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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一）本目錄彙編（以下簡稱本彙編）共收錄 347 個單位的臺灣客

家相關音樂專輯。1
** 所謂的「臺灣客家相關音樂專輯」，就概念範圍而言，

含括三個基本元素：「臺灣」、「客家音樂」、以及「音樂專輯」，分

別定義如下：

1. 臺灣：主要是指音樂專輯的出版地。因此，如果專輯內容並非直

接和臺灣客家有關，但卻是在臺灣所出版的，也會被納入本彙編中（i.e., 

秋林 2015，2017；金榮華 2012）。不過，這類專輯在數目上十分有限，

*     E-mail: weidershu@gmail.com
   投稿日期：2019 年 4 月 2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29, 2019
       Accepted Date: April 30, 2019
1   在這 347 個單位中，有 2 筆資料因為同時屬於兩個類別（詳見後述），因此被歸類兩 
   次（i.e., 呂錦明、姜雲玉、謝宇威 2016；行政院新聞局 2010）。換句話說，如果要計 
   算「次數總數」的話，資料的數目是 349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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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影響多數臺灣出版之客家音樂專輯「係以臺灣客家為主」這一情

況。另一方面，因為本彙編並未收錄臺灣以外之出版地的音樂專輯，有

些臺灣以外之地方所出版的「臺灣客家音樂專輯」，也就會成為遺珠之

憾。

2. 客家音樂：本彙編所收入的對象，同時涵蓋狹義和廣義定義下的

「客家音樂」。狹義定義下的「客家音樂」，係指以客家話演唱或表達

的音樂。至於廣義的「客家音樂」，一方面會納入某些非關語言的「客

家主題」器樂演奏（e.g., 客家八音，但不限於此），另一方面也會包括

某些具備「客家主題」（e.g., 油桐花）、但不一定是以客家話演唱的歌

曲。

3. 音樂專輯：本彙編所謂的「音樂專輯」，也同時包含狹義和廣義

兩類定義。就狹義定義而言，所謂「音樂專輯」是指「多個音頻錄音的

作品」（維基百科 2019），在形式上包括雷射唱片（compact disc，或

CD）、唱片、卡式帶等。就廣義定義而言，由於本彙編也收錄了「戲

曲 ∕ 音樂劇」等演出形式的資料，因此就參考了「傳藝金曲獎」對參賽

作品的形式規範，將雷射影片（digital versatile disc，或 DVD）形式的

資料也收錄進來。此外，為了資料的完整性，本彙編還超越「傳藝金曲

獎」的收錄原則，進一步將影音光碟（video compact disc，或 VCD）形

式的影音資料也收錄進來。

（二）資料來源和檢索方式：

1. 資料來源：首先，本彙編最主要的資料檢索來源，係來自國家

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http://192.83.186.170/screens/opac-

menu_cht.html）。但由於不少音樂或戲劇形式的出版品，似乎未像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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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資料一樣有按照規定送交國家圖書館收藏，2 這一資料庫還是有

要進行補充或交叉查詢的必要性。

因此，本彙編也廣泛搜尋了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的「國

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簡

稱 ISRC）」查詢系統（http://isrc.ncl.edu.tw/）、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的「圖書資料中心」（https://lib.thcdc.hakka.gov.tw/demo/）、

國 立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的「 館 藏 查 詢 系 統 」（http://lib.moc.gov.tw/F?-

func=find-b-0&local_base=mca05）、以及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https://www.bamid.gov.tw/）和流行音樂（特別是「金曲獎」、「臺灣

原創流行音樂大獎」、以及「金音創作獎」這三大獎項）相關的訊息。

第三，由於上述資料庫所收錄的影音資料，或多或少都還是有資訊

不完全的問題（特別是資料的出版年以及音樂產品編號），編者也幾乎

對本彙編的每筆資料，都另外進行過 google 搜尋，以便盡量完整地呈現

出該筆資料的相關資訊。

最後，《全球客家研究》本期專題的客座編輯許馨文教授，也慷慨

提供了即將出版之《2018 臺灣音樂年鑑》上由他和助理所負責蒐集的

〈客家音樂年度活動月曆〉。該月曆上刊載了相當完整的 2018 年臺灣

客家音樂影音出版品相關訊息。

2. 檢索方式：本彙編的資料庫檢索方式，是以專輯的「標題」、「關

鍵字」或其他欄位出現「客家」或「客語」這兩個字詞與否，當作主要

的查詢方式。此外，編者亦會透過人工檢索的方式，逐筆確認出現「客

家 ∕ 客語」的資料中，以「是否具備『客家音樂』旨趣」當作判準，再

2　比如說，有不少入圍或獲得金曲獎的音樂專輯，在這一資料庫中就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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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要收入此一彙編中。 

（三）「一般性資料」與「非全客家資料」：本彙編依照資料之「客

家元素」比重，分成「一般性資料」和「非全客家資料」兩大類。所謂

「一般性資料」，如果資料係屬歌曲形式，則會參酌〈金曲獎報名須知〉

對「客語專輯」的定義方式。根據金曲獎的規定，「客語專輯」須以「客

語歌曲」為主，在數量上必須「有曲數六首以上或音樂總長度三十分鐘

以上（不含伴唱版本）」（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18：3）。

另一方面，如果是器樂形式資料，則也會參酌上述規定，以「客家（主

題）音樂」為主，同時在數量上也必須符合「有曲數六首以上或音樂總

長度三十分鐘以上」。如果符合上述規範，無論是歌曲形式或器樂演奏

的資料，本彙編就將其視為是「一般性資料」。

所謂「非全客家資料」，則是在規範上不符合上述定義，但在專輯

中有出現若干「客語歌曲」或「客家（主題）音樂」的資料。本彙編會

在所有「非全客家資料」的作者前面，再加上一個「*」標誌，以資識別。

如果沒有這一標誌，則表示這一資料為「一般性資料」。

（四）資料格式：

1. 作者：本彙編所列出的作者是以「演唱者 ∕ 演奏者 ∕ 表演者」為主，

但若干特殊狀況則會以「作曲者 ∕ 作詞者 ∕ 製作者 ∕ 出版者」為登錄對象。

2. 出版年：基本上是以該專輯之「出版年份」為主。不過，很多

音樂性資料在出版時並未清楚標示出版年份，因此，圖書館在登錄這

些資料時，有時會加註「入藏年著錄出版年」（e.g., 高樹國小歌謠班 

[2017]）、「出版年取自館藏登錄年」（e.g., 新竹縣客家三腳採茶戲發

展學會 [2013]）、或「出版年據光碟內檔案日期著錄」（e.g., 大夥房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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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團 [2015]）。在這種情況下，編者通常會再繼續到其他資料庫或直接

以 google 進行查詢，以便確認該比資料的確切出版年。如果還是無法確

認，則會保留資料庫所登錄的「推測出版年份」，並會保留年份前後的 []

符號，以表示此一年份並非正式出版年。

本彙編所收錄的起迄出版年份為 2010 年至 2018 年。

3. 再版和復刻版：有的資料會標示為「再版」（e.g., 梁煥波等 

2011）或「復刻版」（e.g., 賴碧霞 2010），原則上，只要再版或復刻版

的出版年份是在 2010 年至 2018 年之間，本彙編就會收入這些版本，並

且會加以註明。

（五）資料分類：本彙編將所有資料分成以下七大類：（1）. 傳統

歌謠；（2）. 現代流行歌曲；（3）. 兒童歌謠；（4）. 藝術歌曲；（5）.

