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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多元語族歌謠淺析--以閩南歌謠、客家歌謠為主 

施又文 ∗ 

一、前言  

音樂是人類文化的產物，世界上每個族群因其獨特的語言、聲腔、韻

律節奏，和配合的樂器不同，所呈現的音樂內涵及美感也各異其趣。歌謠

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音樂文化遺產，它以母語表達，具備濃厚的族群文化

特色。臺灣的族群音樂，不論是原住民歌謠、閩南歌謠、客家歌謠或中國

新住民歌謠，均有其脈絡可循，並可從中探討由於生存環境所孕育出來的

歌謠特質。  

二、歌謠的定義  

「歌」由歌詞和曲調結合而成，具有明顯的音樂性；「謠」是純粹吟

誦的唸詞，雖具有聲腔語調的抑揚起落，但欠缺完整的音樂性旋律。1歌謠

由民眾集體創作，作者多不可考，在民間流傳久遠，具有民間氣質及傳統

精神，而能夠用以詠唱 (歌 )或唸誦的歌曲。如果簡單的來定義臺灣歌謠，

就是：由民眾集體創作，在臺灣民間流傳久遠且富有本土精神，並可以詠

唱或唸誦的歌謠。  

民間歌謠和神話、傳說等，都是口頭傳述、代代承衍下來的庶民文化，

它在不諳文字的庶民底層，展現獨具特色的文化生命力。基於它們有很多

具有著文學性質，因此統以「民間文學」稱之。民間文學至少有集體性、

口頭性、變異性及匿名性這四個特點，這四個特點，也是它與文字書寫的

作家文學之間，最明顯的區別。  

歌謠是尋常百姓的聲音，主要是心對於周遭的人、時、事、地、物有

所感動、而發之於聲；因為它是真實感情的流露，所以容易扣人心弦，打

動人心，因此，歌謠才能歷久不衰而傳唱至今。  

三、歌謠的起源與功能  

歌謠是集體的、無名的、口傳的創作，是民間大多數人心情的寄託，

故其反映出大眾的心情，呈現的是平民生活的真實面貌。《毛詩‧大序》

                                                 
∗ 朝陽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1 《說文》提到謠「徒歌」（三篇上）。《初學記‧樂部》上引《韓詩章句》云：「有

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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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不足故嗟歎之，嗟歎之不足故永歌之，永歌之不足，不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禮記‧樂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也。」《漢書‧藝文志》云：「哀樂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

