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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巧琪

  頭上頂著帥氣俐落的短髮，稚氣的臉龐上掛著

的是大大的笑容，她是新生代客家女孩，徐碧

彣。十八歲的徐碧彣，從小因為哥哥的關係，便

愛上了打籃球，從國小三年級到現在大學一年

級，都一直是學校籃球校隊的體保生。徐碧彣從

小住在苗栗，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客家環境中，家

裡頭的成員客語、閩南語、國語都會講，徐碧彣

馬上就能唱出一段客家民謠。她以客家身分為

傲，一點兒也不會避諱說出自己身上具有客家人

的血統。

  「因為長得很白，所以大家都叫我小白」徐碧

彣笑著說。其實是因為國中籃球校隊時，有個同

徐碧彣 
新一代硬頸客家好女孩

文／陳建安

　走進位於地下一樓的「貳樓工作室」，映入眼

簾的是一個約６坪大小的音樂工作室，以及忙著

整理四處散落雜亂物品的黃連煜。

　1960年出生於苗栗客家庄的黃連煜，自幼對於

客家這個身分並不太在乎，在寫客家歌之前並不

常接觸客家議題或是客家音樂。國小國中時拿過

獎學金，高中時卻變得叛逆許多。第一天新生訓

練就被抓抽菸，會作弊、翹課、打架，所有壞學

生會做的他都會，連書包都常常要揹個兩支扁鑽

上下課，甚至還到教官室去翻桌子，他笑著說，

唯一不會做的就是「把妹」，總覺得自己是「正

義的使者」要替宇宙維持和平，因為壞蛋太多

了，維持正義的時間都不夠了，哪有時間把妹。

三十歲時 確定要做音樂人

　黃連煜後來畢業於聯合工專機械設計系與創

作，喜歡設計，喜歡無中生有，所以才選機械

黃連煜
金曲客家王 唱出客家心

■黃連煜的工作室裡堆放著許多雜物，電腦旁還

擺著隨時可把玩的小電子琴。 

 （朱筱薇攝）

論
及當前台灣樂壇主流多半是國語，台語客

語算是沒那麼主流，不管是歌手或是作詞

作曲家都沒有國語那麼多。就算本身是客家人

或是閩南人，也不一定會聽客語歌台語歌，國

語歌卻是幾乎都會聽的。當問到：「客家歌要

怎麼成為主流？」時，黃連煜反而提出一個更

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是：「客家歌有必要成為

主流嗎？」這個問題應該是很多人都沒有想到

的，許多人只想著要把客家音樂帶上主流，但

是想想現在就算是主流的音樂唱片也賣不了幾

張，反倒是有些歌雖然不是主流，只要有忠實

的支持聽眾也可以很成功。如果要讓客家歌更

接近主流，不用去培養那些培養不起來的客家

歌手，只要找現在最紅的歌手（像是周杰倫蔡

依林）去唱，那客家歌就會上來，但是他們不

可能一直唱客家歌，因為市場太小、風險太大

了。

做流行客家音樂台灣並不是最早，在馬來西亞

或是新加坡都有很多人在做，但是一些市井小

民的風格，或者是說比較俗氣，好像沒有一個

過程或是經驗，直接從老山歌跳到現代。因為

客家一直都是弱勢，沒有辦法流傳，雖然這樣

少了一些作品可以學習或模擬，黃連煜卻認為

這樣是少了一個包袱，你想要他變怎麼樣就變

怎麼樣，不管是音樂的曲式或是風格，客家話

丟進去都是通的，因為客家歌沒有比較、沒有

一個基準，所以不知道東西好不好，也不可能

拿幾百年前的山歌來比較。 （陳建安）

客家歌有必要成主流嗎？

