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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客家三大調的美感經驗： 

以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與流行音樂為例 

林子晴 

摘要 

臺灣客家三大調「老山歌」、「山歌仔」及「平板」源於田間勞

動時人與人之間的呼喊。三大調有其特定的曲調旋律架構，允許演唱

者變換虛字聲韻轉折，進而形成源遠流長獨特的歌體。過去在客家採

茶戲及民間人情交往中，山歌曾因其寓意褒貶的俚俗表現手法讓媒體

諷為不雅。自 1962 年始臺灣客家社會陸續成立「客家歌謠研究會」
等改良曲調歌詞外，還在 1964 年後於新竹縣竹東鎮舉辦目前臺灣最
具歷史傳統、規模最大的「客家山歌比賽」。隨後在大眾媒體及山歌

教唱班的推波助瀾下，過去五十年來客家山歌的新創與傳唱儼然已成

為客庄日常經驗，而且流行歌曲的創作也與三大調的韻味緊密結合：

例如老山歌散板的愁苦感嘆、山歌仔穩定的鏗鏘敘事、以及平板委婉

轉折的傳承祖宗言，成為客家山村到都會生活中的共同美感體驗。 

本研究從曲調、聲韻與詞義來爬梳客家山歌美學的生成脈絡。三

大調從模仿語言旋律的吟唱特質出發，在半世紀的地方展演競賽中，

累積豐沛的音樂性，形塑自我詠歎與地方公議，逐步地唱出「情意、

心腸、乃至萬理揚」（老山歌），並搭配固定曲調形式與情感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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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山歌◎緊唱心緊開◎（虛字）」的情緒抒發。以 2014-2015年
間竹東山歌比賽的 117首為例，參賽者在山歌歌詞與三大調之選搭方
式，進一步呈現「開聲愛韻、聲清字明、解憂愁、選將才、保存客家

音」的積極企圖（山歌子）。 

「山歌唔唱唔記得，老路唔行草生塞」（平板）這類例子更彰顯

了客家三大調的美感經驗中介了當代客家地方社會的時空變遷感

受。客家美感核心概念從模仿聲景動情，轉向表現與想像脈絡，架構

出新創歌曲的美學手法，成為近十年來流行客曲中顯著之文化實踐。

山歌藉由聲腔實虛襯托、詞曲整體搭配的講究安排，如斯地映射出美

感生成脈絡的一致性，誠如「流到厓介心肝肚◎」一般，客家三大調

的詞曲一脈綿延著口傳經驗，彌合了時間和空間的變遷，反覆練習了

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人情義理狀態。 

關鍵字： 

客家、三大調、流行歌曲、美感、新創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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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探討音樂美感之相關議題，在西方哲學中屬於美學（aesthetics）
的跨領域研究範疇，常與歷史、政治、藝術、文學等其他知識領域緊

密關連。自從德國哲學家鮑姆加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引用希臘文與「感性」、「感覺」關聯的字“aesthesis”
於 1750 年的著作《美學》（Aesthetica）以來，美學即確立其研究的
學科基礎。1 鮑姆加通以兩個面向為討論的核心：一、美學為「感性
認識」的學問；二、美學所指涉的對象是「感性認識的完善」。前者

啟發研究人類情感的「審美學」；後者說明美學的研究是以理性的態

度來探討審美活動之感性特徵。2  

在客家區域經歷到的「山歌美感經驗」，是臺灣不同客家社群間

的重要參照；而人們如何經由「模仿、表現、想像」展演客家山歌的

美感，則與其特定族群文化的脈絡相關。「唱山歌」中人情濃郁的交

往傳統，形成了客家人「我群」集體社會化的認同經驗。在這個自身

和「他群」不斷觀看山歌的凝視過程裡，「唱山歌」其實就是客家族

群形塑獨特主體歌詞、曲目與唱腔樣貌的公評觀摩場域。 

本研究首先就人情交往的美學角度，探討區域客家美感經驗的

生成脈絡；其次，再以具有 50 幾年歷史的「竹東客家山歌比賽」以
及近十年來金曲獎新創客語流行歌曲為觀察對象，重訪客家三大調

的演唱流變，探討臺灣客家三大調的詞曲結構如何從原來在山野間

演唱的俚俗風貌，建立起新的美感形式。試圖從曲式與歌詞的交叉

分析，釐清歌者如何從非即興、非「隨口唱」的固定主題歌詞中，

選擇特定曲調以表現歌詞的情感，探究客家三大調在當代背後所隱

藏的象徵意涵。 

                                                             
1 陳慧姍，《現代音樂美學新論》（臺北：美樂，2012），頁 2。 
2 王世德主編，《美學辭典》（臺北：木鐸，198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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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對象的分析脈絡：模仿、表現與想像 

近代審視產生美感的對象時，大多依循三種分析取徑：「模仿理

論」（imitation theories）、「表現理論」（expression theories）及
「想像理論」（theories of imagination）探討美感的生成脈絡。3「模

仿」是藝術創作之始最常使用的手法，特別是在視覺藝術作品中，從

兒童畫到 20 世紀抽象畫風產生之前，莫不以模仿真實世界人、事、
物之形象為起點。 

音樂作為一種聲音傳達情感的媒介，雖是藝術中最抽象的形式，

但無論在韋瓦第（Antonia Vivaldi, 1678-1741）四季小提琴協奏或中
國的〈賽馬〉等樂曲中，音樂亦栩栩如生地模仿自然界及動物的聲

響。除了模仿耳朵能聽到的外界聲響外，音樂更重要的是在速度及節

奏上模仿人們內心情感的狀態。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曾於《政治學》卷八，第五章提到「在音樂的節奏與和諧中，我們可

以發現憤怒、仁慈、勇氣、節制以及與這些相反的情感與性情之最真

實的模仿。」4 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所興起的「歌詞描繪法」（word 
painting）即是以音樂來彰顯歌詞所敘述狀態的特殊作曲手法；例如當
歌詞形容「奔跑」時，即以快速音群模擬其急速移動狀態；當歌詞描

述「下山」或「上山」時，則以音階的下行或上行來模擬真實運動的

方向。5 

在西方古典音樂之外，其他民族的音樂也都或多或少以聲音的

高低、快慢、音量、音色等元素來模擬人們共通有的喜、怒、哀、

樂等情感，以歌仔戲的哭調為例，即是以接近人哭泣時的音域、速

度、哽咽聲，來表現歌詞的悲戚之情。由此可見，模擬自然界聲響

與人類的情緒表達方式，並將之轉化為特定的音聲符碼，亦為音樂

                                                             
3 達布尼‧湯森（Dabney Townsend），林逢祺譯，《美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臺北：學富文化，2008），頁 113。 
4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臺北：聯經，2006），頁 193。 

5 羅傑‧卡曼（Roger Kamien），陳美鸞等譯，《音樂––認識與欣賞》（Music: 
An Appreciation）（臺北：麥格羅希爾，2001），頁 128-139。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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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重要源頭。 

除了擬態符碼的建立，藝術的表現力也是藝術作品能感染人心的

重要關鍵。表現主義理論始於 19 世紀美學家斐榮（Eugène Véron, 
1825-1859），隨後在 20世紀末的藝術分析論述中扮演重要角色： 

藝術就是情感的表現，它意味使情感獲得外在解釋，有時藉

具有表現力的線條、形式或顏色的安排，有時藉具有特殊韻

律的姿勢、聲音或語言。……藝術品的價值，不管是什麼，

最後總是能由其表現或解釋情感的力量來衡量。6 

表現理論強調傳達與再現一種情緒，直接展現藝術家的內心主觀

感受，不再只是如模仿理論中對事物外在表象的客觀模仿。由於表現

主義理論著重於原創性和創造力，較忽略創作技巧的門檻，因而在非

學院派的大眾文化及「素樸的」（“primitive”）藝術反而占有重要的
地位。7 然而，過於注重外在形式的模仿技巧，容易流於工匠式的創
作；輕忽可辨識的外在形式則令觀者無法獲得可投射自身感受的具體

對象，亦無從理解創作者心中欲表現的情感。因此，藝術創作者在模

擬「外在形式」及表現「內在感受」須以想像力做為轉換的媒介。 

「想像」之於藝術如同「力」之於物理學理論，是分辨藝術或非

藝術的關鍵成份。8 為了建立可共感並超越表象的模擬形式，藝術家
以想像力來創造假的象徵或隱喻之物。20 世紀哲學家柯林悟（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主張，藝術的表現是藝術家透過特
定媒介（顏色、形體或聲音），以想像力「澄清無名的情感騷動」而

                                                             
6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頁 233-234。原文摘自 Melvin Miller Rader, A 

Modern Book of Esthetics,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p. 
53.  

