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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生

一、編輯說明

（一）依據客家知識體系平臺及客家學術研究說明：客家委員會為鼓

勵學者專家、從事客家研究者積極從事客家相關研究工作，特訂定「獎

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獎助研究範圍涵括遷徙開發、民俗信

仰、建築地景、藝術文化、語言學、社會經濟、產業歷史、民族生態等

多面向。

（二）本文的編輯目的在整理近 11 年（2003-2014）客家委員會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論文。本書目共收入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384 篇，由研究者提

出各項研究計畫，送交客委會審查通過之後，予以獎助研究經費，從事

客家學術研究。

（三）本篇書目的資料檢索來源為「客委會學術研究獎助客家學研究系

*    E-mail: wod1129@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2 月 30 日 



 
        Global Hakka Studies, May 2016, 6: 329-356

       
     330

統」。統計 2003 年至 2014 年客委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論文，依序補

助年份為 2003 年（共 29 篇）、2004 年（共 59 篇）、2005 年（共 22

篇）、2006 年（共 31 篇） 、2007 年（共 27 篇）、2008 年（共 22 篇）、

2009 年（共 29 篇）、2010 年（共 29 篇）、2011 年（共 35 篇）、2012

年（共 42 篇）、2013 年（共 30 篇）、2014 年（共 29 篇）。其中以

2004 年及 2012 年的學術研究論文篇數較多，而且研究領域以「客家社

會的當代發展」為大宗。

（四）本書目依據論文的研究場域，大致分成為「北部（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中部（臺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南部（臺南縣、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花蓮縣、臺東縣）」、「跨區域」、「不分區」、「中國」、

「其他國家／區域」、等八項研究區域。依據 384 篇研究論文的研究區

域，計有北部 112篇、中部 23篇、南部 80篇、東部 14篇、跨區域 10篇、

不分區 139 篇、中國大陸 2 篇、其他國家／區域 4 篇。

（五）本篇書目在編輯的分類上，參考徐正光（2007）《臺灣客家研究

概論》1 一書，將研究計畫內容分成為：第一部份，源流與經濟、第二

部份，社會與文化、第三部份，語言、文學與藝術、第四部份，客家社

會的當代發展等四個範疇。經編者完成論文書目內容整理如下：第一部

份為源流與移墾（35 篇），其中包含源流（7 篇）、移墾開發（24 篇）、

福佬（4 篇）、經濟（20 篇）；第二部分為社會與文化（84 篇），其

1  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南天書局，2007，頁 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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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家族與宗族（8 篇）、婦女（12 篇）、飲食文化（12 篇）、宗

教信仰（47篇）、禮俗（5篇）；第三部分為語言、文學、工藝與演藝（123

篇），包括語言文化與研究（87篇）、音樂（6篇）、藝術與戲曲（8篇）、

文學（10 篇）、建築（12 篇）；第四部份為客家社會的當代發展（122

篇），包括族群關係（22篇）、文化社會運動（14篇）、認同政治（3篇）、

廣播電視（11 篇）、社區營造（51 篇）、政策（4 篇）、東南亞客家（4

篇）、其他（13 篇）。本文所分析之論文均取自客家委員會學術研究

會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之網站資料，在研究主題分類，僅列作者、時間

與論文名稱，不另標資料來源。

（六）最後、為了讓讀者能夠清楚瞭解當前客委會獎補助客家學術研究

的現況，編者特別整理出下列二個表格：「研究計畫場域的數量暨比例

表」、「各主題研究分類表」。以下所有書目皆為計畫名稱。

表 1 研究計畫各場域的數量暨比例排序表：2003-2014
研究論文場域 論文篇數 論文篇數佔所有論文篇數的百分比 排 序

不分區 139 36.2％ 1
北部 112 29.2％ 2
南部 80 20.8％ 3
中部 25 6.51％ 4
東部 14 3.65％ 5
跨區域 10 2.6％ 6
其他國家 /區域 2 0.52％ 7
中國大陸 2 0.52％ 8
總 數 384 100％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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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主題類別及比例與次主題類別篇數表：2003-2014

客家研究主題類別 論文篇數

論文篇數佔論文

總篇數比例

次主題類別 篇 數

語言、文學與藝術 123 32.0％

語言文化與研究 87

音樂 6

藝術與戲曲 8

文學 10

建築 12

客家社會的當代發展 122 31.8％

族群關係 22

文化社會運動 14

認同政治 3

廣播電視 11

社區營造 51

政策 4

東南亞客家 4

其他 13

社會與文化 84 21.9％

家族與宗族 8

婦女 12

飲食文化 12

宗教信仰 47

禮俗 5

源流與移墾 55 14.3％

家族與宗族篇 8

移墾開發篇 24

福佬篇 4

產業經濟 20

總共篇數 384 100％ 22 384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二、研究主題分類

