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组织、学术刊物简介

本简介通过对有关文字资料、网络信息、数据库资源进行收集整理，选择与华侨华人
研究联系紧密的研究机构、组织共 25 个，学术刊物共 15 个。

研究机构、组织
1. 暨 南 大 学 华 侨 华 人 研 究 院 （ ACADEMY OF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IN
JINAN UNIVEＲSITY）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是在原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基础上整合而成 。1981 年， 暨
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华侨研究所，由著名学者朱杰勤
教授担任所长。1984 年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1996 年后华侨华人研究
被纳入国家 “211 工程” （ 1—3） 期重点学科建设行列。2000 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2006 年， 暨南大学在原有华侨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
并聘请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刘泽彭出任院长和基地主任 。 研究院 （ 基地 ）
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采取以研究项目、开放性课题为中心，学者带项目、课题
进院的工作体制。研究院致力于多学科和国际视野下的前沿研究 ，为培养本领域专业人才
和服务社会作出贡献。该研究院科研活动主要有： 由廖承志同志倡议、朱杰勤教授承担的
国家项目———世界华侨史研究， 目前已出版了 《世界华侨史丛书》、 《菲律宾华侨史 》、
《印尼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美国华侨史》、 《日本华侨史》、 《澳大利亚
华侨史》 和 《加拿大华侨史 》 等研究成果， 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出版各
类华侨华人研究的专著、译著一批； 为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广东省等各
级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报告； 多次主持召开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研讨
会。目前，研究院开设历史学专门史硕士点、 博士点， 下设海外华人研究所、 侨务研究
所、中外关系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文献中心 （ 与学校图书馆共建 ） 、 侨务干部培训中心
等机构。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刊物有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与 《暨南史学》，并推出 “侨务
论坛” 和 “新世纪暨南史学论坛” 等系列学术论坛。
机构网址： http： / / aocs. jnu. edu. cn /
2. 厦 门 大 学 南 洋 研 究 院 （ ＲESEAＲ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ＲSITY）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前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于 1956 年， 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
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1996 年， 由研究所升格为
研究院，并成为国家 “211 工程”、“九五” 和 “十五” 建设子项目的机构。2000 年 9 月，
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2004 年 11 月，研究院入选国家 “985 工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五十多年来， 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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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坚持以基础研究为主，注重应用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教育
的水平，参与政府部门决策咨询，加快资料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形成了多学科和综合性的
东南亚研究与教学体系，成为国内的东南亚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决策咨询和资料信息中
心。现有国际政治本科专业，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专门史硕士点，政治学理论、世界经
济、专门史博士点，拥有 1 个国家 “211 工程” 建设子项目、1 个国家 “985 工程 ” 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 1 个省级重点学科。2005 年
4 月成立的马来西亚研究所，是与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 巴达维提议建立的马来亚大学中
国研究所相对应的研究机构。研究院还拥有先进的科研与教学设施 ，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
有 《南洋问题研究 》 （ 创刊于 1974 年 ） 和 《南洋资料译丛 》 （ 创刊于 1957 年 ） 。 同时，
研究院已建成东南亚教学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 ，设立东南亚研究中英文学术网站和东南亚
研究数据库。南洋研究院下设东南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国际关系研究所、 华侨华人研究
所、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心、《南洋问题研究》 和 《南洋资料译丛》 编辑部、 图书馆、 办公
室，现任院长为庄国土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nanyang. xmu. edu. cn
3. 北京大 学 华 侨 华 人 研 究 中 心 （ CENTEＲ OF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PEKING UNIVEＲSITY）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9 年， 是北京大学跨系所和跨学科的、 从事华
侨华人问题综合研究和咨询的学术机构 。其宗旨是致力于组织、协调和规划本校有关华侨
华人问题的研究； 同国内外有关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建立联系 ，进行学术交
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为探索北京大学文科新专业、新课程的设置与发展服务； 为有
关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定题委托研究 、专题讲座与咨询服务。该中心具有多学科
综合的特点，从事研究的学者具有国际关系、外国语、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
背景。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广泛 ， 主要包括：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
现状和发展趋势； 各国、各地区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华侨华人对居住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 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
