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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2018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教育部 

主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承辦聯絡人：劉勝權  助理教授 



「2018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活動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自 2010 年伊始，本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開始辦理「客家文

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以來，今年已堂堂邁入第九屆。明年即將

挑戰十年大關，好像種子長成新苗，新苗逐漸茁壯，正一步步朝著遮

蔭大樹前進。九年的努力耕耘，我們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已可謂不

辱使命，誠如與會專題演講者交通大學張維安院長所說：任何一個研

討會能超過五屆者，都是不簡單的事。本校舉辦「客家文化傳承與發

展」學術研討會正是如此，九年來在此平台發表的文章接近兩百篇，

參與人次超過千人。這樣的成績都是本校堅持推展客家特色課程，復

興發揚客家文化所得到的難得的風景。 

現今台灣客家族群面臨著族群分散，客語使用機會減少，客家語

言與文化之傳承發展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客家族群保存自身語言與文

化的環境已不可同日而語。面臨客家文化傳承的困難與危機，相信是

任何一個客家子弟責無旁貸的大任，唯有客家人自身覺醒，戮力發展

與傳承，客家文化才有重生的機會。 

有鑑於此，本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歷經平鎮山仔頂、龍潭

銅鑼圈兩校區，自建校以來均位於客家庄，我校學生亦多有桃竹苗等

地的客家子弟，遂致力於客家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形成本校特色。本

校為了推行客家文化，除開設「醫護客語」課程之外，特別與桃園市

政府客家事務局合辦「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至今已合

作多年，希望藉此學術研討會，推展客家文化之研究力量，廣納學者



專家之意見，並期許社區能廣泛參與，使更多人了解客家、關心客家，

進而愛護客家，達到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之目標。感謝本校上下一心，

各單位主管的支持，以及客家委員會的經費挹注，更感謝共同主辦單

位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出錢出力。若非所有為本研討會付出與奉獻心力

的每一個單位及個人，本會議無法支持到現在。 

 

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107年 5月 19日─ 2018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二、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三、參加人數：129人（學者專家、與會貴賓、參加民眾） 

四、執行概況：本學術研討會自 107年 1月公布相關訊息開始，相關

時程如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107年 3月 9日（星期五）。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107年 3月 30日（星期五）。 

（三）、研討會議程公佈：107年 5月 1日（星期二）。 

（四）、研討會開放報名：即日起至 107年 5月 10日（星期四）。 

（五）、論文全文截稿日期：107年 4 月 27日（星期五）。 

（六）、論文發表日：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 

 

自論文摘要截止日，大會共收到 30人次 32篇論文摘要，其中有

兩人各投了兩篇摘要。投稿者除各大專院校教師外，亦不乏各校研究

生，參與層面頗廣。若與前屆相較，第八屆會議收到 37 篇摘要，本

屆可說小幅減少。由收取摘要數量來看，雖然稍有減少，然學術性質

研討會收件數量本來就難以掌握，但就近幾年來均能收取三十篇以上



的摘要來看，本會議已在客家相關研究學者與大學校院研究生之間受

到重視，故投稿者眾。 

本會議自籌備初期，即考慮到為了兼顧客家議題曝光率以及保有

一定研究水平，以期在推廣客家文化與提升論文學術性間取得平衡，

故近幾屆均設定錄取 24篇論文。32篇論文摘要，一篇逾期投稿不予

錄用，另有兩人分別投稿兩篇，經大會籌備委員要求兩位投稿者自行

撤回一篇，共有 29篇論文進入實質審查。 

經大會工作組委請委員初審，共得 24篇通過審查，可參與發表。

29篇投稿摘要擇取 24篇發表，得發表率為 82.75%。經通知摘要審查

結果，有三位投稿人或表示無法如期完稿，或表示會議當天另有公務

無法與會，故決定放棄發表。另在論文全文截稿前夕，有兩人表示無

法順利交稿，臨時決定放棄。大會工作組均依摘要初審結果聯繫候補

人員，最終有兩位候補人願意到場發表，故本次會議總共發表 21 篇

論文，略有遺憾。 

研討會以一天為規劃安排，計執行了一場次主題演講、六場次論

文發表會（21篇論文）。主題演講：邀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張維安院

長擔任專題演講者，題目為「浪漫台三線的社會基礎」。六場次論文

發表會：分二場地、六場次發表 21篇文章，計 6位主持人、21位發

表人、16 位評論人，針對客家語言傳承發展、教育、歷史信仰、語

言、文學、產業、移民社會等面向深入討論。 

 

【註明】總計本案活動參與人次__129__人。(男性 66 人，女性 63 人；

性別參與比例 男性 51% 女性 49%) 

 

