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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一）本書目共收入 511篇學位論文，包括 20篇博士論文 （臺灣 11篇、

中國 4 篇、美國 4 篇、新加坡 1 篇）、491 篇碩士論文。

（二）為了閱讀上的方便，博士論文的作者名字前面會加 * 的符號。本

書目依照論文出版地排列，分成「臺灣」、「中國」、和「其他國家／

地區」三大範疇。這 511 篇論文有 376 篇出自臺灣、129 篇出自中國、2

篇出自新加坡、4 篇出自美國。

（三）主要的資料檢索來源，臺灣的論文係來自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

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的論文來源比較分歧，係分別來自中國

知網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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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數據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1 ；至於其他地區的論文，是

透過美國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Database” 資料庫，以及新加

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網站所檢索出的結果。

（四）檢索的方式，基本上是以論文的「標題」、「關鍵字」和「摘要」

當作主要查詢對象。如果該筆資料在「標題」或「關鍵字」上出現「客

家／ Hakka」，原則上都會被收入。此外，編者透過人工檢索的方式，

逐筆閱讀「摘要」中 出現「客家／ Hakka」的資料，以「是否具備『客

家研究』旨趣」當作判準，再決定是否要收入此一書目中。最後，編者

也使用「不限欄位」查找「標題」、「關鍵字」或「摘要」，如果都未

出現「客家／ Hakka」這個字詞的資料，但該資料是以「客家地區」為

主要研究地域，或是以「客家人／客家族群」為主要研究對象，也會被

收入此一書目中，確保「客家」相關研究論文能被完整收錄。

（五）所有論文的年份都是以「出版年」為主。因此，如果該論文作

者的畢業年度屬於 2015-2016 年，但論文的「出版時間」卻不在這段時

間的話，就不會被收入此一書目中。除臺灣之外，中國的論文和其他國

家／地區的論文比較沒有問題，因為多數資料的「時間相關訊息」都只

列出「論文出版年」。

（六）臺灣的論文將以發表學校為標準再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有院

1　中國並不存在一個單一而完整的學位論文資料庫。因此，中國部分的書目雖然主要是 
   透過中國知識網的兩個資料庫所得到的，但是當編者對萬方資料庫進行檢索，卻還檢 
   索到近 14 筆未收入中國知識網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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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學校」（176 篇） 2、「『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學校」（26篇） 3、「其他論文數在 3篇以上的學校」（129篇）、以及「其

他學校」（45 篇）。

（七）在臺灣的 374 篇論文中，完成於「有院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

學校」有 176 篇，包括「國立中央大學」（77 篇）、「國立聯合大學」

（31 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6篇 ）、「國立交通大學」（22篇 ）、

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篇）。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學校中，

如果不將「國立交通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列入的話，這兩年客家

研究相關論文數共有 25 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2 篇 ）、「國立中

興大學」（6 篇） 、「國立臺灣大學」（4 篇）、「國立清華大學」（2

篇），以及「國立成功大學」（2篇）。「其他論文數在3篇以上的學校」，

共計有 22 所學校完成 3 篇以上客家相關之研究論文，其中超過 10 篇的

有「國立屏東大學」（17篇）和「國立新竹教育大學」4 （14篇）。最後，

生產了 3 篇以下之論文的「其他學校」總共有 35 所，其中完成 2 篇論文

共有 10 所，只生產了 1 篇論文則有 25 所。

2  有院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和「國 
   立聯合大學」（苗栗 ）；有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屏東）。

3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是指 2011-2015 年接受臺灣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補助的 12 所學校，依照補助之規模依序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
　 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長庚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

　 政治大學」、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不過，上述學校中有兩所（「國立中央大學」
　 和「國立交通大學」）因為具備院級客家研究單位，所以已經被列入前一類別中。本
　 計畫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終止，但仍為本篇書目彙編所包含之時間範圍，故依然列
　 入分類類別中。
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16 年 11 月和「國立清華大學」合併成為「國立清華大學南   
   大校區」，但本篇書目彙編以畢業論文上刊載的畢業學校名稱為主要分類依據，故「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篇數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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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國的論文以發表學校為標準並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客家中

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68 篇）、「其他客家分佈區所屬省份的學校」

（26 篇）、「『985 工程』學校」（7 篇）、以及「其他學校」（34 篇）。

（九）在中國的 108 篇論文中，「客家中心區」5 所屬的三個省份，分

別為廣東省（29 篇）、福建省（17 篇）和江西省（22 篇）論文。其中

總數在 5 篇以上的有 5 所學校，分別是位於廣東省的「華南理工大學」

（10 篇）、「仲愷農業工程學院」（8 篇）、「廣東工業大學」（5 篇）；

位於福建省的「福建農林大學」（7 篇）；以及位於江西省的「贛南師

範學院」6（13 篇）。屬於「其他客家分佈區」7 的三個省份，分別為廣

西壯族自治區（20 篇），湖南省（3 篇）和四川省（3 篇），其中湖南

省完成的論文皆為「湖南師範大學」，而四川省則皆由「四川師範大學」

完成。至於「985 工程」8 的學校，近二年共有 6 所學校完成客家相關之

論文（未將被列入前兩個類別的 學校列入計算），但多數學校都只有 1

篇，唯一的例外是「北京理工大學」（2 篇）。最後，尚有 26 所其他

學校在這兩年產生了客家研究相關論文，「南京師範大學」、「西南

5　所謂「客家中心區」，或稱「客家大本營」，一般是指中國「閩粵贛邊區的丘陵山地」，
　 也有人用「粵東」、「閩西」和「贛南」這樣的語彙來描述這一地區。不過，本書目
　 是將所有屬於「廣東」、「福建」和「江西」的學校都放入此一類別中，不論該校是
　 否位於所謂的「客家中心區／大本營」。
6　現為「贛南師範大學」，「贛南師範學院」於 2016 年 3 月更名，因本篇書目彙編中的
   學位論文年度皆於更名前完成，故本篇書目仍使用原稱。
7　除了「中心區／大本營」以外，中國客家尚零散分佈在湖南、廣西和四川等省份／自 
   治區的某些地區。本文將所有位於這三個省份／自治區之學校所完成的論文都列入此 
   一類別中。

8　所謂的「985 工程」，是中國政府為了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實施的建設工程， 
   總共有 39 所學校入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不過 
   ，這 39 所學校中的「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因為位於「客家中心區」，所 
   以就不放在這一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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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分別完成 3 篇；「上海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雲

南師範大學」以及「雲南大學」皆產生了 2 篇之外，其他學校的論文數

都只有 1 篇。

（十）其他國家／地區的論文，新加坡地區產生了 2 篇客家相關之學

位論文；美國地區則完成了 4 篇，皆為博士學位論文。

（十一）最後，為了比較清楚掌握目前客家研究的發展狀態，編者還特

別整理「2015-2016 年臺灣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

校」（參見表 1 及圖 1）、「2015-2016 年中國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

位論文的前 5 名學校」（參見表 2 及圖 2）9，以及「2015-2016 年發表

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參見表 3 及圖 3）。

9　因中國地區發表 6 篇以上客家相關論文之學校較少，故編者只排序前 5 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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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16 年臺灣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

排序 論文發表學校 論文發表數 佔臺灣論文的百分比

1 國立中央大學 77 20.5%
2 國立聯合大學 31 8.2%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6 6.9%
4 國立交通大學 22 5.8%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0 5.3%
6 國立屏東大學 17 4.5%
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4 3.7%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2.9%
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2.1%
1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7 1.8%
10 佛光大學 7 1.8%
總數 241 63.5%

圖 1   2015-2016 年臺灣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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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2016 年中國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5 名學校

排序 論文發表學校 論文發表數 佔中國論文的百分比

1 廣西師範大學 14 10.8%
2 贛南師範學院 13 10.1%
3 華南理工大學 10 7.7%
4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 8 6.2%
5 福建農林大學 7 5.4%