7  達布尼‧湯森（Dabney Townsend），林逢祺譯，《美學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頁 142-155。 

8  達布尼‧湯森（Dabney Townsend），林逢祺譯，《美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頁 156-15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An%20Introduction%20to%20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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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藝術作品。9 在審美過程中，欣賞者亦藉由藝術作品的表現力，
想像並重建藝術家所欲傳達的情感氛圍。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進一步主張
的脈絡美學（contextualism）認為，審美經驗來自日常生活的經驗；
而經驗是指「動物為了適應生存而與其環境發生互動的結果。」10 杜
威所指的「適應」包含壓抑自己的欲求或積極改造環境的作為；「環

境」包含人生存的自然與文化環境；而「互動」則強調人和自然不斷

互相的影響及改變。因此，人生永遠處於「平衡與和諧不斷失去與重

建的過程」，11 而藝術創作的靈感也是過去經驗被現在的情境所引發
新情感騷動下的創作衝動。 

藝術家將此情感脈絡以模仿、表現及想像三種層次的藝術形式

表現在作品中，創作的同時也完成當下「物我合一」的審美經驗。

若將藝術作品的創作與欣賞視為杜威的「做」與「受」來看，藝術

審美感知能力如同藝術家的創作過程，是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得來，

與欣賞者自身的人生經驗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當欣賞者投入注意

力感受藝術作品時，他即是以自身的心識活動重新選擇與組合視

覺、聽覺及其他感官接觸到的媒材，進而詮釋作品的意涵。換言

之，藝術品（product of art）之所以動人，乃是透過觀賞者的情感脈
絡再生才能成就藝術作品（work of art）。12 

三、客家山歌之美感轉變歷程 

 在集體形塑民歌的過程中，楊民康將中國民歌依其演唱功能、方
式與精緻化程度分為三種「文化演生層次類型」：「原生型層次」、

「次生型層次」及「再生型層次」。「原生型層次」是由個人或小群

                                                             
9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頁 234。 
10 John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Carpricorn Book, 1934), p. 22. 
11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頁 124。 
12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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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現實生活及勞動場域中，為抒發情感而產生與地方方言緊密結合

的自然純樸、即興式演唱，且往往因其俚俗的用語而受正統「禮教」

所排斥。歌曲中的即興因素，使得詞曲都僅有主要骨幹形式，伴隨

相當大的個人變化空間。「次生型層次」的民謠則是在鄉村間由眾

人以口傳的方式加以雕琢，因此較具有普遍性與規範性，演唱的表

現上也較富藝術手法。「再生型層次」歌謠多由城市中的宮廷音樂

家或民間藝人演唱，在原民謠的基礎上吸收外來精緻文化而使得更

具藝術性。13 

臺灣客家地方社會所流傳的山歌音樂藝術，也大致包含這三大層

次。例如客家三大調起源自田野、山林間對於現實及勞動生活的隨意

吟唱與應和，屬於「原生型層次」，其美感源於語言、旋律的緊密結

合與互相模仿，其內容多表現男女愛情、生活經歷，且在日據時期到

1960年代仍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鄉野曲調。經過50多年竹東山歌比
賽及各地山歌班民眾的熱烈參與，帶動客家三大調的大幅改革，並將

音樂與歌詞形式格式化，使之廣泛地流行於鄉間鄰里形成「次生型層

次」的歌謠，展現較精緻細膩的表現手法。最後，臺灣流行音樂中借

用的客家三大調則屬於融入城市搖滾樂風的「再生型層次」。 

美感理論中的「模仿理論」、「表現理論」及「想像理論」大致

上可符應這三個層次：客家三大調的起源形式著重於模仿語言旋律的

美感；竹東山歌比賽中的客家三大調脫離純粹的語言溝通功能後，增

添歌詞特定主題與曲調結構如同「歌詞描繪法」之音樂表現；最後，

流行音樂中的客家三大調成為都市客家人對於客家族群時空及認同上

懷舊、思鄉式的象徵性隱喻，著重於想像力的連結。 

（一）客家三大調：「老山歌」、「山歌仔」及「平板」的起源與

發展 

根據客家音樂演唱及研究學者呂錦明指出，「山歌口傳的方式在

                                                             
13 鄭榮興，《臺灣客家音樂》（臺北：晨星，2004），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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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中傳唱，當時的山歌稱『溜山歌』或『喊山歌』，指山歌是用

『溜』或『喊』出來的，無伴奏樂器。客家採茶戲傳入臺灣後，才有

簡單的胡弦鑼鼓伴奏。」14 同樣是客家音樂演奏及研究者鄭榮興教授
亦認為，客家山歌曲調形式的起源可能是在山林與朋友呼喊、問候或

是對自身的嗟嘆聲，這些鬆散的聲調韻律，後來為了表現人與人之間

呼朋引伴及互相調侃的趣味，而慢慢延伸成完整的旋律段落。15 因此
客家三大調可說是為了適應生活溝通形態的需要，從模擬山林間片段

的語言聲調，發展至具完整七個字一句，四句一段具情感表現力的曲

調。這些曲調廣泛的運用在模擬客家日常生活的三腳採茶戲及人情交

往。 

在豐富的客家山歌曲目裡，以「三大調」（老山歌、山歌仔、

平板）及「小調」的分類方式，首見於客家歌謠的重要推動者賴碧

霞老師。16 隨後在臺灣各地山歌比賽及山歌班風行的年代，漸漸形
成對客家歌謠的普遍說法，甚至取代了原本對山歌「九腔十八調」

的形容。 17 鄭榮興認為客家三大調實際濃縮「山歌腔」與「採茶
腔」，成為方便歌唱展演約定俗成的分類： 

「九腔十八調」原本是針對三腳採茶戲的唱腔而言。……

「腔」即「聲腔」，是指由特定語言所發展出來的歌樂系

統，其發展的目的經常是為了配合戲曲的演出。三腳採茶戲

所使用的「腔」是根據四縣腔的「山歌」發展而來，包括

【老腔山歌】、【上山採茶】、【十二月採茶】、【送金

釵】、【陳仕雲】、【初一朝】等。「調」即「小調」，是

指產生於城市而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歌曲，通常是以官話演

唱，也因為流傳範圍廣，故常用方言演唱。三腳採茶戲所用

                                                             
14 呂錦明，〈臺灣北部的客家音樂〉，《民俗曲藝》120 期（1999.7），頁 178。 
15 鄭榮興，《臺灣客家音樂》，頁 76。 
16 賴碧霞，《臺灣客家民謠薪傳》（臺北：樂韻出版社出版，1993），頁 26。 
17 鄭榮興等，《賴碧霞客家民歌藝術》（臺北：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籌，2010），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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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調多半吸收自外地，與其他族群共用，如【瓜子仁】、

【十二月古人】、【撐渡船】、【撐船歌】、【懷胎歌】、

【五更歌】等等。 18……所以臺灣傳統客家歌樂文化的

「腔」，就是以四縣腔客語為基礎發展而成的……，【老山

歌】是四縣腔真正的傳統山歌，也是基礎唱腔。其他如【山

歌子】、【平板】等都是戲曲唱腔，而非原來的客家民謠。

所謂的【平板】，就是俗稱的「改良調」，這與客家戲被稱

為「改良戲」是有相當關係的。19 

（二）語言與曲調旋律相互模仿為美感核心：早期客家三大調 

1. 語言與音樂旋律的密切搭配性 

客家三大調從早期的人情交往起源中，即具備溝通辨義的實用性

功能，因此，劉新圓指出客家歌詞具有以下三項特質：1.語言的音樂
性：客家山歌歌詞為七字一句，四句一段，是平仄押韻與對仗上較為

寬鬆的七言絕句詩體。為了符合七言四句詩語言聲調上的平仄抑揚頓

挫，曲調演唱時旋律形成相對的高低起伏。2.音樂的語言性：為使歌
詞具有清晰的辨義功能，演唱者會在曲調寬鬆的框架下，配合語言聲

調變化山歌的旋律走向，因此每換一種歌詞，旋律亦需跟著改變。例

如客語四縣腔「唱歌」的語言旋律為去聲到陰平的聲調，實際演唱時

的音樂旋律則為先高、後低、再往上滑；「客家」的語言旋律為陰入

到陰平的聲調，實際演唱時的音樂旋律則為同度音反覆、再往上滑。

學者徐正光亦指出，當不同聲調的字連接成一個句子演唱時，曲調也

會因為前字與最後字音韻影響而改變。20 3.形成配合歌詞句法結構而

                                                             
18 鄭榮興，《臺灣客家音樂》，頁 104。 
19 鄭榮興，《臺灣客家音樂》，頁 107。 
20 謝俊逢，〈從客家傳承音樂看客家人〉，徐正光編，《宗教、語言與音樂—第
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
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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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曲式發展。21 謝俊逢認為客家山歌以詩詞文體所結構的曲式，使
它呈現流行音樂或是藝術歌曲所難以達到的精煉簡潔性。22 