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的作用； 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历史演变 ； 各国、各地区华人移民与
其他民族移民的比较研究，以及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问题等。 中心编辑出版了 12 卷本
的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和近 50 辑的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 ” 等学术著作；
定期举办有关华侨华人研究专题的各类学术讲座 、学者论坛、学术会议。除学术研究与交
流外，中心的活动内容还包括在海外进行专题社会调查 、建立华侨华人问题资料库，以及
提供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咨询服务等 。归侨教授是这个中心的中坚力量 ，曾任中心主任的
周南京教授、 副主任梁英明教授都是印尼老归侨 ， 现任主任是留学荷兰的归国博士吴
小安。
机构网址： http： / / web5. pku. edu. cn / cocs /
4.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 OVEＲSEAS CHINESE INSTITUTE IN HUAQIAO UNIVEＲSITY）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是在整合学校华侨华人研究所、 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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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资料中心和四端文物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单位 。研究院设有专门史硕士点，培养
华侨华人研究、中外关系史、 区域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 开设的主干课程有 “史源学 ”、
“华侨华人概论”、“东南亚华侨华人史”、 “侨乡文化研究”、 “欧美华侨华人史”、 “华文
教育研究”、“教育史专题”、“现代台湾专题 ” 等。 研究院下设华侨华人资料中心、 四端
文物馆、侨乡社会研究中心、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中心、侨务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和境内外
学者合作研究室等部门，其中，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旨在收集侨乡典藏及海外华侨社会民间
文献，力图建立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华侨华人研究资料库 ； 四端文物馆是在爱国华侨杜
祖贻先生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海外华侨文物博物馆 ，不断收到来自海外的捐赠文物，成为学
校与华侨联系的一个特色纽带； 侨乡社会研究中心与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中心立足侨乡 、面
向海外分别开展侨乡社会文化变迁及海外华人社会文化变迁的专项研究 ； 侨务理论与政策
研究中心旨在梳理侨务政策和侨务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 ，总结侨务工作规律，积极提出对
策与建议； 境内外学者合作研究室专门为延请海内外相关学者来校开展交流 、 资料共享、
合作研究服务。现任院长为骆克任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hqhr. hqu. edu. cn /
5.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CENTEＲ OF INTEＲNATIONAL MIGＲATION AND OVEＲSEAS CHIESE，COLLEGE OF HISTOＲY ＆ CULTUＲE，
CENTＲAL CHINA NOＲMAL UNIVEＲSITY）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3 月 23 日，
是挂靠于该校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研究机构 。中心在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方面有较强
的研究基础。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 2004） ” 和 2002
年国务院侨办重点研究课题 “美国移民发展趋势和我国移民对策研究 ”； 出版了这方面的
学术专著和系列学术论文； 参与策划了香港凤凰卫视制作的 100 集电视片 《唐人街 》 等。
当前，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国际移民政策的比较研究 、欧美国际移民与华人研究、东南
亚国际移民与华人研究等。中心除了承担相关学术讲座和课程外 ，每两年还召开一次国内
或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培养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方面的研究生 ，并鼓励和组
织中心成员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现任中心主任为李其荣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history. ccnu. edu. cn / news / list. aspx？ cid = 68
6. 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 CENTEＲ FOＲ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OF ZHEJIANG NOＲMAL UNIVEＲSITY）
浙江师范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工作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90 年代正式成立浙江师
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已成
为浙江省内最具实力的华侨华人科研机构 。中心的科研工作以研究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
欧洲华侨华人、浙江侨乡侨情为特色，并兼及世界范围内华人文化、华人经济的研究，已
正式出版或发表科研成果数十种。从 1995 年起， 中心与浙江省侨联合作， 由中心组成编
辑班子，出版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至今已出版了 6 辑，共 115 万字， 以学术性、 资料
性、现实性和地域性见长，在侨界已经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心受浙江省侨办委托，独立承
担浙江省大型文化建设工程——— 《浙江省志 》 的专志 《浙江华侨志 》 的编纂工作； 2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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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的 《青田华侨史稿 》 也已完成。 中心的研究工作还包括浙江侨乡模式的比较分析、
浙籍华人社团史、青田华侨年鉴等。中心自成立后十分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与浙
江省侨办、侨联及下属各级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工作联系 ； 与国内外侨研机构和人士开展
了频繁的学术交流； 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侨领 （ 浙籍为主 ） 形成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中心多次接待来自欧美等地的侨领来访 。侨史专家周望森先生担任首任主任 ，现任主任为
郭剑波副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overseas. zjnu. edu. cn
