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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傳統客家八音為客家族群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無論婚喪喜慶均需

要「傳統客家八音」作為共同儀式中重要的主題音樂，「傳統客家八音」亦是慶典中增

添熱鬧氣氛的最佳利器，而擦弦樂器在「傳統客家八音」的各項音樂表現中，無論在音

樂的旋律，音色的多元表現或是聲部的平衡發展當中，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國

傳統樂器中，擦弦樂器亦是音樂表現中不可或缺的主軸，因此，中國傳統的擦弦樂器與

「傳統客家八音」的擦弦樂器究竟在歷史上的定位、樂器的種類、演奏技巧以及音樂的

表現，是否有其共通性或是相異之處？本研究循此方向，旨在探究傳統客家八音中的擦

弦樂器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其重要性，利用田野調查方式在中部地區將傳統客家八音

班中擦弦樂器發展歷程與技巧的研究，分別從三個層面來加以探討：一從歷史沿革的層

面，來探討中國傳統樂器的擦弦樂器，與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發展，有無密切的

關係；二從演奏技巧層面，探討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演奏技巧，如二弦（小椰胡）、

胖胡（大椰胡）、喇叭弦（鐵弦子、鼓吹弦）、京胡（吊龜）、大廣弦等演奏技巧；三從

其音樂表現層面中瞭解傳統客家八音擦弦樂器音樂的特色。 

    有鑑於「傳統客家八音」是客家族群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元素，更是共同儀

式中重要的主題音樂，曾幾何時，因時代演進，社會環境變遷，各類傳統文化的生命力

正急速萎縮，「傳統客家八音」亦無法倖免，目前正處於瀕臨失傳的危機當中。所以吾

人應如何立即著手作保存工作，以爲日後之發展與延續作準備，實為當務之急，更是刻

不容緩的。基於此因，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在於呈現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發展與演奏技巧及其表現力，以為日後傳

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教學與傳承的重要依據。 

（二）、將寶貴的文化資產「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音樂表現，以現代的方法加

以詮釋、註解，留下可供日後學習的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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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以時間而論 

    本研究所指的傳統客家八音，原屬於漢族體系的傳統音樂之一，自明永曆十五年

（1661），隨著鄭成功來台與之後滿清的統治，漢人音樂也在此地開始發芽、成長與生

根。清光緒二十一年（1895），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根據馬關條約，台灣割讓予

日本，而日本明治維新所帶進的西方音樂亦隨著政權轉移，大量地進入台灣，因其「皇

民化」政策的影響，自我國傳入之傳統音樂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客家傳統八音亦然。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遷台，提倡中華文化復興運動，大力推展京劇，除此之外，時代變

遷以及社會形態的轉變，亦使得本土戲曲音樂的發展，受到極大的壓抑，而另一方面，

傳統的中國音樂演奏方式也逐漸發展成為交響樂式的「現代國樂」。因此，在這一波文

化的消長中，本土的戲曲及傳統音樂漸漸式微。及至解嚴以後，由於社會多元發展與高

度開放，政府提倡「本土化」，台灣的傳統戲曲及音樂才又受到重視，但客家音樂文化

仍未能躋身「本土」主流之林。回溯傳統客家八音在臺灣的歷史，應自鄭成功時期起，

即隨著漢人移入台灣開始的漢族音樂體系發展至今，並且涵蓋傳統客家八音的擦弦樂

器，然因傳統客家八音的擦弦樂器歷史資料不甚豐富，無法有明確之年代區隔，只能由

其他的擦弦樂器引證。 

（二）、以地區而論 

    本研究所指之中部地區，為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等四縣市，此四縣市

雖位處於台灣中央，且為台灣重要樞紐，但因民風純樸，未曾過度開發，仍保有較多傳

統文化的原貌與生活方式。早期漢人大量移入台灣，由北、中、南各港口進入，客家族

群亦然，而由鹿港移入中部地區之客家族群，沿著河口進入，隨之散居中部各地區，後

來漸漸形成聚落，以台中縣東勢鎮最具規模。因此，本研究將先以台中縣東勢鎮為第一

階段田野調查據點，然後再擴展至其他三縣市。 

（三）、以性質而論 

  本研究所指之傳統客家八音，分為吹場樂與弦索樂兩大類，吹場樂即民間所稱之「鼓

吹樂」，以嗩吶及打擊樂器為主，至於客家八音的弦索類曲目，則有民歌小調、山歌、

戲曲唱腔、曲牌以及流行音樂等，如要全盤納入，所牽涉範圍甚廣且頗為龐雜，故本研

究以曲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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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性質上屬於客家傳統八音擦弦樂器的演奏技巧與音樂表現方面的研究，擬

分區調查，先自中部地區（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的客家傳統八音班的活

動狀況、瞭解八音班的運作方式開始，再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至各縣市採風，將客家傳

統八音的各項擦弦樂器，如二弦、胖胡（小椰胡、大椰胡）、喇叭弦（鐵弦子、鼓吹弦）、

京胡、大廣弦等樂器的演奏方式及技巧，逐件加以錄音、錄影、記譜、整理並且加以分

析，同時將其音樂表現，以現代的方式加以詮釋、註解，最後彙編成冊。希望藉此作系

統之保存、歸類，成為有條理之系列資料，成為客家文化薪傳中，代代相傳的人文資產。 

四、計畫進度 

預定進度甘梯圖（Gantt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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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擦弦樂器的歷史演進 

（一）擦弦樂器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的擦弦樂器在樂器的發展史上，出現得比較晚，普遍的說法是在撥弦樂器之

後，亦即約在新石器時代懂得抽取藤或蔴之纖維，張弦彈奏之後（林昱廷，民 70）。唐

․杜佑撰通典有云：「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另李長春、梁欣合亦指出：華夏民族

弓弦樂器的起源，應可溯自唐代初期的軋箏，至今已有一千多年的歷史了。軋箏是由箏

演化而來的，箏在初唐時是一件十三根琴弦的彈弦樂器。當時，民間有人為了豐富箏的

演奏技法和藝術表現效果，除了一般的彈奏外，還採用竹片磨擦其一端琴弦，而發出類

似弓弦樂器的聲音。其後便逐漸產生了一種與箏的結構基本相同的七條琴弦的樂器—軋

琴。這便是我國最早的拉弦樂器（李長春、梁欣，民 86）。 

  據宋代陳暘在樂書之記載「奚琴本胡樂也。出於弦鼗而形亦類焉。奚部所好之樂也。

蓋其制兩弦間以竹片軋之，至今民間用焉，非用夏變夷之意也」。李長春、梁欣合亦指

出，唐末之時，我國北方少數民族奚族所使用的一種拉弦樂器－奚琴，其演奏方式與軋

箏相似。不同的是這種樂器僅有兩根琴弦，拉奏的竹片，處於兩根琴弦之間。奚琴樂器

的基本結構和造型與今天的二胡十分相似，可說是我國最原始的胡琴。奚琴到了宋代改

名為稽琴，在民間已漸漸普及，是相當流行的樂器之一，琴弓的結構也有了很大的變化

與發展，把原來用竹片磨擦琴弦變為馬尾磨擦琴弦，使得這一樂器的音質、音色起了極

為重要的變化，增強了藝術表現力。宋人沈括在《夢溪筆談》中有「馬尾胡琴隨漢車，

曲聲由自怨單于」之句，反映了當時我國北方游牧民族用馬尾做琴弓磨擦演奏胡琴的情

景以及琴聲動人的魅力，為日後擦弦樂器的發展建立了新的里程碑（劉毅志，民 58；林

昱廷，民 70；李長春、梁欣，民 86）。 

  南宋時，胡琴不僅廣為流傳，而且使用的琴弦也有很大的改進。文獻記載中，琴弦

製成已十分講究，普遍使用杭州生產的絲弦，稱之”杭弦”。到了元代，大概是少數民族

為了顯示其統治地位，而創制了龍頭二弦（即胡琴），而且胡琴這個名稱也已從原來胡

地傳來的各種樂器的統稱開始變為弓弦樂器的專稱了。 

  明、清時代由於戲曲、曲藝、民間器樂合奏等音樂形式的迅速發展，原有的胡琴已

無法滿足各類戲曲、說唱音樂伴奏的需要，於是在既有胡琴的基礎上發展出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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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弓弦樂器；如京胡、板胡、墜胡、四胡、粵胡等新的擦弦樂器。這些樂器從不同的

角度表現了我國各地音樂風格的特點，開始朝向不同的音域、音色、音量、形制、演奏

風格等多元方向發展。由於擦弦樂器具有接近人聲、優美動聽，抒情性強、最擅長表現

地方風格等特點，所以不僅在戲曲、說唱、歌舞、器樂合奏中擔任主奏、領奏、包腔角

色，其表現力豐富多彩，風貌多元（李長春、梁欣，民 86）。 

（二）擦弦樂器傳入台灣的歷史演進 

  臺灣位於中國大陸的東南方，隔著臺灣海峽與中國遙遙相對，但由於東南福建、廣

東沿海一帶的居民早年即追隨鄭成功大量移民至臺灣，爾後的兩百多年更不斷地遷徙，

因而漢族成爲臺灣的絕大多數居民，也因此歷史學家們將來自閩南的漳州或泉州地區的

居民，稱之爲「福佬系」臺灣人；而來自粵東的惠州、嘉州、潮州等地區的居民則稱之

爲「客家系」臺灣人（陳郁秀，民 86）。伴隨著移民而來的漢族福佬系戲劇包括大陸北

方語系亂彈時代的戲劇「北管」及南方語系泉州棃園戲的「南管」，還有漢族客家系的

山歌與器樂「八音」，形成臺灣多采多姿的民俗音樂，並且與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習

