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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優雅的義式餐廳庭園裡流洩著舒適輕快
的背景音樂，一位年長的先生不疾不徐

地迎面走來，穿著簡單大方的藍色襯衫、米色外
套，帶著和藹可親的笑容，他是知名客家歌曲創
作者——余廣業。
余廣業為桃園縣客家人，畢業於文化大學音樂

系理論作曲組，在國立中壢高中擔任音樂科專任
教師二十多年，現在他除了為國語和客語歌曲作
曲外，還身兼唱片製作人和出版者的身份，發揮
他的音樂專長推廣客家文化。

從小愛聽山歌 愛看採茶劇

生長於客家家庭中，余廣業從小就與家人使用
客語溝通，也很喜歡傳統客家音樂。他曾經到新
埔義民廟前觀賞客家山歌比賽，客家山歌給他的
感覺很特別，曲調優美、伴奏很傳統，使用的樂
器為胡琴，與一般聽到的流行歌曲有天壤之別。
除此之外，余廣業也看過「客家採茶歌劇團」的
演出，這些兒時特別的體驗，都在余廣業心裡埋
下客家音樂的種子。
此外，余廣業家裡很早就有收音機和唱片播放

機，有了這兩樣法寶的協助，他常常聽到各種不
同曲風的樂曲，培養他的音樂氣息。當然，家庭
裡民主的風氣也是余廣業走上音樂之路的一大助
力，在民國四、五○年代時，學音樂總是不被看
好，但因為父母的支持，讓余廣業更能擁有勇氣
與信心投入自己所喜愛的音樂。

總是帶著慈祥的笑容，年近花甲之年，卻依
然丰姿綽約、氣質優雅。在外頭看見她停

放著腳踏車，手裡拿著兩個提袋，表現出和藹的
姿態進入約定好的麵店，聽著她訴說著以往的經
驗，字字句句充滿了愉悅的氣氛。
她就是不求回報，為了客家文化客家歌謠而努

力著的音樂才女申梅蘭。
申梅蘭，從小在桃園縣楊梅鎮客家庄長大的客

家人，說著一口道地的四縣腔客家話，不過因為
母親的因素，所以海陸腔也會說。先前曾在電視
台擔任節目製作人，目前是桃園縣客家文化歌謠
協會理事長。除了歌唱專長外，她也創作出許多
動聽的作品，在歷屆的新竹縣客家新曲比賽中獲
獎無數，二○○八年更以《娘花》和《春夏秋

2011大北坑眾伯公平安祭活動，申梅蘭在台上賣力演唱
客家歌曲。 （申梅蘭／提供）

徐秋妲熱情地分享新式唱片機，及黑膠唱片。 
 （江岱燕／攝）

申梅蘭細細訴說著從前與父親和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
 （徐冠軒／攝）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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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分別獲得創新歌曲貳獎和山歌歌詞佳作的雙料
榮耀，近期又以《結親》入圍二○一○年最佳客家
創新山歌詞獎。

父親啟蒙 參賽連過25關

說到申梅蘭如何走進入音樂的世界？她表示，父
親對她的影響最為深刻。她的父親很會唱歌，申梅
蘭很幸運地遺傳到父親的歌聲。小時候，在農忙之
餘，她的父親會在夏天晚上較涼快時以樹葉吹奏曲
調，也會叫幾個小孩搬矮凳子圍在一旁，專心聆聽
演奏，但是當時他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麼歌曲，只
覺得父親好厲害。直到讀小學時，父親才開始教她
唱兒歌，因此她大約在五十年前就聽過《月光光》
這首童謠。現在回想起來，申梅蘭說她的山歌啟蒙
老師絕對是她的父親。
一次的偶然機運，讓申梅蘭的生命有了完全不同

的走向。一九九四年，桃園縣地方電視台有一個
「客家金曲排行榜」的比賽，妹妹知道她很會唱客
家歌曲，於是就幫她報名參賽了，結果竟一舉得了
第一名。
看似很順利的過程，其中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小