總數 52 40.3%

圖 2   2015-2016 年中國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5 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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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2016 年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

排序 論文發表學校 論文發表數 佔所有論文的百分比

1 國立中央大學 77 15%
2 國立聯合大學 31 6.1%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6 5.1%
4 國立交通大學 22 4.3%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0 4%
6 國立屏東大學 17 3.3%
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4 2.8%
8 廣西師範大學 14 2.8%
9 贛南師範學院 13 2.5%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2.2%
總數 246 48.1%

圖 3  2015-2016 年發表最多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的前 10 名學校

資料來源：編者製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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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

（一） 有院級或系級客家研究單位的學校

1. 國立中央大學

王秀珠，2015，《泰國客家女性與客家文化推動之研究：以泰國客家之

音啟芳論壇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

文。

王藝臻，2015，《清代新竹關西王廷昌家族的拓墾與發展》。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王芳敏，2016，《臺灣當代客家戲曲人才養成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任婕，2015，《改不改宗？客家人的文化觀與宗教信仰選擇：以客福協

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惠珍，2015，《客家地區越南配偶微型創業之研究：以南桃園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朱陳永鵬，2016，《詔安客福老化現象之研究：以桃園市八德區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江美珍，2015，《客家地方治理的合產效能之研究：以臺灣石門農田水

利會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欣眉，2015，《苗栗裝飾陶瓷產業之空間結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秋蘭，2015，《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對客家族群認同之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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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園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呂偉倫，2015，《客家微電影廣告與青／少年認同解讀：以「裝滿的生

活時光」系列微電影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

所碩士論文。

宋月華，2015，《客語能力認證獎勵之政策工具研究：以行政機關公務

人員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李婉菁，2015，《客家社會企業家田家炳推動德育工程之研究：以兩岸

三地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珊伶，2016，《閩西連城縣賴源客家話研究：以下村、黃地村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李漢華，2016，《國小客家語教材研究：以 104年度康軒、翰林版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沈瑞容，2016，《「老年」定義與退休規劃之閩客比較》。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何雅芬，2016，《客家族群在臺灣播遷之研究：以苗栗何子報家族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何萬滄，2016，《從邊緣崛起：新竹工業區伯公信仰的公廟化趨勢》。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邱宜軒，2016，《閩西連城中堡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

林宏德，2015，《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桃園客庄宣教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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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珠，2015，《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協力網絡之研究：以桃園

市楊梅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林美珠，2015，《日治時期新竹州人口外移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

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詩文，2016，《臺灣客家三腳採茶戲 「張三郎賣茶」 劇目改編之初

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美嬌，2015，《從廣告看板析探客家意象》。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范庭華，2015，《客庄地區土地徵收與區域規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慧君，2016，《客家文創產業商業模式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丞艾，2015，《湖南客家話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

徐美娟，2015，《傳統客家知識分子的變與不變：以桃園市觀音區徐輝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徐順胤，2016，《客家社區公民參與之研究：以天花湖水庫興建案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張亞純，2015，《以設計思考模式回應青年族群觀賞客家電視臺的需求

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雅愛，2015，《桃園市客家社團網絡參與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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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萩香，2015，《泰國曼谷的梅縣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

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章紫庭，2015，《客家文創產業創新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許淑貞，2015，《區域發展對客家聚落的影響：以中壢區芝芭里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許禮筠，2015，《從人力資源發展觀點探討客家高等教育人才之養成》。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晶晶，2016，《廣州客家族群及非洲裔移民文化權探究》。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文貞，2015，《客家產業節目的族群意象分析：以客家安可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莉樺，2015，《客庄特色產業網絡治理之研究：以苗栗縣公館鄉農會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瓊伊，2015，《客家樟腦產業轉型策略之研究： 以臺三線三個案為

例》。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又甄，2016，《客家山原複合行政區政策對族群關係之影響：以苗栗

縣泰安鄉北五村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

系碩士論文。

陳仁昭，2016，《日常交易行為中的族群互動關係：以北臺灣沿山聚落

雜貨店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玉貞，2016，《臺灣地方客家行政機關契約委外成效之研究：桃園市

客家桐花祭個案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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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陳怡伶，2016，《從小說到電視劇：以客家電視臺「新丁花開」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翊綾，2016，《社會企業觀點的農創產業發展策略之研究：以苗栗縣

耕山農創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傅淑宜，2015，《客家社區培力與環境教育推動之研究：以龍潭三和社

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傅秋英，2016，《客家藝師：賴仁政的客家音樂藝能研究》。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彭琦倩，2015，《客家「吳阿來歌」與相關文本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温佳琦，2015，《析探族群頻道媒體近用權之落實：以客家電視臺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游素美，2015，《區域拓墾與祠廟之關係：以溪南楊梅伯公岡集義祠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湯承翰，2015，《新竹沿山客家武藝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鈴雅，2015，《客家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的養成與認同》。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霈瑄，2015，《從接受美學視角看臺灣客家歌謠的現代傳承與女性形

象再現》。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乃蓉，2015，《客家元素融入客家美食指標建構之研究：以桃園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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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證餐廳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

黃文斌，2016，《沙巴客家移民及其詞彙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

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伃君，2016，《客家特色產業發展之回應性評估》。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盛莉，2016，《客語薪傳師培訓政策之回應性評估：以桃園市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莉婷，2016，《地方特色產業競爭力之探討：以龍潭花生糖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黃善美，2016，《客家傳統餅店經營策略之研究：以新竹縣北埔鄉四個

案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黃聖雅，2016，《福建省連城縣培田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力肇，2016，《新北市客語魔法學院推動成效之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葉姍佩，2016，《泰國曼谷的豐順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

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楊碧君，2015，《謝霜天「梅村心曲」的人物敘事分析》。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曼淇，2015，《客家區域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之建構：以桃園市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金花，2015，《龍潭客庄詩社社群發微：以陶社、龍吟詩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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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秀琴，2016，《競賽學習對客語生活學校實施之影響：以龍潭地區國

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婕，2016，《泰國華人族群認同之比較：以泰國潮州人與客家人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采妍，2016，《桃竹苗地區印尼客家外籍配偶的認同變遷》。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楨燁，2016，《汀州客家再移民與認同變遷研究：以陳留堂謝姓族人

為中心 （1797-1952）》。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桂英，2016，《生態社區營造之研究：以新屋區埔頂社區為例》。國

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蔣絜安，2015，《當代客家女紅意象建構及其行銷》。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賴詩茹，2016，《客家社會企業創新模式之研究：以水牛文化事業為

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盧政宏，2015，《客家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之落實：以臺北市社區大學

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謝佩玲，2015，《鍾理和「原鄉人」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謝惠萍，2016，《臺灣東西部四海話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權煥，2015，《客家布袋戲與客家文化傳承：以「戲偶子劇團」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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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伊婕，2015，《新北市客家文創產業經營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榮澄，2016，《社區發展協會組織運作的社會網路互動之研究：以桃

園客家社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

蘇巧蘋，2015，《臺灣地方客家行政機關契約委外的治理研究：新北市

義民祭個案分析》。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

2. 國立聯合大學

江湉君，2015，《賽夏遇見客家：當代賽夏族宗教神靈觀之探究》。國

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思嫻，2015，《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文化治理與營運管理》。國立聯

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秀貞，2015，《繪本融入戲劇活動的客語教學成效研究》。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佩芳，2016，《年輕創作者眼中的客家意象：以發現客家：2014 客

家微電影得獎作品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

所碩士論文。

李冠儀，2015，《客家民間故事的女性角色意象及其意識形態分析》。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思慧，2015，《客庄新丁粄節行前期望、活動知名度與重遊意願關係

之研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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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兆，2015，《客家族譜動起來：應用互動式資料視覺化技術於族譜