慣、傳說諺語等具有深遠且緊密的關係，（許常惠，民 73），因而初期影響臺灣文化甚鉅。

其中，胡琴更是臺灣民俗音樂中不可或缺的樂器之一，像是南管音樂中的二弦，北管音

樂中的「吊鬼仔」（京胡）、殼仔弦（椰胡、板胡），和弦（呂錘寬，民 84）、二弦（胡琴）

（溫秋菊，民 86）歌仔戲、客家採茶戲以及各種小戲中所使用的大廣弦、殼仔弦（椰胡、

板胡）等。 

二、傳統客家音樂之種類與特色 

（一）客家音樂之源起與發展 

1、客家人之歷史沿革 

   臺灣的客家人原為漢族的一支，其祖先原居住於中原一帶（今漢水以東，

淮水以西，長江以北，黃河以南地方），其南遷的歷史淵源久遠，據說從秦統

一六國派兵戍五嶺開始，但據記載客家人之南遷，自東晉以後的一千六百餘

年以來，歷經東晉五胡永嘉之亂、唐末黃巢之亂、元人南下入主中原宋室南

渡、明末流寇之禍，及至清乾嘉之後土客械鬥等多次政治因素，而被迫由中

原大舉南遷，終於到達江西、兩廣、福建、海南以及海外各地。但明鄭時期

隨行避難台灣的客家人並不多，直到清康煕二十五、六年間，清廷平定臺灣，

海禁初開，才正式入臺，而以雍正、乾隆時期最盛行，成為所謂的「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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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上仁，民９０；黃玲玉，民 90）。 

   自從鄭氏開臺（一六六二年）至清廷解禁（西元一七六 0 年，乾隆二十

五年）的這百年間，福佬人佔了臺閩相距較近、渡海較易的地利與同為閩南

人的人和之便等因素，在臺灣的拓殖成果頗為豐碩。臺灣的客家人絕大部分

來自廣東的潮州、惠州、嘉應州府，以及閩西的汀州府，因生活及環境所迫，

在渡臺禁令解除後才大量東移來臺謀生，入臺時間約比福佬人晚一百年，人

口也較福佬人少很多。因沿海平原較肥沃地區也都早為福佬人所居，因此客

家人只好往較偏僻的山麓或較貧脊的丘陵等瘴癘地區從事開墾，造成人數與

居住地區皆無法與福佬人相抗衡（黃玲玉，民 90）。 

   臺灣的客家人，入臺墾殖，康煕時以屏東高屏溪東岸近山平原一帶為中

心，而高雄、臺南、嘉義等地有若干點狀的拓殖。雍正時漸次移到彰化、雲

林、臺中一帶。乾隆時北移至臺北、桃園、新竹、苗栗一帶的狹長丘陵地區。

因此客家人大致分布於桃園、新竹、苗栗至臺中東勢丘陵地及山谷間人數最

多，屏東平原東側倚山之地（六堆地區）次之，而東部緃谷地帶則是後期由

西部「客庄」遷移過去，就地域關係而言，很少直接由中國遷入的（簡上仁，

民 90；黃玲玉，民 90）。 

2、客家音樂之源起與發展 

   在客家人遷居臺灣三百餘年的歷史過程中，因天時、地利、人和等條件

均無法與福佬人比擬之下，難以獲得較為優渥的開墾條件，只好退而求其次，

尋求其他的途徑與管道，因此往較偏僻的山麓或較貧脊的丘陵等地區發展。

所到之處盡是荒山野嶺，他們顛沛流離，披荊斬棘，歷經千辛萬苦，冒著被

馘首之險和先住民爭奪土地，在逆境中為生活而奮戰。但因客家族群天性積

極、勤奮、節儉、團結，是個非常優秀的族群雖然開墾的過程充滿著危險艱

辛，然而他們抱總持著冒險犯難，不屈不撓的精神，去面對一切困難，並設

法解決。除此之外，客家男女鄉親們仍然樂天知命、任勞任怨，尤其熱愛音

樂，雖處逆境，仍然不忘自娛娛人，於艱苦開墾或茶山田園耕作之際，將心

中的喜、怒、哀、樂等感觸，透過歌聲來表達。起初也許只是一種單調的歡

呼或哀歎，後來為了配合採茶、挑擔、耕種等勞動而哼之成調。有時為了呼

朋引伴或與隔山及對岸的友人，高聲對答，必須把聲音提高、語調拉長，自

然也演化成悠揚的歌調。並就其所見、所聞、所感、所思，即興作詞，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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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唱。經過了集體的創作及歲月的淬煉之後，也就慢慢形成洋溢著鄉土氣息

的客家山歌和小調，形成膾炙人口的客家民謠。不論士農工商、男女老少、

貧富貴賤，均利用閒暇之餘，聚集在公園或廟庭等公共休閒場所即興演唱，

並蔚成風氣。所以「唱山歌」成為客家人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雖

然歷經日治時期，日人為推動皇民化，曾嚴令禁唱客家歌謠，但在客家人堅

忍捍衛客家文化的努力下，客家山歌並未因此成為「絕響」。所以，客家人擁

有無數流暢、自然、優美、婉轉、悠揚、豪放、纏綿、動人的民歌，直扣人

們心弦，使人百唱不厭，百聽不倦，是活生生的先民文化遺產。因此「唱山

歌」更是客家族群最具特色的重要精神食糧。而除了質樸優美、真摯動人的

客家山歌之外，蘊涵豐富表演藝術的採茶戲以及音樂內容細緻、多彩的八音，

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異彩繽紛的瑰寶（鄭榮興，民 86；簡上仁，民 90；陳郁

秀，民 86；莫光華，民 88；鄭英敏，民 84）。              

（二）客家音樂之種類與特色 

1、客家歌謠： 
   客家人原居住於中國大陸中原一帶，後來因改朝換代的關係而慢慢遷至

華南、南洋、甚至世界各地，雖然分佈範圍極廣，但有趣的是，即使是來自

不同地方的客家人，他們所講的語言也都相同，都能彼此溝通。至於客家民

謠的產生，乃是就所見、所聞、所思、所感透過歌詠直抒心聲。客家人性情

質樸率真，在田野工作之時，很自然地就唱起歌來，因此客家的山歌也就特

別豐沛，內容也相當多元（鄭榮興，民 86）。   

   據楊兆禎所指：客家民謠數量繁多，內容極為豐富多元，傳統分法大致

可分為二： 

（1）、依曲調分為老山歌、山歌仔、平板、其他小調等四類。 

（2）、依歌詞分為愛情類、勞動類、消遣類、家庭類、勸善類、故事類、相

罵類、嗟嘆類、盼望類、飲酒類、愛國類、祭祀類、催眠類、戲謔類、

安慰類、歌頌自然、生活類等等。 

 楊兆禎並且將客家的民謠曲調特點分述如下： 

○1  老山歌：老山歌是一個曲牌的名稱，也是客家歌謠中最古老的曲調

老山歌，又稱過山調、大山歌調、高山調、南風調。是客家山歌的

原始形式，「老山歌」是古時候這一座山的人，唱給那一座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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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的歌；所以在客家山歌中，是音域最高，聲音拉得最長的歌。故

曲調悠揚，節奏自由，旋律跳躍較大。 

○2  山歌子：山歌子是由老山歌變化而來的，也是一種曲牌的名稱，一

樣的曲調可以填上不同的歌詞來演唱。 

○3  平板：平板調，又稱改良調、採茶調，是由老山歌及山歌子改變而

來的，是山歌由山林漸漸走入茶園、家庭、戲院的產物。成為”採

茶戲”的主要唱腔曲調。結構均勻，常加伴奏、間奏、節奏規整，

平者，不高不低也，因此較容易唱，同樣的平板曲調也可以填不同

的歌詞。 

○4  其他小調：小調是小曲子的意思，病子歌、桃花開、挑擔歌、初一

朝、十二月古人、撐渡船、思戀歌、賣酒等都屬於小調。 

   客家民謠的演唱方式有獨唱及對唱兩種，但多以獨唱為主，對

唱也不少，但幾乎沒有合唱。至於伴奏方面，原本的客家山歌，大

多是在野外演唱，頂多是拿片樹葉來吹奏或拿東西來敲擊，後來才

漸漸發展成為在家中或室內演唱，而伴以胡琴或簡單的打擊樂器或

嗩吶、揚琴等（楊兆禎，民 86）。 

2、傳統客家八音 

   「八音」此一名詞，最早出現於《周禮．春官》：「大師………………皆

播之以八音：金、石、土、革、絲、木、匏、竹」，可見中國古代依金、石、

絲、竹、匏、土、革、木等不同的製作材質，將樂器分為八大類，統稱為「八

音」。八音或也有稱「鑼鼓班」的，因其原本是以鑼鼓為基礎，都屬於「吹打

樂」的一種，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漢代的「鼓吹樂」（游庭婷，民 86；鄭榮興，

民 86）。 

   在台灣的器樂曲中，南管音樂以福佬人居多，客家八音則是屬於客家族

群農業社會下的純器樂演奏形式，是客家人在迎神賽會與婚喪喜慶等場合中

作為共同儀式中重要的主題音樂，亦是慶典中增添熱鬧氣氛的最佳利器。客

家八音的歷史悠久，可能已經超過千年以上。其樂器形制、合奏形式，樂曲

曲目，均與北管音樂有很大的相似性。北管則是閩客均有，以前都是男性來

演唱，稱之為「子弟戲」（楊兆禎，民 86；鄭榮興，民 86）。 

   客家八音是客家器樂的代表，它原是民間之小型吹打樂，隨著時代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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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逐漸擴充其功能，從原來之專為迎賓等典禮而服務，到後來供娛樂、欣