人稱客家王的黃連煜，2008年的專輯《Only Love》竟是用台語為

主調，對他來說，有沒有「客家心」才是最重要的。在這張專輯主

打的〈客家小炒〉裡面幾句歌詞就寫到：想要炒出客家味，一定要

有那個客家心，要有客家心，正（才）有客家味。

■掛在牆上的海報有黃連煜想說的話：「在這荒

謬的世界，只有愛是真的。」 （朱筱薇攝）

■一談到客家音樂，「客家

王」黃連煜一定是第一人

選。 （黃連煜提供）

「設計」，去開發和研發一些新事物，就像公司

的研發部門一樣。剛畢業後還不知道自己是要走

音樂這一行，之後當兵時訂了兩份報紙，還在外

面函授學校上課、自己跑去外面學電腦語言。退

伍第一天就去上班了。前前後後嘗試了許多不同

領域的工作，音樂的稿子也投了很多，但都沒有

被選上。期間還自己開設了一間公司，不到一年

就倒閉了。後來回去上班上沒兩年，前前後後轉

了六年，終於在30歲時才了解自己就是要做一個

「音樂創作人。」

　沒學過音樂的黃連煜，從小就有著音樂的環

境，很多親戚都喜歡聽音樂，連小孩子都是從小

就給他聽音樂。國中時音樂拿了99分，實際上有

103分，老師說連貝多芬都沒有100分，所以才拿

99分，但老師說黃連煜非常有天分。小時候家裡

沒有錢培養他去學音樂也沒錢買樂器，國小時是

合唱團，國、高中是樂隊，都是不用錢的，高中

時買了一把幾百塊錢的吉他，還在學校樂隊當隊

長，高三時出去比賽空前絕後地得了第一名，在

他之前沒有；在他之後也沒有。一直到部隊都還

是在軍樂隊，所以接觸音樂算是很早。

　第一個音樂的工作是錄音室錄音師助理的學

徒，就是助理的助理，但是做的不是音樂，而是

打掃、打雜、跑腿之類的差事，可是一個多禮拜

的時間就上機操作了。兩年之後就出了第一張專

輯，一開始只想做幕後的他，會走出幕後開始唱

歌是因為遇到陳昇，因為寫的歌都沒人要唱，陳

昇就說「你不唱誰來唱？」但黃連煜說自己並沒

有那麼喜歡唱歌，而是比較喜歡創作，就專門負

責創作，再找會唱的人來唱，還要找會賣的人來

賣，那這張專輯就很完美了。

荒廢十年 無論如何也要補回來

　談起自己創作音樂的歷程，黃連煜說一開始也

不知道自己是要寫歌，起初以為自己可以做三件

事、四件事，覺得自己什麼都可以做，可是後來

才發現不管是誰，一次都只能做一件事，才認真

地進入音樂創作領域，覺悟得很晚。但是做音樂

做了5、6年之後，因為在當時的新寶島康樂隊裡

遇到瓶頸，想休息個2、3年，決定離開音樂這個

領域，再一次到其他領域去闖闖。然而過了10年

之後卻又領悟了，領悟到自己就是一定要從事音

樂創作，自己就是個創作音樂的人才，決心繼續

投入音樂創作這塊領域。現在則是一天當兩天、

三天用，因為浪費太多時間了，十年可以精進很

多東西，但是卻荒廢掉了，所以要把那段時間抓

回來。

　最近幾年慢慢抓回感覺的黃連煜，用他120％

的用心和付出，在2007年發行了首張客語專輯

《Banana》，並且入圍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

獎、最佳客語歌手獎，不只讓很多人刮目相看，

也讓他近幾年的付出有了收穫，放在電腦一旁的

金曲獎獎牌，就是對他最好的肯定。黃連煜笑著

說：「有時候我叫自己客家王是客氣，但有時候

又不那麼客氣，因為我在客家音樂這個領域做的

貢獻，我有投入、有花心血下功夫。」黃連煜很

感謝大家這樣抬舉他，並強調他一定會更努力。

　但是人稱客家王的黃連煜，2008年的專輯