除了詞曲之間的互動變化外，字詞間加入的襯字或虛字亦是詮釋

山歌之美的重要因素。劉新圓在《山歌子的即興》指出，「襯字是從

歌詞句法結構的框架邊緣孳生的產物，虛字則是為了配合曲調結構而

衍生出來的發音。」23 也就是說，襯字在於補充七言詩未能完全說盡
的意思，而虛字則填補字詞間留下的空隙，使曲調流暢婉轉。大部分

的襯字僅是虛化的填補空隙或使句子更接近口語，僅有極少部分會以

填入與原意不同的襯字顛倒句子的意思，因此大多可以忽略，但虛字

則不然。虛字可以解決客語裡大部分的字都不易拖長音演唱，尤其是

以塞音 p、t、k 為尾韻的入聲字，若是拖長音則失去入聲字的語音。
在字詞間的「縫隙」填入虛字外，在結束句的長音更是需要虛字來延

長發音。因此，虛字的產生除了為方便歌唱時詞意的表達，也在樂句

的連貫與段落收束上較襯字佔有更重要的地位。24 

另外，筆者曾請教熟捻客家山歌的演唱者關於加入虛字及襯字的

原因，他表示在早期人與人之間即興「和」歌的情況下，演唱者會藉

由虛字及襯字的拖長旋律以爭取時間想適合的歌詞對入，因此有其實

際操作上的功能，對於熟於山歌對答的演唱者，虛字及襯字亦可微妙

地彰顯詞意及增加音樂的流暢婉轉度，使曲調更具音樂性與趣味性。

因襯字與虛字的使用手法因人而異，且本文主要探討一般人在演唱客

家山歌時，客語與音樂旋律的搭配性，故在此略去不多做討論。 

至於客家山歌的演唱主題到底有幾類？似乎每一位研究者都有不

同的分類法。楊兆禎首先針對山歌的歌詞分為 17 類主題：祭祀、歌
頌自然、家庭、勸善、故事、愛國、勞動、消遣、相處、飲酒、生

                                                             
21 劉新圓，《山歌子的即興》（臺北：文津，2003），頁 11。 
22 謝俊逢，〈從客家傳承音樂看客家人〉，頁 389。 
23 劉新圓，《山歌子的即興》，頁 78。 
24 劉新圓，《山歌子的即興》，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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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相罵、愛情、嗟嘆、盼望、催眠、戲謔及安慰。25 羅烈師針對善
於創作的新竹縣芎林鄉客家人徐木珍先生即興之創作歌詞，將其分為

7 類：月令節氣、勸世醒世、文化傳習、詠物說人、各行各業、民俗
信仰及情愛生活。26 學者鄭瑞貞曾訪問老山歌手對於歌詞分類的看
法，他們認為只要心裡想的無不能入歌，如同一般人說話的內容一

般，是無從分類起的。由此可知，客家山歌與語言在功能上實為密切

相關。 

2. 演唱客家山歌的場域與社會評價 

地理學者邁克‧克雷（Mike Crang）從音樂地理學的角度指出，
特定的音樂可以揭露人們對於地景的印象，因此成為探尋移動人群的

內心聲音與地方風格的研究主題。例如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創作的〈奧勒岡小徑〉（Oregon Trail）等美國公路音樂，
可傳達 1930 年代在種族或是經濟因素下不得不離開家鄉的大量移
民，渴望重新開始而尋找新天地的心情。27 

客家是長期為了求取生存、闢山而居的移民族群，山歌的演唱深

受新舊居地的自然、社會環境影響。謝俊逢認為客家山歌實是以

「音」做為媒介與環境結合，藉由音聲的演唱再將自身的情感投射到

環境中，因此，客家「山歌」實則是以「山」做為空間象徵。他並且

提出客家人對於「山」的觀看態度： 

對於長期做為「山之子民」的客家人來說，它不是很美的或

是很舒適的，因此從來不把「山」當作美的對象，也不用歌

來讚美諸神（世上一般山之子民皆有這種行為）以寄望山神

能給與客家人多一點關愛眷顧，或埋怨祖先所選擇的生活環

境，只是把它所表現的特質，在人的身上找到相對應的情

                                                             
25 楊兆禎，《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的研究》（臺北市：育英，1974），頁 5-8。 
26  羅烈師，《徐木珍隨口來》（臺北：桂冠，2012）。 
27  邁克‧克雷（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2003），頁 118-123。 



林子晴，當代臺灣客家三大調的美感經驗：以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與流行音樂為例

 

 
196 

感，然後以「山」為比喻或象徵，說明人的心理狀態。……

此種美學觀就是從曲折、苦難、摧殘甚至面臨死亡時，所表

現出來的堅韌不拔與巨大的求生意志力。28 

同時，「山」居的生活需具有獨自操持家務、上崗砍柴、向外開

墾拓荒的獨立及冒險性格，同時，也是客家人不分男女均須分擔耕山

耕田的勞動工作環境。常見的山歌歌詞：日頭又烈山又崎，又無酒店

又無墟；又無細茶妹止渴，又無糕餅妹充飢。即可顯現這樣的困苦工

作情境。 

簡美玲教授在北臺灣訪談客庄阿婆及工作者時發現，「唱山歌」

大都發生在有伴的工作場域；其次，「唱山歌」有時候可做為工作與

休閒心境上的轉換媒介 29；同時，苗栗通宵的「看齋乖，看戲歪，看

採茶就嬲乃乃」客家諺語，亦顯示「唱山歌」是比較「喜歡玩」、

「不正經」的社會評價。30 換句話說，「唱山歌」雖在社會的文化評

價上不高，但在面對「山」裡的艱困工作環境裡，「唱山歌」卻有轉

換工作為休閒心境的舒壓功能。 

（三）以表現為美感核心的「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新創的客家三

大調 

早期客家三大調的演唱以「隨口唱」、如說話式的即興「應和」

演唱為主。隨著 60 年代客家山歌愛好者改革山歌負面印象的企圖，
「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規定參賽者須以指定的歌詞或是報名時事先

寫好的歌詞進行演唱，雖然形式上仍是面對人群演唱，但每一位演唱

者唱完一葩即換下一位出場演唱，已非與人群「應和」、對答式的

                                                             
28  謝俊逢，〈從客家傳承音樂看客家人〉，頁 393-395。 
29 簡美玲，〈殖民、山歌與地方社會︰北臺灣客庄阿婆生命史敘事的日常性
（1895-1955）〉，《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冊）（新竹：交通大學，2010），頁
657。 

30 簡美玲，〈殖民、山歌與地方社會︰北臺灣客庄阿婆生命史敘事的日常性
（1895-1955）〉，《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冊）（新竹：交通大學，2010），頁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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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口」唱法；加上演唱的場所為竹東戲曲公園的台子，並非以往的

工作場域，工作與休閒的轉換及人情往來的溝通功能消失，「唱山

歌」成為純粹的休閒，或甚至加上一些競爭的意味，使得客家三大調

的演唱成為全新的樣貌。 

1 .新創傳統（invented tradition）影響下的客家三大調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17-
2012）等多位學者曾經提出「新創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
念，來解釋 1870 至 1914 年歐洲大量新創比賽傳統背後所隱藏的動
機、背景及現實意識。31 根據吳思瑤針對「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的

研究指出，此一個全省性的山歌比賽，在歷經客家族群半世紀的參

與，不論是居民或是竹東鎮公所人員都表示，這個比賽的舉辦已成為

一個「內在傳統深植人心卻又不知不覺，就好像是一個每年都要、或

應該這麼做的習慣。」32。 

早期客家山歌在原山野間的演唱情境，是針對日常生活當下感受

的「隨口來」，通常伴隨個人在生活操勞下的舒壓感嘆、人與人之間

的相褒、調侃、男女間的調情、相罵，依不同的情境與對方的應答來

填入歌詞。因此，歌詞的創作著重於口語的趣味性，無法預先寫下歌

詞，當然也難免有粗俗或不雅的直接用語。根據戲曲學者徐亞湘的研

究，在日治初期到 1930 年代，許多臺灣的報紙，如《臺灣日日新
報》等皆評論客家採茶戲及歌仔戲為不雅的「淫戲」、「色情節

目」，應當禁演。33 因此如何改良、扭轉客家戲及山歌給人的負面印

象，一直是客家山歌推動者非常關心的議題。除前述 1962 年成立的
「客家歌謠研究會」外，《苗友》雜誌社的「改進民謠研究會」、

1969 年「新竹縣民謠研進會」、1970 年桃園縣的「客家民謠研究促

                                                             
31 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等編，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頁 329-372。 

32 吳思瑤，《「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對於臺灣客家山歌發展之影響》，頁 1。 
33 徐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市：南天，200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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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會」在成立時都有改進「粗俗調子」、「改為較為高尚的歌詞」的

