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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簡介

宋德劍 *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員

                                                      冷劍波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一、發展歷史

嘉應學院地處廣東省東北部具有「世界客都」之譽的梅州市，這裡

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和客家文化的核心區，保存著豐富的客家人文資

源，具有開展客家歷史文化研究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嘉應學院依託客

家文化的資源優勢，一直將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教育作為學校的主要辦

學特色。本著服務地方的宗旨及配合梅州地方政府關於「文化梅州」的

建設目標，2006 年 4 月，嘉應學院與地方政府聯手整合全市資源和全

校研究力量，在中國大陸率先成立了首個專職客家研究機構 —— 客家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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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院大樓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於 1989 年的「嘉應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室」。1990 年 8 月，在廣東省人民政府、省政協等上級領導和梅州市

委市政府以及海內外鄉賢、學術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推動下，遵照時任

廣東省長葉選平等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嘉應學

院客家研究所」。

2006 年客家研究院正式成立後，下設客家民俗研究所、葉劍英思

想研究所、客家方言研究所、黃遵憲與客籍作家研究所、客家近現代名

人研究所、客家藝術研究所、客家音樂研究所、華人華僑研究所、客商

研究所、客家建築研究所及臺灣研究所等 11 個研究所，並設有客家文

物陳列館和客家研究資料中心。2007 年 4 月，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

會授予客家研究院為「廣東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2007 年 6 月，廣

東省教育廳批准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為「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

省市共建重點研究基地」。2013 年 6 月，客家研究院被廣東省文化廳

授予為「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2013 年 7 月，廣東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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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部授予客家研究院為「廣東省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2014 年 5

月，經廣東省教育廳批准，客家研究院成立「粵臺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

協同創新中心」。

經過 20 多年的歷史積澱，客家研究院已發展成集科研、教學、資

料典藏及客家傳統文化展示為一體的多功能學術科研機構，形成了客家

民俗與方言、客家文學與藝術、客家社會與經濟三大研究方向。研究院

現有專兼職研究人員共 52 人，包括教授、研究員 15 人，副教授、副研

究員 26 人，講師、助理研究員 11 人；成員中具有博士學位者共 16 人，

碩士學位者 35 人。除此，研究院並聘請海內外知名學者共 68 人擔任客

座研究員和學術顧問。

二、客家研究院成立後的相關業績

  ( 一 ) 大型學術研討會
客家研究院先後舉辦或承辦了 20 多次大型學術研討會，包括國際

性的客家學術研討會、學術論壇、圓桌討論會等，邀集海內外知名客

家學者，就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議題進行專門研討，推動客家研究的

發展。其中下列學術研討會等影響尤為重要：2006 年的「比較視野下

的客家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2006 年「羅香林誕辰 100 周年學術研

討會」、2007 年「紀念廖安祥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 年

「兩岸客家傳統節慶民俗學術論壇」、2008 年「粵東客家地域社會與

文化學術研討會」、2009 年第 16 屆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雲南）

「解讀客家歷史與文化：文化人類學的視野」專題會議、2010 年「粵

東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2011 年第二屆世界客商大會「客商論壇」、

2011 年「族群互動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2012 年「客家文化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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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客家學理論體系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 2013 年「國際移民

與客家文化」。通過舉辦這一系列客家學術研討會，客家研究院在國內

外學術界的影響力不斷提升，日漸鞏固其作為客家研究重鎮的學術地

位。

  ( 二 ) 高級研修班、夏令營、研習營等學術活動
研究院自成立以來，曾多次舉辦海峽兩岸客家文化高級研修班、夏

令營、研習營等活動，有效推動了兩岸碩、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的互

動交流。如：2006 年與中山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海峽兩岸

青年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2006 年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探索客家族群記憶研習營」；2007 年 1

月舉辦「走進客家社會 —— 海峽兩岸青年大學生田野實作研習營」；

2007 年 8 月舉辦「2007 年歷史人類學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2009 年

舉辦「走進客家社會：廣東梅州田野調查實作研習營」；2011年舉辦「海

峽兩岸客家文化高級研修班」；2014 年舉辦「海峽兩岸青年學生廣東

客家文化夏令營」等。

通過這些活動的舉辦，讓兩岸青年學子走入田野參觀考察，加深了

他們對客家文化的認識，也擴大了兩岸學子的交流。

  ( 三 ) 各級科研課題
在科研課題申報方面，客家研究院運用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從

客家社會歷史、民俗、文學、建築、藝術等不同的視角對客家社會文化

開展研究，承擔各級課題 50 多項，其中國家級課題 2 項。2006 年以來

客家研究院承擔的主要課題如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房學嘉主持

的「粵東北地區客家文化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房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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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明清客家民間古文書的整理與研究」（12BZS007）；教育部

項目：夏遠鳴主持的「17-19 世紀粵東石窟河流域移民史料的收集與研

究」；國家文化部科技創新專案：房學嘉主持的：「客家文化研究與動

漫創作及新媒體傳播工程」；廣東省教育廳專案：宋德劍主持的省教育

廳 2009 年創新團隊重大課題「社會轉型中的客家民間信仰研究」、肖

文評主持的「粵東鄉土建築與客家文化生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圍龍

屋為重點」、鐘晉蘭主持的「文獻與田野中的客家婦女研究」、房學嘉

主持的「大陸移民對臺灣的開發與建設：以粵臺客家族群為重點的研

究」；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專案：房學嘉主持的「從契書金石看

客家社會文化的變遷：以粵東梅縣為重點分析（18-20 世紀初）」、夏

遠鳴主持的「粵東石窟河流域民間史料的收集與研究」等。

  ( 四 ) 各類榮譽獎勵
自研究院成立以來，我院研究人員通過出版專著、發表論文以及積

極參加社會事務獲得了各方肯定，多次獲得各類榮譽獎勵 10 餘項。比

較重要的有：房學嘉專著《粵東客家生態與民俗研究》獲 2008-2009 年

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肖文評所著《白堠鄉的

故事 —— 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榮獲廣東省 2010-2011 年度

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在 2009 年第 16 屆世界人類學與

民族學大會中，房學嘉因在大會籌備工作中表現突出，獲得了國家民族

事務委員會和雲南省政府聯合頒發的「大會籌辦工作先進個人」稱號；

房學嘉論文《粵臺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獲 2012 年廣東省人民政

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哲學社科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房學嘉論文《海峽