賞，甚至擔任喪禮的演奏。客家八音的曲目根據其演奏的形態，與音樂的處

理上來說，大致可分為吹場樂和弦索兩大類： 

（1）、吹場樂 

   吹場樂即民間所稱「鼓吹樂」或「吹打樂」，可分大吹打與小吹打

兩種。大吹打以大嗩吶與打擊樂為主，小吹打則以小嗩吶、打擊樂及

絲竹樂器來合奏。客家八音大多於祭典、迎神、迎娶迎送賓客之時，

演奏此類音樂，客家八音的吹場音樂吹奏的內容大部分為北管音樂，

傳統曲牌也與北管亂彈戲的過場曲牌完全相同。曲目上則有小部分南

管以及其他地方音樂曲牌。如大開門、小開門、大團圓、新義錦、福

祿壽、漢中山、一板香、將軍令、寄生草、過江龍等（鄭榮興，民 86）。 

（2）、弦索類 

   可視為民間的小樂隊合奏，含有表演欣賞的特質，此種演奏形式

也可分為兩類，一類由大嗩吶主奏，絲竹及部分擊樂伴奏，又稱「八

音」。另一類是純絲竹樂的合奏，通常以笛子領奏。演奏內容十分廣泛，

有民歌、山歌小調、戲曲唱腔、曲牌、流行音樂等曲調。如民歌、小

調山歌類的王大娘、二八佳人、清晨早、王美人、瓜子仁、耍金扇等；

曲牌類的月兒高、洋洋湖、活捉、高山流水、上大人、春景等，戲劇

唱腔類的原板、迴龍、二凡、慢頭、都馬調、七字仔調等，時代歌曲

與民間藝人編創類的四季春、昭君怨、三聲無奈、大國民等（鄭榮興，

民 86）。 

   客家八音所使用的樂器，可分為吹管樂器的嗩吶、管、笛；擦弦樂器的

小椰胡、大椰胡、喇叭琴、京胡；彈弦樂器的揚琴、三弦、秦琴；打擊樂器

的單皮鼓、竹板、通鼓、小鈸、小鑼、大鑼、梆子等等。 

   「客家八音」在客家音樂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是最富客家原味及色彩

的純音樂藝術。但追溯其源，不論演出形式，音樂內容與使用的樂器等，都

受到中國傳統民間音樂極大的影響。連音階、調式等音樂風格方面，亦有著

密不可分的關連，是值得重視研究的珍貴文化寶藏。其音樂的特色，大致可

分幾點來說明： 

（1）、音階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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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音所使用樂曲，大都使用不含半音的五聲音階，並多來自「南

曲」系統的曲調。 

（2）、調式的運用 

   八音吹場樂與弦索樂所用的調式只有宮調式、商調式、徴調式與

羽調式四種。但可運用轉調及調式轉替的方法，讓曲調更為多采多姿，

變化多端。 

（3）、曲式的運用 

   八音音樂所有的曲子大部分為兩段體，也有一段體或三段體式

的。但經過演奏後，曲式的形態改變，形成「轉踏」形式，類似變奏

曲或組曲，與傳統的套曲和大曲的體裁有密切的關係。 

（4）、拍法的變化 

   即西洋作曲法中的增減值，將拍法擴大或縮小。如「中板補缸」

的一板三撩，變成「緊大開門」的疊板，大體上都是將原有曲子的板

法增加或縮小一位為主。 

（5）、變奏的方式 

    八音所流傳的樂譜相當簡要，留給演奏者相當大的自由性、伸

縮性與發揮的空間，可對樂曲加以變化裝飾。換言之，可在既有的骨

架上豐富血肉、增添衣裝、甚至植入靈性，但卻不失其原有的音樂特

質與面目，「變奏」可說是技巧、功力的高度展現（鄭榮興，民 86） 

   由於地理位置的不同，北部與南部的客家八音的發展呈現相當大的差

異。南部客家人的數量較少，各聚落的分佈零散且封閉，使得該地與外界的

音樂交流機會比北部要少得多。因此，南部的客家八音在演奏型態、曲目等

方面，多半保留早期的原始風貌。北部的客家人數量多，分佈密集，商業活

動頻繁，與外界往來及接觸也較為熱絡。因此，北部客家八音長期以來，受

到採茶戲、亂彈戲、四平戲、京戲、歌仔戲，乃至於廣東音樂及當時所謂的

流行音樂的影響，無論在編制、曲目或樂器上都隨著時間而產生巨大的改變

（鄭榮興，民 89）。 

（三）、傳統客家八音之擦弦樂器的種類 

1、二弦（小椰胡） 

   又稱「殼仔弦」，其他樂種多稱為「小椰胡」，屬高音拉弦樂器。二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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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弦，琴筒以小椰殼製成半圓形，前端蒙桐板，琴桿則以堅木製成，琴弦

多用鋼弦，琴馬多用竹子製成，音色明亮、高亢，類似板胡。五度定弦，常

用（Sol-Re）或（La-Mi）定弦的指法演奏。此樂器在客家八音中，擔任重要

的伴奏角色（鄭榮興，民 89；吳榮順，民 91）。（請見附錄 1） 

2、胖胡（大椰胡） 

   胖胡客語俗稱「胡弦」，其他樂種多稱為「大椰胡」，屬中音拉弦樂器。

胖胡有二條弦，琴筒以大椰殼製成半圓形，前端蒙桐板，琴桿以堅木製成，

琴馬採用蚶殼架弦，音色較低沈；也有以硬紙捲成的琴馬，亦有竹製者，然

後墊上薄銅錢，琴弦多係絲弦，音色鬆軟、沈悶。五度定弦，常用（Do-Sol），

或（Re-La）定弦的指法演奏，因胖胡音色較二弦沉穩，可與二弦高亢音色，

形成互補和諧的作用，為客家八音最主要的伴奏樂器（鄭榮興，民 89；林昱

廷，民 70；吳榮順，民 91）。（請見附錄 2）（部位圖及把位圖請見附錄 7、8、

9） 

3、鼓吹弦（喇叭琴、鐵弦子） 

   鼓吹弦客語俗稱「叭哈弦」，其他樂種稱為喇叭弦，屬中（高）音拉弦樂

器，琴筒由彎曲的銅頭蒙上塑膠板，（此銅頭在日據時代用留聲機的唱頭取

代，相傳日人禁止民眾演奏傳統樂器，因而利用留聲機的零件，改造而成）

琴桿是銅管，通到最頂端加上一個銅製的曲形大喇叭，聲音由此傳出，琴馬

多用小竹馬，有二條弦，琴弦採用鋼弦，鼓吹弦的音色非常特殊，與嗩吶的

聲音有點類似，卻與整個樂隊的音色不太融和，因為它的音量較大，常以

「Mi-La」四度定弦的指法或「Re-La」定弦的指法演奏（鄭榮興，民 89；吳

榮順，民 91）。（請見附錄 3） 

4、吊龜（京胡） 

   又稱為「吊規仔」、「吊鬼仔」，亦是其他樂種所稱之「京胡」。吊龜屬高

音拉弦樂器，有二條弦，乃京戲中之主奏樂器，用以隨腔托調，使歌者得以

調劑喉嗓，舒展丹田。其製法乃以長約十公分，內徑五公分的竹筒，上蒙蛇

皮，琴桿用多節的小竹竿製成，長約四十公分，上端插兩軸，張二弦，內為

粗弦，外為細弦，多用絲弦，今亦有使用金屬弦者。琴馬常常採用質鬆的木

料刻成，音色高亢、尖銳，常用「Mi-Si」或「La-Mi」定弦。因琴桿甚短，

所以習慣的演奏均守在第一把上，在指法及運弓方面，也自成了多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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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樂器是八音樂隊中較不重要的伴奏樂器，可有可無。（林昱廷者，民 70；鄭

榮興，民 89）。（請見附錄 4） 

5、大廣弦 

   大廣弦屬次高音樂器，二弦。為民間戲曲中歌仔戲、俥鼓戲等之主要伴

奏樂器。琴筒乃截以粗大的竹管挖成中空，面蒙桐板而成，故又稱為「大殼

弦」，音色清越。琴弦採用絲弦為主，所以音量有限，但其音質卻具有磁性般

的韻味，於戲曲中是引歌者張口的必要樂器，採五度定弦（林昱廷，民 70）。

（請見附錄 5） 

6、其他 

   客家八音之其他擦弦樂器尚有南胡、高胡等，視人數或樂曲而有所變化。

（高胡請見附錄 6） 

三、傳統客家八音之擦弦樂器的演奏技巧與表現  

  如前文所述，經過長時間的孕育與演變，傳統客家八音之擦弦樂器的演奏技巧與表

現，源於千年來中國傳統擦弦樂器的沿革與發展，是無庸致疑的。但因有關傳統客家八

音之擦弦樂器的文獻資料相當匱乏，因此借引中國傳統擦弦樂器相關的演奏方法與技

巧，作為說明。雖有些許差異，但其本質與表現力均有共通性，儘管未能全然等同於「客

家八音」擦弦樂器所慣用的形式或表現手法，但由此應能窺得其源脈。茲將傳統擦弦樂

器的相關資料列舉如下，以供參考。 

（一）姿勢 

  擦弦樂器的演奏姿勢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正確的姿勢，就不可能有動聽的演奏。姿

勢包括坐姿、持琴、和持弓三個方面。三個方面都具有獨特的作用，更是密不可分的整

體，無論那個方面不佳都會影響演奏技巧的發揮。 

1、坐姿與持琴方法： 

   從前演奏擦弦樂器大都使用架腿式（疊腿式），即左腿架在垂直踩地的右

腿上，這種姿勢由於加高了左腿，使腿根部與身體的角度變小，但由於左腿

過高，而且只有一隻腳著地，較為不穩，所以現在大都採用平腿式，即兩腳

落地兩腿稍分，以這種姿勢演奏，比較平穩。將琴筒置於左大腿根部，抬頭

挺胸，兩眼平視，左腿與地面垂直，右腿稍向後斜放，左腿比右腿位置稍高，

這樣，琴不但可以放在一個平面上，使之穩定，又由於右腿的位置較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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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至於妨礙運弓。坐椅高度以使小腿與大腿形成直角為宜，身體的平穩。整

