」（4 篇）、「移墾」（6 篇）、「源流」（6 篇）與「其他」

（15 篇）；「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包括「政策與法律」（12

篇，篇數最多）、「革命 / 運動」（3 篇）、「經濟」（1 篇）、「性

別」（9 篇）、「婚姻」（5 篇）、「健康醫療」（2 篇）與「其他」

（6 篇），共 7 項；「族群」類屬中，又可分為「族群關係」（15 篇）

與「族群認同」（7 篇）兩個次主題，明顯可見與族群關係相關者，

佔的篇數較多。

（八）最後，為了讓讀者能全觀性地掌握本目錄文章之分類與出版狀

況，編者又特別整理出下列兩個表格 ──「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

類」、「產生最多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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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類

主題 子題 數量 主題 子題 數量

客家學 (19)
客家學 7

音樂、戲劇 (26)

山歌 4
教育 12 童謠  4

文化 (68)

工藝 15 傳統音樂  7
文化與觀光
產業

16 當代創作音
樂

 9

文化展演與
社區

7 戲劇 2

空間、建築
與聚落

13

歷史 (37)

宗族 6

博物館 3 族譜 4
服飾 5 移墾 6
飲食 9 源流 6

民俗、信仰、節
慶 (30)

民俗 10 其他 15
信仰 17

政治、經濟、社
會 (38)

政策與法律 12
節慶 3 革命 / 運動 3

語言、文學、傳
播 (80)

語
言

方言學 10 經濟 1
句法學 7 性別 9
音韻學 12 婚姻 5
語言學 16 健康醫療 2

文學 27 其他 6

傳播 8 族群 (22)
族群關係 15
族群認同 7

表 2 產生最多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10 名：2010-2013 年

期刊名稱 文章數量
文章數量占所有文

章的百分比
排序

新竹文獻 20 6.3% 1
六堆學 19 6.0% 2
客家研究 19 6.0% 2
廣東文獻季刊 12 3.8% 4
文學客家 9 2.8% 5
新生學報 9 2.8% 5
臺灣語文研究 9 2.8% 5
臺灣源流 8 2.5% 8
全球客家研究 8 2.5% 8
民俗曲藝 6 1.9% 10
總數 11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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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學

（一）客家學

河合洋尚、飯島典子，2013，〈日本客家研究的軌跡：從日本時代的臺

灣調查到後現代主義視角〉。《全球客家研究》1：123-161。

施正鋒，2013，〈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客家知識體系〉。《臺灣原住民

族研究學報》3(2)：115-142。

洪馨蘭，2012，〈以區域觀點為運用的客家研究回顧（1960~2010）〉。

《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3：131-159。 

曾建元，2011，〈論中國客家研究的現況〉。《中華行政學報》8：

281-295。

黃志繁，2013，〈範式、概念與方法 ： 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學術歷程

與理論反思〉。《全球客家研究》1：163-184。 

黃賢強、賴郁如，2013，〈新加坡客家：研究機構和近年研究綜述〉。

《全球客家研究》1：185-214。 

廖經庭，2012，〈從比較探索客家：讀《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

馬來西亞》〉。頁55-59，收錄於蕭新煌主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159 期。 

（二）教育

孫連成，2011，〈《一八九五．乙未》所呈現的客家史觀文化及在歷史

教學上的省思〉。《景女學報》11：1-60。 

徐超聖、李佳芬，2012，〈國小客家學童族群認同教育之研究：以新

竹縣關西地區客家學童為例〉。《新竹縣教育研究集刊》12：209-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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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聖、李佳芬，2012，〈國小高年級客家學童客家語學習與族群認

同之相關研究：以新竹縣關西地區為例〉。《嘉大教育研究學刊》

28：73-100。 

張添雄，2011，〈客家童詩的創新教學〉。《中國語文》109(3)：98-

105。

曾美芳，2011，〈尋訪福佬客的客家母語：以車城保力的客語教學為

例〉。《六堆學》(1)：68-90。

曾賢熙，2012，〈通識課程結合文創產業實習實作的經驗 ：以「海洋

文明與臺灣歷史：客家文化意象導向生活科技」課程為例〉。《文

化創意集刊》(1)：1-18。 

黃旭賢、李勝雄，2013，〈六堆客家獅現況：以後堆內埔國小為例〉。

《屏東教大體育》16：325-335。 

葛義師、王慧芬，2012，〈苗栗客家人文資源對技職體系餐飲管理科教

學意義初探〉。《仁德學報》9：117-129。

劉瑞琳，2010，〈從《廣東小兒歌》探析客家童蒙教育的文化意義〉。

《中臺學報（人文社會卷）》 21(3)：145-164。

鄭明中、徐碧珠，2013，〈國民小學客家語教科書學習內容之比較分

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40：35-75。

蕭景祥等，2010，〈「臺灣客家文化」通識課程之研究〉。《嘉南學報

（人文類）》36：663-671。

簡嘉瑩，2010，〈屏東客家地區高齡學習者初探〉。《屏東文獻》14：

1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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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

（一）工藝
吳聲淼，2010，〈客家童玩初探〉。《新竹文獻》41：28-36。

______，2010，〈客家傳統鄉土童玩示例〉。《新竹文獻》41：37-

50。

林宥涵、王藍亭，2010，〈臺灣客家美濃油紙傘之圖像視覺與文化研

究〉。《商業設計學報》14：233-252。

高以璇，2011，〈遮仔圓叮叮：訪美濃廣進勝談油紙傘的傳承與創新〉。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1(12)： 58-66。

