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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八音的傳統與傳習

前言

傳統藝術的保存與傳習，是時下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傳習的部份，過

去的做法一直都是從藝術或技藝本身，來進行藝人對藝生單向式的傳習。我們都知道，傳

統藝術要在這個時代繼續傳承其命脈，除了利用國家的力量與資源，來保存並傳承其精緻

的藝術或技藝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要重新再創造一個適當的環境，讓這種傳統藝術在他適

合生存的生態環境中，永續的生存，並去適應新時代的環境，再創造一個傳統藝術的新生

命，這就是目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面臨的責任與工作。

從傳統音樂方面來看，過去中心在南管、北管、口鼻笛上的傳習都有一定的成果，在

此也已有一部份的藝生習得技藝之後，讓這些傳統音樂得以承其命脈。但是仍有一些傳統

音樂的傳習，面臨了傳習上的困難，一直遲遲無法進行藝師的傳習工作。因為這種傳統音

樂並不是單純以娛樂取向與功能而存在的藝術，音樂離不開儀式，傳統祭儀沒有音樂，所

有儀式的進行就像是一齣默劇一般，完全是黑白的，音樂完全與其相關的儀式密切的結合

在一起。在這種傳統生態環境及特殊條件之下，只傳承其音樂技藝是無法將此傳統音樂藝

術，再回到其適合生存的生態環境中，繼續的像其他的傳統音樂藝術一般生存下去。這篇

論文將以台灣南部的客家八音為例，從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探討南部客家八音的

承襲

一、傳統藝術的出路：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

所謂「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並非要完全拋棄過去單以技藝本身為主的傳習

方法，而是要突破過去單純只以技藝來做傳習的觀念。「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

可以分成兩個觀照面來看：首先是該項傳統藝術的專業技藝面，仍可依過去的傳習觀念來

做；此外還要學會該項技藝在其傳統領域內的生態面，也就是技藝本身並不能單獨存在，

它必須依附在該生態內族人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當中，他的存在才有相對的價值，因此

對於該項技藝來說，藝生除了必須學會其專業技藝之外，還要熟知祭儀運行的模式與程序，

並且要學會在何種祭儀程序當中，到底要演奏哪些樂曲，或哪些曲牌，否則空有其技藝，

但卻無法派上用場。

因此，這種「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除了專業技藝面的傳習之外，該技藝在

文化生態領域上的實踐，變成了無法分割的傳息方式。當然以娛樂功能而存在的傳統技藝，

仍可以只以專業技藝為其傳習方式。以下我們將以最適合以「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

念」來傳習的台灣南部客家八音，來說明這種傳習理念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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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八音的活力：客家生活圈下的南部客家八音

六堆地區客家八音從過去到現在，始終與當地客家人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活動無法

分割。也就是說，六堆地區的客家八音，純粹只為客家人的所有民俗活動來服務。在過去

農業為導向的時期，客家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結婚和喪葬，客家八音扮演了無法

分割的一個部份，尤其是客家人的婚禮，客家八音牽引著繁複的禮儀，讓每位客家子弟一

步一腳印的去體驗結婚是人生中的大事，「敬外祖」的過程，也讓客家子弟去感念母系親屬

的恩澤。

時到今天，西樂隊融進了客家人的傳統生活當中，六堆的客家子弟，一到了結婚，雖

然年輕客家子弟並不一定知道客家八音與婚禮之間的關係，也不一定知道客家八音吹奏的

是什麼曲牌，但是他們仍會指名要客家八音團來導引複雜的「敬外祖」儀式。在我們田野

調查期間，我們也發現幾乎每一個職業的客家八音團主，家中都有一塊白板或黑板，上面

記錄了每月每日的八音出場記錄。藍色的字體記錄的是喪事場，紅色字體記錄的是喜事場

次，一年作場 ��0場至 �00場次是相當普遍的事。由此可知，客家八音在客家人一生中的

生命禮俗中，是無法分割的。

一年當中的歲時祭儀方面，在過去除了新年期間要進行所謂的「噴春」儀式，由客家

八音來挨家挨戶進行演奏，樂手們一面向戶長要紅包，同時有吹走寒冬迎接新春、除舊布

新之意之外，幾乎每個月都有依農事曆而舉行的神明誕辰。客家八音同樣的也在擔任爐主

的主其事者邀約下，扮演著人、神之間的媒介。時到今日，由於六堆地區經濟條件已經完

全改觀，「噴春」儀式已經完全消失。歲時祭儀方面，過去稱為右堆的美濃，可以說是歲時

祭儀最複雜的一個區域。其他六堆地區，大部份是在當地寺廟落成，或神明誕辰時，才會

請八音團來演奏。但是在美濃還有一項特別的歲時祭儀	–	二月戲的舉行，除了請大戲班來

搬演客家戲之外，之前繁雜的送爐主、請伯公儀式，客家八音一直與禮生之間，牽引著儀

式的進行。

此外，由於美濃是六堆地區大小寺廟最多的地方，美濃到處都是伯公廟，庄頭有庄頭

伯公，田中有田中伯公，庄尾又有庄尾伯公，主農事的五穀宮，以及帶領先民來開墾美濃

庄的開基伯公等等。因此神明的誕辰，以及信徒還願之後的「完神」儀式，可以說每個月

都在不同的客家庄舉行，客家八音與六堆客家人的關係，已經變得無法分割。

𡛼生命禮俗

�.取親

六堆地區客家人的取親 (結婚 )，可以說是客家人一生當中最隆重的日子，也是客

家人視為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因此，不論過去的農業社會或現階段的工商社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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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取親繁雜過程，仍然一直維繫著。尤其是在沉澱六堆客家文化最濃郁的美濃地

區，每家、每戶的取親，即使新郎已離鄉在外工作，一到結婚仍然專程再回到家鄉，

來舉行客屬的「取親」。

六堆地區完整的取親過程，可以分成兩天來舉行。一是取親的前一天下午，所進

行的「敬外祖」，以及前一天晚上所進行的「夜宴」及「完神」；二是取親當天早上進

行的「迎取」，以及下午的「上燈」、「拜祖」及「謝媒」。這些過程當中，除了新郎及

其家屬必需全程參與之外，客家八音的四人組從頭到尾都無法與儀式分離。在此，客

家八音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時而串連著儀式與儀式之間的進行，時而必須主

導場面的熱烙。因此可以說，「取親」儀式少了客家八音的參與，就會像一齣默劇的演

出一樣，有影無聲。下面我們分別來說明「取親」儀式進行時，每個階段客家八音參

與的方式：

⑴「敬外祖」：所謂敬外祖是指在取親的前一天下午，新郎要帶著一對籃底紅邊的

彩旗，以及三牲禮到「母親的娘家」、「祖母的娘家」、「曾祖母的娘家」的祖堂

來致敬�，以表示對母系親屬的飲水思源與感恩之意，致上最大的謝忱�。當天

下午敬完外祖之後，此外，還必須向庄頭伯公、田中伯公、庄尾伯公，以及庄

中主要的神祇如五穀爺、媽祖、太子爺、三山國王等等的祭拜。這些過程當中，

客家八音最常演奏的曲目有「望郎」、「倒吊梅」、「百家春」(簫子調 )、「大埔

調」等四首，也就是一面走一面吹的「行路四調」。最後回到新郎家中，才來敬

拜自己的祖先，此時才稱為「敬內祖」。

⑵「夜宴」：取親前一天的晚餐，是新郎家宴請鄰居的「夜宴」。吃過晚餐之後，

整個活動就由客家八音團來主導，這也是客家八音團樂師們表現演奏功力的時

刻，通常敢在「夜宴」來吹奏的八音樂師，都是頗具知名度的樂師。因為在過

去，當晚樂師們是要接受新郎家屬及聽眾“點歌”的。也就是八音樂團，當晚

除了要完整的演奏應景的曲牌之外，還得接受新郎家屬及聽眾的點奏曲牌。直

到現階段，我們仍可以看到在「夜宴」的場合，新郎家屬及聽眾，年長的點奏

客家八音大曲，年輕一輩的則點奏一般的流行歌曲。在此，我們看到了客家八

音團樂師們，為了適應環境的要求，早已開始學會了入鄉隨俗的演奏不同年齡

層所喜好的不同新舊曲目。

⑶「完神」：是指新郎在小時候時，就由母親向天神許願，稱為「起神者」，直到

取親前夕，才舉行還願儀式，就稱為「完神」�。完整的「完神」儀式，分成三

�	「曾祖母的娘家」並不是每一個家族取親都要祭拜，而是視該家族的意願而定，其他兩者則是不能省略的部份。
�	 對於「敬外祖」儀式過程及其含意，在曾秀氣主編的「六堆英華」中，亦有簡單的描述 (曾秀氣	����：��)。
�	 如果小時候父母並沒有向神明許願「起神」，在取親前夕之夜是可以不必舉行「完神」儀式。(同前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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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階段，分別是：「結壇」、「完神」、「祭祖公」。「結壇」在傍晚時分舉行；

「完神」正典在晚間十點舉行；「祭祖公」則在子夜，也就是十一點之後舉行之。

完神儀式之前，在傍晚時刻，必須以八仙桌三張，分成上、下兩層進行「結壇」，

以鮮花素果來祭拜。「結壇」這個步驟，可以算是整個「完神」儀式的「前奏」。

「結壇」時，八音團也應在旁吹奏「紅繡鞋」、「玉金姑」、「百家春」、「王大娘」、

「大漁對」、「大團圓」、「大吹十二丈」等曲牌。而「完神」儀式正典，則在十點

整時才正式開始。「完神」儀式同時還得請一對書生 (禮生 )，來唸奏文。定在

晚上十點以後完神，是因為整個儀式要超過子時 (十一點 )，才算隔日取親日的

完神儀式。超過午夜 (子時 )之後，就必須進行祭祖公，分成初獻禮、亞獻禮、

三獻禮、分獻禮等四個階段，整個「完神」儀式才算完成。在「完神」過程中，

除了禮生唸奏文時，客家八音停下來之外，其他的過程中，客家八音幾乎不停

的演奏著。「完神」儀式，客家八音除了在燒金及鳴炮時是以嗩吶來主奏「小團

圓」、「大團圓」、「大開門」等大吹曲目外，其餘都是以簫為主奏的「簫仔調」

曲目，包括了「丁男拜相」、「萬年春」、「大漁對」、「王大娘」、「寄生草」、「紅

繡鞋」等等。

⑷「迎取」：第二天早上，約七點三十分至九點三十分左右出發。備彩旗一對、彩

燈兩座、兔一對、禮盒數盒，備車六部。四人組八音為前導車，新娘車居次，

餘四部是新郎親屬。新郎上、下車都奏「行路調四調」(「望郎」、「倒吊梅」、

「百家春」(簫子調 )、「大埔調」等四首 )。等新娘著裝時，整個八音團則奏「雜

貨調」。新娘拜祖及別親時，則奏「四大金剛」及「望多子」。從新娘家到新郎

家的路上，一路上客家八音團則不斷的演奏各種可能性的客家山歌調，其中又

以「客家山歌小調」為主，例如「十八摸」、「糶酒歌」、「懷喜歌」、「十想挑柴

歌」、「挑擔歌」等等。「迎取」時客家八音的使用目前在六堆地區客家聚落，分

成兩種類型。一為純粹的客家八音團，演奏古曲以應景；一為四人組客家八音

團轉換而成的「西樂團」，成員也仍是原客家八音團的演奏者。後者的使用，則

是為了調合新生代客家青年與老一輩傳統堅持者的平衡與品味，而作的新、舊

過渡與雜陳的文化轉換。

⑸「食晝」：中午的宴客，客家人稱為「食宙」。「食宙」從賓客入場、新人敬酒

到主人送客，客家八音一直扮演著如中國音樂兩大型態「雅樂」與「燕樂」中

的「燕樂」部份一樣，不但串連了「宴饗」儀式的進行，同時也將「宴饗」的

氣氛，透過客家八音的變化與助陣，達到賓主盡歡的境界。賓客的入場時，客

家八音一直不停的在一旁演奏著「客家八音大曲牌」，如：「二八佳人」、「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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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五大調」、「薄心薄」等。但一等到新郎、新娘敬酒時，整個客家八音的

演奏則從「客家八音大曲牌」轉換成較輕鬆自在的「客家山歌調」組曲，例如

「十八摸」、「糶酒歌」、「懷喜歌」、「十想挑柴歌」、「挑擔歌」、「桃花開」、「哥去

採茶」、「思戀歌」、「正月牌」等。最後的新郎、新娘送客，客家八音又回到「行

路四調」(「望郎」、「倒吊梅」、「百家春」(簫子調 )、「大埔調」)的吹奏。

⑹「上燈」、「拜祖」及「謝媒」：下午在送走賓客之後，在新郎家馬上要進行三個

重要的儀式：「上燈」、「拜祖」及「謝媒」。這三個儀式進行，客家八音仍然隨

侍在旁。「上燈」是指早上取親時，新郎帶到女方的一對圓型「彩燈」，以及新

娘帶到新郎家的一對八角型「紗燈」，在宴客過後必須由男方長輩來主持，將這

兩對「彩燈」及「紗燈」吊在祖堂內的前橫樑上，以示家族期望這對新人早點

「弄璋」及「弄瓦」之意。其吊掛的位置是面對前門，男燈 (彩燈 )在左，女燈

(紗燈 )在右，但也有男燈 (彩燈 )分別掛在左右兩方，女燈 (紗燈 )則掛在中

央。「上燈」時，八音是以鼓吹式的「大吹」及「大開門」來吹奏。上完了燈，

接著是新娘進入男方家後所進行的「拜祖」，客家八音在一旁則吹奏「大團圓」

來鬧場。最後則由男方家長，送出一份大禮給媒人，此禮稱為「謝媒」，客家八

音則演奏「小團圓」來結束所有的「取親」儀式，新郎及新娘才送入洞房，至

此整個客家八音的角色，才完全的結束。

在過去，當晚還有「喝新娘茶」的儀式。在正廳或院子內擺長桌，桌上有多種的

糖果、水果，首位由主婚人及新郎分坐，其餘親友圍坐長桌，新娘仍穿著禮服，由一

位年長婦女陪同分別依次敬奉甜茶，新娘來回走數次，親友即趁機作弄或四句之吉辭，

邊吃邊鬧新娘，客家八音團則在一旁演奏「客家山歌調」來助興。喝新娘茶的親友得

在空杯內放下一個紅包，新娘則備有回贈之見面禮，多為各種鞋子或拖鞋，客家人稱

「好位鞋」(曾秀氣	����：��)。這個儀式，現今六堆地區的客家人仍有一部份家族還在

舉行，但客家八音在當晚已完全不再出現。

�.喪葬

現階段六堆客屬地區，不管土葬或火葬都有可能，但葬禮的部份，仍然維持其一

套嚴謹而隆重的規矩。在喪禮中，喪家中的女兒輩大都會邀請一個三人或四人組的客

家八音團，以及一個四人西樂團來演奏。在喪禮上，客家八音的演奏曲牌，以及主奏

樂器都有很大改變。除了燒金及路祭時，八音是以嗩吶為主奏樂器之外，整個儀式進

行時，都改以七孔「直簫」為主奏樂器。樂曲也都以具有南、北曲遺風的小調，如「七

句詩」、「寄生草」、「普庵咒」為主，每一段儀式完成時，都奏「小團圓」。以下就是整

個六堆客家喪禮的儀式過程，以及客家八音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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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喪

在大廳門外左側設祖先牌位，右側設靈位，禾埕外大門旁以一張紅紙另設置天神位，

供奉茶酒果品。廳下門緊閉，眾人焚香祭拜移至廳門左邊的祖先神位，孝子跪在祖宗神位

前，禮生在一旁帶孝子默唸：今有某堂下裔孫等，有某人身故，訂於某年某月某日辰時開

孝成服，順于奠祭，巳時出柩還山，未時舉行告別儀式，供請歷代高曾祖考妣左昭右穆之

先祖暫外登基，並請接受裔孫之告別儀式，並佑其裔孫大吉大昌。

行禮

�.開孝：打火缽

由禮生帶領女性親族女兒、媳婦等到門口，大媳婦在最前面，將一只象徵老人家

生前煎藥的瓦缽打碎，此時門口敲打銅鑼並點燃鞭炮，在火缽打破後，眾家屬方可哭

泣表達對死者的悲傷。八音：「小團圓」

�.開廳下門		

開孝後，眾女眷低頭走至廳堂，（也有不禁悲慟而跪爬至廳門者，走到廳前，則有

一人負責打開廳門），眾女眷列跪棺木旁，表追思。

�.點主		

由長子「點主」，孝子捧著已做好的木主牌，其主字尚少一點，走到天神位前跪

下，孝子等先焚香祭拜天神並跪拜，由禮生或家族長輩將主牌放到長孝子背上，（若為

母祭，則由外家長輩），持一朱筆在王字上點一朱點，禮生高聲唸：諸公命諡，取善錄

長，一點成主，奕世榮昌。眾人再三拜，起身。八音：「七句詩」。之後朱筆往外丟擲，

若點主人年紀長於死者，則可站立點主，若年紀較小，則跪著點主。

�.安亡

點主畢，孝子捧木主牌至靈位前跪下，安置於供桌，即「安亡」。焚香，禮生或長

輩唸：「成主已定，伏望尊靈，孝子孝孫，是依是憑，身既逝矣，為諡為依，你爾子孫，

永為祀矣」。念畢，禮生焚一紅紙，將紅紙焚於香爐後獻酒，從供桌拿一拖盤，上置香

爐，交給孝子的同時，默唸：「茲當吉日成服，敢告請亡超祖。」禮生領孝子出靈堂。

八音：「串點」(嗩吶調 )

�.告祖

禮生引領捧著香爐的孝子，走到歷代祖先牌位前置放並跪下，禮生默唸：今有某

某堂某氏堂下裔孫等，今日有母 (父 )距生於某年農曆某月某日吉時瑞生，享年耄壽，

不幸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家以疾中堂，壽終內寢，淚涓于於農曆某月某日某時，

⋯等隨侍在側，族戚親視含殮遵禮致敬停柩大堂，於農曆某月某日辰時開孝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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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祭奠，巳時出柩還山，敢告祖先。

�.告天神		

八音：「福祿壽」。禮生引領手捧香爐的孝子至天神位前，焚香，孝子三跪拜，禮

生默唸，（與告祖同，惟結束時改「敢告蒼天」），獻酒。

�.成服		

酒杯斟畢，禮生將酒灑於一旁的喪服，口唸：「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有服各司其

服」奏八音：「七句詩」。	此時將天神位旁備好的孝服為孝子和親屬等穿上，孝子仍跪

於天神位前，由長輩為其穿戴麻衣，一般親屬著白布衣，曾孫著藍布衣，玄孫著紅布

衣。成服畢，接八音：「七句詩」。

�.告亡

孝子將香爐捧回靈堂，跪於靈堂前，禮生焚香唸：「諡以致德，主於棲神，神主既

成，諡依諡評，茲當吉日成服，敢告尊靈」。

�.轉柩		

孝子列跪於靈堂右側，由禮生領抬棺者（移重人）入堂轉柩，禮生於廳門口面向

廳堂焚香祭拜，口唸：「天地開張，日吉時良，今有某人出殯，圍重者，中堂移棺轉

柩」。移重人將棺木轉一百八十度，門外打銅鑼然鞭炮，八音：「福祿壽」。	

�0.接杖		

禮生領孝子到家門口跪著接杖，八音：「寄生草」。親友扛杖入，長輩扶孝子起。

八音停，杖置於靈堂前供桌，孝子列跪於靈堂左側。			

行祭

分為家祭、公祭、路祭，是親族友朋對死者的告別。行祭有三禮生，分為通、引、讀。

「通」負責儀式宣讀，「引」負責引領孝子親族行禮，「讀」負責宣讀祭文，另有兩位執事，

共計五人。家祭，又分孝子禮、本族禮、六親禮。若為母祭，則六親禮先於本族禮。其儀

式過程為：

�.行孝子禮		(八音：「普庵咒」、「寄生草」、「小團圓」)

�.行六親禮		(八音：「普庵咒」、「寄生草」、「小團圓」)

�.公祭										(八音：「普庵咒」、「寄生草」、「小團圓」)

�.行本族禮		(八音：「普庵咒」、「小團圓」)

�.孝子復位		(八音：「普庵咒」)		家祭完成

�.媳婦進湯飯				由女眷列隊，大媳婦捧餐飯至靈位前。

�.誦經		由三位經生領眾人在靈位前念經，表引魂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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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棺	 	經生邊念邊走到廳前，引導移重人將棺木抬到禾堂前，眾人跟隨經生繞棺三週，

並在四角落燒銀紙。

�.釘子孫釘		孝子封釘

�0.出門		靈柩上車

��.路祭	 	路祭是女婿的祭典，表遠方女婿不辭路遙，雖時間緊迫無法按時趕回，仍秉持

孝心奔喪。

𥕛歲時祭儀

過去六堆地區客家人，一年當中從歲初的春節過年，一直到歲末的除夕，幾乎每個

月都有固定的歲時祭儀。例如「上元節」(一月 )、「二月戲」(二月 )、「清明節」(三月 )、

「伯公生辰」(四月 )、「端午節」(五月 )、「關帝君生辰」(六月 )、「中元節」(七月 )、「中

秋節」(八月 )、「重陽節」(九月 )、「平安戲」(十月 )、「下元節」(十一月 )、「天公生辰」

(十二月 )。客家八音從春節過年的「噴春」開始，一年當中也都相當忙碌的在每個月固定

的歲時祭儀當中，扮演著與客家人不可分割的一個部份。

但隨著六堆經濟生活方式的轉型與改變，這些每月固定的歲時祭儀，事實上還仍由居

住在「當地的客家人」堅持地維繫著。但客家八音的份量，已相當程度的簡化為某幾個特

定歲時祭儀來服務。以現階段來說，美濃地區的「二月戲」與「三山國王」、「五穀爺」、

「開基伯公」等不同神明誕辰的祭儀、完神，客家八音仍然從祭儀的開始到結束，一直主導

著儀式的進行，或者與道士的頌經團輪流串連著儀式的進行。由於神明誕辰的完神儀式與

敬外祖當晚的完神儀式幾乎完全相同，在歲時祭儀的部份，作者將以美濃地區的「二月戲」，

來說明客家八音與「二月戲」之間的關係。

[二月戲的由來 ]

舊時瀰濃庄與柚仔林間，隔著美濃河，河面既寬且深，不似今日淤塞無水。由於兩庄

南北往來密切，中壇、龍肚、南隆往北入美濃庄皆需渡美濃河。旱季時，就在東門樓下和

花樹下分別搭竹橋以利通行，雨季一來，就靠南柵門的義渡，乘竹筏往來。但由於夏季雨

量豐沛，每逢雨季河水暴漲，經常有意外發生，往來通行人畜的安危堪憂。遂於每年農曆

二月一過完年，美濃人掛紙（掃墓）時，隆重舉行祭河神的儀式，祈求莫生水患，保護境

內平安，同時，請大戲戲班演出，以酬謝河公。

二月戲由來已久，發生年代不可考，居民咸謂清朝時遺留至今，由於農業時代罕有娛

樂，二月戲已成為美濃庄一年一度最重大的的盛事，老一輩居民回憶，美濃庄做大戲，上、

中、下三庄庄民中午必宴客，家家戶戶「辦桌辦凳」，四面八方的親友都準備「來去美濃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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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有遠從屏東左堆、中堆方面來者，更有親友經常是前一晚就來過夜。

二月戲的戲臺必定搭在河邊，據請伯公的「福首」�回憶，沿美濃河畔稍寬的河岸都曾

搭過戲臺，不一定侷限在固定位置。或有傳說謂清朝時一位老阿伯在河邊走失了一頭牛，

非常焦急，向河神發願說若找得到丟失的牛，將年年祭拜做大戲，結果牛竟然自己跑回來。

老阿伯從此信守諾言，祭河神並演大戲，美濃庄人認為河神有靈，二月戲遂漸漸變成美濃

庄傳統。

[二月戲的地點 ]二月戲由美濃庄上庄、中庄、下庄三庄分別輪流舉辦，輪流的順序及

舉辦位置是：東門橋、西門橋、美濃橋。

[福首的產生 ]由七里里長協調里民產生，若無人願意擔任，則由里長出任。福首需擔

任募款工作，（一次二月戲耗資約二十萬元），並參與祭儀。

[儀式過程 ]

�.送爐主：

還神後隔天上午，舉行送爐主的儀式，正確的意思是「送福肉到新爐主家」。過程

是由舊的福首，與四人組客家八音團一起到明年新福首的家中，送「福肉」（約十斤豬

肉）到新福首家的祖堂，並在其祖堂燒香祭告，燒金鳴砲，八音班必須跟隨入內，扮

演重要角色，十四個福首家都必須一一送到。

�.請伯公：

共請十三個伯公前來看大戲，從開基伯公開始請起，最近的東門伯公最後請，送

伯公時則從東門伯公送起，最後送開基伯公，十三處伯公是傳統固定必須邀請的神祇。

一下車，禮生先將準備好的伯公牌位插到該伯公的香爐中，（該牌位是由一支寬約

兩公分，長約二十公分的竹片，上面貼紅紙書寫該伯公名稱，如「開基伯公爺」），再

將彩旗置於伯公壇外左右兩側，眾人燒香時，由禮生敬告二月戲請伯公事由。燒金鳴

砲後，福首再度敬告，謂要請伯公前去東門橋邊看戲，再將牌位拔起，並取爐中一支

香火，行三鞠躬後，取彩旗，將牌位置於神轎的香座上，面朝內，十三處牌位最後形

成一朝內的圓形，回到東門下神壇後，再一一拔起，供奉在神壇，面朝美濃河以及大

戲戲臺。每一處請伯公儀式約不到十分鐘，非常緊湊。因此八音團大多只奏一個曲牌

即告結束。請伯公時，客家八音團演奏的曲目都是「行路四調」(「望郎」、「倒吊梅」、

「百家春」(簫子調 )、「大埔調」)，或且「四大金剛」。據美濃的客家八音團團主鍾雲

輝表示，請伯公時，出發或行進間不吹正式曲調，偶爾出出聲音「弄笛」，到了伯公壇

前才正式吹奏「行路四調」。請伯公的順序及過程分別是：

�	「福首」是美濃地區客家人對當年主持「二月戲」的主持人「爐主」的稱呼。由於演「二月戲」當日，也是美濃
人請客人「吃福」的日子，因此也稱主持人為「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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𥺼開基伯公（福安里）「倒吊梅」

𥺦蠻頭羅樹下伯公（福安里）「大埔調」

糍德勝公爺（瀰濃里）「四大金剛」

𤧹社官伯公（瀰濃里）「倒吊梅」

𡞰中圳伯公（祿興里）「大埔調」		

粎永安橋伯公（泰安里）「倒吊梅」

籼柚仔林伯公（合和里）「倒吊梅」（合和里開庄伯公，在現今鎮公所後面，從前

需由林屋夥房的田坵走進來，後面是三夾水，碑文書寫的名稱是「北至美伯公」，

八十二年改建。）請伯公的牌位則寫：合和里					檳榔園伯公爺）
粮合和里伯公（合和里）（合和里會館二樓，柚仔林市中心）「百家春」

檲柚仔林河壩榕樹伯公（合和里）「大埔調」

緜花樹下伯公（泰安里）「百家春」

縇南柵門阿彌陀佛伯公（東門里）		「百家春」

緓中圳埤伯公（中圳里）上平月（碑文書寫「中正湖糧坡伯公」，意謂中圳埤主管

灌溉，因此為美濃唯一的糧坡伯公，民國七十九年改建）「倒吊梅」

罎東門伯公（東門里）「倒吊梅」

請伯公之後，在下午傍晚時分，進行結壇、上香，八音吹奏「大吹」、「大團圓」，

燒金鳴砲時吹奏「響笛十二丈」。之後祭河神，宴客。晚間七點鐘開始做大戲。十點再

進行「完神」，一直到子夜才完成「二月戲」的儀所有儀式。

除了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之外，客家八音還要在客家人的臨時祭儀如祖堂陞座或

廟宇落成等典禮上，扮演非常重要的主導角色。由此可知南部客家八音與客家人之間

互相依存的關係，由以上也可以明白客家八音的存在，並不是一項單純娛樂性的傳統

藝術，而是完全的依附在客家人生活圈、祭祀圈與信仰圈之下的一項傳統藝術。

結語：傳統藝術的延續必須回歸到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模式上

「客家八音」一直是客家人器樂合奏的代名詞，也是客家音樂中，不管是客家山歌或客

家戲曲，合樂的一種音樂形式。客家八音隨著先民的足跡，一路從原鄉 (兩廣一帶 )遷移

到台灣來，從台灣南部的高屏地區、中部的東勢、卓蘭一帶，到北部的桃竹苗，然後再從

西部遷移到以花蓮為主的東部地區，直到今天已超過四百年的歷史。客家人來到台灣之後，

客家八音的音樂型態從安置	-	適應	 	-	 	調整	-	堅持到再適應，不斷的去自我調整與修正，來

符合台灣客家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上的需求與競爭。台灣雖只是一蕞薾小島，但是由於內部

多元種族社會的文化互相衝擊與疊置，再加上特質性歷史遷移要素的支持，以及地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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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造成的無形文化色彩，地域性的文化現象漸次成形，南北之間、東西之隔的差距，漸

形擴大。這也造就了台灣傳統音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多元異質現象，客家八音或客家

山歌在台灣客屬聚落的發展，就是一個南北區域性發展與適應，相當明顯的例子。其中又

以客家八音的南北差異，更形突出。

在過去的六堆客家地區，「客家八音合奏」一直扮演著與客家人之農耕生活不可分割的

角色，舉凡客家人的生日、婚禮、敬外祖、葬禮及神明聖辰等等活動我們都能聽到客家八

音的演出。對於客家人來說，它不但與客家人繁雜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相結合，少了客

家八音的領奏與合奏，所有的儀式都不算是完整的；相同的少了儀式的進行，客家八音也

無法單獨依存。因此在現代社會當中，若要積極的將這項客家人的傳統藝術保存並傳習下

來，就必須要依循「回歸傳統生態的保存傳習理念」：首先是該項傳統藝術的專業技藝面，

仍可依過去的傳習觀念來做；此外還要學會該項技藝在其傳統領域內的生態面，也就是技

藝本身並不能單獨存在，它必須依附在該生態內族人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當中，他的存

在才有相對的價值，因此對於該項技藝來說，藝生除了必須學會其專業技藝之外，還要熟

知祭儀運行的模式與程序，並且要學會在何種祭儀程序當中，到底要演奏哪些樂曲，或哪

些曲牌，否則空有其技藝，但卻無法派上用場。或許對於其他傳統藝術來說，不見得要依

循這套理念，但對於南部客家八音的傳習與保存，只有依此理念才能讓八音藝生得以無生

活上之匱乏，傳統八音技藝也才能淵遠而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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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在當代音樂中的邂逅與發酵 1

陳慧珊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摘要

處於快速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現代社會中，當代音樂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

不論在理念或實踐上，當代音樂所呈現的多元性不但讓人難以掌握，其根源自傳統、又叛

逆於傳統的「現代 /後現代」特質，更使其已是小眾之小眾的欣賞者吃足了苦頭。當代音

樂常被詮釋為當代人所創作的現代音樂或現代主義的音樂，但其所呈現出的無所不包、無

可辨識的無統一風格，更可謂是後現代主義的綜合體。

後現代並非時間意涵上的現代之後，它是一股存在於現代中的反動、質疑、與自我批

判的力量；有了這股力量，現代的顛覆、創新與反權威精神才得以彰顯。現代主義與後現

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邂逅，兩者不斷進行有機的發酵，形成「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的混合動力，它們共同瓦解了以技術、型態、風格等來規範音樂的傳統束縛，並且蓬勃了

音樂創作上的標新立異與實驗精神。然而，它們卻沒有為當代音樂指引、或至少釐清任何

明確的文化方向與藝術定義，以致於即便創作者汲汲營營於重新和泥與再做，一切形塑音

�	 本文之部份內容曾發表於「北藝大當代音樂節——根植於傳統的創新」之學術研討會（�00�.�.�0）中；特此感
謝與談人王美珠教授於會中的講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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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企圖恐怕也是徒勞無功。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所引起的發酵，不會只在「是否要拋棄過去長期

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或「調整自己的步伐重新出發」等議題上打轉而已，它更迫使當代

音樂必須坦誠面對自己選擇相信的表象，以及與現代社會漸行漸遠的疏離關係；對於學院

派的賢達們而言，這甚至可能是一個逐漸喪失其權威創作力與藝術詮釋權的警訊。

關鍵詞：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當代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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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counter and Ferment of Modernism and Post-
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Music

Dr.	Hui-Shan	Chen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Abstract

In	a	modern	society	of	fast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usic	is	confronting	with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and	challenge.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e	

find difficult to grasp the multiformity that the contemporary music presents; moreover, its modern/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	 that	 rooted	 in	 tradi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rebelled	against	

tradition	has	given	such	a	hard	time	to	its	audience	who	is	already	"the	minority	of	the	minorities”.	

Contemporary	music	is	often	regarded	as	“modern	music	created	by	the	contemporary",	but	the	

multifaceted,	unrecognizable	and	inconsistent	styles	it	presents	may	more	likely	to	be	recognized	

as	a	compound	of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does	not	mean	“after	modern”,	it	is	a	reactionary,	questionary	and	self-critical	

strength	that	exists	 in	the	modernity.	With	such	strength,	 the	spirit	of	 	overturn,	 innovation	and	

counter-authority	of	modernity	can	be	revealed.	The	encounter	and	organic	ferment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music	has	become	a	mixed	power	that	not	only	disintegrates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ruled by the technique, form and style, but also encourages a creating 

and	experimental	spirit.	Nevertheless,	 it	 fails	 to	direct	—	or	at	 least	 the	clarify—any	explicit	

cultural	direction	and	artistic	definition,	hence,	no	matter	how	anxious	 the	creators	are,	all	 the	

effort	of	re-creating	and	re-establishing	a	new	formality	of	music	seems	to	be	pointless.

The	problem	that	 the	ferment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causes	 in	contemporary	

music	is	not	only	about	“whether	one	should	abandon	the	long	accepted	theory”	or	“one	should	

to	adjust	its	own	step	for	restarting”,	but	also	about	facing	the	façade	which	contemporary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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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s	to	believe,	and	the	alienation	between	itself	and	the	modern	society.	For	scholarly	elitists,	

it	could	even	be	a	warning	sign	of	gradually	 losing	 their	 influential	creativity	and	 the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authority.	

Keywords: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Contemporary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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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刺激下，現代社會的產業結構產生大幅度的轉型，民眾的消費態

度與生活風格亦有顯著的變遷；於此氛圍下，不論當代音樂的定位與價值為何，作為一門

以人為本、以現在進行式發展中的表演藝術，其與現代社會漸行漸遠的疏離關係，及與其

他學科、甚至姐妹藝術之間的有限交流等，莫不凸顯當代音樂在今日地球村時代中，所呈

現出的不知何去何從的樣貌，同時也揭露當代音樂之發展，正面臨巨大的衝擊與挑戰。

歸根究底，最主要的癥結源自當代音樂不論在理念或實踐上，所呈現的多元、折衷與

無常等令人難以掌握的特性；而其根源自傳統、又叛逆於傳統的「現代 /後現代」批判特

質，更使其已是小眾之小眾�的欣賞者吃足了苦頭。當代音樂常被詮釋為「當代人所創作的

現代音樂」，但其所呈現出的無所不包、無可辨識的無統一風格的風格，更可謂是反映後現

代主義的綜合體。

二十世紀七○年代初以來，後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興起，相對於現代主義所堅持的辯

證、批判、創新等理念，前者則抱持一個較折衷的態度。所謂的「折衷」並非意味著妥協

或失去自我，而是代表著對他者與自我之間差異的認同與尊重。後現代主義的支持者認為，

自「藝術」一詞的概念建立以來，藝術發展至今已到了一個山窮水盡的地步，	 �要再創造全

新的風格並非易事，且其當代性意義也不大。以德國學者貝爾丁（Hans	Belting,	����-）及

美國學者丹托（Arthur	C.	Danto,	����-）為首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主張，與其為了再繼續就

獨創性與革新性來競爭、或再刻意地與歷史保持距離，當代的藝術活動應從「藝術」的束

縛中解放出來，放棄對於現存琳瑯滿目的技法與風格進行否決、批判，且無需再咄咄逼人

地製造衝突、對立；相反地，對於所有的差異均應加以重視、彙整，以求真實反映當代社

會前所未有的多元的精神與面貌。於是，不論古今中外、流行或古典，各家學派、藝術實

體得以拉近彼此的距離，在邂逅之後重新磨合，自由地發酵出能名符其實地體現當下自我

的藝術。

「當代藝術的主要特質之ㄧ」，套用丹托的說法，「就是當代藝術家可以任意將過去的

藝術派上用場，同時卻不採用其原先的創作精神與初衷」（亞瑟•丹托，林雅琪、鄭惠雯譯，

�00�，頁 ��）。換言之，對於藝術的認知，將不再侷限於表面的物質性或技術性元素，而

�	「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指「跨越洲際的流動與社會互動模式的影響範圍擴大，影響程度的加劇、加速
與更加深入」	（Held	and	McGrew，林祐聖、葉欣怡譯，�00�，頁 �-�）；該詞及因之衍生的「反全球化」（Anti-
Globalization）概念，在過去三、四十年來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	 當代音樂的欣賞人口，向來佔已是小眾的古典音樂欣賞人口中的最小一部份；若樂團的節目安排，多少與市場
消費取向有關，以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為例，在其 �00�年一整年約七十場的音樂會中，當代音樂曲目僅佔半場，
而且多是改編後的比賽用曲，可說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	 並不代表藝術被宣告死亡，而是指一套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實踐體制將全面遭受挑戰；本文稍後將再做進一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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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透過藝術形式來到一個充滿哲思的制高點，捫心自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何藝術是

藝術？	�

延續後現代主義的脈絡思考，藝術的實踐至少可被區隔出三個面向：藝術時代之前、

之中、與之後所產生的藝術。整個人文藝術的進化史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被宣告

終結，所有長期一磚一瓦堆砌起來的傳統論述高牆已被推倒，現代主義奉為圭臬的純粹與

統整框架已不具意義。當代音樂作為藝術時代終結後�的聽覺藝術，猶如脫韁的野馬馳騁在

無拘無束的曠野中；但它在盡情享受自由的同時，卻也陷入一個邏輯失序、美學情境混亂

的局面。所謂的藝術經驗已不能僅以過往的審美觀點來滿足，即使所謂的精英主義也無法

釐清當代音樂在「美」、「形式」、以及「參與介入」上的多重標準。

「後現代」並非時間意涵上的「現代之後」，它是一股存在於現代中的反動、質疑、與

自我批判的力量；有了這股力量，現代的顛覆、創新與反權威精神才得以彰顯。現代主義

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邂逅，兩者不斷進行有機的發酵，形成「我泥中有你、你泥中

有我」的混合動力，它們共同瓦解了傳統上以技術、型態、風格等來規範音樂的束縛，並

且蓬勃了音樂創作上的標新立異與實驗精神。然而，它們卻沒有（或許也不能）為當代音

樂指引出、或至少釐清任何明確的文化方向與藝術定義，以致於即便創作者汲汲營營於重

新和泥與再做，一切形塑音樂的企圖恐怕也是徒勞無功。

本文從釐清所謂「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概念脈絡出發，觀察兩者在當代音

樂上的體現與影響，檢討當代音樂所面臨或衍生的諸多問題，進而針對當代音樂的發展與

教育，提出思考與建言。此外，本文自許為當代音樂的上游研究，冀盼能為各個獨立的當

代音樂中、下游研究，提供廣義的論述基礎，故不另設作品分析或個案研究，以免有所侷

限。

二、概念脈絡

當代社會充斥著各類「主義」的信奉者及反對者，一切正統定義的捍衛，往往同時伴

隨著合理懷疑的辯論；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強勢介入，更使得原本看似正當、純粹

的學術概念，難以再被單一或所謂普世認同的觀點來涵蓋。典型的意識形態或許已不復存

在，	 �但透過對思想產生過程之脈絡的掌握，我們仍可勾勒出較接近真相的輪廓。以下即針

對本文所欲探究的幾個範疇加以彙整、分析，以釐清爭論的主軸，並有助於核心焦點之建

�	 這是一個有關藝術本質的問題，對於一件作品的思考將決定它是藝術與否；本文稍後將再做進一步討論。
�	 Arthur	C.	Danto	於 ����年出版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中文譯成《在藝術終
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

�	“[I]deology	 is	now	over,⋯because	 the	 fate	of	“ideology”	 in	 this	particular	sense	can	be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conscious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opinions,⋯has	ceased	to	be	functional	in	perpetuating	and	reproducing	g	the	system”
(Jameson,	�00�,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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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𡛼現代主義（Modernism）

「現代」(modern)一詞之拉丁字源為「modo	」，指「正是現在」(just	 	now)的意思 ;中

世紀時用來指「新式樣」	(new	look)的建築，如哥德式建築即為一件「現代作品」(	modern	

work	;opus	modernum)	;	中世紀晚期起則逐漸演變有「進步」與「理性」之意。(楊洲松，

�000，頁 ��)近代以來，「現代」的意義愈來愈模糊，牽涉的因素也日益複雜；「現代」一

詞在時間意涵上指的是最接近（most	recent）、剛剛發生的（just	happened）過去，這便意味

著「現代」透露了現在（now）與當時（back	then）的差異，	�同時，它又代表著某種創作風

格、某個特別的時期。時至今日，要去定義「現代」，可說是ㄧ件吃力不討好的難事。�

任何辭彙的意涵，本與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及時代的思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今

日要談「現代」的意義，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在不同背景下，該詞的各種相關用法與意

涵。首先，「現代主義」（modernism）指的是較正統、嚴肅的批判學說，其理論往往有系統

地去刻意與歷史（尤其是指不久前的過去）做切割；法國的學術界常慣用此詞彙。其次，

「現代性」（modernity）指的是一種來自內在所體現出來的反動、創新、較富有冒險精神與

現代感的氣質；近來，有關「現代性」的使用與討論，常出現在美國學院派的論述裡。最

後，所謂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則是指一股受到「現代」力量的影響，透過互動、

交流的過程所產生的轉化結果；「現代化」的概念與運用，最受到社會學者的重視。(Jameson,	

�00�,	p.	�0�)	�0然而，即便各詞的內涵與指涉對象有所差異，但卻不該被絕對地區隔開來；

畢竟，詞彙的關係性意涵是比其基本的內在意涵更實在、有意義的。

受到十八世紀中期，法國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及工業發達與科技進步等多方的影響，

現代主義興起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主張用理性態度來建構知識，強調以科

學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反對所謂的傳統陳規，揭露社會的寫實與黑暗面。在藝術方面，現

代主義的概念，特別反映在二十世紀初期藝術家對於十九世紀末期敘事成規手法的排斥。

除了反對剛發生的過去，現代主義的支持者更大力提倡藝術自律論，主張藝術要有獨立、

純粹的原創性。在音樂的指涉上，現代主義常代表二十世紀音樂作品所呈現的一股根植於

傳統、又異於傳統的反動特質，一種強調自我批判與多元創新的前衛精神。至於現代主義

在音樂方面的影響，內容遍及創作、美學、教育與演譯各個層面；在縱向上，可說前承古

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後接後現代主義 ;在橫向上，則表現在包括象徵主義、印

�	 換個角度想，現在與當時若無差別，即構不成「現代」的基本條件。
�	 也可推知，要去定義因之衍生的「後現代」、「當代」，更是難上加難。
�0	區辯出現代的幾個主要指涉對象後，我們似乎意識到這些對象的存在與否，聯繫著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微妙關
係；本文稍後將再做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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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義、表現主義、新古典主義、序列主義、極簡主義等各支流派上。	

	 如前所述，因歷史背景與環境氛圍等多種因素使然，「現代主義」在紛亂與批鬥中

一路走來，它引起了很多的迴響與啟發，但其理念的實踐成效——例如在強調以高規格自

我反省的方法，來提高藝術的新意識層次的同時，也與參差不齊的各異類音樂風格，保持

似有若無的鬆散關係——卻始終令人質疑。（Leon	Botstein,	�00�）不過，也正是這樣常態性

的懷疑與不滿，啟發了後現代主義的思潮。

𥕛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必須從極難定義的「現代」說起的「後現代」，即便在其發源地西方，常常也是個說不

清的概念。（鍾明德，����，頁 viii）由字面意義來看，「Post-modernism」乃由「post」與

「modernism」構成，但不能因此被理解為時間上的「在現代主義之後」；相反地，許多理論

家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發生在現代主義的最前端。例如，法國思想家，素有「後現代主義

之父」之稱的李歐塔（J.	F.	Lyotard,	����-����)即曾對後現代的意涵提出解釋：

什麼是後現代？……其無疑是現代的一部份，所有已被挑戰的東西，即使是昨天

才接受的……都必須質疑。……一件作品惟有先是後現代的，才能成為現代的。

後現代主義不是已達終點的現代主義，而是現代主義的初生狀態，且此狀態一直

保持不變」（Lyotard, 1984, p. 79; 引自楊洲松，2000，頁 33）。

而「post」亦有「反對」(anti)、「否定」(negation)、及「超越」	(transcendence)之內層

意義；此種否定且欲超越現代主義的態度，反而比較貼近後現代主義。由此可見，後現代

主義所關注的焦點，是在於現代性是否存在的問題；當現代主義中那股最初的反動冒險精

神不復存在時，它其實已違背了追求真理的初衷，陷入自攬上身的陷阱。相反地，後現代

主義並非旨在說教或表現真理，而是要「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礙，去掉籠罩在現代主義身上

的假象和迷霧」（陳暘，�00�，頁 ���）；換個說法來講，後現代主義之基礎，其實就是建

立在現代主義的失敗上。由此觀點來反映稍早之前我們針對現代的幾個指涉對象——現代

主義、現代性、現代化——所做的區別，更可以進一步窺探到，後現代與現代最大的差異，

正是在於現代性（modernity）的有無。(Jameson,	�00�,	p.	��0)

以 Best和 Kellner��為首的學者相信，「後現代」一詞在 ���0年由英國畫家 Jone	Watkins	

Chapman（����-��0�）首次公開提出，他使用該詞來形容比當時號稱現代繪畫的印象主義

更為前衛的畫風；而在 ����年德國作家 Rudolf	Pannwitz（����-����）的《歐洲文化危機》��

��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Guilford	Press,	����.

��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的邂逅與發酵

中亦有使用該詞，當時是指涉歐洲文化的虛無與價值的崩潰（Best	&	Kellner,	chap.	�;	引自

楊洲松，�000，頁 ��）。但顯然 Chapman與 Pannwitz所使用的「後現代」，在內涵上與本

文所討論的後現代是不盡相同的。

許多學者主張，後現代主義概念的首次被使用，出現在西班牙詩人 Federico	De	Onís

（����-����）於 ����年出版的《美洲西班牙語系西班牙詩人文集》��裡（Jencks,	����,	p.	�）；

中國大陸學者高宣揚便支持這樣的看法，他認為 Onís明確地使用了「後現代」的概念來描

述 ��0�到 ����年間的歐洲文化，且將「後現代」視為不過是介於現代主義和超現代主義

之間的過渡性文化（高宣揚，�00�）。Arnold	Toynbee（����-����）在 ����年出版的《歷

史研究》��中亦用了後現代主義來形容一種對現代主義的反動思想；對	Toynbee	而言，後現

代主義象徵了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包括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基督教教義等西方優勢的逐

漸削弱，以及非西方文化勢力的崛起。

美國建築理論家 Charles	Jencks進一步指出，美國文藝評論家 Leslie	Fiedler（����-�00�）

是首位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在六○年代廣義地使用「後現代」一詞的人；在以 Fiedler為首

的早期後現代主義論者的努力下，	一股反文化、反智性的傾向，開始對於現代主義的核心

份子，如精英主義、學院派、衛道人士等有所抗拒。（Jencks,	����,	p.	�）自此，後現代主義

開始進入文化、社會與哲學的領域（楊洲松，�000，頁 ��），並且逐漸彰顯影響力。到了

八○年代，很諷刺地，標榜「比現代更現代」	 ��的後現代主義，一如現代主義那樣，受到社

會精英、學術界、科學界的重視。其中，最具有「後現代」精神的，恐怕非以德國學者貝

爾丁及美國學者丹托為首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所主張的藝術終結論述莫屬。��

根據丹托等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觀點，藝術終結既非代表藝術之死，也不暗喻藝術的

凋零（雖然這常是給人家的一種直接錯誤的印象），反而還相信藝術仍有蓬勃再起的生機，	
��但那不是他們訴求的重點；他們所提出的是一套長期以來被視為唯一選擇的藝術敘述模式、

絕對信念的藝術實踐體系，已然走到終點，將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藝術的唯一或最佳

代言人。丹托闡述道：

��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española e hispanoamericana
��	 A Study of History
��	‘More	modern	than	Modern’	(Jencks,	����,	p.	��).
��	貝爾丁相關的著述有《藝術歷史的終結：十年後修訂版》（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 Eine Revision nach zehn 

Jahre,	Munich:	Verlag	C.	H.	Beck,	����）；丹托則有〈藝術的終結〉（The	End	of	Art,	in	The Death of Art,	edited	by	
Berel	Lang,	New	York:	Haven	Publishers,	����）、〈趨近藝術的終結〉（Approaching	the	End	of	Art,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ress,	����）、〈藝術終結的敘述〉（Narratives	of	the	End	of	Art,	in	Encounters and 
Rejections: Art in the Historical Present,	New	York:	Noonday	Pres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以及《在藝術
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Washington,	D.C.:	
Board	of	Trustees	of	National	Gallery	of	Arts,	����）等。

��	丹托等人所謂的「藝術終結」並不是悲觀、消極地去宣判藝術死刑，而是在一種充滿「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不安與興奮中，積極去認識前所未有、不曾如此被理解過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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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將不會絕跡，誠如「死亡」一詞所明確暗示的那樣；我的看法是，不管將

來的藝術為何，都不會有一套看似這個故事的下一階段的可靠敘述，做為他的背

後支柱。結束的是敘述本身，而不是敘述的對象。我在此特別強調。（亞瑟‧丹托，

林雅琪、鄭惠雯譯，2005，頁 28）。

既然改變的不是藝術本身，而是藝術的敘述模式與理解藝術的過程，那麼，有關「藝

術是什麼」的真理追尋，便不再是核心焦點（而那正是現代主義論者最有興趣探究的事）；

重要的是：藝術為何是藝術？或者，藝術憑什麼當藝術？至此，後現代思維下的藝術討論，

正式褪去所有外在形式上的包袱，從歷史的負擔中解脫，專注於形而上的內在思索。丹托

將藝術的探索轉向哲學之路，讓藝術蘊藏的自我意識能被深刻領悟，他並引用黑格爾的宣

言來支持他藝術終結的論點：

藝術邀請我們進行理性思考，目的不在於再次創造藝術，而是為了從哲學上理解

藝術是什麼（Hegel, 1975, p.11；引自亞瑟‧丹托，林雅琪、鄭惠雯譯，2005，

頁 41）。

後現代主義實踐於藝術時，立即面臨幾個接踵而至的問題：首先，其本質是否該被呈

現出來？畢竟，作為蘊藏於現代性中的那股不斷反動的動力，後現代本就是現代性表現中

不可被表現的部份；其次，若它應該被呈現出來，又該如何被詮釋、表現呢？這不僅是考

驗藝術家的技術，似乎更是考驗他的智慧；再者，這樣的作品需要欣賞者嗎？可以被欣賞

嗎？最後，面對打破一切格式、標準的後現代藝術，觀眾或聽眾又該如何辨識？針對最後

一個常見的疑問，美國當代知名建築師和建築理論家 Robert	Venturi（����-）曾提出ㄧ套後

現代風格的辨識公式，頗值得在此一提作為參考：「元素較混雜而非『純粹』，較折衷而非

『全然』，較『模糊』而非『清晰』，既『有趣』而又怪異。」	 ��（引自亞瑟‧丹托，林雅琪、

鄭惠雯譯，�00�，頁 ��-��）。

歸納以上討論，後現代可以兩個面向來加以劃分：其一、歷時態面向：後現代是不同

於現代主義的一個時期，由六○年代發生並發展至今。其二、共時態面向：後現代是一種

時代精神、一套價值模式，它否定、超越了現代主義，希望走出現代主義所帶來的困境；

（王岳川，����，頁 ��）此二面向看似沒有交集，實為一體的兩面、相輔相成。雖然後現

代處處充滿著片斷、矛盾與待續的感覺，但就像人性一樣，一切的不完美皆是自我的真情

流露，所有的未完成，正恰恰意味著無限開發的潛能。(Jencks,	����,	p.	��)

𥐥當代音樂（Contemporary Music）

��	 Robert	Venturi,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ed.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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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的邂逅與發酵

「當代音樂」一詞，常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概念上被誤解與混用；最普遍的認知為：

「當代音樂即是當代人所創作的現代音樂」，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其實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就像現代音樂並不只是代表著最近的音樂，更有某種風格或時期的指涉一樣，當代音樂也

不會僅意味著當下正在發生的音樂而已，而且比現代音樂更麻煩的是，當代音樂難以被某

種風格或某個時期音樂的概念來理解；當代音樂既不見得與當代人有關，也不必然屬於現

代音樂，在這樣的氛圍下，如前所述的後現代概念，那無所不包、無可辨識的無統一的後

現代風格便油然而生。

當代音樂處於一個訊息紊亂、美學失序的時期，常習焉不察地跟現代音樂、	 ��現代主義

音樂、	�0後現代主義音樂、	��及新音樂��的概念綁在一塊兒，造成雞同鴨講、各說各話的混亂

局面。有時，甚至連從事當代音樂實踐的專門機構，對於其定義也沒有共識。例如，在國

際音樂界享有盛名的「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ür	Neue	Musik，簡

稱 ISCM），����年於奧地利薩爾茲堡時創立時，乃是以發表當時的室內樂作品為創會宗旨。

但之後隨著愈來愈多會員國的加入，逐漸產生分歧：德國、奧地利、	捷克等國所辦的當代

音樂節，比較強調前衛、創新的精神；法國、英國、美國等諸國，則廣泛納入任何值得社

會注意的當代音樂。發展至今，當代音樂的模糊、籠統及欠缺指引方向，已成為一種特色；

當代音樂持續穿梭於作曲者、演奏者和觀眾之間，其新興衍生的定義如泉湧現，從未停歇。

（ISCM,	�00�）	

綜觀以上討論，我們察覺到「當代」是一個浮動的概念，常是當下現狀的反映；所有

才剛發生、甚至還在發展變化之中以致於來不及定位的東西，都有當代的味道。「當代」與

「後現代」雖有猶如一體兩面的密切關係，但「後現代」似乎較容易被侷限在某個流派、風

格或時間的概念中，	 ��而「當代」就較能海納百川，共時性上可以泛指當代的所有音樂藝術

形式（不論與現代主義區切割或混為一談），歷時性上則可泛指六、七○年代至今的音樂。

最特別的是，因為「當代」是一個較中立的名詞，很難說是好或不好、高級或低俗，「當代

音樂」也就不一定代表前衛、睿智或精英的音樂。

��	現代音樂有相對較廣義的指涉，在共時性的面向上是指反傳統、反保守的新派改革音樂，在歷時面向上則是指
二十世紀的音樂。

�0	現代主義音樂有相對較狹義的指涉，從反古典學院派的陳規教義出發，以科學、理性、邏輯、自律為依歸，音
樂上往往呈現冰冷、無情、單調的面貌。

��	後現代主義音樂是反動於現代主義（或說建立在現代主義的失敗上）的音樂，故又更加狹義，它解放現代主義
所堅持的整體性、同一性、主體性及確定性，音樂上呈現「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套句某網路公司的廣告
標語）的「無風格」風格。

��	新音樂的概念也呈現分歧的狀況，它含有二十世紀音樂、前衛音樂等意涵；在台灣，有學者主張它是廣義的
���0年代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音樂的沿革（許常惠，����)，在中國大陸，則傾向以現實主義的新音樂來理解，
具有「反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內容」（呂驥，����)。

��	所以也有人主張後現代主義應用複術，稱作「諸多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s）。（亞瑟‧丹托，林雅琪、鄭
惠雯譯，�0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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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者邂逅與發酵之後在音樂上的體現與影響

如前所述，做為「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邂逅與發酵之後、在音樂上體現的當

代音樂，總是呈現分歧而多元的面貌，以下嘗試整理出三種主要特徵。	��

𡛼多元（multi-facted）

自現代主義起，藝術發展就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自我意識、自我認同的話題不斷炒

作，各學門流派爭相發表否定別人、肯定自我的高論，此種琳瑯滿目的多元，其實是帶有

一股革命、獨斷雜杳的憤世嫉俗。但此種性格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有了很大的轉變。

從藝術本身領域中的材料、到文化、語言、政治、經濟、性別、人種等其他各類領域元素

的徹底自由解放與相互交融，當代音樂的多元性少了一股叫囂、競技的火藥味兒，多了一

份包容、體諒的諧和氣氛。許多本源自各個獨立學科或理論的素材，被加以融合、挪用或

拼貼來運用，這樣的多元運用，無疑啟發了更多的潛能與機會；例如：拼貼（collage）、寫

實主義（verismo）、實用音樂（Gebrauchsmusik）、音樂劇場（music	theatre）、極簡主義

（minimalism）、傢俱音樂（furniture	music）等，而 John	Adams、	Philip	Glass、Peter	Maxwell	

Davies、Harrison	Birtwistle等，都是代表性作曲家。

然而，當代音樂的多元傾向，在提供了更多機會的同時，也創造了許多的問題；當人

人皆為世界公民、所有婦女皆是解放的個體時，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倍受忽略，

因此，人心的困惑、不安與疏離感，也就成為標榜制式形式仿照的當代大眾文化，最無奈

的特質之ㄧ了。(Jencks,	����,	p.	�).

𥕛折衷（eclectic）

延續現代與後現代的多元傾向，當代音樂是一個折衷式的藝術實踐。時勢與各種內外

因素使然，當代音樂很難再有原創的新意，所謂的主流派或精英主義已漸漸式微，大家平

起平坐、互助互惠的時代宣告來臨。不論古與今、東與西、精英與大眾、傳統與創新、本

土與國際、流行與古典⋯，	

各種折衷的模式（如跨領域、跨文化、跨學科、跨樂種等��）紛紛出現，像近來出現的

新編京劇、器樂劇場、兒童音樂劇場、舞蹈劇場、國樂交響化、民謠交響化等，皆在在說

明了折衷的態度與手法，已儼然成為當代音樂的顯學；例如，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的華

裔作曲家譚盾、周文中、鍾耀光等皆具代表性。

��	其他在當代音樂上所表現出的轉變，還包括片斷性（segmented）、千變萬化性 (kaleidoscopic)、包容性 (inclusion)
等等。(Jencks,	����)

��	有關跨領域、跨文化的議題，請參考拙作〈�＋ �≧ �？淺談跨界（領域）藝術創作之理念與實踐〉（�00�）與〈跨
文化美學的音樂詮釋—以臺灣當代作曲家之藝術觀為例〉（�00�）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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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的邂逅與發酵

𥐥無常（uncertain）

延續現代與後現代邂逅之後的折衷傾向，當代音樂呈現一種不確定的無常性。既然從

此不再有絕對的權威，自然也就沒有最佳的詮釋，美學觀點改弦易轍，藝術品味瞬息萬

變，學院派或所謂的「大師」向來自負的藝術創造力與詮釋權，其公信力無可避免地驟減，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標新立異、追求新鮮感、拋棄式的實驗精神；有關無常性特徵的彰顯，

John	Cage的作品，很諷刺地，可稱是「最佳代言人」。

四、問題與檢討

一股源自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混合動力，生生不息地循環在當代音樂的血液裡，

它解放了音樂藝術有史以來的歷史包袱與形式規範，拒絕一切有形或無形的限制，允許任

何有理或無理的嘗試，當代音樂因此相信自己擁有真正的自由，認為萬事皆可達，	 ��沒有絕

對的不行。但自由的意義是建立在不自由的相對論基礎上的，一個從未被限制、約束或拒

絕的人，如何真正體會自由的滋味呢？任何宣稱「完全自由」的藝術作品，請問又是出自

哪個「完全自由」（不曾受過任何時空、背景、信仰、教育、人種、性別等各種外在因素限

制）的藝術家？法國畫家 Henri	Mattise即曾明白點出藝術發展的關鍵，不在於單純的個人

才華問題，而是在於藝術家所成長的氛圍、及歷史文化脈絡，一點一滴長期累積在他身上

的動力。Mattise說道：

藝術的發展不只來自個人，還來自一股累積的力量，也就是我們先前的文明。人

不可能無所不能。才華洋溢的藝術家也無法純憑喜好創作。單只運用天賦才能，

他將無法在藝術史上立足。我們不是自己作品的主宰。是歷史將他加諸於我們身

上（Mattisse, 1973, p. 58; 引自亞瑟‧丹托，林雅琪、鄭惠雯譯，2005，頁 80）。

	音樂發展一路走來所遭遇到的各種時空上或形式上的限制，在今天已不復存在，誠如

丹托所觀察到的：「如今自由的概念毫無極限，我們已失去成為囚犯的自由！」（亞瑟•丹托，

林雅琪、鄭惠雯譯，�00�，頁 ��）當代音樂自認擁有的自由實為一種表象，但另人擔憂的

是，多半的當代音樂家並未警覺、或輕忽了這個表象；他們其中有的選擇漠視來自他者的

聲音，關起門來埋頭苦幹、閉門造車，逕自創作「自我專屬風格」的音樂藝術（有這樣的

東西嗎？）；有的則是徘徊在折衷式的有限自由空間裡，阿 Q地認為他們至少反映了一些

事實，掌握了一股潮流，激發了一點創意。前者雖然與當代社會嚴重脫鉤，但其實對當代

音樂的發展影響並不大，畢竟嚴峻的市場淘汰機制會自動調整他們的定位；比較傷腦筋的

��	在此姑且套句某信用卡公司的廣告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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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那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有目的、視情況而定的操控手上的元素，當代音樂

內部所有的矛盾都成為他們大作文章的好題材，至於攸關當代音樂發展的核心議題，或他

們折衷式作品所可能給當代音樂帶來的質變隱憂，卻顯得有些事不關己、很少嚴肅地正視

它。

有幾個最顯而易見的矛盾或問題，最迫切需要被釐清、重視。第一、「傳統」與「現代」

之間的曖昧：當代音樂藝術作品的核心價值、必與傳統和現代深深連結，兩者既互相衝擊、

也互相依賴。第二、「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當全球化往往被視為是西化、現

代化的同義詞時 ,本土化卻又不等於現代化，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本土化實乃也是某種程

度上的全球化。（Held	and	McGrew，林祐聖、葉欣怡譯，�00�）所以，「為誰而作」、「演出

的對象是誰」等，皆是當代音樂藝術創作者不能忽略的問題。舉例而言：西方觀眾給予高

度評價的優點，卻往往正是本國人不以為然的缺點；反之亦然。能在國際間遊走的當代藝

術家，想必都非常了解這點 (例如：林懷民、李安、成龍、譚盾、馬友友、郎朗等 )。第三、

當代音樂的跨界合作，乃建立在一個弔詭的異同關係基礎上：一加ㄧ若等於二是沒有意義

的，那麼，是異中求同好、還是同中求異才對？。第四、當代音樂在「美」、「形式」、以及

「參與介入」上有多重的標準，那麼，當代音樂自我本質最後的審判是否來自觀眾？換言之，

觀眾的思想、態度是否度決定一切 ?而有關自我本質的爭辯，恰恰是表演理論的核心議題」

（Auslander,	����,	pp.	��-�0）。	

五、結論與建議

總結之前的討論，我們相信，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所引起的發酵，不

會只在「是否要拋棄過去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或「調整自己的步伐重新出發」等議

題上打轉而已，與其周旋於「傳統」與「創新」之間的詭辯，也許當代音樂的當務之急在

於誠實面對自己所選擇相信的表象、改善與社會漸行漸遠的疏離關係、並重建藝術創造與

詮釋的公信力。對於學院派的賢達們而言，這甚至可能是一個逐漸喪失其權威創作力與藝

術詮釋權的警訊。面對這樣的窘境，朝跨領域、跨文化的表現形式發展，或許是當代音樂

在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生存之道。只不過，跨領域 /跨文化創作所呈現的拼貼、折衷等多元

面貌，所衍生的更多、更複雜的無所不包、無可辨識的無統一風格，會不會又把當代音樂

推進另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漩渦裡？

以下針對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教育，進一步提出幾點思考與建言。

𡛼回歸本質、反省自我：

表演藝術貴在以人為本，自我核心價值的用心傾聽、重新認同，是競爭力的基礎。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音樂中的邂逅與發酵

𥕛和解共生、共榮共存

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當代音樂，因包容而多元，因傳承而創新，故團隊精神與尊重他

人遠比強調個人主義來得重要。

𥐥拓寬視野、延伸時空

人文藝術的栽培不宜短視，要將時空與視野拉長、放大來規劃與驗收；音樂發展最忌

急功近利，不應僅以單一作品或單一活動為眼界 ,要有宏觀的遠見與格局。

六、後語

國內學界有關當代音樂的論述，多半側重在個別的音樂分析或詮釋上，相對較缺乏可

連貫縱向與橫向脈絡、較全面的基礎理念研究。透過本文，筆者冀盼能稍為補充、平衡一

下音樂學術界在這方面文獻的不足，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使有關當代音樂的哲思與辯証

受到重視，畢竟這是當代音樂發展最關鍵的一環。此外，筆者雖自我期許本文為當代音樂

的上游研究，企望能為各個獨立的當代音樂中、下游研究，提供廣義的論述基礎，然因深

知此門學問之奧妙與浩瀚，及個人所學的不足，尚祈各界先進賢達不吝指教，以期共同促

進當代音樂在國內健全發展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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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尹伊桑《練習曲》之表述
來看尋根文化中的傳統與創新

嚴福榮
東吳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摘要

二十世紀後半期，在國際音樂舞台上頗具有聲望與影響力的亞洲作曲家之一尹伊桑	

(Isang	Yun,	�9�7-�995)，於 �97�年為長笛家族樂器寫作了五首獨奏作品，題名為《練習曲》�

Etüden。在這五首獨奏作品裡，不僅展現出多樣化非傳統的演奏技巧，與富有現代感新穎

的音響色彩；同時，更反映著他在 70年代早期，在創作思路與審美價值的傾向。其中，令

人囑目的地方，就是他試圖以西方現代音樂語彙的技法，去尋求具有東方傳統文化底蘊的

創作內涵，極具有個性化與創造力的音樂藝術表現。為了能夠更深入瞭解此作品背後，所

潛藏於作曲家其內心深處那份深厚的東方傳統文化情愫，與深層的思想內涵，以及如何有

意識地通過在創新思維不斷的探索與自省中，建構出其獨特的音樂語言，正是本論文所要

探索的議題。

關鍵詞：音高；音色；節奏

�	 尹伊桑《練習曲》是為長笛家族樂器而寫的五首獨奏作品。其中包括第一首和第五首是由長笛 (flute)演奏；第
二首和第四首分別為中音長笛 (alto-flute)與低音長笛 (bass-flute)	而寫；第三首則是為短笛 (piccolo)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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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xpression of Isang Yun’s “Etüden”
in search of the Tradition and Creation of Cultural Root 

Fuk-wing	YIM
Associate	Professor

Music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In	 late	�0th	century,	o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al	 stage,	one	of	 the	more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Asian	composers,	 Isang	Yun,	�9�7-�995,	had	written	for	 the	flute	 family	five	solo	

pieces, entiled “Etüden” in 1974. In these five solo pieces, Isang Yun not only manifested a variety 

of	 the	non-traditional	performing	techniques	and	contemporary	novel	musical	colour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early 1970’s his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 trend of the aesthetic worth. Amongst these, 

the	most	spectacular	aspect	is	that	he	attempted	to	use	the	techniques	of	the	western	contemporary	

musical	vocabulary	to	search	for	the	underlying	creative	meaning	of	the	orient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has	displayed	personalistic	and	creative	musical	art.	The	discussion	issues	in	the	dissertation	

ar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oser’s mind that embedded the feelings of a profound orient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ner	layer	of	ideological	intens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how	the	composer	 through	creative	 thinking	under	continued	exploration	and	self-

reflection, constructed his unique musical language.

Keywords: pitch;	timbre;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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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越為頻繁之際，在音樂創作發展的路途

上，越來越多的亞洲作曲家在熱衷於借鑑西方現代音樂觀念和新的表現技法的同時，有意

識地將創作的關注，回歸到其自身成長背景「文化身份」或「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	

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與體認，從而在東西方文化的拼接與互融、傳統與創新的前提下，尋找

出音樂創作藝術新的契機。對於本論文所談到的韓裔德國籍作曲家尹伊桑的創作理念，根

據 �9�5年他在中國上海音樂學院講學的內容所言，「亞洲有着比歐洲更為悠久的音樂歷史，

更為豐富的音樂內容。所以，我們的作曲家�沒有必要單純的去追求歐洲音樂的創作形式，

而是必須尋找自己的音樂泉源，用這個泉源來進行創作。」�由此看來，儘管尹伊桑的一生裡，

在接受西歐音樂教育中成長，在西方文化下生活，在他的作品裡可充份地體現出引進了西

方現代作曲技巧的表現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創作理念所追求的，似乎更多出了一

份根植於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擺置於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化融合的音樂語境之中，有

機地走向一條既深化於「傳統」又「創新」的創作道路。

談到本論文所要探究尹伊桑的五首獨奏作品《練習曲》，根據德國音樂學家Walter-

Wolfgang	Sparrer於 �99�-99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尹伊桑與韓國的傳統〉(Isang	Yun	und	

koreanische	Tradition)，曾談到這首作品的創作靈感，是源自於一首韓國傳統宮廷音樂《朝

鮮曲》(Ch’ongsong-gok)，這首樂曲是從「歌曲」(gagok)�	歌唱配搭樂器伴奏的音樂形式中獨

立出來，特為韓國傳統樂器大笒	(taegum)	而作5，可通過【譜例一】與【譜例二】作初步瞭

解。換言之，尹伊桑在《練習曲》的創作主體意識與思路的起點，就是從《朝鮮曲》具有

東方傳統音樂美感所激發的情感意念，來建構此音樂作品內涵的基調。除此以外，東方傳

統文化中源自於道家思想之「道」與「陰陽」的哲學觀，以及書法藝術的美學觀，與尹伊

桑的音樂創作觀念可說是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因此，本論文為了能夠更充分地瞭解《練習

曲》在音樂表象中，究竟是如何借助西方現代作曲技法，來表達音樂背後所承載着尋根文

化的傳統精神內涵；作曲家又是如何將其形而上的 (metaphysical)	深層哲學思想內涵與審美

觀點，轉化為實質有形的音樂符號與可感的聲響。以下在觀察的切入角度與內容上，將擬

從通過「文本」(text)	中具有關鍵性影響的音樂要素，即音高、音色與節奏等三個範疇，逐

一探討、梳理與加以論述。

�	「我們」的作曲家，意指「亞洲」作曲家。
�	 這段話引述自 �9�7年《音樂藝術》中的一篇文章〈尹伊桑先生論音樂創作〉，��頁。
�	「歌曲」是屬於韓國傳統藝術歌曲的曲種之一，常以韓國傳統樂器奚琴	(haegum)、大笒	(taegum)、短簫	(tanso)、
篳篥	(piri)	與杖鼓	(changgo)	伴奏。

5	 參考資料來自於Walter-Wolfgang	Sparrer所寫的一篇文章〈尹伊桑與韓國的傳統〉。這篇文章刊載於 Ssi-ol. 
Almanach 1998/99 der Internationalen Isang Yun Gesellschaft e V.,	Berlin/Müchen:	edition	text	+	kritik,	pp.�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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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一】為韓國傳統樂器「大笒」而寫的《朝鮮曲》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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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為韓國傳統樂器「大笒」而寫的《朝鮮曲》原曲，改寫為當今音樂採用的記譜方式�

�	 此《朝鮮曲》的作曲家為 Ki-Soo	Kim。Sngkn	Kim	通過十七世紀韓國的一種古代有量記譜法將原曲古譜解讀出來，
改寫為當今音樂採用的記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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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中傳統與創新的表述

談到《練習曲》「音高」方面的問題，本論文將擬從「音高」三個層面作進一步觀察，

分別是 (一 )	音高材料的選擇與使用觀念、(二 )「音高」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尋求具

有傳統文化內涵的單音表述、(三 )	「音高」通過書法藝術的美學觀，創造出富有東方特點

的音樂線條形態美感等。

𡛼音高材料的選擇與使用觀念

在這部份裡，本論文將試從音高材料的選擇與使用觀念的角度來觀察。在其中，不難

發現作曲家放棄了他在二十世紀 50年代晚期，例如：於 �95�年所完成的獨奏曲《五首鋼

琴小品》Fünf Stücke für Klavier�對於德國作曲家亞諾‧荀白克 (Arnold	Schoenberg)「十二音

列技法」(twelve-tone	technique)的借鑒。反之，作曲家在《練習曲》創作思路所展現的，

是將音高材料建構於「自由十二音技法」�序進原則的基礎上進行了理性的控制與直覺的把

握；在音樂自身展衍的過程，作曲家賦予更大的自由與寬度，有機地加入了一些類似於非

序列思維所生成的變化音或半音相結合，促使音高游移於有序與無序的音樂語境裡，讓作

曲家在創造性與思考方向上同時獲得了自由發揮的空間。

談到有關於此作品原型十二音列音高材料的問題，儘管在音樂開始地方未能發現完整

依序排列的原型十二音列，但經過仔細分析之後，可推論出原型十二音列音高材料的內容

所在，以下將通過此作品的三個音樂片段，即【譜例三】至【譜例五】加以分析與說明。

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三】《練習曲》第一首音樂開始地方第 �-�小節，假設為 P0音列 �-7音截段

7	 尹伊桑在德國「柏林音樂學院」（Hochschule	fuer	Musik,	Berlin）進修期間，最早完成的一首十二音列作品《五
首鋼琴小品》Fünf Stücke für Klavier。

�	 所謂「自由十二音列」，在本論文所指的是十二音列結構內部的各音，可任意重複；各音之間或音組之間的音序，
音組的順序亦可以隨意地變換；十二音可被分割成若干個音的截段，例如：三音組、四音組⋯⋯十一音組、十
二音組，可長可短，亦可以自由地運用；甚至將核心音程重新組合為「衍生性」的序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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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四】《練習曲》第二首第 7�-7�小節，假設為 P0完整音序排列之 �-��音截段

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五】《練習曲》第三首第 �0-�5小節，假設為 I�完整音序排列之 �-��音截段

【譜例五】假設為一組完整「倒影」“I�”	音序排列的十二音列，若將此組「倒影」十二

音列與【譜例三】和【譜例四】假設為各種不同音高截段的「原型」音列	“P0”加以對照，

即可推論出其原型十二音列為	“F,	A,	Bb,	G,	Ab,	C,	B,	D,	C#,	E,	D#,	F#”；	同時，值得關注的

是，在此原型十二音列結構內部，從三音截段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其音高組織其實是存

在着某種內在結構邏輯關係，以下將通過【表例一】來瞭解。

【表例一】為《練習曲》之原型十二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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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表例中可看出第一、二組三音集皆為同構 �-�,	(0,�,5)	的音集內涵，其音程涵量	

(interval	vector)	為〔�00��0〕，其中包括小 �度、大 �度與完全 �度音程；第三、四組三音

集則為同構 �-�,	(0,�,�)	的集合，其音程涵量為〔���000〕其中包括小 �度、大 �度與小 �

度音程等。由於這兩種三音集合的音程內涵在音樂發展中，經常以原型音高組合、換序、

移位、音程擴張、與由此音組伸展構成各種不完整十二音截段等多種的編織手法出現，它

們不僅可視為此作品音高材料的重要要素，核心音程來使用，更可視為全曲在「自由十二

音技法」框架下音樂發展脈絡的關鍵點與組織原則起着結構作用的依據。

𥕛「音高」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尋求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的單音表述

從上文內容得知，這首作品在整體音高表層結構，大體上是以「自由十二音技法」的

音高材料與組織語言為基礎；然而，「音高」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尹伊桑所依賴的並不

屬於西方音樂所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動機、主題，與由此構成的旋律線條來發展樂思；相反

地，他所尋求的是一種具有東方傳統文化精神內涵，透過富有哲理性思維「道」和「陰陽」

的哲學觀，以及韓國傳統音樂文化「搖聲」9(sound-flexibility)語彙的開發，來建構出「主幹

音技法」�0(main-tone	technique)	的核心內容，特別重視「單音」(single-tone)藝術的表現力。

首先，談到尹伊桑的「道」和「陰陽」哲學思想方面，他曾說過，「我的音樂與道的

思想有着密切關係，不懂得道，就不可能了解我的音樂」��。所謂「道」是宇宙萬物產生

的總根源，代表著「一」，一切的變化都始於這個「一」，也是自然、是本源、是永恆、是

「不變」的部份。它處於永遠運動中，而本身卻從不發生改變��。事實上，在尹伊桑的創

作思維裡，對於這種哲學思想的參悟與轉化，其構思的起點，就是將宇宙即整體，代表

著「一」的「單音」表述，置於一種類似於西方「中心音」(central-tone)	與其研發出「主

幹音」(main-tone)	概念意義的基礎上，起着音高結構骨架性的作用。它常以持續性的單長

音，或不斷反複相同音高的單音形式來呈現；同時，由「道」所衍生「陰陽」一體兩面

的哲學思維下，對於「易」與「不易」或「變」與「不變」的闡釋過程，更讓具有「主幹

音」結構意義的單音表述，展現出多元化的可能性。在其中，最大的音樂特點，就是將

具有「主幹音」結構意義的單音，與由此單音延展過程所生成的「裝飾性」(sigimsae��	or	

embellishments)或「花腔式」(melisma)的音高，以環繞的方式相銜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

9	 所謂「搖聲」，在歷史上是從中國傳入。所指的是一種特有「弄弦」或「弄聲」的音樂表現手段，最常聽到的是
借由樂器或人聲所發出獨特的抖音（vibrato）旋法，帶有即興性，音程變化非常自由，賦予每一個單音以特殊
的韻味和魅力，形成一種極富有表現力和具有旋律裝飾性的音響效果。

�0	「主幹音技法」是尹伊桑由單音概念衍生出來的作曲技法，可參閱嚴福榮的一篇期刊論文〈從尹伊桑主幹音技法
的探索來看亞洲作曲家在西方文化下的尋根〉。《關渡音樂學報》，第四期。

��	 這段話摘自白漢斯•沃什著，尹耀勤與趙志揚合譯。《基於道之精神的音樂：對洛陽的思考》一書。
��	同註腳 �，5-�頁
��	“Sigimsae”	是韓字英文譯音，這個韓國傳統術語意指的是一種帶有裝飾性的旋律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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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思維與表達方式。

從「音高」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的另一角度觀察，可體現出尹伊桑有意識地借助於

韓國傳統音樂文化中一種「搖聲」語彙的開發，來賦予單音表述有更深刻的意涵。他曾有

以下的想法，「一個單音出現的音高變化，不常被看作獨立，構成旋律的音程，倒更多地被

看作對這個音的裝飾，看作這個音的一部份⋯⋯每個單音從起奏到消失，都富於變化，即

裝飾、倚音、懸留、滑奏以及力度的變化，尤其是每個單音自然的顫音，都被有意識地作

為獨立的表現方式加以應用」��；另外更提到，「在朝鮮音樂中沒有和聲，沒有對位，也沒

有結構上的透視，只有單音，它是靈魂，必須作出最大努力使之得以持續不斷地延續下去

⋯⋯我可以這樣描述，如同一條在水中游動的蛇，腦子裡認準目標，前進中所激起的波紋。

由於我的音樂是一元化的流動，它必須集結起來，像一支箭，承載著力量」。�5很明顯地，

尹伊桑其實是將具有「主幹音」結構意義的單長音，或不斷反複相同音高的單音，與由此

單音衍生所形成的修飾，一切的變化被視為始於一個單音延續的過程。使原本是一個平淡

無奇的單長音，以環繞的方式做細部變化，使之在音樂前進中富有動感，生命力，一直延

續下去。為了充分瞭解《練習曲》此作品相關的音樂表達方式，以下將通過【譜例六】和

【譜例七】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瞭解，分別為	(一 )	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裝飾性」的

單音表述、(二 )	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花腔式」的單音表述等。

第一種類型，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裝飾性」的單音表述

【譜例六】為《練習曲》第一首第 �-�9小節，是一個帶有「裝飾性」單音表述的音樂

片段。在其中，可觀察出音高材料的組成，大體上是以「自由十二音技法」的寫作手法為

基礎，並置於單音表述過程所隱含着「道」與「陰陽」哲學思想內涵，以及「搖聲」語彙

相結合。從單音表述的角度來看，可發現譜面上加以圈選並加上數字編號 �-5的五個持續

性的單音或主幹音，即	“Bb,	C,	C#,	D,	F#”。在尹伊桑「主幹音技法」的創作觀念裡，它們

是具有音高結構的骨架作用，並賦予各自獨立且具有生命實體的單音表現。在聲響流動過

程，這五個持續性的單音或主幹音，經常被它們自身所生成許多的多彎性、靈活性且細碎

短促的聲響，也就是扮演著非主幹音特點的前置裝飾音、中置裝飾音與後置裝飾音，上下

起伏不斷地以點綴的編織手法所環繞，使得單音表述過程充滿着細緻的變化性，而不至於

單調乏味。事實上，這種音樂表現方式是將音高材料置於在東西方文化交融的語境裡，相

輔相成，共同作用，構成了此段音樂綜合的結構力，更塑造出一種具有創新性又獨特的音

樂語言。

��	這段話摘自比得•富弗爾斯著，尹耀勤從《主要音：整體 ---尹伊桑的作曲基礎》中選譯，未正式出版。
�5	這段話摘自賴納．薩赫特勒伯、沃爾夫岡．温勒爾著，尹耀勒、趙志揚譯《尹伊桑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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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六】《練習曲》第一首第 �-�9小節，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裝飾性」的單音表述

第二種類型，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花腔式」的單音表述

			【譜例七】為《練習曲》第一首音樂結束地方，第 �7-79小節，是一個帶有「花腔式」

單音表述的範例。在此譜例裡，有關於這類型音高材料的運用，與前述「裝飾性」的處理

手法加以比較，可體現出同樣地建構於東西方文化內涵的音樂語境裡；但不同的是，「花腔

式」的音高群組內部，其特點是音的數量顯然變得更多、它們為一些細緻而密集，上下起

伏擺盪不定的音群，以快速流動地穿梭於具有結構作用的單長音或反複音之間。在聽覺上

可感受到的，更多出了一份川流不息，無休止的感覺，讓音樂變得更加緊湊、有張力與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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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七】《練習曲》第一首第 �7-79小節，在橫向織體形態展衍中帶有「花腔式」的單音表述��

𥐥「音高」通過書法的美學觀，創造出富有東方特點的音樂線條形態美感

從尹伊桑一生的創作歷程來看，他並不僅侷限於熱愛東方的哲學思想和韓國傳統音樂

文化的人文素養，為了豐富其創作靈感來源，他更致力於中國書法的研究。在其中，他希

望從書法運筆的認知，去體驗音樂的線條形態美感。例如，楷書，著重於每一筆觸的起始

與收尾；行書，著重有如行雲流水般的寫意自如；草書，其運筆揮灑的勁道與氣勢，有著

一氣呵成的感覺。談到這裡，若以草書運筆的角度觀察【譜例七】第 7�-79小節的旋律線

條，可體認出此旋律線條與草書所展現的東方美感有着幾分相似之處。

「音色」中傳統與創新的表述

二十世紀 50年代，正當序列音樂 (serial	music)與音色寫作在歐洲蓬勃興起之際，即成

��	譜例中加以圈選並標示號碼 �-5音，皆為具有結構作用骨架性質的單音所在，尹伊桑稱之為「主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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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尹伊桑在德國「柏林音樂學院」（Hochschule	fuer	Musik,	Berlin）學習現代作曲技法的價