個姿勢要自然放鬆，上身不要僵直，也不要仰靠在椅背上，整個身體由臀部

和兩腿形成三個支撐點，這樣在演奏快速激烈的樂曲時，才能保持身體的穩

定和各部份力量的發揮。蟒皮、或梧桐木板對右側，琴桿正直，可略向前傾

斜，左手呈自然狀態，將千斤下端琴桿插入虎口中。大臂與腋下，大臂與小

臂，琴桿與小臂基本為 45 度為佳（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李恆，

1996；李長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 

（二）持弓與運弓的方法 

１、持弓的方法 

   持弓姿勢是否正確，對於掌握右手的技巧來說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右手

上所有的技巧，都是透過弓子與琴弦進行接觸所表現出來的，而手指與弓子

的關係又最直接、最密切，因此，持弓的姿勢，不得不慎。演奏時將弓桿斜

靠在食指掌關節上，同時拇指輕靠弓桿與以支撐。將弓桿根部擔在中指第三

關節側面，與食指第一、二關節側面處。依靠這兩點托住弓桿，同時，大指

與弓桿基本垂直，以指腹按住兩點中間的弓桿上方。形成三點持弓法。其次

食指向內側輕扶弓桿。大指、食指、中指同時略向一起收攏，將琴弓拿住（不

可過分用力）。中指、無名指指尖插入弓毛與弓桿之間，同時，大指輕輕與食

指第三關節相接觸。奏外弦時右手大指應向下輕輕按住弓桿。同時食指指根

向上頂住弓桿，形成槓桿作用，使弓毛與弓桿保持一定的張力。首先要求整

個臂膀自然下垂，同時，肩、肘、腕各關節放鬆拉弓時大臂向右自然上抬（旋

外動作），小臂外展，在大小臂的帶動下腕關節向右逐漸自然擺動。推弓時肩

關節放鬆，大臂自然下垂（旋內動作），小臂內收，在大小臂的帶動下腕關節

向左逐漸自然擺動（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李恆，1996；李長

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 

2、運弓原則和拉弦的方法 

   運弓是以琴弦作為中心點拉推的平行的橫線運動，弓毛下面要貼在琴筒

上，側面貼在內弦或外弦上，與皮膜或板面和琴弦形成直角，這樣才能使琴

弦與皮膜或板面呈現最佳的震動狀態，發出純正豐滿的音響。而要做到這一

點必須掌握好右手肩關節、大臂、肘關節、小臂、腕關節、手掌和手指的協

調動作，拉弓時應向右偏前方，推弓時應向左偏後方，運弓時走向應為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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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不可畫圈，以下將應注意事項分述如后： 

（1）、右臂拉弓的準備：整個右臂要放鬆，起弓前大臂與身體基本並攏，小

臂輕貼右腹，食指沿弓桿前伸，中指、無名指、自然前伸使手掌與小

臂成橫線，使弓根接觸琴弦。 

（2）、拉裏弦：拉裏弦時，用中指和無名指按住弓毛，使弓毛貼住裏弦，起

弓時手指輕輕按住弓毛不可用力，隨著弓向右方移動手指壓力逐漸增

加，使音量保持平衡，推弓時，隨著弓子左移，手指壓力逐漸減弱。 

（3）、拉外弦：拉外弦時，用拇指往外下方推壓弓桿使弓毛貼住外弦，由於

弓桿在外側，本身就有一定重力，起弓時拇指不必用力，隨著弓向右

方移動拇指逐漸加強對弓桿的壓力，使音量保持平衡，推弓則反之。 

（4）、拉弓：肩關節支配大臂向右前方抬起與腋窩處形成４５度角，肘關節

支配小臂向右，手腕逐漸向內勾，小臂繼續向右，大臂同時向右前下

方伸展，使小臂與大臂向右前方伸直，手腕繼續內勾，使整個手掌與

小臂形成鉤狀。 

（5）、推弓：大臂回落，小臂撇向右側（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

李恆，1996；李長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 

（三）持琴與按弦的方法 

1、持琴姿勢： 

   琴筒要放在左大腿根部，貼在小腹左側，琴桿基本立直，演奏中可向前

稍偏。左手持琴，將虎口（拇指與食指根部交界處）張開，輕鬆地放在琴桿

的千斤下面。小臂自然下垂與大臂成４５度角。不可將小臂抬得太高，也不

可將大臂壓得過低，甚至與身體貼在一起，會帶來不利的影響。左手手掌心

向下，手指手腕都要自然放鬆，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稍微分開並向裏

靠攏，成握空拳稍彎曲的狀態，掌心中間以可以握住一個雞蛋為宜。四指指

尖對準琴弦外側。大指要自然前伸，不可往裏鉤攏或夾琴稈，也不要使勁上

翹，這樣會造成手掌肌肉的緊張，影響肌肉的靈活換把。 

2、按弦姿勢： 

   手指按弦的正確手型：先將中指在原把位的準備位置上放好，再根據聽

覺調整食指及無名指的準備位置。手指觸弦位置在指肚的斜平面，切勿用指

尖中峰。尤其是食指，雖比其他各指按弦位置更靠近指尖，但仍須避免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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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更不要用指甲觸弦（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李恆，1996；李