企圖。34 

至於「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的新創傳統如何扭轉客家山歌的負

面印象呢？首先可以看到「改進民謠研究會」與中國廣播公司聯手合

辦的形式，即有聯合民間與官方力量改良客家歌謠的意味。其次，主

辦單位亦從比賽辦法進行歌詞的「改良」。「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

從第一屆開始，就由鎮公所印製每一位參賽者所預備演唱的歌詞做為

秩序冊。每一位參賽者須先選擇主辦單位邀請的詩人或歌詞創作比賽

得獎者所創作的歌詞，套入三大調演唱；之後，參賽者須自編一首歌

詞與指定歌詞「應和」，也就是原來「對山歌」的意思。 35 由此可

見，主辦單位不但掌握歌詞主題的控制權，也豎立參賽者歌詞模仿的

典範。連續幾十年的舉辦，主辦單位對於歌詞主題的主導性，讓山歌

從工作場域的俚俗調侃，轉變成對時事、社會、節慶與人群的關心，

確實達到「改良」山歌與教化人心的目的。根據吳思瑤的研究，山歌

的主題隨著時事的變化呈現不同的四個階段：1965-1968 以「反攻大
陸」及「土地改革」的主題最多；1969-1977 年以「歌誦比賽與名
士」的主題最多；1978-1986 年則以「十大建設」與「臺美斷交」為
焦點；1987 之後，在山歌班的教學及政治逐漸開放後，雖然慢慢地失
去了聚焦的主題，36但以不復見以往的相罵、相褒的不雅用詞。 

「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改良客家俚俗演唱方式的做法，也可從

評分標準的制定看出。早期客家山歌「山歌愛唱聲並腔，各人唱出各

人腔」尊重曲調與音質多元的特質趨於一致化，並成為評論演唱高下

的重點，分別占最高比例的 40%及 35%；原本客家山歌最為重要的美
感趣味——「隨口」應和歌詞，不但減少自由創作的空間，評分上也

                                                             
34 許馨文，〈戰後臺灣客家音樂的建制化歷程：以中原（苗友）月刊(1962-1981)
的再現爲例〉，《民俗曲藝》171期（2011.3），頁 142。 

35 鄭榮興等，《賴碧霞客家民歌藝術》（臺北：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
2010），頁 49。 

36 吳思瑤，《「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對於臺灣客家山歌發展之影響》，頁 2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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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總分的 15%；伴隨採茶戲中三大調演唱時，常被認為有調情、曖
昧之嫌的身段表演，也就是在比賽中的姿態表情比例，降至所有比重

最低的 10%。這樣的評分標準其實是較接近西方藝術歌曲的評分慣
例，它使得近年來得獎者幾乎都是出自山歌班老師的教導，而非在傳

統山歌演唱場域習得。再加上山歌班老師往往同時教數個團體班，山

歌曲調及歌詞也就無可避免的形成格式化的演唱。 

為什麼「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與之後其他地區的山歌比賽，都

以「老山歌」、「山歌仔」、「平板」與「小調」的方式分組？劉新

圓認為： 

早期竹東的山歌比賽，則是分為「山歌子」、「老山歌」與

「平板」三組。後來許多其他地區的比賽也沿用這樣的分

組。此三類歌謠其實都隸屬於「腔」這個系統。換句話說，

他們是將小調排除在外的。之所以排除小調，是有原因的。

因為竹東的比賽規定每個選手在比賽時要唱兩曲，一曲為大

會指定，另一曲為自作歌詞。既然可以也必須「自作歌

詞」，則顯然演唱的歌曲並無固定歌詞。能符合這種條件

的，只有「腔」，小調原則上是不能無限地替換歌詞的。37 

由此可知，竹東山歌比賽的分組也有「改良」客家歌曲的理由在

內。相較於如「十八摸」、「問卜」、「桃花開」等歌詞與曲調緊密

連結的男女調情「小調」，「腔」體可以自由換歌詞，可置入大會認

可或個人創作的歌詞，一方面可以達到快速扭轉山歌風貌的目的，一

方面保留山歌部分「隨口」的特色，因此老山歌、山歌仔、平板就成

為客家山歌比賽的重要項目。 

2. 客家三大調搭起的客鄉意象場景 

傳統上客家三大調的歌詞都是以七字一句，四句一段，類似七言

                                                             
37劉新圓，〈臺灣的客家山歌比賽〉，《新竹文獻》19 期（1995.6），頁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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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句的歌詞押韻形式，搭配老山歌、山歌仔、平板的曲式架構來演

唱，但演唱者到底需選取哪一特定的曲調來唱，卻無定論。因此當

「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參賽者拿到大會指定的歌詞時，將如何選擇

適合的曲調來演唱呢？我將這個問題請教資深的客家山歌演唱專家

姜雲玉老師時，她的回應是：「歌唱技巧好的人，任何歌詞都可以

入調，但就像是客家人裁剪衣服一樣，布的軟硬和衣服樣式還是有

適合與不適合之分。」38 究竟客家三大調經過長達 50 多年的山歌比
賽歷程，音樂漸漸脫離「隨口」的語言直接溝通功能，並以接近西方

歌曲的學習方式及評選標準後，是否也形塑出特定的表現手法以傳達

特定的「情緒」？也就是說，在脫離客家山歌原先的演唱場域，且在

大會指定的歌詞主題下，是否發展出類似「歌詞描繪法」——以特定
性格的曲調彰顯主題的情感來傳達客鄉的意象？ 

(1) 客家三大調之曲調性格分析 

根據張嘉文在花蓮地區山歌班的調查指出，山歌班的成員對於三

大調的曲調感受普遍認為，老山歌的節奏型態為散板且喜歡拖腔，因

此一般中、壯年人認為旋律較為哀淒而不願去唱，演唱者多為六十、

七十的耆老，且在歌會中也不常出現點唱的情形。山歌仔因節奏較老

山歌為穩定、音程的重複性高，旋律音只有三個音，因此受到耆老們

普遍的歡迎。平板因為有級進的音程，旋律較為平穩，曲風上活潑具

有大調明亮的色彩，普遍受到一般成員的喜愛。39 在歷年的竹東客家

山歌比賽中，平板組亦是參賽者較多的一組。 

就曲調結構而言，老山歌、山歌仔雖然皆以 A, C, E 為主要旋律
音，但老山歌傾向在較高的音域 E4-A4-C5-E540 之八度音程內跳躍且

節奏自由（譜例一、老山歌骨幹旋律）；而山歌仔則遊走於 A3-C4- 

                                                             
38 筆者田野採訪（2014.10.23）。 
39 張嘉文，《客家傳統山歌三大調在花蓮地區的傳承與現況》（臺北：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4），頁 82-83。 

40 此記譜系統稱為科學音調記號法 （Scientific pitch notation），C4為中央 C，
C5為中央 C的高一個八度，反之 C3為中央 C的低一個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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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A4-C5-E5 十二度內移動並伴隨穩定的節奏（譜例二、山歌仔骨幹
旋律）。因此老山歌感覺較為高亢、具有音樂張力，而山歌仔則在跳

進的鏗鏘聲中以較寬廣的音域演唱。至於平板，除了 A, C, E 三音之
外，增加了 G, D, B 三音，將旋律的起伏修飾得較前兩者平緩許多
（譜例三、平板骨幹旋律），特別是終止式樂句停在半中止 V和弦，
更顯得餘音繞樑。 

 

 

 

譜例一、老山歌骨幹旋律：葉美月演唱，本研究記譜。（~~~ 指自由
速度的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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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二、山歌仔骨幹旋律：葉美月演唱，本研究記譜。 

 

譜例三、平板骨幹旋律：葉美月演唱，本研究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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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意與曲調之搭配 

山歌映射出社會脈絡，藉由山歌詞曲整體搭配的美感體驗，架構

出人群長居於一地後，人地互動的「聞聲動情」，對於注重歌會口碑

的社會，山歌詞曲的歷史記憶可謂開展出核心文化價值。在 2014-
2015 年「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秩序冊中的歌詞材料分析，為排除參
賽者不熟於山歌曲調及歌詞意涵，照本宣科地模仿演唱，本文只選取

「超級組」參賽者為對象進行分析。山歌超級組的參賽者必須在竹東

鄉公所舉辦的各組別比賽得過前 3 名，或於其他地區比賽得過前 2
名，經主辦單位認可後始才能報名，因此可認定山歌超級組的歌者都

嫻熟於三大調。同時，經逐條比對參賽者選擇歌詞之狀況後發現，有

些參賽者也同時獲得歌詞創作入圍，成為大會指定的歌詞，由此可

知，超級組的參賽者除嫻熟三大調外，也具有較高創作歌詞的能力。 

2014-2015 年竹東山歌比賽超級組歌會中，去除同一人在初賽及
決賽的重複演唱，共得到 117首歌，包括老山歌 38首、山歌仔 39首
及平板 40 首。為能將歌詞內容主題與三大調做交互，筆者嘗試先將
這批龐大歌詞主題意象進行提煉，採用質性分析中的「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與「紮根理論分析法」（grounded theory），以深
入瞭解山歌演唱的美感動力。首先將歌詞所描繪之意象，包括時間、