7. 温州市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华人华侨研究所 （ OVEＲSEAS CHINESE INSTITUTE IN
THE ＲESEAＲCH CENTＲE OF GLOBAL WENZHOUNESE）
温州市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华人华侨研究所由温州大学创设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经历十年左右的成长、调整，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特别是温籍华侨华人
问题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以海外温州人为重点研究对象 ，研究侧重于温州华侨
史研究、温籍华侨华人及其与侨居国关系研究 、温州侨乡侨属研究以及温籍港澳台胞研究
四大方向。该研究所现由法政、 人文和教育等多个学院的十多名教师， 组成了一支跨部
门、跨学科的专业研究队伍，同时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
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人士担任兼职研究人员 。整个团队年龄结构合理，以青年为
主，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 60% ，具有硕博士学位的占 1 /2。该所现隶属于温州市世界温州
人研究中心，现任所长为蔡克骄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sjwzr. wzu. edu. cn / About. aspx？ Tid = 11
8.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 CHINESE INSTITUTE OF OVEＲSEAS CHINESE HISTOＲY STUDIES）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 2 月， 是全国性的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术
机构。该所的主要任务有： 负责华侨华人历史、侨情现状和侨务理论的研究，为侨务政策
的制定和侨务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 ； 负责召开有关华侨华人学术会议 ，开展国内外学
术交流活动； 负责编辑出版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学术期刊、《华侨华人资料》 及 《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文库》； 负责有关图书报刊的征集、整理、收藏和管理， 为侨务工作和国内
外涉侨研究提供信息咨询、资料检索服务； 负责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日常工作 ； 积极开展
调查研究，为中国侨联中心工作服务。该所还与海内外相关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共同主
办过多次国际与地区性的华侨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 。二十余年来，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所已在中国侨务政策、 中国侨务法律法规、 华侨华人历史、 华侨华人人物、 华侨华人社
团、华侨与抗日战争、归侨侨眷、客家人以及留学生与新移民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多
成果。《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是由本所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 ， 该刊是国内第一
份公开发行的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术刊物 ，也是目前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
级专业杂志和刊登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学术刊物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注
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注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自 2001 年起， 该所启动了 “华侨华人口
述史资料抢救工程”。该所下设办公室、研究室、编辑室三个处室， 另有涉侨藏书具一定
规模的资料室，现任副所长为林晓东，主持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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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CENTEＲ FOＲ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于 1999 年 12 月成立 “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在该中心
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于 2002 年 3 月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兼任中心主任 。该中心于 2002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 “海外
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郝时远主编的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2 年版） 。曾少聪著的 《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 （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二也相继出版 。
该中心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新
加坡的八方文化创作室共同主办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10.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 （ INSTITUTE FOＲ ETHNIC CHINESE STUDIES，
FUJI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 是省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唯一的华
侨华人研究所。该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华侨、华人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东南亚
华侨、华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及其与福建建设的关系 。成立近二十年来，该所承担了
数十项省政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省级以上的社会科学基金 、软科学项目及境外合作课
题，在侨乡经济、新华侨华人、华侨华人资源作用载体、两岸侨务政策比较、海外华人企
业治理结构、华人企业跨国投资等相关课题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 出版了 《华侨华
人经济新论 》 和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 等专著。 与美国、 加拿大、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的学术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
该所遵循 “三为方向”，即为经济建设服务、为领导决策咨询服务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
务，力图促使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 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进一步加强对华侨华人