長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 

（四）弓法的分析 

1、弓法的意義： 

   所謂弓法即是運用琴弓之輕、重、緩、急、快、慢、分、頓等的變化，

來表達樂曲的內容、表情以及感情的方法叫弓法，演奏擦弦樂器，左手指在

弦上按音，可以發出各種不同的聲音，而右手運弓更可表達聲音的強弱大小

以及抑揚頓挫，所以弓法的重要性是不言而喻，因此如何應用好弓法，是擦

弦樂器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 

2、弓法的種類：     

   擦弦樂器的弓法有多種，如果以用弓的長度和部位作區分，可分為長弓、

短弓、寸弓、全弓、左半弓、右半弓、弓尖、弓根、弓中、前弓、中弓、后

弓之分。以運弓的速度來區分，有快弓、慢弓、顫弓、墊弓之分。以弓序上

區分，則有拉弓、推弓、分弓、連弓之分，以下將常用之弓法分述如后。 

（1）、長弓：長弓是弓法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方法，但也是較難的演奏技巧

之一，，主要運用上臂的力量，以肩關節為中心，由上臂帶動前臂，

再由前臂帶動手腕，三大關節幾乎是一起動起來，且要注意放鬆、靈

活、協調與自如，才能達到效果。通常在演奏長弓時一定要將弓拉滿，

可分為慢速長弓、中速長弓以及快速長弓等。 

（2）、連弓：將兩個以上的音以一弓來演奏即稱連弓，演奏時要注意運弓的

力度是否均勻，而速度則可視樂曲的快慢而決定。 

（3）、分弓：即一弓演奏一個音符，也就是每一個音都要換一下弓的方向，

在每一弓之間要求明顯的分開，大多用三分之一長的弓在中間或左半

的部位來拉奏。 

（4）、快弓：為了表達歡快、喜悅、熱鬧、緊張等情緒或者是樂曲的高潮時，

常用快弓來表現，以前在民間音樂和戲曲音樂中有時使用快弓，如潮

州音樂的二弦、戲曲音樂中的板胡等。快弓由於速度快，通常只用一

寸左右的弓段，所以有人也稱它寸弓，即使是強快弓，也只用三寸左

右的弓段來拉奏。 

（5）、顫弓：顫弓又稱抖弓，也有人叫碎弓。顫弓的演奏方法與快弓基本相



 16

同，主要用上臂和肩部的力量迅速而有規律地來回顫抖，用弓中偏左

處或弓尖處，以不到半寸的弓毛抖動，顫弓有疏有密，有強有弱，可

根據樂曲的需要和處理手法來決定。 

（6）、頓弓：頓弓就是用弓奏出短促的頓音，即每個頓音之間要清楚地斷開，

每音末尾要停頓，因此每奏一個頓音前，弓毛要緊貼在弦上，奏完頓

音後，弓毛也不可離弦，如此才可達到清楚、短促的效果。 

（7）、跳弓：跳弓也是屬於斷弓的一種，但因演奏方法及速度的變化使然，

所以跳弓與頓弓有些不同，演奏完每一個跳音以後，手腕立即放鬆，

弓毛必須迅速鬆開或短暫地離弦，此外，跳弓音比頓弓音的時值更短，

頓弓只能用於慢速或中速的樂曲，而跳弓大多用於情緒活潑的快速樂

曲。 

（8）、墊弓：又稱小抖弓，多半用於十六分音符附點後之兩個三十二分音符，

演奏時右手要非常靈活放鬆，趁第一個音快奏完時，將手腕輕輕一甩

即可，墊弓在平劇的京胡（吊龜）、京二胡以及評劇的板胡中運用的相

當廣泛。 

（9）、其他：擦弦樂器尤其是二胡有其他較特殊之弓法，如擊弓、自然跳弓、

拋弓、飛弓、倒弓、馬蹄弓、敲弓、浪弓等等，因屬於樂曲有特殊表

現時才使用，因此不再贅述（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李恆，

1996；李長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 

（五）指法的分析 

  擦弦樂器的指法關係到音色的變化、音高的準確以及樂曲情感的表現等等，是非常

重要的技巧，所以不得不慎，以下將指法分述如后：            

１、把位：所謂把位即是指以左手的食、中、無名以及小指等四指按在弦上所產

生的一種指位，即稱為把位。把位分為兩種，一種是傳統把位，一種是新把

位。傳統把位稱上把、下把、次下把、最下把。而新把位稱一把、二把、三

把、四把、五把、六把、七把直到第十四把。傳統把位即第一指在弦上每移

動四度或五度就是一個把位。每個把位的範圍，有的是四度，有的是五度，

傳統把位如以（Sol）或（Do）作為分把原則，不論什麼調，共可分為五大把

位，因此分把清楚方便，容易記憶。 

2、換把：擦弦樂器因為只有兩根弦，為了樂曲旋律以及高低音符的變化，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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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移動變化把位，才能達到目的，因此，換把是極為重要的技法之一。換

把時左手虎口一定要放鬆，切勿夾緊琴桿，以小臂為主，手腕也要放鬆，但

手腕隨著小臂的上下移動，左手掌與小臂之間起承上肩下的調節作用。而換

把的種類大致可分為移指換把、滑指換把以及跳指換把等三種。 

3、顫指：顫指是擦弦樂器左手技巧中最富有表現力的技法之一，其方法是以手

指在弦上做有規律的顫動，使聲音發出均勻的波動現象，大致可分為壓弦、

摳弦、揉弦、滑揉、壓揉以及摳揉等。對於表達樂曲中的各種感情、風格以

及力度有相當大的作用。  

4、打弦：又稱打音，符號為“丁”是為了裝飾某一個音，用中指或無名指在本音

上方二度、或三度、四度音位上急速地在弦上一打，然後立即離弦，這就叫

打音。打音可以產生華麗的感覺，雖然屬於加強及裝飾性，但是不像倚音那

樣明顯清楚，它比普遍裝飾音的時值較短。演奏打音時，手指動作要十分敏

捷、俐落和輕快。 

5、顫音：顫音又稱震音，演奏時手指在本音的上方，連續且急速地在弦上做均

勻速度的一按一抬，有節奏地打奏。如 Do－Sol 弦在 La 音上的顫音，實際奏

成 LA－Si－LA－Si－LA－Si，奏法是食指按在 La 音上不動，中指迅速反復

打奏 Si 音，由於奏 SI 音很快，所以聽起來只是 La 的顫音，而聽不清 Si 音，

顫音符號為“ｔｒ”。演奏顫音要乾淨清楚，富於顆粒性。 

6、滑音：滑音是因為樂器模仿唱腔時，所產生的效果，在我國民間音樂如各地

的民歌、地方戲曲的器樂演奏中，滑音運用得相當廣泛，並且極為豐富，它

早已形成我國民族音樂中在風格上的一種特色，亦是表現中國音樂中聲韻兼

備的最好方法。因此，滑音也是擦弦樂器指法中的一項非常重要要技巧。而

應用滑音，有一定的規律和技巧。滑音可分為以音距上的小滑音(三度以內)，

大滑音(三度以上)，以上行下行的上滑音(以低音滑向高音)以及下滑音(以高音

下滑到低音)，以及以時間來分的前滑音、後滑音等等。 

7、墊音：符號為“d＂，即在本音前急速出現其下方二度的裝飾音， 

8、擻音：擻音符號為“ㄆ＂。即在本音的上方二度急速打一個裝飾音，但不像

裝飾音那樣明確而清楚。 

9、泛音：是自然泛符號為“。＂用手指虛按在弦全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處，即可產生泛音，泛音清秀幽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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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透明感，是一種美妙的特殊音響。演奏自然泛音時，左手指只需在泛音位

置上輕輕觸著弦就可以，不要觸弦過重，過重就成實音。 

10、撥弦：“+”是右手撥弦符號，右手撥弦是用食指在弦上撥出音來，內外弦都

可以撥，但一般撥內弦較為普遍（張韶，1980；蔣風之，蔣青，1989；李恆，

1996；李長春、梁欣合，民 86；林昱廷，民 70；林昱廷，民 70）。 

四、相關傳統客家音樂調查研究 

（一）、傳統客家音樂方面之研究： 

  有關傳統音樂之相關文獻，概以傳統理論、傳統音樂教育、傳統器樂教學、傳統音

樂欣賞等方面之研究為主，鮮以傳統客家八音為主題之論述，而傳統客家八音的擦弦樂

器更付闕如。       

  從事相關傳統音樂的學者及專家之研究如：鄭榮興在其「傳統客家八音之研究~由

苗栗陳慶松家族的民俗曲藝探討之~」中，有鑑於近年來熱衷鄉土音樂的人士，積極推

廣客家山歌及民謠，而最能代表客族的器樂「八音」音樂，反而得不到重視，客家八音

曾盛極一時，婚喪喜慶場合都少不了它，但因時代的變遷，社會型態的演變，使得客家

「八音」音樂，日漸式微，客家「八音」團體也紛紛解散，另謀出路，為社會之一大損

失，因而撰文研究，前往苗栗陳慶松家族採譜，並將陳慶松先生的民俗曲藝撰寫出來，

同時拍攝各種特殊表演的情況，提供為他人之參考（鄭榮興，民 72）。 

  游庭婷在其「桃園地區客家八音研究~以音樂文化為主」中，認為客家八音是一種

客家人的傳統音樂，是客家人在傳統的婚喪喜慶、歲時祭儀等場合用以演奏或伴奏的音

樂，它普遍分布於客家人聚集的桃園、新竹、苗栗與高屏等地區；其中在桃園地區，目

前客家八音的活動頗為興盛，經常在廟會的熱鬧場合或是客家人喪禮當中，都可以看到

八音班在演奏。游庭婷也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客家八音在客家社會裡是很生活化的一個

角色，在逢年過節與婚喪喜慶中，都少不了八音班的演奏，所以這樣的音樂是鮮活地存

在於一個社會當中，而無法將它與社會環境隔離的（游庭婷，民 86）。 

（二）、傳統客家音樂教育方面之研究： 

  從音樂教育的角度來看，傳統音樂的教育專論，較為不足，而以台灣傳統音樂為主

之教育研究更是欠缺，相關研究有賴碧霞的「薪傳之歌」及「客家弦鼓」中提及：流行

音樂是一時的，惟有民謠是從老祖先傳承下來的一種文化，種族文化是非常珍貴的，是

需要傳承的。幾十年來賴碧霞從零點開始，像撿米粒一樣，一粒一粒點點心血，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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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民族文化，保存客家藝術精髓，大膽大聲地唱出山歌。在此二書中，除了山歌歌譜

之外，尚有伴奏樂器如二胡、打擊以及相關弦樂器之圖片與解說，兼具教材與教育之功

能，提供研究人員及學習者傳習之管道（賴碧霞，民 75）。 

（三）、傳統客家器樂教學、傳統客家音樂欣賞等方面之研究： 

  在源遠流長的傳統音樂發展脈絡中，有著豐富且多元的音樂元素與文化內涵，孕育

著無數的聚落文化及連綿不斷的傳承，但有關於客家傳統八音器樂的研究，則較少詳實

且具體的文獻。但如以傳統客家音樂欣賞的方面來看，楊兆禎教授熱愛自己國家的民

謠，在其「台灣客家系民歌」提出，因為客家山歌流暢、自然、優美、婉轉、樸素的曲

調，令人有說不出的親切與熟悉之感，可直扣人們心弦，使人百唱不厭，百聽不膩。楊

兆禎認為「臺灣民謠」是我國民謠重要的一環，有山地歌謠、福佬民謠及客家民謠，這

些都是先民智慧的結晶，可貴的文化遺產，應妥善保存。 賴碧霞在她的「台灣客家山

歌」中提起；客家民謠是一種口唱文學，其詞意內涵深邃感人，其音韻雖無多彩多姿的

變化，卻也韻致婉轉古樸動人。而且舉凡一切人情、事物，均可經由「七律」形式直接

唱出，完全符合詩序所謂「歌以詠言」的定義（楊兆禎，民 71；賴碧霞，民 69）。 

（四）、田野調查音樂紀實方面之研究：   

  吳榮順在台灣南部經田野調查所出版的「台灣南部客家八音紀實~系列」及「美濃

人美濃歌」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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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地去自我調整或修正，來符合台灣客

家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上的需求與競爭，此系列除文字之紀錄之外，最重要的是將調查紀

錄有聲資料出版，提供欣賞與研究之功能（吳榮順，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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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田野調查研究結果 

