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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族群在台灣的發展，從一開始的隱性族群，到現在的各種客家文化活動，顯

示了客家族群在台灣已經具有一定的地位。從最早的客家運動─還我母語大遊行

開始，客家族群漸漸的為自己發聲，爭取自己在政治上、社會上的權益，因而成

立了各種客家政府單位。1994 年，文建會推動了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開始打

造具有特色的鄉鎮社區，使得各社區結合文化傳統，開始發展自我特色，客家文

化館與文物館也相繼建立。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也包括了藝文展演的推動，鄧雨賢

紀念音樂會就是在上述的脈絡中所產生的音樂活動。鄧雨賢是日治時期台語流行

歌曲的重要作曲家。他是在龍潭出生，芎林過世的客家人，兩地皆視鄧雨賢為當

地的代表音樂家，也設置了鄧雨賢紀念館與紀念公園，並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但是兩地紀念音樂會的舉辦，無論在表演形式、曲目編排、舉行規模上均不

相同。究竟兩地音樂會是如何塑造客家文化特色？是本文將探討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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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 invisible clan to various cultural activities at present, this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 Hakka community has gained certain status in the Taiwan society nowadays.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of Hakka ethnic movement, they learn to voice for 
themselves and to claim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decides to set up various Hakka institutions. In 1994,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launches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of building local communities wit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this, local communities start to develop their 
individualities combining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process, Hakka cultural halls 
and Hakka artifacts exhibition halls are constructed. The project also includes 
popularizing art performances; the memorial concerts for Deng Yu Shian are the 
musical activities born in such a context mentioned above. Deng Yu Shian was an 
important composer of Taiwanese popular songs under the Japanese regime. He was a 
Hakka, born in Longtan and died in Cyonglin. Both towns consider Deng as a mu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own and not only establish memorial halls and parks but also 
hold memorial concerts for him. However, the concerts held in the two places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ir styles of performance, programming and in scale.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how these concerts are used to shape the features of Hakka 
culture in these two towns. 
 
 
 
Key word: Hakka Ethnic Moveme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Deng Yu Shian, 
         Memorial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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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收集鄧雨賢相關資料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多年以來，龍潭鄉與芎林鄉都為鄧雨

賢舉辦例行性的紀念音樂會。龍潭鄉與芎林鄉兩地，為何都會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

會？原因在於，鄧雨賢是在龍潭出生，芎林逝世。因此，兩地都認為鄧雨賢是當地的

代表作曲家，所以都為了紀念鄧雨賢而舉辦相關的音樂會活動。龍潭鄉與芎林鄉兩

地，都是客家庄，兩地所辦的紀念音樂會，舉辦方式與內容有何差異性，是筆者感興

趣的地方，也是本論文要討論的重點。 

鄧雨賢，客家人，1906 年 7 月 21 日出生於桃園縣龍潭鄉，1944 年 6 月 11 日病

逝於新竹縣芎林鄉。三歲時，父親應聘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漢文老師，因此隨父

親遷居台北；九歲時進入艋舺公學校1就讀。十五歲時考入台灣總督府台北師範學校，

2並在培養全能教師的學校教育方針下開始接觸學習音樂，因此在學校裡學習到了不

少樂器；也因為音樂的天賦，受到著名的音樂教授一條愼三郎的栽培。畢業後被分派

到台北日新公學校教書，但是始終放不下對音樂的熱愛，所以任教四年後辭去了教

職，赴日本學習音樂與作曲，兩年後回台。3 

客家人在當時是屬於隱性的族群，鄧雨賢因為生活環境的關係，所以平時在外使

用閩南語和日語，在家裡則是閩南語、日語、客家話皆有使用。4回台後因緣際會進

入了古倫美亞唱片公司，擔任作曲員並培育歌手，開啟了他創作台語流行歌曲的道

路。在古倫美亞唱片公司工作期間，鄧雨賢創作了不少在當時皆非常膾炙人口的台語

                                                 
1 今臺北市立老松國小。 
2 今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3 整理自黃信彰，《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流行歌》(台北：北市文化局，2009)。黃惠君，《雨