導覽平臺》。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奕辰，2015，《客庄社區營造與體驗行銷︰以苗栗市新英里社區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英政，2015，《客家文化能成為大生意：以客家火旁龍節慶市場行銷

發展策略為例》。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惠芳，2015，《社區培力與社區傳播之研究以苗栗市嘉志閣粄仔節為

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玉桂，2016，《臺灣越南新住民客家話元音之聲學分析：個案研究》。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若瑜，2016，《客家後生的客家意象與族群認同》。國立聯合大學客

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世芸，2015，《客庄裡的客人寄居岳家女婿心理調適機制與歷程之研

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淑華，2015，《從校長轉型領導風格探究客家偏遠學校文化招生之研

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韻如，2015，《大專院校客家學生社團組織運作之研究：以輔大哈客

青年社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麗蘭，2015，《從聲學觀點探討東勢客家話的單字調與連續變調》。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志軒，2016，《當我們童在一起》。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

究所碩士論文。

秦明賢，2015，《多元文化之「客家老行業」教育應用於數位典藏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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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師方法研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旭英，2016，《苗栗客家人婚禮禮金決策過程之研究》。國立聯合大

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素眞，2016，《卓蘭饒平客家人語言生活調查研究》。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耀中，2016，《以前瞻研究法建構客家研究領域知識本體》。國立聯

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芳榕，2015，《女身男聲：我的臺上臺下扮裝心路歷程》。國立聯合

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兆鋒，2016，《客家大戲之研究：以榮興客家採茶劇團作品「三山國

王傳奇」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

文。

葉昌玉，2015，《以立體紙浮雕技法呈現客家文化影像：以福菜飄香系

列作品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創設產碩專班碩士論文。

劉淑媛，2016，《苗栗縣公館鄉某國小推行客語的現況分析》。國立聯

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明翰，2015，《苗栗縣客家人生活風格之研究》。國立聯合大學資訊

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佩蓉，2016，《客家社區外來企業形象之集體建構：以苗栗市居民及

長春石化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

文。

賴貴珍，2016，《客話唱本「陳白筆」研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

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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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政銘，2015，《苗栗市客庄傳統寺廟火災安全防範研究》。國立聯合

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枝新，2016，《臺灣越南新住民客家話聲調之聲學分析：個案研究》。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鈺嵐，2016，《客家、系譜、性別：一位客家女性修譜者的田野反思》。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3. 國立交通大學

王美晴，2015，《困守與求變：龍潭茶業轉型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吳怡玟，2015，《性別、婚姻與族群：泰雅客家媳婦尤希 ‧ 樓美的生

命史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吳璧君，2015，《以劇場理論探討客家餐廳的創意經營策略與文化體驗

設計》。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

論文。

李淑蓮，2015，《苗栗頭份客家庄女性生育與作月子的文化照護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邱慧玲，2015，《論「臺灣人三部曲」儒道傳統意識之轉型》。國立交

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林昕珈，2016，《客家家庭之多元族群婦女的角色地位：以北埔地區為

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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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民依，2015，《空間移入及社會參與：一個客家二次移民的歷史》。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張琬茹，2016，《少年的自我療傷：甘耀明「殺鬼」少年圖書改編》。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陳玉蟾，2015，《從社造到社運：美里庄環境保育聯盟反 118 關西外環

道事件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碩士論文。

陳燕蓉，2015，《新竹縣客家老飲食店的創新經營模式》。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陳怡婷，2016，《桃竹苗地區傳統音樂之樂曲及聲譜研究：以泰雅族口

簧琴樂曲與笛、管、嗩吶吹奏之客家民謠為例》。國立交通大

學工學院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彭振雄，2015，《苗栗縣西湖鄉基督教行道會平安堂的形成與變遷》。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黃美惠，2015，《甘耀明「殺鬼」中的臺灣原住民神話研究》。國立交

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黃翊甄，2015，《回家創業：四位客庄女兒經營家族傳統事業之創新經

營歷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

士論文。

葉秋美，2016，《客語復興與小學母語教育：新竹市三民國小準語言巢

之行動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碩士論文。

廖淑卿，2015，《一個客家海濱聚落的文化意象營造：以永安漁港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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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

文。

賴怡潔，2015，《客庄擂茶業者的體驗行銷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

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戴蕙君，2015，《客家庄地景意象與文化觀光之探討：以新竹縣芎林鄉

鹿寮坑華龍社區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

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戴瑞銀，2016，《客家男性性別角色形象與家庭價值觀之探究－以關西

地區 1960 年代末出生之男性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

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鍾志正，2015，《｢ 客家中原論述」在臺灣的建構：以「中原」雜誌為

核心的探索》。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

程碩士論文。

魏嘉玟，2015，《聲調與音段差別對感知的影響：以客語四縣腔與海陸

腔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

班碩士論文。

龔郁晴，2016，《客家文化意象之營造以苗栗縣西湖鄉三湖社區為例》。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君儀，2015，《臺灣高屏地區基督教教會當代客籍改宗者：以真耶穌

教會為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曉宸，2015，《戰後美濃鎮柚仔林地區文化現象之反身民族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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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信甫，2015，《六堆地區客家族群投票傾向的空間分布》。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李瑞英，2015，《美濃九芎林藍染產業鏈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慧質，2015，《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村暨鹽埔鄉洛陽村之客家話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惠琦，2015，《母親的仙人草： 美濃客家女性勞動力與農村採集經

濟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采玲，2016，《高雄市林園區、苓雅區閩客聯姻家庭語言使用與語言

態度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玉珠，2015，《屏東縣長治鄉四縣客家話之內部異同研究》。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志瑋，2015，《吃飽或吃巧？以臺灣客家飲食餐廳為例》。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俐綾，2016，《從阿姆的大風草到我的《艾納香》：邱俐綾創作自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凌熙，2015，《鯉魚傳說與建廟信仰：以東勢永安宮與西港慶安宮為

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張佳雯，2016，《高雄市客家文物館與客家社團之發展歷程研究（1995-

201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素秋，2015，《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客語詞彙調查與比較

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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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皇榮，2016，《恆春半島老祖信仰的堆疊與形成：以滿州鄉矸仔神的

奉祀為中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碩士論文。

彭巧如，2015，《南遷北客的日常飲食敘事分析：以三個家庭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秀娟，2015，《影像中再現的客家女性：以「一八九五」、「女仨的

婚事」、「美樂加油」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

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筑君，2015，《曾貴海詩選 1966-2007 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楊景謀，2015，《祖蔭與再生：屏東佳冬楊氏宗祠及楊及芹祖堂保存運

動之比較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素禎，2015，《客家農村婦女之生命敘事：以苗栗縣卓蘭鎮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逸姿，2015，《里山倡議的生態家園實踐：2014 年美濃黃蝶祭策展

計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又綺，2016，《客籍身心障礙者家庭教養與互動歷程之研究：以美濃

地區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幸娥，2015，《六堆下埔頭經濟型態變遷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練肇嘉，2016，《當代臺灣練氏族譜的製作與分析：從修譜者角度所作

的反身性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玫芳，2015，《客語生活學校對客語傳承的影響：以屏東縣大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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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兆生，2016，《美濃聚落文化景觀之形塑與特質》。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

鍾采芬，2016，《通過儀式觀點下的人、家族與聚落：以美濃十穴下鍾

屋夥房的過年與掛紙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所碩士論文。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朱遠航，2016，《「Porter 五力分析」理論應用於六堆地區閹雞產業發

展之探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萍，2015，《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內埔伯公與聚落變遷之研究》。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佳倫，2016，《內埔老街生活變遷之研究（1895-2015）》。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兆蓉，2016，《蔡森泰六堆客家童謠創作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玉美，2015，《平埔地域的客家族群之結構化歷程研究：以老埤村郭