  本研究所指之中部地區，為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等四縣市，此四縣市

雖位處於台灣中央，且為台灣重要樞紐，但因民風純樸，未曾過度開發，仍保有較多傳

統文化的原貌與生活方式。早期漢人大量移入台灣，由北、中、南各港口進入，客家族

群亦然，而由鹿港移入中部地區之客家族群，沿著河口進入，隨之散居中部各地區，後

來漸漸形成聚落，以台中縣東勢鎮最具規模，因此，本研究乃先以台中縣東勢鎮為第一

階段田野調查據點，然後再擴展至其他三縣市。 

  早期傳統客家八音之發展，與客家族群的聚落之發展有相當密切的關係，應有輝煌

的歷史與成果，但因種種因素使然，歷經時代變遷與社會形態的轉變，使得本土的戲曲

及傳統音樂，受到極大的衝擊，漸漸式微。而年輕人則被絢爛的西洋文化所吸引，對傳

統文化的認同度不高，更遑論投入學習行列。再者，因耆老們逐漸凋零，文化傳承面臨

極大的考驗，甚至出現斷層之危機。 

一、台中縣田野調查記錄 

    中部地區客家族群之聚落，以台中縣東勢地區最為密集，因其屬於山區之鄉村型小

鎮，對外交通較不便利，長久以來與其他地區之文化交流機會較少，民風純樸，文化氣

息濃厚，對於客家文化以及風俗習慣，保留得比較完整。 

    如此看來，東勢地區應保有豐碩的傳統音樂資源，但事實不然，經調查結果，發現

目前東勢地區已無傳統客家八音之職業團體，可以從事客家文化及祭儀活動。目前能演

奏傳統客家八音之團體也只有碩果僅存的一個業餘團體而已，但該團成員大多年事已

高，憑著對於傳統音樂的熱愛，以及對於客家音樂傳承的執著，每週二、週四聚集練習，

並且配合鄉鎮之活動參與演出。該團平日練習的內容大多以廣東音樂、客家山歌為主，

有特別需要時才演奏傳統客家八音樂曲。演奏曲目不多，編制也不完整，並無吹管樂之

嗩吶以及打擊樂器的搭配，而是只以二弦、胖胡、喇叭弦、大廣弦、揚琴、以及秦琴等

樂器演出。編制則視曲目而做彈性調整，人數雖然不多，但因每人均具有演奏數樣樂器

的專長與能力，可靈活運用，所以採機動性搭配，而非固定模式之運作。 

    九二一地震後，東勢鎮受創極深，該鎮農會為撫慰人心，乃成立國樂及傳統音樂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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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委員會，積極推廣客家音樂，並辦理客家音樂研習班，包括山歌班，揚琴班以及胡琴

班，該團成員也與其他學有專精之人士，受邀擔任教師，指導社會人士客家音樂，成果

亮麗。另東勢國小亦努力推動客家童謠教學並且成立國樂團多年，期盼奠定良好的器樂

基礎，能成為發展客家音樂之最佳利器。該鎮不分老少，已凝聚共識，期許客家之音樂

與文化之發展，能真正落實並且向下紮根，才能開花結果，薪傳不息。 

二、台中縣田野調查訪談記錄 

  研究者向碩果僅存的東勢鎮「傳統客家音樂」耆老們以及該鎮「國樂與傳統音樂推

廣班」的教師們，進行訪問，針對他們的學習背景、學習歷程、對傳統客家音樂建言以

及對於傳統客家音樂之期盼與展望。訪談內容如下： 

（一）、訪問（一）：《東勢鎮》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台中縣東勢鎮新盛里東關街（張金龍老師府上） 

受訪者：張金龍先生 

  張金龍先生現居台中縣東勢鎮，教授客家音樂頗負盛名，雖已屆八十三高齡，仍然

神采奕奕。張金龍先生自幼即熱愛傳統音樂，日據時代遠赴東瀛求學，利用課餘時間學

習日本尺八簫。二次大戰爆發後返鄉。於南部就業期間，至廣東會館學習廣東音樂，由

揚琴入門，再學習廣東二胡、秦琴等樂器，並以廣東二胡為基礎，進而擴展至高胡、中

胡、椰胡、大廣弦等等，樣樣精通。 

  退休後自南部返鄉，以樂會友，平日與三五好友相聚演練，其樂融融，演奏樂曲大

多以廣東音樂為主。後因胡泉雄老師至東勢鎮提倡客家音樂，舉辦研習會教授山歌、器

樂以及樂譜等，張金龍先生參加研習始接觸客家音樂，因張金龍先生具有深厚的音樂根

基與天份，甫學習一首平板，立即融會貫通，將客家山歌之唱腔以及韻味運用於擦弦樂

器之上，並親自拉琴為歌者伴唱，張金龍先生因此聲名大噪，吸引許多人參與。之後東

勢鎮公所社會課提倡客家音樂，張金龍先生應邀開班授徒，由山歌導入，再教導樂器。 

  據張金龍先生所言，廣東二胡技巧較難，其他客家擦弦樂器較為簡單，他先生平日

利用錄音帶，先熟悉客家音樂，再將客家山歌之韻味轉化成為客家擦弦樂器之演奏手

法。張先生的演奏技巧已臻圓熟之境，可視需要隨意加花或換把，在主幹音上自由發揮。

目前一般的記譜法較為科學，音符標示清楚，演奏起來乾淨俐落，但只有框架而無血肉，

所以只有主幹音尚無法呈現出音樂的精髓與美感，因此如何加花或換把是相當困難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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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客家擦弦樂器不同類別有不同的限制，如運弓的力度，弓法的變化以及換把的技巧，

均有賴經驗的累積，音樂的表現以及適時的創意與發揮。 
 
（二）、訪問（二）《東勢鎮》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台中縣東勢鎮新盛里東關街（張金龍老師府上） 

受訪者：王週朋先生 

  王先生目前高齡八十歲，日據時代即擔任國小教師，可以彈奏鋼琴，自民國四十八、

四十九年左右開始與東勢鎮的耆老們研究傳統音樂，一起同樂，起初先學二胡，由廣東

音樂入門，後又從張金龍老師習琴，擅長二胡、秦琴、揚琴等樂器，可謂多才多藝。他

並隨同張老師參加胡泉雄先生所舉辦的研習會，學習山歌、器樂以及樂譜等等，成效良

好，王先生與朋友們，每週聚集二、三次，一起研究，一起練習，直至九二一地震後停

止練習，殊為可惜。 

  王老先生認為東勢的傳統客家八音與苗栗的傳統客家八音有所不同，主要原因是苗

栗的傳統客家八音為職業樂團，在技巧與表現上均具有專業水準。東勢的傳統客家八音

則由業餘人士所組成，屬玩票性質，水準無法比擬。另由於二者之腔調不同，東勢腔調

屬於四縣、大埔腔調，所以有不同的表現與發展。 

  王老先生指出客家音樂有山歌、戲劇、以及傳統八音等等，但目前傳統八音只有五、

六人之合奏小組每週聚集練習，純屬自娛，且因無人開館，無法有系統地培訓人才，王

老先生呼籲政府應及早訂定推廣計劃，廣收學員，將培訓人才的工作專業化、系統化，

以解決後繼無人之窘境。 

 
（三）、訪問（三）《東勢鎮》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台中縣東勢鎮新盛里東關街（張金龍老師府上） 

受訪者：林阿富先生  

  林阿富先生現年七十五歲，於民國四十六年左右開始學習樂器，精通胡琴、喇叭弦、

壳仔弦、胖胡、大廣弦、三弦以及揚琴等等。對於傳統音樂非常投入且執著，平日與樂

友們切磋，猶感不足，因而遍訪名師，精益求精，堪稱「活到老、學到老」，其精神十

分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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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阿富先生平日亦擔任客家音樂揚琴班的指導老師，為東勢鎮的鄉親們提供學習客

家文化的機會與客家音樂的管道，期盼客家傳統音樂得以永續傳承，開創更有意義的未

來。 

    
（四）、訪問（四）《東勢鎮》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台中縣東勢鎮新盛里東關街（張金龍老師府上） 

受訪者：詹益峰老師 

  詹益峰老師現年五十四歲，目前尚在國中擔任教師，自幼即熱愛傳統音樂，對國樂

情有獨鍾。但因當時社會環境使然，師資匱乏，只能參考國樂基礎教材，自學二胡，其

自我摸索的歷程相當艱辛，無師自通，誠屬不易。民國六十八年參加教師國樂團，努力

學習二胡，演奏技巧更日益精進。九二一地震之後，東勢鎮百廢待舉，為了撫慰受創的

心靈，也著眼於客家音樂的推廣，東勢鎮農會成立國樂暨傳統音樂推廣班，有山歌班、

胡琴班、揚琴班等等。詹益峰老師亦是其中一員，目前也兼任指導學員之工作，對於推

展客家音樂，不遺餘力。詹益峰老師在音樂團隊中擔任領奏，每年多次在農會舉辦或是

地方性的活動中表演，如農會慶典、梨文化祭、開元活動或是促銷等活動等等，為地方

的文化推廣與傳承奉獻心力。 

  詹益峰老師對於客家音樂寄予厚望，認為客家音樂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但是客家

山歌或是戲劇的表演，雖然鄉土味十足，卻是較為俚俗，如舞台的設計、道具，演員的

服裝、打扮、言語、舉止，伴奏樂曲的編寫，樂隊的編制等等，都不夠精緻，甚至有些

粗俗，較不易被年輕人接受。如果能參照歌仔戲的發展模式，將客家山歌或是戲劇的表

演等各種呈現方式精緻化，應能多元發展並豐富內涵，樂隊的編曲和聲亦可更趨完善。

目前客家山歌或是戲劇表演者年齡層偏高，應積極培育新秀，文化薪傳才不至有斷層之

虞。而傳統音樂方面應儘快以田野調查及采風方式，將演奏實況有系統地錄影、錄音，

並將樂譜妥善整理及保存，廣為發行，才能達到推廣與普及的目的。 

  
（五）、訪問（五）《東勢鎮》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台中縣和平鄉天輪村（曾德森老師府上） 