參、自我評鑑： 

一、優點： 



（1）增益客家研究之交流與研究成果之分享。 

透過此會議，各研究人才與團隊有了交流的機會，並透過此公開

的發表與意見分享，達成研究人才互通、經驗互享、成果互惠之目的。

特別本次會議有中國廣東省嘉應學院李玲教授來稿，擴大參與，讓兩

岸客家研究人才得以交流、切磋。 

（2）提升客家研究之動能，促進客家知識體系的發展。 

個人研究必有盲點，經由本次活動之互動，可讓研究人才與團隊

開拓研究視野，開發新的研究領域，有效提升研究動能，促進整體客

家知識體系的發展，健全客家學術研究之面向。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藉

由研討，可了解各領域較新的研究成果，觸類旁通，或有刺激自身研

究的眼界之效，並可藉此增加合作的機會。 

（3）增益與會人士對客家議題之認識。 

本會議發表論文範疇較廣，兼具各個面向。本次會議清華大學博

士生張月珍小姐延續去年研究主題，今年仍帶來少見的聲學研究，提

出客家話與賽夏語的聲學比較，增加了可看性。交通大學畢業的彭振

雄碩士則發表台灣與馬來西亞客家人的信仰比較研究，將研究視角擴

及海外。張屏生教授則發表了來台傳教士編寫的英客辭典研究，都算

是較少見的研究題材。報名參與的學員來自四面八方，背景各異，本

次會議可深化學員對客家議題之認識。 

（4）擴大客家研究的能見度 

本次活動參與之學員含括老、中、青，有教師、研究生、文史工

作者等，亦有退休人士等參加，透過不同層面的人員參與，可擴大客

家研究之能見度。另外，因本會議持續辦理多年，在桃園地區耕耘已



久，加以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協助宣導，今年會議也得到媒體關注並且

給予報導，相信能有效增加客家文化議題之曝光及能見度。 

（5）帶出最新及值得開發之研究議題 

嘉應學院文學院李玲教授發表了「從梅縣到苗栗：客家族群文化

的傳播和移植」一文。文章主要談論的主體是民國 38 年以後自大陸

遷台的客家人對苗栗地區的開發與貢獻，觸及所謂外省客家的議題。

這在台灣客家研究界仍屬少見，而相當值得開發。此種研究視角相當

程度可以說明解釋許多問題。新生醫專浮絲曼教授則參與桃園地區幼

兒園推動客語沉浸式教育的推動與輔導工作，提出研究成果。沉浸式

教學被認為是推動語言教學有效的模式，然而針對客家語言的推動成

效研究有限。故浮教授藉由親身參與而提出觀察與建議，非常具有實

證意義。教育乃百年事業，客語復甦更是重中之重，不可不慎。此類

議題相當值得我輩研究者關注。 

 

二、待改進之處： 

（1）研討會宣傳可加強，應加強宣傳管道與力度，以增加參與者。

客家研究雖然已步入顯學之列，然卻仍屬小眾市場。相較於其他形式

的客家活動，學術活動較為生硬，對一般人的吸引力較低。故會議可

加強宣傳與連結，吸引年輕一輩關心客家研究。 

（2）研討會籌備時間應提早，以有充裕時間作業為度。若能提早籌

備，可減少籌備過程中的瑕疵。 

 

肆、檢討與建議： 

一、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1）依原定計畫之時程與地點舉辦，沒有落差。 



（2）發表論文篇數預計 24篇，當日實際發表 21篇文章，略有遺憾。

主要因為本屆有較多投稿人放棄發表所致，這部分大會較難控制。 

 

二、有無製作紀錄供作未來之參考？ 

現場進行專題演講錄影以及全程拍照佐存，以提供未來辦理之參

考。 

 

三、改進意見： 

（1）此次研討會場地於桃園市客家文化館辦理，本研討會並無提供

接駁服務，許多主持人或評論人反映交通問題。未來會考慮編列交通

費用，核實支付，期研討會讓主持、評論甚至發表更為理想圓滿。 

（2）來年續辦可將籌備期程提前，以利準備工作。 

（3）客家文化館的場地屬於會議及展演使用，研討會較無舒適、合

宜的場地用餐，來年會再思考用餐環境的問題。 

 

四、建議事項： 

（1）研討會共發表 21篇論文，非利用兩場地同時進行不能完成，加

上開、閉幕及專題演講等活動，一天的會議時間略感緊湊及不足，故

往年已有檢討朝縮減發表論文數量，以充裕論文發表及評論時間的方

向來走。故今年續辦已調整發表場次，由往年的四場次兩場地同時進

行，更改成三場次兩場地同時進行。意即每場次每場地以四篇論文發

表，讓發表者、評論人都有較為充裕的時間應用。來年若續辦，仍會

就與會者提供之意見，斟酌考慮是否就篇數再做調整。一方面可提升

論文水平，二方面可更妥善安排時間，三方面更有效利用場地，不至

於造成會議時間延宕。  



（2）本屆會議大會報名系統由本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支援，統

合在本校活動報名系統中。因本校線上報名系統要求的緣故，造成不

少有意報名的鄉親及民眾，因不熟悉繁雜的報名程序，故未能成功報

名，影響參與的意願。來年大會籌備組會針對此點進行修正。以方便

民眾報名為要。 

（3）建請下屆經費能給予更多補助，以利擴大辦理資料留存、傳承。

今年經費略有縮減，大會籌備均配合預算執行。來年適逢第十屆會議，

值得擴大舉辦。非得經費支持不可，故希望來年經費補助能夠增加。 

 