故事。她說，其實唱到第五關的時候她就不想比
了，因為擔心會被淘汰，不過父親不答應，只好硬
著頭皮比下去，到了十五關，真的很想退出，因為
會的歌太少，已經面臨「歌荒」了，不過一向是鐵
公雞的父親竟允諾如果她得第一名就給她十萬元
作為獎勵。在父親的激勵下，申梅蘭順利地連過
二十五關封后。
參加「客家金曲行榜」是申梅蘭生命中一段非常

溫馨且重要的回憶，她說，「當時親朋好友一起合
影的照片，到現在還保存著。」而在那之後，歌唱
也變成她事業的第二春，比完賽就被介紹到客家衛
星電視台當節目製作人，同時結識許多老師，並累
積有關客家歌謠吟唱與創作的實力。她現在持續到
各社區教唱客家歌，並到各地方去表演。

寫歌靈感 從生活中拾取

除了歌唱與教學外，申梅蘭對於歌謠創作也很有
興趣。「當教唱老師久了，自然會想要做出自己的
作品。」，而客家母語的元素就是她創作歌的元
素。申梅蘭所創作的歌詞有很多是扎根於與父母的
生活互動中得來，例如勵志勸善等。而她總是從生
活當中去發掘創作的靈感，例如在參加一場活動回
程時，看見月亮皎潔明亮，或感到涼風愜意，都可
以成為創作的題材。

申梅蘭分享她的音樂作品《客家創作流行歌曲》，她一
手包辦所有的作曲。 （徐冠軒／攝）

余廣業對於音樂製作的堅持、一絲不苟，完成了許多好聽的歌曲。（陳韋琪／攝）

余廣業對於客家音樂的傳承存有很大抱負。 
 （陳韋琪／攝）

客家民謠精華 專研編成冊

由於幼時對客家採茶劇團中音樂的喜愛，引起余
廣業的興趣去研究和學習客家山歌，經年累月的投
注心力，因而在這領域中占有一定份量與地位。
民國六十八年時，他接受桃園縣客家民謠促進會的
委託，把客家山歌編輯成冊，書名為《客家民謠精
華》。「在客家來說，客家民謠指的就是客家山
歌。」余廣業解釋。
余廣業把客家歌分為兩類，一種是傳統的客家山

歌，一種是現代的客家語創作歌曲，客家山歌又分
為四種，分別是平板、山歌子、老山歌和小調，余
廣業對這四種皆有研究，且前些年參加了客家歌曲
創作比賽，例如在新竹縣文化局舉辦的比賽中，以
新的《天公落水》得到了佳作，而在屏東教育大學
舉辦的以紅豆為主題徵求曲譜的作曲比賽裡，得到
了佳作獎。
農曆正月二十日，在客家文化中，有個「天穿

日」的活動，客家人對此非常重視，認為當天「天
穿地漏」，不論家境貧富，都應該休息、不工作。
相異於其他族群以元宵為年假的結束，客家人得要
過了天穿日才算過完年。余廣業表示，每年天穿日
他都會到竹東參觀客家山歌的比賽。
「在音樂上，客家山歌的伴奏是相近於對位式

的，它的伴奏也是旋律，可能跟唱的一樣或不一
樣；Do MI Sol是西洋式的，為流行音樂的和弦式
伴奏……」余廣業侃侃而談對於客家山歌的解說，
顯現出他對於音樂專業的一面，也散發出對於客家

山歌的自信與瞭解。

古典鄉土流行 融合三種風格

《尋一個庄下》融合了古典藝術、鄉土民謠風、
流行，三種元素的風格，搭配著邱一帆、徐桂盛和
鄧仁佐寫的詩詞，完成了第一張全新創作的客家歌
曲專輯。其中，余廣業特別點出了《尋一個庄下》
這首歌，內容描述著因為農業社會漸漸進入到工業
社會時，有的工廠沒有注重環保，排放汙水把那些
毛蟹、河蚌、鯽魚都毒死了，所以以後要到哪裡去
找一個比較理想的村莊呢？注重環保的理念充滿於
歌曲之中。
除了這首歌外，新的《天公落水》也傳達了環保