氏家族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

文。

林素卿，2015，《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移民文化之研究》。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聯棟，2015，《客家民宿結合地方產業發展之研究：以美濃區「好客

民宿」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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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徐偉成，2016，《高雄市三民區客家居民空間認知差異之研究》。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永明，2015，《南臺灣無祀信仰的衍化與變異：以內埔客庄無主骨骸

奉祀風俗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

論文。

陳秀莉，2015，《客家獅在六堆的傳承與發展》。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

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國峰，2015，《六堆客家聚落變遷與新的文化意涵之研究：以中堆西

勢庄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國瑜，2015，《以 CPAS 性格向標探究傳統客庄大學生性格差異之研

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慧貞，2015，《屏東客家人的祈福還願風俗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民雄，2016，《屏東平原檳榔產業轉型的困境與因應之研究：以竹田

鄉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欣宜，2015，《由農地變遷論六堆客庄地區發展第六級產業評估指標

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瑞圓，2016，《客家花生豆腐文化及產業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淑貞，2016，《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探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宜恩，2015，《藝術文化彩妝佳冬鄉客庄老街之研究》。國立屏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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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魏梅芳，2015，《當代客話散文用字與詞彙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筱妍，2016，《當代客語詩中的地方書寫及其 GIS 應用》。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彭素枝，2015，《臺灣六堆客家民間故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呂唯鈺，2016，《日治初期桃園臺地族群於埤塘及相關土地利用之比

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李珮寧，2016，《客家心 原鄉情：沈錦堂客家音樂作品研究》。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明燕，2015，《客、遇：臺灣苗栗客庄風情林明燕繪畫創作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

陳姵茹，2015，《謝宇威客家流行創作音樂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志偉，2015，《客家意象之創意生活產品設計創作研究：以燈具為

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黃穎超，2016，《舊皮箱的流浪兒：呂金守的歌謠創作歷程與特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楊佩玲，2016，《客家文化融入華語文化教材編寫設計》。國立臺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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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劉馨茹，2016，《「神明的匠師」在臺灣：現存北管樂器製作紀錄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翊丞，2015，《清代臺北安坑通谷的族群空間分布與互動關係》。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謝玉賢，2016，《臺灣民間歌謠「病子歌」的版本分析及其閩客文化比

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 國立臺灣大學

施冠宇，2015，《節慶食物的分化與轉型：以粽子在臺灣的發展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慧萍，2015，《新竹縣族群與總統選舉之空間分析（2000-2012）》。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懋景，2016，《客家 Style：臺灣紀錄片的文化記憶與敘事認同表述》。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顧朋，2015，《客家與近代中國革命之關係：以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

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3. 國立清華大學

莊凱詠，2015，《以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大山北月服務創新之歷程與結

果》。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正翔，2015，《苗栗書寫與族群敘事：夢花報導文學獎作品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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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立中興大學

* 呂萍芳，2015，《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臺灣客家移民社群之建構》。國

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博士論文。

吳俊瑩，2015，《臺中市立福民國小客語教學實行成效之研究》。國立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暐妮，2016，《「笠山農場」中的客家文化再現》。國立中興大學臺

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莉涓，2016，《臺灣客家喜感故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所博士論文。

陳秀珍，2015，《甘耀明小說「殺鬼」的鄉土、歷史與美學風格》。國

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曉慧，2016，《臺灣客家詩人葉日松「百年詩選」研究》。國立中興

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5. 國立成功大學

* 王和安，2016，《移民與地方社會：以南臺灣新竹州客家移民為中心

（1895-1945）》。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邱淑玉，2015，《世代間婦女休閒活動與成功老化之探討：以新竹縣客

家婦女為例》。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碩士論文。

（三）其他論文數在 3 篇以上的學校

1. 國立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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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香，2016，《屏東縣國民小學中年級客語沉浸教學之歷程與成效》。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朱玉蓉，2015，《非客籍學生在客語沉浸教學中之調適與表現》。國立

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東倫，2015，《鄉土紀實攝影探討：以屏東攝影家林慶雲、李秀雲、

劉安明為例》。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紜忻，2015，《用青少年觀點探討文化體驗、認知真實性與文化認同

之關係：以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成年禮為例》。國立屏東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聲淼，2015，《鍾鐵民短篇小說詞彙研究》。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

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林柏瑩，2015，《六堆戰時筆記之調查與故事再現：以「邀功紀畧」為

例》。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林慧君，2015，《高雄市美濃區幼兒園客語沉浸教學現況及成效研究》。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徐慧玉，2015，《六堆地區語言類客語薪傳師政策之研究》。國立屏東

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張淑貞，2015，《葫蘆雕刻藝術及其產品行銷推展之研究：以高雄市杉

林區葫蘆雕刻藝術為例》。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

士班碩士論文。

許鼎興，2015，《文化創意產業之客家流行音樂經營模式研究》。國立

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宛萱，2015，《蕭乾源及高雄旗峰吟社研究》。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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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湘婷，2015，《屏東縣國小教師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認知與實施戶外教

學意願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大學生態休閒教育教學碩士學

位學程碩士論文。

陳銘，2015，《客家博物館遊客行為意向之研究：以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為例》。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曾瑞杰，2015，《六堆地區國小客家傳統體育團隊學童參與動機之研究：

以客家獅為例》。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曾裕玲，2015，《臺灣客家新女性婚姻調適歷程研究》。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詹羚葳，2016，《敬字亭的文化意涵與保存研究》。國立屏東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鍾美梅，2015，《美濃永安老街客家夥房祖堂主從祀神明研究》。國立

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呂菁菁，2015，《以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

評析臺灣本土語言備課用書中的教學活動》。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

* 房子欽，2015，《臺灣客家語動後體標記語法化研究》。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周佩燕，2015，《以情境及合作學習策略融入英語導覽客家美食文化提

升國小學童英語學習興趣與成效之行動研究》。國立新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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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論文。

洪珮華，2016，《客家流行音樂發展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音樂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郭温雅，2016，《國小高年級學生語言態度調查研究：以新竹縣上舘國

小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師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陳慧玲，2015，《多元文化教育融入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之行動

研究：以新竹市草山國小五年級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

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社會學習領域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怡惠，2016，《客家山歌推手：林傑富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音樂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莊佳玲，2016，《傳統遊庄表演到當代客家節慶：六家新瓦屋花鼓文化

的挑戰與轉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碩士

班碩士論文。

曾宛怡，2016，《運用專家外衣融入幼兒園客家婚禮主題課程之敘說探

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彭歲雲，2015，《海陸客家話「行」的語法和語意研究》。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士蔚，2016，《客語初級認證閱讀理解之題目分析與教學建議》。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慧敏，2015，《海陸客家話「打」字詞的語意與結構》。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怡君，2015，《臺灣客家八音嗩吶的管路與活奏之研究：以吹場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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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錦」爲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音樂教師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黎淑珍，2015，《客庄地名詞的隱喻及轉喻體現：以新竹縣寳山鄉為

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3. 國立東華大學

林家韋，2015，《鳳林客庄觀光產業之服務行銷三角分析》。國立東華

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論文。

張有庸，2015，《從藍靛生產與藍染行銷方式看花蓮藍染產業的未來》。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陳品安，2015，《探討臺灣客家節慶在地化：以天穿日與收冬戲為例》。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黃俞蒨，2016，《花蓮市、吉安鄉客家族群之族群認同與語言行為之研

究》。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鍾秉諺，2015，《雲林縣詔安客家聚落關帝廟與民間文學相關之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江嘉玲，2016，《國小生活課程及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臺灣鄉土歌謠

內容分析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

文。

邱惠鈴，2016，《1950 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生命歷程探討：以

苗栗縣 南庄鄉黃昌祥家庭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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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欣縈，2015，《曾興魁合唱曲集研究：以「民謠編曲輯」為對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許世賢，2015，《莊華堂鄉土小說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

