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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鼓勵客家研究的多樣性與價值性，《客家基本法》於第十一條明訂「補助大學

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以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因此本計畫之研究目

的在於：一、《客家基本法》實施前，客家學術機構發展概況。二、客家基本法

實施後，客家學術機構發展的現況。三、《客家基本法》的實施對補助大學校院

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以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政策執行的影響。四、客家基本

法實施後對客家學術機構之師資、學生、課程等獎勵性措施。簡言之，本計畫擬

以《客家基本法》對學術組織影響為重點，並聚焦於客家基本法對客家學術機構

在學生、課程、師資、學術研究計畫等分配方式的可能影響，本計畫分從《客家

基本法》、政策影響評估、客家學術機構等面向，探討《客家基本法》對客家學

術機構之影響，研究方法則以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法為主。 

 

關鍵詞：客家基本法、客家學術機構、政策評估 

 



 

8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一九八 O 年代的「還我母語運動」開始，台灣客家所扮演的角色從隱型

逐漸顯現出來，客家公共事務也開始蓬勃發展，甚至位於客家地區的大專院校對

於客家議題之學術交流也越來越多，客家研究在臺灣學術研究領域的能見度便逐

步提升。客家委員會自成立以來，即以提升客家學術研究品質、促進客家知識體

系之發展、建構學術主流之「客家學」為目的。隨著客家相關系所、研究中心與

相關課程的開設，以及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獎助客家研究博

碩士論文」、「四溪計畫」、「臺灣客家知識體系深耕計畫」等計畫性、系統性推展，

對客家學術研究的生產，顯有實質貢獻。 

2010 年《客家基本法》的通過，除代表落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精神外，更

明確揭示政府整體施政之規範秩序與方向（鍾國允，2010：60）；該法第 11 條即

陳述政府獎勵客家學術體系、研究與交流：「政府應積極獎勵客家學術研究，鼓

勵大學校院設立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識體系。」

是以，發展客家學術研究，毫無疑問地，政府施政所應遵循的方向。然《客家基

本法》實施後，對客家學術機構究竟有何影響？迄今尚無一系統性的研究；爰此

本研究將分從《客家基本法》、客家學術機構、政策評估等面向，並透過個案分

析，運用回應性評估架構，探討各個學術機構在客家基本法成立後運作上之差

異、補助客家學術機構政策執行的影響以及實務上客家基本法對於師資、學生、

課程等有和獎勵性措施，並且進行相關的問題探討。 

職是之故，本計畫目的臚列於下： 

一、《客家基本法》實施前，客家學術機構發展概況。 

二、客家基本法實施後，客家學術機構發展的現況。 



 

9 

三、《客家基本法》的實施對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以及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計畫政策執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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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回應性評估 

一、政策評估 

自 1970 年來，政策評估已成為當代公共政策分析的重心之一。然何謂政策

評估？本文擬透過不同學者的研究，說明政策評估定義。 

（一） Nachmias 與 Nachmias（1979：1-6）：指客觀、系統與經驗性地檢視

現行的公共政策與計畫。 

（二） Weiss（1972:1）：評估者係以一種明示或暗示的標準，檢視或衡量某

一現象，並且對各種人、事、觀念進行優劣之判斷。 

（三） Rossi 與 Freeman（1982：20-21）：有系統運用社會研究程序，以評量

社會干預計畫的概念、設計、執行與效用。」 

（四） Quade（1989：262）：針對政策活動及其成效進行價值判斷的過程。 

（五） Posavac 與 Carey（2007：2）：利用各種方法、技巧及敏感性需求去

確定服務的必要性，以及確認服務是否在合理的成本以及沒有副作用

的情形下，按計畫進行和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六） Dunn（2008：58）：利用各種方法與相關資訊去觀察政策績效、產出

與一開始期望的差距，並做為政策評量、適應、賡續、終止等參考之

用。 

（七） 林水波、張世賢（1984：330-331）：基於有系統和客觀的資料蒐集與

分析，進行合理判定政策的投入、產出、效能與影響的過程，而其主

要的目的在於提供現行政策運作的實況及其效果的資訊，以為政策管

理、政策持續、修正或終結的基礎，擬定未來決策的方針，發展更為

有效和更為經濟的政策。 

（八） 吳定（1995：399）：利用科學方法與技術，系統的蒐集相關資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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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政策方案之內容及可行性、規劃與執行過程，及執行結果的一系列

活動。其目的在提供決策者或主管機關選擇、修正持續、終止政策方

案，或重新界定政策問題所需的資訊，由此定義可知，政策評估活動

並非僅指政策執行績效的評估，也包含政策執行前與執行中的評估。 

（九） 林鍾沂（2000：55-88）：就政策面向而言，任何政策的有效分析，不

能由分析者武斷的決定，而應考慮可能的相關面向；在服務對象方

面，政策除了應重視決策者、執行者、監督者的意圖外，更應重視一

般民眾、基層人員的態度。 

綜上所述，政策評估一方面是根據政策影響程度來決定政策結果，另一方面

則是根據所設定的準則或價值標準判斷政策的成功或失敗（陳恆鈞，2001）。爰

此，政策評估主要內涵有涵蓋有四，茲臚列於下（丘昌泰，2000：391）：  

（一） 政策評估的對象為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公共政策與計劃，主要可區分

為目標實現程度評估與政策衝擊（policy impact）或影響程度評估。 

（二） 政策評估的方法必須採用多元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要有以實驗設

計（experimental design）為主軸的量化方法，以及以自然調查

（naturalistic inquiry）為主軸的質化方法兩大類型。 

（三） 政策評估者包括內部與外部評估者，前者是指政府部門所從事的官方

評估，前者係指政府部門所從事的官方評估，後者則是私人的研究組

織、非營利組織、壓力團體、傳播媒體、公益組織以及各大學校園的

評估研究機構等非官方的評估者。 

（四） 政策評估的內容包括政策產出與結果（policy output and outcome），

前者係指政策完成之後，標的團體所實際接受到的財貨、勞務或資

源；就政策評估而言，只有透過政策結果的評鑑才能達到，因之所謂

政策結果是指政策產出對於標的團體所可能引起的行為或態度上的

改變，對於社會狀況所可能引起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或者是政策可能

產生的新問題；這些政策結果可能是政策影響、政策衝擊或政策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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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feedback）。 

二、回應性評估 

從政策評估演進角度而言，政策評估可區分為四大階段（Guba & Lincoln，

1989：21-49）： 

（一） 第一代政策評：主要是指「實驗室評估」的情形下所從事的實驗，主

要強調「測量」。 

（二） 第二代政策評估：強調「田野實驗」。政策評估必須在現實環境中進

行實驗，如學校、工廠或戰場等，稱為田野實驗，優點為外在效度較

高。 

（三） 第三代政策評估：主要強調「社會實驗」。將實驗設計原理從實驗室、

田野擴展到整個社會或政府所推動的公共政策，以實驗成果作為評估

政策的主要方法論。 

（四） 第四代政策評估：立足於對影響實驗設計的反思，以相對主義與建構

主義為基礎，重視對於政策利害關係人主張（claims）、關切（concerns）

與議題（issues），稱之為「回應性」的評估（responsive evaluation）。 

Guba 與 Lincoln 認為前三代政策評估可以稱之為「實驗政策評估」，因為當

時的政策評估者都喜歡採取實驗設計方法作為評估公共政策的工具；而實驗設計

又是高等統計學中的核心技術，故又稱為「量化政策評估」（quantitative policy 

evaluation）。Guba 與 Lincoln 則提出以質化方法為導向的「質化政策評估」，無

論在方法論與研究過程上都與過去的實驗典範有所不同：（一）實驗評估強調「政

策評估者」的優勢地位，質化評估則主張「被評估者」的功能地位。（二）實驗

評估強調運用邏輯實證論的科學調查方法，質化評估則強調建構論的自然觀察方

法。（三）實驗評估強調明確的多元變異量關係，質化評估則主張建構利害關係

人的要求、關切與疑問（李允傑、丘昌泰，1999：331-332）。 

表 1：政策評估理論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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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期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時間  1910－WWI WWI－1963 1963－1974 １974－至今 

主要活動 測量 

（measurement）

以實驗測量設計

為主 

描述 

（description）

田野實驗：在

現實生活環境

中進行戶外調

查活動 

判斷 

（judgment） 

社會實驗：主

要評估社會行

動計劃能否有

效解決問題 

回應 

（responsive ）

政策制定：由過

去只注重統計

數字的「社會指

標」逐漸轉為民

意參與的「政策

指導」 

理論基礎 屬實證理論範圍

之「測量評估」 

（measurement 

evaluation）。 

屬實證理論範

圍之「描述評

估」（descriptive 

evaluation）。

屬實證理論範

圍之「判斷評

估」（judgment 

evaluation）。

屬自然論評估

途徑

（Naturalistic 

approach）。 

評估者角

色 

技術人員

（technician） 

描述者

（describer） 

判斷者

（judge） 

技術人員、描述

者、判斷者、調

停者、協力者、

變革推動者 

評估活動 

內涵 

工具導向

（instrument 

oriented）：運用

適當的測量工

具，有系統的蒐

集個別資料進行

評估。 

目的導向

（Objectives 

oriented）：對

已經執行的政

策方案，依預

期的特定目的

描述其結果之

決策導向

（decision 

oriented）：依

被評估者的內

在本質、外在

前因後果兩項

價值來判斷被

考量人類整體 

福祉，並綜合政

治、社會、文化

及前因後果的

所有因素；並強

調評估者與利

害關係人，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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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劣。 評估者的良

窳，並強調判

斷乃是政策評

估不可或缺的

一部分。 

動與協商中進

行評估；重視評

估過程及結果

的公平性與公

正性。 

資料來源：整理自吳定（1994：419）；李允傑、丘昌泰（1999：279-283） 

本研究即運用第四代評估，亦即回應性評估，針對家基本法實施後對客家學

術機關影響，以政策利害關係人為切入點進行評估，以期確保評估結果之相關

性、均衡性、使用姓、均衡性、與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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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圖 1：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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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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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設計與實施主要分為四小節來加以分析與探討。第一小節為研究架

構；第二小節為樣本分析；第三小節為資料蒐集方法；第四小節為資料分析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運用回應性評估概念，建構此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2：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繪製 

本研究架構將以利害關係人角度對客家基本法施實後對客家學術機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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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應性評估。本研究利害關係人將以客家學術機構任職之教授與研究人員為

主。評估指標係則針對客家基本法實施後，是否能有效提升我國客家學術研究；

依據前述政策評估範圍之界定，本回應性評估指標如下： 

（一）客家學術研究機構：客家基本法實施後，客家學術機構與師資數量上

有無成長? 

（二）客家學術研究投入：客家基本法實施後，客家學術研究補助是否有成

長? 

（三）客家學術研究產出：客家基本法實施後，客家學術研究的質與量，是

否有提升?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係透過《客家基本法》、客家學術機構與政策評估等面向，論述《客

家基本法》對台灣客家學術機構之影響，並以質性研究法中之文獻分析與深度訪

談作為資料蒐集的方法。前者係從政策評估理論進行分析探討，後者主要針對客

家學術機構研究人員深度訪談，期盼瞭解《客家基本法》對客家學術機構之各面

向影響，以作為未來新興客家學術機構設立與運作之參考。 

質性研究主張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之中，運用一種或多種的資料蒐集方式，從

被研究對象的立場與觀點針對所蒐集資料進行詮釋的過程，以期理解研究現象或

行為之外顯與內隱意義（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的特徵，臚列於下（Bogdan 

& Biklen，1998）： 

（一）研究中蒐集的資料，是人、地和會談等所謂軟性資料豐富描述。 

（二）研究問題並非由操作型定義的變項來界定，而是在複雜情境中形成。 

（三）研究焦點可在資料蒐集中發展而成，而非在一開始就設定待答問題或

待考驗的假說。 

（四）了解行為必須由被研究者的內在觀點出發，外在因素僅居次要地位。 

（五）傾向於在被研究者日常生活情境中，與被研究者作持久接觸以蒐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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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本計畫係以運用質性研究中之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法瞭解《客家基本法》對

地方客家行政機關之影響，透過三角定位法（triangulation）交互檢證，期盼能

使研究結果更具豐富性。所謂三角定位法，係指研究者透過運用兩種以上的資料

蒐集方法來檢驗假設變項與歸納研究結果，以降低某些方法特性對特定知識主體

的影響程度（Bogdan & Biklen, 1998）。簡言之，研究者運用三角定位法有下列三

個優點（Jick，1983）：（一）社會實體是複雜且多面向的，而研究方法各有所長

也各有限制，都只能描述實體的某一面向；（二）在同一研究中，不同研究方法

與研究者所獲得的資料、方法、理論間，可以相互對話，以進行比較與整合；（三）

多種研究方法的效度高於單一研究方法。例如文獻分析可以作為深度訪談的補

充；倘若不同資料蒐集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發現皆具有一致性，則這些發現的效

度就相形提高。本計畫資料蒐集方法，概略敘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可蓋括區分為資料蒐集與資料分析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蒐集與研

究主題有關的期刊論文、專書、專書論文、碩博士論文及研討會論文等資料。第

二階則係就蒐集的大量資料中，整理出秩序、結構，或是詮釋出箇中蘊含的意義

（Marshall & Rossman. 2006；李正賢譯，2006）。是以，本計畫擬蒐集與《客家

基本法》、客家地方行政機關、政策影響評估相關的國內、外書籍、期刊、論文、

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料，進行分析、比較、整理與綜合，並且從理論

與實務等構面對地方客家行政機關進行分析探討。 

（二）深度訪談法 

「訪談」是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聆聽、

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行動的意義，進而在透過詮釋過程，還原再

現被研究者的現象與行動（潘淑滿，2003）。因此，深度訪談是一種受訪者與訪

談者間主觀意識的流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Mishler，

1986），其目的不在於假設驗證、找出因果關係以及及建立通則，而是希望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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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場域中發現事實真相（江明修，2009）。 

職是之故，本研究透過立意抽樣，對於客家學術機構的學者進行深度訪談；

亦以受訪者意見為依據，以滾雪球模式抽樣訪談。 

三、樣本描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客家基本法》對於客家學術機構之影響，故本研究範圍主

要以客家學術機構任教者為主要研究對象，然囿於地域限制，選取之訪談對象皆

為任教於北部大專院校之教授。 

表 2：訪談對象簡介 

編號 受訪者 背景描述 

A OO大學教授 曾任職OO大學客家相關學院院長 

B OO大學副教授 曾任OO客家學院，並參與、主持多項客家

委員會研究計畫 

C OO大學教授 現任OO大學客家相關研究所所長並參與、

主持多項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 

D OO大學教授教授 現任OO大學客家相關研究所所長並參與、

主持多項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 

E OO大學教授助理教授 曾負責客家通識教育教學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



 

21 

第二章 現況分析 

第一節 客家基本法之緣起 

《客家基本法》草案總說明（2010）中，揭示了「為了落實憲法肯定多元文

化之意旨，並且基於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社會特質、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益與實

現平等權，以及客家文化為臺灣本土文化之重要一環，政府應積極建立客家政策

機制，逐步落實相關措施，具體調整體制與重建價值，進而重建客家文化及其尊

嚴，以實踐一個多元族群和諧共榮之社會」。黃玉振先生擔任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主任委員，積極推動《客家基本法》之立法；2010 年 1 月 5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

《客家基本法》，並於 1 月 27 日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憲法』的文本只有「邊疆民族」的文字，也就是指漢人以外的「少

數民族」（national minority），所謂「族群」（ethnic group）的概念，只總綱第 5

條中「各民族一律平等」約略相關；其意涵大致上是將漢、滿、蒙、回、藏等等

視為民族。此外，在有關人民權利義務的第二章，有「不分男女、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的用詞（第 7 條），不過，究竟所謂種族指涉

的內涵；如果是漢人與其他「民族」的差別，就沒有必要另外用混淆不清的「種

族」（施正鋒，2011）。由此可見，憲法中對於我們當前所認知的四大族群，並未

有詳細、明確的概念認定。所以我們在過去的政策過程中完全看不見多元主義的

色彩，導致台灣多元族群的文藝）現、倫理體系、價值觀念皆沒有機會被社會大

眾肯定與認識。 

David K. Ryden（1996:83）坦率地指出，如果一個人所屬的團體在決策過程

不如其他族群，那麼，個人在形式上所取得的政治平等，並不會帶來真正的平等；

Bhikhu Parekh（2000:217-18）更進一步主張，如果集體權真的要有意義，除了成

員必須要結合起來要求相關政策，更要有政治制度上的安排來執行；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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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mlicka（1998:33）甚至於強調，除非少數族群有自己的政治決策機制／機構，

很難不被他人否決，如此一來，集體權的行使還是會落空（轉引自施正鋒，2002）。 

在台灣，多元文化主義的肇端為 1996 年原住民委員會成立，且根據《憲法》

第四次增修條文第十條 ，多元文化主義明顯的開始正式成為政府政策的指導方

針，並逐漸認同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強調所謂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認，也就是以