議題。余廣業說，他甚至親自打電話給作詞者邱一
帆，問他南庄是否就是他想要尋找的一個美好的村
莊，就像個桃花源、不受污染的地方？「我就是要

「從生活當中去發現事物、發現故事。」是申梅
蘭對於創作的題材來源。目前申梅蘭正在寫的一首
歌曲就是取材自一則真實的感人故事。有對老夫妻
情感甚篤，不過在一次坐火車時，妻子突然猝死，
非常思念老婆的老先生因有點失智，什麼都想不起
來，但一心只想去坐火車。有一天他帶著孫子去搭
火車，當火車行駛到一個有很多桐花盛開的地方，
他就指者外面對孫子說：「在那遠遠的山腳下，那
裡有很多桐花，你阿嬤的娘家就在那裡。」這個故舉止大方、和藹親切是我對申梅蘭的第一

印象。因為是第一次踏出校外採訪，在到達
採訪地點時，我就十分地手足無措，心裡又
是緊張又是興奮，一直看著我手上的資料，
思緒卻無法集中。幸好，當我看到申梅蘭
時，我就鬆了一口氣，因為迎向我的是一臉
的笑容。
申梅蘭在言談中透露出一種不平凡的領袖

風範，也許是人生歷練，也許與生俱來，不
論是哪一種，她散發著獨特的魅力。當我看
見她本人的時，比預期中年輕許多，心中就
有一個疑問，「她真已經快六十歲了嗎？」
完成這份作業的過程中充滿了許多小曲

折，剛開始聯絡的幾位受訪者都因為不適合
的因素而打消了，而申梅蘭則是透過母親的
介紹，而順利取得她的同意受訪。
 這次採訪讓我覺得比較幸運的是因為申

梅蘭有豐富的生命經驗與許多精彩的小故事
與我分享，使這整篇報導可以有較完整的結
構，亦增添了許多色彩，而經由此次的「客
家媒體人」專訪，讓我對客家文化有更進一
步的認知，同時因為父親也是客家人，也加
深了我對客家文化的認同。 （徐冠軒）

優雅笑容 不平凡的魅力

■採訪側記■

唱、作俱佳 耕耘半世紀

■徐冠軒／報導
申梅蘭

客家金曲歌后 

跳躍音符 譜寫客家鄉土美

余廣業
尋一個庄下 尋一個桃花源

還記得，當初在尋找受訪者的時候，我遇到
了嚴重的瓶頸，不是被拒絕，就是收不到任何
回音，更慘的是準備好的資料竟然就在筆電壞
掉後全部毀於一旦。在萬念俱灰之下，手機突
然響起，電話裡傳來的是個柔和的男士聲音，
「您好，請問是陳韋琪嗎？我是余廣業余老
師」。
興奮之餘，抄抄寫寫記下約定好採訪的時間

和地點，帶著緊張但又鬆一口氣的心情，等待
採訪日的到來。因為要到從未去過的中壢市，
當天哥哥帶著相機陪同我搭上火車，走了好多
路、問了好多路人，最後輾轉改搭計程車，一
路風塵僕僕終於抵達了目的地。然而，一下車
映入眼簾的，便是優美的景色、庭園式的小花
園，與余廣業的音樂氣息相當契合。
採訪過程中，余廣業說話慢條斯理，很客氣

也很熱心地教我客家語，還贈送我他的創作專
輯，在這幾個小時中，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好
客與大器，原來，對於自我文化的認同，能夠
產生一股力量與信念，去推廣、愛護自己所屬
族群的文化與語言。透過這次的採訪，我更加
了解所謂的客家精神了！ 
 （陳韋琪）

和藹老師 體現客家精神

■採訪側記■

去體會這個意思，沒有寫出來的部分，去感覺、體
會這意境，才是對的」，余廣業微笑地表示。
談到創作這張專輯時的想法，余廣業說，他當初

看了邱一帆和徐桂盛作的詩詞後，覺得他們的詞意
境優美。以邱一帆來說，擁有個人特色，且身為南
庄的客家詩人，他使用了大量的客家詞彙；徐桂盛
飽讀詩書，因此他的詩詞用語、格式比較像是古文
風格，有押韻的特色，自然而然能朗朗上口。
余廣業對創作的自我要求極高，「自我勉勵在作

