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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ity among Chinese in Jamaica（P. Pratap Kumar（ed.）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e Diaspora》
, Brill, 2006）

張 容嘉（CAHNG Jung-Chia）
國立中央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博士（國立清華大學）
。專業及研究主題為：社會學、族群研究、客
家研究、性別研究〔訳：台湾中央大学ポストドクターフェロー。博士（台湾清華大学）
。専門・
研究テーマは、社会学、エスニシティ研究、客家研究、ジェンダー研究〕
。
主要著作：
〈香港崇正總會與世界客屬想像〉
（
《全球客家研究》12，2019年）
，
〈客家群體的形成 ―
胡文虎與其客家社團〉
（
《客家研究》7，2014年）
，
〈不完全的蛻變 ― 災後女性角色的開展與困頓〉
（
《思與言》51
（1）
，2013年）
。

張 翰璧（CHANG Han-Pi）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博士（德國 Bielefeld 大學）
。專業及研究主題為：客家研究、東南亞研究、族
群經濟研究、性別研究〔訳：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博士（ドイツ・ビーレフェルト大学）
。専門・

403

研究テーマは、客家研究、東南アジア研究、エスニック経済研究、ジェンダー研究〕
。
主要著作：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中大出版中心 /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3年）
，
《基督教
與客家文化》
（交通大學電子書，2013年，合編）
，‘Cultural Dimensions of Risk Perceptions: A
Case Study on Cross-Strait Driftage Pollution in a Coastal Area of Taiwa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6, 2018, co-author）
，
〈柬埔寨客家聯誼會與「新南向政策」
〉
（
《全球客家研
,
究》近刊，合著）
，
〈馬來西亞新村客家婦女初探：以沙登新村為例〉
（
《全球客家研究》 5 ，2015）
“Adaptive Societ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Resilience of a Rural Region of Taiwan.”（Land Use Policy 36, 2014, co-author）
。

WONG Mark Y.（黃 韌）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 · 副教授。博士（廣州中山大學）
。專業及研究主題：文化人類學、客家研究、文
化遺產、海外民族誌、族群經濟等〔訳：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准教授。博士（中山大学）
。専門・
研究テーマは、文化人類学、客家研究、文化遺産、海外民族誌、エスニック経済ほか〕
。
主要著作：
《神境中的过客 ― 从曹主信仰象征的变迁看岭南客家文化的形成与传承》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专著）以及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十多篇。

KELLY Anna K.（黃柯靉娜）
Lecturer,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 Grad Student. Master of Arts（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
Research Topic and Interest: Medical Anthropology, Chinese Medicine, Hakka Culture, Religious
Anthropology, and Phenomenology.

CHONG Peter（張 福和）
加拿大溫哥華客屬崇正會前會長〔訳：カナダ・バンクーバー客属崇正会前会長〕
。

賴 郁晴（LAI Yu-Ching）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綜合規劃組・組長。碩士（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專業及研究主
題：博物館經營、文化資產、生態博物館、都市人類學、城市規劃〔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
ー総合計画課・課長。修士（台湾成功大学都市計画研究所）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博物館経営、
文化資産、エコミュージアム、都市人類学、都市計画〕
。
主要著作：“An Alternative Redevelopment of the Post-industrial Region in Hou-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tical Review”（Proceedings of “Tourism and the Shifting Values of Cultural Heritage: Visiting Pasts, Developing Futu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3, co-author）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2017年報》
（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8，合編）
，
《社區居民與既有保齡球館業者協商意願之研究 ― 以台南市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0）
。

邱 秀英（CHIU Hsiu-Ying）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文資典藏組・副研究員。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專業及研究
主題：六堆區域研究、客家研究、物與客家文化的詮釋〔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ー文化資源
収蔵課・副研究員。博士（台湾師範大学地理学部）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六堆客家研究、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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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執筆者紹介）

研究、物質と客家文化の解析〕
。
主要著作：
《花蓮地區客家信仰的轉變 ― 以吉安鄉五榖宮爲例》
（臺北：蘭臺出版社，2006）
，
「臺
灣客家文化館與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經營理念與規劃」
（
《博物館與客家研究》苗栗：客家委員會客
家文化發展中心，2018，與何金樑合著）
，
「臺灣花蓮二次移民客家信仰的形成 ― 談鄉土神的競
爭」
（
《粵東客家地域社會與文化田野研究》梅州：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
，
「蛻變中介花東地區客
家庄鄉親信仰的轉變」
（
《吉安鄉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花蓮：花蓮縣吉安鄉公所，2009）
，
（
《2009海峽兩岸三山國王信仰與民間合
「從三山國王廟看族群關係 ― 以屏東縣萬巒鄉佳佐為例」
作交流研討會》彰化：中州技術學院，2009）
。

徐 國峰（HSU Kuo-Feng）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綜合規劃組・研究員。學士（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專業及研究主題：社區
營造、展示研究規劃〔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ー総合計画課・研究員。学士（文化大学地理
学部）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コミュニティ建設、展示研究・計画〕
。
主要著作：
《崎頂放伴挽：2007社區書首編》
（苗栗：苗栗縣竹南鎮崎頂社區發展協會，2007，設計
編執）
。