经济、侨乡经济、侨刊乡讯以及新华侨华人等问题的研究 ； 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对策性研
究，继续巩固华人经济研究的优势，加强与侨务、统战和对外经济部门的联系，增强研究
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该所编辑出版 《华侨华人与侨务 》 季刊， 现任所长为李鸿阶研
究员。
机构网址： http： / / fass. net. cn / fassNews / erji01. asp？ NewsID = 1189
11.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 CHINA SOCIETY FOＲ OVEＲSEAS CHINESE HISTOＲY）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于 1981 年 12 月成立，其前身是全国华侨历史学会，是在廖承志的
倡议下，由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热心于这项工作的人士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
体。首任会长为侨联主席庄希泉，廖承志出任名誉会长，并为学会题写会名。该会旨在广
泛团结国内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工作者， 共同促进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 随后， 广东、
福建、广西、海南、云南、吉林和上海等华侨华人较多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成
立了地方性的侨史学会。改革开放以来，侨史研究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推动下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先后出版了各类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人物传记、论文集、图片集、资料
汇编、译著和百科全书，填补了多项空白。在海内外侨史研究工作者和热心人士的关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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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学会在开展学术交流、增进社会各界对华侨华人历史现状问题的了解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并在国内外颇有声誉和影响。现任会长为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 。
12. 台湾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CENTEＲ FOＲ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ＲSITY，TAIWAN）
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位于台湾省新竹市 ，其成立的宗旨为： 针对海外华人之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两岸政府对外华人之政策 、相关机构进行研究，使本校成为海外
华人研究中心。该中心整合了本校及中央研究院 、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暨
南国际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等相关专家与学者资源 ，组成新的研究团队，开展华侨
华人相关研究。主要成果是出版了 《民国以来的侨务与侨教研究》、 《海外华人研究论文
集》、《侨民教育研究论文集 》 等研究著作。 该中心还不定期地举办一系列国内外学术研
讨会，诸如 “新世纪移民” 国际研讨会、 华侨学术文献点及研讨会、 海外华人与侨民教
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侨侨务专题讲座、台商与东南亚华人经济论坛等学术活动 。现中心
主任为玄奘大学校长夏诚华教授 。
机构网址： http： / / oc. hcu. edu. tw
1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 （ CENTＲE FOＲ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ＲN DIASPOＲ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于 1998 年成立了南方华裔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在东南亚研究及太平洋研究 （ 包括澳洲、 新西兰及各太平洋岛屿研究 ） 方面有庞大
的研究阵容和长期资金投入，且该大学图书馆及邻近的澳洲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丰富的华裔
研究资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华裔资料集中地之一 。该中心成立之后，进一步促进华裔研
究的学术活动及出版，并提供信息交流，主要焦点放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华裔 ，包括东
南亚、澳洲、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的华裔移民及后代 。研究中心长期鼓励相关的研究及教
学活动，鼓励不同角度及不同取向的主题 ，从全球观点、跨国现象到当地本土观点，从政
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以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来丰富这个领域的发展 。研究中心近年来邀请
多位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持续举行相关议题的公开讲座及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
出版 《裔群》、《南方华裔研究》 等期刊，定期对外发布研究信息。
机构网址： http： / / rspas. anu. edu. au / cscsd /
14. 新加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中 华 语 言 文 化 中 心 （ CENTＲE FOＲ CHINESE LANGUAGE
AND CU LTUＲE）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于 1994 年 4 月， 是一个开放式的研究机
构。其成立宗旨是传承南洋理工大学的创校精神 ，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中
心以 “研究中华语言和文化 ” 作为研究重点， 开展与本地华人社会有关的课题研究。 中
心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东南亚华语和方言 、 东南亚华文和文学、 东南亚华族历史与民俗、
民族传统与华族社会、中华传统与文化、 华族语言与方言、 华文文学、 华人移民与网络、
本土与全球问题和东南亚华人教育等 。中心积极开展与国外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合作，
进行学术交流，如合办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对中国语言文化开展合作研究、交换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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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版学术刊物等。香港城市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等都是它的合作伙伴。 为扩大学术影响、
推动学术研究，中心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定期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 ： 如举办国际学术会
议、“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 公开演讲会、 公众论坛以及专题研讨会等。 中心设
顾问、主任、副主任各 1 名，有来自国内外的学者 17 人。 中心出版物主要有 《南大语言