之詩，詠其聲謂之歌。」以上雖是論詩之起源，然《詩經》的時代詩與歌

謠渾然不分，論詩的起源便是論歌謠的起源了。可見抒發情感、馳騁憂樂

為歌謠向內的起因。  

歌謠也用於迎神祈福、消災禳禍，如閩南歌謠的普渡歌、原住民族群

矮靈祭或飛魚祭時唱唸的歌曲。郭紹虞《中國文學史綱要》稿本中〈韻文

先發生之痕跡〉一節引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話說：「歌舞之興，其始

於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郭先生繼而解說：「當時的歌

舞，在國則為『夏』、『頌』，在鄉則為『儺』、『蜡』⋯⋯，頌即為祭禮之

樂章，可以用之於樂歌，亦可以用之於樂舞。⋯⋯在鄉則有儺禮，後世鄉

曲偏隅每當歲暮亦必賽會酬神，其遺制也。」  

西方皮契爾（Biicher）以為，音樂起源於人類勞動之節奏。工人砍樹、

挑夫挑擔或船伕拉縴的呼喊聲，有規律的反覆而成歌聲。2這即是學者主張

的歌謠起源於勞動，因為民眾在集體勞動時，聯合眾人之力，透過有節奏

的歌唱，一方面可以調劑精神，減輕勞動中的疲憊，再方面透過歌唱可以

抒發內心的情緒，這就是所謂「不唱山歌心不爽」。臺靜農蒐集山歌起源

的傳說時，說到繡樓上的小姐悲憫農夫們在熱日頭下做活，遂做些山歌安

慰他們，山歌寫在紙上，隨風飄送到農夫們面前，他們於是一面唱一面工

作，將疲乏都忘了。3。這類型的閩南歌謠有〈耕農歌〉、〈採茶歌〉等等；

而客家歌謠則有〈十二月長工歌〉等等  

工作之餘、喜慶時節或者休閒時刻，戲劇、歌謠也提供了娛樂助興的

效果。譬如朱天民《各省童謠集》所記載的〈新年〉等等。 4 

綜上所述，歌謠具有下列的功能： (一 )反映生活、抒發感情； (二 )調

                                                 
2 引自簡上仁《臺灣民謠》（臺中市：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3 年），頁 2。 
3 引自朱自清《中國歌謠》（臺北市：世界書局，1999 年），頁 29。 
4 引自朱自清《中國歌謠》（臺北市：世界書局，1999 年），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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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勞動、舒壓解疲；(三 )祭典謳歌、消災祈福；(四 )娛樂助興、休閒消遣。 

四、臺灣多元語族及歌謠介紹  

(一 )臺灣多元語族  

歌謠的醞釀形成，往往與這個地區的地理環境、自然景象、人文關係、

語言類型息息相關。由於這些密不可分的因素存在，使得不同語系、相異

地區的歌謠各有其不同的風格與精神。  

臺灣現有的人口可以粗分為三類：(一 )原住民；(二 )16 世紀以後到 1895

年日本統治以前，陸續移入的閩粵移民，5並且包括漢人移民和本地平埔族

通婚所生的後代； (三 )1945 年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由中國各省移入了

約 160 萬的漢人移民，以及他們和本地人通婚所生的後代。  

1949 年以來，臺灣的漢人族群在社會上的分工形式，大抵是由外省人

(即中國新住民 )掌控黨、政、軍及文化媒體，原來的本省人則多從事農、

工、商及中小企業等領域。  

本單元要介紹的歌謠主要是以漢人歌謠為主，包括閩南族群、客家族

群、中國新住民的歌謠等。  

(二 )閩南語族歌謠  

1.閩南移民的背景介紹  

本文的「閩南」，或稱為「福佬」或「河洛」 6，閩南人與客家人均為

漢族的主流，學者從閩南語系保存著許多秦、漢古音古語的現象，印證了

閩南人源自黃河流域、中原地區的事實。由於中國歷經各代動亂或地瘠物

貧的生存艱難，乃不斷輾轉南徙，終於在福建和兩廣一帶落腳。  

西元 16 世紀以後到 1895 年日本統治臺灣以前，陸續由中國的廣東與

福建地區的南方漢人不斷移入，閩南人主要是來自福建漳、泉二府，由於

泉州移民最早移入臺灣，主要分布在臺灣西岸平原地區；漳州移民次之，

主要分布在內陸平原地區。  

                                                 
5 閩南人與客家人均為漢族的主流，尤其在明末清初之際，大批渡海來臺灣墾殖。

見簡上仁《臺灣民謠》（臺中市：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3 年），頁 4。《粵東文
海》說：「康熙初，內地流入臺灣居住者，閩人謂之福佬、粵人謂之客人。而客

人占籍北路，在諸羅、新化等處，其占籍南路，在鳳山曹等處。」 
6 如簡上仁《臺灣民謠》、《臺灣傳統音樂》二書稱「閩南」為「福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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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明令不准攜眷來臺，因此渡海多是單身男性，這些羅漢腳離

鄉背井，為了生存自保，往往結盟結拜，又為了利益之爭，械鬥時有所聞，

至今尚有「三年一小亂，五年一大亂」的說法。這些單身渡臺的羅漢腳為

了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就近與原住民結婚的可能性相當高，所以臺灣俗

諺說：「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這就形成了臺灣的漢人社會事實上是

一個具有漢人文化特質、但在血緣上具有高度族群混合的社會。 7 

最早在閩南人東渡來臺的時期，閩南人多寄居於平埔族的社會，彼此

在文化上相互涵化，許多閩南語系歌謠如〈駛犁歌〉、〈恆春調〉、〈丟丟銅

仔〉、〈草螟弄雞公〉等，都是源自平埔族的歌調。在明末清初大批漢人移

入臺灣並形成漢人社群，從原鄉帶來的南北管音樂和民謠、小調，也逐漸

在臺灣落地生根，並形成在地風格的閩南語系音樂。 8 

2.閩南歌謠的分類  

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前，閩南人約佔全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