值傾向。在當下，他除了開始以十二音技法的原則創作外，對於音色寫作的關注，讓他自

身邁向成熟音樂風格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練習曲》這首作品裡，可充分地體現出作曲

家對於「音色」的塑造與表現極為重視。在其中，可體現出作曲家有意識地追求音色細膩

的處理；另一方面，可揭示出他綜攝了西方現代與東方傳統文化的色彩感，極富有聲響的

表現力與感染力。大體上，曲中音色的處理手法可取决於以下三種途徑：分別是 (一 )通過

多樣化演奏技巧來產生具有現代感的新穎音響色彩、(二 )通過模倣傳統民族樂器技巧，來

塑造具有東方色彩的音色表現、(三 )通過微觀音色變化來強化單音的音色表現等。以下將

分項加以論述。

𡛼通過多樣化演奏技巧來產生富有現代感新穎的音色表現

在曲中，可觀察到尹伊桑對於音色的處理手法，其著眼點之一，就是對於長笛家族

傳統獨奏樂器採用了多樣化的演奏技巧，促使其產生富有現代感新穎的音響色彩。基本

上，這些新穎音色的生成，主要是由一些現代作品中常被廣泛使用的常規演奏語言，與

具有現代語言特色非常規演奏（non-traditonal	performance）的新穎音色所組成。在其中

包括頓音、重音 (accent)、震音 (trill)、震音加人聲 (trill	with	voice)、複音	(multiphonics)	

、複合顫音 (double	tremolos)、向上下滑動四分一音 (�/�	tone	higher	or	lower)	、微分音

（microtones）、滑音（portamento）、抖音 (con	vibrato)、花舌	(flutter-tonguing)、氣音（breathy,	

but	with	clearly	defined	pitch)、大量氣音 (very	breathy,	more	breath	than	note）、氣聲 (without	

attack:	with	breath	only）、打鍵音（quasi	pizzicato	with	simultaneous	striking	of	keys）、泛音

（harmonics）等裝飾性形態的音色表現，來構成音響色澤的運動感。對於【譜例八】特別加

以圈選並標示號碼 �-�的八種新穎音響材料�7，在這段近似於隨性而至的樂思展衍中，成功

地營造出讓人著迷且獨特的音響效果。

�7	此譜例中標示號碼 �-�的八種新穎音響材料分別為 �.大量氣音、�.	向上滑動四分一音、�.	氣音、�.	向下滑動四
分一音、5.複音、�.	震音加人聲、7.	花舌、�.	氣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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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八】《練習曲》第四首第 ��-7�小節，
通過多樣化演奏技巧來富有現代感的新穎音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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𥕛通過模倣傳統民族樂器技巧來塑造具有東方色彩的音色表現

尹伊桑曾談到寫作長笛音樂，常讓他聯想到童年時代的一些回憶，「正當孩童時代，我

被傳統笛子的音樂所環繞，在寺廟裡或農民那裡，我聽到韓國傳統竹笛『短簫』(tanso)以

及更為古老傳統的笛子『大笒』(Taegum)的聲音。⋯⋯我認為笛子在我音樂需求中最適合

作為裝飾音的樂器。」��從這段話裡可以瞭解到，尹伊桑深受其自童年時代，傳統樂器「短

簫」與「大笒」獨特音色的影響，一直深植於他的腦海裡，揮之下去。無庸置疑地，尹伊

桑在《練習曲》的創作思維裡，就是以這份情感的烙印下，促使他對音色處理的意識，更

多了一份來自於東方文化的差異性與一種來自於模擬韓國傳統樂器的色彩感。以下將通過

【譜例九】來瞭解。

With kindly permission by Boosey & Hawkes Bote & Bock, Berlin

【譜例九】《練習曲》第四首第 �-�9小節，
模倣傳統民族樂器技巧來塑造具有東方色彩的音色表現

此譜例為《練習曲》第四首音樂開始的片段。在音高橫向展衍過程，主要是以具有主

幹音結構較長的音值單位為基礎。在音色處理手法上，作曲家除了運用了西方非常規演奏

技巧所產生新穎的音色外，又試圖通過模擬韓國傳統樂器的演奏方式與將音樂置於一種韓

國傳統雅樂	(a-ak)	所充滿著寧靜、緩慢、冥想與自由氣息的氛圍中展開，並經由吹奏大量

��	“Fanfare	&	Memorial”	,	Arcadia	Records	and	Music	Management,	In.	�9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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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舌、向上下滑動 �/�音的微分音與力度細膩的變化所造成的特殊音色，塑造出一種類

似於韓國傳統音樂特有音色的凝聚力和感染力。除此以外，在曲中其他地方，仍然可發現

許多模擬韓國傳統樂器多樣化的音色表現，例如：震音、帶有滑音的震音、抖音、顫音、

重音、氣聲與氣音等。

𥐥 通過微觀音色變化來強化「單音」的音色表現

在這首作品裡，有關於音色處理手法的另一特點，是作曲家在運用「主幹音技法」與

「道」和「陰陽」哲學思維下，大大擴展了單音色彩的表現力。在曲中，最為常見的音樂表

現手法，就是將每一個持續性的單音，也就是「主幹音」，在它延展過程，憑藉作曲家豐富

的音樂想像力與直觀的把握，進而加入了許多不同音高形態的裝飾音或借由多樣化的現代

演奏技巧所生成的特殊音色，例如，從【譜例九】的另一角度觀察，很容易地看出每個具

有主幹音結構作用的單音音色表現，在經由加入花舌、向上下滑動 �/�音的微分音、頓音，

以及力度細膩的變化情況下，明顯地讓單音的音質產生改變，從平凡的單音表現變得時而

明或時而暗、虛變實或實變虛、淡變濃或濃變淡，極富有生命力與強化了色彩的，豐富了

單音表述的內涵。華裔美國籍作曲家周文中談到書法中運筆的技巧和單音表述的方式作一

比較時所言：「每個漢字都可以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音意、圖像及音響單位。再看中國繪畫藝

術，也是最直接、最豐富地，靠着每一下運筆的疾徐和用墨的濃淡，同時表現着所畫事物

的形象、肌理及質感。⋯⋯換言之，有技巧地發出一個單音，即可營造出一種音樂幅度 (如

音高、音色、音强等方面的變化 )，足以喚起聽者詩意或聽覺上的美感。」�9這段話也正反映

出尹伊桑「單音內涵」的音色思維與審美觀念之所在。

「節奏」中傳統與創新的表述

自 �0世紀以來，在現代音樂創作中，對於尋求「節奏」語言創新的思維與表現已逐漸

演變為一種自然的態勢與需求。在其中主要思考焦點之一，就是力圖擺脫傳統觀念中具有

均分節拍特性的節奏律動特點，儘可能地避免使用節拍重音週期性的循環和有規律化的節

奏形態出現。這種打破傳統格局、追求開放意識的節奏觀，對於尹伊桑這首《練習曲》中

思想傾向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綜觀全曲，可發現整體結構節奏形態表現中有兩個特點，

分別是 (一 )	尋求東方哲學思維下「散文式」(prosaic)	特點	的韻律感、(二 )	尋求「靜中有

動、動中有靜」特點的韻律感等。以下將進一步論述。

�9	這段話摘自 �00�年 9月 ��日「中央音樂學院交響樂團音樂會」之解說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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𡛼尋求東方哲學思維下「散文式」特點的韻律感

根據 �9�5年福特基金會談話內容，尹伊桑強調節奏的處理方式「將音樂侷限於加重的

節奏單位是我不熟識的領域，堅定且固定的節奏，違反了我在哲學思維下尋求音樂的活力

和流動感」。�0�9�5年，尹伊桑在接受杜賓根大學	(Tubingen	University	)	頒贈榮譽哲學博士

學位所發表的另一場演講內容裡，更談到對於拍子與節奏的使用觀念：「直到現在，我還是

不認為要把節奏當作音樂的節奏來看。理由是在亞洲的傳統裡，並沒有悸動的節奏、發展

的節奏型態或是重複的節奏⋯⋯」��如此看來，尹伊桑在《練習曲》中對於音樂節奏處理與

使用觀念，並非沒有結構組織，也或許在聲響表層結構上，運用了不明確的拍點律動、不

規則的節奏、以及帶有細部裝飾性較長音值的節奏形態，來形成了一種類似於「散文式」

的節奏語言，然而，作曲家在創作理念中所信賴的，更多出了一份源自於東方哲學觀念中

「道」代表著本源，「永恆」的價值，與「不易」所隱含著無時無刻，無休止的變化，有機

地轉化為音樂在時空展衍過程一種自由的，充滿著生命力與不斷向前的流動感，展現出作

曲家獨具匠心的一面。

𥕛尋求「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特點的韻律感

在曲中，這種韻律感的最大特色，在上文音高部份曾談到的是一種透過環繞單音的裝

飾性手法。這種單音裝飾性手法其實在聽覺上可感受到的，是一種具有東方韻味「靜中有

動、動中有靜」的聲響畫面或律動感，也正反映著作曲家形而上的「陰陽哲學」思維裡，

所隱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創作理念與精神內涵。

結語

儘管尹伊桑這首獨奏作品《練習曲》在聲響表面上給人的印象是一種西方化又富有現

代氣息的感覺，但細究分析之後，深刻的體會到作曲家是將音樂主體背後所隱含豐富的文

化思想內涵，主要是建構於其深厚東方傳統文化精神內涵的基礎上，借鑑於西方作曲技法。

在微妙的音樂語境互動中，更體會到將音高置於「自由十二音列」作曲技法為基礎的音樂

語境裡，與東方傳統文化底蘊的精神內涵加以結合，並從尋根文化的脈絡中，成功地擷取

了道家思想中「道」與「陰陽」哲學觀念，以及韓國傳統音樂文化「搖聲」的精髓，有機

�0	 Ford	foundation	Berlin	Confrontation:	Artists	in	Berlin.	“A	Conversation	with	Isang	Yun.”	Berlin,	�9�5.	p.�9.
��	參 考 資 料 來 自 於 Chul-hwa	Kim,	The Musical Ideology and style of Isang Yun, as reflected in his Concerto for 

Violoncello and orchestra,19�5/�6.
��	閔建蜀，《易經的領導智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000年。頁��。太極圖中的陰陽魚，各有一魚，黑魚有一白眼、
白魚則有黑眼。黑色代表「陰」、白色代表「陽」。這代表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關係。陰陽兩力的性質
非永遠不變，陰陽的位置在某一情形下可以互換，陰可變陽，陽可變陰⋯⋯因為陰陽本屬一體⋯⋯。



�7從尹伊桑《練習曲》之表述來看尋根文化中的傳统與創新

地轉化為作曲家「主幹音技法」所隱含豐富的單音內涵，成功地建構出其個人獨特的音高

語言；在音色處理方面顯示出相當細緻，在豐富多變的音響色彩中，是以西方現代多樣化

的演奏技巧所生成新穎的音色，與創造性地吸取並模擬具有韓國傳統樂器特徵所發出鮮明

的東方色彩感，以此作為作品結構內聚力的主要因素，進一步豐富了具有感染力、表現力

微觀下的單音音色表現，同時，又通過書法筆觸線畫的氣韻所激發的情感意念，創造出具

有東方旋律線條形態的美感；在節奏哲理性的思維觀照之下，對於時空脈絡的感官世界進

行了直覺的把握，尋求著「散文式」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節奏韻律的流動感。總而

言之，作曲家在創作思路尋根意識的前提下，深植於東方文化的傳統，借鑒西方，並通過

傳統文化的現代審美價值，走出一條在尋根文化主體意識下既「傳統」又「創新」的創作

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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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創新的層疊
―談巴里島克差(kecak)的發展

李婧慧

摘要

造訪印尼巴里島的觀光客所看到的表演節目克差 (kecak)，是一種包括合唱、說唱與舞

蹈，而以合唱伴唱著取材自印度史詩《拉摩耶那》(Ramayana)的舞劇；其中的合唱係源自於

島上一種驅邪逐疫的宗教儀式桑樣 (sanghyang)中，以人聲模仿甘美朗 (gamelan)來伴唱一

種入神舞 (trance dance)的合唱樂「恰克」(cak)或「克差」(kecak)。這種合唱樂於 �930年

代脫離儀式脈絡，加上說唱與舞蹈，層層疊上新的形式與內容，形成一個既傳統又創新的

舞劇。此後島內外的藝術家們，以及村子的表演團體不斷地嘗試克差的改變與創新，然而

無論它如何地被創新或改變，它都穩固地根植於「傳統」─亦即以「交織」(kotekan，或譯

為「連鎖樂句」)為主要原則而構成的人聲甘美朗 (gamelan suara)的合唱樂；這種合唱樂是

構成克差的核心要素。

本文從桑樣儀式中的恰克合唱的形成談起，分析克差舞劇的形式與內容，重點在恰克

合唱的結構分析，並從 �9�0年代以來克差的創新作品中，以薩多諾 (Sardono W. Kusumo)

的《恰克莉那》(Cak Rina)、第比亞 (I Wayan Dibia)的《肢體恰克》(Body Tjak)，以及嘉雅

(I Nyoman Chaya)的首度採用樂器伴奏，首演於「�005亞太藝術論壇」的《聖潔的畢瑪》

(Kecak Bima Suci)等作品為例，探討克差於 �930年代從桑樣儀式中的合唱發展為舞劇至今，

其間所經歷的傳統的確立、多重的變革與創新、新舊要素的層疊等，以顯示出克差的變與

不變，以及形式與內容的多樣化。

關鍵詞：克差、人聲甘美朗、巴里島音樂、觀光與音樂、傳統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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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ification of 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linese Kecak

Lee Ching-huei

Abstract

Formed in �930s, kecak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ypes of performance for tourists 

in Bali.  The story is an excerpt from the Indian epic Ramayana and is performed through vocal 

chanting, storytelling, and dancing.  The vocal chanting cak or kecak was derived from the 

vocal accompaniment of the trance dance in the exorcistic sanghyang rituals.  It is a male chorus 

imitating gamelan music and is called gamelan suara which literally means the vocal gamelan.  

Since its initiation in the �930s, kecak has undergone various innovations and changes in regards 

to its music, texts and body movements.  It is noteworthy to acknowledge that no matter which 

changes are made, it is still firmly rooted in its tradition of interlocking rhythmic vocal chanting 

which forms the core of kecak. 

Starting with the cak chorus used in sanghyang ritu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kecak, focusing on the cak chorus.  Also discussed are kecak new works including Sardono 

W. Kusumo’s Cak Rina, I Wayan Dibia’s Body Tjak, and I Nyoman Chaya’s Kecak Bima Suci 

(The Holy Bima, premiered for “�005 APAF” at TNUA) as case studies for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kecak since the �930s.  Using these examples, details of the challenge 

and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 a stratification of old and new elements manifesting the changeable 

and unchangeable, show the extreme diversity of kecak.

Keywords:	 kecak, gamelan suara, Balinese music, tourism and music,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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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克差」(kecak)�是印尼巴里島 (參見印尼及巴里島簡圖 )頗受歡迎的觀光表演節目之一，

也是深受島民喜愛，廣泛分布於巴里島南部的的─種表演藝術─許多村子動員全村老少的

男性成員 (李婧慧 �995: �3�)，熱烈學習與表演，幾乎可說是一種全民音樂運動�。它結合

了合唱、說唱3與舞蹈，其中合唱源自於巴里島上一種驅邪逐疫的宗教儀式桑樣 (sanghyang)�

中，伴唱著入神舞 (trance dance)的合唱樂「恰克」(cak)或「克差」(kecak)5。這種合唱稱

為「人聲甘美朗」(gamelan suara)，是以人聲模仿甘美朗的結構而成的合唱樂，其中最引人

入勝的是以「交織」(kotekan)�為原則所形成的「節奏合唱」(rhythmic vocal chanting)的部

分。恰克合唱於 �930年代脫離儀式脈絡，並且以這種人聲甘美朗的合唱為基礎，加上說書

人 (dalang)講 /唱摘自印度史詩《拉摩耶那》(Ramayana)的故事，以及舞蹈 (包括獨舞者和

合唱團員的身段動作 )，層層疊上新的形式，形成一個傳統與創新 (innovation)的結合─包

括樂、舞與戲的「克差舞」。此後島內外的藝術家們，以及村子的表演團體不斷地嘗試克差

舞的改變與創新，包括動作、隊形、服裝、本事、合唱聲部的節奏編排與新編歌曲等，值

得注意的是無論它如何地被創新與改變，它都穩固地根植於「傳統」─亦即以交織為主要

原則而構成的人聲甘美朗的合唱樂。

然而仔細觀察克差的不同版本和新作中的恰克合唱部分，顯示出同中有異的現象，其

� 「克差」兩字採用自巴里島登巴沙市藝術中心中文節目解說之音譯，該中心的克差定期表演，近年已轉到其他劇
場。廣義來說，克差 (kecak)指人聲甘美朗 (gamelan suara)的合唱樂，以及以此合唱樂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加上
其他形式後的整體，包括克差舞，二者均原稱為恰克 (cak)。
又克差舞實際上是舞劇，主要角色由說書人代言，次要角色及丑角才有對白；因島內外學者與藝術家有時稱它
為“tarian kecak”或“kecak dance”(克差舞 )，或只稱“kecak”、“cak”，為了避免混淆，本文以「恰克合唱」稱
人聲甘美朗的合唱樂，以「克差舞」或「克差」稱結合了恰克合唱、說唱與舞蹈的整體表演形式。

� 從�993的全巴里克差競賽及�995的克差音樂節 (全巴里的高中生參加 )，可以證明克差在島上流行的情形。(Dibia 
�000/�99�: �)

3 說唱部分實際上包括說書人及吟唱者；後者有時另外由一名獨唱者擔任。 
� 桑樣 (sanghyang)，一般譯為宗教催眠舞。“Sang”是尊稱，“hyang”是神靈的意思，它是召喚神靈以驅邪逐疫的
儀式。通常是在歌聲、焚香和祭司祈禱的經文中，使特定或不特定的人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態，而被神靈或動物
的靈魂附身，以驅邪逐疫並祝福村子。(李婧慧 �995: ���，�999)

5 就字義來說，cak的意義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 )林爸克 (I Wayan Limbak)認為是桑樣儀式中驅鬼的叫喊聲，
含有「趕出去」的意思；(李婧慧 �995: ���) (二 )係擬聲詞，且有助於發聲；(Dibia and Ballinger �00�: 9�) (三 )
是模仿壁虎的叫聲，因巴里人認為壁虎帶來吉祥的訊息；(Dibia �000/�99�: 3) (四 )然而第比亞 (I Wayan Dibia)
也認為它只是人所發出的一種聲音，並無意義，但這種短促而強烈的聲音，有助於合唱聲部的交織，以產生甘
美朗的節奏效果；(Dibia �99�: ��, �000/�99�: 3-�)  (五 )麥金 (Philipp F. McKean)則認為“tjak” (cak)含有打破或
分開的意思 (McKean �9�9: �95)。
至於 kecak之“ke”，是含有指示方向的字頭 (宮尾慈良 �99�: 90)；但西舅 (I Made Sija)提到因為交織的節奏合
唱部分來自甘美朗中的樂器雷雍 (reong，筆者註：是一套成列的小坐鑼，分部交織演奏 )，所以“kecak”又稱
為“ngocecak”，是許多聲音的組合的意思。(�00�.�.30於玻諾村的訪問 )

� 交織 (kotekan)，或譯為「連鎖樂句」(韓國鐄 �99�: ���)，英譯為“interlocking”，是巴里島音樂一大特色，基
本上是將一個旋律分由二部，甚至三部緊密交織相嵌，構成綿綿無縫的旋律。這種交織相嵌的手法，就是
kotekan。它亦見於只有節奏型的情形，例如甘美朗中的兩個鼓：wadon(較大的鼓，屬陰性 )與 lanang(較小的鼓，
屬陽性 )的合奏，以及本文所討論的恰克合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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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聲部的選用與節奏的編排，以及骨譜 (balungan, 或譯為「中心主題」�)等，即使在相同原

則的規範下，仍有各自發展的空間。那麼到底克差的「傳統」是什麼？什麼樣的要素或條

件下可稱為克差？其中可變與不可變的要素為何？而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改變與創新，

與傳統有什麼樣的互動和影響？

本文從桑樣儀式中恰克合唱的形成談起，討論克差的發展，並分析克差的形式與內

容。由於它包括音樂、說唱本事、以及舞蹈等要素，本文以音樂部分為焦點，重點在其

合唱樂的聲部分析上。此外並探討 �9�0年代以來克差的創新作品，以薩多諾 (Sardono W. 

Kusumo，�9�5~)的《恰克莉那》(Cak Rina)、第比亞 (I Wayan Dibia)的《肢體恰克》(Body 

Tjak)，及嘉雅 (I Nyoman Chaya)的《聖潔的畢瑪》(Kecak Bima Suci)等為例討論之。《聖潔

的畢瑪》�係嘉雅為「�005年亞太藝術論壇」9而新編，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的學生擔

任合唱團員，他們必須又唱、又演、又舞；另加入約十名中爪哇梭羅市的印尼藝術學院

(STSI, National Indonesia College of the Arts in Surakarta)師生 (包括巴里人與爪哇人 )，擔任

舞者、領唱及樂器伴奏。嘉雅在此作品中打破人聲甘美朗的傳統，加入了甘美朗樂器的伴

奏。本文從這些既創新又根植傳統的克差新作，來探討克差於 �930年代從桑樣儀式中的合

唱發展為舞劇至今，其間所經歷的傳統的確立、多重的變革與創新、新舊要素的層疊等，

以顯示出克差的變與不變，以及形式與內容的多樣化。

一、克差的起源與發展

𡛼桑樣儀式中恰克合唱的起源

如前述，克差源自於桑樣儀式中伴唱入神舞的恰克合唱。桑樣是一種以入神舞為中心

的儀式，主要功能為驅邪逐疫。巴里島各地的桑樣有很多種�0，而在 �9�0、30年代，使用

� 韓國鐄 �99�。
� 實際上這是 Kecak Bima Suci II; Kecak Bima Suci I係 �990年於倫敦演出，是嘉雅的克差創新作品，其基本素材
來自傳統克差，但於舞蹈、動作、隊形設計、歌曲、道具等則有全面性的創新；�005年的 Kecak Bima Suci II更
加入了甘美朗樂器的伴奏，(�00�.03.0�嘉雅的電子信 ) 詳見本文二之 (三 )。又此作品於首演時中譯為《神聖的
畢瑪》，本文改用《聖潔的畢瑪》。

9 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主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承辦，�005年 �0月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舉行。

�0 大約有二十多種 (Bandem & deBoer �995: �0)。關於各種桑樣儀式，詳見 Jane Belo. �9�0. Trance in Bal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uh Ketut Suryani and Gordon D. Jensen. �993. Trance and Possession in Bal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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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合唱伴唱入神舞的，只有桑樣仙女舞 (sanghyang dedari)��與桑樣馬舞 (sanghyang jaran)��

兩種，且以吉安尼雅 (Gianyar)縣的貝杜魯 (Bedulu)和玻諾 (Bona)兩村為著名。關於桑樣儀

式中的恰克合唱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根據貝杜魯村的林爸克 (I Wayan Limbak，

約 ��9�-�003，見圖一 )之說�3，恰克起源於驅鬼的叫喊聲，這種叫喊聲就稱為恰克；另一

係根據玻諾村的西舅 (I Made Sija，約 �930~，見圖二 )的說法��，約 �900年代初期玻諾村

的桑樣儀式中，當被附身的靈媒要跳舞而要求有音樂伴奏時，村長告誡村民，因金屬聲會

引來更多疫鬼的說法，不得使用以金屬打擊樂器為主的甘美朗 (gamelan)，(李婧慧 �995: 

���) 因而即興唱出模仿甘美朗各聲部的音樂，形成最早的人聲甘美朗的合唱，也是恰克合

唱的基礎。上述這兩種起源，均屬於儀式音樂的範圍。

圖一：林爸克示範克差舞中的動作。

(�99�.0�.��筆者攝於貝杜魯村林爸克先生府上 )

�� 「桑 [樣 ]仙女舞是事先挑選出兩位小女孩，在被仙女附身之後的舞蹈；此時她們的身份轉變成仙女。她們被帶
著巡行村中各角落以驅邪逐疫。她們閉著雙眼，手拿著扇子，很優雅地舞著，兩人的姿勢動作一模一樣！巡行
完畢，她們被帶回寺廟中，略事休息後又起身跳舞，這是整個儀式中最美麗的一段。此時克差開始激烈且不停
地唱著複雜的節奏，仙女們就在克差和女聲齊唱的桑 [樣 ]歌中，手持扇子，動作一模一樣地表演著技巧複雜
的舞蹈。當仙女們舞到心滿意足，就離開小女孩回到天界。小女孩在祭司聖水的祝福中甦醒過來，整個儀式歷
時約三、四個小時。」(李婧慧 �995: ���)

�� 「桑 [樣 ]馬舞是馬的靈魂附身在一個或數個男人身上，他們騎上木馬，衝向事先用椰殼燒得透紅的炭火堆上，
赤足在火堆上踢來踢去，甚至丟掉木馬，徒手抓起炭火往身上潑，好像淋浴一般，而手腳不會受傷。據說疫鬼
討厭馬，所以請來馬魂嚇退疫鬼。同樣地，桑 [樣 ]馬舞也用克差伴唱，激烈的節奏帶著靈媒在場內狂奔。」(李
婧慧 �995: ���)

�3 �99�.0�.��, �9及 09.0�訪問林爸克於貝杜魯村林爸克府上 (以下省略訪問地點 )；詳見李婧慧 �995: ���。
�� �99�.0�.30訪問西舅於玻諾村西舅府上 (以下省略訪問地點 )，詳見李婧慧 �995: ���；Dibia亦從西舅得到相同
的說法 (�99�: ��，�000: �-�，Dibia and Ballinger �00�: 93)。
又筆者於 �99�.0�.0� 訪問玻諾村克差團“Ganda Sari”的領唱阿貢‧萊 (I Gusti Lanang Rai Gunawan，
�9��?~�99�，平時被稱為 Agung Rai)於他府上時，他也提到在瘟疫期間，村民聚集廟外，祈求神的過程中
有人被附身，不知不覺中跳起舞來，有一些人就即席編出口唱的音樂，主要的編者是西德門 (I Gusti Lanang 
Sidemen)，玻諾村的克差，就由他代代相傳下來，其中第二代傳人是歐卡 (I Gusti Lanang Oka)，是 �930年代玻
諾村的克差舞發展的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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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西舅範唱桑樣歌，旁邊盤子上為巴里傳統飯包。

(�00�.0�.30筆者攝於玻諾村西舅先生府上 )

𥕛廟會中的說唱

另據西舅的回憶，大約在 �9�0年代後期，在貝杜魯、玻諾和吉安尼雅這三個地方，有

時也在廟會中演出克差，提供參加廟會的村民娛樂，這是恰克合唱用於非儀式場合的開始。

此時的克差，已在恰克合唱的基礎上，加上了說書人「達郎」(dalang)的說唱。�5換句話說，

它已發展到以恰克合唱伴唱說唱音樂的表演形式；對照後來的克差舞中說書人角色的必要

性，可了解這一階段的發展，對後來克差舞的形成，具關鍵性意義。

𥐥1930年代觀光表演節目克差的形成

�930年代之初，克差從桑樣儀式中的合唱發展為舞劇，因為它主要為觀光客表

演，屬世俗娛樂用，有別於儀式的克差，第比亞稱之為「世俗克差」(secular kecak)(Dibia 

�000/�99�)，又因本事摘自印度史詩《拉摩耶那》，又稱為「拉摩耶那克差」(Kecak 

Ramayana)(同上 )。關於這種觀光表演節目克差的形成，也有始於貝杜魯村或玻諾村兩種

�5 �99�.0�.30訪問西舅；詳見李婧慧 �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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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說法��，分列於下。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村相距約九公里，早期步行時還可以走田埂抄

近路。��

第一種說法是在史必斯 (Walter Spies，��95-�9��)��的建議下，北貝杜魯村�9的林爸克與

村民們共同努力改造克差。當史必斯於 �9�0年代末期定居於巴里島時，他對桑樣儀式中的

恰克合唱印象深刻 �0，另一方面林爸克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武士舞 (baris)舞者 (de Zoete and 

Spies �9��/�93�: �3)(圖三 )，於是史必斯與墨頌 (Katharane Mershon，��9�-�9��)��等人想到

─如果將克差合唱脫離原儀式脈絡，加入舞蹈來表演故事，會吸引觀光客─於是與貝杜魯

村的林爸克和村中團體一起工作。(參見 Ballinger �990: 5�) �93�年 Victor Baron von Plessen 

(�900-�9�0，德國人 )在巴里島拍攝影片《魔鬼之島》(Insel der Dämonen)，邀請史必斯擔任

顧問及編舞��，史必斯因此將克差用於影片中：他將人數增加到百人以上�3，圍成數圈同心

圓，中間擺上油燈座，並且採用說書人 (dancer-narrator)��吟誦著摘取自《拉摩耶那》中，包

含有猴子將軍哈努曼 (Hanuman)的一段故事。(Rhodius and Darling �9�0: 3�；Hitchcock and 

Norris �995: ��) 事實上這個新編的克差是委託林爸克與貝杜魯村民來完成的，他們被要求

編作一種新的拉摩耶那的表演，只用桑樣仙女舞中的恰克合唱伴唱。(Bandem and deBoer 

�9��: ���) 在克差舞中，他們參考了武士舞的動作。(李婧慧 �995: ���)

�� 第一種說法 (史必斯與貝杜魯村的林爸克 )參見 Bandem and deBoer �9��：���；de Zoete and Spies �9��/�93�: 
�3；Picard �990: �0，�99�: �50等。
第二種說法 (始於玻諾村 )則有Mckean �9�9: �99；Moerdowo則將年代推論為 �935年 (�9�3: �00-�0�)；小泉文
夫界定的年代為 �933年，起初因玻諾村人數不夠，於是向貝杜魯村請求支援，組成超過百人的克差團。(�9�5: 
�0�-��0)
第比亞則同時舉出上述兩種說法，並且強調玻諾村在克差舞劇發展中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Dibia �000/�99�: �
及 Dibia and Ballinger �00�: 93) 但他也不否認先從貝杜魯村開始，稍後玻諾村才又發展新的版本。(�99�: ��) 江
波戶昭提到克差的初演是在 �933年，由貝杜魯與玻諾兩村的人演出；(�99�: ��) 他、小泉文夫與Moerdowo所
推論的年代均晚於史必斯為影片《魔鬼之島》而編克差的 �93�年。

�� 據貝杜魯村的藝術家 I Gusti Putu Sudarta口述，馬珍妮記錄傳送之電子信 (�00�.05.�0)。
�� 出生於莫斯科的德國畫家，也是音樂家、音樂學者、語言學者、博物館研究員、植物學和昆蟲學的田野工作者
⋯等。他於 �9�3年初到爪哇，在中國戲院裡為默片的配樂彈奏鋼琴，後來成為日惹 (Yogyakarta)蘇丹宮廷的音
樂指導。�9�5年初次到訪巴里島，�9��年起定居下來，對於島上各種藝術涉獵廣泛，不但對於巴里島的數種表
演藝術發展為觀光表演節目具重大影響力，對於巴里繪畫風格亦有相當的影響。(Rhodius and Darling �9�0)

�9 �930年代時貝杜魯村分為本村與南村，各有一個克差團；林爸克屬北村。(李婧慧 �995: ���)
�0 史必斯於 �9�5年初訪巴里島時，烏布 (Ubud)的統治者 Cokorda Raka帶他參觀過桑樣儀式；(Viclers �9�9: ��0) 

�9�0年代末期，他也曾在貝杜魯村看過桑樣仙女舞。(Dibia and Ballinger �00�: 93)
�� Ballinger �990: 5�；關於與克差舞劇發展相關的歐洲人，一般著述只提到史必斯，事實上凱薩林．墨頌也參與意
見。筆者於 �99�.0�.�9於登巴沙市印尼藝術學院 (STSI, Denpasar；今已改制為 ISI)校長室請教校長 Dr. I Made 
Bandem有關克差的資訊時，他提到墨頌在去世前曾對他提起當年是她向史必斯提議的，卻沒有一本書提到她的
名字；另外據筆者的訪問，林爸克也不知道墨頌的事。Ballinger是極少數將墨頌的名字與史必斯並列的研究者
之一 (修訂自李婧慧 �995: �35)；第比亞亦提到一些人相信墨頌也協助了克差新形式的建立 (Dibia �000/�99�: �)。

�� 雖然史必斯在前述影片中具編舞者身份，他也提供表演者一些啟發和建議，但他強調克差是來自巴里人的靈感
(de Zoete and Spies �9��/�93�: �3)。

�3 然而 Picard提到史必斯於 �93�年受邀擔任影片《魔鬼之島》的顧問，他將克差擴大到 50人的表演。(Picard 
�99�: �50)

�� “the figure of dancer-narrator” (Rhodius and Darling �9�0: 3�)或 “a dance narrator” (Hitchcock and Norris�995: ��)；
但此角色負責說唱故事，類似於前引西舅之說法見 (二 )「廟會的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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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林爸克年青時表演武士舞的老照片。

(林爸克提供，筆者翻拍，�99�.�.��)

克差舞第一次的演出是在象洞 (Goa Gajah，位於貝杜魯村 )洞口前，表演著《拉摩

耶那》中巨人昆巴卡那 (Kumbakarna)之死的故事 (Karebut Kumbakarna，The Death of 

Kunbakarna)�5。當時克差團員就著平日裝束表演，其中獨舞者就是林爸克；當時他坐在合

唱隊所圍成的同心圓中，當表演進行到主角出場時，就直接從合唱隊中跳出來表演。��林爸

克是一位傑出的舞者，在沒有特別的服裝象徵之下，他演活了巨人昆巴卡那的角色，風靡

了無數的觀光客。��

第二種說法是大約同時期，玻諾村的歐卡 (I Gusti Lanang Oka)和穆大亞 (I Nengah 

Mudarya)��結合桑樣儀式中的恰克合唱與史詩《拉摩耶那》。穆大亞是巴里北部布勒楞

(Buleleng，今新加拉惹 Singaraja)人，�930年代初期剛移居玻諾村，他運用他對於北巴里

甘美朗音樂的知識，強化了這種新編表演藝術的音樂。所表演的主要是西塔 (Sita)王妃被

綁架的故事 (Kapandung Dewi Sita，The Abduction of Sita)，同樣取材自《拉摩耶那》。(Dibia 

�000/�99�: �；Dibia and Ballinger �00�: 93)

上述這兩種說法均有可信之處；最初史必斯與林爸克及貝杜魯村合作，建立新的表演

�5 此段故事的主角昆巴卡那是擄走西塔王妃的惡魔王拉瓦那 (Ravana)的哥哥。表演一開始是說書人 (dalang)的吟
唱，交代這段故事之前所發生的事，即西塔 (Sita)王妃被拉瓦那綁走，後來猴軍營救西塔，打敗了拉瓦那的手
下。接著表演的是拉瓦那求助於沈睡中的巨人昆巴卡那，但他用盡辦法，包括大吼大叫，甚至用馬車及大象拖
他，都無法叫醒他，最後拉瓦那的兒子刺了巨人的耳朵，才叫醒他。在飽足一餐之後，巨人上戰場，他巨大的
身軀與力量使得山搖地吼，此時說書人說唱著象徵著不吉祥的鳥的出現，暗示著巨人之死的來臨。(de Zoete and 
Spies �9��/�93�: �3-��)

�� �99�.0�.��, �9, 09.0�.訪問林爸克；李婧慧 �995: ���。
�� 據筆者訪問林爸克，以及一篇訪問林爸克的報導“Kumbakarna Kawannya Water Spies”(昆巴卡那是華特‧史必
斯的朋友 )，Putu Fajar Arcana與 R. Badil，KOMPAS (印尼報紙 )，�995.0�.�3。

�� 在Mckean文中提到 Ida Bagus Mudiara (�9�9: �99)，與 I Nengah Mudarya在玻諾村克差發展所扮演的角色相似，
不知是否為同一人；但兩個名字不僅拼法不同，階級亦不相同；前者為平民身份，後者為貴族。筆者在玻諾村
的訪問調查中，對於此人物的名字與身份亦沒有得到一致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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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但後來玻諾村在克差舞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建立了可以說是「標準

版」的「拉摩耶那克差」�9，包括其表演形式與故事內容，即西塔被綁架的故事30；而且在

�9�0年代以前，玻諾村是唯一經常為觀光客表演克差的村子，(Dibia �000/�99�: �) 直到今

天，他們所建立的版本仍為島上幾乎所有的克差團所採用。3�至於貝杜魯村的克差，則因人

口外流而逐漸沒落，�950年代已解散。3�

磮1960年代末期「標準版」克差舞的建立與發展

�930年代初形成的克差舞，其合唱聲部較少且節奏單純，速度較慢而組織鬆散，也沒

有特別的服裝。33以貝杜魯村為例，最初克差舞的舞者和合唱團員一樣，只圍一塊腰布，如

同平日裝束 (參見圖四 )。表演的故事內容也沒有一定，但大多取材自《拉摩耶那》，如前

述貝杜魯北村的昆巴卡那之死，玻諾村的西塔被綁架和其他的故事3�，貝杜魯南村則採用

猴王蘇格利窩 (Sugriwa)與蘇巴利 (Subali)兄弟相爭的一段。(de Zoete and Spies: �9��/�93�: 

�3)

�9 Dibia �99�: ��; 又，小泉文夫提到 �935年玻諾村已改變為今之表演形式 (�9�5: �09)。
30 故事一開始敘述著拉摩王子放逐於森林，弟弟拉斯瑪那 (Laksmana)及西塔王妃與他同行。惡魔王拉瓦那意圖佔
有西塔，於是用法術將一名手下變為金鹿以誘開拉摩兄弟，趁機擄走了西塔。拉摩發現中了計，為了救回西塔，
他求助於猴王蘇格利窩 (Sugriwa)。不過他先幫助猴王打敗打算篡位的兄弟蘇巴利 (Subali)。於是在猴王帶領的
猴軍及具法力的猴將軍哈努曼 (Hanuman)的幫助下，拉摩打敗了拉瓦那，救回西塔。

3� 據筆者的調查，除了每月初一與十五 (陰曆 )在烏布村 (Ubud)阿馬美術館 (Museum ARMA)表演的《恰克莉那》，
其內容為《拉摩耶那》中猴王蘇格利窩與蘇巴利兄弟相爭的故事之外，其餘從事觀光演出的克差團均沿用玻諾
村的版本，但或多或少作了一些變化。

3� �99�.0�.��, �9及 �00�.0�.0�訪問林爸克；�00�.0�.0�分別訪問貝杜魯村的祭司 I Gusti Ketut Ketug及耆老 I Ketut 
Tutur於他們的府上。

33 Dibia �000/�99�: 5�；另 �99�.0�.��訪問阿貢‧萊。
3� �930年代以來，玻諾村採用的故事包括取材自《拉摩耶那》的蘇格利窩與蘇巴利相爭、昆巴卡那之死、西塔
的被綁架等，也有採用自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的故事，如巽達與烏巴巽達兄弟的故事 (Sunda 
Upasunda)、阿就那的修行 (Arjuna Tapa)等。(�00�.0�.30訪問西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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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30年代貝杜魯村於白天練習克差。
(圖片出處：Hitchcock and Norris �995: ��)

�9�0年代末期是世俗克差舞發展的關鍵時期，克差舞受到拉摩耶那舞劇 (Ramayana 

Ballet或 Sendratari Ramayana)的影響35，有了重大的改變：例如表演的故事定案為從拉摩

(Rama)王子放逐於森林，到惡魔王拉瓦那 (Ravana)之死；合唱變得更複雜，旋律更豐富；

舞者穿上華麗的服裝，合唱團員也有了制服，(參見 Bandem and deBoer �9��：�3�；Picard 

�990: �0-��；Dibia �000/�99�: 5�-55) 此外舞者人數增加，角色分工，不再從合唱團員中跳

出來兼演，(Dibia �000/�99�: 55) 而且合唱團員的肢體動作配合劇情的發展而增多。這樣的

改變是從玻諾村開始的3�，並且受到觀光業者的歡迎，他們甚至要求克差團必須跟進，否

則拒絕帶觀光客來欣賞，因此短短數個月內就影響到各地的克差團。(Bandem and deBoer 

�9��：�3�；Picard �990: �0-��；Dibia �000/�99�: 5�-55) 這種新發展的標準版本的克差，再

度成為新的傳統，和此後許多克差團發展的根基。

二、1970年代以來克差的創新與發展

    下面從克差團的改變，與藝術家們的克差新作品兩方面，舉數例討論 �9�0年代以來，

35 Dibia �000/�99�: 53，Dibia and Ballinger �00�: 9�, �0�。Sendratari Ramayana是一種默劇舞蹈，表演《拉摩耶那》
的故事。這種舞劇是由當時巴里島藝術高中 (SMKI, Sekolah Menengah Karawitan Indonesia)的資深教師 I Wayan 
Beratha於 �9�0年代中期所創。(同上 )

3� �99�.0�.��訪問阿貢‧萊；他提到原來的恰克合唱的節奏較規則而缺少變化，而且合唱團員只是坐著，沒有動作，
這些在玻諾村都得到改進與發展。不過關於「合唱團員只是坐著而沒有動作」的說法，若從 �930年代的克差老
照片來看，照片上的合唱團員很生動地伸直手臂，張開手指 (參見圖四 )，顯然已有一些動作，或許是由團員自
由發揮，後來玻諾村的克差團再發展為較複雜而多變化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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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差的創新與發展。

𡛼克差團的創新與發展

如前述，�9�0年代末期發展定型的克差，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表演藝術；此後島上克