何 金樑（HO Chin-Liang）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博士（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專業及研究主題：運動社會學、
六堆運動會〔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ー・主任。博士（台湾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
。専門・
研究テーマは、運動社会学、六堆運動会〕
。
主要著作：
「臺灣客家文化館與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經營理念與規劃」
（
《博物館與客家研究》2018，合
著）
，
《博物館與客家研究》
（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8，合編）
，
《韓國體育運動
與民族主義（1890-2010）
：歷史社會學的批判性分析》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2）
，
《中共發展競技運動戰略之研究》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洪 登欽（Hung Teng-Chin）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綜合規劃組・研究員。碩士（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
。專業
及研究主題：客家音樂、客家建築、古蹟維護、客家教會〔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ー総合計
画課・研究員。修士（樹德科技大学遺産保護研究所）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客家音楽、客家建
築、遺産保護、客家教会〕
。
主要著作：
「地方文化產業行銷之探討 - 以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為例」
（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例》
，
2004，6
（2）
，合著）
，
「高雄港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探討」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報》
，2003，15:
523-542，合著）
，
「高雄市鹽埕區及鹽埕港區文化觀光與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研究」
（
《樹德科技大
: 1-26，合著）
學學報》
，2003，5
（2）
，
《傳統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發展之探討 ― 以高雄市愛河下
游為例》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徐 芳智（Hsu Fang-Chih）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綜合規劃組・研究員。碩士（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專業及研究主題：
客家文化兒童繪本、展示研究規劃〔訳：台湾客家文化発展センター総合計画課・研究員。修士（中
原大学企業管理研究所）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客家文化児童絵本、展示研究・計画〕
。
主要著作：
《回顧選擇權之評價模式探討～以歐元與日圓為例》
（中原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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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河合洋尚（KAWAI Hironao）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全球現象研究部、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教授。博士（日本東京都立大
學）
。專業及研究主題爲：社會人類學、景觀人類學、空間論、漢族研究、客家研究〔訳：国立民
族学博物館グローバル現象研究部、総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准教授。博士（東京都立大学）
。専門・
研究テーマは、社会人類学、景観人類学、空間論、漢族研究、客家研究〕
。
主要著作：
《日本客家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 百年的轨迹》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编
著）
，
《全球化背景下客家文化景观的创造 ― 环南中国海的个案》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编著）
，
『景観人類学 ― 身体・政治・マテリアリティ』
（東京：時潮社，2016年，编著）
，
『フィ
ールドワーク ― 中国という現場、人類学という実践』
（東京：風響社，2017年，編著）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in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alifornia:
Bridge 21, now printing, co-editor）
、
『客家 ― 歴史・文化・イメージ』
（東京：現代書館，2019
年）
。

張 維安（CHANG Wei-An）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前院長。博士（東海大學）
。專業及研究主題為：社會學理論、經
濟社會學、資訊社會學、客家研究〔訳：台湾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教授、前院長。博士（台湾東
海大学）
。専門・研究テーマは、社会学理論、経済社会学、情報社会学、客家研究〕
。
主要著作：
《土地神信仰的跨國比較研究：歷史、族群、節慶與文化遺產》
（桂冠圖書公司，2018年，
合編）
，
《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編著）
，
《跨界思維：臺灣與全
球客家的政策對話》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合編）
，
《客家族群與國家政策》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2015年，編著）
，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與臺港澳》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2015年，編著）
，
《思索台灣客家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編著）
，
〈網際網路
與客家想像社群的建構：客家委員會的客家社群經營〉
（
《華僑華人文獻學刊》2 ，2016年，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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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最新号）
当館のウェブサイトにてバックナンバーの PDF をダウンロード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https://minpaku.repo.nii.ac.jp/

No.149 世界の捕鯨文化 ― 現状・歴史・地域性（2019; 岸上伸啓編 ; 日本語）
No.148 カクチケル年代記（2019; 八杉佳穂著 ; 日本語・英語・スペイン語・カクチケル語）
No.147 台湾原住民の姓名と身分登録（2019; 野林厚志・松岡 格編 ; 日本語・中国語）
No.146 Satawalese Cultural Dictionary（2018; comp. Sauchomal Sabino, Tomoya Akimichi,
Shuzo Ishimori, Ken’ichi Sudo, Hiroshi Sugita, and Ritsuko Kikusawa, ed. Lawrence A.
Reid; 英語・サタワル語）
No.145 展覧会の研究「ラテンアメリカの音楽と楽器」展 アンケート調査を中心として（2018;
山本紀夫著 ; 日本語）
No.144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饮食文化与日常生活（2018; 河合洋尚・刘 征宇编 ; 中国語・日本語・
英語）

No.143 How Do Biomedicines Shape People’s Lives, Socialities and Landscapes?（2017; eds.
Akinori Hamada and Mikako Toda; 英語）
No.142 中国における歴史の資源化の現状と課題（2017; 塚田誠之・河合洋尚編 ; 日本語・中国語）
No.141 アーミッシュたちの生き方 ― エイジ・フレンドリー・コミュニティの探求（2017; 鈴木
七美 ; 日本語）
No.140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収蔵「ホピ製」木彫人形資料熟覧 ソースコミュニティと博物館資料
との「再会」1（2017; 伊藤敦規編 ; 日本語・英語）
No.139 財団法人日本民族学協会附属民族学博物館（保谷民博）旧蔵資料の研究（2017; 飯田 卓・
朝倉敏夫編 ; 日本語）
No.138 学校と博物館でつくる国際理解教育のワークショップ（2016; 上羽陽子・中牧弘允・中山
京子・藤原孝章・森茂岳雄編 ; 日本語）
No.137 伝統知，記憶，情報，イメージの再収集と共有 ― 民族誌資料を用いた協働カタログ制作
の課題と展望（2016; 伊藤敦規編 ; 日本語・英語）
No.136 中国地域の文化遺産 ― 人類学の視点から（2016; 河合洋尚・飯田 卓編 ; 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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