會說閩南話的人更多。由於閩南人佔了絕大多數，故以閩南語歌唱的民謠

自然成為國民政府遷臺之前臺灣歌謠中最大的主流和重心。  

(1)以流傳的區域分 9 

學者常以地區來區分閩南歌謠，如「彰南地區」、「恒春地區」、「蘭陽

地區」等等。這樣的分類，是因為在移民開墾的過程中，來自同鄉相近的

族人容易聚集在同一地區，而不同區域間因天然障壁的阻擋，同時限制了

歌謠的傳唱區域。由於歌謠係口耳相傳，因此即使同一個地區、同一首曲

子，也會因時間的影響，在歌詞及演唱方式上產生極大的差異。我們常稱

呼這種在傳唱過程中由人民自由參與創作的歌謠，叫做「自然歌謠」，以

便和明確知道作曲作詞者，有固定唱法的「創作歌謠」區隔。  

A.嘉南地區：明末清初來臺的閩粵移民，最初以嘉南平原為他們開發

臺灣的根據地，舊嘉南平原包括今日自彰化縣以南至高雄縣的大平原區，

                                                 
7 見陳儀深《臺灣的社會：從移民社會，多元文化到土地認同》（臺北：博揚文化，

2001 年），頁 13-16。 
8 簡上仁在《臺灣福佬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臺北：自立晚報社，1991 年），認為

〈五更鼓調〉、〈天黑黑〉、〈臺東調〉、〈牛犁歌〉即承襲大陸家鄉詞調而來，由母

地做橫的移植於臺灣，該書有詳實的考究。 
9 簡上仁《臺灣民謠》（臺中市：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3 年），頁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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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閩南歌謠便是從這些開拓者的生活中逐漸孕育出來的。如：〈天黑

黑〉、〈駛犁歌〉、〈採茶歌〉、〈五更鼓調〉、〈卜卦調〉、〈勸世歌〉，以及「六

月茉莉」、「桃花過渡」等等。其中〈五更鼓調〉、〈天黑黑〉即承襲大陸家

鄉詞調而來，由母地做橫的移植於本地。  

B.恆春地區：舊恆春縣域包括今天的恆春鎮、車城鄉、滿洲鄉、枋山

鄉及牡丹鄉五個鄉鎮，恆春地區過去因為交通不便長期與外界封閉，錯雜

共處的高山、閩南和客家等多語系表現在民俗歌謠上亦有相互協和的獨特

韻味。當地流傳的恆春調包括〈思想起〉、〈四季春〉、〈牛尾擺〉、〈臺東調〉

等等。  

C.宜蘭地區：宜蘭地區在乾隆、嘉慶之際，經開蘭始祖吳沙有規劃的

大事墾殖，漳、泉、粵三籍移民乃相率而至。蘭陽平原包括今日的頭城、

礁溪、宜蘭、羅東等地，產生於該地的歌謠除了〈丟丟銅仔〉、〈五工工〉

(嗚嗊嗊 )、〈農村酒歌〉等等之外，還包括歌仔戲的一些曲調。  

D.其他地區：除上述三分佈區以外，閩南人定居的地方。臺北由於過

去是省會所在而今又是首都，商業繁華及科技的影響，卻使它成為最不具

本土性音樂特色的地區。流傳的歌謠有臺北的〈臺北調〉、〈嵌仔腳調〉，

新竹的〈茶山相褒〉，屏東的〈搖籃歌〉等等。  

(2)依歌詞的內容分 10 

閩南歌謠可依歌詞的內容為分類標準而有下列幾項：  

A.敘事類：敘述先民渡臺的艱苦，如：〈思想起〉、〈勸人莫過臺歌〉、

〈鄭成功開臺灣〉；描寫臺灣風物，如：〈臺灣產物歌〉；勸人為善，如：〈勸

世歌〉；歌詠歷史人物，如：〈陳三五娘〉、〈黑面祖師公〉。  

B.工作類：如：〈牛犂歌〉、〈耕農歌〉、〈採茶歌〉、〈江湖賣藥調〉、〈乞

食調〉等。  

C.家庭倫理類：臺灣社會以閩粵南方文化為基調，大家庭的生活也是

歌謠的題材，如：〈病子歌〉、〈滿月歌〉。  

D.祭祀類：宗教信仰乃民間精神生活最大的慰藉，敬拜祖先或長輩仙

逝的歌曲，如：〈道士調〉、〈牽亡歌〉、〈哭喪調〉、〈卜卦調〉等。  

                                                 
10 該分類係依照簡上仁《臺灣民謠》（臺中市：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3 年）的分