戲曲╱音樂劇音樂；（6）. 器樂；以及（7）. 音樂獎、音樂 ∕ 文化節相

關音樂。簡單說明如下：

1. 傳統歌謠：所謂的「傳統歌謠」，根據客家音樂研究者楊佈光

（1983：17）的說法，「一、無特定的作詞、作曲及演唱者；二、經過

長時期的流傳並不受時代而改變；三、具有民族性及永恆性」。本彙編

採行這一定義，將這些作者不可考的歌曲念謠，視為是「傳統歌謠」。

一般來講，「臺灣客家傳統歌謠」約略可以再分成老山歌、山歌仔、平

板、小調等類別（孔仁芳 2013：3）。不過，本彙編並未再對被收錄在「傳

統歌謠」的資料再進行細部的分類。在本彙編中，屬於「傳統歌謠」的

專輯數目是 39 張（佔總數的 11.2%）。

2. 現代流行歌曲：所謂的「現代流行歌曲」，一方面是指「曲子琅

琅上口、內容貼近生活的歌」（趙珮含 2014：5），另一方面則相對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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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歌謠」之作者的匿名性或佚失性，是指「作者可考之近人所創作」的

歌曲（賴建宇 2012：32）。至於「客家流行歌曲」，根據黃純彬（2007）

的說明，指的是客家話和流行音樂的結合，即由某人創作的客家歌詞和

歌曲，其樂風迎合大眾市場。在本彙編中，屬於「現代流行歌曲」的專

輯數目最多，達 157 張（佔總數的 45.2%）。

3. 兒童歌謠：本彙編所謂的「兒童歌謠」，包括「傳統兒童歌謠」

和「現代兒童歌謠」這兩大類。前者是指「流傳於兒童之間的口傳文學

作品」（賴建宇 2012：36），在形式上又可以再分成「念誦形式的童謠」

和「歌唱形式的兒歌」（賴建宇 2012：36）這兩個子類別。相對於「傳

統兒童歌謠」之作者的匿名性，後者是指「全新創作、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的歌曲」。在本彙編中，屬於「兒童歌謠」的專輯數目是 39 張（佔

總數的 11.2%）。

4. 藝術歌曲：所謂「藝術歌曲」，是指受西方音樂之薰陶和影響而

創作之「歌劇、獨唱和合唱曲等西方音樂架構的作品」（陳淑晴 2013：

54）。「藝術歌曲」雖然也是相對於「傳統歌謠」的「現代歌曲」，不

過，不同於「流行歌曲」與大眾市場的緊密關係，「藝術歌曲」通常比

較曲高和寡一點。在本彙編中，屬於「藝術歌曲」的專輯數目最少，只

有 6 張（佔總數的 1.7%）。

5. 戲曲╱音樂劇音樂：這一類別又可分成兩大類：「戲曲音樂」和

「音樂劇音樂」。前者是指「傳統客家戲」（包括「三腳採茶戲」和「客

家大戲（改良戲、客家採茶大戲）」）的歌曲和音樂；後者則是指「當

代音樂劇（musical）」的歌曲和音樂。在本彙編中，屬於「戲曲╱音樂

劇音樂」的專輯數目是 25 張（佔總數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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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器樂：所謂「器樂」，是指無人聲演唱並由各種不同的樂器所演

奏的音樂。在「客家音樂」的範疇，我們約略又可以依照所使用樂器的

類別將之分成「傳統器樂」（比如說國樂團、八音、北管等）和「西洋

器樂」（比如說交響樂團、小提琴、鋼琴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現在有很多器樂演奏都採混合編制，並不容易清楚區別上述兩個類別。

也因此，本彙編並未對此一項目的資料再做細分。在本彙編中，屬於「器

樂」的專輯數目是 24 張（佔總數的 6.9%）。

7. 音樂獎、音樂 ∕ 文化節相關音樂：除了上述六種以「音樂類型」

為主的分類，第七類的這個「音樂獎、音樂 ∕ 文化節相關音樂」比較特別，

係以某些「音樂獎」（比如說金曲獎、金音創作獎等）或「音樂 ∕ 文化節」

（比如說臺北市客家文化節、客家流行音樂節等）所出版的音樂專輯為

收錄對象。嚴格來講，這類資料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被歸類在「現代流

行歌曲」中，不過，還是有少部分（比如說傳藝金曲獎）專輯無法被歸

在上述項目當中。屬於「音樂獎、音樂 ∕ 文化節相關音樂」的專輯數目

是 59 張（佔總數的 17.0%）。

（六）最後，為了比較清楚掌握目前臺灣客家音樂專輯的出版狀

態，編者還特別整理出「生產最多臺灣客家音樂專輯的前 10 名出版單

位：2010-2018 年」，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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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產最多臺灣客家音樂專輯的前 10 名出版單位：2010-2018 年

專輯出版單位 專輯總數
專輯佔所有專輯

的百分比 排序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a 30 8.6% 1
龍閣文化傳播 28 8.1% 2

禾廣娛樂 26 7.5% 3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a 21 6.1% 4

吉聲影視音 17 4.9% 5

臺北市政府客家委員會 a 15 4.3% 6

好有感覺音樂 12 3.5% 7

貓貍文化工作室 11 3.2% 8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 9 2.6% 9

臺灣客家山歌團 7 2.0% 10

行政院新聞局 a 7 2.0% 10

總數 182 52.7%

       說明：灰框表示該出版單位在性質上係屬於公部門。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二、傳統歌謠

王鳳珠演唱，2010，《王鳳珠的山歌戲》[DVD]。桃園縣平鎮市：吉聲

影視音。

______ 詞曲╱演唱，2011，《鳳珠姐个客家歌：傳統新唱》。新北市：

風潮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FG-001。

吳川鈴作詞╱演唱、涂敏恆作曲，[2011]，《粵東褒忠義民爺：客家歌

謠專輯》。苗栗縣苗栗市：嵐雅影視傳播，卡式帶。

吳富山等演唱，2011，《客家山歌小調 ‧ 一》，再版。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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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錦明、姜雲玉、謝宇威編，2016a，《客家歌謠選集 II：CD1‧ 傳統客