文化学报》、《南大语言文化丛书》、《南洋人文丛书》、《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 等。现任中
心主任为李元瑾副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ntu. edu. sg / hss / cclc / Pages / default. aspx
15.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 ＲESEAＲCH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ITY ＆ CULTUＲE）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于 2001 年成立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为了提高学术活动的品
质，也为了更完善地保存及发扬本区华族的史籍和文化 ， 南院董理事会于 2003 年 5 月通
过提升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为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该所的主要任务是： 收集及保
存大马华族各种史料； 为南院师生及校外人士提供学术资源及研究讯息 ； 策划各种学术计
划，为南院及本区开发新的学术领域 ； 鼓励南院学术人员打破科系的限制 ，作跨科系的学
术合作。研究所积极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 如于 2004 年 6 月底协办举行第一届马来西亚
传统汉学研讨会； 2004 年 11 月上旬举办潮人国际新书研讨会暨 “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
计划” 成果发表会，总结潮人史料合作计划的成绩， 并发表研究成果。 研究所目前的藏
书超过一万册，其中，纪念特刊的典藏是研究所的一个特色 ， 共约 3 000 余册， 图书内容
涵盖了政党、会馆、宗祠、商会、庙宇、公会、校友会及职工会等，跨越的年代从战前至
今。中心出版了 《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 《许云樵全集》、 《蔴坡与新山———柔佛
州双城记》、《印尼华教发展史》 等学术著作。现任所长为郑良树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sc. edu. my / ricec / intro. htm
16. 新加坡华裔馆 （ CHINESE HEＲITAGE CENTＲE）
新加坡华裔馆 （ 英文简称 CHC） 成立于 1995 年 5 月，该馆集研究中心、 博物馆和图
书馆于一身，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 、公共教育和资料交流的机构。其宗
旨为将华裔馆发展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以增进人们对中华文化传承及
遍布全球华裔社区的认识与了解 。它同时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其资金来源不仅有新加坡政
府的资助，更有李嘉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及机构的捐助 。该馆主要由来自全球的杰出
华人商界领袖、学者及社会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际董事会指导其各项工作 。华裔馆的日常
事务、活动则由馆长负责处理，任期三年，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馆长。华裔馆成功举办多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先后举办了多次关于海外华人历史与现状的展览活动 ，促进了新加坡
人对华族文化与传统的了解； 出版了首次综合研究华人全球迁移的 《海外华人百科全
书》。华裔馆不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推动本馆宗旨的实现 ，更注重华族文化的民间推广
活动，保持与华社的紧密联系。该馆出版 《华裔馆通讯》、 《海外华人学报 》 等期刊及相
关研究著作。现任馆长为廖建裕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chineseheritagecentre.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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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DEPAＲ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新加坡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的中文系和南洋大学文
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系。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创办于 1953 年 （ 当时仍属于马来亚大学 ） ，
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则成立于 1955 年。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在 1980 年 8 月 8 日合
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两校的中文系也合并为目前的中文系 ，成为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
学暨社会科学院属下十一个学系之一 。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积极开展华侨华人学
术交流活动，出版了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 等学术著作， 并经常邀请国内外华侨华人
研究的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学和参加该系所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 。为更好地推动东南亚
华侨华人研究，2007 年，中文系成立了 “东南亚华人研究群 ”， 以东南亚华人社会、 历
史、文学、华语、方言、宗教信仰、方言社群和人物等为主要研究方向 。开展定期师生座
谈会、研讨会、读书报告会和田野心得报告会等学术活动 。他们还积极与本地的民间学术
团体或社团、会馆等合办学术文化活动，以及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fas. nus. edu. sg / chs /
18.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CENTＲE FOＲ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983 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的大马华人文
化大会，其于 1984 年成立 “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 ”， 以设立一所资料研究中心为重
点工作。在十五个华团的共同努力之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于 1985 年成立。1996 年，
为反映其对研究之优先重视， 中心中文名称改为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 简称 “华
研”） 。它既是一个关注和适应马来西亚华社文化、 教育、 经济诸方面需求的全国性学术
研究中心，又是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公司组织。 该中心的宗旨多元而广泛， 涵盖面极
广，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 一是研究探讨大马华人在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
面的课题，以及华社与其他社群乃至海外华人的关系 ； 二是出版学术刊物， 传播理论观
点，举办研讨会，联系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制订研究合作计划，开展学术交
流活动； 三是作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资料和文献整理中心 ， 为各有关单位和群体提供服
