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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彙編

張珈瑜 * 整理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圖書室館員

一、編輯說明

（一）本篇目錄的編輯目的在整理 2015 年中國期刊論文中關於「客家」

的文章。資料檢索來源為「萬方數據知識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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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到的文章數量

總計 313 篇。

（二）本篇目錄收錄形式上之原則為頁數 3 頁（含）之文章以下不予以

統計。本篇所收錄之論文分類是以多重分類法，使該論文不只歸為單一

的類別，避免讀者遺漏掉屬於所需研究方向之論文，並且使其更快速的

查找到資料。

（三）統計 2015 年中國客家研究相關期刊論文，共有 156 篇，刊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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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本期刊中，期刊研究屬性有人文、社會、藝術、文學、地理、宗教、

管理、餐飲、建築、設計、教育等，相當多元。在 2015 年中，客家相

關的期刊論文刊登數量最多者為「贛南師範學院學報」、「嘉應學院學

報」（各 16 篇），其次依序為「龍巖學院學報」（共 11 篇）、「民俗

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韶關學院學報」（各 4 篇）、「華中建

築」（共 3 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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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與信仰」、「語言與文學」、「藝術」、「歷史」、

「政治、社會與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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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類為最大宗，

共有 48 篇（其中空間、建築與聚落相關者占約 40%），其次為「語言

與文學」類，共有 27 篇（其中音韻學相關者占約 33%）。

（五）「客家學」類下又分為「客家學」（6 篇）與「教育」（5 篇） 

兩個次主題。在「客家學」這個次主題中，以客家總論為主的客家研究；

與「教育」相關的文章，則以教學為主。

（六）「文化」類別的次主題，分成「一般性文化論述」（9 篇）、「文

化與觀光產業」（11 篇）、「空間、建築與聚落」（19 篇）、「飲食」（7 

篇）、「博物館學」（2 篇）共 5 項。其中「空間、建築與聚落」多探

討客家土樓及傳統聚落之研究；「文化與觀光產業」的文章主要以中國

客家地區發展觀光旅遊文章為主；「飲食」以傳統客家食物為主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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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2 篇則是研究贛南地區生長的野菜之營養成分。

（七）「民俗與信仰」中共分為「民俗」（13 篇）、「信仰」（8 篇）

二個次主題，此主題中「民俗」類別包含民俗技藝等研究；「信仰」以

宗教及祭祖為主要研究。

（八）「語言與文學」 下則分成「一般性語言研究」（8 篇）、「句法學」

（6 篇）、「音韻學」（9 篇）及「文學」（4 篇）四個類別。其中「一

般性語言研究」多以各客家地區的方言研究為主；「句法學」主要以客

家話的文法結構的用法；「音韻學」則是各地區的客家話音系之主題。

（八）在「藝術」類別中，分為「山歌」（6 篇）、「傳統音樂」（5 篇）、

「戲劇」（5 篇）、「舞蹈」（3 篇）四個次主題。

（九）「歷史」部分，細分為「一般性歷史研究」（5 篇）、「源流」（8 

篇）二個次主題。「源流」部分除了探討客家學、客家族群之源頭外，

也包含了族譜的主題。

（十）「政治、社會與經濟」類別以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和社會生活

之研究為主，包括「政治與法律」（ 4 篇）、「性別與婚姻」（6 篇）、

「健康醫療」（5 篇）、「經濟」（6 篇）與「傳播」（2 篇），共 5 項。

其中「性別與婚姻」可以看出客家女性在社會中之地位；「健康醫療」

主要研究客家人的身體狀況及變化；「經濟」除了探討經濟領域的主題

外，也包含了農業的主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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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族群」為探討各地客家族群之融合及情感歸屬之主題，又可

分為「族群關係」（5 篇） 與「族群認同」（12 篇）兩個次主題。

（十二）最後，為了比較清楚掌握目前中國客家期刊文章發展之狀態，

編者還特別整理「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類」( 參見表 1)、1「產生最多

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7 名」( 參見表 2)。

表 1 客家期刊論文主題分類

主標題 子標題 數量 主標題 子標題 數量

客家學 (11)
客家學 6

藝術 (19)

山歌 6

教育 5 傳統音樂 5

文化 (48)

一般性文化論述 9 戲劇 5

文化與觀光產業 11 舞蹈 3

空間、建築與聚落 19

歷史 (13)