類，而筆者把「趣味類」改成「滑稽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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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愛情類：愛情是古今中外歌曲種類最多的一種題材，而閩南歌謠亦

然，如：〈桃花過渡〉、〈六月茉莉〉、〈相褒歌〉、〈愛情哭調仔〉、〈採茶歌〉、

〈草螟弄雞公〉等等。  

F.童謠類：如：〈天黑黑  〉、〈丟丟銅仔  〉、〈點阿膠〉等等。  

G.滑稽類：如：〈一個老不修〉、〈一個炒米香〉、〈長煙吹〉等等。  

(3)依音樂特質及使用形式分  

若是按照音樂特質及使用形式，可以二分為有唸詞而無音樂旋律以及

唸詞與音樂旋律兼備的兩種。譬如簡上仁《臺灣民謠》當中「依音樂特質

及使用形式分類」一節，所分出來的六個系統，可以歸納成屬於： (A)有

詞無樂的唸謠：如民間唸謠、宗教唸謠、童謠；(B)有詞有樂的歌謠：如一

般歌謠 (前述流傳各區域的閩南歌謠 )、說唱等等。  

3.閩南歌謠欣賞  

臺灣屬於四面環海的海島型國家，下雨相當的頻繁，早期住民以農維

生，從巡田引水、挲草、撒肥料、拔稗草、收割、曬榖，農務繁忙而生活

單純。嘉南歌謠〈天黑黑〉書寫農家人從平淡生活中自找樂趣的場景：  

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仔舉鋤頭要掘芋。 

掘啊掘，掘啊掘，掘得一尾旋鰡鼓，依呀嘿嘟真正趣味。 

阿公要煮鹹，阿媽要煮淡，兩個相打弄破鼎，依呀嘿嘟隆冬七冬槍，

哇哈哈。 

陰天要下雨，對耕作維生的早期住民來說可以省去不少巡田引水灌溉的農

事，當然是一件高興的事。所以，阿公高高興興地出門要去掘水芋了。芋

有山芋和水芋之分，靠近水溝岸邊容易長出野生水芋。阿公找到芋葉，用

鋤頭一挖，還沒挖出芋頭，反倒是把躲在污泥巴中的泥鰍 (旋鰡鼓 )給挖了

出來。本來要吃素的，這下子可以開葷了，當然值得高興。這裏製作了一

種戲劇性的驚奇效果。  

阿公把芋頭和泥鰍交給阿嬤，阿公要吃鹹一點、口味重一點的，偏偏

阿嬤喜歡清淡一點的，兩人竟然鬧到「大打出手」、連鼎（大鍋子）都給

打破了，這又是超出原先預期——「飽吃一餐」的效果。「哇哈哈、哇哈

哈」歌詞點明了〈天黑黑  〉是一場笑鬧劇，這樣的歌曲是否有助於調劑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九十九期 