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志瑋，2016，《龍潭地區推動青少年茶文化活動及其辦理成效之研

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論文。

廖振發，2015，《龍潭廖家發展史：兼論臺灣漢人再移民與族群關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菀婷，2016，《節慶活動對目的地意象與目的地競爭力影響之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5. 國立臺北大學

吳佳穎，2015，《日治時期臺灣家庭結構的動態發展：以竹北地區為

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李妏瑩，2016，《六堆客家族群對政府客家施政意向之研究》。國立臺

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林建雄，2016，《地方政府公共場館採行創新管理之研究：以新北市立

鶯歌陶瓷博物館與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為例》。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徐敏華，2015，《影響客家女性社會地位關鍵因素之研究》。國立臺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陳凱玲，2016，《市政府與區公所跨單位合作研究：以「新北市客家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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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祭」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曾能穎，2016，《地方客家文化館之委外問題與策略研究》。國立臺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王瓊慧，2016，《社區觀光發展的永續性：以林北社區為例》。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智皓，2015，《客家花布的文化創新設計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論文。

林盈潔，2016，《桐花活動對古坑民眾地方認同之影響》。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黃貞儀，2015，《臺灣閩、客、原、埔之在地文創實踐案例研究》。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論文。

黃雅莉，2016，《美食體驗市場區隔：以客家美食為例》。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羹糶，2015，《合心協力園藝花卉作育園新創事業計畫書》。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鄧靄雲，2015，《墨子明鬼觀與節葬思想研究：以臺灣西螺七崁詔安聚

落瑞靉壇超渡儀式為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

所碩士論文。

羅雪華，2016，《「詔亮客庄」：詔安客家族群之視覺形象創作》。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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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徐文玲，2015，《卓蘭鎮居民對鄉土地名認知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

班碩士論文。

高雅珊，2016，《國民小學五年級統整式多元文化音樂教學之行動研

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曾亭菀，2016，《國小客語教材詞頻分析：以苗栗縣版為例》。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

張佳芝，2015，《臺中市東勢區旅遊發展潛力之研究：以應用 GIS 疊圖

之區域分析為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

士班碩士論文。

黃倩婉，2015，《二林鎮聚落發展過程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

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

論文。

劉壽雄，2015，《歌手邱晨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

班碩士論文。

8. 玄奘大學

吳美青，2015，《中壢仁海宮之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

李惠容，2015，《客家夥房屋：李惠容油畫創作論述》。玄奘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張文玉，2015，《殯葬禮俗對悲傷的轉化：在客家釋教科儀祭品之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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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轉換中考察生死的持續連結》。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鄒正全，2015，《中華釋教：臺灣客家午夜功德科儀之研究以苗栗頭份

「廣福壇」及新竹竹北「瑞全壇」為例》。玄奘大學宗教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

盧珏銘，2016，《新竹地區客家喪服研究》。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

賴承漢，2016，《民間信仰下的墓園設計：以臺中大雅地區福佬文化為

研究對象》。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林佩樺，2016，《文化展示、族群意識與臺灣政治：客家文化活動與設

施等「新事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班碩

士論文。

黃勃翰，2015，《臺灣北管戲曲的禁忌與習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

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虹曲，2015，《屏東佳冬昌隆庄聚落發展變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樹德科技大學

黃奎祐，2015，《結合臺灣客家花布與中國園林花窗應用於服飾與裝置

藝術之創作研究》。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瓊文，2016，《廟會文化活動於公民美學實踐之探討：以創意社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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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表演為例》。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淑卿，2016，《客家婦女性知識、性態度、執行性教育意願之研究》。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勝全，2016，《客家委員會南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之探討》。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琇雯，2016，《體驗行銷、文化價值對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重遊意願之

影響：以體驗價值為中介及干擾變數探討》。樹德科技大學會

展管理與貿易行銷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鍾惠美，2016，《高雄市美濃區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休閒發展現況之探

討：以原鄉緣紙傘文化村為例》。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

11. 中原大學

許惠靈，2015，《流動的邊界，隱沒歷史的再現：「土牛溝」楊梅段地

景敘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依婷，2016，《以文化遺產中真實性與整體性之概念探討竹北六家園

區經營管理模式》。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長洵，2015，《臺灣傳統建築牆體工法初探：北部客家族群為例》。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中國文化大學

王乙航，2015，《從舞蹈創作理念與形式內容探討張永煜舞作《禦日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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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碩士論文。

* 郭坤秀，2016，《臺灣客家山歌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

黃錫馨，2015，《發展永續社區的更新設計原則》。中國文化大學建築

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劉吏桓，2016，《美濃聚落發展與伯公信仰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

學系碩士論文。

簡育憶，2016，《都市更新設置公益設施之使用調查：以臺北市中正

史坦威更新案設置之公益設施「臺北市客家圖書影音中心」為

例》。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13. 華梵大學

田秀娥，2015，《客家花布意象設計導入國小綜合課程教學之行動研

究》。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范民智，2015，《龍潭黃泥塘傳統農業聚落的埤圳耕作生活與空間地景

研究》。華梵大學建築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劉律卿，2016，《三灣鄉地方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之研究：以三灣梨與

苦茶油為例》。華梵大學建築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14. 中臺科技大學

王秀芬，2015，《客語生活學校實施大埔腔客語教學之研究：以東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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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國小為例》。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美琴，2015，《東勢新丁粄節與地方客家文化關係之研究》。中臺科

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秀倩，2015，《客語歌謠教學與客家文化傳承之關係研究：以東勢區

某客語生活學校為例》。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

士論文。

15. 亞洲大學

王淑韻，2015，《苗栗傳統窯業轉型與經營之研究：以苗栗金龍窯為

例》。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論文。

吳至貞，2015，《廣告背景音樂涉入客家文創產業行銷之研究：以苗栗

縣公館鄉郭家莊為例》。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謝宜彣，2015，《破繭而出創造新機：以五○文化村為例》。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16. 南華大學

江彥達，2015，《臺中市神岡區聚落發展及環境風水探討》。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杜孟坤，2015，《臺灣客家舞蹈「採茶舞」探討：以惠風舞蹈工作室為

例》。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洪珮芬，2016，《彰化市「榮樂軒北管劇團」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

樂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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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秉森，2016，《客家族群的凝聚意識與傳承精神：石岡區梅子里林家

問禮堂宗祠》。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

論文。

劉清屏，2015，《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經營管理之研究：政策行銷之觀

點》。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羿吟，2016，《客家聚落祭禮音樂之研究：以苗栗通霄謝氏為例》。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碩士論文。

17. 佛光大學

* 吳雪連，2015，《臺灣客籍作家大河小說研究：以「亞細亞的孤兒」、

「濁流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為分析對象》。佛光大學中

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論文。

何方綺，2015，《臺灣纏花工藝「春仔花」的傳承與創新研究：以陳惠

美藝師為例》。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論文。

胡宸宇，2016，《歌仔戲「竹塹林占梅」及客家戲「潛園風月」表演文

本之研究》。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桂香，2015，《竹東三山國王惠昌宮研究》。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

業學系碩士論文。

彭名琍，2015，《宜蘭客家產業之研究》。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

系碩士論文。

曾鼎凱，2015，《「出堆」：六堆客家為底蘊之創作旅程》。佛光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俊琅，2015，《客家外臺「酬神戲」表演藝術研究》。佛光大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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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8. 中華大學

何佳慧，2015，《應用客家文化與在地產業要素於新竹市金山面公園空

間改善設計之研究》。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佩蓉，2015，《苗栗縣自行車觀光發展策略研究》。中華大學科技管

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美琴，2015，《同儕互評對國小學童學習客家語之影響》。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廖秋桃，2015，《數位說故事對國小學童學習客家語之影響》。中華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19. 輔仁大學