一般性歷史研

究
5

飲食 7 源流 8

博物館學 2 族譜 1

民俗與信仰 
(21)

民俗 13 移墾 2

信仰 8

政治、社會與

經濟 (23)

政治與法律 4

語言與文學 
(27)

一般性語言研究 8 性別與婚姻 6

句法學 6 健康醫療 5

音韻學 9 經濟 6

文學 4 傳播 2

族群 (17)
族群關係 5

族群認同 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　由於第 8 名共有 11 冊期刊並列，故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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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產生最多客家論文的期刊前 7 名

期刊 文章量 比例

贛南師範學院學報 16 10%

嘉應學院學報 16 10%

龍巖學院學報 11 7%

民俗研究 4 3%

地方文化研究 4 3%

韶關學院學報 4 3%

華中建築 3 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客家學

（一）客家學

邱國鋒，2015，〈理論對話與田野調查 : 構建客家學的思考：《客家學

研究叢書》總序〉。《嘉應學院學報》33(3)：5-8。

張應斌，2015，〈賴際熙與客家學的發生〉。《嘉應學院學報》33(1)：5-8。

楊海中，2015，〈對「族群客家」與「文化客家」的再認識〉。《洛陽

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0(1)：1-9。

謝重光，2015，〈論賴際熙太史之客家觀〉。《龍巖學院學報》33(4)：1-6。

韓光輝等，2015，〈客家研究第一人徐旭曾家世研究〉。《三門峽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14(4)：83-89。

蘇東來，2015，〈來自田野的饋贈：評《東山客家身份表述的人類學研

究》〉。《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2(6)：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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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

汪莉，2015，〈從語言哲學觀上看客家籍學生二語習得〉。《宜春學院

學報》37(10)：84-87。

張留見，2015，〈客家人重視品德教育之河洛基因〉。《洛陽理工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3：4-9。

許瑩瑩，2015，〈論明代客家教育的勃興及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汀州

府的儒學為考察重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36(1)：21-26。

劉菊霞，2015，〈構築客家文化及其產業化學科信息共享空間〉。《嘉

應學院學報》33(4)：11-15。

羅薇麗，2015，〈客家山歌引入中小學音樂課堂的探索與思考〉。《清

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8(3)：40-44。

三、文化

（一）一般性文化論述

何毅華、郭銳，2015，〈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洛帶鎮客家文化視域下的

現代陶藝發展研究〉。《陶瓷》7：46-51。

李崧、徐維群，2015，〈文化符號視閾下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

利用：以閩西客家為例〉。《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4(2)：127-131。

涂大杭，2015，〈推進三明客家文化繁榮發展研究〉。《福建省社會主

義學院學報》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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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開順，2015，〈淺論客家和合文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17(6)：

73-76。

熊青珍、羅志強，2015，〈陶瓷書法與客家文化融合的藝術探索〉。《龍

巖學院學報》1：14-17。

劉菊霞，2015，〈構築客家文化及其產業化學科信息共享空間〉。《嘉

應學院學報》33(4)：11-15。

劉道超，2015，〈客家人的海洋精神與當代意義探究：以北海客家為中

心〉。《玉林師範學院學報》1：9-17。

羅旭華、游鷹，2015，〈試論客家廉潔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嘉應學

院學報》33(3)：18-21。

蘭啟發，2015，〈臺灣客家文化傳承及其啟示〉。《集美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18(1)：76-79。

（二）文化與觀光產業

方儒浠等，2015，〈客家文化在客家娘酒包裝設計中的應用研究〉。《設

計藝術研究》5(6)：59-63。

伍汐、陳章旺，2015，〈基於原真性視角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以福建

客家祖地為例〉。《河北旅游職業學院學報》3：56-60。

呂紅艷、韋慧，2015，〈體驗經濟時代客家文化旅游開發：以深圳觀瀾

山水田園為例〉。《經濟與社會發展》13(5)：29-32。

李思睿，2015，〈客家旅游、族群想象與生產地方性：以四川省洛帶鎮

客家山歌的發展為例〉。《贛南師範學院學報》36(4)：12-16。

胡昇平，2015，〈閩西客家文化創意產品營銷路徑新探〉。《三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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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32(5)：31-35。