承認來）達對於對方的尊重，具體而言，就是由國家出面保障少數族群的權利

（minority rights），特別是透過公共領域的制度設計，來）達公平的承認、或是

公平的整合條件（施正鋒，2011）。而在此概念的催化之下，族群專責事務機關

的建立（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及 2005 年原住民基本法、2010

年《客家基本法》的制訂通過，可謂台灣在打造多元社會的進程上，又推進了一

大步，並顯示了政府當前欲建立多元文化社會的企圖心。 

整體而言，《客家基本法》制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具有多元之

族群，然而，客家族群長期以來未受到應有之重視，而面臨著身分認同危機、文

化流失、客家公共領域式微等，連帶也使得做為族群特色之語言與傳統日益消

失；另一方面，客委會成立運作之後，讓我國的客家事務有了專責的行政機關，

然而，由於缺乏法源依據，使其行政措施缺乏強制性作為，只能藉由補助、獎勵

的方式推動，以致無法普遍而深入地推展各項工作（李世暉，2011）。 

因此於《客家基本法》草案總說明（2010）中，揭示了「為了落實憲法肯定

多元文化之意旨，並且基於臺灣多元族群文化之社會特質、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

益與實現平等權，以及客家文化為臺灣本土文化之重要一環，政府應積極建立客

家政策機制，逐步落實相關措施，具體調整體制與重建價值，進而重建客家文化

及其尊嚴，以實踐一個多元族群和諧共榮之社會」。黃玉振先生擔任行政院客家

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推動《客家基本法》之立法，不到兩年，2009 年 10 月 22

日，行政院院會通過《客家基本法》草案，並於隔年 1 月 27 日公布全文 15 條，

自公布日施行。 

《客家基本法》第 11 條：「政府應積極獎勵客家學術研究，鼓勵大學校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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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識體系。」讓客家學

術機構的設置得到了政府的支持與重視，也讓針對客家學術機構的獎補助機制獲

得法源保障。簡言之，《客家基本法》的立法，對於臺灣客家族群不論在客家語

言、客家文化、客家產業上都有著正面的影響；未來不論中央機關亦或地方行政

機關，在規劃客家學術機構、補助客家相關學術研究政策時，也將依據《客家基

本法》進行妥適的規劃與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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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家學術機構現況分析 

本研究所稱之客家學術機構，基本上涵蓋兩大類型；第一種為正式授予學位

之系所，例如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以及國立聯

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等；第二類則是以研究為主之研究單位，例如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國立聯合大學全球客家研究中心等。自 2003 年國立中央大學設

立客家學院，強調以社會科學方法論進行客家研究，並提出和諧多元族群關係之

公民社會論述為宗旨，不僅引領國內外客家學術的研究風氣，更帶動具有地緣優

勢的學術機構設立了相關系所，以順應這一股客家研究的驅力。迄今，我國高等

教育機關已成立客家學術機構者，已達 6 校 13 系所（參見表 3），更有 21 所大

專院校設有客家研究中心者（參見表 4）。這些學術研究機構的成立，除擴大客

家研究的研究範圍，更平衡南臺灣與北臺灣客家學術研究質量上的落差，為客家

議題的研究能量與與永續發展的基礎提供堅實基礎（孫煒，2011）。 

一、客家學術機構之發展 

以客家研究學院設立的時間看來，最早為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之設立；第二為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設立；第三為聯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的設立。三者可說是

分別立於桃竹苗三個客家族群活動重鎮的學術研究機構。從時間角度觀之，93

年與 95 年成長最為豐碩，各有 4 客家學術研究系所成立；自 96 年以後，客家學

術研究系所設立已停滯，迄今維持 13 系所。然從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

研究所」99 學年度起與「台灣文化產業經營學系」整合為「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班」以及國立聯合大學經濟自 102 學年度停止招生的現象觀之，客家學術研

究系所的發展似乎遭遇發展瓶頸。 

表 3：客家學術校院機構 

編號 學校 系所 招生 

1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2003 年 8 月成立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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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研究所 2004 年 8 月成立暨招生 

3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2004 年 8 月成立暨招生 

4 國立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

化研究所 

人社系自 2004年 8月招生,

族群所自 2008 年 8 月招生

5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2004 年 8 月招生 

6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所 2004 年 10 月 28 日揭牌暨

招生 

7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05 年 9 月 23 日成立，

2006 年 8 月招生 

8 國立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

專班 

2006 年 8 月招生 

9 國立聯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2006 年 8 月 1 日成立暨招

生 

10 國立聯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2006 年 8 月 1 日成立暨招

生 

11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2006 年 8 月 1 日成立 

12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含碩

士班） 1 

2006 年 8 月 1 日成立「客

家文化研究所」暨招生 

13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2006 年 10 月 17 日成立，

96 年招生 

資料來源：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a）。 

                         

1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2006 年成立「客家文化研究所」，99 學年度起與「台灣文化產業經營

學系」整合為「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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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客家學術研究系所成長趨勢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a）。 

相較於客家系所成立停滯的狀況，客家相關學術研究中心的設置一直維持穩

定的發展，也不局限前述已成立客家研究系所之大專院校。截至 2012 年為止，

全國大專院校中共有 21 所設置客家相關研究中心2 （客家委員會，2012），其中

計有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樹德科技大學與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等三所大專院校

客家相關研究中心係《客家基本法》公布實施設立。 

表 4：客家研究中心設置概況 

編號 學校名稱 研究中心名稱 設立時間 

1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1997 年 1 月成立籌備

處，2000 年 5 月 29 日成

立。 

2 明新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0 年 8 月 1 日成立。

                         

2開南大學 於 94 年 1 月成立客家研究中心，但客委會統計資料中未將其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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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立聯合大學 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3 年 3 月 20 日成立至

95 年 7 月 31 日止為一級

單位，院成立後歸屬於

院，為二級單位。 

4 美和技術學院 客家社區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2003 年 5 月 8 日成立，

94 年 8 月 1 日更名。 

5 國立成功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3 年 12 月 10 日成立。

6 國立交通大學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3 年 12 月 29 日成立。

7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產業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2004 年 12 月 27 日通過

設置規章。 

8 輔英科技大學 客家健康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5 年 1 月 21 日通過設

置規章。 

9 玄奘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2005 年 3 月 9 日成立。

10 大仁科技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6 年 3 月 9 日通過設

置辦法。 

1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2006 年 3 月 14 日通過設

置辦法。 

12 國立台灣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6 年 9 月 14 日成立，

97 年 3 月 8 日揭牌。 

13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 

客家研究中心 2007 年 10 月 3 日成立。

14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2007 年 10 月 24 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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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單位） 設置辦法，2008 年 4 月

16 日揭牌。 

15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客家經貿文化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7 年 11 月 27 日通過

設置辦法。 

16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8 年 3 月 26 日通過設

置要點 

17 大華技術學院 客家文化中心 2009 年 9 月成立。 

18 中州技術學院 客家研究中心 

（二級單位） 

2009 年 9 月 23 日通過設

置要點，98 年 10 月 24

日揭牌。 

19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 

客家研究中心 2010 年 9 月通過設置要

點 

20 樹德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暨推廣中

心 

2011 年 4 月 13 日通過設

置辦法；5 月 18 日生效

21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一級單位） 

2012 年 5 月 18 日 揭牌

成立 

資料來源：客家委員會（2012b）。  

 



 

29 

圖 4：客家學術研究系所成長趨勢 

資料來源：整理自客家委員會（2012b）。 

從師資比較觀點，依據《大學校院客家學院（系所）現況調查研究》（張維

安，2007）之統計資料，比較 2007 年與 2012 年專任師資變化，以交通大學客家

文化學院共增聘 19 位專任師資最多，聯合大學增加 9 位居次，其餘多數系所專

任師資變動不大。 

表 5：客家相關系所專任師資變化 

系所名稱 2007 2012 

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4 5 

中央大學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3 4 

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研究所 3 5 

高雄師範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所 3 2 

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3 4 

聯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4 5 

聯合大學 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1 5 

聯合大學 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1 5 

屏東教育大學 客家文化研究所3 2 1 

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11 26 

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8 12 

資料來源：整理自張維安（2007）、教育部（2012）。 

二、客家學術資源的投入 

《客家基本法》第 11 條：「政府應積極獎勵客家學術研究，鼓勵大學校院設

立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識體系。」提供客家

                         

3  99 學年度起與「台灣文化產業經營學系」整合為「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依據該

所專任師資網頁資訊，僅一位將客家研究列入研究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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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的獎補助機制獲得法源保障。事實上，客家委員會自 2003 年起，為建

構客家學術研究根基，一直持續藉由「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與「獎助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文」等模式，擴大客家研究資源。 

就「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來看，補助金額累計已逾 1 億 5 千萬。

補助金額自 2004 年最高峰 2650 萬以來隨即呈現緩慢下滑的趨勢，直到 2010 年

又緩步上揚。補助校數來看，則從 2003 年從三所客家學院（中央大學、聯合大

學與交通大學），快速增加到 2011 年增加至 30 所大專院校 

此外，所有設立客家研究中心之大專院校，皆有獲得客家委員會之補助。其

中國立中央大學獲得 4841 萬，占總金額 30.9%最多、其次為國立交通大學的 3272

萬（20.9%）、國立聯合大學的 2083 萬（13.3%）以及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的 1064

萬（6.8%）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的 1045 萬（6.7%）（參閱）7）。 

表 6：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統計 

年度 補助金額 （萬） 補助校數 

2003 2000 3 

2004 2650 5 

2005 1800 11 

2006 1940 13 

2007 1740 14 

2008 1413 28 

2009 1052 25 

2010 1452 27 

2011 1644.36 30 

總計 15316.36 155 

資料來源：客家委員會（2012c）。 

表 7：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與客家委員會獎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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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累計補助金額（萬） 百分比 

國立中央大學 4841 30.9% 

國立交通大學 3272 20.9% 

國立聯合大學 2083 13.3%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064 6.8% 

美和技術學院 575 3.7%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447 2.8%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395 2.5% 

輔英科技大學 195 1.2% 

國立台灣大學 157 1.0% 

玄奘大學 143 0.9% 

國立成功大學 140 0.9% 

大仁科技大學 125 0.8%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85 0.5%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75 0.5%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5 0.3% 

大華技術學院 42 0.3%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38 0.2% 

明新科技大學 30 0.2%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2 0.1% 

中州技術學院 10 0.1% 

樹德科技大學 10 0.1% 

資料來源：整理自客家委員會（2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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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統計 

資料來源：客家委員會（2012c） 

從「獎助客家學術研究」分析，客委會迄今獎助學術研究計畫已達 325 件，

獎助金額達 4170 萬。以研究計畫數量來看，2004 年最高，共計 59 件；以獎助

金額來看。則以 2012 年的 560 萬最高；每計畫平均獎助金額則為 12.8 萬。 

表 8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研究統計 

年度 補助研究計畫數 補助金額（萬） 平均補助金額

2003 29 273 9.4 

2004 59 487 8.3 

2005 22 344 15.6 

2006 31 485 15.6 

2007 27 379 14.0 

2008 22 342 15.5 

2009 29 355 12.2 

2010 29 507 17.5 

2011 35 43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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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2 560 13.3 

總計 325 4170 12.8 

資料來源：客家委員會（2012d） 

 

圖 6：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趨勢 

資料來源：客家委員會（2012d） 

從「獎助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文」來看，客委會獎助論文從 2003 年的 12

篇、80 萬，急速成長至 2011 年的 104 篇、528 萬；客委會迄今獎助論文共計 401

篇，獎助金額達 2343 萬。以研究計畫數量來看，2004 年最高，共計 59 件；以

獎助金額來看。則以 2012 年的 560 萬最高；每計畫平均獎助金額則為 12.8 萬。 

表 9：客家委員會補助客家博碩士論文統計 

年度 獎助論文數 獎助金額（萬） 

2003 12 80 

2004 18 95 

2005 2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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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9 125 

2007 26 130 

2008 44 250 

2009 74 489 

2010 82 528 

2011 104 528 

總計 401 2343 

資料來源：整理自客家委員會（2012e） 

 

 
圖 7：客家委員會補助客家博碩士論文趨勢 

資料來源：整理自客家委員會（2012e） 

此外，身為全國推動科學發展的最高專責機構，國家科學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雖未針對客家學術研究提供研究補助，但從專題研究計畫資料庫中，以「客

家」為關鍵字查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1994 年起，迄今累計補助客家相關專題

研究計畫 124 件，補助計額累計將近 8 千萬。從核定計畫數來看，以 2011 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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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專案研究計畫最多，年度補助金額則以 2008 年 876 萬 3 千為最高，單一專題

研究計畫中，以 1997 年「臺灣六堆客家話各次方言的音韻現象」補助金額逾 600

萬最高，平均補助金額約 62 萬 7 千。 

表 10：國科會補助客家相關專案研究計畫統計）（1994-2012） 

年度 核定金額（萬） 計畫數 年度 核定金額（萬） 計畫數 

1994 391000 2 2004 856000 2 

1995 1611300 3 2005 5448200 13 

1996 267700 1 2006 6302000 10 

1997 6648600 2 2007 5862000 9 

1998 1657600 4 2008 8763000 11 

1999 1827573 5 2009 6027200 10 

2000 3953117 8 2010 7587000 10 

2001 1473000 3 2011 8723000 14 

2002 999200 4 2012 6498000 7 

2003 2911600 6 總計 77807090 124 

資料來源：整理自國家科學委員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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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國科會（1994-2012）補助客家相關專案研究計畫趨勢 

資料來源：整理自國家科學委員會（2012）。 

三、客家學術研究之產出 

本研究以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就學術性論文以『客家』為關鍵字進行搜

尋，共檢索出 1106 筆資料。從出版日期分析，客家相關學術研究論文自從早期

鳳毛麟角，至 1995 年開始穩定成長；2000 年以後則呈現百家爭鳴的現象。從另

學術領域來看，客家相關研究涵蓋甚廣，但仍以社會科學領域 511 篇、占 54%

最高，語言文字領域以 208 篇占 22%居次；第三則為藝術領域 137 篇占 14%；

其後依序為應用科學、史地總論、總類與自然，分別僅占 3%、3%、2%與 1%，

比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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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客家相關研究論文出版趨勢（1962-2011） 

資料來源：整理自國家圖書館（2012）。 

 

 

圖 10：客家相關研究論文領域分布（1962-2011）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國家圖書館（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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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客家學術機構發展 

從客家學術機構發展而言，受訪者多認為《客家基本法》的公布實施對客家

學術機構發展的影響，因面向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以下將分就客家研究系所、客

家研究機構、以及客家研究師資等三面向，說明論述之。 

一、客家研究系所的影響 

客家研究系所的設立，自 2007 年級呈現停滯現象；因此，就量而言，《客家

基本法》的公布實施對客家研究系所的增設並無任何正面助益。在少子化及高等

教育之過度擴充的影響下，許多大專院校已臨生源不足的壓力。因此，在外在環

境條件的限制下，系所增設確有其困難。此外，對尚於襁褓階段的客家研究，不

僅學生認知有限，更憂慮未來出路。因此，即便是國立大學，同樣也面臨招生不

足與系所整併的壓力。 

ＯＯ院有三個所，除了ＯＯ所每年都可以召滿外，其他兩個所都很不太樂

觀。像今年一個只有7人報考，一個只有11個人報考。錄取率這麼高，當然

不好看...這也是一種惡性循環，會把品質無形拉下來，以後更沒學生想念...