受訪者：曾德森老師 



 24

  曾德森老師自幼即喜愛傳統音樂，中學階段已有傑出的表現，學習二胡成績斐然，

課餘參加省立台中圖書館中興國樂團，受到師長鼓勵，投考國立藝專國樂科（現國立台

灣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在校主修二胡、中胡等擦弦樂器，畢業後返鄉服務，在多

所國小、國中從事國樂教學，並積極投入客家山歌及傳統客家八音的推廣與傳承工作，

學以致用，貢獻鄉里良多。除了學校的教學工作之外，亦擔任東勢鎮農會胡琴班教師，

指導社會人士學習客家音樂之二胡、椰胡、胖胡、大廣弦等擦弦樂器，成效卓著。目前

並受邀擔任東勢鎮國樂暨傳統音樂學會顧問。 

  曾德森老師平日與東勢鎮之耆老們一同鑽研，期能將傳統客家八音發揚光大，因東

勢鎮之耆老們均具有深厚的廣東音樂基礎與背景，並曾與廣東老家的人士有交流切磋的

機會，在文化的認同與音樂的表現上，皆有共通性，對於淵遠流長的客家音樂之發展，

有相當大的助益。 

  曾德森老師指出，大多數的耆老們以廣東二胡的指法為主，再轉化成客家傳統音樂

其他擦弦樂器之指法，所以指法大致雷同。而傳統客家八音則因為與北管音樂同質性太

高，且因年代久遠，已從原始風貌作了許多變化與發展。南部地區的傳統客家八音具有

濃厚的閩南韻味，所以與北管音樂已無較明顯的界線，並且無法完全區隔。因此，如何

將傳統客家八音以純正的風貌呈現，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三、台中市、彰化縣之田野調查紀錄 

  台中市為都會型態，彰化縣雖有較偏遠之地區但多以海邊居多，所以此二縣市雖有

客家鄉親，但並非典型之社區聚落，因此並無大型之慶典或祭儀等活動，經由網路檢索

該二縣市文化局與社會局之資料顯示，並無傳統客家八音之音樂團體，因無從追蹤其發

展結果。 

四、南投縣之田野調查紀錄 

  經調查南投縣國姓鄉地區有客家鄉親居住，因熱心人士之呼籲，國姓鄉的長福國

小、長流國小、北山國小以及國姓國中等校推動客家歌謠的教學活動，以為該地區客家

鄉親文化的傳承。雖經有心人士的倡導，但這幾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大多必須出外謀生，

在家與子女交談的機會不多，而且對於母語也不一定熟稔，因此形成隔代教養模式，文

化傳承只能依賴長者的努力，所以對於客家文化的發展而言亦是一大隱憂。該縣雖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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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開始推廣客家歌謠的教學活動，但以國樂器擔任山歌演唱的伴奏，其技巧為國樂器樂

的演奏手法，並非傳統客家之演奏方式。經由網路檢索該縣文化局與社會局之資料顯

示，亦無傳統客家八音之音樂團體。  

五、傳統客家八音之擦弦樂器表現與技法分析 

  此次進行調查因東勢鎮耆老們所能演奏之「傳統客家八音」之曲目並不多，且對於

傳統工尺譜並不十分熟稔，因此只能就大家耳熟能詳，且已翻成簡譜的兩首樂曲「百家

春」及「寄生草」來進行錄影及錄音，當日之樂器編制為張金龍先生演奏高胡，林阿富

先生演奏鼓吹弦及胖胡（大椰胡），王週朋先生演奏胖胡，詹益峰老師演奏二弦（小椰

胡、壳仔弦）觀察紀錄如下： 

（一）、百家春：樂譜詳見附錄 10 

  「百家春」是一首流傳很廣的民間的傳統樂曲，屬於北管古曲之一，北管音樂大部

分來自中原一帶的亂彈戲曲，也包括當時的民間小調，或自古流傳的古曲，「百家春」

即屬後者。本曲有時作為喜慶、廟會演奏之用，也可配上歌詞演唱，唱詞係敘述獨守空

閨的少婦，在百物滋長的春天，思念丈夫的心情（台北市立國樂團，民 86）。 

  東勢鎮耆老們演奏本曲時編制為高胡一把、二弦一把、胖胡一把、鼓吹弦一把。高

胡、二弦及鼓吹弦，以 C 調之 Sol 當內弦，C 調之 Re 當外弦來定弦，胖胡則以 C 調之

Do 當內弦，C 調之 Sol 當外弦來定弦。演奏時由高胡領奏，起音後其它樂器才跟進，節

奏與速度之變化或須反復時，均由高胡為首，先行變化，結束時亦然。 

（二）、寄生草：樂譜詳見譜附錄 11 

  本曲編制為高胡一把、二弦一把、胖胡二把、其中高胡、二弦及一把胖胡均以 C 調

之 Sol 當內弦，C 調之 Re 當外弦來定弦，並以內弦 Sol 外弦 Re 之指法演奏，另一把胖

胡則以 C 調之 Do 當內弦，Sol 當外弦來定弦，並且同樣以內弦 Do 外弦 Sol 的指法演奏，

雖然所用樂譜相同，但因定弦與指法不同，增加音樂的豐富性及表現力，如四把擦弦樂

器均以相同指法演奏，雖然樂器之定弦有高低八度之別，但容易形成八度音平行發展的

現象，音樂呈現較為單調且無變化。而兩把胖胡以相差四度之定弦來表現，可豐富音樂

的變化性，增加表現力，又常以高音不換把位，只用內、外弦互換的變化指法來演奏，

即低音翻高或高音變低等手法，反而使音符錯落有致，形成另一種風貌。  

  東勢鎮耆老們演奏本曲時，除了採用上述之方式之外，樂曲的表現也因個人的見解

與詮釋有所不同，以及每位演奏者指法的運用及演奏時即興式的加花變化─即隨意但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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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加上個人喜愛或習慣的裝飾音、打音、墊音、顫音、滑音、換把等指法，而增添了

樂曲的韻味與風采。如譜例第五小節第二拍之八分音符的 Re–Si 就演奏成兩個十六分

音符的 Re–Mi 及一個八分音符的 Si，並且在 Si 之音加上滑音，或是將十三小節第二拍

之八分音符的 Do–Re 演奏成十六分音符的 Do–La–Do–RE 等等。或是以連弓、分弓、

顫弓、墊弓等弓法的變化，使音樂表現更富於變化，例如在第二十六小節第一拍之四分

音符的 Do 演奏成八分音符的 Do 及兩個十六分音符的 Sol，諸如此類，不勝枚舉。所以

本曲雖然只有四人演奏，所用樂譜亦同，但音樂的表現不但不呆板，反而多元且具有多

樣性。 

  雖然加花的演奏方式在傳統絲竹樂的運用相當常見，並且非常廣泛，但因時代的變

遷，已日漸式微，以目前一般的器樂學習者或是絲竹室內樂及現代國樂團之演奏者，所

接受的忠於樂譜記載及科學化之嚴格訓練，雖然技巧精湛、按音及節奏準確、骨幹架構

清楚、音色乾淨、動作俐落，演奏起現代樂曲的各種表現令人讚嘆，但演繹傳統樂曲時，

卻令人感覺雖然骨架完整，但似乎還缺少一些血肉的豐潤。相對於此，東勢鎮耆老們這

類加花和即興的演奏方式，更展現了另一種質樸卻傳神的意境。然而，這種韻致的呈現

仍有其必要之細膩與掌握的技巧。本研究中受訪的曾德森老師與東勢鎮耆老們相識甚

久，平時亦常常聚集練習，切磋琴技並且同樂，對「客家八音」之研究頗有心得，據曾

德森老師所言：東勢鎮耆老們演奏「客家八音」擦弦樂器時運弓輕、短、柔，不作大動

作之運弓方式，如此可避免技巧不佳者產生斷斷續續之音，而影響樂曲的表現。加花演

奏則因人而異，屬於個人即興創作，依個人的習慣而有所不同：例如將四分音符變成四

個十六分音符，或將長音改為下行音或上行音，全憑演奏當時的情境及臨時的創意。曾

德森老師又言：東勢鎮耆老們演奏的「客家八音」，具有另一特色，即是「不和弦」，此

法是將擦弦樂器的空弦定弦調至比標準音略低，但還是維持五度和諧之音，演奏者拉奏

時，將手指置於千斤下方一些，再按弦，如此一來，食指充當千斤，進行揉、壓弦，使

原本空弦的音色，得以有變化的空間，增加音樂的豐富性，但有時會引起他人誤解，以

為調音不準確，而否定了演奏者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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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原計畫利用田野調查，透過傳統客家八音班演奏專家的訪談，以現代的方