差團的創新和發展，大多是在此標準版上，增加一些新的表演內容，或將音樂與肢體動作

(尤其是合唱團員的動作部份 )再變化發展，使更為複雜。隨著島上觀光事業的發展，許多

克差團因觀光表演市場的競爭，無不卯足全力，不但在動作、隊形及音樂方面更講究，各

團間更爭奇鬥豔以突顯特色。例如位於巴里島最南端的烏魯瓦杜 (Uluwatu)的克差表演，在

路途遙遠的不利條件下，利用美麗的海景與夕陽為背景，以及表演中加入火的運用，緊張

刺激的表演，仍然吸引了不少觀光客。值得注意的是，當表演到猴將軍哈努曼攻堅敵營而

被困於火中時，此時表演場地中央用椰殼圍成一圈，點火燃燒，在地上形成一圈火圈，飾

演哈努曼的舞者困於火圈中 (圖五 )，於是他赤腳踩火，又踢又踩，逐漸將火踩熄。這個新

點子卻令人想起桑樣馬舞中，舞者赤腳邊踢邊踩著椰殼燒成的火堆，連伴唱著這一段表演

的歌曲也是模仿桑樣馬舞中的桑樣歌，這又是一個傳統新用的例子。

圖五：烏魯瓦杜克差中哈努曼困於火中 (�00�.0�.0�，筆者攝 )。

因此，誠如第比亞所說，克差是一個有彈性而變化多端的表演藝術 (Dibia �99�: ��，

�000/�99�: 53)；不但上述各村子的表演爭奇鬥豔，以利觀光表演的行銷，克差更是島上才

華橫溢的藝術家們發揮創意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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𥕛1970年代以來藝術家們的克差新作品

�9�0年代起，年輕一代的編舞者致力於克差舞的發展，不論在編舞上的創新，合

唱聲部的複雜化，新的表演要素的加入，以及故事取材等，都有新的面貌。(參見 Dibia 

�000/�99�: 5�) 有別於前述以觀光表演為主的克差團在標準版的拉摩耶那克差上作小幅度的

改變與創新，�9�0年代以來的克差新作更大膽地揮灑創意，打破傳統的界線而融入新的元

素；然而，無論他們如何地創新，仍然脫離不了克差的傳統，尤其是恰克合唱與肢體動作。

爪哇著名的編舞者薩多諾 (Sardono W. Kusumo，�9�5~)於 �9�3年的新作《恰克莉那》

(Cak Tarian Rina，簡稱 Cak Rina)是 �0年代克差新作中的代表作；他於 �9��年起與巴里

島德格斯村 (Teges)3�一起探索克差舞，雖然村民很喜歡他的實驗性新作，但 �9�3年曾因巴

里當局的反對，無法如願演出，反而 �9��年於法國 Nancy Festival的演出大為成功。(Edi 

�99�: ��5)《恰克莉那》維持著克差音樂的傳統，隊形方面則採自由變化，不用固定式油燈

座，改由團員持火把巡行，火把也是表演的道具之一。有趣的是，這個「創新」的克差作

品，比起玻諾村華麗的標準版克差，《恰克莉那》反而更接近 �930年代克差舞初成型時的

極簡風，例如隊形自由變化的精神與表演者服裝。《恰克莉那》表演的故事是猴王蘇格利窩

與蘇巴利兄弟相爭的一段，它已成為德格斯村的招牌藝術，至今仍然深受歡迎；目前每逢

陰曆初一與十五於烏布 (Ubud)的阿馬美術館 (Museum ARMA)，由德格斯村民擔綱演出。3�

第比亞 (I Wayan Dibia)39是巴里島克差新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編舞者；�9�0年代以來，

陸續有克差新作問世 (詳見 Dibia �000/�99�: 5�-��)，所嘗試的改變與創新具多樣化。他

將合唱團於克差舞劇中的角色扮演與動作，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必須又唱、又舞、又

演，並且隨劇情發展而變換所扮演的角色或建構虛擬布景。其中 �9��年為庫達 (Kuta)藝

術節而新編的實驗性作品，更將恰克合唱音樂巧妙地混合了浪濤聲，於黃昏時在庫達的海

邊演出，演出人員共 �50名；其中一部分的合唱團員飄浮在海中演唱！�0�990年第比亞和

Keith Terry合作創編《肢體恰克》，�999年再度合作發表《肢體恰克 /慶祝》(Body Tjak the 

Celebration)��；此系列作品係將克差的基本元素：聲音、節奏型及動作融入肢體音樂 (body 

music)中，並且將這些元素的表演發揮到極致。�999年的作品，不論在動作、聲音、節奏

的編成，以及服裝、隊形、人數、作品長度等，都顛覆了傳統的模式。第比亞將克差當中

節奏交織的合唱部分加以創意發揮，運用人聲、拍打身體不同部位、打 /踏地板等的聲音

變化，融入肢體動作中。有別於一些克差表演以人數多為號召，動輒數百到千人以上，例

3� 在培里阿坦村 (Peliatan)南邊，緊鄰培里阿坦村。
3� The JVC Video Anthology of World Music and Dance(�9��)第十卷中的kecak可能就是這一團所表演的《恰克莉那》。
39 I Wayan Dibia是國際知名的巴里島編舞者，留學美國，�99�年於 UCLA取得博士學位，是登巴莎市印尼藝術學
院 (STSI, Denpasar)前任校長及教授。

�0 �995.09.0�訪問 I Wayan Dibia於 STSI, Denpasar；另見 Dibia �000/�99�: ��；Tanzer �99�: 9�-99。
�� 全長約八分三十秒，以音樂 (包括人聲與肢體音樂 )及動作為主，沒有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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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00�年烏布 (Ubud)藝術節的千人克差��，第比亞則逆向操作；為了實驗克差表演所需最

低人數，他在 Body Tjak (�990)中，只用到 ��位表演者；(Dibia �000/�99�: ��-��) �999年

的新作更加迷你，只用到 �人。�3然而上述克差新作雖然打破了傳統界線，卻仍謹守不用金

屬聲 (即甘美朗樂器 )的特色。

𥐥真實與虛擬甘美朗伴奏下的克差《聖潔的畢瑪》44

如前述�5，桑樣儀式中的音樂，因避免使用金屬的甘美朗樂器，而發展出人聲甘美朗

的合唱。此後克差的許多創新與改變的版本，仍然維持人聲甘美朗的傳統。然而嘉雅��於

「�005亞太藝術論壇」首演出克差《聖潔的畢瑪》II，故事採自印度另一史詩《摩訶婆羅多》

中畢瑪 (Bima)修行的故事。嘉雅於此曲打破了只用人聲的傳統，而加入了甘美朗樂器伴奏，

包括笛子 (suling)、薄銅鍵琴 (gender)、小鈸群 (cengceng)、小鑼 (kajar及 ketut)、大鑼 (gong)

和鼓 (kendang)等。他選用這些樂器，組合成數種不同的甘美朗的編制，以配合不同的情節

與音響之需；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音響效果，使整個作品更有活力。��下面是筆者參考嘉

雅提供的解說及說明��而作的詮釋，以顯示真實與模仿的甘美朗音樂 (金屬聲與人聲 )於舞

劇中混合使用的情形：

第一幕：序曲─笛子緩緩地吹出瞑想風的旋律，獨唱者吟唱詩歌 (kidung)，大鑼與小鑼

劃分樂句，每八拍一循環；大鑼在第八拍�9，小鑼在第四拍各一擊，另一小鑼則每拍一擊，

規律地打拍子。合唱團緩緩地唸誦著“aum”，反映出畢瑪祈禱時的虔敬之心與氣氛。稍後

主角畢瑪內心逐漸激動起來時，小鈸群及鼓加入，密集而快速的敲奏，產生喧囂的氣氛，

反映畢瑪內心的紛亂。接著畢瑪在薄銅鍵琴50的伴奏下吟唱詩歌。

第二幕：畢瑪以充滿活力的聲音帶領著克差合唱團的合唱，這一段使用傳統的恰克合

唱，包括主題、拍子、大鑼及四部的節奏合唱 (各部節奏見三、之表六 )。當象徵肉體之惡

的惡魔蘭達 (Randa)與畢瑪交戰時，伴奏改用巴德甘美朗 (gamelan batel)，包括薄銅鍵琴、

鑼、小鈸群、鼓等，其中小鈸群的喧囂與鼓的激昂，壯大了交戰的聲勢。

�� 感謝陳崇青提供資料。
�3 據筆者訪問第比亞 (�995.09.0�於 STSI, Denpasar)，以及錄影帶 Body Tjak the Celebration. Berkerly: Crosspulse, 

�999, CPVD00�.
�� 故事描述潘達瓦 (Pandawa)兄弟中排行第二的畢瑪 (Bima)，為尋求人生意義的神聖之旅；全劇分為四幕 (演出
不間斷 )：(�)畢瑪詢問造物主，和他個人對於“生活即實踐”的理解；(�) 在他的人生之旅中，他必須克服自己
肉體上的惡─以戴鬼面具的角色象徵之；(3)並且必須克服自己在精神上的惡─以蛇 (女舞者飾 )象徵；(�) 當他
成功地打敗自己在肉體上與精神上的惡之後，他得到對人生意義與愛的真諦的啟發。(摘自演出的節目單 )

�5 見本文一之 (一 )。
�� I Nyoman Chaya是巴里島人，任教於中爪哇梭羅市的印尼藝術學院 (STSI Indonesia College of the Arts in 

Surakarta，Central Java)。
�� 據嘉雅提供的解說 (�005.�0.，馬珍妮中譯 )及 �00�.03.0�的電子信。
�� 參考資料同上。
�9 甘美朗音樂的重拍在偶數拍上，以八拍的循環為例，最後一拍 (即第八拍 )是強拍，第四拍為次強拍。
50 這種編制為 gamelan gender wayang，用於伴奏皮影戲，但也經常用來伴奏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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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在說書人繪聲繪影的聲調下，再現傳統的恰克合唱，加上獨唱的甘美朗曲調

與齊唱的新編歌曲。當畢瑪與蛇 (象徵精神上的惡，由女舞者飾演 )交戰時，伴奏改用遊行

甘美朗 (gamelan bleganjur)，包括鑼、鈸、鼓等，以製造激烈的氣氛。

第四幕：從說書人的敘述開始，以傳統的恰克合唱伴唱，但這一段的主題改用輕柔緩

慢的“tit—pung—tit—sirrr”，伴奏著慈愛女神 (Dewi Kasih)的入場及獨唱，最後如同甘美

朗樂曲，以一記鑼結束。

綜觀此曲，加入樂器的伴奏，是為了配合情節所須之氣氛與音響，尤其強化聲音的力

度。由於此曲的表演者為北藝大舞蹈系的 ��名學生，加上約 �0名的巴里島與爪哇的樂器

演奏者、舞者與克差的領唱等，嘉雅可能了解到合唱團音量於表現戲劇情節及氣氛方面有

所不足，因此加入樂器伴奏。然而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此曲之加入樂器伴奏，實際上已顯

示出傳統的跨越與返回的循環再現，然因恰克合唱仍大量用於曲中，因此不是回到原點，

而是傳統與反傳統，真實與虛擬兩種甘美朗並存的境界。總之，此曲雖然打破了克差只以

人聲的形式，嘉雅仍然大量使用傳統的恰克合唱與器樂伴奏混合運用，就人聲歌唱的部分

而言，仍然不離傳統。

那麼什麼是克差的傳統？其形式與內容，以及基本要素或條件如何？茲分析克差的形

式與內容於下，以顯示其一脈相承的傳統，以及核心的音樂部分。

三、克差音樂分析

巴里島多數克差團的表演大同小異，大多基於 �9�0年代所發展成熟的標準版拉摩耶那

克差。它包括音樂、說唱與舞蹈三種要素，其中音樂部分以恰克合唱為主，另外還有齊唱

的歌曲，和說書人或獨唱者所唱的詩歌，作為序奏或間奏的用途。恰克合唱的部分是以人

聲模仿甘美朗音樂；茲將巴里島的甘美朗音樂結構與要素，及其如何地在恰克合唱中呈現，

分析並說明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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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巴里島甘美朗音樂結構及其於恰克合唱中的呈現方式5�

巴里島的甘美朗結構 於恰克合唱中的呈現方式

骨譜 (balungan，或譯為中心
主題 )

由一人唱出骨譜，長度為八拍或四拍的循環反復，一音一

拍；隨樂段而變化不同的骨譜。

標點分句 以「Sirr⋯」唱出模仿大鑼的音響，標示每一循環。
加花變奏 合唱隊分為若干聲部，以模仿 (卡農 )和切分手法，唱出只

以節奏交織而成的合唱，循環反復；但隨故事情節發展而變

化不同的叫聲或音色，如：chak，dak，chok或拍掌等。各
部的節奏因克差團而異。這種由數聲部交織而成的複雜節奏

的合唱，正是克差最精彩之處。

鼓的領奏 由一人領唱及發號施令，用不同的聲音指揮合唱團的開始、

結束、強弱及樂段的轉接等，相當於合唱團的指揮。

拍子 由一人不停地唱 pung pung pung pung ⋯，模仿甘美朗中
tawa-tawa 或 kempli(均為打拍子的樂器 )的聲音。這種樂器
是巴里島甘美朗必備與特色；它從頭到尾打拍子，以維持在

極複雜與快速的合奏中節拍的穩定，於合唱中亦如此。

恰克合唱中，對應於甘美朗的加花變奏部分的合唱，是數聲部只用節奏交織而成的合

唱。巴里島甘美朗的加花變奏所用的樂器中，成列的小坐鑼雷雍 (reong)5�分若干聲部交織

演奏的音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後加上鈸以渲染氣氛。巴里島甘美朗的鈸有兩種；

垂直擊奏式的小鈸群 (cengceng rincik)53與水平互擊式的大鈸 (cengceng kopyak，以下簡稱大

鈸 )；後者至今仍用於古式的大鑼甘美朗 (gamelan gong gede)與遊行甘美朗中，數副的大鈸

以不同的節奏型交織擊奏，以製造熱鬧的氣氛。因此這種以節奏交織而成的合唱樂，係模

仿雷雍與鈸；5�吾人從古式大鑼甘美朗中大鈸與雷雍的使用情形，可以看出這種音樂對於恰

克合唱的影響。

    恰克合唱中的節奏合唱是克差音樂之精髓 (Dibia �000/�99�: �)；雖然表面上這種節奏

合唱的音樂聽起來很相似，實際上各個克差團所設計的聲部節奏略有不同。基本上這種合

唱是以切分和聲部之間的模仿，「交織」成綿密無縫的音響，且因各部節奏的重音在不同的

拍點上出現，產生此起彼落的效果。關於恰克合唱的節奏編成，有不同的說法與作法：

5� 修訂自李婧慧 �99�: ���。
5� 由 �-��個小坐鑼排列而成，數量因甘美朗種類而異，演奏時 �個一組的雷雍由兩人演奏，��個一組者則由 �人
合奏。

53 這種小鈸群是將五面或六面的鈸倒過來 (碗口朝上 )，環形接續釘在板子或烏龜形狀的背上，邊緣略為重疊。敲
奏時，左右手各持一面同樣大小的鈸，垂直擊奏板上的任一鈸。當擊奏其中的一面鈸時，其他的鈸也會振動，
如同數副鈸同時敲擊一般，非常熱鬧。

5� Dibia �000/�99�: �，Dibia and Ballinger �00�: 93；西舅提到這種合唱來自雷雍 (�00�.0�.30.的訪問 )；Tenzer則認
為恰克的節奏與大鈸的節奏型相似 (�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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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比亞將各種節奏型的可能性列表呈現 (表二 )；他歸類恰克的基本節奏型為：舂米

節奏 (rice pounding pattern，如表二之 C,D,E)、二部節奏 (two part-pattern，如 F,G)、單純

節奏 (simple pattern，如 H,O)及切分節奏 (syncopated pattern，如 I-N, P-V)。除單純節奏

外，每一基本節奏又分為強起、弱起 (polos、sangsih)或強起、中間、弱起 (polos、sanglot、

sangsih)三種節奏，間隔半拍或四分之一拍出現，形成一種節奏的卡農 (canon)；每種節奏

型均有特定的名稱。(參見 �000/�99�: �5) 一般則除了特殊的節奏型之外，常用數字來命名

節奏型，如 cak pitu (�)、cak enem (�)、cak lima (5)、cak telu (3)等，數字指的是在該節奏

型中，喊 cak的次數。總之，利用上述方法，理論上可變化出二十種左右的節奏型 (即聲

部，參見表二及表三 )。然而一般的克差團只選用其中的四 ~六部，已足以產生強烈的節奏

感及音響變化，如表四；又如玻諾村的克差團採用 cak 5、cak �(包括前後二部 )及 cak �，

遇表演場面較盛大時，則再加上 cak 3(包括前後二部 )。55無論選擇之節奏型與聲部數量如

何，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每一個拍點上都必須有聲音，以交織成綿密無縫的音響；換句話

說，強調各種節奏交織的音響效果。

表二是第比亞設計的各種節奏表，顯示各種節奏型的可能性，其中除了主題與拍子之

外，共有 �9部。表三是 I Wayan Sudana於七十八學年度 (�9�9-�990)指導國立藝術學院 (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演出克差時所採用的聲部；表四 /五與表六是兩個都只用四部的例

子，表六的節奏較簡單，用於嘉雅新編的《聖潔的畢瑪》中。

55 �99�.0�.��訪問阿貢‧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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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第比亞設計的恰克合唱各種節奏型 (�000/�99�: ��)(手寫文字及斜線 /框為筆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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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Sudana所用的克差節奏 (筆者改寫為西式樂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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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神々の森のケチャ》中所用的節奏 (筆者改寫為西式樂譜 )5�

表四的節奏表面上看起來有點複雜，如果改寫成下面的形式 (表五 )，看起來就簡單

多了。表中的 punyalot是 cak �的模仿，如果假想在 cak 5的第一小格也喊一聲的話，那麼

cak 5也是 cak �的模仿，跟隨在 punyalot之後，有助於練習時容易掌握。但編曲者同時要

求音響密度的比例為 �：�的規則呈現 (見表四最下面的密度分析 )，因此採 cak 5而不用

cak �的模仿。

表五 (表四之改寫 )

5� Victor VDP-��9� (�9��)，節奏表引用自江波戶昭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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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聖潔的畢瑪》所用的節奏(筆者記譜並改以表格呈現)

拍序

聲部節奏說明
� � 3 � 5 � � �

Cak 3 強起 × × × × × × × × × × × ×

Cak 3 弱起 × × × × × × × × × × × ×

Cak 5 × × × × × × × × × ×

Cak 3 切分 × × × × × ×

上述交織的手法在恰克合唱中，不僅用於時間上聲音的交織，也用於空間上合唱團員

的座位安排。不同於西式合唱團的聲部分區，克差合唱的座位是分成若干組，每聲部各一

人組成一組，前後左右坐在一起；換句話說，其基本原則是某一聲部的前後左右無人與他

同一聲部 (如表七 )。這種空間安排，一方面有助於音響的交織效果與聲音的平衡，觀眾不

論在那一個角落觀賞，都可以聽到均衡的聲音；另一方面有助於合唱團員在演唱時節奏的

掌握。由於恰克合唱的編成是以節奏的模仿為主要手法，因此合唱團員於演唱時，只要緊

依著相鄰的聲部，就可以穩定其節奏， 5�而且在交織的原則下，各部緊鄰有助於聲音交織結

果的確認。

表七：克差合唱的座位圖 (江波戶昭 �99�: ��，筆者加聲部名稱 )

5� 筆者在 �99�.0�.0�於布拉基幼村 (Blahkiuh)訪問著名的克差團“Puspita Jaya”，請教關於各聲部的節奏編成時，
團長特地請來每部各一位團員，當我請他們個別範唱所擔任的聲部節奏時，個個面有難色，原來他們要各聲部
一起合唱時才會唱。這次的訪問，雖然未採集到該團的聲部節奏，卻深深地影響到我的甘美朗教學方法。由於
巴里島甘美朗音樂中，「交織」是一個必備的技巧，也是常在教學中讓我感到挫折的部分。此次的訪問經驗讓我
放下西洋音樂的學習經驗與方法，謙虛地學習巴里島人，思考著他們如何能掌握複雜又快速的交織旋律與節奏
─從此以後，我可以輕鬆而有效率地帶學生敲奏交織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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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之音樂分析，追根究底，克差的核心在於模仿甘美朗之恰克合唱；換句話說，

恰克合唱是克差的精髓與靈魂 (Dibia �000/�99�: �)。然而進一步從恰克合唱的各部來看，如

前述，其骨譜可變，節奏合唱的各部亦可變，真正不變的只是構成恰克合唱的框架─包括

骨譜、大鑼的標示循環或分句、拍子、交織的節奏合唱和領唱等要素，以及節奏合唱中，

以模仿和交織手法而編成的原則。而且這種原則所產生聲音的美，是建立在此起彼落的重

音，以及聲音密度 (濃淡 )的變化上。上述創新作品中，絕大多數完整地保留恰克合唱的原

貌，即使加上樂器的伴奏亦如此，第比亞的《肢體恰克》則擷取恰克合唱的編成手法與原

則，以人聲及肢體音樂為媒介，加以發揮。

四、傳統與創新的層疊

誠如第比亞所說，克差是一種變化多端的表演藝術 (Dibia �000/�99�: 53)，它結合了巴

里島新舊傳統 (同上 : 9)，其形式與內容並非唯一。回溯桑樣儀式中恰克合唱的起源，村民

們被動地打破了用甘美朗伴奏舞蹈的傳統，在急中生智下引發以人聲模仿甘美朗的動機意

念，正是一種創意的發揮，因此克差的核心─人聲甘美朗的合唱，實際上是傳統與創意的

組合，其創意展現在“翻譯”傳統 (即甘美朗 )為人聲合唱的動機上。這種包含傳統與創新

元素的組合，變成新的傳統，�930年代再在此基礎上加上說唱與舞蹈，發展為包括樂、舞、

戲，以觀光表演為主要目的之克差舞。觀察此新形式的克差，其中人聲甘美朗的合唱是傳

統的，而加上說唱及舞蹈以組合成舞劇是創意的表現，然而不論說唱或舞蹈的內容，都來

自巴里島的相關說唱與舞蹈傳統。這種新形式的克差，又成為後續發展的傳統與根基。

由於觀光已是巴里島音樂中許多表演形式或傳統的一個基本構成因素 (Johnson �00�: 

��)，克差的表演一方面是巴里島觀光事業之一環，�9�0年代末期在觀光事業的推動及後續

的競爭下，各團無不絞盡腦汁，爭奇鬥豔，音樂與動作更複雜，服裝更華麗，然其改變與

創新之根基，仍不離 �930年代所建立的克差傳統；另一方面，克差也是一個具創意的藝術，

它鼓舞了巴里島的表演藝術家們更進一步地延續與發展克差。(同上 : �5) 第比亞也提到克

差的改變與創新，乃是島上藝術家們回應現代觀眾所要求的新的美感，和滿足個人創作的

衝動所致。而這些改變都只是一個過程，不是最終的作品。(Dibia �000/�99�: 5�)

誠然，觀光影響了變 (change)與不變 (non-change)雙方面，其中的變，意指新增的部

分，或使原有的素材適應於觀光市場的取向；不變則意謂著依附於傳統。(Johnson �00�: 

�3) 觀察 �930年代克差舞的建立與發展，經 �9�0年代末期以來無數的創新與改變，其中主

要的刺激與動力係來自觀光事業，國際交流5�，以及島上藝術家們的創造力。然而巴里島的

藝術家們持續地重視傳統文化，當創作新藝術形式時，許多人巧妙地結合了傳統與現代元

5� 例如第比亞與 Keith Terry合作的 Body Tjak，和嘉雅的《聖潔的畢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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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這已是巴里人保持傳統文化的活力的最重要的手法。(參見 Dibia �99�: ��) 這也就說明

了即使克差經歷了許多改變與創新，仍然穩固地根植於傳統。

五、結論

綜上所述，克差是一個傳統與創新元素層層相疊的作品，創新、改變與傳統結合後又

成為「新的傳統」，如此經過了多重的改變與創新，傳統的根基仍然屹立於作品中。它最精

彩之處在於以單純的手法─節奏的模仿與交織，編織成非常複雜的合唱，此合唱也就成了

克差的根，亦即於 �930年代以前，用來伴唱桑樣儀式舞蹈的模仿甘美朗的合唱樂；而它

所生長的土壤，正是巴里藝術的內在精神、活力與外在的刺激相互激盪下的藝術環境，在

觀光事業、國際交流、政府的鼓勵，與藝術家們的創作力等的灌溉下，成為一棵茂盛的長

青樹。克差不僅提供創意的動力與素材給予其他樂種的創新作品，如舞劇與皮影戲等，也

藉著與其他藝術種類或素材的交流與激盪，而衍生出新的傳統，豐富其生命力；但不管什

麼樣的創新，它都脫離不了其核心傳統。事實上傳統與創新是兩個相對又相成的元素；巴

里島的藝術家們根植於傳統上，自由靈活地運用新的意念、語彙與設計，融入傳統素材中。

正如第比亞所說：「巴里藝術的創新，並非放棄傳統，相反地，是為了豐富巴里傳統文化」

(Dibia �000: �90)。總之，從 �9�0年代以來克差的創新作品來看，巴里島藝術家們旺盛的創

作力，不但豐富了克差的傳統與形式內容，就某種程度來說，一種克差「樂種」已逐漸成

型中。

近年來巴里政府積極鼓勵各類表演藝術的創新，即將在六月中旬登場的第 30屆巴里

藝術節 (Pesta Kesenian Bali，Bali Arts Festival �00�)，其中來自巴里島各地的克差創新作品

(Cak Creation)的展演，就有六場。59到底克差表演藝術會有什麼樣的發展，讓我們拭目以

待。

59 http://www.baliartsfestival.com, �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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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於傳統的創新－
潘皇龍、曾興魁和錢南章留德時期音

樂風格的研究

宋育任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潘皇龍 (�945-)、曾興魁 (�946-)、錢南章 (�948-)，在 70 年代至 80年代初期留學德國

期間的創作，大多數是他們作品中重要的代表作，在風格上，普遍出現比起他們其他作品

更現代及前衛的現象。這些前衛的風格與他們所處留學地當時的音樂潮流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在這些現代音樂語法背後，這些作曲家主要所要表達的精神與內涵，卻是自身的文化

傳統。他們想找出東方與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結合的可能性，藉此創新自身的

傳統文化，同時找出自已創作的主體性。所以他們留德時期所創作的音樂作品之標題，幾

乎都是與自己的文化傳統有關，例如潘皇龍的《五行生剋八重奏》、《因果三重奏》、《人間

世》、《蝴蝶夢》等；錢南章的《孤兒行》、《詩經五首》；曾興魁的《物化》等。這三位作曲

家留德期間所奠定的風格－以西方當代音樂語法結合自身文化傳統－，對其後來創作之發

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論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想要釐清這三位作曲家留德時期的音樂創作是根植於哪

些自身傳統？他們是透過融合哪些西方音樂技法來達到創新傳統？三個作曲家創新傳統的

方式有何不同？以及他們如何藉此來發展出自己創作的獨特風格？希望透過這些問題的釐

清可以增進我們對於他們迴然不同的創作風格的理解。

關鍵字：潘皇龍、曾興魁、錢南章、台灣當代音樂、台灣當代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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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 
Pan Hwang-longs, Tzeng Shing-kweis and Chien Nan-changs Works 

during their study in Germany as Examples

Yu-jen Sung
Assistant-Professor of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will try to research the works of three important modern Taiwanese composers: 

Pan Hwang-long(�945-), Tzeng Shing-kwei(�946-) and Chien Nan-chang(�948-), specifically 

concentrating on those which were composed during their study in Germany from �970er to early 

�980. Most of their works in this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their main works, because the styles 

of these works are usually more modern than their other works. These modern and avant-gardical 

style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music trends at that time in Germany. In spite of these modern 

styles, the spirit and contents of their works that composers want to express are nonetheless their 

own tradition. They are intended to find out the possibility to combine eastern with western, as 

well as traditional with modern cultures, and by means of such combination they innovate their 

ow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their distinguished identity as eastern composer in contrast 

to the western. For this reason their works in this period bear almost titles concerning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 The style, which combined the western contemporary musical language 

with their own culture and founded by these composers during their study in Germany ,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later compositions.

Accordingly I will try to clarif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On what kinds of their own tradition are their compositions based?

�. By means of what kinds of western modern musical technics do they innovate their own 

tradition?

�.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the innovations of these tree composers? and how do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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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their special styles by means of such innovations?

 I expect that the clarification of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will help us to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otally different styles of their works. 

Keywords:	 Pan Hwang-long, Tzeng Shing-kwei, Chien Nan-chang, Taiwan contemporary music, 

Taiwan contemporary comp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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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潘皇龍 (�945-)、曾興魁 (�946-)、錢南章 (�948-)三位台灣當代重要作曲家都曾在 �970

年代至 �980年代初期留學德國，他們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都是他們重要的代表作。就風格

而言，這些作品普遍地比他們其他作品更現代及前衛，而這些前衛的風格與他們所處留學

地當時的音樂潮流、時代背景及鑑賞家對作曲家的期待有很大的關係。雖然這三位作曲家

同樣留學德國，但是他們當時的創作風格卻迥然不同。他們風格的相異，其中很重要的原

因是受了各自不同的作曲老師之啟發，也同時反映當時 70年代德國當代音樂藝術不同潮

流。但即使在這些現代音樂語法影響之下，這些作曲家主要企圖表達的精神與內涵，卻是

自身的文化傳統。他們想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出音樂語言上溝通的可能性，

藉此新的方式創新自己的傳統文化，同時找出自身創作的主體性。所以他們留德時期所創

作的音樂作品之標題，幾乎都取材自自己文化傳統，例如：潘皇龍的《五行生剋八重奏》、

《因果三重奏》、《人間世》、《蝴蝶夢》等；錢南章的《孤兒行》、《詩經五首》；曾興魁的《物

化》等。這種以西方當代音樂語法結合自身文化傳統的風格，對他們後來創作之發展也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論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想要釐清這三位作曲家留德時期的音樂創作是根植於哪

些自身傳統？他們是透過融合哪些西方音樂技法來達到創新傳統？三個作曲家創新傳統的

方式有何不同？以及他們如何藉此來發展出自己創作的獨特風格？希望透過這些問題的釐

清可以增進我們理解他們迴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另外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創作和德

國現代音樂的關係，以及台灣現代音樂接受西方現代音樂的過程。

二、根植於自身傳統的留德時期作品

潘皇龍 (�945-)、曾興魁 (�946-)、錢南章 (�948-)在留德時期，雖然以學習西方現代音

樂技法為主，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大部分的創作的標題與所要表達的內容、精神都脫離不

了自身的文化傳統，以下筆者把他們的作品主題與傳統中國文化的關係簡單的整理：

(�)潘皇龍留學瑞士及德國時期 (�974-�98�)主要創作 �7首作品，其中除了前三年 (蘇

黎世時期與漢諾威時期：�974-�977)的五首《遣懷 I》(�975)、《遣懷 IV》(�976) 、 《獨》(�976)、

《鳥瞰》(�977)、《第二號弦樂四重奏》(�977)及後五年 �首《期待》(�980)和《迴旋曲》(�980)

之外，其他於柏林時期 (�978-�98�)所創作的 �0首都與自身傳統有關。這些作品包括：《六

月茉莉》鋼琴獨奏曲 (�976)、《蝴蝶夢》長笛、單簧管、敲擊樂器與兩支大提琴的五重奏曲

(�979)、《因果三重奏》(�979)為長笛、大提琴與鋼琴、《因果三重奏》(�979)為長笛、低音單

簧管與鋼琴、《因果木管四重奏》(�979)、《啟示錄》雙長笛、豎琴、大提琴與低音提琴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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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奏曲 (�979)、《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人間世》男中音、大提琴、豎琴、敲擊樂器

與鋼琴的五重奏曲 (�98�)、《蓬萊》管絃樂曲 (�978)、《輪迴》管絃樂曲 (�977/79)。

(�)錢南章留德時期 (�974-�978)主要創作 7首作品，其中除了《手腳並用》(�977)、《幻

想曲》(�978)外，其他 5首都與自身傳統有關。這些作品包括：《孤兒行》為人聲、長笛與

打擊樂器 (�974)、《東門行》為女高音、人聲與打擊樂器 (�975)、《小路》管絃樂小品 (�976)、

《詩經五首》女高音與管弦樂 (�977)、《小河淌水》弦樂四重奏 (�977)。

(�)曾興魁留德時期 (�977-�98�)主要創作 7首作品，其中除了 Sonata for String quartet, 

Cembalo and � Percussion (�979)外，其他 6首都與自身傳統有關。這些包括：《月下獨酌》

鋼琴獨奏曲 (�978)、《牧歌》豎笛獨奏曲 (�978)、《輪迴》管風琴獨奏 (�980)、《物化》室內

樂 (�98�)、《鼎》三重奏 (�98�)、《詩經蓼莪》為四位獨唱、混聲合唱及管弦樂 (�98�)。

𡛼三位作曲家作品中主要的傳統元素

(�)潘皇龍留德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受中國哲學的啟發，特別是道家莊子的哲學，他曾經

說道：「每次讀莊子都有深刻的感動 , 以「莊子哲學思想」為「經」，輔之以「前衛音樂的語

法」為「緯」，創作的「莊子系列」作品具有相當程度的比例。」 �潘皇龍《蝴蝶夢》(�979)一

曲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莊子》的〈齊物論〉中的「物化」思想，希望聽眾經由聆聽此曲

而達到「物我的界線消解而融合」的境界；�《因果三重奏》系列 (�979)經《莊子》〈山木〉

篇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文字所啟發，以音響意境的變換與掌握，來暗示與隱喻

「異物相殘」的因果循環；�《啟示錄》(�979)是從《莊子》〈齊物論〉一篇所得到的啟示；在

《人間世》(�98�)一曲中，他將《莊子》〈人間世〉一篇的德文翻譯文本當成作品歌詞，由男

中音所唱出，表達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哲理。除此之外，潘皇龍對中國古代哲學也深

感興趣，例如：《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一曲是受中國古代陰陽家的宇宙觀－以五行相

生相剋來解釋世界的變化－之哲理所啟發，其精神在音樂的表現上是透過音響層面的消長、

轉換所暗示出來。另外，從《輪迴》(�977/79)一曲的曲名便可知道此曲靈感來自佛教「輪

迴」的思想。在《蓬萊》(�980)一曲中也顯現潘皇龍對於中國的詩及文學的喜愛，其作曲手

法雖然是以西方前衛的音列思考為出發點，但是其內涵卻是主要受到陸游〈西山村行〉中

的詩句「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表達的意境之啟發。潘皇龍很少在作品中

直接使用傳統音樂素材中的民謠旋律，即使用過，也將民謠做了很多陌生化的處理，例如：

他留學歐洲早期的鋼琴獨奏曲《六月茉莉》裡，雖然使用台灣民謠《六月茉莉》，卻因為透

� 潘皇龍：《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樂曲解說，收於《潘皇龍樂展》節目單，台北國家演奏廳 �00�年 5月 ��日，
頁 �0。

� 潘皇龍：《蝴蝶夢》樂曲解說，收於《瑞士‧德國‧台灣情－潘皇龍作品發表會》節目單，十方樂集音樂劇場演
奏廳 �999年 �0月 9日，頁 6。

� 《因果三重奏》樂曲解說，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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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陌生化處理後，而很難以直接聽覺將原始的民謠旋律辨認出來。另外，潘皇龍在他的一

篇演講稿“Fresh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for my Musical Composition”中歸納他的

作品受到中國文化所啟發的項目， 4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國哲學、詩與文學外，還有中國音樂

語言 (尤其是富於音色與裝飾變化的單音，參考下文中對《五行生剋八重奏》的分析 )、中

國書法及中國文字的藝術等三項對他的音樂創作都有很大的啟發。尤其是他將中國文字的

獨特結構來和現代音樂的音響結構作聯想與比較，啟發他對於現代音樂創作上諸多的創意，

這對他的音樂創作思考上有深遠的影響。5 

(�)錢南章留德時期的許多創作靈感是來自中國古詩，例如：樂府及詩經。此時期的

重要作品《孤兒行》(�974)是運用中國古樂府詩〈孤兒行〉，且此曲的詩句幾乎是用大鼓說

書式的朗誦方式來呈現，但也有零星段落是用自創的五聲音階構成的民謠式旋律唱出。因

為《孤兒行》的創作獲得相當高的評價，所以錢南章又創作一首整體風格類似的《東門行》

(�975)，其題材也是出自中國古樂府詩〈東門行〉。《詩經五首》(�977) 一曲是以詩經〈蓼

莪〉、〈冬斯〉、〈鵲巢〉、〈伐木〉、〈小星〉等五篇的詩句為歌詞，有些段落以自創的五聲音

階民謠式旋律唱出，有些段落則運用傳統戲曲唱腔及唸白音調。另外，錢南章也喜歡在作

品中運用中國傳統民謠，例如：《小路》(�976)一曲是汲取中國民謠「小路」的曲調；而弦

樂四重奏《小河淌水》(�977)一開始弦樂就拉奏出一段完整的中國民謠「小河淌水」的主題。

(�)曾興魁留德時期的作品主要受中國哲理、文學、藝術等三個不同傳統領域的所啟發。

在中國哲理的啟發方面，主要的代表有《輪迴》(�980)、《物化》(�98�)。《輪迴》(�980)一曲

中主要想表達的是佛教「轉世輪迴」以及「陰」和「陽」的概念，曾興魁在此曲中「陰」

的主題使用了佛教梵貝「釋迦牟尼‧阿彌陀佛」： 。《物化》(�98�)

一曲的精神主要是建築於《莊子》的〈齊物論〉裡「物化」思想之基礎上，曾興魁在此曲

中以樂曲結構的特殊安排來象徵蝴蝶和莊周。另外，此曲也受東方「圓」的思想 (對比於

西洋「直線式」的思維 )，所謂「絜矩」之道所啟發，因此樂曲形式採「循環曲式」，樂曲

分為 �4個過程，先是第 �至第 7過程，之後反行成為從第 7至第 �過程；而此曲中的四分

音和陌生化語法之運用也受到中國傳統古琴中微分音的概念和陌生化的語法所影響；除此

之外，此曲強調單音的表現及處理，則是受中國傳統音樂中單音表示單一音樂事件的宇宙

觀所啟發
6
(詳細參考下文對《物化》一曲的分析 )。曾興魁受文學啟發的作品以《月下獨酌》

(�978)和《詩經蓼莪》(�98�)為代表。《月下獨酌》一曲是以鋼琴獨奏的方式來表達李白詩

4 Pan, Hwang-Long: Fresh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for my Musical Composition, �99�/�0/�0，ACL Seoul 
Korea。

5 潘皇龍 :〈傳統與創新─由中國文字的獨特結構，導向現代音樂的創作〉，《現代音樂的焦點》，台北 :全音樂譜
出版社，�98�，頁 �5�-�6�。

6 曾興魁：〈根植於中國哲理與繪畫的音樂創作－創作歷程的自省〉，未出版，無註名時間、地點及頁碼 (文獻由
作曲家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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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獨酌》的意境；《詩經蓼莪》是以《詩經》〈蓼莪〉篇的德文翻譯為歌詞，而此曲也

受中國繪畫藝術的影響，它的和聲與音色變化主要受中國水墨畫「渲染法」、「重疊法」和

「積墨法」的啟發。
7
所以對於中國繪畫 (尤其是趙無極油畫中的中國傳統繪畫元素 )的聯想

也強烈激發曾興魁的創作靈感，例如：中國繪畫色彩的變化啟發他於音色與和聲變化；而

繪畫筆法的輕重、按提、頓挫、搓揉、收放、徐疾影響他對旋律的設計；其次，他也借用

中國書法的抑揚、頓挫、拖刷、疾徐、搓揉等神韻來安排曲子中的節奏；此外，他也利用

音樂創作上的剪貼 (Collage)、蒙太奇 (Montage)、綜合的發展 (Reihungsynthese)、滲透的發

展 (Durchdringssynthese)等技法來表現國畫空間遠近、層次、留白、飛白等概念，使音樂產

生對比與統一性。
8
另一首受中國藝術影響的創作是《鼎》(�98�)，其創作靈感來自中國古青

銅器藝術，鼎象徵中國朝廷或神聖，三腳的器皿有最平衡的特性，此曲運用長笛、中提琴、

長號來表現其神聖、穩定的特性。
9
曾興魁此時期的創作雖然如同潘皇龍一樣，較注重於非

音樂的傳統元素，如上述的哲理、文學、藝術等，但也有一首作品是主要受傳統器樂曲所

激發的靈感而創作的：《牧歌》(�978)一曲中曾興魁用的是中國傳統梆笛曲《牧歌》的音材

料 mi－ sol－ do－ la，但不是以傳統式主題開展的方式來處理此材料，而是將此四個音做

特殊設計來象徵中國棋盤譜，所以此曲首演時曲名為《象棋》(Schachspiel)，之後才改名為

《牧歌》。

𥕛綜合歸納三位作曲家留德作品中所運用的傳統元素

以下將三位作曲家留德作品中所運用的傳統元素綜合歸納成非音樂的傳統元素和傳統

的音樂元素兩項，非音樂的傳統元素底下又細分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佛教、中國藝術、

中國文字結構五項；而傳統的音樂元素底下又分為中國和台灣民謠、五聲音階民謠式旋律、

中國傳統器樂曲、佛教梵貝、大鼓說書、戲曲唱腔及唸白、南管音樂中「骨」與「肉」的

關係、傳統音樂重視長單音 (音色變化及潤飾 )、重視打擊樂器、古琴微分音十項，筆者將

這些元素整理表列如下：

7 同上註。
8 同上註。
9 曾興魁：《鼎》樂曲解說，收錄於〈根植於中國哲理與繪畫的音樂創作－創作歷程的自省〉之附錄，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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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音樂的傳統元素
傳統元素 傳統元素 作曲家 作品

(�)中國哲學 a. 道家「莊子」 潘皇龍 《蝴蝶夢》(�979)、《因果三重奏》系
列 (�979)、《啟示錄》(�979)、《人間
世》(�98�)