所以最近已經開始討論所合併事宜。（受訪者C） 

像在新聞天天在講經濟不景氣、求職困難，對很多學生來講，這已經不是說

有沒有興趣的問題，而是唸完後能幹嘛？可不可以順利找到工作？我之前就

碰到一位學生，畢業一兩年還是沒找到合適的工作，現在還在ＯＯ打工。我

想這跟《客家基本法》有沒有落實關係不大。（受訪者Ｄ） 

你問我《客家基本法》對系所發展有麼影響，我倒覺得應該注意的是成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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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ＯＯ學院又如何？真的對客家研究有幫助？你可以看看現在已經有客家學

院大學設的系所，有些不但系所名稱都跟沒有客家兩個字，說真的，你去看

看他開設的課程，連必修課都看不出跟客家研究有任何關聯。我不是說什麼

課程都要冠上客家兩個字，但都客家無關的話，又怎能叫客家學院？...當然

現在各個大學都有招生壓力，很多大學科系都用改名的方式吸引學生的注

意。（受訪者A） 

二、客家研究中心的影響 

各大專院校相繼成立客家相關學術研究中心，受訪者多認為客家委員會提供

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的補助經費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大專院校客家研究

中心的總數之所以一直維持穩定成長，與客家委員會的積極補助大專院校發展客

家學術機構息息相關；《客家基本法》中確實揭示政府獎勵客家學術體系的政策

方向，但客家委員會早於 2003 年起即持續補助，2008 年後更補助金額更幾近倍

增。易言之，補助大專院校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係客家委員會政策方向，此政策方

向因《客家基本法》三讀通過更具合法性，但受訪者皆不認為《客家基本法》的

實施為客家研究中心穩定成長的關鍵因素。此外，相對於正式系所，研究中心沒

有師資限制與招生壓力，其設立更具有彈性。例如受訪者 B提到： 

客家研究中心的成立，或多或少都跟客委會的補助相關。你要做研究、辦活

動、研討會，都要用錢。客委會對學校這方面的補助一向有固定的預算，有

經費才能做事。姑且不論這些學校會不會把客家研究當成發展重要方向，很

多學校是哪有經費就往哪走…（受訪者E） 。 

三、客家研究師資的影響 

從第二章對客家系所專任師資聘任現況所作之分析來看，客家系所專任師資

的聘任呈現皆相當穩定；然受訪者多數都認為各系所專任教師的聘任，並未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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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本法》的實施關係有所改變。 

現在大學都有員額管制小組，即使每個系所專任配的額，校方還是可以調

整。客家基本法是有提到推動客家研究，但是大學現在是大學自治，教育又

屬於教育部的權責，這個法律對大學推動客家研究有沒有約束力，我想應該

是很清楚。（受訪者A） 

客家基本法基本上是宣示性的條文，到底誰來執行？是教育部還是客委會？

教育部才是教育主管機關。有些大學校長本身就對客家研究不是很支持，你

要說服他把名額留給你，是有困難的；…有的還說要前百大畢業的才能給專

任。（受訪者C） 

我們之前還碰到過所上還有專任教師的缺額，但校方一直不同意以專任方式

聘任，只能用專案方式。因為現在大學教職有所謂總量管制，校方希望把缺

額用在他想要發展的方向；現在《客家基本法》有了，情況還是一樣。（受

訪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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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家學術資源投入 

從客家學術資源投入，受訪者多認為目前客家委員會扮演最關鍵角色。誠如

第二章分析，客家委員會歷年學術研究補助累計逾 2 億元；其中逾 1 億 5 千萬補

助 39 所大專院校發展客家研究機構、2841 萬投入 325 項客家研究計畫、2343

萬用於獎勵傑出博碩士論文共 401 篇。 

表 11：客委會學術資源投入統計 

學術資源投入項目 獎助數 獎助金額（萬） 

發展客家研究機構 39 15000 

專題研究計畫 325 2841 

博碩士論文獎助 401 2343 

資料來源：整理自客家委員會（2012c、2012d、2012e） 

學術資源的充分投入，對新興客家研究的推動至關重要；而投入資源之多

寡，必須有法律規章作基準，才得以進行經費編制。但從歷史資料分析，客家基

本法雖提供發展客家研究的合法性基礎，客家研究資源的投入並非始自於《客家

基本法》實施之後；此政策方向不僅早已確立，亦維持相當穩定的水準。 

客委會從以前就開始對研究計畫或是論文獎助，就非常的支持。每年都有老

師學生獲得獎助。（受訪者C） 

惟相較於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之金額與執行期限，受訪學者對客家

委員會的補助措施多有提出改進看法。 

國科會計畫都起碼以一年，但客委會計畫大都是11個月，一些行政措施耗掉

的時間，去頭去尾，真正能用來研究的時間真的不夠，影響研究的品質當然

也一定會受到影響。（受訪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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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研究案的經費，大部分都在10-20萬之間，把一些固定人事支出扣掉，

所剩無幾，你看國科會計畫，一般也都有40萬以上，所以你真的要做一些大

的研究，是有一些困難。（受訪者A） 

此外，國家科學委員會一直是我國學術發展獎助機關，但隨著學術研究經費

愈趨拮据，國科會的專題補助競爭也愈趨激烈。因此，國科會歷年來雖有補助客

家相關研究，但每年平均 10-15 個專案補助計畫，仍有不足；其次，欠缺專門學

門，也不利研究計畫的申請。但近來似乎因《客家基本法》立法，客家研究獲得

重視。受訪者 A 說明如下： 

前一陣子國科會有一份文說國科會已經開始研究設立一個專門的客家研究學

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未來我們申請計畫也不會想哪一個領域比較適

合。我想這應該是近年對客家學術研究最好的消息，也應該是《客家基本法》

後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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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家學術研究的產出 

誠如第二章現況分析所述，客家學術期刊論文的出版，已有顯著性的成長；

從 90 年中期每年平均不到 20 篇論文，2005 年達到 95 篇歷史記錄，到 2011 年

亦有 77 篇的水準。客家學術研究產出的突飛猛進，一方面是因為客家委員會施

政政策方向，給予學者研究資源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在目前學術氛圍，學者積

極發）論文著作申請教師升等的現象。是以，《客家基本法》實施，似乎並未在

客家研究產出上，造成明顯差異。 

客委會補助的研究計畫給年輕學者資源進行研究，其中很多好的論文修正後

就刊出。（受訪者C） 

現在甚麼都看paper，還有所謂N年條款，就是說N年沒升等就解聘，所以每

個年輕老師壓力都很大，都要想辦法發）論文，是什麼i的又更好，當然論文

就多了。（受訪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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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從客家研究學者對《客家基本法》通過後之描述中，本研究發現客家研究機

構的發展與客家基本法之通過，雖無實質關係存在，但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學術

研究的努力，深受受訪者之肯定。以下其分在客家研究機構的發展、客家資源之

投入以及客家研究的產出三個面向，總結性地簡敘如下： 

一、客家研究機構的發展： 

囿於台灣整體高等教育環境限制，以及《客家基本法》宣示性條文政策約束

力薄弱，高等教育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以及大學自治的情況下，不僅限縮客家系

所的發展，甚或是有萎縮之傾向。但客家研究中心因研究資源的投入，呈現穩定

持續的發展。 

二、客家研究資源之投入 

客家研究資源，主要來自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從核定專案研究計

畫資料分析來看，國家科學委員會核定補助客家相關之專題研究計畫，自 2005

年起開始大幅成長；而在《客家基本法》實施之前，客家委員會業已提供研究機

構、研究計畫以及優秀論文獎助，皆維持相當穩定的水準。因此，從研究補助面

相而言，《客家基本法》實施後，客家研究資源的透入並無顯著改變。惟國家科

學委員會將成立獨立客家研究學門，對客家研究應能發揮正面效果；就此點觀

之，《客家基本法》似乎讓客家研究更加獲得重視。 

三、客家研究的產出 

近年來，客家研究產出已有相當成果；《客家基本法》實施對客家研究的影

響，似乎並未）現在期刊統計數據。造成研究論文大幅增加的主因，主要有二，

其一為客家委員會長期投入資源鼓勵學術研究的結果，其二則是當前大學重視論

文產出的現象所致。 

制度是一套遊戲規則，制度化則是將這套規則予以合法性的保障，讓受到這



 

45 

套規則影響的人們有遵循的行為規範，立法即為其例。因此，《客家基本法》即

是制度化之一；將客家相關事務透過立法，予以規範和規定，因此當政策執行在

有法律作後盾的狀況下，更能增加政策執行的正當性。然而，《客家基本法》雖

明確揭示政府獎勵客家研究的政策方向，但因欠缺實際約束力，對許多大學與研

究機構而言，客家學術機構的發展仍不太受到重視；幸好，因客家委員會早已將

推動客家學術列為施政重點，未來仍可樂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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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客家基本法 

條文 備註 

第一條 （立法目的） 

  為落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精神，傳

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

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

集體權益，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

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

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行之四縣、海陸、

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立

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

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四、客家人口：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就

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五、客家事務：指與客家族群有關之公

共事務。 

 



 

52 

第三條 （跨部會首長會議之召開） 

    行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

務，必要時得召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1.召開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 

為了建立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客家

事務交流平台與整合機制，在 2008 年

舉行了第一次「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

議」。 

第四條 （全國客家會議定期之召開）

  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會議，研

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家事務。 

1.召開全國客家會議： 

在《客家基本法》通過前的 2009 年 9

月，即邀集各地區、各領域客家代）召

開第一屆「全國客家會議」，研討全國

客家事務方針，匯聚施政共識。而第二

屆「全國客家會議」也在 2010 年 12 月

舉行，以「客創新局」為主軸，歸納出

六大願景目標與政策準則4。 

第五條 （客家政策制定與區域規劃之

原則）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發展規劃，應

考量客家族群之權益與發展。 

 

第六條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設置）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

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

應列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

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

1.公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鄉

（鎮、市、區）： 

根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99 年至 100 年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現

在全台灣的客家重點發展區共有 69 個

                         

4  六大願景目標與政策準則為 1.尊嚴客家，通盤建構客家基本權利法制。2.文化客家，全力

營造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3.薪傳客家，全面復甦客語成為生活語言。4.驚艷客家，創意型塑客

家文化新風貌。5.特色客家，繁榮發展客庄加值產業能量。6.體驗客家，打造台灣成為全球客家

心靈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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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

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

加強客語能力；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

者，並得予獎勵。 

鄉（鎮、市、區），分布於 11 個直轄市、

縣（市）之中。 

2.具體落實「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

策： 

選定代）聚落，試行「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政策，且為協助客家文化生活環

境營造，設置了「客家生活環境營造輔

導團」。 

3.具體創新計劃 

辦理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圖書購藏工

作，以增加客庄居民對於客家文化之重

視；辦理「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

計畫」，以助加強客庄文化產業之推

廣。 

第七條 （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相關

類科）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增訂客家事務

相關類科，以因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1.高普特考增訂「客家事務行政」類科

2010 年起國家考試招考客家行政類

科，共錄取高考 6 位、普考 3 位，地方

行政三等特考花東區 3 位。2011 年則錄

取高考 1 位，地方特考預計錄取三等竹

苗區 1 位，四等桃園區 1 位。 

第八條 （客語資料庫之建立） 

  政府應辦理客語認證與推廣，並建

立客語資料庫，積極鼓勵客語復育傳

承、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 

1.辦理客語認證與推廣，並建立客語資

料庫 

每年固定舉辦客語能力認證，；並建置

「台灣客語詞彙資料庫」至 2009 年 11

月為止，已收錄了 35,605 個詞彙。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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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培助培訓客語師資及辦理「客語薪

傳師」制度。 

第九條 （客語無障礙環境之建置） 

  政府機關（構）應提供國民語言溝

通必要之公共服務，落實客語無障礙環

境。 

  辦理前項工作著有績效者，應予獎

勵。 

1.提供公事客語無障礙服務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行公事客語無障

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修正第 5 點自民

國 100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提供公事

客語相關服務，落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第十條 （提供獎勵措施） 

  政府應提供獎勵措施，並結合各級

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語

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1.營造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

校補助作業要點」（2006 年 10 月）、「獎

勵績優客與薪傳師作業要點」（2010 年

3 月），針對輔導學員通過客語認證執行

成效績優之客與薪傳師，核發五千元、

八千元、一萬元之獎勵金。 

2.創新具體計畫 

2011 年起，通過客語認證的學生，除了

在職專班以外，小學到博士班的學生皆

可申請獎學金。此外規劃試辦「客語幼

幼級認證」，研議結合客語生活學校教

學與認證來擴大辦理。 

第十一條 （客家學術研究之推展） 

  政府應積極獎勵客家學術研究，鼓

勵大學校院設立客家學術相關院、系、

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識體

1.鼓勵客家學術之研究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

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2003 年 3

月）、「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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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2003 年 2 月）。 

2.具體創新計劃 

研議訂定客家相關系所碩、博士學生獎

助學金發放，以鼓勵學生就讀客家研究

所並投入客家研究；此外，推動「建立

客家知識體系」計畫，俾利客家學術發

展。 

第十二條 （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

權之保障） 

  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

近用權，依法扶助規劃設立全國性之客

家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製播客家語

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

獎勵或補助。 

1.積極扶持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製作客家議

題電視節目作業要點」（2010 年 6 月）、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優良客語廣

播節目作業要點」（2009 年 9 月）。另現

設立有客家電視台，且自 98 年起辦理

串聯中、小功率電台（3 小時）並與大

功率電台（3 小時）合作，進行全國性

的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播推廣事宜。 

第十三條 （全球客家文化交流與研究

中心之建立）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族群連

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流與

研究中心。 

1.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流與研

究中心。 

（1）目前「台灣客家文化中心」正在

籌備中，主要是推動國家級客家文化園

區之籌設，與客家文化資料與文物典藏

與利用，該處下轄三個園區（六堆客家

文化園區、新瓦屋文化保存區、苗栗文

化園區）。 

（2）發行全球客家通訊季刊、建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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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客家文化推廣中心、協助海外客橋組

團來台進行參訪、開辦海外客家歌謠研

習班、改變海外客語教師研習班內容、

籌組客家青年文化訪問團。 

第十四條 （全國客家日之訂定）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以彰顯客家族

群對台灣多元文化之貢獻。 

1.訂定農曆正月二十日「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 

最初有八個備選日，最後決定以天穿日

（農曆正月二十日）為全國客家日。

2011 年客家日當日與台灣大車隊合作

經由客語互動及贈送造型便條紙的方

式創新宣傳，另也與中華海峽兩岸客家

文經交流協會在桃園巨蛋體育場辦理

「客家之夜」，同時宣導客家日。 

第十五條 （施行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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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年度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萬元） 

100 國立中央大學 2011 全球客家族群與公共事務之研

究：臺灣與海外客家議題暨國內外學

術交流活動及亞洲聯合論壇計畫 

375 

100 國立交通大學 客家社區之產業、社群與文化再現 165 

100 國立聯合大學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語言、文化與資訊

傳播之再現 

320 

100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臺灣尾閭的語言及族群關係 60 

100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南臺灣及臺東地區客家文化產業發

展與振興之研究暨六堆歷史文化與

產業學術研討會 

125 

100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六堆圖像與客家故事資源中心」建

置計畫 

70 

100 國立臺灣大學 2011 臺灣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客家研究基礎建置、人才匯集及學術

化 

100 

100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詔安客家文化研

究—發展與精進階段 

120 

100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西湖溪谷地客家人文空間的塑成與

發展：聚落、文化、族群、產業整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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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 

100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都會區客家族群之健康照護需

求研究 

15 

100 大仁科技大學 客家菁英人物之研習會 15 

100 高美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美濃月光山雜誌對客家族群福佬化

影響性之研究 

20 

100 國立成功大學 開設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10 

100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客家通論—打開客家門，領略客家情 10 

100 國立清華大學 開設「臺灣客家文化概論」通識課程

計畫 

10 

100 國立臺北大學 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中心開設客

家通識課程計畫 

24 

100 美和科技大學 六堆客家論壇 10 

100 玄奘大學 2011 年玄奘大學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12 

100 育達商業科技

大學 

客家文化與客庄十二大節慶課程計

畫 

10 

100 和春技術學院 「客家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7.4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12 

100 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 

開設「深化客家語言及文化」通識課

程 

6 

100 龍華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開設 7.1 

100 臺北海洋技術

學院 

客家文化推廣計畫 9.86 

100 嘉南藥理科技 「臺灣客家文化」通識課程之開設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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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畫 

100 蘭陽技術學院 客家文化與通識教育學程 6 

100 新生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醫護客語 12 

100 樹德科技大學 「課育．客語」—樹德科技大學語文

中心籌備處「客語課程」計畫 

10 

100 修平技術學院 100 年「客家文化與創意產業」通識

課程計畫 

8 

100 仁德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

化】與【悅讀客家】 

12 

99 國立中央大學 2010 全球客家族群民主治理之研

究：東亞經驗與國內外學術交流活動

計畫暨 2010 全球客家企業家論壇 

345 

99 國立交通大學 戲劇、閱聽人與文化風格：客家媒體

研究與設計實作 

60 

99 國立聯合大學 從苗栗的人文層面剖析客家情懷的

未來願景暨第八屆臺灣語言及其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85 

99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六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關係及文化

變遷 

75 

99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南部地區客家文化產業與社區發展

之研究暨六堆歷史文化與產業學術

研討會 

154 

99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客家文史藝術的跨領域發展與應用

研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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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國立臺灣大學 2010 臺灣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客家研究基礎建置、人才匯集及學術

化 

145 

99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詔安客家文化研

究—發展與精進階段 

111 

99 美和科技大學 六堆地區祠堂建築管理與運用之現

況及其展望調查研究 

25 

99 大華技術學院 客家創意文化技術平台與學程建置

計畫 

12 

99 大仁科技大學 客家祖堂文化（一）研究建置計畫 10 

99 高美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美濃月光山雜誌對離鄉客文化認同

及延續之研究 

15 

99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客家通論—客家文化及其變遷 10 

99 國立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開設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10 

99 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開設「台灣客家文化概論」

通識課程計畫 

8 

99 臺北醫學大學 醫用客語與客家文化 8 

99 育達商業科技

大學 

客家文化導論 8 

99 開南大學 開南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講座暨課程

開設計畫 

15 

99 玄奘大學 2010 年玄奘大學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12 

99 和春技術學院 「細說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6 

99 朝陽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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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台南科技大學 開設「深化客家語言及文化」通識課

程 

12 

99 龍華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開設 6 

99 台北海洋技術

學院 

客家文化推廣計畫 12 

99 蘭陽技術學院 客家文化與通識教育學程 6 

99 新生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醫護客語 15 

99 中州技術學院 中州技術學院客家研究中心購藏圖

書 

10 

98 國立中央大學 2009 台灣客家族群網絡研究：南桃

園客家與國內外學術交流活動計畫 

215 

98 國立交通大學 文化產業、戲劇與傳播：多元建構的

客家 

90 

98 國立聯合大學 苗栗地區族群互動的語言、產經、文

化分析與數位內容暨聯合大學開設

「客家語言與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191 

98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互動—以屏東縣麟

洛鄉為例 

25 

98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屏東先鋒堆（萬巒）地區客家文化產

業與社區發展之研究 

115 

98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學術研究基礎建置暨客家文化研究

計畫 

60 

98 國立臺灣大學 2009 臺灣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客家研究基礎建置、人才匯集及學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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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98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初期研究暨推展