兩岸客家歷史文化認同研究以粵東與臺灣客家為例》獲 2011 年梅州市

委市府優秀論文一等獎；宋德劍主編的《地域族群與客家文化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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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評主編的《羅香林研究》獲 2008 年中國大學出版社協會優秀成果

一等獎等等。

  ( 五 ) 培養碩士研究生
從 2000 年開始，客家研究院分別與中南民族大學、南昌大學聯合

培養碩士研究生，目前已成功培養了 9 位客家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培

養的學生獲得了合作高校以及用人單位的高度肯定，其中 8 人的畢業論

文獲得優秀碩士論文，畢業的學生均已進入高校或政府部門任職。

   ( 六 ) 立項招標課題
自研究院成立以來，我院通過實施課題招標、獎勵研究課題等方式

加強我院作為廣東省重點文科研究基地這一重要科研平臺的建設。截至

2014 年，研究院共進行了 7 次公開課題招標，共確立了 80 項招標課題、

10 項委託課題、7 項《海外客家研究譯叢》特別專案課題，資助研究經

費總計超過 90 萬，通過開展課題立項，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條不紊，

穩步推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 七 ) 服務地方實效
客家研究院在做好學術研究的同時也注重應用研究，積極參與地方

社會、文化和經濟建設，為地方政府制定經濟文化發展政策獻計獻策。

積極參與省市政府、人大、政協組織的弘揚客家文化、建設文化梅州等

調研活動；指導客家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開發；參與梅州市旅

遊規劃和梅州市城標設計等。據統計，研究人員參與地方社會文化建設

事務達百餘人次，累計撰寫調研報告數 10 篇，為地方社會經濟文化建

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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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物陳列室一角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三、客家研究院成立以來的代表性學術成果

   ( 一 ) 出版著作
至目前為止，客家研究院共出版了《客家研究大講壇叢書》共兩輯

16 部，《海外客家研究譯叢》6 部，出版其他專著 20 餘部，代表作包

括：房學嘉教授的《粵東客家生態與民俗研究》、《客家民俗》，肖文

評教授的《白堠鄉的故事》、吳永章《多元一體的客家文化》等。《海

外客家研究譯叢》共 6 冊，分別為：《血汗和麻將 —— 一個海外華人

社區的家庭與企業》、《基督教心靈與華人精神 —— 香港的一個客家

社區》、《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 —— 客家人、棚民及其鄰居》、

《飲水思源 —— 一個中國鄉村的道德話語》、《客家 —— 華南漢族的

族群性及其邊界》、《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 —— 百年的軌跡》。

這套叢書是中國大陸首次將海外（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最

重要的客家研究成果譯介給中文讀者，在學術界產生了良好的反響，有



全球客家研究

       
250 Global Hakka 

                               Studies

力提升了研究院的學術影響力。

  ( 二 ) 發表學術論文
研究院成立以來，研究院專職研究人員，以及通過課題招標組成的

研究隊伍以客家研究院署名，累計發表論文 500 餘篇，其中核心論文

150 餘篇。通過在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客家研究論文，有效提升了研究

院的學術影響力。

  ( 三 ) 出版《客家研究輯刊》
編輯出版《客家研究輯刊》是客家研究院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作

為半年刊，成立至今，《客家研究輯刊》編輯部收到來稿超過 1000 篇，

內容涉及客家歷史源流、宗族播衍、經濟社會、民間信仰、節慶民俗、

旅遊開發、產業行銷、歷史事件、傑出人物與語言方面的調查研究等，

總共出版了45期，累計發行數量超過10000冊。目前，《客家研究輯刊》

已經成為客家學界最為重要的學術刊物之一，社會知名度和美譽度不斷

提高，成為客家研究院與國內外學術界開展合作交流的重要平臺。

圖 3  學術活動及研究成果櫥窗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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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主要研究計畫

客家研究院除做好目前的研究工作以外，未來將以「粵臺客家文化

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成立為契機，著力開展粵臺兩地客家文化

的互動與合作研究。

「粵臺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由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

牽頭，聯合廣州中山大學臺灣研究所、深圳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國立

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和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組建而成，希望通

過體制機制的創新，為粵臺兩地的客家研究搭建起一個富有創新性的

平臺。中心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運作，牽頭單位嘉應學院客家研究

院負責整個中心項目的統籌和協調，在客家歷史文化研究、文化傳承資

源聚集以及理論創新、深化客家文化傳承服務基礎教育等方面發揮引領

作用；廣州中山大學臺灣研究所主要協助凝練協同創新方向，重點探索

創新專門史專業客家文化方向研究人才培養模式；深圳大學客家文化研

究所將重點開展珠三角及粵西地區的客家文化調查與研究，協助統籌廣

東全省各區域客家文化研究工作的開展；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和

（臺灣）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負責協助開展兩岸客家文化傳承、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等方面的研究，協助開展兩岸師資互聘、學術交流、

聯合培養、基地共建等學術活動。目前，中心的組織機構已經搭建完成，

各項工作正有序開展，相信隨著粵臺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工作的推進，客家研究院一定會更上一個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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