家歌謠》。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編，2016b，《客家歌謠選集 II：CD3‧ 傳統客家歌謠》。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巫美玲、小陳演唱，[2012]，《送郎過番歌》。[ 臺北市 ]：馬標唱片，

唱片（類比，10 吋）OJM1028-IBTR、OJM1029-IBTR。

李秋霞演唱，[2011]，《迴響（二）：李秋霞專輯》。苗栗縣苗栗市：

嵐雅有聲出版，卡式帶。

______ 演唱，2012，《李秋霞个山歌傳唱》。桃園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

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a，《嘆煙花：李秋霞專輯》。桃園縣龍潭鄉：龍閣

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b，《平板 ‧ 山歌子：李秋霞專輯》。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c，《山歌子（三）：李秋霞專輯》。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d，《客家平板專輯（五）：李秋霞專輯》。桃園縣

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e，《傳統三大調》[VCD]。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

化傳播。

李秋霞、曾桂英演唱，2013，《山歌子 ‧ 小調（合輯）》。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邱桂香等演唱，2011，《客家山歌小調 ‧ 四》，再版。桃園縣龍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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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M56。

金榮華整理，2012，《贛南采風：客家山歌十三首》[DVD]。新北市：

中國口傳文學學會，音樂 compact disc。

張春泉等說唱，2013，《日頭下 ‧ 月光光》。臺北市：客家電視臺，音

樂 compact disc。

梁秋香表演，2013，《客語錄：梁秋香 ‧ 電音小調》。新竹縣竹東鎮：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CS-1002。

梁煥波等演唱，2011，《客家山歌小調 ‧ 二》，再版。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02。

臺灣客家山歌團演唱，2015，《廿五且歌行：臺灣客家山歌團演唱 CD

專輯》。臺北市：臺灣客家山歌團，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 唱，2016，《 臺 灣 客 家 山 歌 團「 客 家 合 唱 曲 」 經 典 專 輯

CD》。臺北市：臺灣客家山歌團，音樂 compact disc。

彭鈺雯演唱，[2015]，《客家歌謠》。桃園市：歌劇城文化工作室，音

樂 compact disc。

廖良元等詞曲╱演唱，2011a，《七欠傳唱：詔安客家創新歌謠推廣教育》

[DVD]。雲林縣崙背鄉：雲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

______ 詞曲╱演唱，2011b，《七欠傳唱：詔安客家創新歌謠推廣教育》。

雲林縣崙背鄉：雲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HK901356。

______ 詞曲╱演唱，2013，《七欠傳唱二部曲》。雲林縣崙背鄉：雲

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蕭佩茹等演唱、申梅蘭詞，2012，《2011 經典建國百年山歌》。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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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市：桃園縣客家文化歌謠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賴碧霞演唱，2010，《臺灣客家山歌》，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

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RFD80M-79232。

______ 演唱，2011，《送客傳家寶》。桃園縣平鎮市：吉聲影視音，音

樂 compact disc。

賴碧霞、羅石金演唱，2011a，《客家民謠精選 ‧ 第 1 輯：十八摩、思戀

歌》，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b，《客家民謠精選 ‧ 第 2 輯：送金釵、糶酒》，復刻版。

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c，《客家民謠精選 ‧ 第 3 輯：剪剪花、桃花過渡、

桃花開》，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d，《客家民謠精選 ‧ 第 4 輯：初一朝、苦李娘、病子歌、

上山採茶之一》，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

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e，《客家民謠精選 ‧ 第 5 輯：十勸大家、四季茶花開》，

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f，《客家民謠精選 ‧ 第 6 輯：勸世文、一樣米畜百

樣人》，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

pact disc。

鍾晴雄等演唱，2011，《客家山歌小調 ‧ 三》，再版。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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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茵茵演唱，2014，《雙面客家好聲茵 1：傳統歌謠》。新北市：後生

演藝坊、太陽精聚力，音樂 compact disc CS-1002。

羅茵茵等演唱，2014，《山歌唱來鬧連連之頭擺的情歌》。臺北市：客

家電視臺，音樂 compact disc。

蘇萬松詞曲╱演出，2015，《客家說唱：蘇萬松專輯》，複刻版。苗栗

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三、現代流行歌曲

iColor（愛客樂）演唱，2014，《快客調》。臺北：臺灣足跡，音樂

compact disc ISP02H（迷你專輯）。

______ 演唱，2015，《靚靚》。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ISP03H。

______ 演唱，2018，《轉：愛客樂 iColor[ 第四回 ]》。新北市：禾廣娛樂，

音樂 compact disc TM02H。

JPM 等演唱，2014，《潮客樂主題曲：幸福个氣味》。新北市：客家委

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單曲）。

*Matzka 瑪斯卡樂團演唱，2010，《Matzka 同名專輯》。臺北市：有凰

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AMP001。

Q 桑何必問詞曲╱演唱，2015，《井鹽盛行：客語創作專輯（上）》。

臺北市：Mala Music，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6，《未╱解╱鎖╱人╱物：客語創作專輯

（中）》。臺北市：超展開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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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詞曲╱演唱，2018，《人生誤點》。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

音樂 compact disc QS1803。

* 二本貓演唱，2016，《二本貓：光亮徬徨的閃耀年紀》。臺北市：

三十而立，音樂 compact disc STC-020。

*______ 演唱，2017，《紅紅 = Les yeux sont rouges》。臺北市：三十而立，

音樂 compact disc STC-022（迷你專輯）。

山下民謠製作，2015，《x+y 係幾多（he id ‘do’）：青少年客語創作

專輯》。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山狗大後生樂團演唱，2011a\，《禾浪》。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NSGT- 002。

______ 演唱，2013，《簷頭下》。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NSGT-003。

______ 演唱，2017，《山狗大二十》。 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NSGT-004。

______ 演唱，2018，《早安大武山》。 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NSGT-006。

三間屋樂坊等演唱，2015，《唱我們的歌》。屏東縣內埔鄉：三間屋文

化工作坊，音樂 compact disc。

方蘋演唱，2016，《愛在落水天》。桃園市：妙思客娛樂事業，音樂

compact disc CD000001。

王羽馨詞曲╱演唱，2010，《天頂个月光》。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

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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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惠景演唱，2015，《客家流行歌曲 ‧14：古惠景專輯》。桃園市：上