曾興魁 《物化》(�98�)
b. 五行 潘皇龍 《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

(�)中國文學 a. 詩經 錢南章 《詩經五首》(�977)
曾興魁 《詩經蓼莪》(�98�)

b. 樂府 錢南章 《孤兒行》(�974)、《東門行》(�975)
c. 唐宋詩 曾興魁 《月下獨酌》(李白詩 )(�978)

潘皇龍 《蓬萊》(陸游詩〈西山村行〉(�978)
(�)佛教 曾興魁 《輪迴》(�980)

潘皇龍 《輪迴》(�977/79)
(4)中國藝術、繪畫 a. 水墨畫 曾興魁 《詩經蓼莪》(�98�) 

b. 銅器 曾興魁 《鼎》(�98�)
(5)中國文字結構 潘皇龍 《蝴蝶夢》(�979)、《因果三重奏》系

列 (�979)、《啟示錄》(�979)、《五行
生剋八重奏》(�979/80)、《人間世》
(�98�)

�. 傳統的音樂元素
傳統的音樂元素 作曲家 作品

(�)中國、台灣民謠 錢南章 《小路》(�976)、《小河淌水》(�977)
潘皇龍 《六月茉莉》(�976)

(�)五聲音階民謠式旋律 錢南章 《孤兒行》(�974)、《詩經五首》(�977)
(�)中國傳統器樂曲 (梆笛曲 ) 曾興魁 《牧歌》(�978)
(4)佛教梵貝 曾興魁 《輪迴 》(�980)
(5)大鼓說書 錢南章 《孤兒行》(�974)、《東門行》(�975)
(6)戲曲唱腔及唸白 錢南章 《詩經五首》(�977)
(7)南管音樂中「骨」與「肉」
的關係 �0

潘皇龍 《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蝴蝶夢》(�979)

(8)傳統音樂中不斷變化的長
單音之運用  

潘皇龍 例如《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蝴蝶夢》
(�979)、《因果三重奏》系列 (�979) 

曾興魁 例如《物化》(�98�)
(9)重視打擊樂器 潘皇龍 例如《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蝴蝶夢》

(�979)
錢南章 《孤兒行》(�974)、《詩經五首》(�977)

(�0)古琴微分音 潘皇龍 例如《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蝴蝶夢》
(�979)

曾興魁 例如《物化》(�98�)

�0 參考下文《五行生剋八重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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𥐥三位作曲家運用傳統的方式比較

錢南章對於傳統音樂元素的運用方式比較直接、保守 : 傳統聲響在錢南章的作品中較

直接的顯現，例如：《小河淌水》一曲中「小河淌水」民謠旋律的直接運用與《孤兒行》中

的大鼓說書式的朗誦音調。與錢南章相比，潘皇龍此時期的作品顯少運用民謠曲調，只有

一個例子《六月茉莉》，但是他對此台灣民謠旋律做了很大的陌生化處理，所以全然聽不出

民謠主題。為了搭配他整體較前衛的音樂風格，他運用較多兼具現代性的傳統聲響元素，

如上述傳統音樂元素中的 8至 �0項也同樣是西方現代音樂的特色，這顯示出舊的中國傳統

音樂跟新的西方音樂有共通之處。曾興魁也較少直接運用傳統音樂曲調，只有簡短的運用

梆笛曲《牧歌》的主題和佛教梵貝，但是因為他作了較多陌生化的處理，所以在聲響上較

難直接聽出來是傳統音樂旋律。曾興魁曾經寫道：「抽象化的概念導致陌生化語法的出現，

以「邊緣音色」來處理音樂的本質似乎是新音樂的趨勢，以致大量拓展了陌生化的語言，

所謂「外詩造化，中得心源」，抽象畫不講求「形似」，導至二十世紀音樂少在民歌主題上

做傳統的開展。」 ��基於這樣的理由，曾興魁運用傳統的曲調時，也跟潘皇龍一樣會加入大

量的陌生化語法，讓音樂整體的風格聽起來是前衛的。

潘皇龍與曾興魁在傳統素材的使用上還有一共同的特點，即兩人對於自身傳統的主要

興趣在於傳統哲理及意象上的表達，將它們以西方現代音樂風格表達出來，所以在聲響層

面上直接聽不出跟傳統聲響上的關係，他們在傳統聲響的運用上，較多運用兼具現代性的

傳統元素，例如：強調音色的變化 (音色為一種核心的音樂元素 )、重視不斷變化的長單音

之運用和微分音的使用等。另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從三位作曲家喜

愛運用傳統經典哲學 (如道家 )、文學和佛學上，可以看出德國和西方現代音樂界當時對於

中國文化的接受 (Rezeption)和興趣在於中國傳統經典哲學和文學上。西方因為理性主義一

直主宰音樂發展最重要的進步概念 (Fortschritt)，這個傾向到了 �960-70年代左右遇到瓶頸，

作曲家紛紛到其他文化古國的傳統文化及美學中找尋解決或其他替代方式 (例如：凱吉

(John Cage)、史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等 )，因此西方人此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

的經典哲學、文學有很大的興趣。更令人訝異的是：三位作曲家都沒有運用到最能直接顯

現傳統音樂聲響的傳統樂器 (除了有運用一些在西方常出現的中國傳統打擊樂器外，例如：

木魚、梆子等 )，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德國缺乏會演奏這些傳統樂器的演奏家，而且樂器不易

取得，另一方面也因為三位作曲家所受的西式音樂教育背景，留學時期對於傳統樂器性能

與語法普遍較不熟悉。但是等到他們留學回國後，經過努力的自學傳統樂器性能後，則創

作不少為傳統樂器所寫的好作品。

�� 曾興魁：〈根植於中國哲理與繪畫的音樂創作－創作歷程的自省〉，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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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現代音樂技法與自身傳統文化的創新

台灣第一代至第三代作曲家在留學外國期間，常是他們首次直接接觸到西方現代或前

衛音樂技法，因此在國外留學時期是他們接受西方當代音樂語法的關鍵時期，而且也往往

成為奠定他們日後創作音樂技法上的重要基礎。德國自二次戰後主要是因為它的達姆斯達

特國際暑期新音樂營 (Internationale Ferienkurse für Neue Musik Darmstadt)而成為現代音樂

發展的重要國度，因此德國成為台灣作曲家喜歡的留學國家。潘皇龍、錢南章、曾興魁這

三位台灣當代重要的作曲家也都在 �970到 �980年代初期來到德國學習作曲。他們留德時

期的創作分別反映出德國當時不同典型的創作潮流，而且在音樂風格上要比他們其他大部

分的作品更加現代及前衛，而且在現代音樂技法運用上更嚴謹，創作思維更細膩。這些現

代音樂技法的脈絡來源主要是他們各自不同的師承，而且在老師的鼓勵下，他們各自發展

了一套以現代音樂技法來結合自身傳統文化的嶄新創作風格，藉此來傳承及創新自身傳統，

同時開創自己創作的獨特性。

𡛼潘皇龍

潘皇龍 �974-76留學蘇黎世音樂院 (Musikhochschule Zürich)，追隨雷曼 (Hans Ulrich 

Lehmann，�9�7-)及布倫 (Robert Blum，�900-�994)學習作曲。�976到 78年期間，透過雷

曼推薦轉往德國漢諾威音樂院 (Musikhochschule Hannover)，跟隨德國現代音樂泰斗拉亨曼

(Helmut Lachenmann，�9�5-)學習作曲。受拉亨曼「後序列音樂」(postserielle Musik)思考

及「器樂具象音樂」(musique concrète instrumentale)的前衛音樂語法及其背後拒絕「歷史上

過時的老套」(das historisch überholte Alte)和「拒絕習慣」(Verweigerung von Gewohnheit)��

的噪音美學思想所啟發，潘皇龍於素材運用上，使用陌生化語法或新穎的器樂演奏技法來

製造以前器樂沒有生產過的噪音音響，來呈現噪音美學。而結構形式上，以「後序列音樂」

的思考，把大量的現代音響系統化成幾種典型 (終止式、色澤、波動、交織與結構音響等 )，

之後序列化的運用於創作中，這樣的創作風格可以在潘皇龍 �977年所創作的《第二號弦樂

四重奏》中見到。潘皇龍在這個曲子裡很少使用傳統的弦樂聲響，而幾乎只使用陌生化音

響 (verfremdeter Klang)與噪音音響，這是潘皇龍到目前為止最前衛的作品之一。���978-8�

年期間，潘皇龍感受到拉亨曼影響太深，轉往柏林音樂院跟隨德籍韓裔的知名現代作曲家

尹伊桑 (Isang Yun，�9�7-�99�)學作曲。尹伊桑的創作風格是用較保守的現代技法來結合東

亞音樂的素材，以表達東方的傳統精神，這樣的手法與拉亨曼全然不同。尹伊桑如同一面

�� Helmut Lachenmann: “Dialektischer Strukturalismus”（辯證的結構主義）, in: Ästhetik und Komposition（美學和作曲）, 
ed. by Gianmario Borio and Ulrich Mosch, Mainz �994, p. �7.

�� 詳細參考宋育任：〈論潘皇龍的《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977)〉，《關渡音樂學刊》第五期，台北，�00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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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使潘皇龍重新看到自己的傳統，開啟在創作中加入中國傳統精神的要素，如傳統中

國哲學和美學的思想。受尹伊桑的創作風格啟發，潘皇龍用較保守的現代技法 (不再使用

那麼多的陌生化及噪音音響 )來結合自身傳統音樂素材，以表達傳統的精神，尤其受道家

思想、雅樂和尹伊桑所謂「主要音技法」(Haupttontechnik)的影響，強調長單音、單音響和

它們的潤飾上，但將它整合於以後序列思考為出發點的音響結構脈絡中，這樣的風格可以

從《五行生剋八重奏》、《因果三重奏》、《蝴蝶夢》和《人間世》看到。

《五行生剋八重奏》

《五行生剋八重奏》是潘皇龍留德時期創作風格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此曲中作曲家

主要想透過音樂來表達中國傳統宇宙觀－五行相生相剋－的思想。他主要藉由音樂結構的

「增減」與「消長」所造成的緊張與鬆弛的音樂層面來詮釋五行相生相剋的精神。潘皇龍

將五行相生相剋的變化表達於不同層次的音樂結構中，從最簡單的形式－單音的變化－中

間經過層面音響的擴充與縮減、緊張與鬆弛、到段落或全曲發展的高潮與平緩，都是五行

相生相剋思想的顯現。其所構成變化多端的音響層面及細緻的音色變化，成為此曲迷人之

處。 此外，此曲也受到儒家、道家核心的音樂美學觀－大樂必易、大樂希聲－，以及其所

影響之中國傳統音樂所啟發，而發展出以單音為音樂基本結構的語法。潘皇龍曾說：「中國

傳統音樂對「單音」情有獨中，在「一音一世界」的大宇宙小宇宙的觀念下，將「單音」

賦予栩栩如生的意境，聽起來方覺得有韻味。」�4他將單音跟書法的筆劃作比較，每個音從

開始到結束都是富於變化的，它都是透過不同裝飾音、倚音、抖音、滑音，力度變化所潤

飾。因為如此，在此曲中不停地變化的單音成為適當的音樂媒介，來表達《五行生剋八重

奏》裡五行相生相剋不斷變化的思想。這點我們可以從此曲開始的前幾小節清楚看見 (參

考譜例一 )。另外，此曲也很重視音色方面的變化，將音色視為核心的音樂元素，而它豐富

的打擊樂器之使用，也促成此曲音色變化更加豐富，而且製造出複雜的節奏感，這些都是

受中國傳統音樂的啟發。以上所論及此曲的幾點特性－音色作為一種核心的音樂元素、不

斷變化的長單音之運用、強調打擊樂器的運用－不只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特點，也是當代西

方音樂的特點，這顯示潘皇龍喜愛使用的傳統元素是兼具現代性的，也使此創作充滿了時

代性。此外，在此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傳統南管音樂的影響：在曲中常出現一個短促的骨

幹音 (響 )搭配著一個延續的音響 (例如第一小節開始鈸＋鋼琴上聲部的骨幹音和鋼琴下聲

部的持續音，或第三小節鋼琴上聲部的骨幹音和鋼琴下聲部的持續音 )，此種設計潘皇龍是

受到南管音樂中琵琶與三絃所演奏的骨幹音和簫與二絃所演奏的持續音，即所謂的「骨」、

「肉」關係所啟發。

�4 潘皇龍：〈音響意境音樂創作的理念〉，《藝術評論》第六期，�995年 ��月，台北：國立藝術學院，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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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皇龍的《五行生剋八重奏》是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為基礎，建立了一個以西方前衛

的結構思考為主的音響世界，此曲可以分成五個部分，這個分段的方式主要是以每段不同

音響典型所劃分的，如多彩的長單音所構成的色澤音響 (Farbklang)、點狀節奏音型的「地

毯式音響層面」(Klangteppich)、點狀節奏音型的「波動音響層面」(Fluktuationsklang)、傳

統與陌生化音響的對抗與協調、和最後以長笛信號音為起始的「音響終止式」(Kadenzklang)

來掀起全曲最後一個高潮。所以此曲不同的音響典型及結構扮演著塑造全曲結構及形式

的功能，也就是音響的設計與佈局決定了全曲結構與形式的意義，因而在創作上具有

核心的地位。在這點上我們可以看到潘皇龍的老師拉亨曼的後序列思考及當代音響樂

派 (Klangkomposition)對他的影響。他在此曲中運用的不同音響典型，如「終止式音響」

(Kadenzklang)、「色澤音響」(Farbklang)、「波動音響」(Fluktuationsklang)、「交織音響」

(Texturklang)及「結構音響」(Strukturklang)是受到拉亨曼所歸納的這幾類音響典型所啟

發。�5潘皇龍將此音響類型與中國文字結構作聯想與系統性的比較之後，而發展出一套「由

中國文字獨特的結構，導向現代音樂的創作」之風格。�6潘皇龍運用這幾類音響，創作出具

體與清楚的音響形式，來結合抽象的中國哲學與美學思想，這就形成潘皇龍創作的獨特風

格。�7

�5 Helmut Lachenmann: “Klangtypen der neuen Musik”（新音樂的音響典型）, in: Zeitschrift für Musiktheorie（音樂理
論雜誌）, �970, vol. �, pp. �0-�0.

�6 潘皇龍 :〈傳統與創新─由中國文字的獨特結構，導向現代音樂的創作〉，《現代音樂的焦點》，台北 :全音樂譜
出版社，�98�，頁 �5�-�6�。

�7 詳細參考宋育任：〈潘皇龍的《五行生剋八重奏》(�979/80)的探究〉，《關渡音樂學刊》第六期，�007，頁 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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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一：潘皇龍《五行生剋八重奏》，第 �-8小節

𥕛錢南章

錢南章是 �97�-78留學慕尼黑音樂院 (Musikhochschule München)，追隨德國知名作曲

家基爾麥雅 (Wilhelm Killmayer，�9�7-)學習作曲。基爾麥雅及他所屬的慕尼黑學派是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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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保守派的典型，他們不跟隨當代主流的前衛潮流 (如受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歷

史哲學思想的音樂材料觀所影響，且視音樂為一種理性思考的序列音樂 )，反而喜歡使用主

流的前衛派視為禁忌 (Tabu)的傳統音樂材料及手法來創作，因此不排除調性音樂及如歌的

旋律。他們重視西洋傳統音樂，特別是浪漫派的音樂，例如：舒曼 (R. Schumann)、舒伯特

(F. Schubert)的音樂，且視音樂為個人私密性 (Privatheit)的表達，所以基爾麥雅的音樂具有

追隨傳統的、浪漫導向的、主觀的、情緒化的、有感染力等風格。上述的風格使基爾麥雅

成為 �945年後「最重要的非主流作曲家」。�8它不隨波逐流的個性也影響很多年輕一輩的作

曲家，例如：黎姆 (Wolfgang Rihm)、特洛楊 (Manfred Trojahn)、錢南章等。受基爾麥雅的

音樂風格及思維啟發，錢南章所呈現出來的音樂語法偏向學院派保守風格，他不排斥調性

音樂及較具旋律性與好聽的音響，這種不屬於當時主流的創作風格。這種風格可從他此時

期的重要作品中看到：《孤兒行》(�974)、《詩經五曲》(�977)、弦樂四重奏《小河淌水》(�977)。

《孤兒行》(1974)為人聲、長笛、三位打擊樂器者

《孤兒行》為錢南章此時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曲人聲部分 (除了一小部分由五聲民

謠式旋律唱出外 )全部以大鼓說書的風格朗誦，以圖譜記譜 (參考譜例二和譜例三 K段落

朗誦者 (Sprecher)，簡稱 Spr.的聲部 )，所以詮釋者有很大的自由來詮釋，是屬於「設計過

的即興風格」(programmierte Improvisation)，使此曲有開放性形式 (offene Form)，此點可以

看到錢南章受基爾麥雅即興課程的啟發 (基爾麥雅的老師奧福 (Carl Orff)音樂教學法當中，

即興也是重要的一環，使用的樂器以打擊樂器為主 )。此曲中運用大量不同打擊樂器，顯

示出基爾麥雅喜好使用多種不同的打擊樂器之作曲手法對錢南章也有所啟發。另外，在這

首留德國時期所創作和演出的作品中，歌者直接用中文歌詞演唱，在當時德國音樂界也是

一種新穎的嘗試，富於聲調變化的中文這時不僅是意義承載者，而且被視為一種音樂、聲

響的素材 (如同 �960年代流行的「語言創作」(Sprachkomposition)一樣，例如：李給替 (G. 

Ligeti)的 Aventures)，是實踐基爾麥雅將「語言作為音樂」(Sprache als Musik)的理念。�9人

聲富於表現與音色變化：有真、假聲，又唱、又唸、又哭、又喊、又演，加上肢體動作 (如

譜例四 L樂段一開始的動作指示：「看一本書」)，成為小型的音樂劇場，展現出如同 �960

年代西方新的音樂劇場形式。除此之外，此曲音樂織體較輕，沒有序列音樂大量音樂素材

的堆積；另一方面，錢南章在現代 (無調性 )音樂風格中加入傳統素材，譬如加入一段自創

的五聲音階民謠風格旋律來呈現感情的表達 (參考譜例三 J段落朗誦者 Spr.的聲部 )，這些

都可以看出錢南章此時期音樂創作的風格是承襲自以基爾麥雅為首之保守的慕尼黑樂派。

�8 Sigfried Mauser：“Wilhelm Killmayer“, in：MGG, ed. by Ludwig Finscher, Kassel �00�, pp. 96-�00.
�9 Wilhelm Killmayer：“Sprache als Musik“ (語言作為音樂 ), in: Der Komponist Wilhelm Killmayer(作曲家基爾麥雅 ), 

ed. by Siegfried Mauser, Mainz �99�,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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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錢南章《孤兒行》，開始部分，第一頁

譜例三：錢南章《孤兒行》，J樂段（五聲音階旋律樂段）和 K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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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四：錢南章《孤兒行》，L樂段

𥐥曾興魁

曾興魁是三位之中最晚到德國留學的作曲家，他是 �977-�98�年在弗萊堡音樂院 

(Musikhochschule Freiburg)求學，跟隨德國重要作曲家胡伯 (Klaus Huber，�9�4-)及英國作

曲家芬尼豪 (Brian Ferneyhough，�94�-)學習作曲。胡伯音樂風格特色主要為以下幾點：�. 

創作中整合不同的歐洲傳統音樂和不同文化的音樂，所以在他的音樂中可以看到從尼德蘭

樂派的複音聲樂、巴哈 (J.S. Bach)、莫札特 (W.A. Mozart)、序列音樂到拉丁美洲、阿拉伯

及東亞文化的影響。�. 研究各個時代及不同文化的文學及哲學作為創作重要的靈感來源。

�. 創作技法：將序列技法繼續發展，並結合拼貼 (Collage)和蒙太奇 (Montage)手法；音樂

伴隨複雜的時間設計 (透過複節拍及複節奏的設計，來呈現不同時間層面的重疊 )和富於變

化的形式結構。4. 音樂素材的擴充：透過三分音及四分音的使用。5. 作品常表達他的政治

及宗教信念。6.要表達的音樂以外的內容常透過音樂結構上特殊的設計而指示出來，結構

本身成為內容的象徵，因此成為表達內容的承載者 (Ausdrucksträger)，胡伯稱此手法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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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的語義法」(strukturelle Semantik)。�0曾興魁深受胡伯上述於作曲思維、技法及特別是

音樂結構思考方面的啟發 (例如曾興魁《物化》(�98�)於結構上的設計 )及芬尼豪在作曲思

維及技巧之複雜性上的影響。從胡伯和芬尼豪的技法出發，曾興魁發展出一種很理性，透

過精確設計過的前衛作曲手法，譬如他此時期創作的重要的作品：給 ��個樂器的《物化》

(�98�)一曲中所使用的技法。

《物化》(1981)

《物化》樂念源自《莊子》的〈齊物論〉裡的文字：「⋯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

為周與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曲由兩個形式對稱的單元所組成，影射莊

周與蝴蝶 (如下圖 )：�� 

上圖 A部份中所有 ��件樂器都以不同的時間點以 a�開始，經過了七個過程的發展而

達到中間部分，第七過程包含 C音到 h4的音域。從這裡接近六個八度的音域，將漸漸向中

央跳進縮減其音域，回到開始的音 a�，再掛留到 b�音結束整曲。上圖空間 A、B兩部分，

以水平線 a�音、b�音，和以垂直線 C音、h4音組成的空間，對曾興魁而言，是所謂的巴哈

空間 (BACH-Raum)， ��他「希望用音樂融合兩種不同時空的文化，即二千一百多年前的東

方文化─莊周思想，與三百多年前基督文化─巴哈的空間」。��透過如此的形式結構設計來

表達上述的內容，正是受胡伯所謂的「結構性的語義法」所啟發。此曲從第一過程到第七

過程的和聲素材分別取自西方音樂史上從單音音樂時期到維也納樂派十二音列各時期所運

用的典型和聲素材， �4這種風格傳承自胡伯所擅長的前衛的曲風中結合西方傳統音樂素材的

�0 Max Nyffeler：“Klaus Huber“，in: MGG, ed. by Ludwig Fischer, Personteil, Bd. 9, Kassel �00�, pp. 440-448.
�� 曾興魁，〈物化的哲學基礎與創作技巧〉，《師大學報》第二十八期，�98�年六月，頁 665。
�� 同上註。
�� 同上註。
�4 和聲選擇的原則是沿著音樂史的發展進行，即是經過單音音樂時代 (Monodie Zeit)，到達今天尚在使用的十二音
的和聲，例如：第 (�)過程：如單音音樂時代。第 (�)過程：如奧干農平行五度時代 (Organum Zeit)。第 (�)過程：
如巴洛克時代 (Barock Zeit)。第 (4)過程：典型的古典樂派時代，浪漫樂派時代，黑音符表示掛留著。(Klassik、
Romantik Zeit)。第 (5)過程：印象派的時代。第 (6)過程：無調性時代如史克里亞賓，或早期的貝爾格。第 (7)過程：
如維也納樂派十二音手法到今天，參考曾興魁，〈物化的哲學基礎與創作技巧〉，《師大學報》第二十八期，�98�
年六月，頁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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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而此曲以各聲部不同長短及富於變化的單音素材開始與結束，顯示曾興魁對於單音

的強調，這不僅是基於上述的原因，而且也是受到中國傳統音樂中「氣韻生動」的單音表

現和「一音一世界」的音樂觀所啟發（參考譜例六）。

另外曾興魁在此曲中和聲素材選擇的第二原則是和聲沿著一個軸 (Achse)，構成對稱的

音程，這個軸是 a’音或 a’高四分之一音，或低四分之一音（以下面譜例五最上面的五線譜

的黑音符來表示）。�5從這種設計中可以看出曾興魁對於微分音的喜愛，這不僅是因為微分

音是現代音樂中常被使用的素材，而且是因為它也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特色之一，譬如古琴

音樂。

譜例五：曾興魁《物化》中的和聲素材：

�5 曾興魁，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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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六：曾興魁《物化》，�－ 4小節

四、結論

𡛼三位作曲家將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內化於音樂的主要方式：	

潘皇龍中國傳統哲學的意涵主要透過音響結構上特殊的設計安排所象徵出來，以表達

出潘皇龍式根植於傳統的「音響意境」，如五行相生相剋精神 (《五行生剋八重奏》)和「異

物相殘」的因果循環 (《因果》系列作品 )內化成音樂結構 (由小至大的結構，如從單音、

層面音響到整個樂段 )的消長、緊張與鬆弛；另外有作品是以莊子的文本為歌詞來表達莊

子的思想，如《人間世》。錢南章主要運用傳統詩的結構來支撐全曲形式結構，另外他也

喜歡將傳統詩用大鼓說書式的朗誦音調表現出來，使其成為一種音樂表演形式。除此之外，

錢南章也喜歡直接運用傳統音樂元素，例如：在創作中運用民謠或自創的五聲音階民謠式

旋律和使用傳統打擊樂器鑼鼓點或說書朗誦音調。曾興魁對中國哲學和詩的意境的表達主

要表現於樂曲形式、結構組織的特殊安排中 (用形式結構設計當成一種語義的指示，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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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要表達的內容，也就是胡伯所謂的「結構語義法」(struktuelle Semantik)，例如：《物化》

中 A、B兩個對稱的形式來暗示莊周與蝴蝶，而以這兩個形式中重要的音高設計 a�、b、C、

h4來暗示「Bach空間」，藉此又象徵出融合兩種不同時空的文化。另外他也常以中國繪畫

的聯想與音樂作連結。

𥕛三位作曲家的創新傳統的特殊性與風格的獨特性

潘皇龍作品的主要特色是發揮器樂新的音響結構形式，將器樂不同的音響典型作後序

列音樂式的安排設計，使其成為樂曲形式和結構的基礎，同時以此前衛的音響結構形式來

表達中國傳統哲學內涵；其次是將西方現代的音響典型、音響結構和中國文字結構做連結，

來改變其脈絡，以便增添中國傳統的韻味；另外他也將傳統音樂音響的特色－例如變化豐

富的長單音、強調打擊樂的運用及其豐富的音色變化－納入西式音響結構的思考中，並且

加強它們的使用，以便於在音響上產生傳統的韻味。上述的方式使潘皇龍從後序列音樂思

考出發所進一步組織音響的方式具有他自己的傳統精神，同時也使傳統精神具有一種現代

感，作曲家也在其中表現出自己創作的主體性。

錢南章主要想尋找以語言為出發點的新的音樂表達方式：將「語言作為音樂」 (Sprache 

als Musik)，以語言為出發點，搭配設計過的即興形式，以語言的內容來引導即興的內涵與

進行。這種音樂的風格是直覺式的、直接的，打破當時主流現代音樂嚴格繁複的設計感和

與限制，賦予演奏者較多的自由，所以錢南章的音樂較簡單、自由，以反抗主流、理性的

序列音樂思考。很特別的是，錢南章這些留德作品中所使用的語言是中文，其原因可以歸

納以下四個：(�)語文是最能代表文化主體性的元素之一；(�)它的四聲具音樂性，是基爾

麥雅「語言作為音樂」這概念下很適切的一種典範；(�)而對於外國人來說，中文的使用可

以達成趣味性及陌生化的效果以增加其風格的現代性；(4)將中文用特殊的說書朗誦風格來

表現，可以使曲子同時又兼具傳統音樂的特色。另外，錢南章喜歡使用豐富的打擊樂器來

搭配他具有即興風格的作品，而這些打擊樂器的運用是來自中國鑼鼓點之啟發。

曾興魁作品的主要特色是發展新的形式結構之可能性，以其所要表達的內容來引導結

構的設計，進而用結構作為內容的象徵，也就是結構語義法 (Strukturelle Semantik)，例如：

對形式、音高、旋律、和聲的特殊設計安排，來象徵要表達的語義內容，而語義內容主

要為中國傳統哲理或傳統詩的意境。如此，藉由西方新的音樂結構的設計來表達中國文化

傳統的內涵，而達到作曲家希望能融合兩個不同時空文化的目的 (例如《物化》、《輪迴》、

《鼎》)。

三位作曲家透過上述的方式，融合西方現代音樂風格和自身傳統文化的內涵，以此塑

造其作品獨特的風格和表現文化主體性，同時也達到承接與創新傳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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𥐥三位作曲家共同的特色

從本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一窺三位作曲家留德時期創作風格不同的師承脈絡及各自風

格的獨特性，但是整體而言，他們此時期作品的風格卻具有以下幾點共同的特色：

�. 在風格上，他們留德期間的創作要比他們大部分其他作品更加現代、前衛。

�. 這些現代風格成為奠定他們日後創作音樂技法上的重要基礎。 

�. 他們深受各自的作曲老師及經典的現代音樂技法所影響。

4. 幾乎所有的創作題材都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且明顯表現於標題上，例如：潘皇龍：

中國哲學：陰陽五行：《五行生剋》系列；莊子：《因果三重奏》、《蝴蝶夢》和《人間

世》；錢南章：中國詩經：《孤兒行》、《詩經五首》；中國傳統民謠：《小河淌水》；曾興

魁：中國道家莊子：《物化》；中國詩：《詩經蓼我》、《月下獨酌》

5. 他們留德其間運用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素材創作，其主要原因如下：

⑴德國人普遍對於自身音樂傳統重視的文化觀，導至他們對東方作曲家的期待，

創作跟自己文化傳統有關的新音樂。

⑵他們的作曲老師鼓勵自己的學生尋找到自己 (的風格 )，而這個目標與找到自己

的根源與文化傳統有很大的關聯。

⑶台灣作曲家接受台灣解嚴前的教育影響，一般而言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高。

⑷在 �960年代，西方因為理性主義而主宰音樂發展最重要的進步概念 (Fortschritt)

及其相關的序列音樂 (serielle Musik)的思考陷入危機，因此作曲家紛紛到其他

文化古國的傳統文化及美學中找尋解決或其他替代方式，很多作曲家受到東亞

傳統及音樂文化啟發，例如：薛爾熙 (Giachinto Scelsi, �905-�988)、凱吉 (John 

Cage, �9��-�99�)、史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9�8-�007)和禪德 (Hans 

Zender, �9�6- )等。本文研究的三位作曲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學習作曲，使他

們反過來對自己的文化有重新的反省和思考，而創作出中西合璧的音樂，而且

這些多元文化作品在當時的文化背景底下產生，是具有時代性和現代性的，《五

行生剋八重奏》、《孤兒行》、《物化》都是很好的範例。

6. 因此三位作曲家此時期共通的音樂風格主要是承繼德國 �970年代現代音樂風格來表達

自身的傳統文化精神，嘗試以此風格來找到自我特殊性及表達自我文化認同，同時也

達到傳承與創新自身的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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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芝苑歌樂的民俗風格

顏綠芬

摘要

郭芝苑（�9��出生）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前輩作曲家之一，其創作類型多元，從大型

管絃樂曲、器樂獨奏曲、歌劇到獨唱曲、合唱曲等，是個全方位的作曲家。特別是他的歌

樂作品，有深刻的藝術歌曲、嘔盡心血的歌劇，有受委託而作的舞台劇 /電影主題曲，也

有配合時代需求的流行歌、愛國歌曲，和充滿懷舊的民謠編曲等。他從小浸淫在民間音樂

氛圍，歌樂中自然地流露出人親土親的鄉土性。

    本文主要探討郭芝苑歌樂中充滿鄉土性的民俗風格。二十世紀的台灣，民間音樂（從

民歌、說唱、南管、北管到小戲、大戲等）從興盛到逐漸沒落，如今已弱如游絲。但是在

郭芝苑的歌曲中，卻還能處處體會到反映先民音樂文化的氣息，郭芝苑的歌樂中，有一部

份是選取還在民間傳唱的民歌，編為獨唱曲或合唱曲；除此之外，亦採了許多旋律已不可

考的民謠（或唸謠）曲詞，重新創作，他將前後者分類為「台灣民謠編作」、「台灣民謠 採

詞 .作曲」。他為這些充滿鄉土趣味的詞譜曲，例如〈嫁何位〉、〈鯽仔魚娶某〉、〈一個姓

布〉、〈嬰仔睏〉，賦予了「遺失旋律」的民謠重新展現音樂的生命力。他的藝術歌曲，除了

少部分為了參選，用指定歌詞如〈家園好〉、〈青年報國歌〉、〈國花頌〉、〈鄉愁四韻〉等以

及古詩詞譜曲外，大多選擇台灣詩人的詩詞，或和台灣歷史、鄉土相關的內容。

    不管是藝術歌曲或民謠編作、通俗歌曲，郭芝苑的歌樂總是透露出濃厚的民俗風格，

例如：他為古詩詞或當代漢詩作的藝術歌曲隱約透露著的〈吟詩調〉遺風；活潑俏皮的歌

曲中呈現歌仔戲〈雜唸仔〉的唸唱手法，或是車鼓戲中男女對唱風情；而交加戲（即高甲

戲）優雅迷人的曲風亦不時重現在他的抒情曲中。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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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kloristic Style in Kuo Chih Yuan’s Vocal Music

Prof.. Dr. YEN LU-FEN

Abstract

Kuo Chih Yuan (b. �9��)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productive composers in 

Taiwan, whose compositions are in various types of genre including orchestral music, solo 

instrumental music, operas, solo songs, and chorus music, etc. Since it is noteworthy in his vocal 

music with abundant elements of nostagic folklore such as in his art songs, operas, incidental 

music, and all the others, the aim of this essay would focus on such a folkloristic and traditional 

idiom in his vocal composi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the majority in Taiwan who can hardly 

appreciate the traditional music at all for the present of time, Kuo’s vocal works with the efficient 

usage of traditional art and literature of Taiwan are still able to reflect the pure essence of his 

ancestral art. In addtion, Kuo had contributed in reviving extensive folksongs whose lyrics or 

melodies have already been lost and untraceable, and so he proclaimed some of his works “to be 

‘rearranged by’ or ‘composed to an adaptation of’ a Taiwanese folk song”. Accordingly, he has 

vitalized his music through these traditional “lyric-lost” or “melody-lost” Taiwanese folk songs 

and filled his compositions with geniality, graciousness and glamour.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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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郭芝苑出生於 �9��年，是日治時期的留日音樂家，為當年台灣青年中的精英，卻因歷

經日本殖民末期、戰爭烽火期間和政權交替的大變動，難以發揮才華，常自嘲為「失聲的

一代」。但是不管大環境如何艱困，郭芝苑一生堅持音樂創作，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前輩作

曲家之一。其創作從民謠編曲、藝術歌曲、合唱曲、器樂獨奏、室內樂，到歌劇、協奏曲、

大型管絃樂等，風格類型多元，是個視野廣闊、全方位的作曲家。他在 �9��年所作的《交

響變奏曲 –以土風為主題》，是第一首台灣人創作、由台灣的交響樂團、在台首演的管絃樂

曲，並在與美國的文化交流活動中，代表台灣透過廣播傳送友邦。� 

郭芝苑的重要作品大部份完成於 �999年底（7�歲）之前，共有 �0多首歌樂作品、7

首鋼琴曲（包括協奏曲的雙鋼琴版）、�首室內樂、��首管絃樂曲（�9��-�999）、�部舞台

作品（輕歌劇、歌舞劇）、�首管樂合奏曲等。其中最著名的有藝術歌曲《紅薔薇》、通俗

歌曲《心內事無人知》、協奏曲《鋼琴小協奏曲》等，其他重要代表作有交響曲《唐山過台

灣》、交響組曲《回憶》、交響詩《釋迦傳》、歌劇《白蛇傳》等。

�000年後，他雖然重聽，眼力、體力亦大不如前，仍不曾停歇工作，除了完成三首室

內樂：《三首小提琴曲》、《小提琴奏鳴曲》三樂章、《交加調》（為大提琴、長笛、歌聲、鋼

琴、堂鼓、響板、大鑼）以外，他的時間主要花在改寫或修訂舊作、參與作品演出和錄音

工作，另外，並將精力奉獻在台語歌曲的創作和編曲，短短數年寫了超過 �0首的歌曲，連

同之前的創作，總共有一百多首歌樂。他說：台灣過去有很美的音樂，你們知道嗎？…落

伍的國家無器樂曲像交響樂、獨奏曲，但尚少也有歌，作曲就是從寫歌開始。所以歌尚要

緊，和民眾尚有關係。…他認為我們音樂界最需要的就是台語歌曲。�在郭芝苑五十多年的

創作生涯中，台語歌曲成為他的音樂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二、郭芝苑歌樂作品中的民俗題材

郭芝苑一百多首歌樂作品中，按照他自己的手稿整理分類 (作曲家提供 )，有獨唱曲 ��

首、合唱曲 ��首、台灣民謠編作 ��首、兒童歌曲 ��首（台語 �9首）、台灣民謠採詞作曲

��首、校歌會歌 �首、創作台語歌謠曲（流行通俗類）��首等。以上的分類並不是最理想，

因為很多曲子同時有獨唱和合唱版本，有的歌詞很通俗，樂曲卻是近似藝術歌曲的風格；

� �9��年初，台北市與美國印地安那州印第安那波黎市（City of Indianapolis, Indiana）合作安排了交換音樂演奏
會的文化交流活動。元月 �日，美國方面先在印第安那波黎市舉行了音樂會，由該市市長柯拉克主持，並邀請
當時我國的駐華大使顧維鈞先生致詞。音樂會現場錄音之後再寄至台灣，由台北電台播出給台灣人民收聽；在
台北市的音樂會則於元月 �9日晚間在中山堂舉行，由當時的高玉樹市長主持，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藍欽致詞。同
樣的，節目也有錄音，並將帶子寄到美國印第安那波黎市做交換廣播。

� 林欣誼，〈郭芝苑：咱音樂界尚需要的就是「歌曲」！〉(�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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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歌詞來自詩人，樂曲卻是民歌風。所以很不容易分類，特別是台灣民謠方面，分別有

「台灣民謠編作」和「台灣民謠採詞作曲」，前者是為既有旋律者編曲，後者是為無旋律有

歌詞者重新譜曲，是仿民歌風的創作。「創作台語歌謠曲」指的是流行歌創作，最初只有旋

律，後來也許有合唱。郭芝苑的歌樂分類還需更進一步探討。另外，他在一個訪談中提到

他創作的台語歌曲有四項，分別是 �.藝術歌曲，�. 民謠，�.流行歌，�.台灣傳統戲曲，�可

提供我們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本文主要探討郭芝苑歌樂作品的民俗性，多集中在他的台語歌曲，首先分析他歌樂中

的歌詞題材。

郭芝苑所稱的「台灣民謠編作」指的是，他選取被記譜下來、還在傳唱的民歌，主要

是編為鋼琴伴奏的獨唱曲或多聲部的合唱曲，在下文稱為「民歌編作」。在漢文中，「謠」

是唸的，「歌」是唱的，但是傳承下來的民謠多半可以唱，所以民謠、民歌兩名稱經常混

用；有的民謠的詞被紀錄出版，旋律卻失傳，造成後世無法辨認其可唱或不可唱。不管傳

唱情形如何，總之這些民謠都蘊含了許多先人的智慧、幽默、情感和生活體驗。台灣民謠

中，不乏詼諧逗趣的內容和活潑輕快的旋律，郭芝苑非常喜歡這些呈現農村樂趣的歌曲，

像來自車鼓戲的〈草螟仔弄雞公〉、〈桃花過渡〉、〈病子歌〉，宜蘭民謠〈宜蘭調〉、〈丟丟銅

仔〉等；另外，他也喜愛抒情哀怨的曲調，像北管的〈百家春〉、南管和高甲戲的〈五更

鼓〉、〈天送貴子，趕路上京〉，以及有著即興性的恆春民謠〈恆春調〉、〈思想枝〉等。此外，

民間傳唱普遍的〈卜卦調〉、〈牛犁歌〉等旋律迷人、歷久彌新的歌曲，都被郭芝苑納入編

曲的選擇。

郭芝苑所謂的「台灣民謠採詞作曲」，指的是一些唸謠或只留下歌詞而曲調不明的民歌，

以下稱其為民謠，用以區別上述保留曲調的「民歌編作」。這些充滿鄉土趣味的唸謠、民

謠，有的是郭芝苑親自採詞的，大部分是從書上得來的（見附錄「郭芝苑訪談摘要」），他

重新譜曲、賦予這些民謠新生命。在他出版的樂譜上，他標明為「創作台灣民歌」，在本文

則以「民謠新作」稱之，其數量不少，例如〈嫁何位〉、〈鯽仔魚娶某〉、〈篩米歌〉、〈豬槽

駛過溪〉、〈阮要嫁〉、〈指甲花〉、〈打汝天打汝地〉、〈田中央〉、〈搖籃歌〉、〈嬰仔睏〉、〈火

金姑〉、〈草螟公〉等，多半為合唱曲，部分另有獨唱版本。這些民謠新作郭芝苑盡量以民

歌曲風來呈現，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合唱團演唱。

不管是民歌編作或民謠新作，郭芝苑所選的歌詞皆是和過去農業社會相關的事物，例

如與耕作有關的〈篩米歌〉，或生活週遭的昆蟲植物家畜等，像田、篩米、鯽魚、火金姑

（螢火蟲）、草螟（蚱蜢）、雞、豬、牛、指甲花等；郭芝苑也喜愛富童趣的民謠，當年擔任

台灣電視公司基本作曲時，就為兒童節目寫過很多兒童歌曲。�

� 同上註，頁 ��-��。
� 兒歌（雨）、（插秧）由臺視播出（�970.��）；（牛郎織女）獲得中國兒童歌曲創作首獎（詹冰詞）（�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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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歌曲中，詩詞來源非常多元，除了為徵曲而寫的〈鄉愁四韻〉（余光中）、〈家園好〉

（王金榮詞）等，所謂的愛國歌曲〈青年報國歌〉、〈國花頌〉等，以及投稿「新選歌謠」月

刊的古詩詞如〈涼州詞〉、〈楓橋夜泊〉等多首外，大多選用當代台灣詩人或友人之作，特

別是他的好友、著名的文學家詹益川（筆名詹冰）的作品，例如〈五月〉、〈扶桑花〉、〈音

樂〉、〈天門開的時候〉（以上各曲皆在 �9��年創作）。

解嚴之後，台灣社會更加開放，台語詩詞的創作多了，郭芝苑也更能自在的譜寫台語

藝術歌曲。�99�年之後，他持續的創作，華語、台語藝術歌曲（獨唱和合唱）目前已超過

�0首，其中有莊柏林〈神嘛愛買票〉、〈死神來槓門〉，巫永福的〈淡水河畔〉、〈蘇武在台

灣〉，王昶雄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縣長詩人廖永來的〈故鄉，想你一瞑到天光〉，盧