張孟珠，2010，〈六堆客家傳統建築的空間特色與竹門簾工藝的產生〉。

《臺灣工藝》37：60-65。

陳惜惠、蔡欣璇，2013，〈纏花藝術應用於婦女頭飾創作〉。《美容科

技學刊》10(2)：97-110。

曾純純，2010，〈臺灣南部傳統客家祖牌之形式與作法〉。《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4(3)：106-131。

黃士嚴等，2010，〈以美濃客家文化進行新產品開發設計：以餐具設計

為例〉。《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6：125-144。

熊青珍，2010，〈陶瓷藝術與客家文化融合的交點〉。《陶藝》66：

108-110。 

歐美杏、李梁淑，2013，〈從邱玉雲剪紙藝術看客家傳統工藝美學〉。

《南臺灣研究》2：203-237。

歐純純、何明穎，2013，〈美濃紙傘彩繪文化元素之分析及其應用〉。

《興國學報》14：39-67。

鄭惠美，2011，〈樸實藍布衫下的華美驚嘆：談客家刺繡工藝的形成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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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生活美學〉。《臺灣工藝》43：20-25。

鍾瑋純，2011，〈淺談客家紙傘舞創作之文化意涵〉。《藝術欣賞》

7(4)：37-40。

簡榮聰，2010，〈臺灣傳統家具的品類功用與特色風格〉。《臺灣文獻》

61(2)：189-223。

羅永昌，2013，〈竹苗地區客家民俗文物鑑賞〉。《竹塹文獻雜誌》

54：128-153。

（二）文化與觀光產業 
王馨履，2013，〈紡織品文創圖案設計開發專題報導：以客家花布為

例〉。《紡織綜合研究期刊》23(4)：54-61。

吳信慧，2010，〈客家桐花祭政策網絡關係之研究：以苗栗縣為例〉。

《苗栗文獻》48：236-251。

李梁淑，2011，〈六堆藝文應用於客家文化旅遊之研究：以內埔、萬巒

地區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9：1-25。

林宥涵、王藍亭，2010，〈臺灣客家油紙傘文化創意產業及圖像彩繪與

意涵傳達之研究〉。《藝術研究期刊》6：83-108。

林錫霞，2012，〈客家文化意象的想像與建構：以勝興國際桐花村為

例〉。《苗栗文獻》49：285-295。

邱春美、黃秋菊，2011，〈河源蘇家圍與六堆潤山廬之文化觀光產業探

討〉。《國際通識學刊》4：101-120。

張鉯崴等，2013，〈臺灣燈會遊客對地區觀光意象、遊覽滿意度與口碑

推薦意願之研究：以 2013 年新竹縣為例〉。《運動休閒餐旅研究》

8(4)：106-130。

許光廷，2010，〈六堆客家聚落之文化創意產業潛能開發初探：以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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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佳冬鄉為例〉。《臺灣工藝》39：54-59。

陳乃華、江清松，2010，〈新竹縣關西鎮之客家產業競爭優勢與發展策

略初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4(4)：26-46。

陳俊智、謝函潔，2013，〈應用 Refined Kano Model 探討客家文化商品

設計魅力因子〉。《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3(3)：109-118。

陳啟雄、周郁婷，2012，〈仿生設計應用於客家桐花商品開發之研究〉。

《工業設計》40(1)：26-32。

黃玉振，2013，〈好東西要和大家分享：客家產業創新與發展〉。《研

習論壇》149：22-30。

黃聖茹、余書吟，2011，〈整合行銷傳播、旅遊意象、滿意度與重遊意

願關聯性之研究：以苗栗客家桐花祭為例〉。《龍華科技大學學報》

31：135-153。

廖經庭，2011，〈桂花在哪裡？南庄老街觀光產業中的客家文化再現〉。

《客家研究》4(1)：151-192。

盧佳宜、卓聖格，2013，〈桐花圖像做為客家意象最具代表性圖像之適

切性研究〉。《藝術學報》2：107-126。 

薛淞林，2013，〈結合環保訴求之多屬性文化商品設計成效評估模型：

以美濃客家為例〉。《設計學研究》16(1)：81-105。 

（三）文化展演與社區
李美儀，2011，〈土牛客家文化展演中的物與時間性〉。《文資學報》

6：1-26。

林招吟、吳川鈴，2012，〈社區族群文化發展之探討：以世客文化藝術

團至社區演出後之影響為例〉。《大仁學報》41：19-32。

林保煙，2010，〈稻田變臉彩繪：到新瓦屋看水田「好客」〉。《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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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40：14-34。 

邱文莉，2012，〈曾文忠繪畫藝術結合社區文化展演空間之探討〉。《六

堆學》3：102-138。

洪馨蘭，2012，〈記憶地景作為客庄保存與社區營造的動態生成：以「美

濃黃蝶祭」為例的討論〉。《高雄文獻》2(1)：6-31。

陳柏文等，2012，〈社區公共性美學營造：以南州鄉大埔社區農村公共

設施改善計畫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12：121-133。 

黃旭賢、李勝雄，2013，〈六堆客家韓愈文化祭之身體文化〉。《臺南

大學體育學報》8：29-39。

 

（四）空間、建築與聚落
吳賢俊，2013，〈臺中市圓土樓大可蓋成體驗館：漢寶德創建自然科學

博物館的啟示〉。《臺灣源流》62/63：74-89。 

宋慶財、李雪香，2011，〈從 SWOT 矩陣分析法探討傳統民居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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