务、咨询和帮助。该中心定期出版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华研通讯》、 《人文杂
志》 等期刊，并出版了 《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 《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
献》、《亡命天南的岁月： 康有为在新马》、 《百年回眸： 马华社会与政治》、 《百年回眸：
马华文化与教育》、《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略论其进展与前瞻 （ 中、 英） 》、 《马来西亚华
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等 30 多部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中英文学术著作， 并经
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如 “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人口与华人社会学
术研讨会”、“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 回顾与
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马中关系： 新世界秩序中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 “朱子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 等。该中心附设集贤图书馆，其主要任务为收集一切与华族有关的文献，
以及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资料 。现任中心主任为文平强。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malaysian-chinese. 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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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 SOCIETY OF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ＲOC ”）
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于 1989 年 4 月在台北成立。 其宗旨及任务主要有： 注意华侨
社会的发展，研究其历史及现势； 与世界各地有关团体及个人学者保持联系 ； 国内外有关
此事之活动，尽力协助参与； 收集资料、 出版刊物、 介绍研究动态； 举办各种相关讨论
会。该学会近年重要记事及会务工作有 ： 邀请王赓武、李胜生、宋叶曼等知名学者召开华
侨华人相关研究探讨会； 出版期刊 《海外华人研究》； 组织学者如黄建淳编著 《晚清新马
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 投资、 封爵为例 》 等著作； 组团参加美国柏克莱加
州大学举办的 “全球华人国际研究院 ” 及广东省汕头市举办的 “世界华侨华人国际学术
研讨会”，并组织学者撰写会议论文。学会现任理事长是中央研究院的汤熙勇研究员 。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cca. gov. tw /
20.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 INTEＲNATIONAL SOCIETY FOＲ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ＲSEAS）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 英文简称 ISSCO） 成立于 1992 年， 是一个由致力于海外华
人研究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学术性 、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学会。学会的主要目的在于
加强对于华人研究的探讨和学术交流 ，为研究和出版提供协助，组织、支持国内和国际会
议。学会现已举办七届国际华侨华人相关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 第七届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 “迁移、 本土化与交流： 从全球的视角看海
外华人”，来自世界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专家学者参会并提交论文，哈佛大学孔飞
力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陈志明教授应邀发表专题演讲 。学会还定期出版学会公报 （ ISSCO
Bulletin） ，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 该学会由理事会领导会务， 它的会
员包括遍布海内外的个人和研究机构 ，现任会长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廖建裕教授 。
机构网址： http： / / issco. info /
21.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 CHINESE HISTOＲICAL SOCIETY OF AMEＲICA）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 英文简称 CHSA） 于 1963 年 1 月 5 日在美国旧金山市成立。 学
会通过 40 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600 多名的正式会员。2001 年，学会在旧金山
华埠购得永久性的学会会址并建成 “华人历史纪念博物馆” 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大量的美
国华侨华人文物资料向公众展现了华侨华人在美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以及受到迫害的
事实，从而为美国华侨华人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平反昭雪 ，并为现在的美国华侨华人
争取更多的权益，该学会的成立对美国华人历史研究与在美华人民权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目前，该学会正积极与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广泛接触联系，现任会长为美
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研究系主任曾露凌教授 。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chsa. org /
22. 日 本 华 侨 华 人 学 会 （ THE JAPAN SOCIETY FOＲ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ＲSEAS）
日本华侨华人学会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29 日。该学会以日本长崎、神户和横滨等地的
华侨华人研究会为基础， 整合了全日本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力量， 形成了组织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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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模更宏大的专业社团。学会以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方式加强同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
使日本华侨华人一百多年的奋斗发展史成为海外华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学会加强与
日本各地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学者的交流，从而推动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深入开展 。作
