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客家研究，2015 年 5 月
第 4 期，頁 297-306

       
297

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目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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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編輯目的在製作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的目錄。目錄主要針對

臺籍學者與學生，但也包含在臺灣任職、就學的外籍學者與學生。在資

料檢索部分，主要是以「客家」為關鍵字，依據「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與 google 的交叉搜尋方式，進行資

料蒐集與整理。內容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已出版之文章與書籍為

主，共有 37 筆，筆者依主題將其再細分為八項：族群性／（族群）認

同（共 8筆）、會館／社團（共 6筆）、經濟活動／（族群）產業類別（共

7 筆）、宗教／信仰／節慶（共 7 筆）、社群／聚落／家庭（共 2 筆）、

人物（共 3 筆）、性別（共 3 筆）及其他（共 1 筆）；第二部分則針對

臺灣之碩博士學位論文，統計至今共有東南亞相關之碩士論文 20 筆，

依照其數量多寡與學校，可再細分為：國立中央大學（共 11 筆）、國

立交通大學（共 2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共 2筆）及其他（共 5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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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出版文章與書籍

（一）族群性／（族群）認同
林開忠、蕭新煌，2008，〈家庭、食物與客家認同：以馬來西亞客家後

生人為例〉。頁 57-78，收錄於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編，

《第十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中華

飲食文化基金會。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

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臺灣東南亞學刊》2(1)：149-182。

_____，2011，〈馬來西亞浮羅山背（Balik Pulau）的客家族群分析〉。

頁 195-216，收錄於黃賢強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

南亞和東亞》。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出版公

司。

蔡晏霖，2014，〈「集中營」還是「自由區」？亞齊難僑的歷史與敘事〉。

《全球客家研究》3：163-212。

蕭新煌，2011，〈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頁

3-30，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

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蕭新煌、林開忠，2007，〈The Formation and Limitation of Hakka Identi-

ty in Southeast Asia（東南亞客家認同的形成與侷限）〉。《臺灣東

南亞學刊》4(1)：3-28。

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2007，〈東南亞客家篇〉。頁 563-281，收

錄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

Lim, Khay-Thiong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2009, “Is There a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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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Hakka Identity?: Examining Hakka Youth Ethnic Conscious-

ness in Malay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6(1): 49-

80.

（二）會館／社團
利亮時，2011，〈錫、礦家與會館：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

為例〉。頁 65-85，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

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

_____，2013，〈走過移民崎嶇路的社團：曼谷客家總會與山口洋地區

鄉親會之比較〉。頁 108-113，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

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

林開忠，2013，〈從「客幫」到「客屬」：以越南胡志明市崇正會館為

例〉。頁 114-130，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

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黃淑玲、利亮時，2011，〈共進與分途：二戰後新馬客家會館的發展比

較〉 。頁 87-104，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

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  

蕭新煌、張維安等著，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

《亞太研究論壇》28：185-219。

羅素玫，2013，〈印尼峇里島華人族群現象：以客家社團組織為核心的

探討〉。頁 132-155，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

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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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活動／（族群）產業類別
李偉權，2013，〈國內外政策干預下之族群產業：越南胡志明市客家產

業經營困境之初探〉。頁 178-187，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

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林育建，2011，〈客家族群商業網絡的形成與變遷：以馬來西亞太平中

藥業為例〉。頁315-336，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

張翰璧，2007，〈新加坡當鋪與客家族群〉。頁 89-111，收錄於黃賢強

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_____， 2011，〈族群政策與客家產業：以新馬地區的典當業與中醫藥

產業為例〉。頁289-314，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

_____，2013a，《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臺北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_____，2013b，〈新加坡中藥業的族群分工與族群意象〉。頁 45-66，

收錄於張維安主編，《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臺北：遠流出版社。

_____，2013c，〈族群內部的祖籍分工：以泰國皮革業為例〉。頁 158-

176，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

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四）宗教／信仰／節慶
徐雨村，2012a，〈南洋華人民間宗教的傳承與展望 ──以大伯公信仰

為例〉。頁 119-138，收錄於徐雨村編，《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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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正神與大伯公的跨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出版。