空間、與其他語意領域（semantic domain）進行初步萃取，接著提煉
報導人表述策略的特殊情感動詞與其他聲韻特色，這不只是著重人選

出什麼關鍵意象主題、同時也關注動詞與曲調整體上表達特定情感的

美學手法。因此，雖然文本數量受限，但定性研究得以專注於更深

刻、更細膩的代表樣本，以檢視山歌演唱的美感經驗。 

山歌美學描寫系統可作為一個深具啟發性和擴張性的語義領域，

值得做深入的探討。所謂領域，依照 George Lakoff 的定義為「必要
存在的認知實體，其中包含我們的心智經驗、象徵空間、概念、以及

概念的複合結構」，亦即同領域中例如時、空，包含許多相依相存

的概念，只有在文化脈絡中的局內人才能體現各個語言背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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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41我將客家山歌的時間、空間、情感等主題用字，依據歌詞的

主題編碼並分類（附錄一），根據紮根分析提煉關鍵概念做為客家音

樂美學的基準（附錄二）。 

（四）以想像連結客家原鄉：流行音樂中的客家三大調 

美國哲學家蘇珊‧蘭格（Susanne K. Langer,1895-1985）繼承卡
西爾（ Ernst Cassier）的符號學觀點，認為藝術是一種幻象
（illusion）的呈現，是只能顯示（show）而不能言說（say）的情感
象徵符號。42 她在音樂美學的重要著作《情感與形式》（Feeling and 
Form）指出，音樂是透過內心「情感生活的聲音類比」（Music is a 
tonal analogue of emotive life）來表現其情感意念的時間假象，43因此

較語言更能接近人類的情感且傳達更強的表現力。 

早期客家三大調的歌詞創作就時常借用事物來進行象徵性的「比

喻」或「雙關」。例如常見的山歌歌詞：錫打禁指金包皮，一心打來

送分妳，實言實語同妹講，心中有錫妹無知，「錫」同「惜」為諧音

之雙關字，「心中有錫」實為「心中有惜」之表徵。「入山看著藤纏

樹，下山看著樹纏藤，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則以樹藤

纏繞之象徵，開展字詞表面意義之外情感濃烈的想像空間，使聽者得

以感受到至死不渝的具體象徵物。 

在脫離傳統山歌演唱的工作場域，甚至客家族群公眾評議的比賽

舞台後，藏身於都市叢林的客家族群，如何藉由流行音樂喚起族群記

憶與文化認同呢？學者王俐容及楊蕙嘉認為，客家流行音樂除了傳達

「客家經驗」及展示自身的文化認同外，也藉由在非客家族群及客家

                                                             
41 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02-
251.  

42 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頁 189。 
43 Susanne K. Langer, Feeling and Form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53), p.  

27. 



《藝術學研究》( 2016.06 ) 
 

 

 
205 

族群間展示客家音樂文化，重塑當代共同的客家想像。44 對於運用西

方流行音樂語彙較傳統山歌更為熟捻的音樂創作者來說，山歌曲調的

借用成為客家人對於原鄉及心靈故鄉的懷舊象徵。自 2005 年始，臺
灣流行歌曲界最重要的比賽獎項——「金曲獎」增設「最佳客語專
輯」及「最佳客語演唱」獎。在 11 張最佳客語得獎專輯中，有 6 首
歌曲將客家三大調置入，穿插成為新創歌曲的一部分。相較於上述三

大調在 2014-2015「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所提煉出的美學特質，這
6 首新創歌曲的置入手法也相當程度反應類似的美感傾向，使三大調
成為新創樂曲中的客家象徵符碼。 

1. 老山歌抒發自我悲嘆（見附錄三） 

(1) 羅思容：「山歌毋唱心毋開」 

羅思容在 2011 年《攬花去》專輯中有兩首歌曲運用老山歌的曲
調。一首是〈山歌歌〉，另一首歌曲則是〈飛出籠去〉。此兩首歌曲

皆運用山歌的常用起首歌詞「山歌毋唱心毋開」做為個人遭受苦悶，

必須以唱山歌來抒發情緒的隱喻。在〈山歌歌〉歌詞中，可見到山歌

喚起了如風、如水的景象，透過身體的發聲，唱得越久、越大聲，才

能將鬱悶的心情展開來，得到身心舒暢感。 

羅思容，〈山歌歌〉（◎：虛字） 

山歌◎毋唱心毋開◎ 

山歌◎緊唱心緊開◎ 

唱到◎麒麟對鳳凰◎ 

唱到◎日頭◎對月光◎ 

山歌◎要唱◎就大聲唱◎ 

                                                             
44 王俐容、楊蕙嘉，〈當代臺灣客家流行音樂的族群再現與文化認同〉，《客家映
臺灣-族群文化與客家認同》（苗栗：桂冠，2015），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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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越唱◎情越長◎ 

山歌◎就像◎風 

微微吹過◎來身心舒爽◎ 

山歌◎就像河壩 

流流流流流到厓介身 

流流流流流到厓介心肝肚◎ 

這樣的個人式的情感宣洩若對照同樣一張專輯中，另一首引用老

山歌曲調演唱的〈飛出籠去〉，則更可以清楚老山歌曲調對於自我悲

嘆的隱喻。〈飛出籠去〉的老山歌曲調被置放在樂曲的中段，以「在

破碎介鏡台，看到自家破碎介面頰，逐擺洗面，水喉嘔出湢湢瀉瀉介

水聲，像イ厓足旬足旬鬱鬱介心」做為老山歌的前置伏筆。當唱完

「山歌毋唱心毋開」的老山歌之後更直接道出對丈夫的詛咒： 

啊–無唱◎山◎歌◎イ厓介心◎毋開◎喲 

別人介老公像老公◎ 

イ厓介老公死貓公 

保佑貓公遽遽死◎ 

分イ厓畫眉飛出籠去 

啊–唱條◎山◎歌◎イ厓介心頭◎開◎哪 

這樣濃烈的負面情緒在客家歌曲中極為罕見，老山歌曲調營造出

女性困在家庭中如籠中鳥的抑鬱心情。之後則帶出「要飛要飛飛出籠

去，飛到天頂飛過海，飛到山頭飛過林，千千萬萬毋好飛到過去」的

渴望。前述「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分析中，老山歌曲調被公認最能

「唱出情意、心腸」的情緒：愛情、嗟嘆、相罵、盼望等都在這些新

創歌曲以老山歌曲調深刻的表現出來。（見附錄三，表一） 



《藝術學研究》( 2016.06 ) 
 

 

 
207 

(2) 好客樂團：運用古調古詞鋪陳男女間的愛情 

2005 年好客樂團《好客戲》專輯中的〈惜緣〉，亦借用老山歌的
曲調來演唱，歌詞由傳統常用起始歌詞「日頭落山……」引出個人的

心聲。〈惜緣〉歌詞中充滿著傳統老山歌常用的親暱指稱字如：

「妹」、「郎」、「娘」等稱呼，更以雙關語「錫」指「惜」、

「鉛」指「緣」；以及牛嬤與子的關係來隱喻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

注重於「含蓄」、「蘊藉」之美感氛圍營造。 

日頭落山一點紅，牛嬤度子落魚塘， 

哪有牛嬤唔惜子，哪有阿妹唔戀郎， 

連妹愛連隔壁娘，柵門一出好商量， 

伸手摸妹嘴唇邊，老妹對我笑洋洋， 

新打茶壺錫與鉛，我係錫來妹係鉛， 

我係鉛來妹係錫，兩人有惜正有緣。 

雖然本文所探討的天穿日歌詞創作，因為是在公開競賽場合的關

係，少有這樣的創作作品，但在陳運棟在《客家人》45 中指出，傳統
客家山歌「含蓄」、「蘊藉」之美感氛圍即建立在雙關語及比喻語歌

詞。例如：錫打禁指金包皮，一心打來送分妳；實言實語同妹講，心

中有錫妹無知。亦借用「錫」同「惜」諧音，「金包皮」點出戒指在

手指上的愛情象徵意義，以一語雙關的方式來傳達隱含的濃烈情感。

因此，好客樂團〈惜緣〉中營造的歌詞情境描繪方式與老山歌古樸的

曲調，相互輝映出客家表達自身濃烈情感的象徵手法。 

2. 山歌仔鋪成客鄉景（見附錄四） 

(1) 羅思容：「山花無日不春風」 

                                                             
45 陳運棟，《 客家人》（臺北：聯亞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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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思容《攬花去》專輯中的〈攬花去〉則運用了客家山歌仔的