为日本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由可儿宏明、 斯波信义、 游仲勋合编的 《华侨华
人事典》 于 2002 年 6 月由弘文堂正式出版，这也成为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继续推进研究的
新起点。该学会当前的任务主要有： 召集全日本范围内的研究集会，定期出版华侨华人研
究性杂志，与海内外相关团体广泛交流联系。 日本华侨华人学会共有 56 名发起人， 学会
理事会由 33 人组成，成立大会推选了 12 名常任理事，并共推亚细亚大学游仲勋教授出任
第一任会长，现任会长为山下清海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jssco. org /
23. 美国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 （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
藏机构联合会 ） （ DＲ. SHAO YOUBAO OVEＲ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ＲESEAＲCH CENTEＲ）
1993 年，香港著名人士邵友保博士出资赞助了美国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
文献研究中心。中心成立的宗旨是广泛地搜集、整理和保存包括政府档案、私人手稿、家
谱、碑铭、口述记录及重要书刊文献等有关海外华人的原始文献资料 。 该中心在东南亚、
北美区域资料收集与研究方面颇有特色 ； 建立了包括海外华人出版物、海外华人学者及图
书馆员、全世界海外华人统计资料以及海外华人报章及期刊的网上数据库 。该中心也注重
海外华人研究的推动与发展，通过组织学术会议等活动推动该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2000
年 3 月，中心发起并主办了首届 “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 ”， 来自世界各
地 （ 包括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日本、 新加坡、 菲律宾、 欧洲、 澳大利亚、
加拿大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逾 50 家研究所、高校、 图书馆、 博物馆、 学会的负责人及
代表参加了这次首创性会议。 会议成立了以邵氏中心为基地的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
献收藏机构联合会”，旨在汇合集体的力量来促进国际海外华人研究 ， 并由中心担任该联
合会的秘书机构。从 2000 年到 2009 年，该联合会分别牵头组织了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
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旨在通过组织和支持类似的活动促进各研究机构 、图书馆与其他海
外华人组织联合会之间紧密的合作 ，有力地推动海外华人研究与资料保存及收藏的发展，
从而为全球海外华人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 。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library. ohiou. edu / subjects / shao / ch_ main. html
24.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文献中心 （ THE
OVEＲSEAS CHINESE INFOＲMATION ＆ DATA CENTEＲ，JINAN UNIVEＲSITY LIBＲAＲY）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成立于 1995 年， 是专职从事华侨华人文献信
息整理和开发的工作机构。其宗旨是利用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对华侨华人文献信息进行全面
系统的收集、整理、组织、加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侨务工作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服务。中心资源具有文献收藏的地域广泛 、收集手段多样、文献类型多样等特点，现有中
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东南亚等地出版的中外文华侨华人研究学术著作 2 万余
册； 各类华侨研究学术期刊、侨报、侨刊乡讯、 社团刊物 400 余种； 建成超过 15 万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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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专题数据库”，该库是集题录、文摘、全文、图表、图像等多种
文献类型为一体的综合性专题数据库 ； 建立了 30 余个栏目的中心网站。 此外， 中心每月
编辑一期 《侨情简报》，发放范围为国侨办、省侨办、学校、研究机构及相关学者等。 中
心还积极地开展对外交流与学术活动 ，分别与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
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2009 年 5 月， 由中心牵头组织的 “第四
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 ” 在暨南大学主办， 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2010 年 3 月， 组织召开 “侨刊乡讯捐赠仪式及学术研
讨会”。
机构网址： http： / / hqhr. jnu. edu. cn
25. 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侨教与海外华人研究组 （ GＲ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IVISION OF OVEＲ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STUDIES）
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于 2006 年成立侨教与海外华人研究组， 并开展研究
生教育教学工作。其成立宗旨是致力于将海外华侨教育与海外华人文化及族群关系结合起
来加以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是海外华侨华人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 研究组近期举办了 “海
外侨教与华文教育”、 “海外华人的全球化与在地化 ” 等学术会议。 该组主要成员来自台
湾师范大学、中正大学、 台湾大学、 政治大学， 以及澳大利亚、 新加坡与美国等高校学
者，主要负责人为曾金金教授。
机构网址： http： / / www. ntnu. edu. tw / oces / index. php

学术刊物
1.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OVEＲSEAS CHINESE HISTOＲY STUDIES）
由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主办，1988 年创刊， 季刊。 主要刊载研究华侨、 华人的历史
和现状，及时反映侨史研究成果的论文。版块栏目有综合论述、专题研究、人物述评、译
文园地、书评书介等。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 － 1158 / K，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2 － 5162
地址： 北京市北新桥 3 条甲 1 号，邮编： 100007
电话： （ 010） 64018846
电邮： hqhrlsyj@ 163. com
2. 南洋问题研究 （ SOUTHEAST ASIAN AFFAIＲS）
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南洋研究院联合主办 ，1974 年创刊， 季刊。 刊载国内
外有关亚太及东南亚地区各国政治 、经济、华侨华人、历史、社会、教育、文学、国际联
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主要栏目有东南亚政治与国际关系 、东南