_____，2012b，〈地方發展與跨國連結──沙巴的大伯公廟歷史初探〉。

頁 171-194，收錄於徐雨村編，《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福德正神

與大伯公的跨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出版。

張維安，2011，〈馬來西亞客家族群信仰〉。頁 339-366，收錄於蕭新

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

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_____，2013，〈馬來西亞檳城海珠嶼大伯公的族群性格：客家與福建

人之間〉。頁23-43，收錄於張維安主編，《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臺北：遠流出版社。

張維安、張翰璧，2012， 〈馬來西亞砂拉越大伯公節意義初探〉。頁

93-118，收錄於徐雨村編，《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福德正神與大

伯公的跨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出版。

_____，2014， 〈神的信仰、人的關係與社會的組織：檳城海珠嶼大伯

公及其祭祀組織〉。《全球客家研究》3：111-138。

劉瑞超，2013，〈沙巴「客家」華人的形成：以教會與公會做為一種理

解的可能〉。頁 256-270，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

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五）社群／聚落／家庭
林開忠，2011，〈日常生活中的客家家庭：砂拉越石山與沙巴丹南客家

家庭與日常生活〉。頁 403-443，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

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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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華， 2011，〈馬來西亞雪蘭莪烏魯冷岳客家聚落〉。頁 221-258，

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六）人物
張維安，2012，〈羅芳伯與藍芳公司 ──從石扇堡到東萬律尋蹤〉。頁

147-170，收錄於徐雨村編，《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福德正神與

大伯公的跨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張維安、張容嘉，2009，〈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共和國的羅芳伯及其

事業〉。《客家研究》3(1)：57-89

_____，2011，〈蘭芳共和國的創建與經營：華人烏托邦的想像〉。頁

323-346，收錄於黃賢強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

亞和東亞》。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出版公司。

（七）性別
張容嘉，2013，〈失落的客家男人身影探究〉。頁 272-284，林開忠編，

《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蔡芬芳，2013，〈性別、族群與宗教之交織：印尼亞齊客家女性改信伊

斯蘭教的經驗與過程之初探〉。1頁67-103，收錄於張維安主編，《東

南亞客家及其周邊》。臺北：遠流出版社。

簡美玲、邱星崴，2013，〈日常、儀式與經濟：布賴女性的移動敘事與

在地認同（1960-2011）〉。2 頁 190-209，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

1　筆者雖將此篇歸於「性別」，但文中的討論抑融合宗教、聚落生活、族群性等議題。
2　此篇文章的討論抑涉及聚落、社群生活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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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八）其他
蕭新煌，2013，〈從臺灣客家經驗論東南亞客家研究的比較視野〉。頁

18-23，收錄於林開忠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

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三、碩博士學位論文

（一）國立中央大學
江欣潔，2013，《馬來西亞沙巴龍川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語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吳靜宜，2009，《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瑜蔚，2008，《新加坡當鋪業與客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陳瑞珠，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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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

文。

湯九懿，2011，《浮羅山背的荳蔻產業與客家族群》。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黃有霞，2014，《泰國勿洞地區客家人的移墾與橡膠業的發展》。國立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素珍，2013，《印尼坤甸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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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碩士學位論文。

黃惠珍，2008，《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黃靖雯，2009，《東南亞的「客家」意涵：英殖民馬來亞的華人分類過

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錦梅，2014，《1930 年代梅州客家人移民海外歷史印記 －以印尼客

屬華僑華人際遇為例》。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學位論文。

謝淑玲，2005，《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

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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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

文。

賴惠真，2008，《《羅芳伯傳奇》中的認同與流離》。國立交通大學客

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津美，2009，《一位新加坡華族移民客家阿婆的生命故事》。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麗燕，2001，《馬來西亞士乃客家話調查報告》。國立暨南大學和語

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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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徐永煌，2014，《海外客家族群善行之研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

會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陳欣慧，2007，《印尼亞齊客家人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

碩士論文。

彭婉菁，2014，《泰國客家會館婦女委員會之角色功能與定位：以泰國

客家總會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劉振台，2004，《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鄭元昇，2009，《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東海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