基本曲調架構創作新詞。山歌仔在時間、空間、情感、美學概念範疇

中，可以看到她對於山間桃花（空間）的描述，不但有「還向世間現

本色」的公眾性（情感），兼有以擬人方式代表自我書寫的「春光一

抹心自芳」。從「行到吊橋探春，石駁白花鬧」到「又見桃花滿河

唇，點點落江心」更顯見對於春天山水風光（時間）的描繪。另外，

就曲調自身所蘊藏的情感抒發部分，由於山歌仔有固定的節奏，即使

與老山歌同樣使用 A, C, E 三個音為骨幹旋律，但不會因拖拍而產生
哀淒的感覺。當羅思容在描寫山林、吊橋間賞花瓣飄落水面的悠閒心

情，並將花的香氣比擬為自身的「心香一瓣」時，搭配山歌仔曲調更

能襯托出兼具客家詩歌中「含蓄」、「蘊藉」氛圍的客家悠閒山村風

景。 

(2) 好客樂團：「喊我唱歌我就唱」 

2005 年《好客戲》專輯中的〈叫我唱的歌〉重新編曲演唱常見的
山歌歌詞，並配上傳統山歌仔曲調演唱： 

喊我唱歌我就唱 

唱歌唔驚人恁多 

喊我打魚我就打 

打魚唔驚水恁深 

樂曲創新的部分在於伴奏及編曲。好客樂團以木吉他演奏西非頑

固和絃做為樂曲基底，旋律部分除了主唱的山歌仔 La, Do, Mi骨幹旋
律，同時，有板胡綿延不斷的的纏繞主旋律進行即興伴奏，以及管子

在間奏部分模仿人聲的即興演奏旋律。CD的樂曲解說指出： 

……原本冠宇想以木吉他彈奏出西非傳統的曲調，不料這歌

卻走活了自己的生命，成為好客意料之外的作品。簡單的一

個和絃、重複的樂句和自由的編排，留予主唱即興的表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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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板胡拉出地方歌仔戲的野味，管子以緊打慢唱的形式，

唱奏出主旋律之外的另一個時空。 

〈叫我唱的歌〉在此專輯中，被認為是「最有客家精神的一首

歌」，此曲以不同的族群聲響交融，呈現跨越族群的景象。除了客語

的元素外，板胡、管子分別是客家與閩南族群共用的重要伴奏樂器，

吉他從前奏持續演奏到結束的西非和絃代表更遙遠的外來文化象徵，

與客家的聲景——歌仔戲（板胡）、客家戲（嗩吶）形成對話，使客
鄉意象融入更多元族群的符碼，象徵在客家生活環境不斷遷徙中，亦

與世界其他族群融合的新客鄉聲景。 

3. 平板成就天地一條路 

平板是客家改良戲的重要曲調，但很少成為客家新創流行歌曲的

借用素材，原因有三：1. 客家新創流行歌曲沿襲西方流行音樂大∕小
調調式的創作方式。老山歌及山歌仔因其骨幹音為 A, C, E，和小調音
階的主和弦相同，因此很容易置入於以小調創作的歌曲中。對於以徵

調式為旋律框架的平板曲調來說，雖然旋律音和大調相同，但是當旋

律結束在徵調式 G, B, D 和弦時，則成為大調的屬和弦，也就是一般
大調使用的 V 而形成半終止和弦，它會產生樂句沒有結束的感覺。2.
一般流行歌曲多半以 4或 8小節一句，平板是以 6小節為一句，短少
的 2 小節（8 拍）則需要多一些設計，以免有樂句短少或延宕的感
覺。3.承上所述，平板多做為故事及時空的描述曲調，因此在當代著
重個人感情抒發的流行音樂創作主題中，難有相同的連結點。 

2015 年黃連煜創作的〈山歌一條路〉（歌詞見附錄五）是少數成
功穿插引用平板曲調於流行歌曲創作的例子。傳統上平板為四句一葩

的曲式結構，黃連煜將四句中的前兩句，讓給了副歌的「山歌啊一條

路家鄉啊一條路」重複 2 次來演唱，並將其旋律延長成 4 句（16 小
節）；副歌中段加入 2 句山歌的常用歌詞「山歌唔唱唔記得，老路唔
行草生塞」來形成完整的一個樂段（見譜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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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四、〈山歌一條路〉之副歌骨幹旋律：黃連煜演唱，本研究記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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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的三個難以融入流行歌曲的地方，黃連煜分別以三種方法來

解決：首先，副歌「山歌啊一條路家鄉啊一條路」開始於主和弦 I。
進入平板徵調式終止——也就是大調音階屬和弦 V（第 29 小節）後
副歌再現（第 30- 31 小節）回到主和弦 I。這樣的副歌—平板—副歌
連接方式就能形成我們耳朵習慣的完全終止和聲進行：主和弦—屬和
弦—主和弦（I—V—I）。其次，原本平板曲調是結束在第 29 小節，
黃連煜以第 29-30 小節漸強的 7 拍刷吉他的聲響多延長了一小節，解
決與「山歌啊一條路家鄉啊一條路」副歌樂句相較下短少的四小節落

差感。最後，在演唱具「時間」性質的山歌、老路主題前，黃連煜先

鋪陳歌者想要回家鄉文福鎮時，沿街問路遇到的阿婆、阿公、大哥、

小姐溫暖地邀請至關聯的「空間」，包括樹下、屋內、涼亭以聆聽山

歌，並描繪搖扇子、飲濃茶、吃仙人粄及喝涼茶的美感意象。同時在

這裡也可發現，平板曲調除了延續歌會傳統中銜接「時間」與「空

間」的中介特性外，曲調上婉轉迂迴的裝飾起伏，也與歸鄉旅程的蜿

蜒相符，形成「歌詞描繪法」中聽覺、視覺上的雙重隱喻。 

四、結語 

客家三大調的傳統歌曲與流行音樂案例，擴展了我們對山歌美學

的脈絡理解。從最具歷史也是規模最大的「竹東天穿日山歌比賽」，

山歌歌詞搭配三大曲調可見新創的客家山歌具備原歷史情境中公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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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性質與社會情感溝通的平台；近十年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中常見

作品中置入「老山歌」、「山歌仔」及「平板」的傳統主題演唱，顯

示新創山歌曲調與主題間隱喻的情感特色，與近代客家流行音樂引用

客家大三調所欲刻畫的美感銜接為一體。時至今日，臺灣客家流行歌

曲的創作依然與三大調的韻味緊密結合：老山歌散板的愁苦感嘆、山

歌仔穩定的鏗鏘敘事、以及平板委婉轉折的傳承祖宗言，成為客家山

村到都會生活中的共同日常美感經驗。 

以下歸納當代客家三大調美感意象如下:第一、老山歌的美感傳統
是自我悲嘆，時空上強調已經「日頭落山、尞涼尋樹下」，情感上是

「心焦愛尋、照心腸」，故而要求美學品質上要「唱出情意、心

事」；這種愁苦描寫的傳統音樂特色傾向在較高音域且以散板節奏自

由詠歎，往往是在八度音程內奔馳跳躍（E4-A4-C5-E5）。同樣特質
也流露於當代作品如陳冠宇的時空感「日頭◎落山一點紅」，更在羅

思容的演唱裡，把「山歌◎緊唱心緊開◎、流到厓介心肝肚◎、イ厓

介心頭◎開◎哪」的哀怨情緒發揮到極致。 

第二，山歌仔強調鏗鏘敘事的情感鋪陳，動詞使用上常有「記

得、愛唱、緊唱、緊想」等；搭配遼闊時空的字詞如「莫忘祖先辛

酸、山崗恁暗、人間春秋」，要先達到「聲愛清，字愛明」的美學品

質。旋律以穩定的 4/4 拍節奏演唱，雖音域較老山歌為大，有十二度
音程之廣（A3-C4-E4-A4-C5-E5），但大部分的時間跳躍於 A3-C4-
E4-A4，接近一般人說話的音域，故較著重敘事目的：「思鄉土，情
義長」、「知音唱出各地腔」、「聲愛清，字愛明」等。這在當代流

行音樂的表達裡，成了「還向◎世◎間◎現本◎色◎」（羅思容）、

「喊我◎唱◎歌◎我就唱◎歌◎」（陳冠宇）、以及黃連煜「祖調」

的尋根主題。 

第三，平板的美感則是聚焦在委婉轉折的心情，如「擔心沒糧、

擔心沒雙」，或是憂慮「日頭一出、田中沒水」，反問浪子回頭如何

才能顧家、顧得「祖宗田、祖宗言」？大體上旋律平緩地在十二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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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G3-A3-C4-D4-E4-G4-A4-B4-C5-D5） 起伏，半終止式則更添
婉轉繞樑的音韻，展現在美學品質的特色是「歌詞熟、韻味靚、摎笑

