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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六堆 300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歷史出發的多元族群共榮 

議程 

第一天 2021/6/3(星期四)    【Day 1】2021/6/3  (Thu.) 

時間 會議內容 

09：00- 

09：30 

主辦單位致詞、貴賓致詞 Welcome Greeting 

大會主席：戴昌賢/國立屏東科大校長 

楊長鎮/客家委員會主委 

潘孟安/屏東縣縣長 

林欽榮/高雄市副市長 

廖松雄/靚靚六堆國建計畫召集人 

09：40- 

10：40 

專題演講(一) Keynote Speech (I) 

講  題：在右堆早期的「文」與「武」 

主持人： 莊英章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講  者： Prof. Dr. Myron L. Cohen /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USA 

10：40- 

11：00 
休息 Break 

11：00- 

12：00 

專題演講(二) Keynote Speech (II)  

講  題： 我初次訪問臺灣調查六堆過年節：竹田鄉頭崙村為例 

主持人： 蕭新煌/臺灣亞州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講  者： 渡邊欣雄教授/前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12：00- 

13：00 
午餐 Lunch 

13：00- 

14：30 

【場次 A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A 

A1【族群邊界與認同流動】 A2【性別建構與文化實踐】 

主持人：周錦宏 與談人：簡美玲 主持人：蔣絜安 與談人：張翰璧 

林淑鈴〈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以周
邊福佬地區為對照的研究〉 

曾純純〈文化合成下的女性角色：以保
力村為例〉 

黃衍明〈九如：游移於六堆的邊陲〉 

洪馨蘭〈「榮耀母方家祖先」：六堆客家
婚俗「敬外祖」作為臺灣文化資
產潛力點〉 

施雅軒〈清代六堆客家的開山見證—從
忠義亭長生牌位談起〉 

張永明〈六堆客家人護土意識的演繹：
以阻葬與號墳風俗為例〉 

14：30- 

14：40 
休息 Break 

14：40- 

16：10 

【場次 B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B 

B1【文化接觸與移民經驗】 B2【客語書寫與文教推廣】 

主持人：黃紹恆 與談人：蔡芬芳 主持人：羅肇錦 與談人：邱湘雲 

林正慧〈日治六堆人的華南經驗〉 
張屏生〈從臺灣民間文學材料的收集看

六堆客語歌謠創作的形式特點〉

陳麗華〈經歷、心態與認同：二戰時期
在南京的六堆客家人〉 

李梁淑〈六堆地區客話書寫的實踐：以
散文、小說為中心〉 



 

II 
 

吳中杰〈六堆客語對於清初汀州四首詩
作的印證〉 

羅烈師〈特殊或主流：六堆學校教育客
家 語 言 文 化 復 興 之 觀 察 與 建
議 〉 

16：10- 

16：20 
休息 Break 

16：20- 

17：30 

專題論壇(一) Forum Ⅰ 

發表 2021 年版新編 《六堆鄉土誌》 

榮譽召集人： 徐正光委員 

各篇主持人：丁澈士教授、李文良教授、利亮時教授、林淑鈴教授、吳中杰教授、
洪馨蘭副教授、李旺臺老師、劉明宗教授 

第二天 2021/6/4(星期五)    【Day2】2021/6/4  (Fri.) 

時間 會議內容 

08：50- 

09：00 
本日會議議程說明 Agenda Description 

09：00- 

10：20 

專題論壇(二) Forum Ⅱ 

講題：臺灣客家的新南向視野 

主持人：林開忠 與談人：蕭新煌 

講者：張曉威/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 

利亮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教授兼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10：
20-10：30 

休息 Break 

10：30- 

12：00 

【場次 C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C 

C1【文化資產展演與重建】 C2【文化襲產與歷史記憶】 

主持人：黃宣衛 與談人：劉大和 主持人：邱榮舉 與談人：邱彥貴 

林思玲〈借鏡日本遺產以永續利用屏東
客家文化資產〉 

林本炫〈新竹義民廟、苗栗義民廟和六
堆忠義亭廟產的比較〉 

俞龍通〈內埔豐田老街及其周邊文化觀
光產品開發之芻議〉 

鍾秀梅〈歷史的顏色，記憶的選擇：從
鍾浩東的故事說起〉 

賴守誠〈臺灣客家菜系下的地方飲食系
統：以美濃的餐飲產業發展為案
例的探究〉 

張孟珠〈六堆傳統竹門簾工藝轉型之模
擬設計〉 

12：00- 

13：00 
午餐 Lunch 

13：00- 

14：10 

專題論壇(三) Forum Ⅲ 

講題：六堆客庄在臺灣的地位與特色 

主持人：謝世忠 

講者：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鍾榮富/南臺科大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 

14：10- 

14：20 
休息 Break 

14：20- 

15：50 

【場次 D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D 

D1【六堆觀光與新創產業】 D2【客家後生在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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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世明 與談人 主持人：林本炫 與談人：劉正元

