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會議「全球客家的形成與變遷：跨域研究的視野」 

議程 

一、時間：103 年 11 月 8-9 日 

二、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HK115 

三、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四、合辦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五、聯絡人／方式：陳璐誼／E-Mail:g30627@hotmail.com、03-5712121*58742 

 

第一天 11 月 8 日(六) 

8:30-9:00 報到  (地點:四樓國際會議廳) 

9:00-9:10 開幕式／校長致詞 (地點:四樓國際會議廳) 

9:15-10:15 開幕演講：蕭新煌〈比較台灣與東南亞客家經驗: 一個研究芻議〉  (地點:四樓國際會議廳) 

10:20-12:00 

場次一/全球客家的形成  (地點:四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利亮時 

張維安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以客家信仰與文化發展為例 

利亮時 
許維德 

族群研究「過程化模型」的潛在理論資源：以台灣戰後「客家」之「族群化」為例的思

考 

張容嘉 客家群體的形成—胡文虎與其客家集團 
黃子堅 

姜貞吟 國家與族群：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 

12:00 –13:30 午餐 (地點:1 樓餐廳) 



13:30 –15:10 

場次二/華南客家研究  (地點 HK207) 

 

場次三/東南亞客家研究  (地點 HK206)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簡美玲 

張自永 一個客家古村落的家風形成史 

連瑞枝 

張翰璧 

張曉威 
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

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 

張翰璧 

朱忠飛 

王朝制度、地方傳統與宗族形

態：閩南客家地區的「複合姓」

宗族研究 

杜忠全 
從嘉應會館之成立探討客家人在

檳城的社會活動 

稻澤努 
現代華南的族群範疇與姓氏—

以廣東省梅州市麥姓為例 

高怡萍 

陳湘琳 

馬六甲巴力吉利令新村客家群體

的口語使用、語言態度與族群認

同 
徐雨村 

張鳳英 

明中葉以來閩西客家地區羅教

的宗族化與在地化──以《大乘

家譜》為中心的研究 

黃子堅 
一個消失掉的社群:砂拉越的巴色

會客家基督徒 

夏遠鳴 
天國與人間：巴色會在粵東經歷

的文化激蕩 
李翹宏    

15:10-15:30 茶點 (地點 HK207) 

 場次四/客家聚落與社區研究   (地點 HK207) 

 

場次五/客家、傳播與文化資產  (地點 HK206) 

15:30 – 17:10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陳湘琳 

利亮時 
探究馬來半島南部客家聚落的

演變—以士乃新村為例 

羅烈師 

陶振超 

蔣淑貞 

「世遺」與「排遺」：澳門九澳村

客家人的「文化資產」與「霸地

污名」 
呂欣怡 

徐雨村 

客家經濟變遷、族群關係與文化

認同：以馬來西亞沙巴州丹南為

例 

許瑞君 
從客家到後客家運動時代：以屏

東縣客家文物館經營為例 

黃世明 
客庄邁向永續社區的經營探

討：以苗栗大湖鄉大窩地區為例 
蔡芬芳 

王崇名 
台灣客家職業倫理的實踐意涵與

現代社會的興起 
潘美玲 

洪馨蘭 
「美濃山」的空間演化:從自然的

到文化的意念 
鄭琨鴻 

客家文化擴增實境繪本系統開發

與使用者態度研究 
林日璇 



 晚餐 

第二天 11 月 9 日(日) 

8:30 – 9:00 報到(地點 HK207) 

9:00 – 10:40 

 

場次六/客家認同與族群關係   (地點 HK207) 

 

場次七/客家、移民與信仰  (地點 HK206)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王甫昌 

Douglas 

Kammen 

Clans, Community, and 

Citizenship: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Hakka in Portuguese Timor 王甫昌 

曾嬿芬 

周敏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Re-Emerging Asia: Som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曾嬿芬 

劉婕 
客家移民融合及族群認同隱形

化?以泰國客家人為例 
許晶晶 晚清東南亞客家移民網絡分析 

陳明惠 /

王俐容 

變遷中的平埔客認同與族群關

係 

柯朝欽 

黃紹恆 
日治時代臺灣客家人琉球移民之

研究 
李世暉 

Chin Yee 

Mun 

Ethnic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among Chinese 

Malaysian Undergraduates: 

Top-Down or Bottom-Up? 

蔡芬芳 印尼客家宇宙觀初探 邱炫元 

10:40-11:00 茶點  (地點 HK207) 

11:00 – 12:40 

場次八/客家論述與族群政治   (地點 HK207) 

 

場次九/客家、性別與現代性  (地點 HK206)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莊雅仲 

柯朝欽 

社會契約﹝的不平等﹞與族群想

像：馬來西亞華人意識下的客家

想像 莊雅仲 

連瑞枝 

簡美玲 
北臺灣客家女性敘事裡的祖先與

家族 
呂玫鍰 

羅慎平 
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論當代臺

灣客家族群政治的民主建構 
吳明珠 

從客家「坐月子」中看文化在傳

統和現代抉擇裡的調適 

劉堉珊 
從臺灣客家族群經驗試論其對東

南亞客家論述發展的可能影響 
曾建元 

曾純純 
同屋下人，共樣有好食：從內埔

墓碑文看客家女性地位變遷 
連瑞枝 

鍾志正 
多重認同視角解析｢孫中山是客

家人嗎?｣ 
段馨君 跨域客家表演研究 李美華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1%2cr2254-1.php


 

 

12:40 – 14:00 午餐  (地點:1 樓餐廳) 

14:00 – 15:40 

場次十/新竹客家研究   (地點 HK207) 

 

場次十一/客家、語言與在地化  (地點 HK206)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者 

施添福 

韋煙灶 
新竹地區閩、客族群祖

籍分布之空間特性分析 
黃卓權 

陳秀琪 

李秀蓉 /

范瑞玲 

桃竹苗地區客語薪傳師實施現

況之研究 

陳秀琪 

陳志豪 

隘糧與大租：新竹頭前

溪中上游地區的隘墾事

業與閩粵族群關係 

黃紹恆 

吳中杰 
浙江西南部客家話的聚變與裂

變 

張崑振 

遷徙與定居：論清代新

埔潘庶賢家族的空間權

力變遷 

張學謙 /

賴佳珍 

台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

存：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 
范文芳 

羅烈師 
想像的聚落：臺灣新竹

六張犁的歷史與再現 
魏文彬 

輪值祭祀的認同與變遷－以大

隘地區中元祭為例 

柳書琴 

竹塹城外文采風流：日

治時期新竹鳳山溪下游

傳統詩社及其活動網絡 

蔣淑貞     

15:40 –16:00 茶點  (地點:四樓國際會議廳) 

16:00 –17:00         綜合座談：主持人徐正光  (地點:HK115)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