料、解憂愁」。這股韻味則在黃連煜的〈山歌一條路〉有開創性的手

法，使「山歌唔唱唔記得，老路唔行草生塞」成為都市客家人對於族

群認同上懷舊、思鄉式的象徵性隱喻。（表一） 

新創流行歌曲引用傳統山歌的情境，如「山歌◎緊唱心緊開

◎」，在曲式、詞義、與聲腔上的講究，具體地呈現客家情感形象。

這一脈相承的客家山歌在現代改良的過程中，從原來田野間個人情緒

抒發的即興演唱及人群間對歌、相褒的溝通隨口唱，逐漸形成新客家

三大調的美感形式。50 餘年來客家鄉親們熱烈參與山歌比賽，掀起山
歌班及學習廣播、電視等媒體演唱的新興表現形式，除了持續活絡人

情酬往的各種美感經驗，讓人體驗到客鄉的時間、空間、自我與情感

概念在山歌間傳唱；並且在現代山歌演唱的身體經驗中，不斷塑造和

凝聚新的客家整體與都會記憶，讓「山歌」不只是起源於模擬口語聲

腔的旋律化，更轉入表現與想像的脈絡化過程，成為臺灣客家社群的

重要象徵，而「山歌演唱」則成為情感抒發與地方社會生活緊密結合

的文化實踐。 

本文針對客家山歌的美感研究，除了區辨三大調來指涉情感之詞

曲搭配外，更留心歌詞辨義來記錄時空的描述細節。這些「開聲、愛

韻、聲愛清、解憂愁、保存客家音」的身體經驗，同時銜接了人群在

空間上的移動和時間上的懷舊。山歌中聽見客家情感的美感經驗，廣

泛包括曲調中的古今意識轉承、歌詞中的範疇連結、虛字與襯字的辨

義。客家三大調起源的擬聲唱腔是個人或群體在工作場域中，為抒發

情感而產生與地方方言緊密結合的對歌形式；但在現代社會生活中，

歌會競唱則展現較精緻細膩的自我詠敘手法；到了當代流行文化的再

生產模式時，都市音樂家在原來曲調的基礎上吸收外來精緻文化而使

得更具藝術性。 

因此山歌演唱實踐中的情感生成實為一個動態中介的概念，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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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音樂現象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客家文化核心概念。客家族群的自我

建構源遠流長，加上自 2001 年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以來，持續推出
客家日、桐花季、十二大節慶、花布藍衫、擂茶等文創產業，並成為

新時代象徵來會通傳統及現代的各股客家意象。各項客家藝文活動源

自四面八方的地理區域，但唯有客家山歌在廣闊的時空上一直承襲著

美感一致性，使唱山歌的美感生成過程彌合了時間和空間的變遷，反

覆練習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人情義理狀態，鍛造出遷徙頻繁的移動人

群對於人地互動的想像。 

 

（責任編輯：林雅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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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客家美感經驗中的模仿、表現及想像，應用在三大調的歌會競

賽和流行文化展演。 

曲調 

特色  
  

傳統三大調 

山歌比賽  
    台灣客家流行歌曲 

唱

名 

音

名  

時空 

搭配 

情感 

行動 
美學品質 

 
羅思容 陳冠宇 黃連煜 

老山歌 
     

山歌歌 惜緣 
  

Mi E 
 
日頭落山 照心腸 

萬理揚 

薪火相傳 

山歌◎緊唱心緊

開◎ 
日頭◎落山一點紅 

Do C 
 
尞涼尋樹下 心焦愛尋 

唱出情意 

唱出心腸   
流到厓介心肝肚

◎ 
牛嬤◎度子◎落魚塘 

La A 
   

唱哥心事、

妹心腸  
飛出籠去 哪有◎牛嬤唔惜子 

 
散板 (節奏自由)             

  
啊唱條◎山◎歌

◎ 
哪有◎阿妹唔戀郎 

  
[愁苦描寫] 傾向高音域的八度音程 

(E4-A4-C5-E5) 
    

イ厓介心頭◎ 

開◎哪 
    

山歌子 
          

Mi E 
 
祖先 莫忘辛酸 

思鄉土 

情義長  
攬花去 叫我唱的歌 祭矮屋 

Do C 
 
山崗恁暗 緊唱緊想 

聲愛清 

字愛明   
山花◎無◎日◎

不春◎風◎ 

喊我◎唱◎歌◎

我就唱◎歌◎ 
土樓阿哥 

La A 
 
人間春秋 有閒快樂 

選將才 

結朋友   
胭紅◎輕◎紫◎

點新◎妝◎ 

唱歌◎唔◎驚人◎ 

恁多◎ 
祖調 

 
穩定節奏 (4/4 拍) 

知音唱出 

各地腔   
還向◎世◎間◎

現本◎色◎ 

喊我◎打◎魚◎

我就◎打◎ 
        

  
[鏗鏘敘事] 十二度音程內跳躍於 

(A3-C4-E4-A4-C5-E5) 
  
春光◎一◎抹◎

心自◎芳◎ 

打魚◎唔◎驚◎ 

水恁◎深  

平板 
         

Si B 
          

La A 
 
祖宗田、言 

 
保存客家音，傳承九腔 

 
山歌一條路 

Sol G 
 
顧家 回頭        十八調，四句八節 

 
請問樹下的阿婆 文福鎮要怎麼去 

Mi E 
 
日頭一出 沒糧 春夏秋冬，心事上心頭 

 
外面很熱先來樹下坐聊一下 

Re D 
 
田中沒水 沒雙 摎笑料、解憂愁 聽一首山歌再走 

Do C 
   

歌詞熟、韻味靚 山歌唔唱唔記得，老路唔行草生塞 

  
[委婉轉折] 旋律起伏平緩在十二度音程內(G3-A3-C4-D4-E4-G4-A4-B4-C5-D5)， 

半終止式呈現婉轉繞樑的音韻 

總結客家音樂美感經驗 
       

 
1. 起源於模仿口語聲腔的旋律化 

  
1. 穿梭在吉他、鍵盤、爵士鼓及電子音樂伴奏 

  2. 轉入表現與想像脈絡，與地方社會主題結合 2. 唱山歌持續練習了社會生活中的人情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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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2014-2015）歌詞分析之時空範
疇與美學情感搭配表（節錄） 

性

別 

年

齡 
曲調 歌詞 時間 空間 

山歌 

美學 
情感行動 

男 58 老山歌 日頭落山月光光，月光照河又照江，

萬丈深坑照到底，難照阿妹個心腸。 

日頭

落山 
河 江 

 
照心腸 

男 56 老山歌 食茶愛食高山茶，尞涼愛尋大樹下，

肚飢愛尋大飯店，心焦愛尋阿妹儕。  
大樹下 

 
心焦愛尋 

男 72 山歌仔 記得細細大樹下，兄弟姊妹玩泥沙，

光陰似箭推人老，不知不覺老人家。 

光陰

似箭 
大樹下 

 

記得 玩 

推 

男 56 山歌仔 竹東年年慶天穿，好得國泰又民安，

大家歡渡客家日，莫忘祖先恁辛酸。 
祖先 

  
莫忘 辛酸 

男 74 山歌仔 記得細細大樹下，兄弟姊妹玩泥沙，

光陰似箭推人老，不知不覺老人家。 

光陰

似箭   
推人老 

男 56 山歌仔 行路來到崩崗唇，後退三步莫企近；

為人處事愛細意，話到嘴邊留三分。  
崩崗唇 

 
愛細意 

女 62 山歌仔 春到人間百花香，夏天西瓜透心涼，

中秋明月四方照，寒冬臘梅滿山崗。 

春夏

秋冬 
滿山崗 

 
香涼照滿 

男 58 山歌仔 外背恁暗風恁涼，山崗恁高路恁長，

緊唱山歌嘴緊唱，緊想阿妹夜緊長。 
恁暗 山崗 緊唱 緊想 

女 57 山歌仔 幾時春秋在人間，莫將名利放在先；

有閒山歌加減唱，快樂逍遙像神仙。 
春秋 人間 有閒 唱 快樂 

女 54 平板 寧可賣忒祖宗田，不可忘記祖宗言，

客人毋堯講客話，客做較大毋值錢。  
祖宗田 祖宗言 

 

男 75 平板 二十零來毋怕花，三十出頭愛顧家，

浪子回頭謀事業，可比春草添新芽。 
三十 顧家 

 
浪子回頭 

男 55 平板 人講畜豬用好糠，耕種蒔田用好秧，

山歌係愛唱得好，愛有好聲並好腔。  
蒔田 

 
愛有好聲 

男 68 平板 日頭一出望雲遮，田中沒水望水車，

四月沒糧望早穀，阿哥沒雙望那儕。 

日頭

一出 

田中 

沒水  
沒糧 沒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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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山歌內容分析（2014-2015）所得美學情感品質的主題描述
（節錄） 

性

別 

年

齡 
曲調 歌詞 時間 空間 山歌美學 情感行動 

女 62 老山歌 
良心做事命由天，莫作壞事留世間，

除唱山歌無別項，專心一意來耕田。  
耕田 除唱山歌

無別項  

女 59 老山歌 
山歌好唱又好聽，歌詞背熟心莫驚，

韻味做靚認真唱，薪火相傳好名聲。 

薪火

相傳  

認真唱 好
名聲  

女 60 老山歌 
客家山歌萬理揚，條條唱出情意長；

句句唱出哥心事，聲聲唱出妹心腸。   
萬理揚 

唱出情意、

心事、心腸 

男 60 老山歌 
客家文化愛發揚，希望青年多出場；

傳承九腔十八調，四句八節永留長。   

希望青年

多出場  

女 50 山歌仔 
愛唱山歌就開聲，莫來等到兩三更，

等到三更人睡盡，卡好山歌無人聽。 

等到

三更  
開聲 愛唱 

女 55 山歌仔 
山歌緊唱心緊開，自由歌唱大家來，

歌唱人生一樂事，身體健康贏萬財。   
緊唱 歌唱 

 