發影視，音樂 compact disc SF-21。

左政詞曲╱演唱，2010，《花語坊》。[ 新竹縣竹東鎮 ]：藍色情人音樂

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2，《牽 ‧ 客語創作歌曲》。[ 新竹縣竹東鎮 ]：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2016，《衫帶肚个故事 ‧ 客語創作歌曲》。[ 新竹縣竹東鎮 ]：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打幫你樂團演唱，2012，《唱歌分你聽》。[ 臺北市 ]：打幫你樂團，音

樂 compact disc（單曲）。

生祥樂隊演唱，2013，《我庄》。臺北市：風潮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TCD-5616。

______ 演唱，2016，《圍庄演唱會現場錄音》。高雄市：山下民謠，

音樂 compact disc FHFCD161002。

交工樂隊編曲╱演唱，2013，《菊花夜行軍》，2013 經典紀念版。新北市：

風潮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PBD-0036。

吉那罐子演唱，2016，《桐花放客》。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ML-2016002。

______ 演唱，2018，《理所當然》。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ELJC-1801。

江建欣等演唱，2011，《新客新聲：2011 新客新聲新世代歌手群合輯 2》。

桃園縣平鎮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米莎詞曲╱演唱，2014，《在路項》。臺北市：三川娛樂，音樂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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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 disc。

米莎 X 地下河演唱，2016，《百夜生》。臺北市：山下民謠，音樂

compact disc FHF161203。

吳伯雄、戴美玉演唱，[2014]，《客家本色：客家歌曲專輯》。桃園縣

楊梅市：吉聲影視音，卡式帶。

呂錦明、姜雲玉、謝宇威編，2016a，《客家歌謠選集 II：CD2‧ 現代客

家歌謠》。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編，2016b，《客家歌謠選集 II：CD4‧ 現代客家歌謠》。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編，2016c，《客家歌謠選集 II：CD5‧ 現代客家歌謠》。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編，2016d，《客家歌謠選集 II：CD6‧ 現代客家歌謠、客家童謠》。

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李秋霞演唱，2013，《李秋霞客語流行專輯（一）》。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 亞太胡琴樂團製作，2017，《山與海的兒女：屏東在地原創專輯》。

屏東縣屏東市：屏東縣政府，音樂 compact disc。

官靈芝演唱，2010，《頭擺的妳：客語爵士專輯》。臺北市：滾石國際

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1，《人靚不如命靚》。臺北市：貝特旺，音樂 com-

pact disc。

東東詞曲╱演唱，2011，《幸福 DNA》。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PW-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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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詞曲╱演唱，2015，《日頭客》。臺北市：臺灣足跡，音樂

compact disc TSC11。

林生祥演唱，2010，《大地書房：山歌 ‧ 文學 ‧ 鍾理和》。臺北市：大

大樹音樂圖像製作出版，音樂 compact disc TMCD-350。

林生祥等演唱，2018，《係毋係罅擺：青少年客語創作專輯》。臺北市：

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FHFCD181110。

林碧霞演唱，[2011]，《林碧霞創作專輯》。np：[ 林碧霞 ]，音樂 com-

pact disc。

邱幸儀詞曲╱演唱，2014，《時間的痕》。新竹縣竹北市：黎歐創意，

音樂 compact disc LEO-1404。

邱金燕演唱，2010，《燕子个歌聲》。桃園縣龍潭鄉：歌聚城文化工作

室，音樂 compact disc CD-110。

______ 演唱，2013，《屋下》。桃園縣龍潭鄉：歌聚城文化工作室，

音樂 compact disc CD-115。

______ 演唱，2016，《五月桐花點點情》。桃園市：龍閣文化傳播，

音樂 compact disc。

邱俐綾詞曲╱演唱，2015，《艾納香 = Love the Aroma》。新北市：禾

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ALING01。

邱智彥等演唱，2010，《新客新聲：2010 新客新聲新世代歌手群合輯》。

桃園縣平鎮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邱廉欽演唱，2014，《饕客阿哥：聽見家鄉的聲音》。新北市：火箭

八八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TMCD-350。

邱廉欽等演唱，2018，《客家興起》。臺北市：靈糧堂，音樂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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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

屏東客家樂舞團演唱，2013，《大家都係一家人》。屏東縣萬巒鄉：屏

東客家樂舞團，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6，《祝福》。屏東縣萬巒鄉：屏東客家樂舞團，音

樂 compact disc。

* 拷秋勤樂團詞曲╱演唱，2010，《世界放風聲》。[ 臺北市 ]：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2N05 ╱ IFPI LB80。

*______ 詞曲╱演唱，2012，《發生了什麼事情》。臺北市 ：禾廣娛樂，

音樂 compact disc DGS-1201。

*______ 詞曲╱演唱，2013，《發生了什麼事情》，再版。臺北市：禾

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DGS-1201。

春麵樂隊 ChuNoodle 演唱，2018，《狐狸莫笑貓》。臺北市：三十而立，

音樂 compact disc STC-023（單曲）。

秋林演唱，2015，《大嶺腳下》。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JS001。

______ 作曲╱演唱，2017，《大嶺腳下 ‧2》。新北市：禾廣娛樂，音

樂 compact disc DLJ02。

唐山作詞╱演唱、李光銘等作曲，[2011]，《舊夢難尋 ‧ 客家情長》。 

臺北市：嵐雅影視傳播，卡式帶。

* 唐銘良詞曲╱演唱，2016a，《尚讚》。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TANG1604。

*______ 詞曲╱演唱，2016b，《尚讚》[DVD]。臺北：好有感覺音樂。

徐千舜詞曲╱演唱，2010，《月光華華：愛 ‧ 美麗 ‧ 和平》。桃園縣平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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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CY-02。

徐筱寧演唱，2011，《寧靜》。桃園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

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2，《開心見客：徐筱寧專輯》。桃園縣楊梅市：吉

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CZ-09 ╱ KZ-09。

神棍樂團，2012，《萬佛朝宗》。臺北市：禾廣，音樂 compact disc 

CX-01。

張文惠演唱，2013，《客家心臼：客家新美聲：客家媳婦專輯》。桃園

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CB-70。

梁秋香演唱，2012，《客家創新歌曲 ‧8》。新北市：客家文經，音樂

compact disc。

梁秋香等表演，2012，《顛覆客家傳統：電音小調 MV 特輯》[DVD]。[ 新

竹縣竹東鎮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

梁宵萍演唱，2015，《油桐花季》。新北市：糖果盒樂團，音樂 com-

pact disc CBCD-0001（單曲）。

梁瀚壬詞曲、莊蕙如、姚國強演唱，2014，《硬瀚心韻傳客情：瀚壬個

人全創作客語專輯》。桃園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

pact disc CZ-08 ╱ CK-08。

野火樂集製作，2012，《美麗心民謠：喀音樂》。臺北市：參拾柒度，

音樂 compact disc WFM12018。

涂敏恆詞曲╱演唱，2010a，《涂敏恆經典流行歌曲珍藏 ‧v.1》。桃園縣

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25。

______ 詞曲╱演唱，2010b，《涂敏恆經典流行歌曲珍藏 ‧v.2》。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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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25。