夜花飄望春風：臺灣歌謠奇才鄧雨賢和他的音樂時代》(台北：台北市文化局，2006)。鄭恆隆、郭麗

娟，《台灣歌謠臉譜》(台北：玉山社，2002)。蕭恬媛，《鄧雨賢作品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4 鄧泰超為鄧雨賢之長孫。鄧泰超，個人訪談，台北市，2007/10/08。參閱附錄一，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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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歌曲，最為人所知的四首合稱「四‧月‧望‧雨」。5在鄧泰超《鄧雨賢生平考

究與史料更正》論文中提到，目前所收集到並證實為鄧雨賢所創作的作品資料大約有

89 首，6有唱片資料的曲目數量為 62 首。7 

在 30 年代的社會，正好是台語流行歌曲蓬勃發展的時期，也因此鄧雨賢的創作，

大多是台語流行歌曲。而客家音樂在當時大多是一些傳統的歌謠，例如：老山歌、山

歌仔、小調…等。之後因為戰爭的關係，創作環境也隨著時局變遷而日漸惡劣，鄧雨

賢因此辭去古倫美亞唱片公司的工作，回到新竹縣芎林鄉教書；因為學校教學的需

求，他譜寫了一些日語童謠當教材，也負責指導學校的一些藝術表演。8 

雖然鄧雨賢的創作幾乎都是台語流行歌曲，但是他卻是個道道地地的客家人。鄧

氏家族是於清朝乾隆 35 年間，9由廣東省梅縣遷居來台的客家部落。鄧家來台的第三

代祖先，移居至新竹縣芎林鄉，並在芎林與龍潭兩地任教，因此龍潭鄉與芎林鄉，皆

為鄧氏家族的居住地。到了鄧雨賢的祖父，也就是鄧家的第四代，同樣在芎林與龍潭

兩地任教，更曾任桃園廳參事。而鄧雨賢的父親，生於龍潭，並在龍潭的公學校裡任

教，之後應聘到台北任教。所以龍潭鄉與芎林鄉，皆是鄧家的主要活動地點。10 

龍潭鄉與芎林鄉皆為客家庄。龍潭鄉的開發前後約兩百多年，咸豐元年(西元 1851

年)龍潭開始大量開墾，林本源至大溪開墾後，再逐漸向龍潭發展。早期龍潭為閩粵

雜居，之後因地瘠民貧，閩南人大多遷移他處，只有少數同化為客家人，使得龍潭成

                                                 
5 「四‧月‧望‧雨」指的是〈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和〈雨夜花〉四首歌曲。 
6 鄧泰超，《鄧雨賢生平考究與史料更正》(台北：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32。 
7 鄧泰超，《鄧雨賢生平考究與史料更正》(台北：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37。 
8 同註 3。 
9 鄧緒馨編，《鄧氏族譜》(台中：創譯，1973)，178。 

在蕭恬媛《鄧雨賢作品研究》論文中(頁 9)，第二章第一節的鄧雨賢生平概述中寫到：「鄧氏家族在

第十六世彥拔公時，於清乾隆嘉慶三十五年，從廣東蕉嶺攜眷渡海到台灣海山堡彭福庄(今之樹林鎮)
移民開墾，其時年歲值五十七，是謂來台祖先第一代。」文中，清乾隆嘉慶三十五年是錯的，正確

應為清朝乾隆 35 年。 
另在黃信彰《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流行歌》一書中(頁 108)，〈流行音樂創作奇葩鄧雨賢〉

中寫道：「出生於桃園縣龍潭鄉的鄧雨賢，其家族是清朝嘉慶年間由廣東省梅縣遷居來臺的客家部

落。」文中，清朝嘉慶年間是錯的，正確應為清朝乾隆 35 年。 
10 整理自黃信彰，《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流行歌》(台北：北市文化局，2009)。蕭恬媛，《鄧

雨賢作品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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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粵籍客家人的聚居地。11芎林鄉原名「九芎林」，清代初期原為原住民的居住地。