客家文化計畫 

116 

98 輔英科技大學 六堆整體健康營造（三） 45 

98 大仁科技大學 六堆棟對及相關語文研究 15 

98 大華技術學院 客家創意文化數位典藏及產業人才

培育課程計畫 

12 

98 國立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開設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10 

98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客家通論—客家文化及其傳播 10 

98 育達商業科技

大學 

客家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6 

98 開南大學 開南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課程開設計

畫 

20 

98 玄奘大學 2009 年玄奘大學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12 

98 和春技術學院 「重返原鄉」—探索美濃通識課程計

畫 

6 

98 朝陽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12 

98 高雄醫學大學 醫用本土語—客家語 6 

98 台南科技大學 開設「深化客家語言及文化」通識課

程 

12 

98 龍華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開設 6 

98 台北海洋技術

學院 

客家文化推廣計畫 6 

98 蘭陽技術學院 客家文化與通識教育學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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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新生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醫護客語 15 

98 中國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通識課程執行計

畫 

6 

97 國立中央大學 2008 台灣客家公民社會跨域治理研

究 : 南桃園客家與國內外學術交流

活動計畫 

150 

97 國立中央大學 辨理 96 年度補助大學校院暨客家學

術研究成果發）會 

30 

97 國立交通大學 媒體、文化產業與客家族群建構 : 

研究與實踐的雙重面向 

80 

97 國立交通大學 補助辦理第 2 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

研討會 

250 

97 國立聯合大學 以苗栗為視窗-看見客家文化的傳承

與展現 

80 

97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六堆客家語言與族群研究計畫 55 

97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屏東中堆（竹田）地區客家產業與社

區發展之研究 

120 

97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學術研究基礎建置暨客家文化研究

計畫 

100 

97 美和技術學院 屏東縣客家地區健康照護研究計畫 70 

97 輔英科技大學 六堆整體健康營造（二） 25 

97 大仁科技大學 建置客家數位藝文館計畫（一） 25 

97 國立雲林科技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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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置及初期研究計畫 

97 台北海洋技術

學院 

客家文化推廣計畫 20 

97 高美醫護管理

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專科學校客家研究中心購

藏客家相關圖書資料計畫 

10 

97 國立台灣大學 2008 臺灣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客家研究基礎建置、人才匯集及學術

化 

57 

97 育達商業技術

學院 

客家文化通識課程 6 

97 國立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開設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15 

97 開南大學 開南大學客家課程開設計畫 15 

97 玄奘大學 2008 年玄奘大學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12 

97 和春技術學院 原鄉之美-客家文化欣賞通識課程計

畫 

12 

97 朝陽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開設「客家社會文化」

通識課程計畫 

12 

97 大華技術學院 客家社區總體營造通識課程開設計

畫 

18 

97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台灣客家文化」課程之開設計畫 6 

97 高雄醫學大學 醫用本土語－客家語 6 

97 台南科技大學 開設「深化客家語言及文化」通識課

程 

18 

97 龍華科技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開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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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客家通論 15 

97 國立東華大學 花東縱谷客家的區域研究：鳯鳥展翅

的鳳林（一） 

96 

96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紮根研究計畫：南桃園客家與國

內外學術交流活動計畫 

300 

96 國立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發展推動計畫 400 

96 國立聯合大學 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文化產業的

觀點計畫 

200 

96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南台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

計畫 

200 

96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屏東六堆地區客家產業研究與推廣

－以內埔地區為例 

160 

96 美和技術學院 屏東縣客家地區健康照護研究計畫 120 

96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學術研究基礎建置暨客家文化研究

計畫 

100 

96 國立台灣大學 2007 臺灣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客家研究基礎建置、人才匯集及學術

化 

100 

96 輔英科技大學 六堆整體健康營造 30 

96 大仁科技大學 六堆客家社區藝文研究計畫 30 

96 國立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開設客家通識課程計畫 25 

96 開南管理學院 開南大學客家課程開設計畫 25 

96 玄奘大學 玄奘大學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25 

96 育達商業技術 客家文化通識課程計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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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95 國立中央大學 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 1

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 

200 

95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紮根研究計畫：南桃園客家與國

內學術交流活動計畫 

500 

95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發展推

動計畫案 

300 

95 國立聯合大學 戀戀後龍溪整合型計畫 250 

95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邊陲與聚焦－建構南臺灣的客家研

究 

200 

95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六堆地區客家產業研究計畫 150 

95 美和技術學院 屏東縣客家族群健康照護研究計畫 150 

95 國立成功大學 推廣台南地區大學校院開授客家文

化概論課程計畫 

40 

95 開南管理學院 開南管理學院客家文化資產保存暨

課程開設計畫 

30 

95 玄奘大學 玄奘大學研究、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30 

95 輔英科技大學 客家族群健康促進之研究－客家幼

兒健康評估 

30 

95 大仁科技大學 客家藝文研究計畫 30 

95 育達商業技術

學院 

苗栗「客家文化」通識學程計畫 30 

94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學術教學與研究基礎建置與學

術交流計畫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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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發展推

動計畫 

400 

94 國立聯合大學 永續客家：深耕客家田野調查、永續

發展客家文化計畫 

160 

94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堅實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

究所計畫 

130 

94 國立成功大學 整體規劃經營發展成功大學客家研

究中心計畫 

30 

94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籌設客家產業研究中心及執行分項

計畫 

240 

94 開南管理學院 開南管理學院設置客家研究中心計

畫 

20 

94 玄奘大學 設置「玄奘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暨研

究、推廣客家文化計畫 

40 

94 美和技術學院 1.屏東縣內埔地區的區域開發、信仰

及宗族發展之探討 . 2.推動客家族

群中老年人健康照護整合模式 

100 

94 輔英科技大學 客家健康研究中心之建置與學術研

究 

50 

94 明新科技大學 客家「人才、傳承、健康」發展暨研

究計畫 

30 

93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學術教學與研究基礎建置與學

術交流 

1194 

93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籌設暨

客家文史工作推動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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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國立聯合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客

家學術與文化傳承數位典藏計畫 

320 

93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籌設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

究所及成立南台灣客家研究中心 

300 

93 美和技術學院 後堆文化之調查與研究 100 

92 國立中央大學 推動「客家學」教學及研究的學術化

及國際化 

932 

92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籌設暨

客家文史工作推動計畫案 

791 

92 國立聯合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學

術知識庫建置網計畫及「愛苗滋生」

計畫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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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客家委員獎助客家學術研究一覽） 

年度 論文名稱 作者 獎助金額 

（萬元） 

101 客家老年婦女社會支持與主觀安適感之研究－

以苗栗地區某農村社區為例 

駱俊宏 10 

101 花東地區客家耆老學習態度之研究計畫 鍾肇騰 10 

101 臺灣客家社團與海外客家社團的發展經驗比較

研究：以大臺北地區和新加坡為例 

陳昌宏 10 

101 《客家漢人南民族誌略》譯註與研究 簡宏逸 10 

101 客家基本法對客家學術機構影響之初探 江明修 20 

101 Interpretation of Hakkanise-Taiwanese-American 

Cultural Experiences Expressed Through 

Photography~A Research for Documentary of 

Hakkanese Taiwanese Emigrant United States 

曾士杰 10 

101 家族與個體：客家女性生命書寫 吳嘉陵 10 

101 建構六龜客家地圖與信仰形塑之研究 林秀昭 20 

101 臺灣北部地區閩、客族群互動之歷史地理面向

的考察 

韋煙灶 20 

101 20 世紀上半彰化客家人的分布及其族群特性 許世融 1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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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麗完 20 

101 客家庄內的異文化與離散經的相互凝視 譚鴻仁 15 

101 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抗日歷史再現：電影《一八 歐馨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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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與《塞德克．巴萊》的後殖民戲劇張力、

女性角色與觀炵反應 

101 情義六堆－文化義工曾秀氣 吳煬和 15 

101 思考社群媒體時代的客家傳播方式及內容：一

項初探性研究 

孫榮光 20 

101 客家廣播節目之閱聽人研究－桃竹苗地區之節

目品質評估 

李美華 10 

101 文獻與田野之隙：日治時期客家圖像之型塑 楊忠龍 10 

101 客家電視台在高等教育中的效用 劉慧雯 10 

101 「成為一個動詞」：客家女詩人張芳慈的心理

傳記學研究 

李文玟 12 

101 客家大戲榮興《金孫緣》與薌劇《保嬰記》比

較 

段馨君 10 

101 以資料探勘理論自動解決客語多音字歧異問題

及其應用之研究 

黃豐隆 15 

101 臺灣客語四縣腔與大埔腔連讀變調現況調查分

析 

吳瑾瑋 8 

101 四縣腔客語兒向語舒入聲調比較研究 鄭明中 15 

101 客家傳統服飾溯調查研究計畫 鄭惠美 10 

101 關西行動！－新竹縣關西鎮客家庄文史數位行

動導覽服務系統建置計畫 

林崇偉 10 

101 硬頸．海洋－台灣資深客籍船長的奮鬥史 謝玉玲 10 

101 臺灣戰後客家唱片出版研究－以美樂唱片與鈴

鈴唱片為例 

莊育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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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瑞士巴色會藏《客家舊禮俗》（Hakka 

Chinessische Sitten und Gerauche）所載清代客

家相士論命技術之研究 

吳國聖 15 

101 水沙連地域客家的開發與聚落分布 邱正略 20 

101 提升客家菜餚為國際美食策略模式之研究 靳炯彬 10 

101 六堆客家藥用植物化學分析與應用 林昀生 20 

101 客家元宵火旁龍活動舞龍者運動學參數之分析 黎俊彥 1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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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怡敏 1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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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紹恆 15 

101 水沙連地域客家的文化節慶與文化產業發展 潘英海 20 

101 客語的人稱代詞 賴文英 10 

101 臺灣南四縣客語聲調習得之聲學研究 賴怡秀 10 

101 閩客互動下的語音變化：以廣東普寧為例 劉秀雪 15 

101 戀戀孫情，傳藝客家庄－運用代間學習策略於

流東客家大院之行動研究 

陳弘正 15 

101 臺灣客語時間詞的語義、語法功能及其詞彙化

歷程 

鄭縈 10 

101 臺灣瀕危客語調查研究－以新北市石門區武平

腔客語為例 

張屏生 15 

101 客家話人體詞語隱喻及轉喻研究 邱湘雲 10 

100 客家村落國中生的時間觀與網路成癮之相關因

素研究 

藍菊梅 10 

100 客家聚落發展生活品資本之研究:以六堆地區 古宜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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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 

100 莫拉克風災災後重建合產中客家參與之研究-

以永齡杉林月眉有機農業園區為例 

蕭宏金 10 

100 系苗栗地區地方社群的象徵建構 林秀幸 10 

100 日治時期濁水溪北岸粵籍移民裔的分布與變遷 許世融 10 

100 族群傳播與公共性的拔河－客家電視臺新聞報

導的屬性分析 

劉慧雯 20 

100 客庄阿婆的生命史研究計畫（一）：大河底客

家阿婆的生命敘說 

李文玫 10 

100 千島之國中的「他者」：印尼峇里島的客家社

群與族群現象 

羅素玫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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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煙灶 10 

100 六堆客家聚落文化景觀之研究－左、右堆 蔡淑真 10 

100 戰後臺灣客家的成分與「中原客家」的形塑歷

程（1945-1987） 

林正慧 20 

100 線上海陸腔客語有聲詞典與合成系統之研究與

建置 

黃豐隆 20 

100 客家「傳仔」資料庫之建置（二） 邱春美 10 

100 以文化使用性觀點評析客家文化網頁界面設計 謝修璟 10 

100 客家翹鞋歷史文化與製作技法研究計畫 鄭惠美 10 

100 客家文化商品符號價值與消費行為之研究 廖淑容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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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欣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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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鍾壬壽與六堆客家鄉士誌 吳煬和 20 

100 客家精緻廟宇工藝的工藝評論與美學涵義研究 李堅萍 10 

100 日治時期臺灣客家金融活動之研究-以嘉義銀

行（1905-1923）為中心 

張怡敏 10 

100 行動式客家觀光旅遊智慧學習系統－以美濃地

區為建置對象 

郭正宜 10 

100 臺灣電視飲食節目中客家食品的品質建構 賴守誠 10 

100 關中地區茶產業的歷史與發展 譚鴻仁 20 

100 六堆客家地區生命禮俗中演奏之傳統音樂演變

與發展 

溫紹炳 20 

100 客家元宵「火旁龍」活動對舞龍者心率變異性

之影響 

黎俊彥 10 

100 客家文學的岐出－梁寒衣的心靈圖像 張俐雯 3 

100 客語鼻音習得之聲學研究 賴怡秀 10 

100 臺灣後山四海客語田野調查報告 呂嵩雁 20 

100 客語的指示代詞 賴文英 10 

100 臺灣客語辭書音系的比較及其相關研究 張屏生 20 

100 臺灣客家民間故事的文化觀照－倫理學視角的

考察 

彭維杰 10 

100 客語「好」的言談語用功能 吳睿純 10 

100 以閱讀為基礎的客家意象變化研究：閱讀、創

造、與改變 

陳嘉甄 10 

100 臺灣河婆客家話的調查、比較與分析之研究 鍾榮富 20 

100 四縣腔客語兒向語舒入聲調比較研究 鄭明中 10 

99 19 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 林正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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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客家女性情慾流動之探究-以 90 年代客家女詩

人的歌詩為例 

李文玫 10 

99 從六堆客家鸞堂鸞書中探討客家婦女的形塑 張二文 10 

99 客家電視台人力資源管理與永續競爭優勢之研

究 

蔡佩頴 10 

99 北淡地區客家家族移民及互動研究 周彥文 10 

99 六堆客家聚落文化景觀之研究 蔡淑真 1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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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煙灶 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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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定士 20 

99 新住民與客家聚落文化變遷之研究-以美濃客

家聚落為例 

廖淑容 25 

99 全球化、新城鄉關係與客家聚落再發展-以六堆

客家聚落為例 

古宜靈 25 

99 花蓮縣吉安圳開發與客家聚落發展關係研究 張震鍾 15 

99 戀戀客家味-公館「福菜」文化的典藏與創新 楊昭景 15 

99 時間客家-南台灣六堆祭祀之研究 賴旭貞 20 

99 客家意象廟宇工藝施用於藝術創作的）徵因素

分析 

李堅萍 15 

99 東勢梨農的商品鏈：九二一災後梨農農糧網絡

的分析 

譚鴻仁 20 

99 日治時代台灣客家產業經營之研究-以糖廍為

中心 

張怡敏 20 

99 客家地方特色食品節慶之形成與發展：以新埔 賴守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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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餅節為例 

99 北客南遷嘉義地區的開發與義民爺信仰之研究 林秀昭 10 

99 印度加爾各答的中國年-塔霸客家人的年俗與

佛教信仰 

陳美華 30 

99 客語的疑問代詞 賴文英 15 

99 客家社區母語保存之研究-東勢大埔腔客語 謝建成 20 

99 線上客語有聲詞典與合成系統之研究與建置

（二） 

黃豐隆 25 

99 客語語料庫之系統化建構與量化分析 賴惠玲 30 

99 台南縣白河鎮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

汴頭社區為例 

呂茗芬 15 

99 日治時期臺灣客家話辭書研究-《廣東語辭典》

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 

張屏生 20 

99 客語中與「好」相關的格式初探 葉瑞娟 25 

99 客家「傳仔」資料庫之建置 邱春美 10 

99 客家話「身體動詞」的義素分析 邱湘雲 15 

99 苗栗地區客家語言政策研究 王遠嘉 10 

98 六堆北客聚落之語言與文化變遷－以長治、麟

洛、內埔、萬巒為例 

吳中杰 15 

98 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台灣福佬客議題看

中國、臺灣、日本的客家研究 

賴旭貞 15 

98 「後生人」的客家經驗探究 李文玫 10 

98 電視綜藝性談話節目的客家再現：以康熙來

了、國光幫幫忙、大小愛吃為例 

孫榮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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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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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煙灶 15 

98 客家產業與地方發展：以苗栗三灣梨產業為例 譚鴻仁 10 

98 客家健康飲食文化的新潮流－系列一：以紫蘇

與紅麴為例 

王明智 10 

98 結合社會與資訊特質之客家文化教學系統之規

劃研究－以彰化縣客家傳統文化生活學園客家

歌謠教學為例 

劉蕙華 15 

98 六堆地區客家語音文化（美濃腔＆高樹腔）綜

合調查研究 

廖金明 7 

98 國客語有聲籤詩網頁系統之研發 溫坤禮 10 

98 「苗栗四縣客語之音節長度分析」 萬依萍 10 

98 臺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研究 呂嵩雁 20 

98 從破繭到主體建構：客語現代文學的發展及其

意義 

方耀乾 10 

98 嘉義縣中埔鄉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

公館社區為例 

呂茗芬 10 

98 線上客語有聲詞典與合成系統之研究與建置 黃豐隆 20 

98 六堆客家伙房建築之研究 曾喜城 10 

98 大溪蓮座觀音寺之神明嘗－「新觀音祀」調查

研究 

林桂玲 10 

98 六堆地區客家傳統民宅營建特色之區域性差異

及其成因調查研究 

張孟珠 15 

98 當代客家名菜的創生：以美濃野蓮的發展為例 賴守誠 15 

98 臺灣客家刺繡技藝研究計畫 鄭惠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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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從世俗到神聖－六堆客家鸞堂鸞生養成傳承紀