田嘉麗，2016，《族群通婚下之婆媳關係：原住民婆婆與客家媳婦的相

遇》。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允文，2015，《臺灣華語音節末鼻音之變異：從三種不同母語背景探

討》。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謝璇，2015，《苗栗客家火旁龍節慶活動居民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地

方依附之研究：以活動體驗為中介變項》。輔仁大學餐旅管理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0. 大仁科技大學

林雅玲，2015，《社區營造下的文化觀光推動：以屏東縣內埔鄉陽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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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為例》。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怡莊，2015，《屏東縣國小教師運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進行戶外教學

的認知、需求及意願之研究》。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

究所碩士論文。

葉紹萌，2015，《休閒農業對當地經濟功能之研究：以美濃地區為例》。

大仁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育驊，2015，《文創概念應用於客家服飾之探討》。大仁科技大學文

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銀明，2015，《以文化環境的觀點探討佳冬六根聚落營造的價值》。

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萬能科技大學

王生浩，2016，《桃園市觀音區節慶文化觀光資源分析》。萬能科技大

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程建霖，2015，《從在地及當令食材巧創客家美食料理：以味全埔心牧

場客家餐廳為例》。萬能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葉步欽，2016，《客家餐廳行銷策略之研究：以桃園市 X 餐廳為例》。

萬能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歐貞伶，2015，《觀音地區伯公廟祠楹聯之人文意涵研究》。萬能科技

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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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恩，2016，《運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探討地方文化商品設計需求之研

究：以美濃在地特色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系工業設計碩士班碩士論文。

曾巧齡，2016，《客家女性創業家創業意圖及影響因素之探討》。國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葉方良，2016，《虛實整合（O2O）客家產業商業模式研究之初探：以

LINE 及 LINE@ 生活圈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業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羅姿雯，2016，《客家特色產業接受輔導成效與創業意圖之研究》。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四）其他學校

王永豪，2015，《客家桐花祭共創區域產業觀光之研究：以苗栗縣三義

鄉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王志豪，2016，《藉由 QR CODE 資訊技術輔助情境式客語學習之研

究》。中國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資訊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江昱德，2015，《科技與文創整合於機器人採茶舞之研究》。亞太創意

技術學院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文焱，2015，《苗栗東方美人茶產業之發展策略研究》。亞太創意技

術學院茶陶創意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秉恒，2015，《客家文化融入宜蘭縣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茶業之研

究》。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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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蘭，2016，《迴盪在換幕到真實的裂縫中：一條通往「民眾性」劇

場實踐道路的反身敘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含碩專

班）碩士論文。

李金英，2016，《客家飲食文化教育傳承之研究：以客家菜為例》。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何韋君，2016，《文化適應與再生產：臺灣桃園市閩客家庭中的東南亞

新住民女性配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論文。

余美容，2015，《北埔遊憩區文化遺產觀光發展之研究》。開南大學觀

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淑美，2015，《基於消費者導向之美濃油紙傘的圖像及色彩應用現況

探討》。東方設計學院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其晏，2015，《應用模糊分析網路程序法於建構 客家民宿服務品質

之優先序》。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孟儒，2015，《從三生永續談城鄉整體規劃：以竹田鄉為例》。高苑

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秀媛，2016，《鍾振斌客家兒童文學之創作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

文所碩士論文。

林瑞玟，2015，《以生活型態觀點探討消費者對客家花布設計之偏好研

究》。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二豪，2016，《基督教喪葬禮儀因應臺灣人文環境的矛盾與融合：以

臺灣客家教會融入傳統喪葬禮儀為例》。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

組織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林宗憲，2016，《「被遺忘的洄瀾客家庄」創作論述》。國立勤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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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碩士論文。

徐富美，2015，《國小推行客語教育措施之關鍵因素研究：以苗栗山線

客家庄學區為例》。育達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論文。

高敏鈺，2016，《後桐花祭的三義觀光發展策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環境暨觀光遊憩碩士班碩士論文。

周志衡，2016，《土地公信仰的職能轉化研究：以新北市中和地區為

例》。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張容瑄，2016，《從信任與知覺風險影響消費者住宿意願之：以杉林客

家鴨拓草綠色民宿為例》。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論文。

陳筱林，2015，《「銅鑼花響」：以苗栗地方節慶為題之紙藝圖像海報

創作》。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陳肅昱，2015，《人格特質與工作滿足對離職傾向的影響：以某臺灣傳

統客家小吃為例》。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碩

士班碩士論文。

陳芳蘭，2015，《以消費者觀點評估 2014 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贊助

效益》。致理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含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晏榮，2016，《六堆客家婚姻禮俗變遷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

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攸莉，2016，《客家文化商品視覺意象研究》。南臺科技大學數位內

容與應用設計碩士班碩士論文。

陳俊良，2016，《新竹客家酸桔醬產業發展探研》。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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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靜，2016，《桃園市永安漁港觀光漁市之研究》。開南大學觀光運

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曾美貞，2016，《資訊科技融入繪本教學對提升客語沉浸幼兒客語聽說

能力之成效》。義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許湘云，2015，《油桐花意象運用於生活飾品與彩繪設計》。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彭卉慧，2015，《節慶展演中體驗的建構與現象詮釋：以新竹義民祭為

例》。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論文。

黃柏瑜，2015，《剪纸技法應用於臺灣客庄十二大節慶之海報設計創作

研究》。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寶弦，2015，《朱雲嵩二胡作品「油紙傘下的回憶」 之分析與詮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論文。

黃麗霓，2016，《農村社區信仰場域變遷與聚落空間發展變遷關係之探

討：以二崙鄉客家聚落為例》。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筱芬，2015，《詔安布袋戲對客家文化傳承角色之研究：以隆興閣掌

中劇團為例》。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 楊名龍，2015，《臺灣客家次方言關係研究》。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博士論文。

廖香華，2015，《社區老街觀光發展之質性研究 ：以湖口老街為例》。

中華科技大學航空運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鄭雅萍，2016，《陳素宜兒童文學作品之客家文化書寫研究》。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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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欣怡，2015，《金工技法結合客家紋飾之研究以飾品創作為例》。東

方設計學院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香君，2016，《苗栗客家大院品牌形象、行銷組合與重遊意願之相關

研究》。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案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蕓伊，2015，《節慶活動知覺價值對地方特色產業影響 ：以竹東鎮

天穿日山歌比賽為例》。明新科技大學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碩士論文。

黎書宏，2015，《客家文化電腦動畫「火旁龍」創作論述與 Maya 

nCloth 布料運算研究》。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碩士

班碩士論文。

蕭湘玉，2016，《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應用於國中音樂科教學之行動研

究》。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諶寶珠，2016，《二十一世紀臺灣採茶大戲的新發展：以榮興客家採茶

劇團（1995-2015 年）劇目為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

文。

鍾奕嫻，2016，《以 UTAUT 探討哈客網路學院數位學習對客語學習成

效影響之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嚴馥柔，2016，《以料理漫畫「中華小廚師」及客家菜為美食發想：看

嚴馥柔料理五感之創作》。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班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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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

（一）客家中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

1. 廣東省學校

(1) 華南理工大學

月小春，2015，《中國傳統節日「春節」在印尼的變遷》。華南理工大

學傳播學碩士論文。

李倩，2016，《虔南地區傳統村落與民居文化地理學研究》。華南理工

大學建築學碩士論文。

徐琛，2016，《基於文化地理學的瓊北地區傳統村落及民居研究》。華

南理工大學城市規劃碩士論文。

* 孫瑩，2015，《梅州客家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城

市規劃與設計博士論文。

張伊，2015，《福建省上杭縣瓦子街客家文化景觀研究》。華南理工大

學風景園林碩士論文。

張志科，2015，《增城鄉村傳統建築研究》。華南理工大學 風景園林

設計碩士論文。

梁凱慶，2015，《粵北天門式民居建築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碩

士論文。

勞楚靜，2016，《粵北始興四角樓建築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碩

士論文。

劉駿遙，2016，《龍巖地區傳統村落與民居文化地理學研究》。華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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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學城市規劃碩士論文。