 44

生活呢？  

第二首〈思想起〉（恆春民謠）發源自南臺灣恆春地區的民謠，渡海

東來的先民，他們在南臺灣蠻荒之地開天闢地，這樣的工作是單調而辛苦

的，而背井離鄉的生活也是寂寞難耐的，每當勾起鄉愁，〈思想起〉的旋

律也就隨興的唱了出來。陳達憑著祖先橫越黑水溝來到臺灣的開墾故事為

內容，唱出極富地方特色的〈思想起〉。民族音樂家呂炳川曾在屏東四屏

溪、臺東山區採集到〈思想起〉的音樂，依據當地節奏、唱法等研判，認

為〈思想起〉是由平埔族的西拉雅族所演變而來的，所以是一首漢化民謠。 

 該首歌曲本身僅有基本骨架，歌唱者開頭唱「思啊～思想起～」引

韻，再來就是進入七字仔的歌詞，詞曲中加入「伊嘟」、「唉喲喂」等感嘆

詞，曲調可以隨著演唱者本身喜好自由發揮，依不同的歌者不同的詮釋，

賦予歌曲多采多姿的變化：  

思想起，祖先鹹心過臺灣，不知臺灣生做啥款？ 

思想起，海水絕深反成黑，在海山浮心漂心艱苦。 

思想起，黑水要過幾層啊，心該定，碰到颱風攪大浪。 

有的抬頭看天頂，有的啊，心想那神明。 

思想起，神明保佑祖先來，海底千萬不要作風颱。 

臺灣後來好所在，經過三百年後人人知。 

思想起，自到臺灣來住起，石頭嚇大粒，樹啊嚇大枝， 

一腳開墾來站起，小粒的，用指頭搬摳，血流復共血滴。⋯⋯. 

（僅節錄由陳達所唱的一段歌詞） 

這樣的一首思鄉民謠，與中國新住民歌唱原鄉歌謠解除鄉愁兼具娛情

的作用，意義相同。所錄這一段，相當於另一類型的臺灣史，所謂「以歌

證史」，具有歷史意義的文獻價值。 11 

「卜卦調」源自於歌仔戲調，應用於乞丐行乞或相命仙算命卜卦之曲

調。以前的乞丐在街上賣藝行乞，月琴上就掛著乞食籤，替人卜卦、算命，

                                                 
11 連橫〈臺灣通史序〉：「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爾！篳路藍縷，以啟山林，至於今是

賴。….. 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以拓殖斯土，為子孫萬年之業者，其功

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若涉深淵，彌自儆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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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歌仔戲的劇情中，乞丐或相命仙出現時，常會演唱此一曲調。 它的

歌詞內容多少帶有宗教的色彩：  

手搖籤桶有三支喔，要卜新娘啊入門喜咿， 

現在有身三月日喔， 唉喲喂，包領會生莫嫌遲咿。 

頭支五娘陳三兄喔，甘願為奴來掃廳咿， 

婚姻雖然能成事喔，唉喲喂，一心歡喜一心驚咿。 

二支關公扶劉備喔，要問先祖啊做生意咿， 

你若添油二百四喔，唉喲喂，明年一定大賺錢伊。 

三支蜻蜓飛落網喔，這運財利啊有較空咿， 

先祖壇前來解厄喔，議員當選有希望伊。  

引歌經由臺南市的文人許丙丁重新填詞，內容講人們求神問運。歌詞

是希望身懷三甲的媳婦生個健康的寶寶，希望婚姻能夠幸福美滿，能夠賺

大錢、又可以當上議員。她相信神明在天，只要多添點香油錢，恭敬的祭

拜祈求，一定可以實現這些願望。從歌曲中可以窺探出臺灣人對神明之尊

敬，雖帶點迷信，也是為求心安。  

最後一首「牛犂歌」又名「駛犂歌」。駛犁歌舞中所唱的曲子，即為

「牛犂歌」，流傳於臺灣中南部鄉間的耕農歌，農夫在耕作勞動之時，哼

哼唱唱，用以自娛，也藉此忘卻工作的辛勞：  

⋯⋯手扶牛耙喂，來鋤田啊喂，我勸著犁兄喂，毋通叫艱苦，奈噯

唷犁兄喂，為著顧三餐，大家合力啊，來打拼噯唷喂，奈噯唷里都

犁兄唉，為著顧三餐，大家來打拼，噯唷喂。 

閩南歌謠曾經盛行一時，但 1950 年代末期國語的推行，加上既定政

策對閩南歌謠發展的限制性輔導，使其難獲傳播媒介的充分支持，閩南歌

謠的聽眾相對地逐漸減少，因此步上式微的命運。  

(三 )客家語族歌謠  

1.客家移民的背景介紹  

客家人祖先原居住在中國的中原地區，歷經戰亂而輾轉落腳在江西、

兩廣及福建一帶，到了明末清初之後，又自東南沿海地區東渡移居來臺。

客家人遷徙流離過程中，所到之處盡是荒山野嶺，他們艱苦開墾，戰勝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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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為生活打拼奮鬥中，他們把喜怒哀樂的感觸詠之成歌；他們配合砍