______ 詞曲╱演唱，2010c，《涂敏恆經典流行歌曲珍藏 ‧v.3》。桃園

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25。

陳忠義作曲╱演唱，2012，《客聲美傳：陳忠義客語歌曲創作演唱專

輯》。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陳國華詞曲、主唱，2010，《桐花之星：2010 客家桐花祭桐花流行音

樂專輯》。臺北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單

曲）。3

陳琳力、廖秋玲、曾婉君演唱，2014，《城市女伶三人心事》。桃園縣

楊梅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陳孟蕎演唱，2016，《歌手之路》。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CIAO01。

陳慧如演唱，2012，《陳慧如音樂之旅專輯 ‧Journey》。臺北市：威德

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W006。

陳雙演唱，2010，《再尋》。臺北市：喜瑪拉雅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T027 ╱ IFPI TAZ01。

______ 演唱，2012，《閃閃閃 online：陳雙 2012 首張創作專輯》。新北市：

六堆文化傳播社，音樂 compact disc DY-11158。

______，2015，《捱在月光下歌唱》。新北市：雙鵬音樂社，音樂

compact disc SB-151027。

陳雙、雙鵬樂團，2016，《快樂一點點 ‧Songmay》。新北市：雙鵬音樂社，

3　這一單曲專輯為華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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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compact disc SB-161027。

陳瑋儒演唱，2016，《捱爸講海陸，捱媽講四縣》。新北市：禾廣娛樂，

音樂 compact disc BB-002。

游兆棋演唱，2011，《覺醒》。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YU-001。

曾仲瑋演唱，2017，《掌牛哥》。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

pact disc。

曾雅君演唱，2013，《心地 ‧Heart Land》。臺北市：鴿子窩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TWV971301。

湯宇歆詞曲╱演唱，2013，《兩個世界：湯宇歆首張個人創作專輯》。

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TYH001。

硬頸暢流客家樂團演唱、羅國禮詞曲，[2011]，《硬頸暢流音樂群：重

生》。臺北市：嵐雅影視傳播，卡式帶。

華昇演唱，2018，《夢想个所在》。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HWS001。

黃于娟演唱、羅國禮詞曲，2013，《雨季的凌晨兩點：黃于娟首張客語

專輯》。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JACD-1501。

黃子軒演唱，2018，《客音留流轉：還我母語運動 30 週年 客家紀念音

樂專輯》。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 黃子軒和山平快演唱，2015，《異鄉人 ‧The Stranger》。臺北市：滾

石國際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uloud-052。

黃子佼主持，2015，《客家音樂文化推手：謝宇威》[DVD]。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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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衛視。

黃珮舒演唱，2014，《有路彎彎》。臺北市：三川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黃連煜詞曲╱演唱，2010，《山歌一條路》。臺北市：貳樓音樂工作室，

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4，《山歌一條路》。臺北市：貳樓音樂工作室，

音樂 compact disc 2F-1401。

______ 演唱，2015，《Banana》。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2F-1502。

______ 演唱，2017，《黃泥路》。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2F-1703。

* 黃聖毓等演唱，2010，《蝴蝶飛》。[ 屏東縣屏東市 ]：樂霓克音樂工

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UNA04（迷你專輯）。

黃翠芳詞曲╱演唱，2012，《牽等你个手》。新竹市：新竹市風愛社，

音樂 compact disc FLU-A002。

黃鎮炘詞曲╱演唱，2012，《散步：黃鎮炘全創作客語專輯 2012》。

臺中市：阿比百音樂社，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4，《捱个故鄉最靚》。臺北市：禾廣娛樂，

音樂 compact disc ABB002。

黃鎮炘、阿比百樂團詞曲╱演唱，2017，《哈客家》。新北市：禾廣娛

樂，音樂 compact disc ABB003。

黃瑋傑詞曲╱演唱，2014，《天光。日》。新北市：切音樂電影，音樂

compact disc ch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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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詞曲╱演唱，2017，《夜色》。高雄市：三合院音像工作室，

音樂 compact disc。

溫玉光等演唱，2015，《大路關風情》。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文化傳

承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出版，2010，《回鄉：吳濁流詩歌選輯 ‧1》。新竹

縣竹北市：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 新寶島康樂隊演唱，2011，《[ 八 ] 腳開開》。臺北市：滾石國際音樂，

音樂 compact disc RD1928。

*______ 演唱，2012，《第狗張：人類最好的朋友》。臺北市：滾石國

際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RD1953。

*______ 演唱，2014，《第叔張》。臺北市：滾石國際音樂，音樂 com-

pact disc RD1981 。

*______ 演唱，2016，《新寶島康樂隊，第 11 張：UP UP》。臺北市：

滾石國際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RD2000。

* 暗黑白領階級樂團，2013，《回家的路》。臺北市：參拾柒度，音樂

compact disc 37D12506。

滅火器等演唱，2016，《青春个該兜事：青少年客語創作專輯》。高雄市：

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FHFCD161103。

聖代演唱，2012，《ButterfLife》。臺北市：威德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W007。

臺灣客家音樂著作出版協會，2013，《臺灣客家音樂著作出版協會：客

家創作歌曲（二）》。新北市：臺灣客家音樂製作出版協會，

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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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2014，《臺灣客家音樂著作出版協會：客家創作歌曲（三）》。

桃園市：臺灣客家音樂製作出版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5，《臺灣客家音樂著作出版協會：客家創作歌曲（四）》。

桃園市：臺灣客家音樂製作出版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臺灣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製作，2013，《客家歌沒這麼簡單》。臺北市：

臺灣客家新音樂創作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道埜音樂工作室製作，2012，《客人花》。屏東縣長治鄉：六堆文化，

音樂 compact disc DY-10106。

趙倩筠演唱，2013，《花草人生》。臺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

pact disc W006。

劉秀蘭演唱，2013，《客家創新歌曲 ‧9》。新北市：客家文經，音樂

compact disc。

劉秀暐等演唱，2011，《客家群星 ‧7》[DVD]。桃園縣楊梅市：吉聲影

視音。

劉阿昌詞曲╱演唱，[2011]，《打幫你》。臺北市：昇鼎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劉榮昌詞曲╱演唱，2011，《目汁含等》。臺北市：昇鼎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2，《暢到毋知人 = On Cloud Nine》。新竹縣