張政坤、鐘俊昆，2015，〈客家文化符號在客家文化產業開發中的應用：

以客家圍屋為重點的分析〉。《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

13-17。

陳先軍、曾志軍，2015，〈客家文獻編輯與梅州客家文化生態旅游發

展〉。《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4(3)：77-80。

隋春花、陳惠燕，2015，〈試論客家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以廣東始興

縣客家「滿堂圍」為例〉。《韶關學院學報》36(5)：82-86。

楊亮，2015，〈河源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解析與旅游開發模式研究〉。

《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6)：18-24。

廖金琳等，2015，〈閩粵贛邊客家地區生態體育旅游資源開發與管理〉。

《九江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30(2)：99-102。

鐘俊昆，2015，〈論贛臺客家民俗旅游合作發展〉。《贛南師範學院學

報》36(5)：17-23。

（三）空間、建築與聚落

化蕾等，2015，〈基於激光點雲數據的客家土樓三維建模〉。《遙感技

術與應用》30(1)：115-122。

林淑芳等，2015，〈閩西客家庭院空間景觀評價〉。《雞西大學學報》

15(1)：57-60。

俞萬源、劉智斐，2015，〈自主學習型客家聚落地理野外實習設計與實

踐〉。《高師理科學刊》35(12)：103-106。

孫瑩、肖大威，2015，〈認同區分：梅州客家傳統村落邊界空間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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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小城鎮建設》4：99-104。

孫瑩等，2015，〈梅州客家村落形態生成研究〉。《華中建築》7：

102-105。

袁君煊，2015，〈客家圍屋軍事防御藝術管窺〉。《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34(4)：44-48。

袁君煊、鄧圣蘭，2015，〈客家圍屋的文化尋繹及其保護策略：以賀州

蓮塘江氏圍屋為例〉。《地方文化研究》4：44-52。

袁霖、李敏，2015，〈從世遺標準看廣東客家鄉村景觀的文化遺產價

值〉。《廣東園林》2：8-12。

張政坤、鐘俊昆，2015，〈客家文化符號在客家文化產業開發中的應用：

以客家圍屋為重點的分析〉。《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

13-17。

盛建榮、夏詩雪，2015，〈福建客家土樓建築理念的初探〉。《華中建

築》7：124-127。

郭煥宇，2015，〈客家僑鄉民居營建思想探析〉。《中國名城》5：91-

94。

陸夢秋、黃震方，2015，〈福建客家土樓的文化地理內涵〉。《亞熱帶

資源與環境學報》10(3)：72-78。

傅志毅，2015，〈粵北湖心壩客家圍樓群的建築裝飾美〉。《韶關學院

學報》 36(9)：14-17。

曾蘭華等，2015，〈客家地區農村風水林群落調查及保護：以梅州市龍

村鎮為例〉。《亞熱帶水土保持》27(4)：28-43。

楊思聲、肖達斯，2015，〈閩西客家傳統村落有機防災策略及其當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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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華中建築》2：122-126。

鄧于莘，2015，〈基於客家文化元素的建築設計研究：以龍巖市武平縣

政府廣場設計項目為例〉。《木工機床》2：23-35。

賴惟永、于再君，2015，〈客家土樓建造技藝對木質構件保存的影響〉。

《龍巖學院學報》4：14-19。

謝彪，2015，〈城鎮化視閾下客家傳統村落的調查與保護研究：基於閩

西六縣的實證調查〉。《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8(2)：26-30。

謝麗萍、張三南，2015，〈「現代化」背景下客家民居與人倫關係的變

遷：以贛南張屋客家村為例〉。《蘭州學刊》8：98-104。

（四）飲食

石小瓊等，2015，〈閩西客家特色魚糕主配方優化研究〉。《食品工業

科技》36(9)：200-203。

______，2015，〈閩西客家特色捶魚餅真空油炸最佳工藝研究〉。《龍

巖學院學報》33(2)：56-60。

周琍，2015，〈從粵東客家山歌與烹飪的關聯性看區域經濟民俗中的鹽

糧文化系統〉。《民俗研究》3：101-107。

曹利民等，2015，〈江西贛南客家 16種野生蔬菜營養成分的測定〉。《食

品研究與開發》36(10)：19-22。

______，2015，〈贛南客家 5 種野菜氨基酸及維生素的含量分析〉。《食

品研究與開發》36(22)：116-119。

喬小燕等，2015，〈「二炒」溫度對傳統客家炒青綠茶品質特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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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廣東農業科學》42(1)：96-99。

______，2015，〈傳統客家綠茶在連續化生產線加工過程中主要品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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