五、結論： 

本校辦理 2018 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承續前

八屆深耕客家文化之精神，賡續發表質量俱佳之客家領域論文，並用

心規劃整體研討會進程，以期達到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之目的。希望

在本校堅持與努力，以及客家委員會的支持之下，能夠落實、振興客

家語言之復甦。 

 

六、成果報告書附件： 

（1）原活動計畫書。 

（2）活動相片（活動每一流程至少 2張，總數不得少於 10張，並且

須以文字說明）。 

（3）研習活動需附學員簽到表。 

（4）文宣：附上邀請卡。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6 日 
 

（蓋協會章） 



附件一：原活動計畫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18 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宗旨： 

響應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文化、客語認證政策，本研討會以客家語言、

音樂、藝術、民俗、史蹟、文物、醫護、教育、產業等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為主旨，廣邀專家、學者共聚ㄧ堂，分享理念、閱歷與推廣、傳揚經驗。

藉此營造不同領域間之學者、專家的對話與交流，相互切磋、相互砥礪，

以提升客家教學與研究能量，裨益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貳、研討會主題： 

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徵稿範疇： 

一、客家語言文化（含客語能力認證與教學等相關問題探討） 

二、客家醫護教育（含幼保、音樂、藝術及生活教育等範疇） 

三、客家歷史研究（含民俗、史蹟、文物及社會文化等範疇） 

四、客家產業發展（含傳統技藝、文創及文化資產等範疇） 

 

參、指導單位： 

客家委員會、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伍、研討會時間： 

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8：00 至下午 16：30。 

 

 



陸、研討會地點：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號)。 

 

柒、會議語言：  

會議語言為期推廣建議以華語、客語交錯說明。 

 

捌、論文發表形式： 

每篇 18 分鐘，論文發表 13 分鐘及評論 5 分鐘。 

 

玖、會議議程： 

議程表預定 107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公告。 

 

拾、會議參加對象： 

國內外學者、專家、教師、相關領域研究生為主，亦開放一般民眾報名。 

 

拾壹、重要活動時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107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107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 

三、研討會議程公佈：107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 

四、研討會開放報名：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 

五、論文全文截稿日期：10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六、論文發表日：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報名網址：http://hakka.web.hsc.edu.tw/bin/home.php 

 

拾貳、論文撰寫格式： 

一、來稿請以 A4 紙張打字，並次第編撰頁碼。每篇論文全文包括圖、表

及參考文獻，以不超過十頁(8,000 字)為原則。 

二、來稿本文如為外文，須另附中文題目及中文摘要；摘要以 500 至 800

字為原則。 

三、來稿依序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項目： 

（一）標題：包括題目、作者姓名、任教學校系科或任職單位。 

http://hakka.web.hsc.edu.tw/bin/home.php


（二）摘要：包括摘要、三至五關鍵詞。 

（三）正文：包括圖表在內。 

（四）參考文獻。 

四、餘相關格式將發佈於本校網頁上。 

 

拾参、連絡方式： 

一、論文摘要及全文投稿時，請依規定格式完稿，將電子檔（請務必包

含 WORD、PDF 檔一式兩檔）傳送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中心劉勝權助理教授收。 

           電子信箱：leoleo28@hsc.edu.tw 

二、學校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連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665。 

           傳    真：03-411-7600。



大會簡要議程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18 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大會簡要議程 

 

 

2018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 地點 

08：00~08：30 報到 客家文化館中庭 

08：30~08：50 開幕、貴賓致詞 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08：50~09：00 拍攝團體照、休息 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09：00~10：00 專題講演 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10：00 ~10：20 茶敘(客家文化館演藝廳前廣場) 

10：20~12：00 論文發表會（第一場） 
1Ａ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1Ｂ客家文化館 T5 多功能會議室 

12：00~13：00 午     餐 

13：00 ~14：40 論文發表會（第二場） 2Ａ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2Ｂ客家文化館 T5 多功能會議室 

14：40~15：00 茶敘(客家文化館演藝廳前廣場) 

15：00~16：30 論文發表會（第三場） 3Ａ客家文化館 A5 視聽簡報室 

3Ｂ客家文化館 T5 多功能會議室 

16：30~ 閉幕 



 

附件二：活動照片 

會議期間相關發言、報告，可見以下照片。 

  

開幕式客家委員會代表何主任致詞 
開幕式客家事務局 

蔣局長致詞 

  

開幕式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許校長致詞 

專題演講 

張維安教授演講 

  

發表會實況 (會場 A) 發表會實況三(會場 A) 



 

  

發表會實況 (會場 B) 發表會實況 (會場 B) 

  

評論人講評 評論人講評 



 

附件三：活動簽到表 

  

 

 



 

  

 

 

  



 

附件四：邀請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