直到乾隆四、五十年左右(約 1775-1785 年左右)，粵人姜勝智、劉承豪等人開始墾佃

開拓、建立村莊，而後形成了九芎林街。芎林鄉的住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客家人，祖

先多來自廣東惠州、嘉應州與潮州等地。因鄉內農業條件佳，居民多以務農為主，加

上傳統客家文化的影響，是一個典型的客家庄。12 

「客家」這個名詞的由來，是從「客子」、「客人」演變而來。「客子」是出自藍

鼎元 1723 年所寫的《平臺紀略》中，是指由廣東省各縣渡海來台佃耕土地的雇佃田

者或是傭工，這群人被稱為客，而這些來台的雇佃田者或是傭工逐漸定居，居住的村

落稱為「客庄」。原本就居住在台灣的居民被稱為「土著」，而移居到台灣的人被稱為

「客子」。徐旭曾的《豐湖雜記》文中提及，客人是宋朝南遷到廣東、福建、江西及

湖南等地的人，因為風俗不同的差異，被當地人稱為客人，而南遷的人也開始自稱為

客，「客人」開始代表特定的人群。羅香林依據徐旭曾看法，依照族譜資料來說明「客

家」如何南遷，建構了客家族群。13 

而台灣對於客家人與福佬人的對比性族群區分，大約在 1980 年代中期才產生。

客家文化運動在 1980 年代出現以後，所產生的客家認同與想像，和過去的客家認同，

在社會意義與實際對比的類屬上，有著極大的差異性。雖然兩者在實質文化與歷史內

容上，還是有相當程度的相似性與延續性，但是他們的社會意義與性質，卻已經有了

重大的轉變。14 

二次大戰後，閩客區分被另一種新的人群分類所取代。因為本省人和外省人的不

平等對待，於是省籍差異就成為新的人群分類。政府把閩南話與客家話都視為方言，

閩客之間所受到的待遇也相同，也因此閩客的衝突也漸漸淡化。直到 1980 年代因為

政治反對運動鼓吹「本土化」的刺激，客家人開始正視客家語言與文化的流失問題，

                                                 
11 人文族群，〈思古幽情〉，龍潭鄉公所，http://www.longtan.gov.tw/culture_1_1.aspx (檢索於 2011/03/02)。 
12 文化資產導覽，〈芎林鄉─地理位置〉，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hchcc.gov.tw/ch/06culture/cul_03.asp?station=120 (檢索於 2011/03/02)。 
13 羅烈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立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博士

論文，2006)，11-16。 
14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北市：群學，2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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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客家人和閩南人在語言與文化上，同樣受到政府打壓，因此客家人在「本省人」

的族群分類下，和閩南人結合起來追求「復甦本土文化」。但是這個合作關係，卻因

為客家文化運動的興起而開始分裂。15 

以台灣全部的客家人為範圍的「客家想像」，是造成客家文化運動興起的一個重

要條件。也因為客家人開始產生族群意識，想要為自己的族群發聲，爭取在政治上、

社會上的各種權益，各種客家組織因而成立。1987 年 10 月《客家風雲》雜誌成立，

1988 年中期，《客家風雲》雜誌開始尋找焦點，凝聚客家意識。1988 年 11 月，以《客

家風雲》雜誌為中心的客籍人士，成立籌組「客家權益促進會」，以結合客家力量。

1988 年 12 月 28 日舉辨「還我母語大遊行」。1989 年《客家風雲》雜誌改組，更名為

《客家雜誌》。1990 年 12 月，「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立，宗旨為：站在台灣人

的立場，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尋回客家人的尊嚴。2001 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成立。 