鄭春發〈全球變遷浪潮下六堆
客庄農業發展趨勢與
制度轉向〉 

曾宗德

賴郁如〈邊區社會的信仰文化：以萬巒
「 殲 炮 城 」 祭 祀 為 中 心
（1830-1990）〉 

鍾招正〈屏東可可巧克力產業
研究：觀光經營與通路
角度分析〉 

楊忠龍〈從刁民到順民：日治初期官民
視野中的六堆客家〉 

邱春美〈六堆觀光華語產業之
探討：以土地信仰為
例〉 翁守德

邱薇樺〈跨時代六堆精英客家精神之體
現：以邱有進老先生為例〉 

黃露鋒〈客家新時代：後現代
主義的文化產業發展〉

15：50- 

16：10 
休息 Break 

16：10- 

17：20 

閉幕座談 Closing Forum 

講題：再創下個黃金三百年的靚靚六堆 

主持人：鍾孔炤/客家委員會副主委 

與談人：廖松雄/高雄市第一屆客委會主委、靚靚六堆國建計畫召集人 

楊瑞霞/高雄市客委會主委 

陳麗萍/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處長 

黃露鋒/國立屏東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鍾振斌/六堆風雲雜誌社、六堆文化傳播社 

吳中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教授兼所長 

暨所有與會學者及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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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六堆 300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歷史出發的多元族群共榮 

議事規則 

論文發表流程須知： 

1.      主持人致詞與介紹發表人以 3 分鐘為限。 

2.      每位論文發表人報告時以 20 分鐘為限。 

3.      每一場次所有論文發表完畢才進行與談。 

4.      每場次待全數發表後進行與談，與談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 

5.      待該場次論文與談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2 分鐘，請主持人負責掌控提

問之流程與時限。 

6.      現場提問結束後，請發表人依論文發表順序回應與談人及提問者，每位

發表人回應時以 3 分鐘為限。 

 

響鈴規則： 

1. 論文發表時 

(1) 第 15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第 20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發表時間截止 

(3) 自 20 分鐘後，每 1 分鐘按鈴一短聲為超時提醒 

2.   與談論文時 

(1) 第 12 分鐘時工作人員將舉牌提醒 

(2) 第 14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3) 第 15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時間結束 

3.   提問時 

(1) 時限前 30 秒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時限截止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提問結束 

(3) 自 1 分鐘後，每 30 秒按鈴一短聲為超時提醒 

4.  發表人回應時 

(1) 第 2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第 3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時間結束 

 

提問須知： 

1.      每一場次待所有發表及與談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2 分鐘。 

2.      提問前，煩請發言者先自我介紹「姓名」及「所屬學校/服務單位」。 

3.      每一場次以每人提問 1 次為原則，提問時以 1 分鐘為限，時限截止時工

作人員將舉牌提醒，表示該次提問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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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主持人、專題論壇暨與談人名錄 

姓名 任務 服務單位 職稱 

一、專題演講(依場次順序) 

Myron L. 

Cohen 
專題演講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USA 

渡邊欣雄 專題演講 前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二、主持人(依場次順序) 

莊英章 主持人 國立中山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蕭新煌 主持人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周錦宏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教授兼院長

蔣絜安 主持人 中華民國第 9 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黃紹恆 主持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教授兼院長

羅肇錦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榮譽教授 

黃宣衛 主持人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研究員兼副所

長 

邱榮舉 主持人 前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教授 

黃世明 主持人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教授兼前院長

林本炫 主持人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教授兼院長

三、專題論壇(依場次順序) 

徐正光 主持人 客家事務專業獎章一等獎得主 委員 

林開忠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

任 

張曉威 論壇講者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院長 

利亮時 論壇講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東南亞

暨南亞研究中



 

VI 
 

心主任 

蕭新煌 與談人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謝世忠 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教授 

張維安 論壇講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兼主任

鍾榮富 論壇講者 南臺科大應用英語系 講座教授 

四、與談人(依場次順序) 

簡美玲 與談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社會學系暨族群

與文化碩士班 
教授 

張翰璧 與談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 特聘教授 

蔡芬芳 與談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 副教授 

邱湘雲 與談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 

劉大和 與談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邱彥貴 與談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客座教授 

曾宗德 與談人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教授兼院長

翁守德 與談人 美和科技大學觀光系 
助理教授兼主

任 

劉正元 與談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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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傳統竹門簾工藝轉型之模擬設計 

張孟珠1、陳協志2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六堆客家傳統竹門簾工藝創新設計的可行方向及其步驟。傳

統工藝的創新設計有別於新創產品的設計，其設計的基礎不能偏離原有的文化脈

胳，需奠基於傳統又能跳脫框架進行產品的設計構想，因此本研究以形態分析法

解構及重構的概念為基礎，結合屬性列舉法及 SCAMPER 奔馳法建構一份創意

思考檢核架構，並輔以德菲法進行專家諮詢作為產品改造方向的參考。竹門簾不

同的設計元素透過創意思考檢核後，可就每個元素的屬性特色如材料、圖樣、造

型、色彩、尺寸、功能及製法等發展出不同的設計構思以作為竹門簾創新設計的

參考構想。透過研究調查顯示，色彩是竹門簾 主要的視覺特徵，如能突破現有

色彩的侷限，以多元色彩的竹門簾搭配設計，將可產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覺感受，

提升產品的感官層次。此外，文化情感因子融入產品的設計亦是觸動消費者心靈

的重要關鍵，也是產品由實用層次提升至精神層次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之竹

門簾改造的重點以竹門簾色彩及文化元素圖樣的融入作為設計改造的嘗試，以藍

衫如意系列及棟頭五行系列進行轉型設計的嘗試，未來並期能以此模式為基礎進

行更多元化的設計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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