實之研究 

張二文 10 

98 勇士當為義鬥爭－魏廷朝初傳 魏貽君 15 

98 臺灣中部大埔客家文化圈的形成－石岡、東勢

大埔客家宗族組織與公益社團的薪傳 

陳瑛珣 8 

98 台東客家生命禮儀研究 許秀霞 15 

98 以客籍邱氏彩繪家族為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

統彩繪之源流 

蔡雅蕙 10 

98 林榮煥客家三腳採茶戲藝術探討 楊熾明 10 

98 臺灣客家採茶戲演唱技藝傳承的研究 溫秋菊 10 

98 竹田客家三山國王廟宇工藝美學之轉變研究 李堅萍 10 

98 花蓮客家傳統歌謠暨傳唱活動之調查與研究 劉惠萍 15 

97 客家紀錄片與真相的還原：客家紀錄片的社會

意涵與影像美學 

孫榮光 20 

97 跨越族群與文化的邊界：客家電視台工作者族

群身分與專業生涯的融合 

劉慧雯 12 

97 台東縣成功鎮客家家族記事 許秀霞 15 

97 六堆客家聚落空間變遷之研究—以後堆地區為

例 

李允斐 20 

97 屏東縣高樹鄉客家地區客家語音文化〈高樹腔〉

調查研究 

廖金明 15 

97 政治意識、族群身分、與歷史文化—台灣現當

代小說中的客屬作家與客家書寫研究 

陳康芬 15 

97 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現 邱湘雲 15 

97 永靖和滿州兩地區福佬客的語言使用調查比較 張屏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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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化之行銷策略 林俊昇 15 

97 台灣樟腦業製腦空間中的區域性格與生產方

式 —客家產業及其文化研究— 

陳正哲 15 

97 八德市宵裡地區客家文化景觀之保存與再現 陳其澎 20 

97 減筆美學—屏東六堆客家廟宇之簡約工藝形式

研究 

李堅萍 15 

97 客家「聖君爺」信仰極其傳說流變調查研究—

以聖君、法主公、五營信仰之關係為主 

張二文 15 

97 北部地區客家武藝文化田野調查研究 郭應哲 15 

97 六堆客家之宗祠文學研究—以堂號、門聯、棟

對為例 

邱春美 10 

97 花蓮客家民間文學積極傳承人調查與研究 劉惠萍 15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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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蕙華 15 

97 客家地方食物特產、文化經濟與地方發展：以

美濃粄條與北埔柿餅為例 

賴守誠 20 

97 春祈秋報—客家六堆的做福與完福祭祀之研究 賴旭貞 10 

97 墾拓的時代、救苦的仙爺—新竹客家山區大仙

爺信仰之研究 

陳逸君 15 

97 關係空間與鄉村發展：以北埔產業發展為例 譚鴻仁 20 

97 台灣客家纏花技藝調查研究 鄭惠美 10 

96 「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 曾純純 20 

96 日治時期台灣客家族群人口動態之研究 鄭政誠 12 

96 台灣客家企業家探索：人事、企業與生活之網 張維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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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分析 

96 右堆客家聚落空間構成之研究—以楠梓仙與新

民庄為例 

李允斐 20 

96 客語語法研究議題的開發：以語料庫為本 賴惠玲 25 

96 屏東縣高樹鄉客家地區客家語音文化調查研究 廖金明 10 

96 屏東縣南州鄉客家方言語的語言使用調查—以

大埔社區為例 

張屏生 10 

96 客語《陸豐方言》的百年語言演變析探 呂嵩雁 10 

96 海陸客與之一般變調與重疊結構變調研究：優

選理論分析 

蕭宇超 10 

96 傳統與現代客語歌之韻律結構的研究 吳瑾瑋 8 

96 "客家女性書寫、書寫客家女性"研究計劃之子

計劃（一）：客家女性的生命敘說與書寫 

李文玫 10 

96 品詩曾貴海 鍾榮富 10 

96 客語體貌系統研究 江敏華 10 

96 桃園縣楊梅伯公岡客家市街聚落的形成與發展

研究 

張震鍾 10 

96 茶產業與地方發展--以峨眉鄉為例 譚鴻仁 15 

96 客家文學戲劇產製之研究：以「寒夜」和「魯

冰花」兩部連續劇為例 

劉慧雯 10 

96 追溯客家電影的歷史時空：客家電影產製的政

治社會意涵 

孫榮光 10 

96 客家社區健康照護研究—以苗栗縣居家服務照

顧為例 

陳心怡 10 

96 現代飲食品味變遷下的台灣「客家飲食」：以 賴守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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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餐飲與餐廳外食為例 

96 台灣客家服飾民間收藏調查 鄭惠美 12 

96 台東客家族群傳說故事研究 許秀霞 10 

96 桃、竹、苗客家歌謠（民間）教學調查研究 黃瑞枝 20 

96 屏東縣高樹鄉劉錦鴻家藏古文書整理計畫 吳煬和 15 

96 花蓮客家民間文學採集與整理 劉惠萍 20 

96 「敬天畏地法自然」所建構的信仰場域研究—

以荖濃溪畔客家聚落祭河江敬義塚祭儀為例 

張二文 17 

96 在傳統與變容之間—屏北、南隆、六龜三地客

家村落的文化考察 

賴旭貞 15 

96 客語生活學校計畫對客語推展之績效指標建置

及現況調查研究 

陳嘉甄 10 

95 屏東縣客家傳統民宅的營建與居民心理相關因

素之研究 

張孟珠 10 

95 建構客家服飾數位典藏及行銷網站 邱魏津 10 

95 客家的地理先生─六堆的風水與屋場 賴旭貞 10 

95 「客家菜」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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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守誠 2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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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立誠 15 

95 中部地區客家武藝文化田野調查研究計畫 郭應哲 20 

95 桃園地區埤塘生態觀光之發展策略研究 陳桓敦 20 

95 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傳產：客家族群記憶研究

（整合型計畫之總計畫） 

張維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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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從清代台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台

灣客家」（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 1） 

吳密察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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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淑蓉 ─ 

95 客家記憶─客家民間文學：以傳說為主（整合

型計畫之子計畫 3） 

胡萬川 ─ 

95 記憶、認同、與族群：族群記憶與台灣客家意

識的發展（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 4） 

張維安 ─ 

95 過番南洋與客家記憶（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 5） 黃克武 

黃賢強 

─ 

95 客家創業楷模之創業歷程研究 林晉寬 20 

95 客家青少年的族群認同研究研究─以苗栗縣為

例 

陳心怡 10 

95 屏東平原客家宗族組織和產權分配,1800-1900 陳秋坤 15 

95 社團與學院之合作─建構南馬客家風貌 李允斐 25 

95 高雄市客家文物館目標達成與功能促進之研究 朱柔若 15 

95 客家童蒙視野中的雜字謠探討 邱春美 15 

95 線上客家采風文物入口加值網站之研究與建置 唐明中 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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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二文 10 

95 台灣後山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析探 呂嵩雁 20 

95 習得客語兒童之子音發展分析 蘇宜青 15 

95 比較苗栗四縣客語與東勢大埔客語之陰平變

調：優選理論分析 

蕭宇超 15 

95 身體、認知與空間：以客語的身體的部位詞為 賴惠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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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95 國小客籍與非客籍學生行為困擾、求助對象與

因應策略之比較研究 

余益興 5 

95 高雄縣美濃鎮（美濃及龍肚國中學區內）地區

客家語音文化調查研究 

廖金明 10 

95 六堆地區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武洛地

區為例 

張屏生 20 

95 台灣客家創意服飾消費者需求探討：以新世代

消費者為例 

徐秀如 15 

95 精緻中的反動─屏東六堆客家廟宇中的庶民意

象工藝研究 

李堅萍 20 

95 礁吧哖事件中的良民江家村與匪徒江家村之防

禦體系研究 

廖倫光 10 

94 移動與定居的經驗:長治鄉印尼客家移民的生

活型態與社會結構 

李允斐 25 

94 台灣客家人的原鄉 林修澈 25 

94 北埔姜家女性研究 黃卓權 25 

94 流轉中的認同-彰化竹塘地區福佬客族群意識

之研究 

陳逸君 25 

94 懷舊的虛構與真實-新竹地區沿台三線客家鄉

鎮文化產業的復古運動 

謝世忠 20 

94 客家飲食文化及產業經營現況之探討--以美濃

為例 

楊昭景 15 

94 客家舂泥屋與淡水蜑家棚的建築技術選項關係 廖倫光 15 

94 客語歇後語之語意類型 賴惠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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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客家鄉土文化‧語言融入互動遊戲以提昇學習

興趣之研究 

卓美玲 15 

94 客家語實施多元評量之研究計劃-以桃竹苗四

縣市為例 

謝傳崇 15 

94 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展客語計劃 張學謙 15 

94 客家地區國中小學生環境生態教育之推廣與研

習 

蕭仁傑 15 

94 日治時期台灣地方志中的客家論述--以桃竹苗

地區為例 

鄭政誠 10 

94 客家「灶神崇拜」的文化意蘊~ 臺灣六堆與福

建龍巖之比較 

陳瑛珣 10 

94 臺灣客閩傳統服飾刺繡紋飾圖像風格比較之研

究 

葉立誠 10 

94 桃竹苗客家山歌民謠採集調查研究 黃瑞枝 40 

94 功名,文學與傳說-書香美濃的形塑 許秀霞 7 

94 栗社文學之蒐集研究 陳國嘉 10 

94 "客家女性書寫、書寫客家女性"研究計劃之子

計劃（一）:台北地區客家女性的生命敘說 

李文玫 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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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鈺洋 10 

94 當代台灣「客家文化」的再現與重構:以文化節

為例 

王俐容 12 

94 塑造國際客家傳統美食文化-以在台日本觀光

客調查為例 

林正穩 5 

93 戰後砂拉越客家族群的社團組織與政治參與 龔宜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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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臺灣客家菁英與美麗島事件 邱榮舉 10 

93 運用行銷策略活化新客家文化運動--以花蓮縣

為例 

邱展謙 5 

93 當今客家父母教育幼兒之親職理念—台中縣東

勢.石岡.新社地區客家幼兒父母親職之研究 

陳秀才 5 

93 清代東勢地區的社群互動和社會型態 林秀幸 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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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瑛珣 10 

93 埤塘、產業變遷與客家族群--以中壢為例 張翰璧 20 

93 國客雙語幼兒語言能力與創造力之關係 張麗君 8 

93 徐傍興和他的志業（1909-1984）—以美和棒球

隊為例 

蔡明坤 5 

93 苗栗縣後龍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歷史變遷 賴志彰 10 

93 客家平板唱腔及伴奏頭手弦之研究 歐光勳 5 

93 都市地區客藉學童之客語教學與族群認同之相

關因素探究 

陳嘉甄 8 

93 社會深層定著與客家商貿網路之建構─竹林地

區實證研究 

劉玉山 10 

93 東勢客家話之聲調連併研究：從音韻理論與國

際接軌 

蕭宇超 5 

93 理想在故鄉-鍾振昇、何美惠與《屏東週刊》 曾純純 5 

93 一個客家單姓村的形成與發展–以武威廖姓村

為例 

楊聰榮 15 

93 以社會關係網路分析客家人的工作貧窮問題 陳心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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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台灣地區客家婦女之生育史時間模式變遷比較

分析 

陳信木 10 

93 苗栗客家文化創意化與產業化策略之研究 郭怡秀 5 

93 美濃種菸事業的盛衰功過與未來 黃森松 6 

93 砂勞越楊姓宗親會與台灣新竹縣楊姓宗親會之

比較 

楊毓雯 12 

93 客閩族別、教育與市場階層化 王天佑 5 

93 客語重疊結構之語意研究 賴惠玲 5 

93 客家學研究史論：客家學的成立與發展 林修澈 15 

93 客家電視收視群與時段經營策略分析 彭文正 10 

93 客家經濟區域的歷史建構-以南庄地區為例 施雅軒 12 

93 客家飲食文化研究 鄭富元 5 

93 客家婦女的代間教養及傳承-以苗栗客家為例 陳若琳 5 

93 客家特徵與遷移模式：川西洛帶與西馬林明的

比較 

謝劍 15 

93 客家特有桔醬的歷史與營養價值的探索 王惠珠 5 

93 客家文化與智慧財產權法系列-客家音樂戲劇

與著作權法 

朱鈺洋 5 

93 客家文化意識及社區參與之關聯性研究 張德永 5 

93 客家文化特色在地方民宿經營）現之研究-以苗

栗縣南庄為例 

黃玉梅 5 

93 客家人的教養觀-以美濃地區客家人為例 吳振賢 5 

93 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以桃園縣新屋鄉為例 李廣均 5 

93 百年農村副業-以苑裡客庄里帽蓆業為研究中

心 

何素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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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台客籍「印尼配偶」與「大陸配偶」之客家

認同比較研究初探-以桃竹苗地區焦點團體訪

談為例 

劉阿榮 10 

93 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溫紹炳 5 

93 台灣詔安客家話比較研究 張光宇 20 

93 台灣地區客家語中外來語研究 吳瑾瑋 5 

93 中壢客家社團之研究-族群網絡與客家意識 鍾國允 5 

93 近山客家竹草建築與「藔」建築類型研究 廖倫光 7 

93 台灣客家傳統服飾刺繡紋飾風格之研究 葉立誠 6 

93 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發展與技巧的研究

-以中部地區客家八音班之調查研究為主 

林月里 6 

93 族群、歷史與文化變遷-台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

的探討與論述 

黃子堯 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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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煥 7 

93 屏東六堆廟宇特有客家工藝形式調查研究 李堅萍 15 

93 盤長理論系列研究：客家風水在台灣的理念與

應用 

王俊秀 12 

93 台南客家古蹟擇賢堂的歷史與其社會貢獻 林裕城 5 

93 從陽光合唱團到《無緣》的吳盛智：一個當代

客家流行音樂「先驅者」的研究 

何東洪 8 

93 台南市三山國王廟與客家人關係研究 葉茂榮 5 

93 美濃地區菸樓建築之調查研究 李允斐 15 

93 北埔地區一般民居建築構造研究 王維周 12 

93 美濃（南隆國中學區）地區客家語文化調查研 廖金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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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93 臺灣客家婦女服飾文化研究 范靜媛 6 

93 內埔地區客家宗祠匾聯釋義研究 柳秀英 5 

93 蘇萬松的說唱世界 竹碧華 5 

93 台灣客家成語之調查研究 楊鏡汀 5 

93 客家社會的家庭與性別關係：外籍新娘與台灣

客籍新娘的比較研究 

周碧娥 20 

92 廣興莊的聚落形成與夥房散變遷--從姓氏族譜

與祖牌探索部落發展的人文與社會經濟背景因

素 

黃森松 15 

92 清代客家產權交易與財富累積過程---以屏東平

原為例，1800-1900 

陳秋坤 15 

92 苗栗縣境內三山國王廟人文性格的研究 黃尚煃 5 

92 苗栗縣義民廟與三山國王廟籤詩之比較研究 吳幼萍 5 

92 苗栗客家農村住宅綠建築之研究 吳桂陽 8 

92 苗栗客家文化產業之研究 郭怡秀 10 

92 苗栗縣境內客家語行動動詞（motion verb）「爬」

之語義研究 

顏麗珠 5 

92 台灣傳統客家民謠採集調查 楊熾明 10 

92 近二十年台灣客家流行音樂出版市場之發展與

現況 

劉兆蘭 10 

92 客家大埔劉派 （劉承豪） 與新竹內山之開發 劉名揚 5 

92 客家婦女與苗栗地區蠶業之發展 何素花 10 

92 台灣樟樹產業與客家人散佈研究 溫紹炳 15 

92 台灣客語電視節目策略分析與推廣建議 鄭自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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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宜蘭地區三山國王信仰之調查研究 張智欽 15 

92 台灣六堆客家傳統建築與風水關係之研究 曾喜城 5 

92 後龍圪仔客家聚落的史料整理 顏俊雄 10 

92 歷史、地理與族群竹東地區舊地名之研究 范明煥 10 

92 六堆地區「回憶錄」的採集與整理 曾純純 10 

92 六堆地區客家敬字亭研究－以美濃、杉林、六

龜、旗山為例 

吳煬和 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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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坤 5 

92 嘉義褒忠義民廟研究計畫 顏尚文 10 

92 嘉義地區客家禮俗研究 李建興 5 

92 新竹縣鳳山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歷史變遷 賴志彰 15 

92 文化、權力與族群菁英－台灣客家運動史的研

究與論述 

黃子堯 20 

92 台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理區

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 

陳信木 10 

92 內埔地區客家宗祠匾聯文化研究 柳秀英 5 

92 六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

研究 

劉秀美 10 

92 客家建築數位化與新環境風貌建構 歐陽奇 10 

92 客家語音文化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美濃鎮吉

東國小學區內 28 村莊） 

廖金明 5 

 



 

89 

 

附錄四：客家委員會獎助碩士論文一覽） 

年度 論文名稱 作者 畢業學校 獎助金額 

（萬元） 

100 石岡客家婦女九二一災後生命歷程的

民族誌 

劉宏釗 國立交通大學 6 

100 被遺忘的外省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

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 

藍清水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小農的地方知識與變遷適應：旗美社

區大學「有機」實踐之敘事分析 

張正揚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6 

100 跨文化溝通與客家文化之再生產：以

苗栗客家地區新住民女性配偶為例 

謝淑芳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以劇場理論研究地方文化館－以苗栗

臉譜文化生活館為例 

陳正浩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後龍溪上游地域社會之形成：以獅潭

鄉竹木村南衡宮為核心之研究 

陳嘉惠 國立交通大學 4 

100 客家花布的符號消費與族群認同 張素惠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客家非營利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