樹、挑擔、耕作、勞作而哼之成調。有時是呼朋引伴的放情互答，有時是

引吭長言的山河對唱。由遠方互答又漸漸發展成情歌，情歌遂成為客家山

歌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  

「客家人」名稱的由來，是因為宋朝在製作戶籍時，將原居者稱為

「主」，而較晚移入者稱作「客」，直到現在這個名稱仍被沿用。由於「晚

到」，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是些較為貧瘠的丘陵或山地，生活環境的

艱難，使客家人養成了刻苦耐勞與勤儉進取的美德。  

2.客家歌謠的分類  

(1)以曲調性質分 12 

客家調基本上是山歌的氣質，若依曲調分，客家歌謠有山歌、九腔十

八調、採茶、小調等不同的名稱。客家歌謠又稱「採茶歌」，主要是因為

客家歌謠與「三腳採茶戲」（客家傳統戲曲）密不可分；「九腔十八調」則

是形容客家歌謠曲調多、內容豐富。不過，一般人仍以「山歌」作為客家

歌謠的總稱。臺灣客家山歌曲調的特性，可分為「老山歌」、「山歌仔」、「平

板」三大調及其他小調。   

「山歌」意味從「土地裡迸出來的歌」，與早期客家人生活在丘陵的

自然生態有關，丘陵地區的土地貧瘠，種田不理想，因此以種茶葉為多，

由於茶園之間隔著小山丘，傳唱文化自然地產生出來。山歌最大的特色就

是「對話」形式，自由而隨興。流傳在民間，九成的山歌都是打情罵俏、

相當露骨，研究客家文化權威之羅香林教授說：  

客家男女，雅好歌唱，偶過岡頭，樵夫薪婦，耕子牧童，唱和之聲，

洋洋盈耳，雖其歌詞多屬男女相悅之句，然其婉曲取喻，哀感頑豔，

有足多者。 

遍查自古流傳之客家山歌，確實都以男女情歌為主。  

A.老山歌  

老山歌，又稱「大山歌」，是一切山歌的源頭，它是它客家古調，原

                                                 
12 參見曾彩金《六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屏東市：六堆文化教育基

金會， 2001年），藝文篇下，頁 230-231。 



文稿 

 47

始而質樸。歌曲以 La、Do、Mi 三音構成基本旋律，並用四縣話發音，曲

調固定，可以隨意填詞而唱。由於客家先民唱山歌，是在山與山之間遙遙

對唱，所以老山歌的曲調特別悠揚高亢，節奏自由流暢，拍子拖得很長，

難度最高，但韻味綿厚，令人發思古幽情。   

B.山歌仔  

山歌仔，又稱「山歌指」，由老山歌變化而來。節奏較快，不能隨意

拉長，曲調固定，也可以隨意填詞而唱，其旋律優美，宛轉悅耳，女子愛

唱。近來常被改編為交響樂曲，並以聲樂演唱。   

C.平板  

平板，係由前二種演變而來，故又稱「改良調」，比較平順好聽。有

五聲音階，每一曲調可衍出七種唱法，風格更為活潑流暢。一般來說，比

較常唱的是「兩線吊尾平板女人腔」和「西皮老和板平板男人調」兩種。

平板的曲調可用來表達各式內容的歌詞，它代表山歌從山水間的個人抒情

走向茶園、家庭、市集廟會，變成大眾化的娛樂，進一步擴大它的社會基

礎。  

老山歌、山歌仔、平板合稱「三調」，又稱「大曲」，歌詞不固定可自

由發揮，但不論歌詞內容如何，曲調均可套用，這和宋詞、元曲相似，是

古代樂府的遺風。而小調則是一種曲調就是一首歌，歌詞也差不多是固定

的。  

D.客家小調 

老山歌、山歌仔、平板以外的客家歌謠，俗稱小調，小調有一定的歌

名、歌譜、歌詞，詞曲固定，一種曲調就是一首歌。小調又可分兩種：一

是「傳統小調」，是道地的傳統民歌，如桃花過渡、鬧五更、瓜子仁、十

送金釵、十二月古人等；一是「創新小調」，即以傳統小調的曲子另譜新

詞，或模仿小調重新編詞作曲，而其中的佼佼者即是已故的黃連添、及其

弟子──竹東的陳清臺。  

無論是老山歌、山歌仔、平板或其他小調，客家山歌都需與客家話的

聲調、口氣搭配無間，否則唱來不順溜、聽來不夠味。客家歌謠的歌詞以

七言四句為主，為使旋律聽來富於變化，演唱時多會加上虛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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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客家歌謠的演唱方式，形式也相當多樣，包括獨唱、對唱、齊唱、