聶霞，2015，《食品生產加工領域安全標準監管研究》。華南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碩士論文。

(2) 暨南大學

李小芳，2015，《贛南采茶戲的語言藝術》。暨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碩

士論文。

張利靈，2016，《承續與堅守：論鍾理和的鄉土小說》。暨南大學中國

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

陳蘇方，2016，《廣東興寧客家話語音研究》。暨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碩士論文。

駱妮，2015，《面向瀕危畬語教學的田野調查》。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3) 廣東工業大學

王熙陽，2016，《雷州邦塘村聚落空間與建築特色保護研究》。廣東工

業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碩士論文。

張思英，2015，《粵北傳統村鎮隘子鎮鄉土景觀設計研究》。廣東工業

大學工業設計工程碩士論文。

覃劼，2016，《粵北始興縣石下村空間特色與保護發展研究》。廣東工

業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碩士論文。

楊俊文，2015，《韶關市新豐縣客家傳統民居中的裝飾研究》。廣東工

業大學建築與環境藝術設計碩士論文。

羅宇，2016，《粵東蕉嶺石寨村聚落特色與建築文化保護研究》。廣東

工業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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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

李舒琳，2015，《梅縣區旅游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研究》。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農業推廣碩士論文。

李曉珺，2016，《半甜型廣東黃酒釀造過程中糖類物質變化的研究》。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食品科學碩士論文。

孫雙鴿，2015，《工藝條件對廣東黃酒氨基甲酸乙酯及香氣成分的影

響》。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食品科學碩士論文

曹龍輝，2015，《廣東客家黃酒抗氧化性及其中抗氧化肽的研究》。仲

愷農業工程學院食品科學碩士論文。

梁曉峰，2015，《清爽型客家米酒新工藝研究》。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農

產品加工及貯藏工程碩士論文。

賀婷婷，2016，《梅州市梅縣區鄉村旅游發展問題研究》。仲愷農業工

程學院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黃敏欣，2016，《廣東客家黃酒產 γ-氨基丁酸的影響因素及代謝調控

研究》。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食品科學碩士論文。

羅蘇僅，2015，《客家黃酒中氨基甲酸乙酯及其前體物的研究》。仲愷

農業工程學院食品科學碩士論文。

(5) 其他廣東省學校

王艷，2015，《茶葉文化資源的形成與博弈：廣東蕉嶺縣藍源茶的個案

研究》。中山大學人類學碩士論文。

李金鈴，2015，《贛南地區農村中學開展客家民俗體育的調查與分析》。

廣州大學體育教育訓練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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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學校

(1) 福建師範大學

江麗麗，2015，《永定客家方言比較句研究》。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碩士論文。

宋霞，2015，《旅遊文化營銷視角下的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福建師範

大學傳播學碩士論文。

蔡宣，2015，《寧化客家飲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研究》。福建師範大學

旅游管理碩士論文。

嚴杏，2015，《基於客家文化的室內空間創意設計研究》。福建師範大

學設計學碩士論文。

(2) 福建農林大學

丁磊，2015，《龍巖市東山濕地公園規劃設計》。福建農林大學風景園

林碩士論文。

李倩，2015，《長汀水頭古村落旅遊區概念性規劃》。福建農林大學風

景園林碩士論文。

林淑芳，2015，《閩西客家民居園林庭院的研究》。福建農林大學園林

植物與觀賞園藝碩士論文。

陳希，2015，《萬石村鄉村旅遊資源評價與發展戰略研究》。福建農林

大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黃文清，2016，《客家文脈下的福建南靖草阪村休閑農業園規劃設計》。

福建農林大學風景園林規劃與設計碩士論文。

楊敏，2015，《基於遊客滿意度的鄉村旅遊景區體驗產品優化策略研

究》。福建農林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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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青，2015，《返鄉農民工從事休閑農業開發的影響因素研究》。福

建農林大學農村與區域發展碩士論文。

(3) 華僑大學

肖達斯，2015，《霞村客家古村落空間營造的有機防災策略研究》。華

僑大學建築學碩士論文。

胡紅梅，2016，《新加坡廣惠肇方便留醫院研究（1908-1942）》。華

僑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劉鑫鑫，2016，《福建土樓整體結構抗震性能的振動臺試驗研究》。華

僑大學結構工程碩士論文。

(4) 其他福建省學校

陳鄉錢，2015，《福建客家醫藥研究》。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

碩士論文。

陳萍，2016，《文化視野下的客家米酒包裝設計》。集美大學食品工程

碩士論文。

謝香香，2016，《福建客家醫藥衛生民俗研究》。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

醫史文獻碩士論文。

3. 江西省學校

(1) 贛南師範學院

王有，2015，《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與客家人的族群認同》。贛南師範學

院人類學碩士論文。

田瑤，2015，《藝術設計視角下的贛南客家匾額文化研究》。贛南師範

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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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姝，2015，《贛南客家地區傳統建築裝飾圖案研究》。贛南師範學院

美術學碩士論文。

杜超群，2015，《贛南農村土地流轉的現狀調查與對策研究》。贛南師

範學院社會學碩士論文。

周正元，2015，《於都嗩吶「公婆吹」現狀調查與教育傳承研究》。贛

南師範學院音樂教育與教學研究碩士論文。

陶禹淩，2015，《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贛南師範學院美術

學碩士論文。

陳少軍，2015，《海峽兩岸客家人生禮俗比較研究》。贛南師範學院民

俗學碩士論文。

陳海瓊，2015，《贛南客家舞獅的歷史變遷與傳承發展》。贛南師範學

院體育人文社會學碩士論文。

曾愛娣，2015，《從盤古信仰看畬瑤客家族群的互動與融合》。贛南師

範學院民俗學碩士論文。

程圓，2015，《資溪及其鄰縣贛語的音韻接觸比較研究》。贛南師範學

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楊成弋，2015，《民族政策背景下畬族村落社會發展研究》。贛南師範

學院民俗學碩士論文。

溫習，2015，《贛南採茶舞蹈的文化形式與文化特質研究》。贛南師範

學院民間舞蹈文化與舞蹈教育碩士論文。

鐘素萍，2015，《贛南安遠九龍山觀音堂「朝神」儀式音樂研究》。贛

南師範學院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研究碩士論文。

(2) 南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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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璐，2015，《宗族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南昌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

宋婕妤，2015，《贛南閩南方言安平話語音研究》。南昌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碩士論文。

施艷艷，2015，《基於功能更新的鄉土建築遺產多維保護與利用方式研

究》。南昌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文。

(3) 江西理工大學

王華春，2015，《基於物元分析和 BP 神經網絡的贛南旅遊環境承載力

研究》。江西理工大學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碩士論文。

黃娟，2015，《客家文化空間分佈特徵及時空演變研究》。江西理工大

學地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碩士論文。

葉德峰，2015，《基於 GIS 的客家文化資訊平臺研究與實現》。江西理

工大學地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碩士論文。

(4) 其他江西省學校

楊蕊，2015，《江西民俗文化區劃研究》。江西師範大學人文地理碩士

論文。

趙慶玲，2015，《贛文化與地方高校音樂教育關係研究》。江西科技大

學音樂與舞蹈學碩士論文。

潘瑋，2015，《贛南客家資源與中學木刻版畫課程的實踐》。江西師範

大學學科教學碩士論文。

（二） 其他客家分布區所屬省份的學校

1. 湖南省

王瑤，2016，《寧遠柏家坪平話詞匯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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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碩士論文。