竹北市：黎歐創意公司，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詞曲╱演唱，2015，《暢到毋知人 = On Cloud Nine》，再版。

新竹縣竹北市：黎歐創意公司，音樂 compact disc。

劉榮昌詞曲╱演唱，[2017]，《尋鄉》。[ 臺北市 ]：打幫你樂團，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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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 disc。

劉榮昌與打幫你樂團演唱，2015，《唱歌分你聽：面向世界的音樂客

家》。苗栗縣：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單曲）。

劉劭希詞曲╱演唱，2016，《貴客滿門》。桃園市：宜得仕國際，音樂

compact disc。

蔡宜芸演唱，2011，《深深的思念：蔡宜芸客語流行專輯》。桃園縣龍

潭鄉：歌聚城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鄭朝方、許學傳演唱，2014，《我的竹東山歌城：全球客家人的山歌故

鄉：竹東》。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鎮公所，音樂 compact disc（迷

你專輯）。

鄧百成演唱，2010，《鄧百成：單思戀》[DVD]。桃園縣平鎮市：吉聲

影視音。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執行，2018，《漂移：我們的世代 我們的漂移》。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 蕭盈昕演唱，2012，《蛻變》。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SH-001。

蕭迦勒演唱，2017，《細妹恁靚 2017》。臺北市：金臂勾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龍宣亘演唱，2017，《愛 ‧ 自己》。臺北：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LH001。

戴士堯演唱，2011，《夢想 ‧ 愛：客語嘻哈全創作專輯》。臺北市：喜

瑪拉雅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MJ002。

______ 演唱，2012，《就是要堯：戴士堯 2012 嘻哈舞曲創作》。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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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瑪拉雅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MJ003。

______ 演唱，2014，《澎湃》。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MJ004。

謝宇威曲╱演唱，2012，《爵士唐詩》。臺北市：威德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W008。

______ 曲╱演唱，2018，《唐詩十三首》。臺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W009。

謝宇威等演唱，2017，《山歌再唱：創新客家爵士歌謠專輯》。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鍾萬梅策劃，2010，《客家桐花之音曲譜選集》。臺北市：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製作，2012，《花語坊 Slide MV》[DVD]。[ 新竹

縣竹東鎮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

魏海珊、鄧百成演唱，[2010]，《鄧百成 ‧ 客語創作流行歌曲》。[ 臺北

市 ]：漢興傳播，唱片（類比，12 吋）KA001。

魏海珊、涂敏恆演唱，[2010]，《大憨牯汽車》。臺北市：四海，唱片（類

比，12 吋）FSR-017。

羅文裕演唱，2015，《驚喜時刻》。臺北市：美妙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AMECD-0001。

羅思容詞曲╱演唱，2011，《攬花去》。桃園市：旭日文化，音樂 com-

pact disc GMCSR-101。

* 羅思容與孤毛頭樂團演唱，2018，《落腳》。新北市：女歌原色音聲

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SRCD-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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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茵茵演唱，2014，《雙面客家好聲茵 2：流行金曲》。桃園市：上發影視，

音樂 compact disc。

羅國禮詞曲╱演唱，2013，《背影》。[ 苗栗縣苗栗市 ]：苗栗縣 A 咖

藝文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

羅琬瑩演唱，2011，《醃缸肚介味緒：羅琬瑩客語專輯》。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CD-112。

欒克勇演唱，2011，《獨 1 無 2 反串客》。桃園縣平鎮市：吉聲影視音，

音樂 compact disc。

四、兒童歌謠

山下民謠製作，2013，《野來野去唱生趣 ‧2》。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4，《野來野去唱生趣 ‧3》。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打幫你樂團演唱，2015，《好客麗麗》。臺北市：打幫你樂團，音樂

compact disc DBNB01。

______ 演唱，2018，《好客麗麗 ‧2》。臺北市：打幫你樂團，音樂

compact disc DBNB02。

呂錦明、姜雲玉、謝宇威編，2016，《客家歌謠選集 II：CD6‧ 現代

客家歌謠、客家童謠》。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李杰珉製作，2018，《屋下个娘婆花》。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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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李金城、李桂妹演唱，2012，《客家童謠創作選輯（一）》。新竹縣竹

北市：漢興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李慧敏等演唱，2011，《傳唱客謠》[DVD]。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局。

林生祥製作，2018，《頭擺頭擺：林生祥童謠專輯》。臺北市：山下民

謠，音樂 compact disc FHFCD180509。

林生祥等演唱，2017，《囓鬼》。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音樂 compact disc。

林冠宇演唱，2012，《6 月風》。屏東縣長冶鄉：六堆文化傳播社，音

樂 compact disc DY-12137DY-12137。

客家委員會製作，2011，《歡樂小哈客：客家童謠 ‧ 客語教學，Disc 2：

哈客 DoReMi》[DVD]。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______ 製作，2013，《歡樂小哈客：客家童謠 & 客語教學 ‧ 第五季〈四

縣腔〉，Disc 1：哈客 DoReMi》[DVD]。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______ 製作，2016，《哈客 DoReMi 客家童謠專輯》。新北市：客家

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屏東兒童樂舞團演唱，2012，《雞箕王：客語童歌音樂專輯》。屏東縣

內埔鄉：屏東兒童樂舞團，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3，《保佑平安》。屏東縣內埔鄉：屏東兒童樂舞團，

音樂 compact disc。

屏東長興國小歌謠班演唱，2010a，《六堆新童謠：長興細人仔歌》。

屏 東 縣 長 治 鄉： 道 埜 音 樂 工 作 室， 音 樂 compact disc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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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

______ 演唱，2010b，《客語童歌：阿兵哥入來坐》。臺北市：喜瑪拉

雅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DY9356。

______ 演唱，2015，《六堆新童謠 ‧2：人之初》。屏東縣長治鄉：屏

東縣長興國民小學，音樂 compact disc。

柯薾傑等演唱，2014，《103 年童心童唱》。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孫于卿等製作，2014，《嗨客音樂遊樂園》。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

樂 compact disc。

徐千舜演唱，2014a，《客家節慶當（蓋）鬧熱》。臺北市：臺北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唱，2014b，《客家節慶當（蓋）鬧熱》[DVD]。臺北市：臺

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徐千舜、劉劭希演唱，2012，《共下來唱客語童謠》[DVD]。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徐千舜等演唱，2015a，《捱个快樂時光：共下來唱 Hakka 童謠》。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徐千舜等演唱，2015b，《捱个快樂時光：共下來唱 Hakka 童謠》[DVD]，

MV 版。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製作，2012 ，《野來野去

唱生趣》。高雄：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高樹國小歌謠班演唱，[2017]，《六堆新童謠：洗潑潑》。屏東縣高樹鄉：