（一）源流與經濟

黃森松，2003，《廣興莊的聚落形成與夥房散變遷：從姓氏族譜與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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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部落發展的人文與社會經濟背景因素》。

陳秋坤，2003，《清代客家產權交易與財富累積過程：以屏東平原為例， 

1800-1900》。

顏俊雄，2003，《後龍圪仔客家聚落的史料整理》。

范明煥，2003，《歷史、地理與族群竹東地區舊地名之研究》。

曾純純，2003，《六堆地區「回憶錄」的採集與整理》。

賴志彰，2003，《新竹縣鳳山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

郭怡秀，2003，《苗栗客家文化產業之研究》。

何素花，2003，《客家婦女與苗栗地區蠶業之發展》。

溫紹炳，2003，《臺灣樟樹產業與客家人散佈研究》。

林秀幸，2004，《清代東勢地區的社群互動和社會型態》。

陳瑛珣，2004，《從古文書探討「健婦持家」社會現象中客家族群對傳

統的堅持與現實的變應：以臺灣美濃、閩西長汀傳統建築做個

案討論》。

賴志彰，2004，《苗栗縣後龍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

楊毓雯，2004，《砂勞越楊姓宗親會與臺灣新竹縣楊姓宗親會之比較》。

王天佑，2004，《客閩族別、教育與市場階層化》。

施雅軒，2004，《客家經濟區域的歷史建構：以南庄地區為例》。

謝劍，2004，《客家特徵與遷移模式：川西洛帶與西馬林明的比較》。

范明煥，2004，《時間裡的空間格局文化的代言人：新竹縣溪北五鄉鎮

市舊地名之研究》。

林裕城，2004，《臺南客家古蹟擇賢堂的歷史與其社會貢獻》。

黃森松，2004，《美濃種菸事業的盛衰功過與未來》。



全球客家研究

       
334 Global Hakka 

                               Studies

黃玉梅，2004，《客家文化特色在地方民宿經營表現之研究：以苗栗縣

南庄為例》。

溫紹炳，2004，《臺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林修澈，2005，《臺灣客家人的原鄉》。

陳逸君，2005，《流轉中的認同：彰化竹塘地區福佬客族群意識之研

究》。

楊昭景，2005，《客家飲食文化及產業經營現況之探討：以美濃為例》。

吳煬和，2007，《屏東縣高樹鄉劉錦鴻家藏古文書整理計畫》。

劉蕙華，2008，《建立彰化福佬客與客家傳統文化喚起與繫結之系統性

研究：以彰化縣客家傳統文化生活學園為例》。

陳正哲，2008，《臺灣樟腦業製腦空間中的區域性格與生產方式：客家

產業及其化研究—》。

賴旭貞，2009，《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中國、

臺灣、日本的客家研究》。

韋煙灶，2009，《桃園地區粵東移民分布的地理意涵解析：以觀音、新

屋、楊梅三地調查為例》。

魏貽君，2009，《勇士當為義鬥爭：魏廷朝初傳》。

韋煙灶，2010，《新竹地區客家移民祖籍分佈的空間意涵解析：以湖口

及新埔的調查為例》。

王定士，2010，《客家源流之研究 : 客家族群與西伯利亞－中亞地區民

族族群發展史之比較分析》。

張震鍾，2010，《花蓮縣吉安圳開發與客家聚落發展關係研究》。

林正慧，2010，《19 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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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鴻仁，2010，《東勢梨農的商品鏈：九二一災後梨農農糧網絡的分

析》。

張怡敏，2010，《日治時代臺灣客家產業經營之研究：以糖廍為中心》。

許世融，2011，《日治時期濁水溪北岸粵籍移民裔的分布與變遷》。

韋煙灶，2011，《清代竹塹地區粵籍移民裔的遷徙、語言重整與認同客

家化歷程之探討》。

廖淑容，2011，《客家文化商品符號價值與消費行為之研究》。

何欣容，2011，《美濃紙傘在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從多模感與現前感

理論檢視 3D 客家工藝物的文化學習與美感經驗》。

譚鴻仁，2011，《關中地區茶產業的歷史與發展》。

簡宏逸，2012，《〈客家漢人南民族誌略〉譯註與研究》。

洪麗完，2012，《族群與聚落：臺灣中、南部大埔漢人移墾活動之比較

研究 （1700-1900）》。

韋煙灶，2012，《臺灣北部地區閩、客族群互動之歷史地理面向的考

察》。

邱正略，2012，《水沙連地域客家的開發與聚落分布》。

張怡敏，2012，《日治時期臺灣客家礦業經營之研究：以展南拓殖株式

會社為中心》。

黃紹恆，2012，《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三之二）：日治中期（至 1930

年代為止）臺灣客家族群與樟腦業之研究》。

張怡敏，2013，《臺灣總督府「豫約賣渡」政策執行之研究：以「新竹」、

『苗栗』地區為中心》。

吳煬和，2013，《屏東縣南州鄉北部客家移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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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鴻仁，2013，《客家族群二次遷移與茶產業發展：以宜蘭縣大同鄉玉