修一的〈愛的不得了〉、〈你是我今生的新娘〉（華語），郭玉雲的〈阿媽的手藝〉等等，有

混用非調性的現代風格，有抒情浪漫風格，也有俏皮或哀怨的民歌風。但無論作曲手法如

何，郭芝苑的歌樂比起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總是充滿著親切、樸質的民俗風味。下一章將

近一步探討這些歌曲和台灣民間音樂的關聯。

三、唸唱手法的運用

台灣人民中，以閩南語族群的移民最多，最初是泉州人與漳州人的口音有些微差別，

經過百年來的通婚、混居，社會中俗稱台語的閩南語早已是「漳泉不分」的了。台灣的民

間音樂中，民歌、說唱、戲曲的唱曲旋律，都互相有關聯，並交互影響，例如〈七字調〉

原是民間流傳的歌仔，後來成了歌仔戲的靈魂曲調，現在，除了歌仔戲演員，一般民眾已

很少人會唱；〈江湖調〉幾乎是說唱「唸歌仔」的同義詞，其實是來自民歌，也被歌仔戲收

納為其基本唱腔。

 「唸歌仔」在過去的農業社會裡，是台灣人民重要的娛樂型態和精神食糧，即使在唱

片工業興起、收音機逐漸普遍、歌仔戲興起之後，即 �9�0年代之後，藝人的唸歌講古仍受

到一定程度的歡迎，一般民眾不僅喜歡聽，偶爾也跟著哼唱幾句。「唸歌仔」的主要傳播者

是以走唱維生的民間藝人，屬於社會底層的階級。有些賣唱者本是乞丐，因無謀生能力，

只好沿街乞討，有的則是殘障者，只能以身體殘缺博人同情；其中有人靠「唸歌仔」的技

藝取悅民眾，兼為人卜卦，換取賞金，所以最常用的〈江湖調〉亦被稱為〈乞食調〉，最普

遍的現象則是走唱兼賣藥品或民生用品。在過去農閒時，走唱者來到廟前、公園或一棵大

樹下，先演唱講故事來吸引人們圍觀，再趁機推銷藥（用）品。

台語是聲調語言，民歌體系裡本來就存在著唸誦風格的唱曲，例如上述的〈江湖調〉

和以快速度呈現的〈七字調〉，還有流傳久遠的〈雜唸仔〉，其特色在一字一音（或二音），

旋律順應語言聲調，具即興性、敘述性，甚至戲劇性。由於〈七字調〉、〈雜唸仔〉、〈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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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即興性，唱者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而在民間普遍流傳，郭芝苑一生居於鄉間，對

其耳熟能詳。〈七字調〉的結構有一定的演唱模式�，多為羽調式，音域約在 a-c’’間，視

腳色和唱者，或往上移 �度到 e”，也就是適合大多數人的音域，旋律在羽調式裡順著語言

聲調、情緒而調整旋律和速度，可一字一音，或一字多音；可輕快簡短、亦可抒情拖腔。

〈雜唸仔〉（【譜例 �】）似唱似唸，而〈江湖調〉（【譜例 �】）亦具有說唱性格，結合雜唸仔

的吟誦和哭調的調式色彩所構成的曲調，但比〈雜唸仔〉更具旋律性。 

 〈雜唸仔〉和〈江湖調〉兩者在開頭及轉換處旋律不同，中間敘述部分則有共通點，

亦即在 �度、�度 �度或 �度音程內，以二拍子的輕快節奏，類似唸誦的方式演唱。

郭芝苑的歌樂作品中有多首歌曲，顯然受到這些曲調的影響，像〈阿嬤的手藝〉（【譜

例 �】）、（一個姓布）（�97�作）等。〈阿ā的手藝〉在短暫的鋼琴前奏後，以類似七字調的

風格唱出「透早起床天未光，買蓆來到廳中央」，從 ��小節開始，一直到 ��小節，很明顯

的是唸唱風格，��-��小節在 d’-e’-g’-a’-b’音域，即羽調式內唸唱「價錢公道有久長，日

作暝作為三頓」；�7-��升高至 a’-b’-d’’唱「指頭破空腰痠軟」，�9-�0小節在 d’-e’-g’四

度間唱唸「草蓆作來鋪眠床」；��-��小節「頭戴草帽人人問」則圍繞在 a’音， 除了首尾句，

十足的唱唸風格。

� 七字一句，四句一段，中間穿插多次間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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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雜唸仔

（曲譜由周以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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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曲譜由周以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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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摘自《郭芝苑台語歌曲集》（�00�），並獲郭芝苑先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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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姓布）（【譜例 �】）是一首類似急口令的詼諧唸謠，是一字一音（�音處都是為了

更符合語言聲調）宣敘式的歌謠：

（一個姓布）歌詞

一個姓布，手帶一疋布。

走到雙叉路，趕緊入當舖。

當錢一千一百五，買了一擔醋；

擔到石頭仔路，看見一隻兔。

放落醋，追了兔，掠著兔，

脫了褲，包了兔，兔更咬破褲。

走了兔，追了兔，撞倒醋，

亦無褲，亦無醋，亦無布，亦無兔

氣死那個姓布！

前奏 �小節，以活潑快速的 ]��分音符下行音型，帶出了輕快緊湊的氣氛，接著唱出

第一、二句是工整的樂句，�小節（�+�）+（�+�），只用簡單的和聲進行和 �分音符的基

本節奏；第二、四句仍中規中矩（�+�），但是鋼琴伴奏方面，每節的第一拍加進了 ��分音

符，漸趨緊湊；接著像急口令般的，在 �度的音程內幾乎是在一拍一重音的節奏下「雜唸」，

到了「亦無褲，亦無醋，亦無布，亦無兔」（��小節），節奏更緊湊，鋼琴也搭配著快速顫

音，然後結束。全曲 ��小節，反覆一次，演唱下來不到一分鐘。為了保留民歌的淳樸，郭

芝苑在和聲上並無特別著墨，他只是善用越來越緊湊的節奏，以及民間雜唸仔的唸唱風格，

呈現了活潑、幽默的曲趣。

另一首〈蘇武在台灣〉（�00�作）（【譜例 �】），歌詞用的是巫永福�的現代詩，詞意較

符合現代精神，   

 〈蘇武在台灣〉巫永福 詞

我要唸歌，大家來喔！

蘇武在台灣 - 台灣重現故事。

雖然不是和平使者，等待反攻、大陸、復國。

三年準備，五年反攻。

� 巫永福（�9��年 -），台灣知名作家。南投縣埔里鎮人，台中一中畢業後就讀日本明治大學文藝科，�9��年在東
京與張文環、王白淵等留日學生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份文藝雜誌—《福爾摩沙》。
曾任記者、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為笠詩社成員及《台灣文藝》雜誌發行人，擅長新詩、小說。作品曾
被選入中、日文各種選集。�977年，巫永福接任《台灣文藝》發行人，�979年，捐資創辦國內第一個文學評論
獎「巫永福評論獎」；�99�年，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並增設「巫永福文學獎」，推動台灣文學的理
論建設和創作活動。重要著作：《巫永福全集》��卷（傳神福音文化公司，�99�年 �月起陸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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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安養，台北、台中、台南、住久的高雄，台東 花蓮 咿 ---

四十多年了，和戰不能，兩鬢已霜白，

春夏秋冬何時了，不甘瞑目死在台灣，

心存大陸故鄉，老邁雙親如何，妻兒兄弟如何，

終於 1987 年，雖然不是反攻大陸勝利，雖然不是持節光榮回鄉，

由香港帶大包小包行李， 坐上飛機、達成心願。

堂堂以台胞回鄉探親，算是蘇武回家 ---。伊 - 伊 - 伊 - 伊 - 伊

但是蘇武也是返來台灣。台灣才是你的故鄉了

蘇武在台灣，伊 - 伊 - 伊 - 伊 - 伊

丟列丟列銅銅，快樂爽快台灣！

這首現代詩一開始模仿說唱藝人唱勸世歌的開場白「我要唸歌，大家來喔！」 

人聲部分卻更像民歌，簡直就是江湖調的翻版，譜例 �的第 �頁第二行「三年準備，

五年反攻。一直安養，台北、台中、台南、住久的高雄…」就是五聲音階上的唱唸手法。

尾段還要加上勸世歌典型的收尾「伊 - 伊 - 伊 - 伊 - 伊」（首調唱法 �� �� �� �� ��）。不過鋼

琴部分較複雜、曲風傾向非調性的現代手法，別有一番趣味。和〈一個姓布〉相比較，兩

曲分隔 �0年，同樣是受民歌影響，曲趣卻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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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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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7郭芝苑歌樂的民俗風格

（以上手稿由郭芝苑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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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歌 /車鼓對唱風格的融入

台灣民間歌舞中，男女對唱的例子相當多，像〈土蚯蚓歌〉7、〈草螟仔弄雞公〉，或車

鼓戲中的〈五更鼓〉、〈桃花過渡〉等。車鼓戲過去雖然被指為「有傷風化⋯，原因是該戲

的演唱，都是以男女的私情為題材，而且歌詞淫亂，表演穢褻。」但是，車鼓戲卻流行在

都市、鄉下，不僅低階層的工人農民，連大戶人家的年輕人也喜愛，偷偷瞞著長輩去湊熱

鬧。�客家山歌中，亦普遍存在男女對唱的方式，情歌居多，其他類型歌詞多見。9 

郭芝苑的歌曲，例如〈花開情也開〉（�99�）、〈豬槽駛過溪〉（�97�）明顯的受到對唱

風格的影響。〈花開情也開〉（【譜例 �】）是詹益川的詞，屬情歌性質。一開頭就是山歌的

呼喚唱法（�-�0小節），接下來的「弄撞七撞搶」，則是花鼓弄的氣氛。

男唱：Hei 喔！小妹喂！女唱：兄哥來喔！ Hei—

男女：弄撞七撞搶，更弄撞七撞搶！

（一） 男唱：玫瑰開花人人愛，看妹天生真嬌美，

                妹汝看兄笑微微，神魂乎妹汝迷去。

       男女：弄撞七撞搶，更弄撞七撞搶！

       女唱：金菊開花人人愛，看兄生成真文理，

                兄汝說話如歌詩，恰贏潘安再出世。

第一節分成兩段，女唱的和男唱的其實一模一樣，只是高大三度，從 F大調到 Ab大

調。

這種對唱並不限於愛情歌曲才用到，〈豬槽駛過溪〉�0（【譜例 7】）原來是兒童的唸謠，

也運用了對唱風格，歌詞如下：

挨嘮挨 --- 豬槽駛過溪—咧 ------

溪也深，海也深，海底埼觀音，

觀音城，生狗仔囝，

生幾隻，生三隻！

寄誰人飼，寄阿公飼。

飼若大，米斗大。

賣幾個錢，賣三個錢，糴紅米，搔紅圓。

7 〈土蚯蚓歌〉有聲資料與採譜見簡上仁，《陳冠華的台灣福佬民間音樂》，民族音樂叢書第五輯。文建會，�99�。
� 呂訴上（�9��），頁 ���-���。
9 鄭榮興（�00�），頁 �0。
�0 郭芝苑的解說：古老的唸謠，內容描述古早時孩童的生活情形，古早時的豬槽，是木頭製造的，淘汰之後，常
被小孩拿來當成「船」放入溪水中，帶來不少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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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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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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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一樣以呼喚的手法唱「挨嘮挨 --- 豬槽駛過溪—咧」，但是接下來並非以男女交

互唱法，而是以音樂上的對比，好像兒童面對面答嘴鼓，也運用了雜唸仔的唸唱手法，但

卻是有限度的。像「觀音城」音域較高像唱的，「生狗仔囝」用唸的；「生幾隻」似乎提高

聲音問（唱），「生三隻」則是回答（唸）；就這樣唱唱唸唸「寄誰人飼」唱，「寄阿公飼」

唸；「飼若大」唱，「米斗大」唸；「賣幾個錢」唱，「賣三個錢」唸。最後一句則用唱的結

束。是一首充滿童趣的歌曲。不同於民歌唸唱的，是作曲家運用了高低不同的音域，在

五聲音階的調式裡，從商調式（以 Bb音為商，�-��小節），轉到徵調式（以 Eb為徵音，

��-�7小節），之後在兩調式間游走，最後才轉到宮音（Ab音）結束。全曲和聲以西方的

Ab大調為基礎，並以三部合唱呈現，賦予了這首唸謠新的生命力。

五、戲曲唱腔 /絲竹樂的抒情風格

台灣流傳的民間音樂、戲曲音樂，郭芝苑都非常熟悉和喜愛，尤其是〈百家春〉這首

優雅流暢的北管細曲。最初，是將其曲調改編為獨唱曲，並配上鋼琴伴奏（�9��年 7月），

後來再編寫成混聲四部合唱曲。他曾經表示：「這首曲子十分完美地表達了台灣本土情感與

音樂性，可視為台灣歌曲作品中的經典之作。」〈百家春〉亦在南管人中流傳，郭芝苑在他

的手稿上，寫的是「南管調」而不是北管細曲，也許是因 �0、�0年代，台灣民間音樂的研

究猶在探索，大家並不去追究這些優美的民間曲調屬於何種系統的音樂。郭芝苑的父親曾

擁有一把小提琴，自己摸索拉奏出喜愛的旋律��，郭芝苑常聽他拉奏「百家春」。

另外，他也創作了一首曲風類似的〈八月十五夜〉（�9�9），這是他當年受電影公司委

託，為台語電影「煙嘆花」所寫的主題曲之一（另一首主題曲則稱「煙嘆花」），由賴耀培

寫詞。郭芝苑寫的解說中提到，電影的內容是描寫藝妓悲哀的故事，內容及曲風和「百家

春」相似：        

〈八月十五夜〉賴耀培詞

八月十五夜，月呀月娘圓，家家戶戶賞月來團圓。

郎君一去無回來，鴛鴦分東西。

手提月餅，心啊心頭痛！啊！孤單命！

手提月餅，心啊心頭痛！ 

事實上，北管曲中，亦有一首〈八月十五〉【譜例 �】，郭芝苑的〈八月十五夜〉【譜例

9】引用了其中旋律片段，對照前奏 �小節的旋律，除了拍子改為 �/�拍外，兩者幾乎是一

�� 郭芝苑回憶：我剛入公學校時，我爸爸買了一支小提琴，彼時無小提琴老師，也無樂譜，我爸爸靠他的音樂素
養自己拉，他拉「百家春」，是南管名曲⋯⋯。（林欣誼，�0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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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一樣，後半段則又出現在 ��-��小節「賞月來團圓」處；��-�7小節「郎君一去無回來」

旋律源自北管第四行的「手拿著金磚淚⋯」。北管曲除了前奏有半音外，歌唱部分並無半音

進行，而郭芝苑的〈八月十五夜〉在 ��小節出現 d’’-c’’-b’-a’以及 ��、�9小節出現 e’

-f’-e’-d’音型。整體而言，這首〈八月十五夜〉承襲了北管小曲委婉柔美的曲風，而重新

創作出新的風貌。�00�年由阮文池指揮數個合唱團演出，郭芝苑親自指導，在實際演出中，

除了鋼琴伴奏，尚加進了胡琴和喀仔板，明顯增添了傳統戲曲的曲風。��

郭芝苑對傳統戲曲的看法，認為交加戲（高甲戲）的曲調最富抒情性，〈天送貴子趕路

上京〉是他將兩首傳統曲調重新配曲而成，「趕路上京」早被歌仔戲吸收，俗稱「緊疊仔」，

作為趕路、追趕、逃命所用。郭芝苑的藝術歌曲創作中，像早期的〈涼州詞〉、〈紅薔薇〉

等，在旋律或伴奏上，都可看出戲曲音樂的痕跡。

和傳統戲曲相對的，是流行歌曲，台語流行歌興起於 �0年代，�0年代也曾有過ㄧ段

風光時期。郭芝苑都親臨其盛況，也喜愛年輕活潑的曲風，當時學院出身的作曲者，並不

排斥創作流行歌，像張福興、鄧雨賢等人，郭芝苑也寫了不少歌，當時多半只寫旋律。到

了晚年，還重拾這些歌曲，為其配上較藝術性的伴奏。這雖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卻顯示

出，郭芝苑並不是食古不化的保守者，他基本上並不排斥社會大眾迎合時代的流行，目的

在於儘量提升大家的音樂品味。

�� 參考「郭芝苑台語歌曲演唱會」錄音，�00�年 7月 ��日晚上 7.�0於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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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

（以上北管小曲「八月十五」譜例由周以謙先生提供）



�7郭芝苑歌樂的民俗風格

【譜例 9】



�� 關渡音樂學刊第八期 2008年6月



�9郭芝苑歌樂的民俗風格

六、結論

郭芝苑在 �97�-�99�年約二十年間，只有屈指可數的歌曲創作，而且幾乎都是受委託

的兒童歌曲或學校合唱曲，例如《春遊澄清湖》（省教育廳，�97�）、《最後的那一天》（徐

志摩詞，文建會委託，�9��）等。�0年代末至 �0年代較有興致創作的台語歌曲，迫於大

環境的關係，早就停頓，只偶而編寫一兩首民歌的鋼琴伴奏罷了。

拜賜台灣的民主化，相隔二十年，郭芝苑已經七十多歲了，才又重新開始，�99�為莊

柏林的詩「寒蟬」譜曲開始，年年佳作不斷。即使 �000年、將近八十歲之後，雖然重聽、

體力精力衰退，卻不減音樂的熱情，他曾表示作曲的目的是要表現「台灣」，「近年來，我

沒有什麼大作，但本人深感歌曲最重要。最大眾的，尤其台語歌曲最弱聲，因此這幾年來

都是譜曲各種台語歌曲及演出。」他重新改寫早期歌曲的配樂、為一些優秀流行歌配上優雅

或活潑的伴奏，提升歌曲的品味。這些曲子，除了少數較新、較現代化的手法，多半呈現

出濃厚的民俗風格。在他整體的作品中，比起歌劇、管絃樂曲等代表作，也許這些歌曲是

小巫見大巫，也不太會引起音樂界的重視，就像西方的許多著名的作曲家，被歌頌的都是

偉大的作品，但是如果深究起來，很多作曲家都非常喜愛民歌，並為其編曲、創作，例如

布拉姆斯（J. Brahms）、馬勒（G.. Mahler）、巴爾扥克（B. Bartók），他們許多小而美的民

歌風作品，在音樂史上都有其重要的意義。

台灣的音樂環境特殊，數十年來的歌曲創作，一方面局限於政治局勢，充斥著反攻大

陸的愛國歌曲，另一方面則是流行音樂界仿日本風的台語歌曲、仿上海風的國語歌曲，或

自生自滅的台語創作歌謠；音樂界，有為學校創作的合唱曲、勵志歌曲，或是為少數音樂

菁英創作的藝術歌曲。最能反映人民情感的民歌早已奄奄一息，新的一代不識祖先文化遺

產，知識份子無歌可唱。郭芝苑能夠針對台灣的音樂環境，為民歌賦予新生命、為民謠曲

詞重編，以及為現代詩創作新曲，其中透露出的訊息，不僅是一位前輩作曲家的才華，更

是一位先知者對故鄉的真情，這數十首雅俗共賞的歌曲，既貼近民眾感情，亦能使知識份

子感受到其中的優美和感動，為台灣現代社會的精神生活注入了傳統音樂的美，也為先人

的音樂遺產造就繼續生息的契機，其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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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芝苑合唱作品選集》，台中市傑人會、苗栗縣郭芝苑音樂協進會，�00�年 �0月 ��日。

（無出版序號）



��郭芝苑歌樂的民俗風格

《勸世歌 �》，�0片 CD，主唱者有呂柳仙、陳青雲、葉秋雲、黃秋田、邱查某等人。台北，

弘揚視聽有限公司，無出版年。

附錄：郭芝苑訪談摘要

�00�.�.��

顏：您的歌曲令人喜愛、感動，越聽越美，您和阮老師指導過的合唱團雖是業餘的，唱得

還真不錯！有關歌樂和民謠或戲曲間的關係，幾件事想請教您：您提到的交加戲，不知您

是小時候有看過，旋律記在腦海？或是有看到記譜？像「上京趕考」曲調是如何得來的？

郭：旋律記在腦海，沒有記譜．“天送貴子趕路上京“一曲分兩部份，皆屬交加調，前段天

送貴子是慢板，布袋戲中曾唱過，比較少聽到．趕路上京是快板，歌仔戲中有採用，較常

聽到．

顏：您說的民謠採詞，也就是失去旋律、歌詞還在的，例如「一個姓布」、「豬槽駛過溪」、

「篩米歌」等，這些詞是如何來的？是您聽熟人唸記下來的，還是從書上找到的？

郭：民謠採詞都是無旋律，我拿來作曲的．

大部份是在書上看到的，日本時代日本人收集了許多台語民謠的詞，也聽過媽媽唸一首 ( 阮

要嫁…不太確定 )．

顏：「花開情也開」好似相褒、山歌的風格，是受到車鼓戲像桃花過渡的影響嗎？ 

郭：「花開情也開」是詹益川作詞，是受車鼓戲，桃花過渡影響的台灣民謠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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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蘭阿美音樂中的

「非平均律化」現象	1	

呂鈺秀
東吳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兼任教授。

翁志文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專任講師。

摘要

�987年，日本音樂學者姬野翠，曾將北里闌 �9��年在台東馬蘭社有關阿美族的錄音

聲響帶回，請當地耆老再次聆聽。而調查結果顯示，馬蘭阿美的發聲法以及節拍形式，因

受流行歌曲影響而與昔日有所差異；旋律法則完全沒有變化，「但是昔日的純正調，現在則

西洋音樂化（也就是平均律化）。」

其實馬蘭阿美音樂中的非西方古典音樂之音高，或可說非五線譜所能正確記載之音高，

今日仍存，姬野翠在日後發表的文章，也承認了傳統的音組織與歌唱形式仍在。但長期以

來，許多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研究與採譜，卻忽視這些音高的存在，而直接將其以西方五線

譜上的音高採記，以至於局外人除非依靠敏銳的聽覺，否則很容易忽略此馬蘭阿美音樂上

之特色。本研究試圖分析七份馬蘭阿美有聲資料，以探究這些「非平均律化」的音高，或

者更確切的說，就是非五線譜內之音高，在馬蘭阿美音樂中的出現情形。

關鍵字：阿美族音樂、馬蘭、游移音

�	 本文乃是從 �007年 ��月 ��日發表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臺灣音樂學論壇」的「馬蘭阿美音樂中的非平均律現
象」一文，參考與會人士之建議，修訂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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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Equal Temperament” Phenomenon in the Music of 
Malan Amis

Lu,	Yuhsiu
Professor	of	Soochow	University.

Wong,	Chiwen
Lecturer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In	�987,	Japanese	scholar	Midori	Himeno	brought	a	copy	of	Kitasato	Wax	Cylinder	(recorded	

in	�9��)	back	to	Taidong	Malan	village	for	the	elder	of	Malan	Amis.	This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even articulation and rhythms are changed between 1920s and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 

music,	melodies	remain.	“But	the	pure	tonality	in	the	old	time	is	now	westernized	(it	means	equal	

temperament).”	

The non-western classical musical ton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non five-line notation tonality 

still	exists.	The	Midori	Himeno’s	paper	published	later	 in	�99�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onsystem	and	singing	style.	However	many	Amis	musical	 transcripts	 ignore	 this	

phenomenon,	but	it	cannot	be	easily	noticed	unless	by	the	well	trained.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seven	sound	documents	of	Malan	Amis	and	to	discuss	the	“non-equal	temperament”	tonality,	or	to	

be precise, the tonality outside of the five-line notation. 

Keywords:	 music	of	Amis	tribe,	Malan,	movable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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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9��年與 �9��年，日本語言學者北里闌，為了尋找日本語的根源，曾應用留聲機，

錄製了一批台灣原住民的聲音。由於北里闌（�870-�9�0）對於日本語起源說，受到日方學

者質疑，其理論並未受到重視，這批臘管也隨著他的過世而塵封。直至 �98�年，日方設法

將此批臘管的聲音還原，才讓這批資料再次引起重視。�

這批 ���支的臘管中，�9支與台灣有關。當公諸於世後，日本昭和音樂大學教授姬

野翠，曾攜帶此批資料，再次回到北里闌錄音現場，將聲音播放給錄音地點的耆老聽，進

行此批資料的研究。姬野翠對於這批 �9�0年代初期，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研究報告，可見

於《環中國海‧日本海諸民族的音聲‧映像資料的再生‧解析》（�988）內文章的探討，以

及《昭和音樂大學研究紀要》第 �0以及第 ��號中的兩篇研究報告。�對於北里闌錄製聲響，

在音樂上的研究總結，姬野翠在 �988年的發表中指出，北里闌調查中的阿美以及卑南歌謠，

現今依舊存在，但有三點，姬野翠認為是這些族群音樂的一些變化，就是受流行歌曲的影

響，這些族群的歌唱發聲法似乎改變了，早期那種跟針一樣細的聲音已經不再；此外，音

樂的拍節與節奏上，也有較早期音樂來得強的重音。最後一點，則提及其旋律並沒有什麼

變化，但當中許多的音調，現今已經「西洋音樂化」了，也就是，姬野翠所用的詞彙為「平

均律化」了。�

雖然日後姬野翠也承認，馬蘭阿美音樂中，與北里闌的錄音相較，其「音組織或獨特

的歌唱方式」�，仍保存於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但此音組織的形式到底為何？此語是否就否

認了其 �988年所提出的「平均律化」問題？姬野翠都未能有更加詳細的闡釋。在此原因下，

引發了本研究對於馬蘭阿美音樂中，特殊音高的探討之動機，也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馬

蘭阿美這類，或可稱為「游移音」的真實音高聲響情況。

二、平均律化？

由於畢達哥拉斯律或是純律，其與十二平均律的差異，最多只在 ��音分（cent）之內

（圖表 �）。平均律的音分計算，一個半音為 �00音分，在此可顯現，此二種律制與平均律

的關係，幾乎都是在 �/�個半音（�0音分）的範圍內。�/�個半音，差異不算大，因此純律

與畢達哥拉斯律這些西方存在並也討論的律制，通常會理所當然的被寫記在五線譜的線與

�	 參見朝倉利光、土田滋（編）（�988）。《環中國海 ˙日本海諸民族的音聲 ˙映像資料的再生 ˙解析》；山本貴子（�00�）。
〈時光膠囊：北里闌臘管的歷史與內涵〉，《�00�國際民族音樂學術論壇：音樂的聲響詮釋與變遷》。�7-7�。

�	 此批資料，感謝薛羅軍教授協助取得。
�	 朝倉利光、土田滋（編）。《環中國海 ˙日本海諸民族的音聲 ˙映像資料的再生 ˙解析》，vii。
�	 姬野翠（�99�）。〈北里臘管レコド中の臺灣原住民關係資料の解析　その �〉《昭和音樂大學研究紀要》�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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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中。此外，許多實際研究也顯示，西方對於音準問題，約有在 �0音分至 ��音分之間

的接受度，也就是此音準相較於平均律音高，差異在 �0至 ��音分左右，均為可以接受（音

準還算準確）之範圍。雖然在很少的情況下，因為個別的差異，較大音分的偏離，也是可

被接受為相同音高的。�

圖表１：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與純律之間音高差異一覽

單位：音分（cent）

大調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十二平均律 0 �00 �00 �00 700 900 ��00 ��00
畢達哥拉斯律 0 �0� �08 �98 70� 90� ���0 ��00
純律 0 �0� �8� �98 70� 88� �088 ��00

參考：繆天瑞（�99��）。《律學》，北京：人民音樂。89。

姬野翠 �988年所提及的「西洋音樂化」或者「平均律化」，應該是針對五線譜的基礎

之上，所使用的表達形式。換言之，姬野翠認為，北里闌時期的馬蘭阿美音樂，有著除了

此三種西方慣用的律制之外，特有且大於 �0音分、以五線譜無法正確表達的音高存在，而

這些音高，現今已不復見。

但據既有資料以及田野調查顯示，	 7此大於 �0音分，可被西方視為不同音高的音，至今

仍存在於馬蘭阿美的歌唱間。本論文試圖以不同歌者不同時間的演唱，證實此音高的存在。

並間接對姬野翠所提出，此種馬蘭阿美所特有的音高，現今受流行歌曲影響已消失一事，

提出反證。

三、既有研究成果

對於馬蘭阿美族的音階型式，學者多認為是以五聲音階 do-re-mi-sol-la為主（黑澤隆朝、

呂炳川、許常惠、吳榮順），	fa與 si或被視為受日本影響（黑澤隆朝）、為臨時音（呂炳川），

或有學者將其視為六聲音階 do-re-mi-fa-sol-la（駱維道）。8而 �00�年孫俊彥的碩士論文〈阿

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中，則論及阿美族音樂中，不但有自然音階（diatonic）音高

存在，尚有所謂的游移音。9孫俊彥認為，游移音主要是因為歌唱的轉折，也就是阿美人所

�	 Burns,	Edward	M.	(�999).	“Intervals,	Scales,	and	Tun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8.
7	 參見孫俊彥（�00�）。〈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呂鈺秀（�00�）。〈民族音樂學研
究概念與採譜方法論──以其於臺灣原住民音樂研究之應用為例〉，《民俗曲藝》���。��0-���；呂鈺秀（�00�）。	
《臺灣音樂史》。臺北：五南。���。

8	 可參見孫俊彥的討論。孫俊彥（�00�）。〈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89-9�。
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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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	’ikung（彎曲）所造成的。此種情形的出現，多為鄰音或經過音。�0

不過，對於游移音部分，孫俊彥提出了三個特殊曲目。本曲則屬於此特殊曲目之一：

〈第三首長歌〉。對於此首 la音略低的情形，孫俊彥認為是因為其中應用到了轉調部分。而

對於這首曲子中的游移音 la，以及此處並不討論的 re音，孫俊彥則認為是由五聲音階音高

之 la音以及 re音變化而來的。

對於孫俊彥的結論，一方面可見，其已經意識到此特殊音高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卻

又將其視為一個變化的形式，因此產生在採譜時對於 la音的記譜方式，或時而加上比 la音

略低之微分音高符號，時而沒有任何符號，以 la音之音高直接呈現，並在不同之處對此同

一首樂曲的採譜，有著不一致的呈現（圖表 �）。

圖表 �：孫俊彥〈第三首長歌〉中，第一句歌詞兩個 la音的音高呈現
頁數	 第一個 la（有 /否略低小箭頭） 第二個	la
9� 有 否

�� 有 否

�� 有 有

��� 否 有

��� 有 否

整理自：孫俊彥（�00�）。〈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

孫俊彥的幾個譜例中，la音的變化狀況都不甚相同。這種情形，呈現了描述性

（descriptive）記譜法的特色，就是這些樂譜均確實的描述了當下音樂聲響的樣貌。但是，

對於馬蘭阿美族人而言，到底這些 la音，是否需要變化？變化是一種常態性質，還是隨機

而為？隨心所欲的程度為何？這些問題，正是本研究所欲追尋的答案。

四、名詞界定

	 姬野翠應用著「平均律化」一詞，表達了馬蘭阿美歌唱音高與五線譜記譜之間的關

係。而本論文標題的「非平均律化」，則欲呈現本研究所將提出的特殊音高，並反對姬野翠

所認為，馬蘭阿美的音高已趨向於西方音樂音高的說法。但在以下的討論，由於此音音高，

在一首樂曲中，有著兩個不同的可能性，	 ��而孫俊彥與呂鈺秀較早期的研究，也都稱此音為

�0	同上註，9�。但據孫俊彥 �007.��.�0表示，從其今日觀點，認為「有些音在特定曲目（如此處舉例的第三首長歌）
或是特定句型中，其實是不斷地刻意被複製著，所以應當視為系統中的一個音，而不單單是	 ikung	造成；當然
也有是	ikung	導致的。」此與其 �00�年的觀點略有不同。

��	 本論文僅探討其第一個可能性。有關其第二個可能性，可參考呂鈺秀（�00�）。〈民族音樂學研究概念與採譜方
法論──以其於臺灣原住民音樂研究之應用為例〉，《民俗曲藝》���。��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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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音」，	��因此以下的討論，仍回歸「游移音」一詞，以承續先前之研究。

五、取樣方法

	 即使孫俊彥 �00�年的論文已提出馬蘭阿美游移音的存在，呂鈺秀 �00�年的研究，

也已提出馬蘭阿美「游移音」與「活音」兩種不同的音高變化情況，但這都是依靠人耳聽

覺，而未能有一種科學的測量尺度與方法，以提出客觀的數據證明。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

科學的測音結果，來證實馬蘭阿美〈第三首長歌〉中，此游移音確實存在。

本研究共收集了七份有聲資料，其中三份為既有之錄音。此三份資料的音樂內容，為

以馬蘭阿美歌唱既有的習性演唱，即開始為一人領唱 mili’eciw，之後則眾人加入。其中第

一份資料由陳文忠演唱，呂鈺秀於 �00�年採錄，有著〈滿載而歸慶功歌──游移音〉的標

題；��第二份是由許常惠於 �98�年所採錄，稱為〈蓋房子開工慶祝歌〉，演唱者標示著郭英

男、郭秀珠、郭秀英、楊登輝、虎家勇，推斷郭英男應是此處領唱部分的歌者；另一份為

呂炳川 �9�7年所採錄，名為〈悲哀之歌〉的音樂，據孫俊彥推斷，應是 kaysa（漢名林玉

成（音））所歌唱。其他四份錄音，則為 �007年 ��月 �8日，針對本論文的需求所做的不

同歌者之錄音。雖然此曲目是馬蘭阿美非常普遍，人人會唱的曲目，但此四份錄音，只有

二位歌者願意以獨唱方式演唱此曲一次，另外二位歌者，則要求有一人跟著唱和，因此郭

光喜（男）與高玉陽（女）的錄音為獨唱，豐福明（男）與楊登山（男）的歌唱均另有一

位女性在領唱結束後，加入歌唱眾唱部分。

雖然領唱在性別上沒有限制，但傳統上，馬蘭阿美多以男性領唱。此外，因為領唱者

唱得好壞，關係到後面眾唱的加入，因此眾人希冀一位節奏穩定，音高確實的領唱者。本

處的七個取音實例，除了呂炳川的錄音，因時間較早，未能有更多訊息證實，則其他幾個

錄音，包括陳文忠、郭英男、以及為本論文所需而特別錄音的豐福明，都是長期為其所屬

團體之領唱者，歌唱技術受到團員的肯定。另外為本論文所歌唱的其他三位歌者，由於與

豐福明同屬一個團體，	 ��因此較少有機會領唱。但當其與其他歌者結合時，或豐福明無法領

唱時，也都曾有領唱經驗。

此外，呂炳川的錄音，比姬野翠的檢驗早了近二十年，在此也許可視為一個馬蘭阿美

��	參見孫俊彥（�00�）。〈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呂鈺秀（�00�）。〈民族音樂學研
究概念與採譜方法論──以其於臺灣原住民音樂研究之應用為例〉，《民俗曲藝》���。��0-���；呂鈺秀（�00�）。	
《臺灣音樂史》。臺北：五南。���。

��	出自高淑娟、呂鈺秀製作（�00�）《馬蘭MAKAVAHAY──來自阿美馬蘭部落的鄉音》（CD）。
��	豐福明所屬團體為「杵音文化藝術團」。根據對於團長高淑娟的訪談，其團員由於經常需出國，或至各處表演，
但並非人人均能前往，或有時會有不同狀況發生，因此每次演出，其所帶領的幾位團員，分老中青不同年齡層，
而同年齡層在腳色上，都盡量可以替換。本論文所錄製的四位歌者，正是此團體至台北參加原民會活動演出時，
在休息空檔所作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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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風格變換前後的一個中間時間；許常惠的錄音，則與姬野翠進行調查的時間差不多；

陳文忠的歌唱錄音則是在許常惠之後十六年，而最後的四個錄音，又是陳文忠樣本之後的

五年。因此這七個例證，對檢驗姬野翠 �988年所提出的觀點，在時間點上，應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與對比性。

由於本研究是對於音高細微差別的分析，一人獨唱在取音技術上，較容易獲取有效數

據，為了讓所有歌者在所需位置上，都能有有效取樣，因此以下有關音高的計算，暫時放

棄領唱之後，第三句開始加入的眾唱中，la音的計算，而以分析前兩句獨唱之處的 la音變

化情形為主。圖表 �正是獨唱處的第一句之旋律，而獨唱的第二句，雖是第一句旋律的反

覆，但在此仍不放棄取樣，以其能有更多樣本檢驗。

對於這七個例子，除了分析圖表 �的 la音與其相鄰音的關係，另外為了證明這個 la音

不是因為歌者的歌唱技術不佳，才造成這樣的音高效果，因此在此，也試圖比較了其他音

程間的關係。��

雖然音高判定，受音強與音色等其他因素所影響，但此七個例子，除了男女音色的差

別，錄音狀態都雷同，因此此處不考慮頻率以外的其他因素。取音上，此處僅選取一個音

的恆常振動部份，而不包括此音的起振與落振部份。如果此音有顫音（vibrato）現象出現，

則取其高低音的平均值。由於人耳的音高感覺在 �00赫茲（Hz）時，需 �0微秒（ms），在

�000赫茲時需 ��微秒，可形成音高之感覺；而 �0-��0微秒則可有確實的音高感覺。��因此

圖表 �除了 re音音高，其他音高都符合此需求。re音由於其短音下滑的關係，比較難找到

符合時值長度的音高測量點，因此本研究不測定 re音音高與其他音高之間的關連性。

由於馬蘭阿美並無絕對音高概念，因此圖表 �與之後的圖表 7所呈現的，是首調而非

固定調紀錄的採譜。

圖表 �：〈第三首長歌〉第一句旋律中，la音與其鄰近音之間的距離之測定編碼
（�-�為第一次歌唱此句時的測定編碼，�-8為第二次歌唱此句時的測定編碼）

��	參見之後的圖表 7-9。
��	 Foedermayr,	Franz	(�989).	Grundlagen der vergleichend-systematischen Musikwissenschaft. Lernbehelf zur Vorlesung 

von F. Foedermayr.	Universitaet	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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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取音分析結果，首先可見於圖表 �。圖表 �的縱座標顯示的是音分（cent），0為 la音

音高，圖表內數列 �到 8，則是圖表 �顯示的八個位置，每個位置有七條不同顏色的縱線，

顯示的是七位歌者演唱此位置時的音程與 la音的差距。如果以平均律的每個半音為 �00音

分計算，則線條顯示的，為歌者所演唱此音高，距離 la音音高有多遠。詳細數據可見圖表

�。

圖表 �：la音與其鄰音在不同位置由不同歌者所演唱的音分差別一覽

圖表 �：la音與其鄰音在不同位置由不同歌者所演唱的音分差別數據
單位：音分（cent）

A陳文忠 B郭英男 C林玉成 D郭光喜 E高玉陽 F豐福明 G楊登山
數列 � -��8 -�7 -��� -�� -77 -�� -��
數列 � -�70 -�0� -��8 -�0� -7� -�� -�8
數列 � -9� -8� -�8 9 -��� -�9 -��
數列 � -�� -�09 -�� -9 -��8 �� -�7
數列 � -�0� -��7 -9� -�0 -�09 -�� -9�
數列 � -��7 -��� -��� -8 -78 -�0 -��0
數列 7 -��� -�� -�� -�� -�� -�� -�0
數列 8 -�8 -�� -�8 �� -�� -� -��

如果以歌者為單位來呈現縱線，則可見圖表 �。圖表 �內 A至 G為七位歌者，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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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陳文忠、B郭英男、C林玉成、D郭光喜、E高玉陽、F豐福明、G楊登山，而每位歌

者均有八條顏色不同的線條，其分別代表圖表 �的八個音程計算位置（數列 �-8）。

圖表 �：la音與其鄰音由不同歌者演唱在不同位置所呈現的音分差別一覽

從圖表 �與圖表 �的線條顯示，可見 la音的偏移，比較不是因為 la音在旋律中某個特

定位置（某個數列）的出現，而比較是因為歌者個人的歌唱習慣。圖表 �可以看出，因著

歌者自身歌唱習慣的差異，而有著偏離 la音較少的 D郭光喜、F豐福明，以及偏離 la音較

多的 A陳文忠、B郭英男、C林玉成、E高玉陽。至於 G楊登山，則可說是以上二種形式

的中間，其偏離雖然明顯，但都較接近 la音音高。

為了證明此偏離是有意所為，而非偶然造成，本研究再次在相同旋律下，選擇其他與

la音無關之音程三處（共五次，見圖表 7）加以計算。圖表 8的縱軸仍然為音分，而 0的

位置，卻是所欲計算之音程，其平均律應有之音分數。例如圖表 7音程 �為完全四度，完

全四度平均律為 �00音分，因此針對圖表 8的第一組，則是七位歌者歌唱此完全四度音程

時，其所呈現與 �00音分之間的差距。圖表 9的五個位置（數列）之音程差距，分別是與

平均律 �00音分的上行完全四度（數列 �與 �）、下行完全四度（數列 �），以及與平均律

900音分的上行大六度（數列 �與 �）所呈現差距之確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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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第三首長歌〉第一句旋律中，la音之外的其他音程之測定編碼
（�-�為第一次歌唱此句時的測定編碼，�-�為第二次歌唱此句時的測定編碼）

圖表 8：非 la音與其鄰音在不同位置由不同歌者所演唱的音分差別一覽	

圖表 9：非 la音與其鄰音在不同位置由不同歌者所演唱的音分差別數據
單位：音分（cent）

A陳文忠 B郭英男 C林玉成 D郭光喜 E高玉陽 F豐福明 G楊登山
數列 � �0 �� -�� -�� �� -� -7
數列 � -�78 �0� ��� -�� -�7 �9� -�9
數列 � �8 -�8 -� -�� 7 9 ��
數列 � �� �� -�� 9 �� 0 -�
數列 � 98 -7 -� �� -�� ��



��馬蘭阿美音樂中的「非平均律化」現象

令人驚異的，除了第二個位置（第一次上行大六度）的音程以外，其他位置的音程距

離，都與 �00音分的完全四度或 900音分的大六度非常接近。而即使是第二個位置，也有

三位歌者的音程差距是在 �0音分之內（圖表 9）。此數據顯示了兩個面向，分別是：阿美

族歌唱旋律中的其他音高，並無要偏離自然音階音高的意圖；另外，歌者的音準掌握能力，

也是非常高精準度的。

結論與展望

以上的研究成果顯示，馬蘭阿美族人在這首人人耳孰能詳的〈第三首長歌〉中，至今

仍保有這個特殊的音高，且為此曲之特色所在，幾乎所有歌者都呈現了這樣的趨勢。因此

可說，馬蘭阿美的歌曲音律中，至少存在著一個不屬於自然音階的音高，歌者在演唱此音

時，均偏離西方音準認為準確的音高範圍。至於此音是要靠近 la音、靠近 sol音，或者靠

近二音之中間值，則視歌者個人習慣而定，與歌曲旋律的位置，沒有明顯的關連性。至於

這樣的音高，應尚存在於馬蘭阿美的其他樂曲。而其出現狀況，則正等待著更多的數據去

驗證它。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馬蘭阿美歌唱中，的確存在著超乎西方古典音樂音高之外的獨特

音高，展現了阿美族對於樂音音高細微變化的要求與品味，以及與其他族群音樂上的差異

性。這樣的音高，雖然沒有如姬野翠所言消失了，但今天，馬蘭阿美的歌聲，能有機會結

合西方古典或流行樂團，中、青一代的音樂教育，又以西方音樂理論為基礎，這些原因，

是否會對此具有馬蘭阿美特色的音高造成影響，則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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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of	Ages】與【萬世磐】
—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

江玉玲

摘要

自 ����年英國宣教師陸續抵臺後，臺灣教會一直沿用 ����年廈門出版的 ��首《養

心神詩》。����年 �月 ��日甘為霖受命協助英國長老會駐臺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4-����）編輯新的教會公用詩歌本。

��00年 ��月正式出版了臺灣第一本教會公用聖詩《聖詩歌》。這本收錄 ���首歌曲的

詩歌本中，有兩首同源的詩歌，一首是第 ��首名為【萬世磐】（Bān-Sè-Poân）的英國聖詩

譯作，另一首是甘為霖依據英詩原作，重新填寫的臺語新詞，放在第 4�首，曲名也稱【萬

世磐】。

���� 年宣教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4�-����）在他出版的 Sketches from 

Formosa中，記載了他創作詩歌【萬世磐】的來龍去脈。這首詩歌的淵源可以溯自 ���4

年在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臺南府城教會報）中的相關報導，報導中提及的詩歌

【Rock of Ages】，正是甘氏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

本文將藉由史料的解讀與比對，詳細探討傳教士轉譯西文歌詞，及重新創作新詞間的

關聯；並深入了解原作與新作，在臺語聖詩的流傳、歌詞間的譯詞現象，以及詞曲自由互

換的使用情形。

關鍵字：甘為霖（1841-1921）、巴克禮（1894-1975）、福爾摩莎素描、臺南府城教會

報、萬世磐、托普雷狄（174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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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of Ages vs. Bān-Sè-Poân

Study on Translated and Created Texts 

in Hymns of William Campbell

Dr. CHIANG Yu-Ring
Associate Professor

Music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Ióng-sim-sîn-si with fifty-nine pieces, published in Amoy (1871), has been used by the church 

in Taiwan since the continuous arrivals of English missionaries from 1865.  On 15 March 1897,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was assigned to assist Thomas Barclay (1894-1975), the Reverend 

of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resided in Taiwan, to edit a new public hymnbook for the church.