胡煥，2015，《湖南桃江方言名詞詞綴「嘚」》。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

文字學碩士論文。

范穎，2016，《江西豐城方言詞匯研究》。湖南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

語言學碩士論文。

2. 廣西壯族自治區

(1) 廣西大學

冼文婷，2016，《廣東陽江話研究》。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連云城，2015，《閩南區域民俗文化與何葆國小說創作研究》。廣西大

學文藝學碩士論文。

楊慧娟，2016，《紫金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

士論文。

歐陽鐵鑄，2015，《古村落鄉村旅游開發研究》。廣西大學農業推館碩

士論文。

盧覃晴，2015，《廣西賀州客家圍屋文化與保護開發研究》。廣西大學

農業推廣碩士論文。

(2) 廣西師範大學

方嫏嬛，2015，《來賓市鳳凰鎮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

字學碩士論文。

何淑媛，2015，《基於客家文化的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利用研究》。廣

西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學碩士論文。

韋煒，2015，《融水縣懷寶鎮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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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碩士論文。

張華龍，2015，《梅州市高中鄉土地理課程資源開發利用調查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學科教學碩士論文。

黃順蘭，2015，《廣西岑溪上燈節初探》。廣西師範大學民俗學碩士論

文。

楊針，2015，《融安縣大將鎮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黃予，2015，《北流西埌鎮共和村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

文字學碩士論文。

楊蔚，2015，《武宣縣三裡鎮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劉燕英，2015，《基於地域文化傳承的贛南旅遊紀念品設計研究》。廣

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潘丹丹，2015，《都安菁盛官話語法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蔡芳，2015，《柳城縣大埔鎮客家話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

學碩士論文。

戴斯謹，2015，《梅縣客家方言人稱代詞的句法及篇章銜接功能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戴菲菲，2015，《客家文化推介模擬口譯實踐報告》。廣西師範大學翻

譯碩士論文。

譚秀琴，2015，《象州縣石龍鎮客家方言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

文字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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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西民族大學

呂小梅，2015，《清代都柳江下游地區的移民與社會變遷》。廣西民族

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

3. 四川省

陳麗，2015，《龍泉柏合草編工藝在中學美術課程中的開發與利用》。

四川師範大學美術設計碩士論文。

鄭歡，2015，《四川威遠石坪山歌藝術特征探微：以歌曲「九道拐」為

例》。四川師範大學音樂碩士論文。

鐘琰娉，2016，《成都客家方言的被動句研究》。四川師範大學語言學

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三）「985 工程」學校

王翠婷，2015，《客家傳統生活器具的傳承與創新研究》。北京理工大

學設計學碩士論文。

白振智，2015，《關於客家微電影的發展研究》。重慶大學新聞與傳播

碩士論文。

許彬欣，2015，《臺灣文化創意產品發展思辨》。北京理工大學設計學

碩士論文。

陳瑩，2015，《贛南傳統客家圍屋民居建築文化研究》。東南大學美術

學碩士論文。

陳偉，2015，《好客都公司客家娘酒項目商業計劃書》。蘭州大學創業

管理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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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天，2015，《文化視閾下鐘理和創作研究》。山東大學中國現當代

文學博士論文。

藍淑華，2015，《江西信半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中央民族大學漢語

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四）其他學校

1. 南京師範大學

吳淼清，2015，《「東方文化周刊」對江南文化的傳播研究》。南京師

範大學新聞與傳播碩士論文。

李玢玢，2015，《贛南地區客家文化下的圍屋建築研究》。南京師範大

學環境藝術設計碩士論文。

張天濤，2015，《客家人物藝術特征及圖式語言研究》。南京師範大學

西畫碩士論文。

2. 西南交通大學

姜科，2015，《客家方言中的古漢語文字設計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工

業設計工程碩士論文。

凌華蔚，2016，《廣西北流西垠鎮田心村客家方言音系研究》。西南交

通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謝婷，2015，《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語法變異研究》。西南交通大學漢語

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3. 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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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秋曦，2015，《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外交學院外國語

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王鑫，2015，《康熙時期大陸向臺灣地區移民研究》。曲阜師範大學中

國古代史碩士論文。

呂春玲，2015，《淺析閩西客家元素在鄉村景觀中的運用》。蘇州大學

藝術設計碩士論文。

李姍婷，2015，《基於閩南土樓再利用的文化型綠道構建》。哈爾濱大

學建築學碩士論文。

杜麗媛，2015，《江西省行政地名語源類型及區域差異研究》。山西師

範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文。

胡秋平，2015，《遂川客家方言調查研究》。雲南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

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孫靜，2016，《想象與現實：明清客籍貴州文人視域中的「苗人」社會

生活》。貴州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

郭恒，2015，《農地確權：農民的產權認知與行為選擇》。華中師範大

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論文。

郭靜，2015，《近代廣東客家留學生研究》。蘇州科技學院專門史碩士

論文。

倪曉璐，2015，《屯堡人體質特征與群體遺傳表型特征分析》。內蒙古

師範大學動物學碩士論文。

夏蒙，2015，《客家箏曲「蕉窗夜雨」三種演奏版本比較研究》。南京

藝術學院音樂舞蹈學碩士論文。

馬艷婷，2015，《試論江西贛南區域興國客家山歌「哎呀嘞」的藝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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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與舞蹈碩士論文。

張北松，2015，《客家土樓建築文化與藝術特征研究》。東北師範大學

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

張曉瓊，2015，《變與不變：對一個客家鄉村送「鏡」禮俗的儀式傳播

考察》。雲南大學傳播學碩士論文。

* 張勇華，2016，《明中期以降贛閩粵客家聚居區的聯宗與族群關系》。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論文。

莊逸君，2015，《紀念性建築設計研究》。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與土

木工程碩士論文。

陳涵，2015，《英國長老會文獻「客英大辭典」漢字研究》。浙江財經

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曾潔婷，2016，《客家方言區初中生作文語病現象調查研究》。青海師

範大學教育碩士論文。

梅芳，2015，《現代流動人口同鄉組織社會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社會

網絡視野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

黃淑敏，2015，《福建省南平市王臺方言詞匯研究》。雲南大學語言學

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彭笑芳，2015，《湘方言處置標記研究》。西南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

學碩士論文。

楊非同，2016，《客家民歌的音樂色彩在鋼琴作品中的體現》。西安音

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論文。

廖振威，2015，《民間故事、族群認同與民俗體育傳承》。寧波大學體

育人文社會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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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洋，2015，《語言、飲食與文化認同》。上海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

賴玟伊，2016，《視覺符號與贛南客家文化的傳承》。上海師範大學藝

術碩士論文。

應姿，2016，《客家山歌有咁多》。中國音樂學院音樂與舞蹈學碩士論

文。

羅毅，2015，《夾侗話語音研究》。貴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蘭玉珊，2015，《贛南客家民俗體育項目采茶舞的形成、演進與發展研

究》。雲南師範大學體育教育訓練學碩士論文。

四、其他國家／地區

（一）美國

*Chen, Chun-ming, 2015, Mountain and Farmland, a Hakka-style Suite 

by Taiwanese Composer Tai-Hsiang Li.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Music, University of Iowa.

*Hsu, Pi-chen, 2015, Mother-child Separation and Second Generation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 An In-depth Case Study Exploration of 

a Three Generation Taiwanese Hakka Famil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Program,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Jackson, Paul Allen, 2015, These Are Not Just Words: Religious Language 

of Daoist Temples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ligious Studies Program,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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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 Chia-hsin, 2015, Speech Processing of Hai-lu Hakka Falling Tones 

and Tone Sandhi.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 Germanic, Slavic,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二）新加坡

*Lai, Yu-ju, 2015, Ancestors, Ancestral Deities and the State: A Study of Clan 

Networks of Hokkien and Hakka Chinese in Singapor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Kwan, Qi Xiang, 2015, Connectionalism and Print: Network, Ideas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Methodist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936-1960.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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