亚经济、华侨华人与移民、东南亚社会、历史与文化等。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 － 1054 / C，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3 － 9856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邮编：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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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0592） 2186414
电邮： xianan@ xmu. edu. cn
3. 东南亚研究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由暨南大学主管、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 国际关系学系 ） 主办的一份国际问题类
学术期刊，1959 年创刊，双月刊。该刊曾用名 《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 《东南亚研究资
料》，为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主要栏目有东南亚问题评论、 亚太政经观察、 华侨华人
研究、东南亚社会、历史与文化、语言研究等。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 － 1124 / D，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8 － 6099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邮编： 510632
电话： （ 020） 85226122
电邮： odnybj@ jnu. edu. cn
4. 八桂侨刊 （ OVEＲSEAS CHINESE JOUＲNAL BAGUI）
前身为 《八桂侨史》，创办于 1987 年， 系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会刊， 是全国首家公开
发行的省级侨史期刊，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管 ，季刊。主要栏目有学习与
讨论、华侨历史、华侨华人、华文教育、人物、广西华商、侨乡纵横、青年园地、异域旧
事等。
国内统一刊号： CN 45 － 1269 / D，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2 － 3925
地址： 广西南宁桃源路 4 号，邮编： 530021
电话： （ 0771） 2806894
电邮： bgqk1986@ 21cn. com
5.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 OVEＲSEAS CHINESE STUDIES）
该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学术窗口 ， 于 2008 年创刊。 该刊
刊载包括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及地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
海外华侨、华人、移民理论、新移民、侨务政策、侨乡、海外华人文学及教育等课题进行
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书评。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邮编： 510632
电话： （ 020） 85221612
电邮： shjhqhryj@ 163. com
6. 华侨与华人 （ JOUＲNAL OF ETHNIC CHINESE）
1988 年创刊，是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的会刊， 半年刊。 主要栏目有华社观察、 侨务
论坛、侨乡研究、南粤侨讯、书评等。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 － （ Q） 1042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二沙岛海山街 8 号，邮编： 510105
电话： （ 020） 87353828
电邮： hqyhrk@ 21cn.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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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洋资料译丛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 QUATEＲLY JOUＲNAL TＲANSLATION）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主办，创办于 1957 年， 季刊。 该刊主要译载国外著名学者有关
亚太及东南亚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历史、华侨华人等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有价值的学
术资料。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 － 1065 / D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邮编： 361005
电话： （ 0592） 2186414
电邮： xianan@ jinxian. xmu. edu. cn
8. 华侨华人研究 （ JOUＲNAL OF CHINESE OVEＲSEAS STUDIES）
该刊由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编辑出版， 现已出版第 6 号， 语种为日语。 主要栏目有论
文、特集、研究、座谈会、研究动向、世界华侨华人社会、书评等。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880 － 5582
地址： 日本东京都港区三田 2 － 15 － 45，庆应大学文学部，吉原和男研究室
电邮： jimu@ jssco. org
9. 海外华人学报 （ JOUＲNAL OF CHINESE OVEＲSEAS）
由新加坡华裔馆编辑出版，全英文。2005 年创刊，半年刊，收集海外华人研究论文，
涉及面广泛。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793 － 0391
地址： CHINESE HEＲITAGE CENTＲE，12 NANYANG DＲIVE，NTU，SINGAPOＲE 637721
电邮： diasporicchinese@ ntu. edu. sg
10. 亚洲文化 （ ASIAN CULTUＲE）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主办。中英文双语出版。栏目分为论文和书评，主要收录研究东
南亚地区华侨华人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相关论文和书评。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217 － 6742
地址： KENT ＲIDGE P. O. BOX 1076，SINGAPOＲE 911103
电邮： chcleos@ ntu. edu. sg
11.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 INTEＲNATIONAL JOUＲNAL OF DISPOＲIC CHINESE STUDIES）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
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以及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的中文学术刊物 。2009
年 6 月创刊，半年刊。内容共分为三个栏目： 学术专论、活动报告与书评。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793 － 7248
地址： CHINESE HEＲITAGE CENTＲE，12 NANYANG DＲIVE，NTU，SINGAPOＲE 637721
电邮： diasporicchinese@ ntu. edu.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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