究－以東勢義渡社會福利基金會為例

田姝榛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以情感理論的觀點探討社區參與和角

色互動歷程－以頭屋鄉獅潭社區為例

賴書琦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地方文化行銷策略研究－以新竹縣新

埔鎮客家古蹟文化為例 

曾昭儒 國立臺北大學 5 

100 客家高齡婦女之成功老化感知探討 鄭鈺靜 國立成功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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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臺灣客家女性諺語中的文化意涵研究 劉敏貞 臺北教育大學 4 

100 從地方治理觀點析探土城桐花節 祝養廉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2002-2010 年臺灣主要報紙對客家桐

花報導之研究 

連卜慧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臺灣客家族群的跨國認同與文化建

構：以泰國臺灣客家同鄉會為例 

陳瑞珠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西湖賴家與苗栗沿山地區之拓墾 賴怡瑾 國立中興大學 4 

100 利用行動者網絡理論檢視公眾參與地

理資訊系統－以美濃黃蝶翠谷為案例

鍾明光 國立臺灣大學 4 

100 發展客庄聚落文化與生態觀光策略之

研擬以－「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水社區

為例」 

江覲文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移動的家園：南投縣神木村遷村的民

族誌研究 

高婉如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 

6 

100 客家廣告中的俗民生活再現與操作－

以客家文化節慶廣告為例 

羅原廷 國立聯合大學 6 

100 從語言接觸之觀點探討客家聚落的族

群互動關係－以新屋鄉笨港村為例 

連梓鈞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莫忘祖宗言！」：「後客運世代」面

臨的「客家性」要求 

廖慧娟 國立政治大學 5 

100 戰後臺灣客家政治案件之研究－胡海

基案之個案分析 

陳建傑 東海大學 5 

100 客語生活學校與社區組織協力治理之

研究－以桃園縣中平國小布馬陣活動

為例 

彭成億 國立中央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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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戰後臺灣客家運動之研究－以《客家

風雲雜誌》與《客家雜誌》為中心 

陳康宏 國立臺灣大學 4 

100 客家文化意象的想像與建構：以勝興

國際桐花村為例 

林錫霞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客家雜誌如何建構族群意識－以

Toulmin 論辯理論為分析架構 

曾淑珠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公私協力輔助客家傳統聚落保存之研

究－以屏東縣五溝水聚落為例 

邱怡亭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桃園縣客家文化館組織定位與治理模

式之研究 

陳憲炎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新北市客家社團公民社會化之研究：

CIVICUS 公民社會指標的初探 

陳樺潔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戰後客家流行音樂的發展與形構 劉榮昌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敬外祖與彌濃地方社會之型塑：圍繞

一個臺灣六堆客家方言社群之姻親關

係所展開的民族誌 

洪馨蘭 國立清華大學 12 

100 現代臺灣社區運動的地方社會學－高

雄縣美濃鎮社會運動、民主化與社區

總體營造 

星純子 日本東京大學 8 

100 離散、回鄉與重新誕生：三位客家女

性的相遇與構連 

李文玫 輔仁大學 12 

100 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基本法》 王保鍵 國立臺灣大學 8 

100 臺灣現代客家流行音樂女性創作者生

命史之研究－以羅思容為例 

劉映暄 國立臺灣大學 5 

100 以公私協力推動客家文化發展之研究 劉銀丹 國立中央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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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客家書院之經驗 

100 家族、茶廠與地方派系：以苗栗縣獅

潭鄉北四村為例之探討 

黃郁舒 國立交通大學 4 

100 乙未戰役中桃竹苗客家人抗日運動之

研究 

吳昭英 國立政治大學 4 

100 臺灣客家納骨葬法與墳墓體系 廖倫光 中原大學 12 

100 從族群關係看清代臺灣桃竹苗地區義

民信仰區域差異－以清代苗栗堡為觀

察中心 

張正田 國立政治大學 12 

100 臺灣客家美濃油紙傘文化及其圖像視

覺之研究 

林宥涵 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 

4 

100 臺灣六堆客家地區三獻禮儀式之研究 廖聖雲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 

100 祭祀社群、儀式與祭品－平鎮東勢建

安宮個案分析 

曾齡祺 國立交通大學 4 

100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

派下為中心 

廖志軒 國立中央大學 6 

100 戰後臺灣北部客家茶產業經營性格 徐幸君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客家花布〞？〝臺灣花布〞？的設

計文化現象研究 

陳右欣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5 

100 苗栗縣國小舞龍運動的傳承、轉化與

創新推廣 

徐國寶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六堆鬧熱季」－六堆客家文化創意

設計 

謝易珉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4 

100 徐松榮及其客家風格音樂作品之研究 江怡臻 國立新竹教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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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100 流域與區域：鳳山溪流域交通發展史 徐于舜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金漢柿餅文化產業園區經營策略研究 黃慎智 國立臺北大學 5 

100 香茅產業的興衰與發展－以苗栗縣大

湖鄉為例 

邱嬿誼 國立聯合大學 6 

100 遠渡重洋的美食－臺灣客家擂茶的流

變 

黃智絹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苗栗公館泥坡子陳立富家族在臺的拓

墾與發展 

陳嬿羽 國立中興大學 6 

100 客家民俗節慶的蛻變：以臺中東勢新

丁粄節為例 

魏瑞伸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浮羅山背的豆蔻產業與客家族群 湯九懿 國立中央大學 6 

100 新竹金山面聚落產業變遷之研究 游明潔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苗栗樟腦產業的鑲嵌與轉型：以東華

樟腦廠為例 

賴怡瑾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體驗行銷導入鐵道文化遺產營運之研

究－以舊山線復駛為例 

黃智群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客家產業政策成效評估之研究 游靖宇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地方產業通路建構之網絡治理探討：

公館鄉紅棗產業為例 

黃宏至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聚落、祭祀與禮生－以杉林區莿仔寮

祭祀活動為觀察中心 

林貴珠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4 

100 由古書契論北淡地區客家移墾－以汀

州客江、潘二氏為例 

黃詩涵 淡江大學 6 

100 客家義民形象及義民爺信仰的建構－ 孫連成 國立臺灣師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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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與影視的交融互證 大學 

100 南部客家八音曲牌【五大調】的傳統

與移植－以陳能濟《客家八音複協奏

曲》及陳樹熙《八音協奏曲》為例 

陳祉霓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5 

100 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以銅鑼杭

菊為例 

黃詩瑜 國立中央大學 5 

100 族群產業與網路：以印尼商店為例 洪珮瑜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紙糊大士爺及其儀式的探討：以新埔

枋寮義民廟 2009 年中元為例 

嚴苹菁 國立交通大學 5 

100 從極簡主義看漢語名詞組結構 林怡安 英國劍橋大學 8 

100 臺灣客語勸世文之研究－以〈娘親渡

子〉為例 

楊寶蓮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10 

100 多重認同困境與臺灣文學－以吳濁流

與王幼華為例 

黃信洋 國立政治大學 8 

100 臺灣客家採茶戲之發展及其文本形成

研究 

蘇秀婷 國立政治大學 12 

100 新竹饒平客語詞彙研究 張美娟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客家諺語在國民小學教學上之應用研

究 

徐美容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100 臺閩兩地詔安客語語音比較研究 廖俊龍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家鬼神相關諺語的文化解析 楊瑞美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葉日松山水田園詩修辭之研究 蔡芳霞 國立東華大學 5 

100 與蔬菜有關之臺灣客家俗諺語研究 謝進興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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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鍾理和所輯客家山歌研究 何翎綵 國立中興大學 4 

100 跟我們的土地糴歌：林生祥與鍾永豐

的音樂文本與社會實踐 

王欣瑜 國立清華大學 5 

100 客家流行音樂的創作與實踐：解析金

曲獎入圍客語專輯 

劉興偉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國民小學推展客家八音教學之研究－

以苗栗地區三所學校為例 

古芸禎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100 桃園縣國小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之

成效－政策行銷的角度 

羅一貴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客家日」鄉土教學課程設計之研究

－以高雄市美濃區廣興國小為例探討

林月貞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中寮鄉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 林珍慧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臺灣大埔客語時間名詞研究 徐姿華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語現代詩田園主題作品研究 吳育仲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家令子的內涵及其在教育上之

應用 

馮詠書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 

100 客家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工作滿意與

組織承諾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 

陳美智 國立中央大學 4 

100 客語兒童早期習得否定句研究 林瑞菊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李喬「寒夜三部曲」之客家女性形象

研究－以葉燈妹為核心 

楊素萍 國立中興大學 4 

100 三首客家揚琴作品之分析與詮釋 吳沅芷 國立臺灣藝術

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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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客家流行音樂之研究－以陳永淘為例 傅世杰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4 

100 「客語 e 學堂」應用在特殊兒童客語

詞彙學習之研究 

徐鳳敏 國立聯合大學 4 

100 臺灣客語分類詞諺語：隱喻與轉喻之

應用 

彭曉貞 國立政治大學 4 

100 六堆客語手腳動作詞探討 曾秋梅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家俗諺語在國小鄉土語言教學

之研究 

李雪莉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家山歌的運用分析研究 吳川鈴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4 

100 臺灣客語廣播節目播放客家勸善歌之

研究 

謝瑞珍 國立聯合大學 5 

100 客家語文融入國中國文教學研究 張葳箴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5 

100 以資料探勘之技術解決線上客語語音

合成系統中多音字發音歧義之研究 

羅丞邑 國立中興大學 5 

100 以優選理論分析美濃客語陰平變調 童啟美 國立政治大學 4 

100 資訊科技融入客語教學之研究－以五

年級製作客語電子繪本為例 

溫曼伶 國立聯合大學 4 

99 客家節慶活動的網絡治理途徑分析—

以南投縣國姓鄉「搶成功系列活動」

發展歷程為例 

王秀雲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 

5 

99 粵籍畫師邱鎮邦彩繪之研究 徐國庭 國立臺灣藝術 10 



 

97 

大學 

99 設計策略下客家文化元素之探討 黃于真 國立臺灣藝術

大學 

6 

99 六堆傳統民居匠師研究 許祐菖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8 

99 不只是價格—建構生產端農產價值的

可能性 

蕭敏君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5 

99 以食物為信仰之鍊：靈巖山寺苗栗分

會女性信徒為例 

羅晧寧 國立聯合大學 5 

99 造橋鄉的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

（1763-1945） 

張宏欣 逢甲大學 5 

99 六堆地區客家特色產業消費心理向度

及行銷策略之研究—以屏東內埔地區

為例 

莊蘭英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9 客家電視台對客家產業發展之影響 潘成旺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9 台灣灶神信仰研究—以五指山灶君堂

為例 

黃雪珠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6 

99 從土地移轉、貸款數量之差異探討客

家人的理財觀—以日治時期六堆竹田

閩客聚落為例 

張光誠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7 

99 新埔柿餅節的「打手」：節慶與關鍵行

動者 

林明 國立台灣大學 10 

99 農村經濟與社區營造—大湖草莓園區

與薑麻園產業發展的比較研究 

陳琇君 國立交通大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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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客家文化元素在吉祥物之造形設計研

究 

張顥薰 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 

6 

99 「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對於臺灣客

家山歌發展之影響 

吳思瑤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10 

99 六堆客家祖牌紋飾的分析與應用 林慧婷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5 

99 六堆地區客家掛紙文化之研究 劉美芝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7 

99 從符號觀點論六堆地區長衫形制之意

涵 

涂惠枝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9 江西客贛語的特殊音韻現象與結構變

遷 

彭心怡 國立中興大學 15 

99 客家民謠的族群意識分析—以《臺灣

客家民謠薪傳》為例 

徐海倫 輔仁大學 6 

99 國民小學客語教科書性別之內容分析 陳玉樺 國立台北教育

大學 

6 

99 台灣客家俗諺中的數詞研究 謝淑援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7 

99 國小客語教科書的性別角色內容分析 劉淑惠 國立聯合大學 7 

99 台灣客家電影之敘事與文化意涵研究 李佩芝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7 

99 從傳統到現代：客家電視台新聞華客

語詞彙對應與轉換之探析 

陳美蓉 國立聯合大學 6 

99 客家文學中的女性形象與主體敘事 林惠珊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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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東南亞的「客家」意涵：英殖民馬來

亞的華人分類過程 

黃靖雯 國立中央大學 10 

99 客家社團成員參與行為意向之研究—

以解構式計畫行為理論觀點 

劉建宏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台灣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苗栗縣

造橋鄉平興村謝姓家族為例 

賴文慧 國立交通大學 5 

99 「文化治理」中的不對等權力關係—

以桃園縣客家文化館為例 

徐億君 國立中央大學 5 

99 從家族連結到公益網絡之社區治理：

以平鎮義民社區發展為例 

陳碧妍 國立中央大學 5 

99 新竹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的供需

差異與滿意度之研究 

林育瑩 實踐大學 6 

99 客語能力認證政策對話之研究—利害

關係人觀點 

黃倖慧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一個客家庄新移民子女語文能力與生

活適應之研究 

張瑞蘭 國立聯合大學 7 

99 屏東客家印尼華僑離散之個案研究 戴秋怡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7 

99 客家族群的再次遷移與內在關係：以

屏東縣長治鄉為例 

賴郁如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9 鄉村社區永續發展—以新竹北埔聚落

為例 

蕭宇佳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以客家之名：後堆客籍新移民女性自

我形塑之探討 

黃秋菊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8 

99 尋找客家影像：台灣電影中客家族群） 黃琬喬 國立高雄師範 7 



 

100 

現與形象分析研究（1973-2008） 大學 

99 「大苗栗客語新聞」客家族群相關報

導之內容分析 

鍾君勵 國立聯合大學 5 

99 美濃地區不同世代的客家族群對客家

飲食文化的認知及飲食行為之相關研

究 

陳玫如 台南科技大學 5 

99 從地景觀點探討萬巒居民的地方認同 徐主驊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客家採茶婦女的勞動意識—以新竹縣

峨眉鄉為例 

張慧君 國立中央大學 7 

99 認識你的第二十四年：一個兒子的敘

說探究 

林上能 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 

5 

99 哥倆好，一對寶?客家地區之社區營造

困境分析—以新竹縣關西鎮金錦社區

為例 

張文姜 國立交通大學 6 

99 閩客通婚家庭成員對客家族群認同之

研究 

莊雪安 佛光大學 7 

99 社區如何展現能動性：在地與空間的

研究，以台灣竹北六家地區為例 

劉如意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 

7 

99 年輕客家女性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角色

經驗 

楊舒涵 國立交通大學 5 

99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在不同族群青

少年閱聽人下的解讀研究 

黃如鎂 國立交通大學 7 

99 民間信仰與族群關係：以竹南頭份造

橋五穀宮為例 

王彩霞 國立交通大學 6 

99 美濃客家民間信仰與聚落關係之研究 吳連昌 國立屏東教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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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99 臺灣苗栗地域社群之構成：「以芎中七

石隆興」為例 

羅苡榛 國立交通大學 7 

99 系譜．屋家‧女兒：一個粵東宗族組

織重建與蛻變的探討 

潘秋伶 國立清華大學 6 

99 新竹沿山地區家族之發展—以北埔新

姜家族為例（1856-1945） 

姜閎仁 逢甲大學 5 

99 文教、信仰與文化建構—台灣六堆敬

字風俗研究 

吳煬和 國立東華大學 12 

99 台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歷程研究 劉兆書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9 客家區域生產制度之研究—以東勢鎮

換工制度為例 

辛玉如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6 

99 人物類數位典藏加值應用之研究—以

桃園縣客家文化館之鄧雨賢文化加值

產品設計為例 

楊東翰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5 

99 苗栗客家地區的媽祖信仰—以苗栗銅

鑼天后宮為例 

賴惠敏 國立交通大學 6 

99 客家米食文化在銅鑼傳統飲食中的傳

承 

劉澤玲 國立高雄餐旅

學院 

5 

99 傳統聚落以文化景觀為保存方式之研

究—以雲林縣「七欠」地區為例 

黃明泰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6 

99 客家流行樂團之研究—以「山狗大」

為例 

李淑琴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6 

99 屏東高樹鄉大路關廣福村客家話研究 宋兆裕 國立高雄師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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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99 永定新舊移民之客家話比較—以楊梅

鎮秀才窩與蘆竹鄉羊稠村為例 

徐雨薇 國立中央大學 7 

99 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探究哈客網路

學院數位學習之研究 

歐淑芬 國立聯合大學 5 

99 客語兒向言語的字調聲學研究 張國志 國立聯合大學 7 

99 揭西五雲鎮客家話的音韻研究 黃秀媛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大埔、豐順客家話的比較研究 蘇軒正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臺灣苗栗四縣客語述結式詞彙化研究 巫嘉翔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9 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 徐汎平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客家與非客家特色學校跨部門合作之