In December 1900, the first official public hymnbook Sèng Si Koa was presented in Taiwan. 

Two hymns with the same source are found among the collected hundred twenty-two pieces of 

the above hymnbook. One is the 68th hymn titled Bān-Sè-Poâ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hymn, the 

other is the 4�nd with the same title, set in new Taiwanese text rewritten by William Campbell from 

English original poem.

Details for created hymn Bān-Sè-Poân were clearly recorded in Sketches from Formosa, 

published by Reverend Campbell in 1915.  Beginning of this hym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lated news in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 1894. The referred hymn Rock of Ages, written by 

poet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1740-1778) in 1775, was exact the inspired source for Reverend 

Campbell’s hymn creation.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of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is 

aiming at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ed text by missiona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written and created hymns; moreover, further study is carried out on the comprehension for the 

original and new works,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ed and created hymns, as well as the us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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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odies for freely exchanged texts.

translated by Suying CHEN

Keywords: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Thomas Barclay (1894-1975), Bān-Sè-Poân , 

Sketches from Formosa,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 Rock of Ages,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1740-1778)



4 關渡音樂學刊第八期 2008年6月

前言1

蘇格蘭宣教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4�-����）於 ����年 ��月受英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差派，抵臺宣教 4�年，����年 �月退休返英。他出版的

著作（圖 �），對臺灣史研究影響深遠，光是語文方面，就涵蓋了十七世紀的新港語、虎尾

語（Favorlang），十九世紀的廈門話及臺南腔，並於 ����年出版了一系列盲人點字書 �。

圖 �：甘為霖著作中的書籍簡表（*為漢譯版標題）

自 ����年英國宣教師陸續抵臺後，臺灣教會一直沿用 ����年廈門出版的 ��首《養心

神詩》。����年 �月 ��日甘為霖受命協助英國長老會駐臺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4-����）編輯新的教會公用詩歌本 �。��00年 ��月正式出版了臺灣第一本教會公用聖詩

� 本文擴充自 �00�年 �月 �4日「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所宣讀之未出版稿。
� ����年甘為霖在《臺灣佈教之成功》說明如下（以下原文中，甘為霖將羅馬拼音字的音標全部省略）：“The 

books which have been prepared include (�) a Primer; (�) a Reading Book; (�)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two 
volumes-printed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and (4) an edition of the Biau-chiok Bun-tap, 
or, Conversations between Evangelist and a Chinese Temple-keeper, in which Christian life is compared with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 heathen.”（William Campbell (����),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I, p.��0）其中的 ����年 Primer（入門書）第三版封面書名：A Primer for Blind Readers Throughout the 
Creedtures of Chinchew, Changchew and Formosa（潘稀祺 �004，頁 ��附圖）。

� 直到 ��00年 �月，在整個編輯過程中，原本仍以《養心神詩》為名，不過廈門漳泉總會一直延宕無回音，��00
年 �0月 �0日新詩歌本已經編輯就緒，��月出版時，正式定名《聖詩歌》。William Campbell (��00b), “Sèng si 
koa”.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 ���卷（明治 ��年 ��月，即西元 ��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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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歌》。這本收錄 ���首歌曲的詩歌本中，有兩首同源的詩歌，一首是第 ��首名為【萬

世磐】的英國聖詩譯作，另一首是甘為霖依據英詩原作，重新填寫的臺語新詞，放在第 4�

首，曲名也稱【萬世磐】 4。

一、關於詩歌漢譯的文獻記載

臺灣第一份報紙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臺南府城教會報）是 ����年巴克禮牧

師創辦的，初期的執筆者多未署名�。���4年元月出版的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

�0�卷中，報導了一篇題為〈Pó˙ Ióng-sim-sîn-si〉（補養心神詩）的文章（圖 �左欄）。���4

至 ����年間巴克禮致力於羅馬字聖詩的編輯，這篇未署名文章的執筆者，很可能是當時教

會報編輯巴克禮牧師，也可能是甘為霖牧師 �。文中首次記載了【萬世磐】這首詩歌的譯作

與新詞。

文章中提到，���4年當時在教會使用的 ��首《養心神詩》數量太少，且自 ����年後，

已二十年未再添新詩歌，於是翻譯了一首「阮外國人」的詩歌，名為【萬世磐】，另外再加

上一首依照原詩意思重新填詞的本地語詩歌，供會眾參考。這篇報導中談到了以下幾個重

點（圖 �）：

�. 直到 ���4年，臺灣南部教會一直使用《養心神詩》，而且是 ����年的 ��首版。（行 �

及行 �）

�. ����至 ���4年間，陸續收集及登在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Hōe-pò，行 ��）的

新詩只有十多首可用。（行 ��）

�. 未作新詩原因有三：（�）或許（bó tek-khak，行 ��）是不會做；（�）沒打算做；（�）

無法將道理（tō-lí，信息）恰到好處（tú-hó）的作成詩歌。（行 ��-�0）

4. 詩文的韻律結構 �：「攏總有四節，每節六行，每行七字」。（行 ��-��）

�. 「萬世磐」指的是「救主耶穌」之意。（行 �0）

4	 本文以【】表示曲名，英文全部大寫字表示調名（Tunes	Name）。為區別起見，以下本文將以這兩首詩歌的歌
詞首句做為曲名，第 68首英詩譯作稱為【替我打破石磐身】，第 42首新填詞者稱為【萬世磐】。

� 楊士養列出的執筆者多人，但未註明時間。包括：巴克禮、甘為霖、費仁純、宋忠堅、廉德烈、何希仁、梅監霧、
滿雄才、馬大闢等人。不過依照這些人的任期時間判斷，以巴克禮及甘為霖時間最早。（參考：楊士養（����）。
〈南部教會的事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第四章。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頁 ���。
張妙娟（�00�）。《「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頁 ��。）

� 江玉玲（�004），頁 �4�。
� 聖詩中一個重要的特性是，每首詩歌都有它的「律」（meter，美式英語稱 metre）。已有百年歷史的臺灣長老會
臺語《聖詩》中稱為「韻律」，����年由 �個教派於上海聯合出版的《普天頌讚》 則稱為「樂律」。各詩節依其
詩句的音節（syllable）總數，分出各種不同的韻律，再依它的類別分成：規律型—「普通律」（CM，Common 
Meter，�,�,�,�）、「長律」（LM，Long Meter，�,�,�,�）與「短律」（SM，Short Meter，�,�,�,�）；另一種則是不規
律型，即非以上三種音節數者。江玉玲（�00�），同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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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公的路用」：就是教會禮拜儀式時，供會眾唱的聖詩。（行 ��-��）

圖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 �0�卷第 �0頁（���4年 �月 �日—�月 �日）

��00年 ��月號第 ���卷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中，以篇名〈Sèng si koa〉（聖

詩歌），仔細說明《聖詩歌》的編輯過程。文章中明確提到，���4年作了新詞的「現這人」

是甘為霖（圖 �右欄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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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第 ���卷（��00年 ��月）第 ��-�4頁

����年，甘為霖退休返鄉前出版最後一本書 Sketches from Formosa（福爾摩莎素描），

書中以 �0個單元，介紹他這 4�年來，在臺佈教的點點滴滴。其中第 4�單元，題為「Church 

Praise in Formosa」（臺灣的會眾詩歌），談到臺灣早期使用 ��首版《養心神詩》，以及 ��00

年首次編輯《聖詩歌》的事。他說，過去也曾記下平埔番與熟番（Pin-po．-hwan and Sek-

hwan）�的旋律。文章最後說明他當時翻譯【替我打破石磐身】這首源於托普雷狄（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40-����）【Rock of Ages】的情形，以及改寫成臺語【萬世磐】並將其

改寫歌詞二度英譯的事。

� 此為甘為霖書中原文，他將羅馬拼音字的音標全部省略。William Campbell (����),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nan, p. 
�4�-�4�。



� 關渡音樂學刊第八期 2008年6月

二、【萬世磐】的英文原詩及其在臺灣長老會的流傳9	

𡛼歌詞

綜合前兩篇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的記載，《聖詩歌》第 4�首【萬世磐】（圖 4）

是甘為霖的新作。而《聖詩歌》第 ��首【替我打破石磐身】（圖 �），即是上述從托普雷狄

翻譯而來的。

圖 4：��00版《聖詩歌》
第 4�首【萬世磐】甘為霖新作

圖 �：��00版《聖詩歌》
第 ��首【替我打破石磐身】譯自托普雷狄

在英語聖詩中，【Rock of Ages】一直如同【Amazing Grace】般，被普遍而廣泛的傳唱。

美國加州、以及傳說中的詩歌起源地英國西南 Somerset的 Burrington峽谷，甚至每年還舉

辦「Rock of Ages Festive」，聚集會眾齊唱此曲。【Rock of Ages】帶給會眾的影響，王神蔭

在《聖詩典攷》中，還將它與英國皇家郵輪鐵達尼號沉船時，全船旅客齊唱的【Nearer my 

God to Thee】相比擬�0。某日，身為助理牧師的托普雷狄為了躲避暴雨，來到一處峽谷峭壁

� 江玉玲曾於（�004）。《聖詩歌》，頁 ��-��及 ���-���略述詞曲由來。本章將詳細補充其細節，並更正部分內容。
�0 王神蔭（����）。《聖詩典攷》。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頁 ���。歌詞參見【救主我愛就祢】（臺語《聖詩》

���4-���）。不過當時所唱旋律，未必是梅森作的旋律 BETHANY，因為 ����年在英國根本不是以美國作曲家
梅森的曲子來唱【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許多英國人主張，事發當時是以 ����年英國作曲家戴克牧師（John 
Bacchus Dykes，����-����） 作 的 HORBURY 來 唱（Norman Cryer/Stainton De B. Taylor/Betty Matthews/John 
Wycliffe-Jones (����), “Titanic”. The Musical Times, Vol. ��4, No. ����. (Mar., ����), pp. ���-��0）。可以做為佐証
的是著名的英國聖詩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從 ����至 ���0各版本也都以 HORBURY來唱的【Nearer my 
God to Thee】。(Maurice Frost (����),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Hymns Ancient & Modern. London: William Clowes & 
Son, p. ���)。同為英美聖詩，英、美還是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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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穴中，突然有感而發，隨手在紙牌上寫了這句詩的開頭「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雖然無從證實的故事起源，未必與事實相符，不過很多基督徒喜

愛這首歌，及隱藏在詩歌後的美麗傳說，是無庸置疑的。托普雷狄擔任助理牧師的時間是

����至 ���4年間，寫下這首詩則在詩歌完整出版前 ��年左右。

����年 �0月托普雷狄在他編輯的 Gospel Magazine（信息雜誌）中��，以筆名Minimus

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生命歷程〉（Life a Journey），首次附上了這首詩的四句詩文。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Foul, I to the fountain fly: 

wash me, Saviour, or I die.

托普雷狄並未交代寫詩時聯想到的是哪一處聖經經文，故許多聖詩版本所擷取的經文

出處各不相同。欽定版英文《聖經》中至少有 ��處提到「Rock」��，其中含「die」之意的

有兩處：

�. 〈詩篇〉��：�：A Psalm of David. Unto thee will I cry, O LORD my rock; be not silent to me: 

lest, if thou be silent to me, I become like them that go down into the pit.（和合本：大衛的

詩。耶和華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緘默！倘若你向我閉口，我就如

將死的人一樣）

�. 〈哈巴谷書〉�：��：Art thou not from everlasting, O LORD my God, mine Holy One? we 

shall not die. O LORD, thou hast ordained them for judgment; and, O mighty God, thou hast 

established them for correction. mighty...: Heb. rock established: Heb. founded（和合本：耶

和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你不是從亙古而有嗎？我們必不致死。耶和華啊，你派

定他為要刑罰人；磐石啊，你設立他為要懲治人）

在看到老教堂墓園遺跡中的十字架時，托普雷狄以第 �段歌詞描述當時的心境：�4

�� Peter Bayliss (����), “Rock of Ages”. The English Message. Vol. V No. 4 Oct.-Dec. �00�. 
  http://www.ensignmessage.com/archives/rockofages.html (Accessed: 4. Feb. �00�)
�� ����-����擔任編輯兩年。John Julian (��0�),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p. ��0.
�� 包括：申 ��：4、��：��、��：��、��：��；撒上 �：�；撒下 ��：�、��：�、��：��、��：4�、��：�、詩 ��：�、

��：��、��：4�、��：�、��：�、��：�、4�：�、��：�、��：�、��：�、��：�、��：��、��：��、��：��、
��：��、�4：��、��：�、�44：�；賽 ��：�0、��：4、�0：��、44：�；哈 �：��。常在聖詩中被選用的經文有兩處：

   �. 〈撒母耳記下〉��：�：The God of my rock; in him will I trust: he is my shield, and the horn of my salvation, my high 
tower, and my refuge, my saviour; thou savest me from violence（和合本：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

   �. 〈詩篇〉��：�：The LORD is my rock, and my fortress, and my deliverer; my God, my strength, in whom I will trust; 
my buckler, and the horn of my salvation, and my high tower（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
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4 Peter Bayliss,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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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in my hand I bring, 

simply to the cross I cling; 

naked, come to thee for dress;

helpless, look to thee for grace; 

foul, I to the fountain fly; 

wash me, Saviour, or I die.

當時的歌詞曾引起早期衛理宗（Methodist）及加爾文教派（Calvinist）教義上的廣泛爭

議��。主張嚴格加爾文主義的托普雷狄認為，人的罪債除了倚靠基督，否則是無法償還的。

在一段答辯之後，他以第 4段歌詞做為爭辯的結語，並在 ����年 �月的同一雜誌中，將全

詩 4段完整出版。

Whilst I draw this fleeting breath- 

When my eye-strings break in death-

When I soar through tracts unknown- 

See Thee on thy Judgement-Throne-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這第 4段詩在稍後的版本做了修改��，第一句改為「While I draw」，第三句改為「When 

I soar to worlds unknown」。同年完整出版於聖詩 Psalms & Hymns（詩篇與聖詩，第 ���首），

標題是「生與死的懇求」（A Prayer, living and dying）。����年托普雷狄因肺結核病逝。��

年歲月中創作了 40多首聖詩��，詩中常呈現他多愁善感的心境��。百年後這首詩經過各種不

同的改編，出版在不同的聖詩中。

����年美國長老會出版聖詩 The Hymnal��。����年秋季號的 The Sunday School Times

�� 早期的衛理宗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0�-����）領導下，受荷蘭亞米紐斯主義（Arminianism）影響，反
對嚴格加爾文主義的「救贖預定論」（在創世前，神已預定人的得救與否，人不能自由決定）。亞米紐斯主義者認為，
人是否得救，除了神的揀選外，還加上人的自由意志決定（人可以拒絕基督的恩典）。托普雷狄在 ��歲就讀都
柏林三一神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初期，曾一度支持亞米紐斯主義。��歲後開始認同加爾文主義，尤其
���0年神學院畢業後，隨母親回倫敦，接觸了多位加爾文教派神學家，如約翰吉爾（John Gill, ����-����）等人。
����托普雷狄擔任助理牧師，���4年受封正式牧師。【Rock of Ages】就是他完成於 ����年的詩作。Friedrich 
Wilhelm Bautz (���0), “Jacobus Arminius”. Biographisch- Bibliographische Kirchenlexikon, Band I, Sp. ���-���; A. B. 
Gregory (��0�). “Toplady, Augustus Montague”.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p. ����-����.

�� 甘為霖 ���4版的「末日神魂離『地面』」，似乎較接近未修改前的「through tracts」。John Julian (��0�),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p. ���, No. 4. Timothy Smith/Raymond Glover (���4), “���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Vol �B, p. ���4-����. 林列（����）。〈���萬古磐石歌〉。《聖詩合參》。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頁 �0�-�0�。

�� The Cyberhymnal,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40-����”. 
  http://www.cyberhymnal.org/htm/r/o/rockages.htm (Accessed �. Feb. �00�).
�� A. B. Gregory (��0�), “Toplady, Augustus Montague”.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p. ����-����.
�� Louis F. Benson (����), The Best Church Hymn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p.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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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時報）中，由 The Hymnal主編班森牧師（Louis F. Benson）對當時各教派英美聖

詩 �0�本的收錄情況做統計，列出一份英語聖詩中的「最佳會眾詩歌」（the best church 

hymns）�0，其中【Rock of Ages】以 �0�票高居榜首，是最常被收錄的詩歌。這樣的聖詩收

錄盛況，也隨著英國傳教士帶來臺灣。

���4年的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中，以「補充」����版 ��首《養心神詩》內

容為題，將【Rock of Ages】翻譯成【萬世磐】及【替我打破石磐身】。而 ����年及 ����

年廈門陸續出版了 �0首版、���首版的新版《養心神詩》，這兩版都未採納 ���4已翻譯的

【萬世磐】及【替我打破石磐身】。��0�年廈門出版的 ��首版《養心神詩》也還沒有收錄

托普雷狄這首歌。也就是說，在臺灣出版《聖詩歌》之前，廈門《養心神詩》直到 ���4年

都未曾收錄過這首歌��。

去年（�00�）彰化余耀文先生提及，他收購了一本日治時期聖詩。今年二月終於南下

看到這本詩歌本，有了新的發現。余先生收藏的聖詩雖已殘破易碎，但仍能提供當時聖詩

編輯群的部分線索。

圖 �a：����版臺語《聖詩》殘破封面 圖 �b：����版臺語《聖詩》版權頁
      

這本 ���首版《聖詩》中，封面標記 ����年（即大正 ��年，圖 �a），封底有版權頁

（圖 �b）。編輯者是「ダンガンマクロード」（da n ga n ma ku ro o do），即 Duncan MacLeod，

是日治時期曾在 ����-����擔任臺南神學校院長的牧師劉忠堅（����-����）。版權頁上的

「發行者」拼字遺失，但仍可拼出「ジヨオジウヰリ■■マ■イ」（ji yo o ji u i ri■■ ma-

■■ -i。灰框表示遺漏的字母，以下同），推測可能是 George Willi■■Ma■■ i。經過推

�0 Louis F. Benson (����), ibid., p. xvi. 班森牧師在這些詩歌中，選出最常用的 ��首，逐一解說。
�� 江玉玲（�004），頁 ���中提及「從廈門聖詩而來」，應是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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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應是遺漏了「エン」（en）及「カ」（ka），如是即可完整拼出「ジヨオジウヰリエンマ

カイ」（ji yo o ji u i ri e n ma ka i），即 George William Mackay，是馬偕長子，曾任聖詩編輯

委員的牧師偕叡廉（����-����）��。

繼《聖詩歌》後，臺灣聖詩再次收錄托普雷狄這首詩歌，目前找到的最早漢字版是

����年這本漢字版《聖詩》，它的第 ��首收錄這首詩歌，目錄頁的曲名，稱為【萬世盤代

我破開】，歌詞內文如圖 �c ��。

圖 �c：合併自 ����版臺語《聖詩》第 ��首，頁 ��-��

�� 劉忠堅（Duncan MacLeod, ����-����），生於蘇格蘭的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0�年抵臺宣教五十年（吳清鎰
（����）。〈劉忠堅博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九十週年簡史》。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是馬偕長子，創辦淡江中學，任聖詩部員，對早期臺語聖詩編輯推廣不遺餘力（楊士養（����）。
〈偕叡廉牧師〉。《臺灣信仰名人略傳》。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 在目錄頁中，曲名標題及歌詞首句的「盤」、「代」異於目前漢譯「磐」、「替」。感謝余耀文先生慨允其收藏提供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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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磐】與【替我打破石磐身】出於同源，但是英譯卻不相同。據 ���4年的 Tâi-

Lâm-Hú-Siân Kàu-Hōe-Pò，【萬世磐】是「依照【替我打破石磐身】」的意思所作的詩」。甘

為霖 ����年 Sketches from Formosa中的英文版翻譯【MYRIAD-AGES-ROCK】（圖 �左欄），

對象是已經熟知【Rock of Ages】的英語讀者，它只是直接與臺語【萬世磐】做意譯，並沒

有可唱性，也不以唱它為訴求。

圖 �d：����版臺語《聖詩》第 ��首

在這份余先生收藏的 ����年版出現前，一直以為 ����年版《聖詩》是繼《聖詩歌》

後的第一版臺灣聖詩。而這份 ����年版第 ��首收錄的歌詞，與 ����年版第 ��首的歌詞

相異（圖 �d）：����年版是 ��00年《聖詩歌》中的第 4�首【萬世磐】（圖 4）的漢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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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甘為霖版【萬世磐】、【替我打破石磐身】及其英詩原文對照表�4

�4 ����年 Psalm and Hymns修訂版。John Julian (��0�),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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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收錄的則是《聖詩歌》中的第 ��首【替我打破石磐身】（圖 �），也是目前 ���4

年版第 ���首仍傳唱的版本。如前述，��00年《聖詩歌》收錄的這兩首詩歌，源自 ���4

年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上的記載。兩版 ���4年寫下的臺語歌詞相比較，有許多用

詞不同之處（圖 �a，粗黑標楷體）。

圖 �a：兩版 ���4年版及 ���4年版歌詞差異對照表

𥕛旋律

甘為霖的【萬世磐】及【替我打破石磐身】都是「攏總有四節，每節六行，每行七

字」的詩，合乎韻律（Metrical）上的「�,�,�,�,�,�」。在《聖詩歌》中並無附譜，至今仍無

法斷言當時甘為霖的【萬世磐】唱的是哪首旋律。惟目前可查到的最早《養心神詩》樂譜

版，是廈門 ���4年版，如果它是 ����年版的再版��，當中沒有收錄【萬世磐】及【替我打

破石磐身】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連 ��0�年版的廈門《養心神詩》都還沒有這兩首歌。����

年出版的《聖詩》是這首歌最早的琴譜版臺灣聖詩，它以旋律 TOPLADY來唱��，後來的

����及 ���4年版《聖詩》繼續沿用。臺南太平境教會司琴林錦生（���4-���0）提到 ��0�

�� 江玉玲（�004），頁 ��-�0。
�� ����年版是由前述 ����年出版的 ���首版聖詩之後，增加 4首改版而來，所以也是在第 ��首。����年版仍無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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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年間，曾在禮拜時使用過兩本英文聖詩 Sacred Songs and Solos及 Church Praise伴

奏��。這兩本英文聖詩中，Sacred Songs and Solos於 ��00年的 ��00首完整版第 ���/�首

（圖 ��），就是 TOPLADY這首旋律��。除 TOPLADY外，����年版《聖詩》又加上一首

名為WELLS的旋律來唱它，這是 ��0�年版 Church Praise第 �4�首的曲子。後來的 ���4

年版《聖詩》把【替我打破石磐身】放在第 ���首，也是用兩首旋律唱它，一是前述的

TOPLADY，另一首是新加入的 REDHEAD PETRA（亦曾收錄在 ��00年版的 Sacred Songs 

and Solos及 ��0�年版的 Church Praise中，圖 �4）。

從 ��世紀詩歌創作以來，英語聖詩中被拿來唱【Rock of Ages】的旋律很多（附錄

�）��，截至 ���4年已有 �4首旋律可唱【Rock of Ages】這首歌。在 ���4年 Tâi-Lâm-Hú-

Siân Kàu-Hōe-Pò出版之前，常用的旋律至少有 �首，而 ���4至 ���4年間又增加 �首盛傳

於世。甘為霖於 ����年來臺時，這首歌在蘇格蘭已盛行多年，到他離開蘇格蘭前，有 �首

【Rock of Ages】的旋律常被使用，分別是 SAINT PETERSBURG (=WELLS)、TOPLADY及

READHEAD。這 �首旋律後來在臺灣的版本都收錄了。

�. TOPLADY

目前已知最早在臺語《聖詩》使用的旋律是 ����年版（圖 �）的 TOPLADY，

����年版（圖 �）、���4年版皆沿用之。

圖 �：����年版《聖詩》第 ��首附譜 圖 �：����年版《聖詩》第 �04A首

�� 林錦生（ca. ����）。《七十年前之回憶—廈門音新字典與我》。[出版地不詳 ]，頁 ��。這兩本聖詩的訊息，參考
江玉玲（�004），頁 ��-�04的相關說明。

�� 江玉玲（�004），頁 ���。
�� D. DeWitt Wasson (����), Hymntune Index and Related Hymn Materials. � Vols. Studies in Liturgical Musicology, No. �. 

Lanham/MA/US: The Sacrecro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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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調 TOPLADY的其他名稱很多，常依照配合的詩歌命名，例如：EVERY 

MORNING MERCIES NEW，以及這裡使用的 ROCK OF AGES等�0。TOPLADY是哈

斯丁（Thomas Hastings，����-����）於 ���0年創作的，首次以 D大調出版於 ����年

哈斯丁跟梅森（Lowell Mason，����-����）合著的 Spiritual Songs for Social Worship

（聚會禮拜聖歌）��，曾被廣泛的應用於美國聖詩中，包括 ��00版的 Sacred Songs and 

Solos以及 ����年美國聖公會的 Hymnal 1982。

�. WELLS（= SAINT PETERSBURG）

WELLS更常被稱為 ST. PETERSBURG。根據瓦森（D. Dewitt Wasson, ����-）出

版的 Hymntune Index統計，它的名稱總計多達 ��個��。這個旋律是 ����年由波特

釀斯基（Dimitrij Stepanowitsch Bortnjanskij，����-����）為一首三聲部的彌撒曲【O 

salutaris hostia】（贖世羔羊曲）而作的��。����年它先後被收錄於伽利茲基（I. H. 

Tscherlitsky，圖 �0）在莫斯科及葛斯納（Johannes Gossner）在德國萊比錫出版的同名

聖詠集 Choralbuch中�4。

圖 �0：波特釀斯基 ����旋律。Zahn II, S. ���, Nr. ���4

����年WELLS首次使用於英國聖詩，收錄在倫敦出版的 Collection of Psalms and 

Hymns（詩篇與聖詩集）中��。這個俄國旋律在英語聖詩的廣傳，應該與 ���4年梅森

的改編有關。梅森是 ��世紀著名的作曲家及音樂教育家，創立了波斯頓音樂院，並

創辦波斯頓音樂協會（Boston Academy of Music）。一生中譜寫了 ����首旋律，其中

�0 D. DeWitt Wasson (����), ibid., Vol. �, p. �40�.
�� Timothy Smith/Raymond Glover, ibid., p. ����.
�� D. DeWitt Wasson (����), ibid., Vol. �, p. ����.
�� Raymond Glover (���4), “��4 Before thy throne, O God, we kneel”. The Hymnal ���� Companion. Vol. �/B, p. 

���-��4.
�4 Johannes Zahn (����-����), Die Melodien der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lieder aus dem Quellen geschöpft und 

mitgeteilt. Gütersloh. Bd. V (����), S. 4��-4��. Nr. ���; Bd. II (���0), S. ���, Nr. ���4.
�� Raymond Glover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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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首是他的創作，4��首是來自其他旋律的改編。許多經他改編的旋律，在英語聖

詩中，都大為流行��。

波特釀斯基是俄國聖彼得堡皇室教堂的總監。他經常嘗試將教會音樂結合帕勒斯

特利納（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4）風格與俄國傳統風格來作曲��，影

響之深，讓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40-����）於 ����年在四個月之

內，為波特釀斯基出版了一套 �0冊完整的教會音樂集。這套教會音樂集對柴科夫斯基

����年的【Nachtvesper】（晚禱禮拜，op.��）以及其他東正教禮儀音樂影響深遠��。根

據 ��04年的一篇報導指出，這個旋律並不在俄國教會儀式中使用��。臺語聖詩唯一使

用過的一次是 ����年版《聖詩》的第 �04B首（圖 ��）。

圖 ��：����年版《聖詩》第 �04B首 圖 ��：���4年版《聖詩》第 ���A首附譜

�� 詳見他的同名孫子（���4年生）為他出版的 Hymn-Tunes of Lowell Mason一書。Henry Lowell Mason (��44), 
Hymn-Tunes of Lowel Mason.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p. vi.

�� Der Musik-Brockhaus (����), “Bortnijanskij”. Frankfurt/M, p. ��.
�� David Lloyd-Jones (����), “Tschaikowsky”. MGG, Bd. ��, Sp. ���; David Brown (���0), “Tschaikowsky”. The New 

Grove. Vol. ��, p. �4�.
�� Robert Guy McCutchan (����), Hymn Tune Names: Their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New York. p. �4�; Francis B. 

Westbrook/James T. Lightwood (����), The Music of the Methodist Hymn-Book. London. New and Revised ����, pp. 
���-���: “This melody is not used in Russian churches, but is played in public on semi-religious occasions, as, for 
instance, at the “ blessing of the waters” [水的祝福，東正教（Orthodox）以此紀念耶穌受洗 ], which takes place at 
St. Petersurg on January 6 [主顯節 ]. It is also played on the bells of the churches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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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acred Songs and Solos（��00-���/�） 圖 �4：Chruch Praise（��0�-�0�/�）

�. REDHEAD PETRA

REDHEAD PETRA是李海德（Richard Redhead，���0-��0�）所作。李海德受到

��世紀歐洲「牛津運動」影響，主張恢復羅馬天主教禮儀，作了很多格雷果聖歌形式

的復古音樂。他的許多詩歌常收錄在英國國教派聖詩中40。����至 ���4年間他先擔任

英國倫敦瑪格利特教堂（Margaret Chapel）的管風琴師後，又擔任了聖瑪莉瑪格達蓮

納教堂（St. Mary Magdalene/ Paddington）的管風琴師達 �0年（���4至 ���4年）之

久。李海德寫了很多旋律，有些古老旋律雖然不是他作的，但也以他的名義出版4�。他

為自己的旋律命名，多以編號來表示。���4年臺語《聖詩》首度使用的 REDHEAD 

PETRA（圖 ��），李海德給的名稱是 REDHEAD NO. ��（又名 PETRA），����年旋律

首次出版於倫敦的 Church Hymn Tune Ancient and Modern（古今教會聖詩曲調）中4�。

這個旋律還有其他的名稱，較常使用的，例如源於《聖經》〈約拿書〉第 �0章第 ��至

�4節的 GETHSEMANE或 AJALON，因為它曾經配上蒙格馬利（James Montgomery，

40 包括 ��4�年的第一本格雷果詩篇集 Laudes Diurnae, ����年的 Ancient Hymn Melodies and Other Church Tunes,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with Ritual Song， 以 及 The Cathedral and Church Choir Book。 參 考 William J. 
Reynolds (1976), Companion to Baptist Hymnal.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p. 40�。

4� James Moffatt/ Millar Patrick (����), Handbook to the Church Hymnary. Revised Edition. With Supplement, ����, ����, 
����. p. 4��.

4� Walter Howard Frere (��0�),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cal Edition. London.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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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寫的聖詩【往客西馬尼歌】（Go to dark Gethsemane）來唱而得名4�。

����年 REDHEAD PETRA配上托普雷狄的詩，收錄於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古今聖詩，第 ��0首）後，這個詞曲組合就在許多英美聖詩中被引用，例如前述的

��00年版的 Sacred Songs and Solos（圖 ��）、��0�版英國長老會聖詩 Church Praise（第

�0�/�首，圖 �4）、蘇格蘭 ����年版的 Church Hymnary（第 4��首），及 ����年版的

美國浸信會聖詩 Baptist Hymnal（第 ���首）等。

三、長老會聖詩以外的臺灣其他聖詩流傳

長老會《聖詩》各版中，���4年甘為霖的英詩漢譯【萬世磐】，在 ����年漢字版出版

後就失傳了。����年版開始，以【替我打破石磐身】繼續傳唱至今。信義會的《頌主聖

詩》、浸信會的《頌主新歌》，以及超教派的《普天頌讚》，都收錄了【替我打破石磐身】，

並皆以「萬古磐石為我開」做為第一段首句（附錄 �）。

𡛼歌詞方面

����年托普雷狄的修改中，將歌詞第四段第三句從「soar through tracts」改為「soar to 

worlds unknown」。在諸多漢文譯本中，從「升到極遠」、「離地面」、「上升新世界」，乃至於

「上昇到天堂」都有。【Rock of Ages】的臺語版，除了甘為霖的兩版外，����年中華福音道

路德會出版的《路德宗聖詩》（����-0��，圖 ��），亦收錄臺語的羅馬拼音字版前三段歌詞。

這是該會創設十週年時，參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當時編輯中 ���4年版臺語聖詩的草稿所編

寫的44。這些版本的部份讀音也見證了數十年臺語聖詩讀音的變遷（例如「污穢」����年

仍讀「Lâ-Sâm」，����年起已改讀「Ū-òe」）。

4� H. L. Williams/H. D. McKkellar (���4), “Go to dark Gethsemane”. The Hymnal 1982 Companion. vol. �/A, p. �4�; 
Robert Guy McCutchan (����), Hymn Tune Names: Their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New York. p. ��。此外大多與其配
合吟唱的歌詞首句相關，如：BY THY BIRTH AND BY THY TEARS; GOD, BE MERCIFUL TO ME; GRACIOUS 
SPIRIT, DWELL WITH ME; MISTFUL ARE OUR WAITING EYES; SAVIOR, PRINCE OF ISRAEL’S RACE; 
RESTING FROM HIS WORK TODAY（The Cyberhymnal: http://www.cyberhymnal.org/tun/tun.htm, Accessed: �4. 
Feb. �00�）。

44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路德宗聖詩》。臺北。頁 �。



��【Rock of Ages】與【萬世磐】—甘為霖譯詞與詩歌創作探討

圖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年出版的《路德宗聖詩》第 ��首

𥕛旋律使用方面

信義會 ���4年、���4年版《頌主聖詩》及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年版《路德宗

聖詩》，都以哈斯丁的 TOPLADY來唱。浸信會 ����年版、����年版《頌主新歌》都

選用 TOPLADY及 REDHEAD NO. ��兩旋律來唱，�00�年新版的《世紀頌讚》只保留

TOPLADY。超教派的《普天頌讚》在 ���4年版列出 REDHEAD NO. ��及 TOPLADY兩

曲，����年版只印 TOPLADY的譜，但是建議「通用調 �4�（Gethsemane）」，也就是可

以用第 �4�首前述【往客西馬尼歌】的旋律 GETHSEMANE來唱，它就是 REDHEAD 

NO. ��。綜合來說，除了信義會跟路德會只唱 TOPLADY外，本文收集的其餘版本都以

REDHEAD NO. ��做為另一吟唱的選擇。

𥐥詞曲互換特性與其他版本

一百多年前聖詩傳到臺灣時，「旋律」以當時的語言—臺語來說，就稱為「調」（Tiā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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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tune），因此現今臺語《聖詩》後的索引就有一項「調名索引」。英美聖詩傳統中，將

每一首聖詩的旋律，都取了個「調名」（Tunes Name）。基督教聖詩由於它的韻文特性，詞

曲在相同結構下可以互換，因此旋律都各有其調名，增加了互換時使用的便利。德國聖詩

沒有這個習慣，而將之順用「聖詩旋律」（Melodien der Kirchenlieder）來稱呼4�。����年國

際聖詩學會議在英國 York舉行時，�月 ��日來自澳洲的教授 Laurence Bartlett（����-�00�）

在論文發表的開場白上，走到鋼琴前坐下，順手彈了 TOPLADY，要聽眾以【Rock of 

Ages】齊聲同唱。大會是英、德雙語同步進行（同步翻譯），但是這首英語聖詩，只有英語

聽眾能大聲開口背誦，德語聽眾愣在一旁。接下來，他要大家以同樣歌詞，用 REDHEAD 

NO. ��來唱，這次德語聽眾更是瞪大了眼睛，非常驚訝！會議後一位來自德國 Karlsruhe的

老牧師說，他在德國音樂事奉了一輩子，從來沒聽過聖詩有「調名」，更不知道詞曲可以這

樣換著唱！這是德語聖詩裡並不通行的唱法。

圖 ��：����年版蘇格蘭分截聖詩

4� 江玉玲（�00�）。《臺語聖詩與韻文詩篇》。同上，頁 �4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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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年蘇格蘭分截聖詩 Tonic sol-fa版4�

英美聖詩中，相同韻律可以詞曲互換的吟唱原理，無論詞或曲，仔細追溯都可以形

成有趣的循環。TOPLADY可用來唱【萬世磐】，也可用來唱【替我打破石磐身】；而【替

我打破石磐身】可用 TOPLADY唱，也可用 REDHEAD NO. ��或 WELLS來唱。當然

REDHEAD NO. ��或WELLS也可以拿來唱【萬世磐】。林錦生在《七十年前之回憶》中

提到，��0�年左右，當他在太平境教會司琴時，曾「自編詞譜合璧聖詩」4�。當時在臺出版

的聖詩，並無琴譜版，聖詩版本都只有歌詞（不是教會羅馬字就是漢字）。對司琴而言，找

譜伴奏，實在不容易。不過約同一時期，����年在蘇格蘭聖詩中，有更加方便的兩截式

「詞譜合璧」版（圖 ��），只要韻律相通，整本聖詩上的詞跟曲，任由選擇，當場可以互換，

非常方便。這種版本至今仍在蘇格蘭教會通行（圖 ��）。

在甘為霖漢譯及創新詞的同時，英美聖詩收錄【替我打破石磐身】時，大多同時提供

兩首旋律，供會眾唱詩時的選擇。上述提及 ��00年版 Sacred Songs and Solos的譜例（圖

4� 目前臺灣通用的數字簡譜，是 ��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約 ��4�年左右發
明的（Johannes Wolf (����), Handbuch der Notationskunde. II Teil: Tonschriften der Neuzeit Tabulaturen, Partitur, 
Generbalbass und Refromversuche. Wiesbaden: Breitkopf & Haertel, S. ���-40�）。��世紀末英國教育體系慣用的，
卻是字母簡譜（Tonic sol-fa）記譜法。影響到後來臺灣 ����及 ����年版臺語《聖詩》的編輯（比較本文圖 �
及圖 �五線譜上方的記載）。

4� 林錦生，同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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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列出 REDHEAD NO. ��（��00-���/�）及 TOPLADY（��00-���/�）兩個旋律。