《Only Love》竟是用台語為主調，對他來說，

有沒有「客家心」才是最重要的。在這張專輯主

打的〈客家小炒〉裡面幾句歌詞就寫到：想要炒

出客家味，一定要有那個客家心，要有客家心，

正（才）有客家味。「融合精神」不只是這張專

輯的主軸，也是目前各種族群的議題。像他的客

家歌使用多種語言為素材，而這張聲稱台語專輯

的《Only Love》，也一樣使用了客語、國語甚

至一點英語。

詼諧創作 有血有肉有靈魂

　語言對他來說，漸漸地不只是創作音樂的工具

而已，裡面還帶著多多少少歌手的靈魂。《Only 

Love》專輯呈現的是一種台灣生活的感覺、情趣

和特有的氣魄，〈卡拉OK〉、〈黑手阿里〉、

〈酒肉朋友〉等等，都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好

歌，而且瀰漫著濃濃的台灣味。每首歌背後的人

情味和故事性，是歌曲引人入勝的地方，這是現

今流行歌創作最缺乏的。

　黃連煜於2009年底發行的最新專輯《十二月古

人》一樣承襲了他詼諧的風格，其中一首〈阿城

伯有六個兒子〉敘說阿城伯一開始很開心地生下

六個兒子，心裡想著總算有人可以繼承家業，但

是隨著孩子一個一個長大，也一個一個離開家鄉

到城市發展，道出中國人重男輕女，養兒不防老

的無奈。

　黃連煜最後笑著說：「我的音樂雖然看起來都

是詼諧幽默，但是其實背後都有一種無奈、一種

悲哀，一種大城市裡面小老百姓對於環境的無

奈，但不管怎麼樣，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的。」    

稚
氣的臉龐上面帶著的是大大的笑臉，有著

喜歡跟小朋友玩的單純個性，像個大孩子

般的徐碧彣，高中兼顧了籃球與學業，兩者都

表現的非常的出色。徐碧彣大學努力考上了台

大政治系，並且加入了系上的籃球隊，學業和

興趣依然兼顧。

　徐碧彣一開始其實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但

偶然的機會她聽了幾堂課後，漸漸開始對政治

萌生了興趣，徐碧彣說她聽完課的心得是覺得

台灣的政治是有待改善的，所以徐碧彣會繼續

努力的讀下去，「讀政治系，將來要為客家人

爭取福利」，徐碧彣有信心地說著。

  政治以外，徐碧彣還想當籃球教練，從小三

練到大一，之後還會繼續的練下去，這是她的

興趣，也想變成一輩子的興趣。

  除了硬頸精神，徐碧彣表示她對客家的另一

個印像就是忠誠、尊敬。客家文化與台灣的其

他文化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掃墓，客家人過年和

清明節都會去掃墓、拜祖先，而且是所有家族

中的成員都會回來一起掃墓、拜祖先，並非是

只有小家庭自己拜而已；對於喪事的處理，客

家人和台灣的其他族群也不大一樣。讓徐碧彣

印象深刻是她外公過世時，每個人都要從早跪

到晚，非常的虔誠、尊敬祖先。

　徐碧彣說她很喜歡客家人的這個身份，她喜

歡客家的一切，喜歡客家人精打細算的態度，

買東西時會比較哪家商店比較便宜；最喜歡的

是客家的美食，家裡常常煮的客家小炒是她的

最愛。她慶幸自己身為客家人，而讓她擁有客

家人的硬頸精神，讓她能夠戰勝所遇到的所有

挑戰，不放棄任何自己所喜歡的一切。對於將

來，她也很有信心的去面對所要遇的的挑戰；

過著不安逸的生活是他所想要的，徐碧彣是新

一代硬頸客家女孩。 (鄭巧琪)