領唱、和唱、朗誦式唱法等。凡眼有所見、心有所想、耳有所聞，皆能譜

韻成歌。樂器一般以二弦、竹簫、南胡、西鼓等樂器為基礎，配合歌聲作

抑揚變化，聽來別有一番風味。  

(2)以歌詞內容分  

張鴻祥《福建客家歌謠賞析》將採自福建閩西的客家歌謠依內容加以

歸類，包括童謠、情歌、歎苦歌、勞作歌等。這當然是相當簡要的區分。

楊佈光《客家民謡之硏究》則分成十六類，分別是：愛情、勞動、消遣、

家庭、勸善、故事、相罵、蹉嘆、飲酒、愛國、祭祀、催眠、戲謔、安慰、

歌頌自然、生活等。  

(3)以流傳的區域分  

臺灣客家人分成南部和北部兩大系統。南部客家人多來自廣東梅縣、

大埔、蕉嶺及五華等地，13現居住在高雄縣和屏東縣內的鄉鎮，有「六堆」

之稱，來臺時間較北部早。 14北部客家人除來自廣東梅縣、大埔、蕉嶺及

五華等地，也有來自海豐、陸豐、饒平及興寧等地者，聚居在苗栗、新竹、

桃園等縣市，後來慢慢散居在臺中縣東勢鎮、南投縣國姓鄉、臺東縣、花

蓮縣及臺北縣等地區。   

一般說來，北部地區的客家歌謠，因與都市文化長期接觸，易受近代

音樂影響，所以較具通俗小調的風格，而南部地區的客家民歌，則較能保

存客家山歌的特色。  

3.客家歌謠欣賞  

有些地方是將歌謠中的情歌直呼山歌，但客家人是將總體歌謠概括稱

                                                 
13 《粵東文海》說：「客人者，嘉、平、鎮三州邑人。」嘉應州，在現今廣東梅縣；

鎮，指鎮平縣，今蕉嶺縣；平，即平遠縣。 
14 清康熙六十年 (AD1721年)，朱一貴亂事時，居住高屏地區的客家先民，為保家

衛土，組成「六」支民間義勇軍隊，分成前、後、左、右、中，以及先鋒等六個

營隊，統稱「六營」，而後為與官方組織區隔，而稱六堆。這六支軍隊來自各客

家鄉鎮，後來就統稱這些客家鄉鎮為「六堆」了。「六堆」一詞現在已轉變為該

地區客家族群之概念性統稱。六堆地區有閩、客混居的現象，在一首老山歌寫著：

「六堆一出个河洛村哪，捱客家澳福佬就不可分哪，有事大家个好商量哪，捱同

做个事業就共生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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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歌。而客家山歌中，情歌的確佔最大宗。客家山歌產生的年代雖然已