屏東縣高樹國民小學，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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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雲、劉遠芳演唱，2012，《看海：客家童謠》。新竹市：[出版者不詳 ]，

音樂 compact disc。

張馨文演唱，2012，《文子的異想樂園》。桃園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

音樂 compact disc。

陳雙等演唱，2011，《客語世界童謠 ‧2011》。高雄市：高雄市客家事

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DY-10011。

______ 演唱，2014，《世界客語童謠》。高雄市：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音樂 compact disc DY-10302。

曾怡玲演唱，[2015]，《客家童謠 ‧1》。桃園市：上發影視，音樂 com-

pact disc。

新北市本土語言領域客家語輔導小組製作，2016，《客家現代童謠歌曲

創作集：新北市 104 年國小本土教學中程計畫》。新北市：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音樂 compact disc。

溫尹嫦、羅思容、林生祥演唱，2016，《笑笑仔世界》。臺北市：臺北

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2013，《十二生肖來唱客：客語童謠 

繪本專輯》[DVD]。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______ 出版，2015，《捱个快樂時光：共下來唱 Hakka 童謠》。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劉慧卿等演唱，2015，《104 年童心童唱》。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謝宇威，2018，《ㄤ咕ㄤ咕 2：客家童謠》。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W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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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製作，2013，《時尚鴨 ‧ 客家童謠專輯》。[ 新竹

縣竹東鎮 ]：藍色情人音樂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五、藝術歌曲

林姿君演唱，2015，《詩歌：羅紹麒與詩人文學音樂專輯》。新竹市：

爵士屋，音樂 compact disc。

湯華英作曲，2015a，《湯華英作品集：歌曲選粹》。桃園市：桃園愛

樂合唱團，音樂 compact disc T009。

______ 作曲，2015b，《湯華英合唱作品集》。桃園市：桃園愛樂合唱團，

音樂 compact disc T010。

______ 作曲，2017，《湯華英藝術歌曲集》。桃園市：桃園愛樂合唱團，

音樂 compact disc。

黃和琴演唱，2005，《客家創作藝術歌曲專輯》。臺北市：虹毓藝術工

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 臺北藝術家合唱團等演唱、郭孟雍曲、黃光男詞，2010，《客路相逢》。

臺北縣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 compact disc。

六、戲曲∕音樂劇音樂

王慶芳導演，2012a，《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雙王子復國》[VCD]。

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______ 導演，2012b，《客家採茶大戲：大唐風雲 - 大拜壽》[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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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______ 導演，2012c，《客家採茶戲珍藏版：目蓮救母》[VCD]。桃園

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王慶芳、張有財導演，2012，《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朱靈宗認母 - 皇

上與宮女暗結珠胎》[VCD]。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李寶錱製作，2012，《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孫臏下山》[VCD]。桃園

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邱婷等演唱，2015，《山河氣韻 ‧ 聲聲世世：邱婷》。苗栗縣後龍鎮：

榮興工作坊，音樂 compact disc CDR416-00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執行製作，2016，《香絲 ‧ 相思：客家音樂歌舞劇》

[DVD]。新北市：客家委員會。

______ 執行製作，2018，《天光：客家音樂歌舞劇》[DVD]。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青年劇團演出，2017，《新編客家大戲：蓬萊尋寶 -

桃源記》[DVD]。臺北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彭勝雄導演，2012a，《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恩將仇報》[VCD]。桃

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______ 導演，2012b，《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錯配姻緣》[VCD]。桃

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______ 導演，2012c，《客家採茶大戲：三國誌 - 貂嬋呂布》[VCD]。

桃園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

______ 導演，2012d，《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深宮怨》[VCD]。桃園

縣龍潭鄉： 龍閣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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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導演，2012e，《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封神榜 - 姜子牙下山》

[VCD]。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彭勝雄、羅秀鑑導演，2012，《客家採茶大戲珍藏版：林則徐禁煙斬子》

[DVD]。桃園縣龍潭鄉：龍閣文化傳播。

新 竹 縣 客 家 三 腳 採 茶 戲 發 展 學 會 製 作，[2013]，《 客 家 三 腳 採 茶

戲》。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RFD80M-79232。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演出，2013，《客家大戲：楚漢相爭《霸王虞姬》》

[DVD]。苗栗縣後龍鎮：榮興工作坊。

______ 演出，2014，《客家大戲：背叛》[DVD]。苗栗縣後龍鎮：榮興

工作坊。

______ 演出，2015，《客家大戲：潛園風月》[DVD]。苗栗縣後龍鎮：

榮興工作坊。

______ 演出，2016，《客家大戲：六國封相《蘇秦》》[DVD]。苗栗縣

後龍鎮：榮興工作坊。

______ 演出，2017a，《客家大戲：駝背漢與花姑娘》[DVD]。苗栗縣

後龍鎮：榮興工作坊。

______ 演出，2017b，《2017 客家精緻大戲：膨風美人》[DVD]。苗栗

縣後龍鎮：榮興工作坊。

臺灣客家山歌團演唱，2014，《義民禮讚：客家歌舞劇演唱專輯》。臺

北市：臺灣客家山歌團，音樂 compact disc。

鄭榮興製作，2011，《山歌採茶唱大戲：客家戲進階唱腔選（一）》。

臺北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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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碧霞、羅石金演唱，2010，《經典客家三腳採茶戲：十八嬌蓮》，

復刻版。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RFD80M-79232。

七、器樂

大夥房藝術團表演，[2015a]，《八音曲韻六堆情》。屏東縣麟洛鄉：藝

客傳播，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表演，[2015b]，《八音曲韻六堆情》[DVD]。屏東縣麟洛鄉：

藝客傳播。

林少英作曲，2015，《山歌浪想：向賴碧霞致敬》。臺北市：臺北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 長榮交響樂團演出製作，2012，《祖先的腳印：客家交響之夜》。臺

北市：長榮交響樂團，音樂 compact disc。

美濃客家八音團製作，2012，《客音傳情》。高雄縣美濃鎮：美濃客家

八音團，音樂 compact disc MHG001。

* 胡志瑋演奏，2017，《乘風撥樂：臺灣作曲家長笛作品集》。臺北市：

上揚國際，音樂 compact disc。

* 海馬樂團演奏，2012，《旅人 ‧ 出走》。新北市：風潮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 張雅晴演奏，2018，《海翁絵：張雅晴小提琴獨奏專輯》。臺北市：

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 郭芝苑、徐頌仁作曲，2011，《6. 樂典：珍藏當代臺灣的聲音》。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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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 陳威稜演奏，2012，《回憶如歌 點點滴滴：陳威稜與單簧管的時尚尋