讀政治系 為客家人爭權利 

學皮膚特別黑，所以大家都叫她「小黑」，而徐

碧彣剛好又長得比較白，從此大家都叫她「小

白」。徐碧彣小學三年級時，在哥哥的敎導下，

開始接觸籃球，從此便愛上了籃球這類型的運

動。小學三年級時，學校只有男子籃球校隊，而

籃球教練遇到了徐碧彣，問她有無加入籃球校隊

的意願，徐碧彣說她想要加入，於是教練創辦了

女子籃球校隊，從此開始，徐碧彣便一直是學校

籃球校隊的一員了。

 會說會讀 爭氣考上北一女

　記得國小三年級徐碧彣要加入籃球校隊時，遭

到了爸爸的強烈反對，爸爸甚至當著徐碧彣的面

撕掉了加入籃球校隊的同意書，徐碧彣的內心大

受打擊，因此跟爸爸冷戰了一天；還好媽媽當了

中間人，媽媽並不反對徐碧彣加入籃球校隊，才

阻止了這次的冷戰。爸爸最後終於答應她加入籃

球校隊，但先決條件是，每此考試都要是班上的

前五名，而徐碧彣也做到了。國中同樣也加入了

籃球校隊，徐碧彣說苗栗很多國中的籃球校隊都

很強，出了很多籃球體壇上的名人，例如籃球女

將羅興梁，她也是一名客家女性，徐碧彣說她很

欣賞羅興梁，因為羅興梁為客家人爭光。

  國中跟國小的籃球校隊不大一樣，國中的籃球

校隊是專業的訓練，練習分量比國小大很多。因

為國中要開始打專業的比賽，所以國中的籃球訓

練比課業重了很多，因此比較不能維持課業的水

準，但她還是很努力的兼顧了籃球與課業，爭氣

地考上了北一女中。

　徐碧彣說她打球打得最快樂的時期是國小時

期，當時比較沒有比賽的壓力，不像國中和高中

代表著學校的榮譽去參賽，要承受很重的比賽壓

力；國小是較單純的，純粹只是想要把球打好。

而國小時期讓徐碧彣印象最深刻的比賽，是國小

六年級時的苗栗縣的縣運賽。隊伍打到了縣運賽

的冠軍，可以代表苗栗參加全省的比賽，但因為

SARS的關係，比賽因此而停辦。不能開闊眼界，

看看不只是苗栗的比賽，這是讓徐碧彣感到最可

惜的一件事。

 耐勞耐操 韌帶斷了不放棄

　「刻苦耐勞、耐操、老實」是徐碧彣對客家的

印象。她笑道:「在我身上明顯看到客家印象的

例子大概是練球吧!」有時後練籃球練得很累，

別人都已經放棄了，自己也不想再繼續練下去；

或者是當自己受傷了，覺得想要放棄時，這時候

客家人不放棄的硬頸精神便會跑出來，她會勉勵

自己要堅持下去、繼續加油，努力練球。徐碧彣

說有一次她的膝蓋受傷了，韌帶斷掉，那時她想

過是不是就此不要再練球了，但到最後她依然沒

有放棄，儘管這個傷到現在還是沒有好，韌帶依

「在我身上明顯看到客家印象的例子大概是練球吧!」有時

後練籃球練得很累，別人都已經放棄了，自己也不想再繼續

練下去，這時候客家人不放棄的硬頸精神便會跑出來…

■頂著帥氣俐落的短髮，稚氣的臉龐上是陽光的

笑容，徐碧彣是個活潑好動新一代客家女孩。 

 (鄭巧琪攝)

■徐碧彣除了打籃球外，最喜歡的就是跟小朋友

玩了。 (徐碧彣提供)

然是斷掉的，有時還會復發，籃球還是跟隨她直

到今天。

　練球是要一步一步去練的，臨時抱佛腳對籃球

來說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徐碧彣說她能一步一

腳印她把球練好，並在練球之餘還能把書讀好，

讓她的學業和她的興趣皆能兼顧，是因為身上具

有客家人老實的性格才能讓她兼顧。

　徐碧彣家是客家語、閩南語、國語皆通，徐碧

彣與阿嬤都是以客家話溝通的，和家裡的親戚們

與爸爸媽媽則是三種語言都講。對於新生代客家

女孩來說，會說客語的八年級生已經不多了，徐

碧彣想要保存客家的語言，因為她覺得客家語言

應該是要保存下去的，希望大家能夠去學客語。

而徐碧彣覺得客家語言檢定是對保存客家語言很

有用的一個檢定，而這對於客家人的認同也是有

用的，讓客家人不至於遺忘客家語言，因此徐碧

彣也想要去應試。

 喜歡挑戰 適應台北的生活

  除了喜歡打籃球外，徐碧彣最喜歡跟小朋友

玩，在小朋友中她就像個大孩子一樣的，是個孩

子王。《唐山過台灣》、《羊咩咩》等客家民

謠，徐碧彣馬上能朗朗上口，如果有機會的話，

她表示還蠻想教小朋友唱客家民謠的，因為她覺

得客家民謠是學客語的一個好工具。

　從小住在苗栗的徐碧彣，她說她家裡很不一

樣，爸爸媽媽平常要上班，下班回家後會開始種

田；家後面有一大片的田，但這片田不是營業用

的，而是種來給自己吃。徐碧彣從高中以後就是

讀台北的學校，台北和苗栗差很多，她覺得台北

人比較冷漠，而苗栗人比較熱情；但她認為自己

比較適合過不安逸的生活，她喜歡冒險，喜歡挑

戰自己，當生活中出現了挑戰，就會想要去戰勝

這個挑戰，所以台北是比較適合自己的一個城

市。

　刻苦耐勞、耐操、老實、單純這些是一般人對

於客家人的印象，而這些印象，都能在徐碧彣的

日常生活中看到，例如不放棄的練球精神、練球

外能兼顧學業的態度、喜歡和孩子玩的單純…

等。徐碧彣是新一代的客家女孩，但她並不放棄

對客家文化的接觸，努力充實自己，為客家人爭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