法，將「傳統客家八音」中擦弦樂器的演奏技巧，加以整理、分析，並將其音樂表現，

加以詮釋、註解，作成譜例，希望藉此工作先將珍貴資料妥善保存，作為推廣演奏之用，

讓有心從事演奏及傳承者，能有所依據及參考。除此之外，也期盼本研究可用於教學推

廣工作，未來可融入九年一貫課程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成為客家文化教學推廣的主

要項目，尤其是引導受過其他擦弦樂器訓練的國中小學生，在既有的基礎上發展，更易

融會貫通。同時，藉由此研究的結果與提示展開妥善保存、傳承開拓的工作，使之成為

客家文化薪傳中，寶貴的文化資產。 

  但經調查，發現實際狀況不如預期，目前中部地區碩果僅存的台中縣東勢鎮的耆老

們，熱愛傳統音樂，對於客家山歌及客家八音的推廣亦不遺餘力，雖然有熟練的技巧及

寶貴的經驗，但因非職業樂團成員，能演奏傳統客家八音的曲目有限，對於傳統工尺譜

的視奏亦有瓶頸。原本期盼能將耆老們演奏傳統客家八音擦弦樂器的技巧及音樂表現，

作有系統的整理、分析、詮釋與註解，並作成譜例，進而將寶貴資料妥善保存，但如上

所述，因能演奏的曲目不多，無法做更有效的運用及及成果的展現。除此之外，尚有一

大隱憂，耆老們年事已高，雖然戮力從事推廣工作，但顯然有青黃不接之窘境，以致於

在傳統客家八音的傳承上面臨極大的考驗。因此，如何改變現況，確為當務之急。研究

者建議有關單位可延聘職業樂團的專業演奏家，在目前東勢鎮之國中、小所培育之優秀

國樂器演奏者中，遴選有興趣者，在其既有的基礎上，予以傳統客家八音的專業訓練，

如此應能縮短初學者奠定基礎的過程，緩減後繼無人的危機，再進一步訂定人才培育計

畫，傳統客家八音的傳承才不至有斷層之虞。 

  多元性是文化得以寬廣而流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客家音樂曾在臺灣本土有過一段輝

煌的時期，可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黯淡,如果任由質樸的客家音樂隱沒於工商文化

和流行音樂的浪潮中，殊堪惋惜！當客家耆老逐漸凋零之際,期盼本項研究工作能發揮抛

磚引玉的作用，在文化傳承的道路上擔負一分歷史的責任。誠然，更呼籲政府相關單位

正視這個嚴肅的文化課題，或倡導法人團體長期持續地進行採集、整理、保存和教育的

工作，期待「傳統客家八音」的承啟與延續，開展另一個新的文化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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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音樂學會編（1989）：中國民族音樂大系—曲藝音樂卷。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

版社。     

東方音樂學會編（1989）：中國民族音樂大系—戲曲音樂卷。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

版社。     

東方音樂學會編（1989）：中國民族音樂大系—古代音樂卷。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

版社。    

東方音樂學會編（1989）：中國民族音樂大系—民族器樂卷。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

版社。  

林茂賢（民 89）：臺灣的小戲－三腳採茶戲，福爾摩沙之美：臺灣傳統戲劇風華。台中

市；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林月里（民 87）：中國傳統樂器之沿革與變遷，原住民社會教育研習會手冊，6～1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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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教育部主辨．台中市國樂學會。 

林谷芳（民 87）：傳統音樂概論。臺北市；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林昱廷（民 70）：胡琴的發展與技巧的研究。臺北市；學藝出版社。 

林 蔥（民 71）：中國音樂之演進。臺北市；學藝出版社。 

金文達(1994)：中國古代音樂史。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範儉民（79）：音樂教學法。臺北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周宗漢．孟文濤（1989）：中國大百科全書，69。中國．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高厚永（民 75）：民族音樂概論。臺北市；丹青圖書有限公司。 

袁靜芳（1999）：樂種學。中國．北京；華樂出版社。 

袁靜芳（1987）：民族器樂。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修海林（1997）：中國古代音樂教育。中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張炫文（民 86）：論傳統鄉土音樂與音樂教育，鄉土教學活動研習會研習手冊，64～71。

台中市；國立台中師範學院。 

張世彬（1975）：中國音史論述稿。香港；友聯出版社有限公司。 

張  韶（1980）：二胡廣播教學講座。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版社。 

張  韶（民 78）：南胡技術講座。臺北市；學藝出版社。 

許常惠（民 85）：音樂史論述稿（二）。臺北市；全音樂譜出版社。 

許常惠（民 85）：台灣音樂史初稿。臺北市；全音樂譜出版社。 

許常惠序，陳碧娟著（民 84）：台灣新音樂史。臺北市；樂韻出版社。 

許常惠（民 81）：民族音樂論述稿（三）。臺北市；樂韻出版社。 

郭長揚（民 82）：推廣民族文化的音樂教育理念，中華民國國樂學會四十週年特刊，

35~37。臺北市；中華民國國樂學會。 

陳郁秀編（民 86）：台灣音樂閱覽。臺北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裕剛（民 87）：國樂團與國樂合奏教學實務研探，合唱與合奏教學研討會論文集，

53~78。臺北市；臺北市立師範學院。 

陳裕剛（民 72）：國樂專業教育的現況，中華民國國樂學會三十週年特刊。臺北市；中

華民國國樂學會。 

陳御麟（民 88）：二胡基礎演奏法。中國.北京；金盾出版社。 

陸修棠（民 76）：怎樣拉好二胡。中國上海；上海音樂出版社。 

教育部（民 65）：國民小學國樂輔導教材。臺北市；黎明出版社。 

董榕森（民 81）：劉天華南胡音樂研究。臺北市；學藝出版社。 

董榕森（民 63）：實用中國樂法。臺北市；國立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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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榕森（民 70）：中國樂語研究。臺北市；金韻社。 

董榕森（民 76）：我國當前音樂教育之目標及特色。臺北市；國立台灣藝術館編印。 

黃體培（民 72）：中華樂學通論。臺北市；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玲玉（民 90）：臺灣傳統音樂。臺北市；國立台灣藝術教育館。 

黃玲玉（民 87）：傳統音樂教學—台灣的民間歌曲，台灣省國民小學音樂科教學研習會

參考教材（進階班），84～104。臺北市；教育廳策畫．國立臺北師範學院編製。 

楊蔭瀏（民 76）：中國古代音樂史稿。臺北市；丹青圖書出版公司。 

楊兆禎（民 86）：客家音樂篇－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音樂台灣一百年論文集。臺北市；

白鷺鷥基金會出版。 

葉棟（1983）：民族樂器的體裁與形式。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趙廣暉（民 75）：現代中國音樂史綱。臺北市；樂韻出版社。 

廖輔叔(1964)：中國古代音樂簡史。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鄭德淵（民 82）：樂器分類體系之探討。臺北市；全音樂譜出版社。 

鄭榮興（民 86）：台灣客族傳統音樂，台灣音樂樂覽。臺北市；玉山社。 

蔣風之、蔣青（民 78）：二胡演奏藝術。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劉瑞禎（1995）：古今中外樂器圖典。中國．北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劉再生（1989）：中國古代音樂史簡述。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劉逸安、趙寒陽（民 90）：二胡必修教程。中國.北京；同心出版社。 

劉天華（民 67）：劉天華南胡全集。臺北市；學藝出版社。 

劉毅志（民 58）：二胡的研究。臺北市；中國民族音樂學會。 

薛良（1994）：民族民間音樂工作指南。中國．北京；中國文聯出版公司。   

薛宗明（民 72）：中國音樂史—樂器篇（上、下）。臺北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薛宗明（民 72）：中國音樂史—樂譜篇。臺北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錢茸（民 87）：中國音樂與中國傳統文化．北市國樂第 138（56），9～11。臺北市；臺

北市立國樂團。 

謝朝良（民 75）：學二胡。中國.北京；人民音樂出版社。 

簡上仁（民 90）：客家系的傳統音樂，福爾摩沙之美：臺灣的傳統音樂。臺北市；行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簡其華、蕭興華、張式敏、王迪、齊毓怡編著：中國樂器介紹。中國．北京；人民音樂

出版社。                                          

福爾摩沙之美：臺灣的傳統音樂，簡上仁編輯，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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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二弦（小椰胡） 

演奏者：詹益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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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胖胡（大椰胡） 

演奏者：王週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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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鼓吹弦（喇叭琴、鐵弦子） 

演奏者：林阿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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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吊龜（京胡） 

 

附錄 5 大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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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高胡 

演奏者：張金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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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7 「客家八音」擦弦樂器胖胡之構造與各部位名稱 

 
 
 
 把子 

弦線 

千斤 

音階 

弦弓 

馬仔 
音筒 

馬尾 

弦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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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8 「客家八音」擦弦樂器之把位與指法表 

 
 
 

空弦……………0…… 

食指………Ⅰ指……(土)6

中指……Ⅱ指………(乙)7

無名指……Ⅲ指……(上)1

小指………Ⅳ指……(X)2

3(工)… 

4(凡)… 

5(六)………Ⅰ 

6(五)………Ⅱ 

7(亿)………Ⅲ 

1(仩)………Ⅳ 

2(ｲﾒ)……Ⅳ……Ⅰ 

3(仜)……………Ⅱ 

 (工)3

 (凡)4

 (六)5

 (五)6

(合)5 2(X) 
……………千斤 

第
一
把
位 

第
二
把
位 

第
三
把
位 

內
線(

粗) 
(

母
線) 

 (

公
線) 

 

外
線(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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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9 「客家八音」擦弦樂器之把位與指法表 

 
 
 

空弦……………0…… 

食指………Ⅰ指……2

中指……Ⅱ指………3

無名指……Ⅲ指……4

小指………Ⅳ指……5

6……Ⅰ 

7……Ⅱ 

1……Ⅲ 

2…Ⅳ……… 

3……………Ⅲ 

4……………Ⅳ 

5……Ⅳ…………Ⅰ 

6…………………Ⅱ 

 6

 7

 1

 2

1 5 
……………千斤 

第
一
把
位 

第
二
把
位 

第
三
把
位 

內
線(

粗) 
(

母
線) 

 (

公
線) 

 

外
線(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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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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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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