曲時，要求曲調的美感，符合客家語調、表達歌詞
的意境，是我在創作歌曲時的座右銘」，而且他希
望大家欣賞歌曲的同時也能細細品味客家語言的鄉
土味和美感。
余廣業以前在大學學習時，曾經受過侯俊慶、許

常惠、林聲翕等教授的啟發，「有時候一句話或是
兩句話就能啟發，其實創作除了啟發之外，也要
靠自己，自己要能夠體會，體會歌詞的意境，還要
學習創作的方法，然後培養美感，廣泛欣賞各種樂
曲」余廣業說。
而在培養美感的部分上，余廣業分享他的方式為

「早晨起來，彈奏一首到三首歌曲」，能夠洗滌心
靈、美化心靈，聆聽與彈奏之間是有些許差別，但
在這過程中皆會產生美的感受。

建議籌辦客博 設立音樂館

雖然客語專輯在台灣市場並不大，但余廣業仍將
持續創作及發行客語歌曲，余廣業說：「客家歌曲
創作的園地需要更多人去耕耘，所以我除了創作
國語歌曲之外，也創作客家歌曲，但客家歌曲創作
數量較國語歌曲多，想讓民眾聽到更多不同風格的
客語歌曲。」他也表示人們欣賞或練唱歌曲時，能
引起學習客語的動機，對客家語言的傳承延續有幫
助，因此期盼大家共同來推廣客家歌曲，為客家音
樂盡心盡力。
談到對於客家文化傳承的建議，余廣業希望政府

在平鎮市設立國立客家音樂館或國立客家文化中
心，並且舉辦全國客家博覽會、大型的客家歌舞劇
表演、客家歌曲演唱、國際客家懇親大會等，整合
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一起推廣客家文化。

■陳韋琪／報導

事使申梅蘭動容，因而寫歌去歌頌它。

鼓勵創作 協會出5張專輯

在客語歌謠界活躍了五十多年，申梅蘭相當
重視傳承。她認為不論是唱流行歌或山歌，除
了發音和唱歌技巧，還要累積經驗和經歷。在
她的教導下，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在客語音樂界
嶄露頭角，例如近年來走紅的蕭佩茹，從七、
八歲就跟隨著申梅蘭學習，現在的她已經成為
能獨當一面的歌手。
幾年前，申梅蘭誤打誤撞，接下桃園縣客家

文化歌謠協會理事長的職務，協會至今總共出
了五張專輯，都是新創作的歌曲，希望能「傳
承發揚客家文化與歌謠，與世界的客家人連
結」。申梅蘭認真地說：「我們做的這些歌紅
了，這樣我們協會才可以走出去」，如此一來
不僅可以和其他地區的客家鄉親交流，也有曲
目可以教導小朋友，為了培養新星而作準備。
申梅蘭不僅重視傳承，也積極與世界各地的

客家人進行文化的交流。像是之前在客家衛星
電視台製作的《兩岸情》節目，就常到中國大
陸探訪，節目收掉後她還是會常常去世界各
地。她發現海外的客家鄉親都非常親切熱情，
在比較台灣與世界其它地方的客家歌謠文化
後，她了解到歌曲是從不同的生活背景中衍生
出來的，所以每個地方的特色都是迥異的。
「媒體很重要，平台也很重要」，申梅蘭語

重心長地強調，以前有一個電視節目叫《鄉音
鄉情》，是給有興趣的客家鄉親來唱歌，表現
自己，現在有了客家電視台，終於讓客家人覺
得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了。往後，申梅蘭還會再
繼續耕耘客家歌謠這片園地，捍衛客家文化。

申梅蘭為客家桐花祭創作的詞，被印在紀念扇上。 
 （徐冠軒／攝）

申梅蘭在客家電視台的《鬧熱打擂台》節目中與參賽者的
合影。 （申梅蘭／提供）

余廣業在贈送我的專輯內頁中親筆簽名。 
 （陳韋琪／攝）

余廣業的第
一張客家音
樂創作專輯
《 尋 一 個

庄下》。
 （陳韋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