女 57 山歌仔 
莫講山歌不正當，論起俉會輸文章，

山歌愛韻平多字，文章字多長短行。   
愛韻 

 

男 50 山歌仔 
山歌唱出樂洋洋，客家山歌情義長，

飲水思源思鄉土，一曲民謠萬里揚。 
思源 

 
思鄉土 情義長 

男 75 山歌仔 
聽人唱歌心頭癢，上到台頂又緊張，

心肝想唱山歌仔，吂知唱出下南腔。   
心肝想唱 緊張 

男 55 山歌仔 
唱歌一定聲愛清，山歌歌詞字愛明，

呢呢喃喃唔清楚，板僚恁靚也閒情。   

聲愛清，

字愛明  

女 63 山歌仔 
五十年來山歌賽，選出幾多好將才；

竹東名聲傳世界，遠近知音搶擂台。   

選將才；

遠近知音  

男 60 山歌仔 
喊涯唱歌末驚羞，唱條山歌結朋友；

結成朋友愛來聊，粗茶淡飯老弟有。   
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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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50 山歌仔 
愛唱山歌就開聲，莫來等到兩三更，

等到三更人睡盡，卡好山歌無人聽。   
開聲 

 

女 54 山歌仔 
山歌無論聲並腔，個人唱出各地腔；

山歌本係從口出，唔細米穀用斗量。   

聲並腔 唱出各
地腔  

女 50 平板 
有閒時節唱山歌，山歌唱出快樂多，

老妹唱來分哥對，阿哥唱來分妹和。   

有閒時節唱 唱
來分妹和  

女 55 平板 
春有百花夏有風，秋有月光冬收豐，

係沒心事上心頭，來去唱歌湊一工。 

春 夏 

秋 冬  
湊一工 

心事上

心頭 

女 57 平板 
你捱都係客家人，愛來保存客家音，

大家係來唔珍惜，到時客話奈位尋。   

保存 
客家音  

男 58 平板 
擂台頂上唱山歌，唱出歡樂摎笑料，

沒論輸贏認真唱，能解大家一身勞。   
摎笑料 

 

男 56 平板 
山歌好唱又好聽，歌詞背熟心莫驚；

韻味做靚認真唱，薪火相傳好名聲。   

歌詞熟 
韻味靚 

認真唱 

女 60 平板 
客家文化愛發揚，希望青年多出場；

傳承九腔十八調，四句八節永流長。   

傳承九腔十八

調，四句八節  

男 69 平板 
食口泉水涼心頭，唱條山歌解憂愁，

清泉解得心頭火，山歌能解萬年愁。   
解憂愁 

 

女 55 平板 
山歌係涯對頭筋，三日沒唱頭會暈；

風水做在生龍地，代代出有歌唱人。   

沒唱 
頭會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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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灣客家新創曲中轉用 [老山歌] 

羅思容，〈山歌歌〉 

（◎：虛字搭配） 

山歌◎毋唱心毋開◎ 

山歌◎緊唱心緊開◎ 

唱到◎麒麟對鳳凰◎ 

唱到◎日頭◎對月光◎ 

山歌◎要唱◎就大聲唱◎ 

山歌◎越唱◎情越長◎ 

山歌◎就像◎風 

微微吹過◎來身心舒爽◎ 

山歌◎就像河壩 

流流流流流到厓介身 

流流流流流到厓介心肝肚◎ 

羅思容，〈飛出籠去〉 

（◎：虛字搭配） 

在破碎介鏡台 

看到自家破碎介面頰 

逐擺洗面 

水喉嘔出湢湢瀉瀉介水聲 

像イ厓足旬足旬鬱鬱介心 

面盆肚項 

看到澇澇落落介自家 

就像翼披披介鳥子 

飛毋出搞鳥人介巴掌 

[副歌] 

啊—無唱◎山◎歌◎イ厓介心◎毋開◎喲 

別人介老公像老公◎ 

イ厓介老公死貓公 

保佑貓公遽遽死◎ 

分イ厓畫眉飛出籠去 

啊—唱條◎山◎歌◎イ厓介心頭◎開◎哪 

要飛要飛飛出籠去 （× 2） 

飛到天頂飛過海 

飛到山頭飛過林 

千千萬萬毋好飛到過去 

啊—要飛要飛飛出籠去 

飛向頭前 

飛向未來 

飛到イ厓秘密介花園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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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宇（好客樂團），〈惜緣〉 

日頭◎落山一點紅 

牛嬤◎度子◎落魚塘 

哪有◎牛嬤唔惜子 

哪有◎阿妹唔戀郎 

 

連妹愛連隔壁娘◎ 

柵門◎ 

柵門一出好商量◎ 

伸手摸妹嘴唇邊◎ 

老妹◎ 

老妹◎對我笑洋洋◎ 

 

新打茶壺錫與鉛◎ 

我係◎ 

我係◎錫來妹係鉛◎ 

我係鉛來妹係錫◎ 

兩人◎ 

兩人◎有惜正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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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臺灣客家新創曲中轉用 [山歌子] 

羅思容，〈攬花去〉 

山花◎無◎日◎不春◎風◎ 

胭紅◎輕◎紫◎點新◎妝◎ 

還向◎世◎間◎現本◎色◎ 

春光◎一◎抹◎心自◎芳◎ 

哦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 

哦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 

 

行◎到◎吊◎橋探春 

石駁◎白花鬧 

隨風而逝◎ 

心香一瓣◎ 

又見桃花滿河唇 

點點落江心 

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 

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 

哦 達達達… 

攬花去◎攬花去◎攬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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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臺灣客家新創曲中轉用 [平板] 

黃連煜，〈山歌一條路〉 

請問樹下的阿婆◎ 文福鎮要怎麼去 

外面很熱先來樹下坐聊一下 

聽一首山歌再走 

 

請問屋內的阿公◎ 文福鎮要怎麼去 

外面很熱先來屋內坐聊一下 

泡一杯濃茶再走 

 
山歌◎一條路 家鄉◎一條路 

山歌◎一條路 回家◎一條路 （× 2） 

 

請問路邊的大哥◎ 文福鎮要怎麼去 

外面很熱扇子撥涼坐聊一下 

吃碗仙人粄再走 

 

請問橋上的小姐◎ 文福鎮要怎麼去 

外面很熱先來涼亭坐聊一下 

喝一杯涼茶再走 

山歌◎一條路 家鄉◎一條路 

山歌◎一條路 回家◎一條路（× 2） 

 

（平板） 
山歌◎唔◎唱◎            唔記◎得◎ 

老路◎唔◎行 （休止）草生◎塞◎ 

 
山歌◎一條路  家鄉◎一條路 

山歌◎一條路  回家◎一條路 （× 2） 

山歌◎一條路  回家◎一條路 



林子晴，當代臺灣客家三大調的美感經驗：以竹東鎮客家山歌比賽與流行音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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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Major Hakka Song 
Types: Zhu-Dong Song Competitions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Music  

Tzu-Ching Lin 

Abstract 

Three major Hakka song types – Laoshange, Shangezi and Pingban – 
are rooted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field work accompaniment. These 
song types typically include particular melodic frames and pseudo-word 
ornamentation, and assume particular musical form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Hakka tunes were criticized heavily for their folk style, 
however, in recent decades, local communities have gradually promoted 
greater freedom and gracefulness in lyrical choice and content,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unique songs with aesthetics that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Hakka 
mountain tunes. Since the 1960s, singing competitions featuring Hakka 
mountain songs have been held in northern Taiwan: the largest and most 
lasting of these occurs in Zhu-Dong.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Hakka public 
media and musical students, the lyrical content of Hakka mountain songs 
have been reinvented in diverse ways, yet continue to exemplify 
Laoshange, Shangezi and Pingban musical aesthetics.  

During a 2014-2015 field study, I examined the melodies, rhythms, and 
texts of 117 mountain songs during the Zhu-Dong song competitions. The 
Laoshange tun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free-styling songs of struggle, 
while the Shangezi take up a story-telling format with a stable tempo and 
clear articulation. Pingban songs speak to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ancestral reminiscence, employing such slang as “revisiting old roads,” i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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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articulate traditional tunes in forms mo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modern Hakka ethnomusicology. 

In contemporary Hakka popular music, traditional tunes have been 
revitalized, and the creativity of a new generation, more familiar with urban 
life suddenly became a public concern. In an example of aesthetic 
continuum, participants old and young continue to shape their self-
representational lyrics by publicly sharing theirs stories and memories. In the 
last decade, the three Hakka song types have offered compelling interactive 
framewor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s. To summarize, 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more recent popular songs, have thoroughly appropriated and adapted 
the major song types so as to give voice to the modern movement of New 
Hakka peoples. 

Keywords:  
Hakka, mountain song, popular music, aesthetics, reinvented tra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