研究 

李依錇 國立中央大學 5 

99 線上客語語音合成系統中產生韻律訊

息之研究 

吳俊毅 國立中興大學 7 

99 四海話小稱詞的功能及其使用：以新

竹縣新豐鄉為例 

謝職全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9 客家文化傳遞中學校與社區的角色探

究—以南投縣國姓鄉為例 

趙志豪 國立暨南大學 6 

99 台灣四縣客語飲食烹調動詞語義及其

文化意涵 

林玉珍 國立聯合大學 6 

99 武平中山鎮客家話研究 李泉祿 國立中央大學 5 

99 關西饒平客家話調查研究—以鄭屋、

許屋為例 

張孟涵 國立中央大學 7 

99 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 吳靜宜 國立中央大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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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為例 

99 桃園地區三官大帝廟宇楹聯研究 黃淑貞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6 

99 客家元素在現代舞蹈的應用—以光環

舞集為例 

戴惠婷 國立中央大學 6 

99 客家意象融入舞蹈教學之行動研究：

以苗栗縣建功國小三年級舞蹈班為例

溫麗榮 國立中央大學 5 

99 龍潭椪風茶文化研究—在地知識的傳

承 

江裕春 國立高雄餐旅

學院 

5 

98 閩客族群選舉動員之比較—以苗栗縣

為例 

謝育真 東海大學 6 

98 通霄地區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使用上的

隱形行為初探 

冉明珠 國立聯合大學 6 

98 《羅芳伯傳奇》中的認同與流離 賴惠真 國立交通大學 6 

98 當代客家流行音樂的族群再現與文化

認同 

楊蕙嘉 元智大學 6 

98 從書院到鸞堂：以苗栗西湖劉家的地

方精英角色扮演為例（1752-1945） 

陳瑞霞 國立交通大學 6 

98 客家地區新移民政策理論之社會網絡

分析：以苗栗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通譯員方案為例 

李瑞珍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客家族群社區參與之研究—以南桃園

地區社區發展協會為例 

萬智宇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地方派系政治與社團網絡關係之研

究—以苗栗縣頭份鎮長選舉為例 

洪志彥 國立中央大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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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民眾觀賞客家電視台節目觀感之實證

研究 

徐巧昀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從還我客家母語運動論母語受教權之

憲法保障 

范夢婷 國立臺灣大學 7 

98 九二一重建地區文化產業政策對居民

認同之影響—以新社客家社區為例 

王雅筑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客家電視新聞處理型態與影響之研究 宋菁玲 國立中央大學 5 

98 社區政策對地域發展之影響：以新竹

縣橫山鄉為例 

張瑟玉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金廣福文教基金會參與客家地區社區

營造之研究 

彭瑞麟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我不住在「竹籬笆」：一個外省女性的

客家村落生命史（1950-1980） 

易星萍 國立交通大學 5 

98 1987-2008 年台灣客家議題發展之研

究：以客家雜誌為例 

李雅婷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地區漢人開墾之研

究：以陳超家族為例 

邱坤玉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7 

98 內埔地區北客移民及文化之探討 鍾文誌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6 

98 萬巒鄉客家婦女「偋間角」的敘事分

析 

李郁屏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7 

98 社區主義觀點探討閒置空間再利用—

以新屋鄉農會穀倉為例 

徐業華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

日戰爭為例 

薛雲峰 國立臺灣大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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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聚落、信仰與地方精英：以美濃二月

戲為例 

黃美珍 國立交通大學 6 

98 苗栗造橋客家八音樂師蘇添富之研究 黃筠軒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8 

98 新瓦屋客家花鼓之研究 陳怡妃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8 六堆地名與客家發展 劉相宜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清代竹塹東部內山地區的拓墾：以合

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 

呂佩如 國立交通大學 7 

98 科技媒材於包裝應用之研究—以行動

條碼導入美濃地區醬菜包裝為例 

李銘偉 樹德科技大學 6 

98 客家花布產業發展之研究：以資源基

礎的觀點 

李怡萱 國立中央大學 7 

98 苗栗縣企業經營者對縣府推動地方經

濟發展政策認知與施政滿意度之研究

劉道明 國立聯合大學 8 

98 文化創意產業感性行銷之研究—以苗

栗三義木雕為例 

彭映淳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藍衫樂舞團」展演客家樂舞之形式

及文化意涵 

林銘嬈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3 

98 內埔鄉客家地區媽袓信仰之研究 白雅蘋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6 

98 桐花意象對產品加值影響之研究 張家誠 大葉大學 6 

98 新屋鄉埤圳空間、水利社群與祭祀圈

變遷之研究 

賴奇廷 東海大學 6 

98 客家創意米食產業經營策略之研究— 林均屏 國立中央大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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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衡計分卡觀點 

98 功德與長生：新埔廟宇祿位研究 王鈺涵 國立交通大學 6 

98 美濃龍肚清水宮的福首與堂主 吳昭慧 國立交通大學 5 

98 客家桐花祭政策網絡關係之研究：以

苗栗縣為例 

吳信慧 國立中央大學 7 

98 屏東縣萬巒鄉客家伙房民宿可行性評

估與發展策略之研究 

李雪香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8 

98 屏東縣六堆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競爭優

勢與發展策略之研究—資源基礎理論

的觀點 

宋慶財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8 台北市客家餐廳整合行銷傳播之研究 葉韋岑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政府政策行銷策略成效之研究—以客

家桐花祭活動為例 

邱秀宇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六堆客家特色商品網路行銷策略之研

究 

鍾啟光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7 

98 數位典藏網站之建置應用於中堆與後

堆客家文化景點之保存 

宋炫志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7 

98 隘墾區伯公研究：以新竹縣北埔地區

為例 

吳聲淼 國立中央大學 7 

98 從台灣客家飲食文化資產初探簡易創

造思考技法之研究 

羅永正 長庚大學 6 

98 賽夏五福宮—一個合成文化的研究 雅衛

依．撒

韻 

輔仁大學 8 

98 台灣客家大戲發展研究 鍾駿楠 逢甲大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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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苗栗客家山歌研究—以頭份鎮、造橋

鄉、頭屋鄉、公館鄉為例 

張莉涓 國立中興大學 7 

98 台灣客家獅之研究 楊惠如 國立中央大學 7 

98 藍染與六堆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

研究 

高菊珠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8 區域方言的語言變體研究：以桃園新

屋客語小稱詞為例 

賴文英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15 

98 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分析研

究 

鄧盛有 國立中正大學 10 

98 客語潛能補語構式之事件概念與論元

體現：認知模型與構式理論之整合 

強舒媺 國立政治大學 15 

98 高高屏地區實施「客語生活學校」學

生對客家歌謠態度調查研究 

徐瑜瀅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7 

98 臺灣客家話時間副詞研究 邱美穎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以客語為母語的兒童習得被動式之實

證研究 

張嘉盈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7 

98 鍾理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歷程研究 何淑華 國立東華大學 6 

98 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對客語教學效能

之研究 

古永智 國立中央大學 5 

98 客家話趨向詞「轉」語法探析—以臺

灣東勢大埔腔為例 

鄭中信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 

98 苗栗縣國民小學客語生活學校客語教

學實施現況之研究 

江寶琴 國立聯合大學 5 

98 客語生活學校實施現況與成效分析—

以屏東縣內埔國小為例 

鍾芳廉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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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臺灣客家傳仔《陳白筆》之研究 鄭怡方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6 

98 客家山歌歌詞研究—以數字為句首的

山歌為例 

葉瓊枝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台灣客家童謠以<月光光>起興作品研

究 

黃彥菁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幼稚園實施客家文化教學之行動研究 吳意芳 國立台東大學 5 

98 花蓮地區客語阿美語接觸研究 廖致苡 國立中央大學 6 

98 新竹縣新埔鎮的客語轉移現象：三代

家庭的個案研究 

呂亭慧 中原大學 7 

98 臺灣客家話語用測驗及其腦事件相關

電位研究 

湯琬君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8 客語方位詞「上」、「下」的語法功能

與語義分析 

賴玉英 國立聯合大學 6 

98 臺灣客家諺語之教化功能研究 黃硯鋼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5 

98 楊梅客家話語音變化和語言轉移研究 蔡宏杰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6 

98 客語小稱詞之研究 劉曉蒨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8 客語四縣腔失語症患者語言評估測驗

之初步發展 

徐肇謙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6 

97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 陳秀琪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15 

97 東部客家？花蓮玉里二個客家社區的 黃靖嵐 國立中央大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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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關係和族群認同之研究 

97 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拓墾與族群

互動（1761-1901） 

林聖蓉 國立臺灣大學 7 

97 屏東縣新埤鄉糞箕湖地區的拓墾與聚

落發展之研究 

吳素萍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7 

97 新竹峨眉地區的拓墾與社會發展

（1834-1911） 

吳憶雯 逢甲大學 7 

97 住屋空間營造中的身體與生活空間互

動之研究 

鍾佩林 中原大學 7 

97 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 徐貴榮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10 

97 渡海客家文化的研究—以台灣南部美

濃鎮的土地伯公為例 

溫志維 大阪藝術大學 10 

97 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領導階層

之探究 

張秀琪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外省客家人的認同與文化：以廣東省

五華縣籍為例 

周璟慧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7 中壢客家的福佬化現象與客家認同之

研究 

范佐勤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從客家雜誌分析台灣客家形象之變遷 林信丞 國立交通大學 5 

97 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

構：以甲仙六龜為例 

王和安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苗栗地方政治與族群關係之研究—以

2008 年單一選區兩票制立委選舉為例

彭志明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都市客家的族群性—以台北市通化街 廖晨佐 國立中央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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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 

97 移民與永興村的形成與發展—從日本

移民到客家移民 

黃桂蓉 國立花蓮教育

大學 

5 

97 客家聚落之產業、地景與記憶變遷：

以大湖草莓為例 

劉憶萱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博物館展示與客家記憶 吳詩怡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中譯：客語「打」字構式群：論元體

現與及物性之檢測 

葉秋杏 國立政治大學 5 

97 幼稚園客語教學實施情形與其困境之

研究 

劉于綺 國立嘉義大學 5 

97 印尼西加地區海陸客語接觸研究 梁心俞 輔仁大學 5 

97 台灣客家創作歌曲在客語教學上的運

用：以陳永淘為例 

詹俐俐 國立交通大學 5 

97 花蓮玉里四海客家話研究 何純惠 國立中興大學 5 

97 台海兩岸海豐客語之變異及其研究 張為閔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5 

97 涂敏恆客家創作歌謠研究

（1981-2000） 

蘇宜馨 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 

5 

97 閑聊（Gossip）中客家常民的歷史意

識 

張容嘉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詩」的權力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

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 

陳欣慧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日治時期客家地區鸞堂發展：以新竹

九芎林飛鳳山代勸堂為例 

鄭寶珍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終戰前苗栗客家地區鸞堂之研究 周怡然 國立中央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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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在醫療行政與醫學專業之間：邱仕榮

及其同時代臺大醫院與臺灣醫學 

劉鴻德 國立政治大學 5 

97 中壢十三庄輪祀網絡之研究

（1826-1945） 

陳雪娟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原文為法文。 （中譯：從二月戲之儀

式與音樂論美濃客家族群身分之建

構） 

柯佩怡 法國國立巴黎

第八大學 

5 

97 竹東地區客家山歌研究 彭靖純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5 

97 從傳統到創新：臺灣客家服飾文化在

當代社會的過渡與重建 

楊舜云 輔仁大學 5 

97 探討宗教社群的組織活動與信仰特

色：以中壢慈惠堂為例 

陳倚幼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雲林詔安客家文化圈的歷史形成—以

崙背、二崙兩鄉鎮為例 

許瑛玳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屏東高樹大路關地區之拓墾與聚落發

展之研究 

莊青祥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7 新加坡當鋪業與客家 林瑜蔚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屏東地區閩客雙方言接觸現象—以保

力、武洛及大埔為例 

呂茗芬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7 屏東高樹大路關與內埔客家話比較研

究 

賴維凱 國立中央大學 5 

97 葉日松客語現代詩研究 左春香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5 

97 客家數位學習推動成效之研究—以哈 翁貴美 國立中央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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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網路學院與客語能力認證網為例 

97 跨界地方認同政治：李永平小說

（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 

詹閔旭 國立清華大學 5 

97 印尼山口洋客家話研究 黃惠珍 國立中央大學 5 

96 台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

的觀察 

羅烈師 國立清華大學 15 

96 「平埔客」之歷史探究：以道卡斯竹

塹社廖姓為對象 

楊毓雯 國立中央大學 7 

96 家族記憶與族群邊界：以台灣彭姓祭

祖儀式為例 

廖經庭 國立中央大學 5 

96 新竹「饒平」與「海陸」客語音韻比

較研究 

朱心怡 國立中央大學 3 

96 族群、產業與社會資本：以屏東檳榔

業「行口」為例 

林育建 國立中央大學 5 

96 海陸客語語氣詞研究 鄭嘉明 國立中央大學 5 

96 北客南遷高雄地區的開發與義民爺信

仰之研究 

林秀昭 國立台南大學 3 

96 台北縣立國民小學客語教學現況與成

效之研究 

戴秋雯 國立台北教育

大學 

3 

96 新竹縣北埔鄉客家民族植物使用知識

之研究 

徐惠君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3 

96 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

力村為例 

黃啟仁 國立台南大學 3 

96 臺灣美濃地區客語親屬稱謂詞之研究 黃莉萍 國立屏東教育

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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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永不放棄」：李瑞麟教練領導棒球隊

歷程之個案研究 

鄭秀貴 國立台北市立

體育學院 

3 

96 美濃地區客家「還神」祭典與客家八

音運用之研究 

謝宜文 國立台南大學 3 

96 想像與實踐─吉安鄉客家文化之再現 陳妍容 國立東華大學 5 

96 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

遷 

利天龍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7 

96 族群通婚中的性別文化與權力配置 鍾佳玲 國立中央大學 3 

96 臺灣北管亂彈戲提弦伴奏研究─從謝

顯魁所奏【二凡】曲腔看「托」的伴

奏意涵 

謝佳佳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7 

96 臺灣苗栗通宵客語研究 徐煥昇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3 

96 從動詞意義和結構的整合分析客語移

除類動詞 

廖珮筠 國立政治大學 5 

96 客家話大埔音聲調之聲學研究 劉季蓉 國立台灣大學 5 

96 台灣客家節氣諺語及其文化意涵研究 熊姿婷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5 

96 語料庫的建置與台灣客家語 VP 研究 謝杰雄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5 

96 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 張亭婷 國立中央大學 7 

96 龍潭地區茶產業的行動者網路分析 余欣芳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3 

96 客語「放」及其同類動詞：框架語義

與構式之互動 

羅婉君 國立政治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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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敘事與行動：台灣客家認同的形成 林吉洋 國立清華大學 7 

95 海陸客家話和閩南語構詞對比研究 邱湘雲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15 

95 西螺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歷

史發展 

李佳潁 國立台南大學 7 

95 花蓮地區客群信仰的轉變—以吉安鄉

五穀宮為例 

邱秀英 國立花蓮教育

大學 

7 

95 全球化衝擊下鄉土教育深化之研究—

一位美濃社區教師的詮釋 

黃鴻松 樹德科技大學 5 

95 萬巒鄉客家聚落嘗會之研究 黃建德 國立台南大學 7 

95 臺灣三腳採採茶戲「棚頭」之研究—

以《張三郎賣茶故事》「十大齣」為例

莊美玲 國立花蓮教育

大學 

5 

95 龍鳳園戲劇團研究—兼論台灣客家採

茶戲的發展與演變 

徐進堯 國立台北大學 5 

95 中堆客家聚落文化景觀的圖式與重構 蔡淑真 東海大學 5 

95 客籍國中小校長的領導風格、教師組

織承諾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黃怡雯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5 透過閩南人與客家人文化之比較考察

臺灣社會─清朝閩客「分類械鬥」起 

莊文曲 日本國麗澤大

學 

5 

95 創作型搖滾樂團結合傳統音樂素材之

研究─以好客樂隊為例 

林宜欣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7 

95 臺灣戰後客語詩研究 徐碧霞 國立成功大學 7 

95 客家聚落三坑子水空間文化地景的地

域性 

林盟凱 國立台北科技

大學 

3 

95 兩岸客家研究與客家社團之政治分析 葉日嘉 中國文化大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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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為中心 

95 台灣客語政策評估之研究─以桃園縣

客語生活學校為例 

周雅雯 國立中央大學 5 

95 李喬《寒夜三部曲》人物研究 盧翁美

珍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7 

95 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

世代的比較分析 

彭尉榕 國立東華大學 5 

95 儀式中身份的轉化─以客家拜新丁為

例 

戴正倫 國立中央大學 7 

95 六堆客家古典文學研究 邱春美 輔仁大學 15 

94 靈力經濟與社區再生產：漢人民間信

仰與台灣地方社會之建構 

陳緯華 國立清華大學 5 

94 苗栗卓蘭客家話研究 徐瑞珠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4 屏東縣內埔地區客家民居類型平面格

局之編碼研究 

黃憶苓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7 

94 現代客語詩的寫作技巧 林櫻蕙 國立台北師範

學院 

7 

94 屏東內埔客語的共時變異 鍾麗美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4 新屋水流軍話與海陸客語雙方言現象

研究 

楊名龍 國立臺北市立

教育大學 

5 

94 新竹地區客家八音之研究─以葉金河

為例 

黎錦昌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7 

94 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說中女性角色研 劉奕利 國立高雄師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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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大學 