蘭地區為例》。

高宜淓，2013，《客家竹工藝產業的發展轉型與文化創意：以新竹與苗

栗兩縣為例》。

林秀昭，2013，《從山城到港都的產業變遷與文化形塑之研究：以高雄

的東勢客為例》。

譚鴻仁，2014，《銅鑼地區茶產業與地方發展》。

謝奇明，2014，《鳳林客家特色產業之服務行銷金三角跨層次分析》。

( 二 ) 社會與文化

黃尚煃，2003，《苗栗縣境內三山國王廟人文性格的研究》。

吳幼萍，2003，《苗栗縣義民廟與三山國王廟籤詩之比較研究》。

劉名揚，2003，《客家大埔劉派（劉承豪）與新竹內山之開發》。

張智欽，2003，《宜蘭地區三山國王信仰之調查研究》。

吳煬和，2003，《六堆地區客家敬字亭研究：以美濃、杉林、六龜、旗

山為例》。

蔡明坤，2003，《內埔地區客家聚落伯公廟之調查研究：以美和村、和

興村、內田村、內埔村、興南村為例》。

李建興，2003，《嘉義地區客家禮俗研究》。

柳秀英，2003，《內埔地區客家宗祠匾聯文化研究》。

劉秀美，2003，《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

楊聰榮，2004，《一個客家單姓村的形成與發展：以武威廖姓村為例》。

陳信木，2004，《臺灣地區客家婦女之生育史時間模式變遷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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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富元，2004，《客家飲食文化研究》。

陳若琳，2004，《客家婦女的代間教養及傳承：以苗栗客家為例》。

王惠珠，2004，《客家特有桔醬的歷史與營養價值的探索》。

李廣均，2004，《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以桃園縣新屋鄉為例》。

葉立誠，2004，《臺灣客家傳統服飾刺繡紋飾風格之研究》。

黃子堯，2004，《族群、歷史與文化變遷：臺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的探

討與論述》。

王俊秀，2004，《盤長理論系列研究：客家風水在臺灣的理念與應用》。

葉茂榮，2004，《臺南市三山國王廟與客家人關係研究》。

范靜媛，2004，《臺灣客家婦女服飾文化研究》。

柳秀英，2004，《內埔地區客家宗祠匾聯釋義研究》。

黃卓權，2005，《北埔姜家女性研究》。

謝世忠，2005，《懷舊的虛構與真實：新竹地區沿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

產業的復古運動》。

廖倫光，2005，《客家舂泥屋與淡水蜑家棚的建築技術選項關係》。

陳瑛珣，2005，《客家「灶神崇拜」的文化意蘊：臺灣六堆與福建龍巖

之比較》。

葉立誠，2005，《臺灣客閩傳統服飾刺繡紋飾圖像風格比較之研究》。

李文玫，2005，《「客家女性書寫、書寫客家女性」研究計劃之子計劃

（一）:臺北地區客家女性的生命敘說》。

朱鈺洋，2005，《客家文化與智慧財產權法系列（二）：客家美食服飾

工藝建築與著作權法》。

賴旭貞，2006，《客家的地理先生：六堆的風水與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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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守誠，2006，《「客家菜」在臺灣消費文化中的崛起與發展（1980-

2004)：以大眾文化產品的報導與推薦為中心的探索》。

葉立誠，2006，《創意解題法（CPS）運用於服裝設計之研究：以客家

傳統肚兜為例》。

郭應哲，2006，《中部地區客家武藝文化田野調查研究計畫》。

林淑蓉，2006，《食物、記憶與社會生活：再探客家文化遺產（整合型

計畫之子計畫 2）》。

陳秋坤，2006，《屏東平原客家宗族組織和產權分配，1800-1900》。

張二文，2006，《高雄縣客家地區鸞堂與鸞書文學意涵之研究：以美濃

廣善堂的發展為例》。

徐秀如，2006，《臺灣客家創意服飾消費者需求探討：以新世代消費者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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