無法考證，但是無庸置疑的，臺灣的老山歌是隨著客家人漂洋過海而來臺

的；但因環境之變遷，除老山歌和洗手巾等少數曲子仍和大陸原鄉保有相

同面貌外，大部分已經發展成迥然不同的臺灣風味的客家山歌！  

山歌這個名詞一般學者都公認起自唐朝「竹枝詞」，並以竹枝詞做為

山歌的起源。李益說：「無奈孤舟夕，山聞竹枝。」便是一例；也因山歌

源於「竹枝詞」，所以山歌主要形式便是七言四句，它的特色是一句七字，

四句落板，而且平仄分明，演唱時都是隨機從口而出，俚言俗語，充滿質

樸而不造作之鄉土風味。  

現介紹第一首客家歌謠〈落水天〉：  

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捱（介）身邊，身邊又無傘來又無笠（咯），

光著頭來真可憐。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捱（介）身邊，衫褲

濕（忒）無要緊（咯），雨水多（咧）好耕田。 

客家人日夜勞作，不論是寒冬酷暑，也不分晴天雨天，雨水淋濕衣裳

是小事一樁，個人健康先放在一邊，最重要的是「好耕田」。結尾兩句用

對比手法點出客家人的吃苦精神。這首歌的虛字襯詞放在字詞之間或句子

的末尾，虛字襯詞的本身雖不具意義，但常作為補充的音節數，有時也可

當作是樂句停頓的壓韻字，有時更可以傳達語言所無法表現的特殊情感，

用在句中有助轉折、流暢。歌詞由於虛字襯詞的插入，更呈現客家山歌的

口語化及鄉土性。  

第二首以〈妹子和哥初相交〉為賞析，彰顯客家族群用山歌的形式來

抒發男女間相愛的情感，而這類型的客家情歌數量上也是最多。 15 

十八老妹嫡嫡親，渾水過溪唔知深，丟個石子試深淺，唱支山歌試

妹心。 

在這首山歌中，男方暗戀著十八歲的老妹，但又不知老妹的心意怎麼

樣？摸不透女方的心思，好比是渾水過河看不清河水究竟是有多深。怎麼

辦呢？河水的深淺可以用丟石子來測試，不方便當面說的話可以用山歌來

                                                 
15 在客家傳統山歌中，情歌占了絕大部分。關於愛情的種種期待、描述、想像、構

成了客家山歌的情戀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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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當面不好問的問題也可以用唱山歌的方式來問，這就是俗話說的「投

石問路」而以歌試情了。  

這首山歌屬於典型的「初識」情歌，「初識」在客家情歌中佔有相當

的比例，是遇見對方後產生了好感，發生朦朧的愛慕，急於想了解對方時

發自內心的歌詠。  

第三首山歌〈新打茶壺錫較多〉：  

新打茶壺錫較多，十人看到九人摸；人人都話係好錫，究竟唔知有

鉛無？ 

以前人的茶壺有用錫打造的，工匠為了省較貴的錫而把鉛滲在裡面，

就像把銅熔入黃金中一般，外面是看不出來的。本詩由看新茶壺開始，藉

著「錫」與「惜」的雙關，「鉛」與「緣」的雙關語，和「新茶壺」是「新

結交的情人」的比喻，而說出心中的情意：人人都說她是值得疼惜的人，

只是不知道我倆究竟有沒有緣？  

這首山歌用「錫」雙關「惜」；「鉛」雙關「緣」(客語同音 )，「有錫有

鉛」即「有惜有緣」；男女之間總要彼此憐惜，才能長保緣分，歌者透過

山歌，唱出對男女之間美好情感的期望。民歌的本質本來就是用唱的，若

是熟悉客家話的人，相信更容易掌握客家山歌的雙關語成分。  

在客家族群遷移臺灣三百多年的歷史當中，客家山歌成為客家族群重

要的精神食糧。客家人常喜歡在荒山原野、田園茶山，於工作之際，就眼

所見、耳所聞、心所感，自然即興作詞隨口哼唱山歌，這是客家人寓娛樂

於工作的表現。日據時代，客家調曾因過分興盛而被嚴禁演唱，然而，客

家族群對於鄉土文化的重視使得客家調在臺灣光復之後，仍然大為風行，

不僅在客家鄉鎮有「客家山歌大賽」的舉辦，有線客語電臺也經常邀請客

家人演唱客家歌曲；各地文化局更有客家歌謠研習班的設立。 16 

五、結論  

每個族群都有它引以為傲的歌謠，每個族群的歌謠都和該族群的血

脈、環境、歷史、文化密不可分。透過對於臺灣各語族歌謠的研討，不僅

                                                 
16 簡上仁《臺灣民謠》（臺中市：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3 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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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認同我族的生命經驗、歷史文化，也能以相同的情懷去體驗、尊重他族

的生命經驗、歷史文化，因此，每個族群的歌謠都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

傳承與保存。  

臺灣多元文化的特殊背景提供了臺灣子民認識我族、尊重他族的方便

之門，唯有了解生命的起承轉合，每個族群才能知道自己從哪裡來、往哪

裡去，生命不再是物質生命的存在，而有精神層次超越的體驗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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