94 逃不開的人情網絡？─從客家婦女的

志願性服務工作探討社區公共溝通中

的人情網絡與親密關係 

曾鈺琪 國立清華大學 6 

94 閩客族群邊界之流動─通婚對女性族

群記憶與認同之影響 

王雯君 國立中央大學 8 

94 跨界、遷徙與文化身份：廣東梅州女

子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生活展讀 

林瑞珍 國立東華大學 7 

94 關西客家話混同關係研究 張素玲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5 

94 台灣客家現代劇團及其劇本研究─以

加里山劇團與歡喜扮戲團為例 

胡紫雲 國立成功大學 6 

94 大木司傅葉金萬、徐清及其派下之研

究 

劉敬明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5 

94 台灣苗栗與廣東興寧客家話比較研究 邱仲森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5 

94 都會區客語生活學校之個案研究 張又千 國立臺北市立

師範學院 

3 

94 我與我客家家庭─真實與理想 葉桂玉 東吳大學 5 

94 客家聚落的竹圍環境與竹材資源應用 殷可馨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5 

94 桃園縣客家庄與福佬庄國小實施客語

教學之研究 

管聖洲 國立台北師範

學院 

3 

94 外省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陸豐莊

氏宗親會為例 

彭芊琪 國立中央大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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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回應性評估：以

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例 

林佳蓁 國立台北大學 5 

94 臺灣桃竹地區茶菜寮與茶產業之網絡

關係 

陳思萍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 

 

93 台灣客家改良戲唱腔研究-以榮興客

家採茶劇團 2003 年演出之《錯冇錯》

為例 

何東錦 東吳大學 5 

93 新屋鄉呂屋豐順腔客話研究 賴文英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3 一個客家聚落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

雄縣美濃鎮為例 

蕭盛和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5 

93 美濃地區菸樓保存實踐之研究 鍾兆生 樹德科技大學 10 

93 徐傍興與臺灣六堆客家發展 宋美盈 國立台灣大學 6 

93 宜蘭地區客家與三山國王信仰之變遷 謝美玲 佛光大學 5 

93 南臺灣客家族群人文圖像-專題創作 林秀權 樹德科技大學 6 

93 客家鄉鎮市發展與臺灣公路交通之關

係─以臺灣北部桃竹苗地區為例 

徐金基 國立台灣大學 6 

93 從女性主義看臺灣客家婦女的社會地

位 

葉怡文 佛光大學 5 

93 此客非彼客？－－從詔安客家的認同

行動談起 

施諭靜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6 

93 一個客家文化景觀─新屋鄉大溪漘地

區的公廳、祖塔 

葉惠凱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4 

93 屏東佳冬客話研究 賴淑芬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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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國小客家語教材結構化設計研究以一

年級為例 

徐賢德 國立台北師範

學院 

3 

93 影響客家女性公民社會參與因素之探

討─以苗栗縣志願服務團體為案例 

邱連枝 國立中正大學 5 

93 臺灣南部四海話的研究 黃怡慧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5 

93 論電視新聞中客家「義民」之建構 鍾皓如 國立臺南藝術

學院 

5 

93 客家喪祭三獻禮及其教育意涵之研究 葉國杏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5 

93 美濃地區幼兒在家客語使用現況調查

暨其語言能力與智力之相關探討 

郭珍妦 國立臺南師範

學院 

4 

92 兩岸大埔客家話比較研究 江俊龍 國立中正大學 15 

92 從社會運動到社區運動--美濃十年運

動之路（1992-2002） 

詹蕙真 樹德科技大學 6 

92 國小教師實施客語教學之個案研究 黃秋香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6 

92 屏東客家婚俗變遷之研究—以六堆中

區為例 

劉薇玲 國立臺南師範

學院 

6 

92 客家意象之形塑：台灣客家廣播的文

化再現 

林彥亨 國立清華大學 8 

92 台灣電視中之客家意象：公視「客家

新聞雜誌」之個案研究 

姜如珮 中國文化大學 5 

92 桃園高家豐順客話音韻研究 溫秀雯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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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台灣東勢客語）性狀詞的語義分析 黃佳文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6 

92 族群接觸與族群認同—以賽夏族

tanohila:氏族為例 

日婉琦 國立政治大學 7 

92 客語打類、忍類及促類動詞中動力學

之體現 

強舒媺 國立政治大學 5 

92 美濃反水庫運動與公共政策互動之研

究 

鍾怡婷 國立中山大學 5 

92 一個農村聚落人地關係轉化之研究—

以新竹縣六家地區為例 

戴政新 國立台北大學 6 

 



 

120 

 

附錄四：國科會（82101）補助客家相關研究計畫一覽） 

年度 主持人 執行機關 計畫名稱 核定金額

101 晁瑞明 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

研究所 

建構客家語言線上協同

學習與創作平台於苗栗

縣客語生活學校之研究 

458000 

101 曾純純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

化產業研究所 

客家女性在生命禮俗的

活動和地位 

1144000 

101 江俊龍 國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台灣大埔客家話的特性 661000 

101 葉瑞娟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

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論客家話的中間結構 480000 

101 賴怡秀 國立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

系 

台灣客家話元音的聲學

標準化 

1436000 

101 邱湘雲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台灣海陸客家話的特性

研究 

1440000 

101 鍾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暨研究所 

台灣客家話內部融合之

特性研究 

879000 

100 吳中杰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

化研究所 

廣東潮陽、潮南、普寧、

惠來客家話方言島調查

研究 

532000 

100 張孟珠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以六堆客家傳統竹門簾

作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之可能性評估及其實務

性作法研究（Ⅱ） 

3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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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張翰璧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化研究所 

一個傳統聚落中的「東

南亞客家」：以馬來西亞

檳榔嶼的浮羅山背

（Balik Pulau）為例 

1014000 

100 曾純純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

化產業研究所 

祖先崇拜與紀念祖先：

客家祖牌文化的延續與

轉化 

423000 

100 李正芬 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暨研究所 

花蓮鳳林四海客家話語

音的變異形式與變異方

向 

474000 

100 林純德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所） 

「吾係客家男同志」：台

灣客家男同志的性／別

與族群認同的型塑與展

演 

398000 

100 潘英海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人類學

研究所 

水沙連區域客家擴張性

移民社會之人類學研究 

910000 

100 王俐容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化研究所 

跨國社群、文化政策與

族群認同：以泰國客家

為例 

847000 

100 葉瑞娟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

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客家話處所倒裝結構 426000 

100 藍於琛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

學系 

客家政治力與客家公共

政策執行研究 

900000 

100 許家彰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所） 客家文化的認同與映

射：六堆地區農村小學

4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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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例研究 

100 邱湘雲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華語、客家話及閩南語

「身體動詞」的語義研

究 

383000 

100 郭訓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

化產業研究所 

客家電視台行銷效果對

南台灣六堆客家產業發

展之影響 

531000 

100 陳弘正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商

業科技大學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客

家媽媽的故事 2.0（III）:

情定水流東、傳藝客家

庄 

1048000 

99 吳中杰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

化研究所 

台灣南部、北部四縣話

與廣東蕉嶺、梅縣客家

話之比較研究 

939000 

99 張孟珠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以六堆客家傳統竹門簾

作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之可能性評估及其實務

性作法研究 

424000 

99 李美華 國立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

學系 

族群媒體之組織文化與

組織認同之關聯性研

究：台灣客家電視台的

個案分析 

315000 

99 江俊龍 國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東勢客語故事採集整理

暨「臺灣客家語語料庫」

的增建 

18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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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葉瑞娟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

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客家話非賓格動詞初探 540000 

99 邱湘雲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華語、閩南語及客家話

委婉語隱喻探析 

409000 

99 鍾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暨研究所 

客家話前高元音零聲母

的語音與音韻 

1233000 

99 鍾鳳嬌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 

以客家文化為主軸的閱

讀教學研究 

462000 

99 陳弘正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數位媒體設計

系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客

家媽媽的故事 2.0 （II） 

922000 

99 陳瑛珣 僑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

心 

清代台灣中部客家人生

存空間與天然災害的關

係--以台灣大學台灣歷

史數位圖書館資料庫為

主要依據 

469000 

98 吳中杰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台灣歷

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廣東陸河客家話與其週

邊方言關係研究 

702000 

98 吳翠松 國立聯合大學客家語言與

傳播研究所 

文字/電子時代的口傳

技藝：一個客家山歌婚

宴）演場域的觀察 

492000 

98 呂欣怡 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

系 

性別、經濟、與社會地

位：客家地區微型創業

婦女的生活世界 

577000 

98 張翰璧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新馬客家族群經濟： 605200 



 

124 

化研究所 以典當業和中藥業為

例」專書寫作計畫 

98 王俐容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化研究所 

台灣文化政策與文化權

的落實：以客家族群與

原住民族為例 

1138000 

98 葉瑞娟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

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客家話中的動詞複製結

構 

481000 

98 鄧美華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日語、華語、台語和客

家話中「青、藍、綠」

等顏色詞的比較研究 

311000 

98 陳弘正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數位媒體設計

系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客

家媽媽的故事 2.0 

744000 

98 陳貴凰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所） 

宅配客家文化美食饗宴 

－ 客家特色宅配美食

研發與行銷 

271000 

98 陳秀琪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 

漳州客家話詞彙調查研

究 

706000 

97 吳中杰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台灣歷

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大埔客家話與其周邊方

言關係研究 

689000 

97 張維安 國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 

「客家與台灣社會」專

書寫作計畫 

695000 

97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客家話名物化與定語結

構研究 

1422000 

97 江俊龍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 台灣客家語語料庫之建 2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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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 置及應用 

97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想像

的內涵與起源 

120000 

97 邱湘雲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華語、閩南語及客家話

三字慣用語研究 

378000 

97 鄭縈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

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台灣四海客家話被動與

處置式標記的調查與比

較 

499000 

97 陳弘正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數位媒體設計

系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客

家媽媽的故事 

744000 

97 陳秀琪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 

兩岸詔安客家話詞彙調

查比較研究（Ⅱ） 

812000 

97 陳秋坤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土著地權與客家公業－

-清代屏東平原村庄社

會素描 

230000 

97 韓碧琴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 

客家社祭研究—以北埔

伯公為例 

504000 

96 張孟珠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六堆地區客家合院民宅

的傳統及現代化間的傳

承及演變調查研究（II） 

402000 

96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東勢客家話共時與歷時

語法研究（Ⅱ）─東勢

客語動貌範疇的語法化

及類型研究 

7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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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羅濟立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所） 

日本統治下臺灣客家話

的學習與研究（Ⅲ）：以

雜誌《警友》為資料 

568000 

96 蔡珮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

系 

家庭觀影情境中族裔電

視與族裔認同建構：以

客家電視台與客家族群

為例 

556000 

96 賴顯松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

計與管理系 

臺灣六堆客家生活藝術

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1130000 

96 郭訓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

化產業研究所 

花蓮地區原住民及客家

休閒文化產業發展對東

部區域經濟的影響評

估—以區域性可計算一

般均衡模型（RCGE）

分析 

659000 

96 鄭曉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 

福建連城客家方言調查

研究 

480000 

96 陳秀琪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

究所 

兩岸詔安客家話詞彙調

查比較研究 

728000 

96 韓碧琴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 

抄本客家書儀婚禮篇研

究 

598000 

95 倪晶瑋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子計畫四：范姜老屋群

客家故事巷展示規劃與

行銷之研究  

8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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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劉阿榮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客

家文化與永續社會發

展：文化產業與文化認

同之重建 

1392000 

95 張孟珠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六堆地區客家合院民宅

的傳統及現代化間的傳

承及演變調查研究（I） 

340000 

95 林宗賢 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

（所） 

遊客對閩南與客家襲產

旅遊渡假區之懷舊意象

比較 

1111000 

95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東勢客家話共時與歷時

語法研究 

666000 

95 王俐容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 

藝術節慶的族群展示與

文化認同：以「客家文

化藝術節」為例 

285000 

95 羅濟立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所） 

日本統治下臺灣客家話

的學習與研究（Ⅱ）：雜

誌《語苑》的客語假名

音韻與語法研究 

264000 

95 莊英章 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

系 

歷史、生態與區域發

展：屏東高樹與梅縣白

渡客家聚落的比較研究

（2/2） 

493000 

95 郭維茹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

學東方語文學系 

閩南、客家方言"來"、"

去"虛化用法研究 

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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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韓碧琴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 

抄本客家書儀喪事篇研

究 

628000 

94 呂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變遷中客家女性的

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 

120000 

94 張儷瓊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

樂學系（所） 

客家箏曲《出水蓮》之

音律測定研究 

547000 

94 張光宇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廣東平遠客家話調查研

究 

335000 

94 施雅軒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所） 

中國客家區域的建構與

分析 

435000 

94 林蕙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長汀客家話的連讀變調

現象 

303000 

94 江俊龍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 

台灣饒平客家話的源與

變 

451000 

94 羅濟立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所） 

日本統治下臺灣客家話

的學習與研究 

243000 

94 莊英章 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

系 

歷史、生態與區域發

展：屏東高樹與梅縣白

渡客家聚落的比較研究

（1/2） 

482000 

94 譚鴻仁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所） 

北埔膨風茶與客家擂

茶：品質、網絡、與地

方發展 

480000 

4 陳逸君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

產維護系 

辨識「福佬客」：一個彰

化永靖地區福佬客家族

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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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族群認同觀 

94 陳其澎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客家住屋空間營造中的

身體與生活空間互動之

研究：以浣衣空間與卵

石生態駁坎為例說明 

374000 

94 韓碧琴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 

抄本客家吉凶書儀研究 473000 

  呂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濟發展、家庭策略與

性別分工：一個客家社

區的研究 

857200 

93 張光宇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福建南靖客家話研究 463200 

93 江俊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

文學系 

屏東縣潮州地區閩南話

與客家話的調查研究 

392800 

92 呂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變遷與客家婦女地

位（2/2） 

807200 

92 曹逢甫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客家話的承續與調適：

大埔和詔安客家話在東

南亞、台灣與大陸原鄉

的比較研究（2/2） 

838200 

92 曾純純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六堆客家社區刊物之研

究--以《六堆雜誌》、《六

堆風雲雜誌》為例 

279800 

92 許秀霞 國立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

系 

美濃地區客家生命禮儀

研究 

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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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瑞源客家話的語音特性 677200 

92 陳麗娜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六堆客家民間故事之採

錄與整理－以內埔地區

為例 

226000 

91 古鴻炎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

程系 

國語、閩南語、及客家

語之整合式語音信號合

成系統 

515200 

91 呂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變遷與客家婦女地

位（1/2） 
657800 

91 張繼光 嶺東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

管理系 

台灣客家小調源流及與

旁系歌謠之關聯研究 

120000 

91 曹逢甫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客家話的承續與調適：

大埔和詔安客家話在東

南亞、台灣與大陸原鄉

的比較研究 1/2 

879200 

90 徐明福 國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所） 

台灣客家傳統夥房屋卦

書之初步研究 

479500 

90 戴浩一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台灣客家話量詞的歸類

型式及認知原則（II） 

439500 

90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台灣東部客家方言調查

3/3 

554000 

89 古鴻炎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

程系 

客家語語音合成之初步

研究 

451500 

89 張屏生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 台灣北部客家話次方言 4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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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 的語音和詞彙 

89 戴浩一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台灣客家話量詞的歸類

型式及認知原則 

479100 

89 曹逢甫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客家話有字句的研究 447817 

89 曹逢甫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

所 

客家話動詞組結構研

究：時貌、情貌，把字

句與被字句 

612400 

89 李文獻 國立僑生大學先修班 台灣客家傳統婚禮儀節

之研究 

349800 

89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台灣東部客家方言調查

（1/3） 

578500 

89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台灣東部客家方言調查

2/3 

551700 

88 姚榮松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所） 

臺灣閩南語、客家話及

國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

究（Ⅱ）—漢字研究 

763440 

88 徐文俊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神經內

科 

台灣客家人與福建人之

腦中風研究 

367833 

88 范瑞玲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客家話疑問詞的認知 131400 

88 鄭縈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台灣國語、閩南語和客

家話各類情態詞搭配關

係的比較 

225700 

88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臺灣中部地區各客家次

方言的音韻現象 

3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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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吳麗娟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服飾設計

管理系 

台灣閩南、客家及原住

民肚兜之比較  

257500 

87 徐文俊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神經內

科 

台灣客家人與福建人之

腦中風研究 

275600 

87 許慧娟 國立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 

六家饒平客家方言變調

實地調查 

513600 

87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台灣六堆客家話各次方

言的音韻現象（II） 

610900 

86 姚榮松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所） 

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及

國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

究 

370600 

86 鍾榮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所） 

臺灣六堆客家話各次方

言的音韻現象 

6278000 

85 米復國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 關西地區客家散村聚落

構成與變遷之研究 

267700 

84 張承能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一般外

科 

國語、台語、客家語等

在大腦皮質功能區之定

位以及其生理學差異性

之探討 

650000 

84 許春金 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 閩南籍、客家籍、山地

籍少年偏差行為之類

型、盛行率及成因之比

較分析－社會控制理論

之族群驗証 

4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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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陳光和   客家人青少年型糖尿病

的遺傳病因調查─病例

對照研究 

493000 

83 徐明福 國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所） 

從防禦的觀點探討清末

東勢客家村庄之構成 

256000 

83 謝劍 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暨

研究所 

客家宗教信仰的研究：

以臺灣地區為例 

13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