實際上早在 ���0年版的 Sacred Songs and Solos中，兩首【Rock of Ages】雖然沒有編排一

起，卻已經有兩首曲調提供選擇：���0年版第 ��首唱的是 TOPLADY，第 ���首給的旋

律是 REDHEAD No.��。特別的是這本 ���0年版（第 4��首）還提供一首由布立斯牧師娘

（Mrs. Philip P. Bliss）另外編寫的四聲部合唱譜，而 ��00年版（第 ����首，圖 ��）也附上

一首由美國聖詩作曲家伊克塞爾（Edwin Othello Excell, ����-����）4�編寫的女高音獨唱譜

（圖 ��）。

圖 ��：���0年版 Sacred Songs and Solos第 4��首所附四聲部合唱譜

4� 芝加哥聖詩作曲家，著名的合唱曲【Joy to the World】（普世歡騰）及【O Come Let Us Sing】（咱就來吟詩）即
出自他的編曲。Donald Paul Hustad, Dictionary-Handbook to Hymns for the Living Church. Carol Stream, Illinois: 
Hope Publishing Company,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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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年版 Sacred Songs and Solos的 Tonic sol-fa版，第 ����首所附的女高音獨唱譜
（左上角標示「N. H. ��0」表示：從 ���0年版的 New Hymns and Solos第 ��0首收錄而來）。

四、結語

【Rock of Ages】在臺灣的流傳，從 ���4年 Tâi-Lâm-Hú-Siân Kàu-Hōe-Pò的兩版臺語

羅馬字版開始，歷經《聖詩歌》的兩版羅馬字版、����年的【萬世磐】漢字版，到 ����

年【替我打破石磐身】的 TOPLADY樂譜版。總計在長老會歷年各版聖詩中，【萬世磐】

收錄過兩次（年版 -首碼）：��00-04�、����-0��；【替我打破石磐身】曾收錄過四次：

��00-0��、����-0��、����-�04及 ���4-���。配合詩歌吟唱的旋律，共計三首：TOPLADY

（����-0��、����-�04A、���4-���B）、WELLS（����-�04B），及 REDHEAD 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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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臺灣聖詩從 ����開始，不只長老會《聖詩》，浸信會《頌主新歌》、《世紀頌讚》及超

教派的《普天頌讚》，也都同時以 TOPLADY及 REDHEAD NO. ��兩個旋律，提供會眾唱

詩使用。

���4年甘為霖重新填詞的【萬世磐】與翻譯歌詞的【替我打破石磐身】，堪稱為日治

時期前，臺灣已傳唱的詩歌。【萬世磐】在 ��00的《聖詩歌》被收錄後，仍在 ����版《聖

詩》中傳唱過。而一度認為 ����版《聖詩》只是 ����版外加四首修訂而成4�，現在可能要

重新審視了，它不只外加四首，【萬世磐】歌詞內容也被抽換了。而 ����年甘為霖的英文

再譯，是僅此一次的作品。托普雷狄原詩的漢譯本【替我打破石磐身】已在臺灣傳唱超過

一個世紀，至今仍使用中。不過甘為霖從【Rock of Ages】譯成【萬世磐】，再將【萬世磐】

二度英譯成【MYRIAD-AGES-ROCK】供英國民眾參考的現象，與 ��世紀來臺宣教師尤紐

士（Robert Junius, ��0�-����）將荷文詩歌譯成新港語，再由新港語二度轉譯成荷文給阿姆

斯特丹東印度公司的 ��人董事會看，做法如出一轍�0。這些「二度轉譯」的詩作，都是僅

供參考的詩文，並不適用於吟唱。

甘為霖重新填詞的【萬世磐】消失了 �0年之後，現在倒是可以有復古盛行的機會。茲

以 ����年漢字版歌詞，配上 ����年版 TOPLADY旋律重新製作曲譜，俾便後續研究參考

（圖 �0）。

4� 翁佩貞（�00�）。〈英加長老教會聖詩在臺發展—兼論教會聖詩之本土化〉。《新使者》第 �0�期，頁 4-��。
�0 ����年間尤紐士曾將主禱文、十誡、信經及晚間詩歌數首，譯成新港語教導原住民吟唱，再將其譯回荷文，送
回荷蘭。目前已找到這份荷文譯本，也有新港語主禱文傳世。參考江玉玲（�00�）。〈荷蘭治臺時期吟唱的新港語【主
禱文】—從興瑟論文提及的相關文獻談起〉（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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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萬世磐】TOPLADY版（����年版《聖詩》漢譯歌詞，����年版《聖詩》旋律）
筆者重新建構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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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內模仿—〈音樂與鏡像神經元：從運動到情緒〉導讀

如果要舉出一個當代神經科學的代表性突破，則於 ���0年代發現的鏡像神經元 (mirror 

neuron)應該當之無愧。神經科學家 Ramachandran (�000)曾經大膽預測，鏡像神經元之於

心理學，就好像 DNA之於生物學一樣，提供了一個可以解開許多亙古謎團的架構。Gallese 

(�00�)則強調，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有助於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解釋移情（德文

Einfühlung、英文 empathy，又譯為「同理心」或「神入」）。

自己在作某項動作或觀察另一個體在作類似動作時，鏡像神經元都會活化。最重要的

鏡像神經元系統，係由大腦中位於額葉與頂葉的兩個特定腦區所組成。在大腦的外觀上，

額葉與頂葉之間有個明顯的鴻溝：中央溝 (central sulcus)，位於中央溝之前的額葉主司運動、

計畫、決策等，皆與神經系統所負責的自主行動有關，位於中央溝之後的頂葉可匯整外界

傳入的各種感官訊息，如：觸覺、視覺、聽覺等，進一步處理為高階的訊息。位於額葉與

頂葉的鏡像神經元，在「執行╱觀察」動作時密集對話，讓「運動╱知覺」連為一體，也

消弭了「自我╱他人」的鴻溝。

鏡像神經元的運作原理，簡單說來，就是以自身的內在動作模擬，去揣度他人動作背

後的企圖或情感意涵。審美心理學家 Lipps (��0�)早已指出，移情是對於他人動作的內在

模仿，「當我看著一位表演特技者在走鋼索時，覺得自已就在他體內」。移情或內在模仿等

觀念，可以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重新思考。繼承了過去認知心理學的知識以及概念，

認知神經科學的一個中心議題是：從外界或體內傳來的各種訊息，如何在大腦中形成表徵

(representation)。知覺訊息的神經表徵，通常都位在頂葉、枕葉、顳葉等，例如右側顳葉的

初級聽覺皮質 (primary auditory cortex)對於刺激音的神經表徵，具有隨聲響特徵排列的特

性：高音所活化的腦區較偏外、前側，低音所活化的腦區較偏內、後側。有實驗顯示，這

把「音高之尺」每隔兩釐米即相當兩個八度音程 (Engelien et al., �00�)。然而「額葉—頂葉」

鏡像神經元系統的發現，則帶來一個新的觀點：傳統上被認為主司運動的額葉，也用來表

徵外界的視聽刺激，方法是將產生此一視聽訊息的動作在腦中模擬一遍。

在以下的〈音樂與鏡像神經元：從運動到情緒〉譯文中，作者 Istvan Molnar-Szakacs

與 Katie Overy藉由縝密的文獻分析與推理指出，鏡像神經元能夠解釋音樂對人的深刻影

響。音樂的認知經常跟運動息息相關，聆聽他人演唱或演奏時，鏡像神經元系統讓我們自

然而然產生內在哼唱 (covert humming)與運動想像 (motor imagery)等腦內模仿，並透過腦

島 (insula)等聯繫皮質 (cortex)與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的樞紐，為這些動作染上情緒的

色彩。文中強調了音樂的階層式組織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跟語言、運動類似，而且三

者共享一些神經資源，特別是左側額葉的布羅卡區 (Broca’s area)及其在右腦的對應區域。

從神經解剖學的觀點來看，被某些學者歸類為「情感型鏡像神經元系統」(affective 

mirror neuron system)的腦島前區與前扣帶回 (anterior cingulate)裡面，確實有些較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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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元，伸出了長長的軸突，將前額葉、顳葉、邊緣系統緊密相連，讓它們之間的訊息傳

遞更為快捷、直接，這種神經元稱為 spindle neuron (von Economo neuron)。有趣的是，原

本 spindle neuron只在人類與大型猿類 (皆屬於 hominidae)的腦島前區與前扣帶回中被發現

(Nimchinsky et al., ����)，但最近也在大翅鯨 (humpback whale)的相同腦區中觀察到它的存

在。大翅鯨具有複雜的歌曲文化 (Payne and McVay, ����)、大猩猩與黑猩猩具有打擊樂文化

(Fitch, �00�)，這些動物跟人類一樣，在情感型鏡像神經元系統中都有 spindle neuron作為聯

繫運動、知覺、情感的樞紐，由此似乎可以看出音樂的神經基礎與藝術特質。

音樂與語言的相似性與相異性，在音樂學領域中已有許多討論，然而從生物演化的角

度來看，這兩者都應該被納入更廣泛、更原始的「運動功能」中重新思考。演奏（唱）與

說話作為特別精密而複雜的運動，它們都被文化所塑造，經由人與人的互相模仿而代代相

傳。模仿聲音的能力似乎是人類天生就有的稟賦，這個本能是如此地強烈，以至於在聆聽

音樂時，身體經常會不由自主地跟著運動，視覺刺激則較少能達到這種「誘發模仿」的效

果（臉部表情除外）。由此看來，透過視覺或聽覺來模仿動作，這兩者似乎有著根本的差別。

人類腦中掌管模仿的神經迴路，原本並不是專門為了模仿之用，而是為了動作學習與

動作控制。動物在學習動作時，十分仰賴感覺回饋 (sensory feedback)，尤其是肌肉、肌腱、

關節等在不同狀態時所產生的本體感覺 (proprioception)。此外，舞者在模仿舞姿時還需要

一面大鏡子，以便比較自己與老師的動作。由於在鏡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全身，本體感覺便

有充份的機會跟視覺資訊產生聯繫。動作控制與關聯式學習 (associative learning)，是模仿

的類化理論 (generalist theories of imitation)的兩大支柱 (Brass and Heyes, �00�)。然而，聲波

與光波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透過聽覺來模仿動作（例如：說話、演奏樂器）遠比透過視

覺方便得多，因為我們不需要打磨出「聲音之鏡」擺在身旁，便能毫不費力地聽到自己所

發出的聲音。本體感覺、前庭感覺 (vestibular sense)與聽覺資訊的連結，可能早在我們牙牙

學語、蹣跚學步的時候，即已深印於腦中 (Phillips-Silver and Trainor, �00�)。展望未來，從

鏡像神經元的觀點來解釋音樂認知，可能還需要結合動作科學 (movement science)與有關小

腦的知識，此一理論才能夠趨於完備 (e.g. Manzoni,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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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鏡像神經元：從運動到情緒

原始論文

Molnar-Szakacs, Istvan, and Overy, Katie. “Music and Mirror Neurons: from Motion to ‘E’

mo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00�;�(�):���-���.

摘要

創造與享受音樂的能力是一項普遍的人類特質，對於大部份的文化而言，這項能力在

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音樂具有喚起記憶、激發情感、強化社會經驗的獨特

力量，我們不必接受音樂演奏與欣賞的訓練，便能獲得音樂所帶來的好處。從嬰孩階段開

始，我們便很容易跟音樂緊密相連。近來的神經造影 (neuroimaging)研究，掀起一陣探索

音樂經驗之神經基礎的浪潮，但抽象的音樂聲響型態何以對我們有深刻的意義？這個問題

依然教人費解。本文回顧了最近的神經造影證據，指出音樂跟語言一樣，皆涉及了將具有

階層組織的序列訊息之感知與產生，予以緊密結合，這些訊息的結構可以傳達意義與情感。

我們相信，這些音樂經驗的面向應該是由鏡像神經元系統 (mirror neuron system)所調控。

關鍵字：語言；溝通；階層；Brodmann區44；腦島

Keyword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hierarchy, Brodmann Area ��, 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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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乍聞鍾愛的歌曲響起，便彷彿跌入了時光隧道裡面，回

憶起歷歷往事——與至交好友共度的一個暑假、中學時代的某場舞會、開車穿越鄉野的一

次經驗、年少輕狂的一段迷戀。音樂是人類共有的本性，它提供了心靈溝通的一個獨特模

式、一個能激起各樣情愫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音樂經驗足以凝聚並定義社群、世代、文

化。世上各個角落的人們，皆用歌舞來述說故事、進行儀式、教導小孩有關本族的歷史與

文化，並以歌舞來娛樂、放鬆自己。然而，這類音樂經驗的本質卻極端複雜，處理與表徵

(represent)音樂所涉及的知覺與認知機制，有些至今仍未被釐清。近來有學者指出，音樂作

為一種溝通方式，其特點是聲音形態與聽覺表徵能夠引起多樣的意識體驗 (Bharucha et al., 

�00�)。在本文中，我們將回顧一些最近有關音樂處理之神經基礎的證據，特別是與其他兩

種溝通方式——語言與動作——的關係，此兩者皆被認為由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所支配。

我們推測，貌似抽象的音樂聲響之所以能激起強大的情緒反應，同樣也是鏡像神經元系統

的作用。處理音樂、動作、語言訊息的類似運算，可能都由鏡像神經元系統所掌管。

一般認為，鏡像神經元系統的機制如下：當某一個體接收到外界的溝通訊號之後，藉

由喚起此一訊號在自己腦中的表徵，可以瞭解它的意義與背後的意圖。具有這種「鏡像反

射」性質的神經元已經在獼猴腦中的兩個區域被發現：前運動皮質的 F�區、頂葉的 PF區

(Rizzolatti and Craighero, �00�)，當猴子在作某項動作或觀看另一個體在作類似動作時，這

些「視覺—運動」神經元都會放電 (di Pellegrino et al., ����; Gallese et al., ����; Fogassi et al., 

�00�)。位於頂葉的鏡像神經元具有將許多動作編為完整序列動作的性質，以預測某一複雜

運動所欲達到的目標 (Fogassi et al., �00�)。此外，位於前運動皮質的鏡像神經元之次集合

(subset)，被證實兼具視覺與聽覺的性質，不管是動作是被親自執行、被聽到、被看到，這

些鏡像神經元都能予以表徵 (Kohler et al., �00�)。因此，猴子腦中位於前運動皮質腹側的 F�

區及下頂葉的 PF區，被認為形成了「額葉—頂葉」鏡像神經元系統，在動作的理解與意

圖的歸因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Rizzolatti et al., �00�; Rizzolatti and Craighero, �00�; Fogassi et 

al., �00�)。

在人類的大腦裡面，一個類似的「額葉—頂葉」神經迴路——包括額下回後方區域

(BA ��)與其鄰近的腹側前運動皮質、以及下頂葉 (BA �0)——似乎也調控著有關「鏡像反

射」的功能 (Rizzolatti and Craighero, �00�)。大量的神經造影研究顯示，人類的「額葉—

頂葉」鏡像神經元系統，在觀察動作與模仿動作時皆會活化 (Fadiga et al., ����; Hari et al., 

����; Iacoboni et al., ����; Johnson-Frey et al., �00�; Molnar-Szakacs et al., �00�; Aziz-Zadeh et 

al., �00�; Molnar-Szakacs et al., �00�)。被視為額葉鏡像神經元的區域，也有助於理解他人動

作背後的意圖 (Iacoboni et al., �00�)。此外，近來有些證據顯示，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跟

猴子的一樣，都對於有關動作的聲響特別敏感 (Aziz-Zadeh et al., �00�; Buccino et al.,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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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目前的一些證據皆指出，不管輸入的訊息是視覺的或是聽覺的，人類的「額葉—頂

葉」鏡像神經元系統，都藉由召喚自己的運動系統來表徵他人的動作與意圖。在本文中，

這類「觀察╱執行」的匹配系統，皆統稱為「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

至今，人類與猴子的鏡像神經元系統在大腦造影研究中的類比，主要建立在動作的「觀

察╱執行」範疇。但是最近的研究指出，此一神經系統在人類身上還負責一些高階的認知

功能，例如：同理心 (empathy) (Carr et al., �00�; Gallese, �00�b; Dapretto et al., �00�)、心智

理論 (Theory of Mind) (Williams et al., �00�; Williams et al., �00�)、區分自我與他人 (Uddin et 

al., �00�; Uddin et al., �00�)。此外，語音的唸誦與語音的知覺也可能共享表徵，這個觀念在

「語音知覺的運動理論」中具體成形 (Studdert-Kennedy et al., ���0; Liberman and Mattingly, 

����; Liberman and Whalen, �000)。此一理論主張：雙向的溝通建立於發訊者與收訊者所

共享的表徵，而且這個表徵在溝通時會活化。鏡像神經元可能提供了這個共享表徵的神經

基礎，Liberman猜測，此一表徵在任何溝通中都不可或缺 (Liberman and Mattingly, ����; 

Rizzolatti and Arbib, ����)。這個「知覺—動作」的連結，是由自動而非意識的模擬機制所

支配，人們透過同一個神經系統去表徵與理解他人的動作，就好像是自己在作這個動作一

樣 (Gallese, �00�a)。基本上，這個神經系統讓人可以體驗別人的想法，猶如「穿著別人的

鞋走路」。

這個動作表徵跟音樂經驗可能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撇開最近錄音與合成聲音的快速

進展（相對於人類的演化而言）不談，亙古以來，音樂總是跟運動連繫在一起。不管是打

鼓、歌唱、技巧高超的西塔琴 (sitar)演奏，音樂的產生都少不了協調得宜的動作，以製造

出聲波的物理振動。音樂經驗包含了有目的、有意圖、有組織的運動序列，它們同時產生

了聲音訊息。在人類鏡像神經元系統的模擬機制作用之下，聆聽鼓聲或歌聲時，會牽動到

好像自己真的在打鼓或唱歌的運動迴路——從奏出各個音符的大尺度動作，一直到產生音

色變化的細微動作。發訊者與收訊者所共享且同時激發的神經機制，讓音樂的共表徵 (co-

representation)得以形成。像語言或動作一樣，這個共享的音樂表徵具有擔任人際溝通媒介

的潛力。

音樂與運動功能的緊密連結，在音樂活動的許多面向中皆歷歷可見。我們隨著音樂起

舞，我們驅動身體以演奏樂器，我們運動嘴巴與喉嚨來唱歌。不少神經造影的研究都指出，

特定的音樂經驗或專業訓練會影響「額葉—頂葉」鏡像神經元系統的活化 (Haslinger et al., 

�00�; Bangert et al., �00�)，就跟舞蹈經驗 (Cross et al., �00�)與學習音樂演奏 (Buccino et al., 

�00�; Calvo-Merino et al., �00�)的情形一樣。其它的新研究則著眼於音樂經驗中知覺與動

作的耦合，以此來研究演奏這個複雜行為所涉及的序列動作學習與節奏的產生 (Janata and 

Grafton,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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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為溝通訊號的音樂遵循著許多組合規則 (combination rules)，或者說是一種音

樂文法，不管是在演出時與聆聽時，都依照這樣的型態 (Sloboda, ����)。這種聽覺訊號並

不只是一連串的序列而已，裡面還蘊藏了階層關係。階層式的組織可以整合低階單元以形

成更複雜的高階單元，就音樂而言，這個處理過程涉及了序列性與同時性的元素，例如：

音符、節奏、樂句、和弦、和聲進行、調性等，它們組成了整個音樂的結構 (Lerdahl and 

Jackendoff, ����; Patel, �00�)。人類的語言也是一個具有類似階層組織的溝通訊號，在這個

系統中，音素組成單字、片語、句子，一直到語言的論述層次 (Hockett, ���0)。這個階層

組織的原則也蘊藏在其它的複雜能力中，例如解題 (Newell and Simon, ����)與工具的使用

(Greenfield, ����; Greenfield et al., �000)。

動作及語言文法中的階層式處理，在各種研究中都已經被發現具有行為與神經方面的

相似性，如個體發展研究、心理語言研究、跨物種比較、神經科學研究等 (Greenfield, ����, 

����, �00�)。Grossman(���0)援引失語症 (aphasia)患者的例證，指出布羅卡區 (Broca’s 

area)是處理語言與動作之階層結構的共同神經基礎，他發現布羅卡失語症患者若在文法表

達上缺乏階層組織的能力，則同樣也會在階層樹狀結構 (Greenfield and Schneider, ����)的

重製上有障礙。相反的，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言談具有正常的階層組織（但語意空洞），

也有能力重製階層樹狀結構 (Grossman, ���0)。在音樂領域中，額下回後方的布羅卡區受

損，可以導致失語症與音樂失認症 (amusia)——一種接收與解讀音樂能力的選擇性障礙

(Alajouanine, ����)。最近的證據顯示，失語症患者若具有語言文法理解上的困難，則在音

樂和聲方面也會有類似的文法障礙 (Patel, �00�)。

關於語言功能的神經造影研究以及「感覺—運動」整合的研究發現，處理語言的腦區

與鏡像神經元系統的腦區有所重疊 (Rizzolatti and Arbib, ����; Arbib, �00�)。最近的神經造

影研究也指出，具階層組織的人類行為之知覺與表徵，需要布羅卡區及其在右腦對應區域

的參與 (Koechlin and Jubault, �00�; Molnar-Szakacs et al., �00�)。此外，當涉及語言與動作

的任務被執行時，布羅卡區內平行的功能分離，可能反映出語言及運動控制所用到的類似

計算 (Molnar-Szakacs et al., �00�)。神經造影研究發現，布羅卡區及其在右腦的對應區域支

配了語言 (Dapretto and Bookheimer, ����; Friederici et al., �000a; Friederici et al., �000b)與音

樂 (Patel et al., ����; Maess et al., �00�; Koelsch et al., �00�; Patel, �00�; Tillmann et al., �00�; 

Koelsch and Siebel, �00�)的文法處理，與上述發現相符（參見圖一）。跟個體的動作與語言

發展有關的文獻也指出，嬰兒似乎展現了階層組織原則的內隱知識，例如他們能夠區別不

同的音階、對和諧音程與不和諧音程有著不同程度的喜好 (Trehub, �00�)。

音樂、語言、運動功能具有共同的神經基礎，這個想法獲得了來自語言障礙研究的證

據支持。舉例而言，罹患失讀症 (dyslexia)的小孩，在音樂領域中經常有拍子、節奏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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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 (Overy, �00�; Overy et al., �00�)，也經常有運動控制 (Fawcett and Nicolson, ����; Wolff, 

�00�)及語言方面 (Goswami et al., �00�)的問題，而音樂課程可以改善失讀症患者的語言技

巧 (Overy et al., �00�)。研究者也發現，嚴重的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可以經由旋律性語調

治療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而獲得改善，這種治療注重的是以歌唱為基礎的講話模仿，

已被證實可以改善語言能力，並可觀測到掌管語言的神經系統產生改變 (Belin et al., ����; 

Overy et al., �00�)。

「感覺—運動」之間的訊息轉換是模仿的基礎，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特別是布羅卡

區）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Iacoboni et al., ����; Koski et al., �00�; Heiser et al., �00�; 

Koski et al., �00�; Molnar-Szakacs et al., �00�)。以音樂來輔助語言治療（如：旋律性語調治

療）之所以能夠成功，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將感覺訊息直接轉換為運動計畫的模仿行為，

可以召喚並活化跟音樂、語言之感知與產生有關的腦區。

以上所談到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支持以下的假說：動作、語言、音樂的知覺，同樣都

動用到構成鏡像神經元系統的腦區。以此為基礎，我們認為人類應該可以理解所有的溝通

訊息，無論它是視覺的或聽覺的、語言的或音樂的，方法是藉由解讀產生此一訊息的動作

以及它背後的意圖。人類動作與發聲的表達本質，都是讓發訊者傳達他的意圖與情緒狀態，

甚至光是聽到腳步聲，我們也約略能解讀它所隱含的情緒，如：悲傷、快樂、憤怒、緊張

(de Gelder, �00�)。因此，一句話或一個樂句也能用來表達個體的意圖與情緒狀態，聆聽者

能夠經由還原產生此一訊號的動作，來理解一句話或一段旋律。拜音樂的聲響本質所賜，

它能夠展示出在音高空間 (pitch-space)與時間中進行的「純粹的、非指涉的運動」，並在多

變的階層構造中傳達複雜、細膩的人類情緒。

音樂的一個決定性的特徵，就是它能夠引發聆聽者的情緒反應 (Gabrielsson, �00�)，而

人們之所以喜愛音樂的原因之一，也正是想要在聆聽的當下，體驗或改變自己的情緒狀

態 (Sloboda and O'Neill, �00�)。對音樂的情緒反應從生命的初期即已展現，不管何種文化

皆然 (Balkwill and Thompson, ����)，這個現象似乎暗示：感知音樂情緒的能力是天生的

(Zentner and Kagan, ����; Trevarthen, ����)。許多有關自主神經系統激發 (autonomic arousal)

的測量方式，都被用來研究音樂所引發的情緒反應。膚電阻反應似乎是一個音樂引發情

緒覺醒的良好指標 (VanderArk and Ely, ����, ����)，而由受測者自己所挑選的振奮人心之

音樂，也能激起戰慄 (chill)或雞皮疙瘩等反應 (Panksepp, ����; Gabrielsson, �00�)。有關音

樂引發情緒的神經造影研究透露，旁邊緣系統 (paralimbic system)與新皮質的一些腦區都

參與了此一反應，包括額極 (frontal pole)、眼眶額葉皮質 (orbitofrontal cortex)、旁海馬回

(parahippocampal gyrus)、顳上回與顳上溝 (superior temporal gyrus/sulcus)、扣帶回 (cingulate)、

楔前葉 (percuneus) (Blood et al., ����; Blood and Zatorre, �00�; Koelsch et al., �00�; Men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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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in, �00�; Koelsch et al., �00�)，這些腦區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被證實與情緒處理、報償評

價有關，特別是與社會行為有關的認知 (Adolphs, ����; Adolphs et al., �000; Adolphs, �00�, 

�00�)。

情緒——特別是由臉、肢體、嗓音所傳遞的情緒——是一個動態的運動過程。情緒與

動作在許多層次中交互影響，而這個「運動—情緒」的耦合或許也能提供同理心的神經基

礎 (Carr et al., �00�; Leslie et al., �00�)，特別是當同理心不需要意識界的認知作為媒介，而

是透過在頃刻間對於他人動作的內模仿、不由自主的運動認同 (motor identification) (Lipps, 

��0�; Gallese, �00�a)。變色龍效應 (chameleon effect)也支持這個假說，此效應指的是：深

具同理心的個體，會在潛意識中模仿他人的姿態、舉止、臉部表情 (Chartrand and Bargh, 

����)。最近的神經造影研究透露，腦島前區 (anterior insula)、右側杏仁核 (amygdala)、額

下回後方的鏡像神經元區域，在模仿臉部表情時皆會活化，僅觀看臉部表情時則不太活

化，這再度支持了「運動—情緒」的耦合在理解他人情緒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Carr et al., 

�00�)。針對腦傷病人的研究也指出，杏仁核與感覺運動皮質 (sensorimotor cortex)的損傷，

可導致評斷他人臉部表情情緒的能力產生缺失。以上種種似乎顯示，鏡像神經元系統不僅

參與了人際間的動作表徵，也參與了情緒表徵，並讓我們對於他人的情緒能夠感同身受。

過去曾經有學者提出，音樂情緒的感知可能有部份源自於音樂與身體姿態或手勢的關

係 (Davies, ����; Jackendoff and Lerdahl, �00�)。已有研究顯示，動人的音樂會在聆聽者身上

引起不自覺的臉部表情變化 (Witvliet and Vrana, ����)，而這些表情又會進一步引發主觀的、

生理的情緒表現 (Ekman et al., ����)。身體姿態、手勢、臉部表情既然都是社交溝通的隱性

跡象 (implicit cue)，我們也很容易想像，「音樂姿勢」在情感交流中也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當音樂引起某些情緒狀態時，腦中通常有兩個區域會活化：額下回後區與腦島前區 (Koelsch 

et al., �00�; Menon and Levitin, �00�; Koelsch et al., �00�)。解開「大腦如何使用模擬機制來

表徵音樂所引起的情緒狀態」之謎的鑰匙，或許就藏在這兩個腦區。前面提到過，額下回

後區 (BA ��)是人類「額葉—頂葉」鏡像神經元系統中位於額葉的部份。鏡像神經元系統

以其連結知覺與行為的表徵，在聆聽充滿情感的音樂時，或許能在聽者身上模擬出情緒狀

態 (Gridley and Hoff,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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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可能參與表徵音樂意義與情緒反應的模型。音樂經驗的其中

一個面向，涉及了對於以下兩者的感知：(�)以階層式組織序列形成的有意圖動作、
(�)與該動作同步發生的聲音訊號。音樂訊號的聲響特徵主要在顳上回處理，聲響
特徵整合了與音樂同步發生的運動訊息之後，兩者的結構特徵進一步在額下回後區

(BA ��)及附近的前運動皮質處理。腦島前區將鏡像神經元系統與邊緣系統連繫起
來，讓這些訊息得以透過聆聽者的自主神經系統狀態與心情狀態（其影響了邊緣系

統所調控的複雜情緒反應）被評價。可能存在的回饋機制，或許又會影響音樂訊息

的後續處理，此影響可以是即時的或是長遠的。音樂的發訊者與收訊者所共同召喚

的神經機制，讓共表徵與音樂經驗的分享得以形成。圖中的音樂取自 Billie Holiday
與 Herbie Nichols的 The Lady Sings the Blues。

腦島前區可能負責將一些有關自主神經系統的狀態 (autonomic state)予以表徵，包括疼

痛與饑餓等身體狀態，或是更微妙、幽密的狀態，如：心跳速率、情緒自覺等 (Craig, �00�, 

�00�, �00�; Critchley et al., �00�)。解剖學的資料顯示，腦島跟邊緣系統、頂葉後區、額葉

下區、顳葉上區都有雙向的連結 (Augustine, ����)。腦島前區有許多跟運動相關腦區的連結，

因此被認為是整合以下兩個系統的樞紐：(�)連結「感覺—運動」的鏡像神經元系統、(�)

處理情緒的邊緣系統 (Carr et al., �00�)。就音樂而言，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與邊緣系統可

能透過腦島進行溝通，並自動地將音樂刺激予以表徵（參見圖一）。

總而言之，本文中我們提出了鏡像神經元系統的功能，是將各個模組的資訊予以整合

及表徵，藉以提供一個可處理語言、動作、音樂之組合規則的廣泛神經機制，並能夠與他

人溝通意義與情感。至於「特定面向的語言、動作、音樂處理如何召喚額葉中的鏡像神經

元」這個問題雖然尚待解決，但回顧過去文獻後所浮現的一個印象是：鏡像神經元系統足

可表徵階層結構的無限組合，它的運算是許多一般性認知能力的基礎。另有證據顯示，鏡

像神經元系統或許提供了一個具有預測能力的模型，能夠對於接連發生的事件作序列處

理，而這也是語言、動作、音樂的共通特質 (Molnar-Szakacs et al., �00�; Zatorre and McGill,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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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能力到底在演化上具有什麼好處？這個問題雖然至今仍聚訟紛紜 (Hauser and 

McDermott, �00�)，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音樂在認知發展、情緒調節、社會互動上都扮

演著一定的角色 (Trevarthen, ����)。我們相信，人類的鏡像神經元系統在上述功能中皆不

可或缺，且將音樂知覺、認知、情感三者，以體驗的機制而非再現的機制聯繫起來。透過

腦島——連結邊緣系統與運動系統的樞紐——音樂得以引發情緒的運動表徵，這個想法已

經獲得許多有關音樂情緒的研究支持。動作、語言、音樂似乎共享著一些神經資源，而我

們也相信，主宰這些溝通方法之功能與使用的共有特徵，應該在「額葉—頂葉」鏡像神經

元系統中被表徵。動作、語言、音樂既然都 (�)展現出特定與大致固定的發展歷程 (Trehub, 

�00�; Greenfield, �00�)、(�)在人類社群中被普遍當作溝通工具 (Brown, ����; Fiske, �00�)、

(�)在腦中共享神經資源，因此，這些人類具有的能力可望從演化的觀點被聯繫起來。最後，

當未來的研究得以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假說時，我們或許能對人性中最令人讚嘆的面向：有

創意地表達自我，得到極有價值的洞觀。

當樂聲悠悠不絕，你就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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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句三首
給女中音與鋼琴

潘世姬

摘要

俳句的簡潔令許多人心嚮，作者試圖捕捉如是的空靈、線條拉扯的美感，試圖透果巧

妙的凝止空間設計與佈局展現多線條交感的恬淡與靈動。

原詩出自日本江戶時代俳句詩人松尾芭蕉 (����-����) 的三首俳句，英文譯作出自

Harold G. Henderson的 An Introduction to Ha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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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Haiku 
for Mezzo Soprano and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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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音樂學刊》徵稿辦法

一、緣起

本學報之目的在於促進國內系(所)、院校間跨領域的音樂學術交流，結合音樂學、

音樂理論與演出實務，以公開徵稿及嚴謹審查制度的方式，進而提升音樂研究水準，期許

成為具有公信力的學術性刊物。

二、徵稿內容

以音樂相關領域之學術性論述為主，若有分期登刊之連續性論文(最多二期) ，其各單一

論文內容之論述必須完整終結。徵稿對象包含以下各類:

l.音樂學術論著:即研究論文，具原創性或發展性之研究論文，其有價值或具體貢獻

者。每篇字數以 10000字至20000字為上限，合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20頁為原則。

2. 音樂理論: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上限，合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頁為原則。

3. 表演詮釋: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上限，合圖表、譜例以不超過 15頁為原則。

4. 當代音樂論述: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上限，合園表、譜例以不超過的頁為原則。

5.譯萃與刊登重要譯稿、學術及音樂表演動態或其他資料性研究，每篇字數以 10000字為

上限，合圖表、譜例以不超過的頁為原則。

6. 影音資料、書評、樂評及其他類:每篇字數以 6000字為上限。

三、投稿規定

l.來稿均為未曾公開發表之論述，且內容必須符合格式規定(譯稿除外)，其內容物若涉及

第三者之著作權(如圓、表、樂譜及長引文等) ，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原著

作權人取得授權。

2. 所有投稿論文需經「學報編輯委員會」推薦之各領域專門審查者評審通過，並經編委

會正式決議通過後始得登載。審查基準以(1)原創性(2)前瞻性 (3)發展性 (4)理解性為原

3. 投稿內容不得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宣傳之行為，其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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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附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5. 書評請於文首註明被評介著作之書名、作者(或編譯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期、版次、頁數及定價。

6. 譯稿請附寄原作，並註明原作之名稱、作者及出版時地。

7.稿件需以 A4 尺寸電子檔案交稿 (MS Word7.0以上版本)。注意:圖表照片等影像檔
(包含譜例掃描)的解析度必須達至IJ300dpi 。

8. 來稿請附作者簡歷，內容以最高學歷、重要經歷、現職、研究領域或代表著作等項

目，並以文章敘述的方式書寫，字數在 300字以內。

四、稿件格式:以Chicago Manual of Style 或MLA Manual of
Style style格式為準

(寸文稿一律橫向排列，左右對齊，並註明頁碼。

(斗論文首頁需附中英文題目及中英文作者姓名。有兩個以上作者時，依對論文貢獻程度

順序排列，在姓名後以* ** ***記號區別之。
(三)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正文之前):摘要以中英文撰寫，字數以 300 字以內為原

則。中英文關鍵詞則以五個為限。

個)標題編號:

文章標題層次統一如下
τ主主
宣、

卜)

(1)

@

A.

a.

(五)圓版、插圖及表格:

1.圖表名的位置:圓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

2.圖表寫法:園 1 '圖1-1 ;表1 '表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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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表製作必須清晰，圖表中所有字體以打字體完稿，並附有明顯的編號、標題及出典

說明，否則不予受理。若有圖片請儘量附上高解析之照片、幻燈正片或數位檔案，以

利印刷。

(七)參考文獻以直接相關為限，並需依作者、時間、〈篇名〉、《書名》、版次、頁數、

出版地、出版者等項，依序明確標示。為求文獻統一，所有年份標示以西元為主。

的以下是注釋與書目的基本寫法，因篇幅關係，以下只羅列出兩種格式的單一作者書目

寫法以及期刊寫法的範例，其他多位作者等多種不同情況請自行參閱書籍，也可參閱

音樂學院網站的關渡音樂學刊一欄有詳細說明:

l.~在LA

(1)單一作者書目一依照姓名、時間、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註釋:先名後姓，然後加逗點、標題，已括弧夾住出版資訊，標明頁碼，最後

加句點。例如:

原文:Edward F.Kravitt，The Lied: Mirror of Late Roman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32.

中文:王美珠。音樂-文化-人生。台北市:美樂， 2001 。

@書目:每一項皆以句點結尾:作者姓名(先姓後名，以便按字母排序)、標題

及出版資料。例如:

原文:Kravi代 Edward F.The Lied: Mirror of Late Roman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中文:王美珠。音樂-文化-人生。台北市:美樂， 2001 。

(2)期刊

期刊之著錄格式又分為分卷連續編碼或是分卷分期各別編碼，茲分別介紹

如下。但兩者皆需具備三要項: (作者姓名.“文章標題"出版資訊.J '而出版

資訊在文章標題後登錄期刊名稱(斜體或下面劃線)、卷次、出版年份(加括

弧) ，再置一冒號，加上起迄頁碼及句點。

@連續編碼之期刊文章:各卷連續編碼之期刊只須註明卷數，無須註明期數。例

如:

Kravi哎， Edward F."Tempo as an Expressive Element in the Late Romantic Lied.

Musical Quarterly 59 (Oct ，1973) : 497-518.

@各期單獨編碼之期刊文章:各卷分期單獨編碼之期刊，應註明卷數與期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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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ravitt，Edward F.“tempo as an Expressive Element in the Late Romantic Lied."

Musical Quarterly 59.4(1973) : 497-518.

(3)網頁

引用網站和其他網路資源時，應該包括下列資訊:

.架設網站或張貼網頁之個人或團體(組織)

﹒網站或網頁名稱

-t 罔站之URL

﹒連線日期

例如:Net 吐， Bruno. IIFolk Music. IIEncyclopedia Americana. 2006. Grolier Online.

11 Dec. 2006 <http://ea.gr 叫 ier.com/cgi-bin/article?assetid=O 161030-00>

2. Chicago style

(1)單一作者書目一依照姓名、時間、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注釋

原文:Kravitt ，Edward F.The Lied: Mirror of Late Roman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120.

中文:王美珠。音樂文化人生(台北市:美樂， 2001) ，20

@書目

原文:Krav 肘， Edward F.The Lied: Mirror of Late Roman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中文:王美珠。音樂文化人生。台北市:美樂， 2001 。

(2)期刊

Kravi仗， Edward F.“Tempo as an Expressive Element in the Late Romantic Lied."

Musical Quarterly 紗，no.4(Oct ，1973) :497-518.

(3)網頁資料:

Nettl ，Bruno. IIFoik Music. II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http://ea.grolier.

comlcgi-biniarticle?assetid=OI61030-00 (accessed December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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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稿辦法

卜)於音樂學院網站上的《關渡音樂學刊》一欄下載學刊報名表( http://www.tnua.edu.
tw/~musiccollege/) ，並將報名表、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以及 PDF 檔原稿一併寄到學
刊專用信箱 (guandu-music@tnua.edu.tw) ，如不方便以電子檔傳送則請自備原稿(二

份)、或光碟片寄送至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辦公室「關渡音樂學刊編輯小組」收

(並標明「關渡音樂學干IJJ 論文稿件)。所有稿件一律以電子檔案和文稿一起送審，

以利電腦排版修改。

仁)投稿前請務必自留底稿資料一份，稿件須送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匿名審查，審查結果

分為: r通過」、「部份修改後通過 J (不必再審)、「修改後再審 J (視再審結果

而定)、「不通過」四項，再經本刊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始得刊登。本刊編輯委

員會對稿件有刪改權，如作者不願刪改內容，請事先說明。本刊物採用稿件恕不另支

稿酬，於出版後酌贈當期學報五份、光碟片一份、抽印本二十五份。

(三)受稿及連絡處:

11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l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音樂學報編輯小組」

電話: 866-2-2896-1000 # 3002 傳真:866-2-2893-8856

六、出刊及投稿期限

學報為半年刊，每年 6月與 12月出刊，稿件以隨到隨審為原則。原則上將於收稿後六

週內奉覆審查意見，依評審委員之審查進度為準。

2008年 12月出于IJ: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08年10月31日。(需交題目及 300字中文摘要)

全文與英文摘要則可至 11月15日再交。

2009年6月出刊:報名截止日期為 2009年2月28日。(需交題目及 300字中文摘要) ;全

文與英文摘要則可至 3月31日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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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音樂學刊》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重要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名稱 中文

(中英文) 英文

作 者 中文 英文

地址

通訊方式 電話 E-mail

手機 Fax

內容摘要

文章分類請
口音樂學術論著 口當代音樂論述

在口內打〉
口音樂理論 口譯萃或其他
口表演詮釋 口影音資料、書評、樂評

預計字數請
口6.000 口10，000 口20，000在口內打〉

報名程序:於音樂學院網站上的《關波音樂學千 IJ» 一欄下載學刊報名表( http://www.tnua.
edu.tw/~musiccollege/) ，並將報名表、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以及PDF檔原稿
一併寄到學刊專用信箱，如不方便以電子檔傳送則請自備原稿(二份)、或光碟

片寄送至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辦公室「關渡音樂學刊編輯小組」收
(並標明「關渡音樂學千IJJ 論文稿件)

郵寄地址: 112台北市北投區學圓路 1號;
TEL: (02)28961000#3002 ; FAX: (02)2893-8856

學刊專用信箱:guandu-music@tnua.edu.tw

編輯小組填寫欄(投稿者兔填)

論文編號 受稿日期|

專門評審委員 |推薦評審者



徵稿辦法與投稿規定 217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同意

(請填寫篇名)

為題之著作乙篇投稿於「關渡音樂學干iJ J '本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原創性著作，絕

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本同意書簽署代表人已通

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本人同意本著作於通過審查後刊登於「關渡音樂學刊 J '並無償授權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以期刊、論文集、光碟、數位典藏及上載網路等各種方法、形式，不限地域、時間、次

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重干 IJ 、編輯、出版之權利，且得將本著作建置於網路上，提供讀者、

研究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本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立同意書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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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址:

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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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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