根之旅》。臺北市：雅砌音樂，音樂 compact disc。

陳慶松等演唱，2010，《北管：壽比南山》。苗栗縣苗栗市：貓貍文化

工作室，音樂 compact disc。

彭宏男、關西隴西八音團演奏，2011，《八音八方客傳揚》。桃園

縣楊梅市：吉聲影視音，音樂 compact disc IFPI LB76 ╱ IFPI 

2N52。

湯華英作曲，2010，《客家民歌主題幻想曲》。桃園縣：桃園愛樂合唱

團，音樂 compact disc。

* 絲竹空爵士樂團演奏，2012，《旋轉》。臺北市：臺灣索尼音樂，音

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演奏，2016，《手牽手》。臺北市：好有感覺音樂，音樂 com-

pact disc SZK1004。

*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演出，2016，《心繫福爾摩沙：蕭泰然室內樂作品》。

新北市：禾廣娛樂，音樂 compact disc EAT002。

楊期泉監製，2015，《民間傳統八音 3‧ 新郭子儀拜壽》。高雄市：南

星唱片，音樂 compact disc CG-8203。

臺北市立國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演奏，2016，《義民爺

爺遊臺北》。新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 臺灣音樂館製作，2018，《臺灣音樂憶像 III：銘印經典》。宜蘭縣五

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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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樂團演奏，2011，《飛吧！山歌：樂府樂團客家創作精選》。新竹

縣竹北市：新竹縣休閒藝術發展協會，音樂 compact disc（單

曲）。

* 蕭泰然等作曲，2013，《臺灣音樂憶像：聽見 ‧ 風景》。臺北市：斯

藝術文化，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作曲，2015，《臺灣音樂憶像：島嶼記憶》。臺北市 ：雅砌音

樂，音樂 compact disc。

* 蘇文慶指揮，2011a，《心動 ‧ 聲動 CD1：經典合奏篇（一）》。宜蘭

縣五結鄉：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指揮，2011b，《心動 ‧ 聲動 CD3：優美絲竹篇》。宜蘭縣五結

鄉：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音樂 compact disc。

八、音樂獎、音樂∕文化節相關音樂

（一）流行音樂金曲獎

*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2010，《第 21 屆金曲獎得獎專輯》。臺北市：

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 版，2011，《 第 22 屆 流 行 音 樂 金 曲 獎 得 獎 專 輯： 金 曲

100》。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出版，2012，《第 23 屆流行音樂金曲

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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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出版，2013，《第 24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臺北市：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 版，2014，《 第 25 屆 流 行 音 樂 金 曲 獎 得 獎 專 輯： 金 曲

25》。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5，《第 26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臺北市：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6，《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 第 27 屆》。臺北市：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7，《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 第 28 屆》。臺北市：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8，《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 第 29 屆》。臺北市：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二）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

*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2010，《第 21 屆金曲獎得獎專輯》。臺北市：

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1，《傳藝金曲 100：第 22 屆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

得獎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出版，2012，《第 23 屆傳統暨藝術音

樂金曲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3，《第 24 屆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傳



全球客家研究

       
345 Global Hakka 

                               Studies

藝金曲 魅力雋永》。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音樂 compact disc。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出版，2014，《第 25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 ‧1：音

樂》。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4b，《第 25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 ‧2：傳統藝術》

[DVD]。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______ 出版，2015a，《第 26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5b，《第 26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DVD]。宜蘭

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______ 出版，2016a，《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宜蘭縣五結鄉：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6b，《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DVD]。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______ 出版，2017a，《第 28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7b，《第 28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DVD]。宜蘭

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______ 出版，2018a，《第 29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8b，《第 29 屆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DVD]。宜蘭

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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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

* 角頭音樂製作，2010，《源動力之歌：99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

獎作品輯》。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1，《飛舞之歌：100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2，《夢想之歌：101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3，《激盪之歌：102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2014，《逐跡之歌：103 年

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5，《傾心之歌：104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6，《聲活之歌：105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7，《曙光之歌：106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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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製作，2018，《迴響之歌：107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

作品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

pact disc。

（四）金音創作獎

*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2010，《第一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

行政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1，《 第二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行政

院新聞局，音樂 compact disc。

*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出版，2012，《第三屆金音創作獎得獎

專輯》。臺北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3，《第四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4，《第五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5，《第六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出版，2016，《第七屆金音創作獎得獎專輯》。臺北市：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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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桐花歌曲創作大賽∕潮客音樂獎∕臺北市客家文化節

∕客家流行音樂節（桃園市）

邱俐綾、陳永淘、陳能濟表演，2010，《藝綻客來：2010 臺北市客家文

化節音樂專輯》。臺北市：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

pact disc（單曲）。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2011 桐花歌曲創作大賽：桐花歌曲創作專

輯》。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劉劭希等詞曲╱演唱，2011，《客饗藝百：2011 臺北市客家文化節新

歌加精選原創專輯》。臺北市：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SCR-002。

客家委員會，2012，《2012 桐花歌曲創作大賽：桐花歌曲創作專輯》。

臺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3，《2013 桐花歌曲創作大賽：桐花歌曲創作專輯》。臺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4，《2014 桐花歌曲創作大賽：桐花歌曲創作專輯》。新北市：

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顏志文等演唱，2014，《2014 臺北市客家文化節：哈客玩藝新歌加精

選原創合輯》。臺北市：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2015，《潮客樂：潮客音樂獎

得獎者作品輯》。新北市：客家委員會，音樂 compact disc。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製作，2015，《2015 客家流行音樂節創作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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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輯》。桃園市：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6，《2016 客家流行音樂節創作歌曲合輯》。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 製作，2017，《2017 客家流行音樂節創作歌曲合輯》。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六）新竹縣客家新曲獎

新竹縣客家新曲獎，2014，《2013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5，《2014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縣文化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6，《2015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縣文化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7，《2016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縣文化局，音樂 compact disc。

______，2018，《2017 年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新竹縣竹

北市：新竹縣文化局，音樂 compact disc。

（七）其他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a，《2010客家音樂MV創作大賽得獎作品專輯：

1‧ 客家童謠組》[DVD]。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______，2010b，《2010 客家音樂 MV 創作大賽得獎作品專輯：2‧ 客家

流行音樂組》[DVD]。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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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瑜亮等詞曲，2010，《臺北縣客家歌曲創作甄選紀念專輯 ‧2010》。

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政府客家事務局，音樂 compact disc。

屏東縣政府製作，2012，《一个所在係六堆：2011 六堆客音客語流行

歌曲徵選優勝作品專輯》。屏東縣屏東市：屏東縣政府，音樂

compact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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