以上是一些客家代表團體的成立時間與客家運動的時間，但是客家文化的活動卻

在 1983 年就開始了。1983 年桃園縣龍潭鄉舉辦第一屆台灣區客家民俗文化大展。1988

年新竹縣新埔鎮枋寮義民廟慶祝成立兩百週年，首度舉行十五大庄出巡。1991 年桃

園縣龍潭鄉舉辦第二屆台灣區客家民俗文化大展。1995 年桃園縣龍潭鄉舉辦第三屆

台灣區客家民俗文化大展，臺北市舉辦臺北市第一屆客家文化節。1996 年臺北市舉

辦臺北市第二屆客家文化節。1997 年臺北縣土城市開辦客家桐花季。1998 年臺北市

舉辦臺北市第三屆客家文化節。2002 年行政院客家委員會開始主辦桐花季。 

客家運動到後期，已經轉變為政治目的，而客家的一些福利與政策，也都被政治

人物所操控，到了選舉時才被提出來拉選票。而客家的名詞與客家精神、文化，也變

成是一種選舉的口號。客家的資源，其實也已經經由客家的許多運動爭取到了，客家

電視台、客家廣播電台、各種政府客家相關事務單位的成立，和客家館舍的興建等。

但是在客家族群內部，並沒有正視這些，也沒有去思考如何在這些基礎上，讓台灣社

會因為客家文化的存在而變得更美好，以致於過去那一套悲情論述仍然持續發酵。16 

                                                 
1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北市：群學，2003)，125-145。 
16 林映汝，〈客家運動 20 年後的反思與展望〉，http://taiwan-hakka.blogspot.com/2008/04/20.html (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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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林映汝〈客家運動 20 年後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提到： 

 

客家運動的過程中，客家人其實已經被塑造成是有著共同開墾經驗、文化、生

活習慣的一群人。但是是因為族群內部的差異被忽略，而同一性不斷的被放

大，以致於17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裡，文化的霸權也在某種程度上逐漸形

成。例如：以生長在北部山區的油桐花作為所有台灣客家人的象徵，就無法使

南部的客家人產生認同。 

 

……「重返客庄」的意義在於重新看見地方歷史和文化的豐富性。它將發現這

塊土地上，客家文化是隨著時間，和其它文化，相互交錯和互為影響而形成，

所以其內涵是包容的。而各地的客家庄，則因著時間和環境的不同，展現不同

的面貌。因此，並沒有一個可以明白寫成教科書的客家文化，只有一個一個的

客家庄，而每一個所代表的都是客家文化。18 

 

因此，客家的運動應該要開始轉向，轉變為「重返客庄」。客家文化應該開始深

入地方，藉由各個地方獨特的客家文化，進而推展地方的特色，使客家文化成為多樣

性、豐富性與獨特性的地域文化。 

關於地方的文化建設，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1994 年提出「社區營造政策」，

政策內容為：透過社區意識的重建，培養國人的共同體意識。19因為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的推動，各地開始打造具有特色的鄉鎮社區，使得各社區結合文化傳統，開始發展

自我特色，客家文化館與文物館也相繼建立。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也包括了藝文展演的

推動，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就是在上述的脈絡中所產生的音樂活動。 

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可分為國家舉辦與地方舉辦兩種。1992 年 7 月 14、15 日，

由文化總會主辦的「紀念台灣創作歌謠先驅─鄧雨賢作品音樂會」在國家音樂廳舉

行，這也是鄧雨賢的音樂第一次登上國家的音樂殿堂。之後在國家音樂廳的第二次的

紀念音樂會是 2005 年，也就是鄧雨賢的百歲誕辰。雖然鄧雨賢的音樂之前也有在國

                                                                                                                                                    
於 2010/07/08)。 

17 原文為「以至於」，「至」字是錯誤的，正確應為「致」。 
18 同註 16。 
19 業務說明，〈社區總體營造〉，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5 (檢索於 20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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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音樂廳演出過，可是都是與其他的樂曲一起表演。而這兩場音樂會特別的地方在

於，整場演出全部都是鄧雨賢的音樂，沒有摻雜其他的樂曲。這也表示鄧雨賢的音樂

獲得了國家的重視。 

地方所舉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則包括龍潭鄉的「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前述提及，鄧雨賢出生於龍潭，逝世於

芎林，因此兩地皆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也為他舉辦紀念音樂會。 

龍潭鄉與芎林鄉兩地除了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外，也設置了鄧雨賢音樂

館與鄧雨賢音樂紀念文化園區，紀念音樂會也是在當地舉辦。如前文所述，兩地鄧雨

賢紀念音樂會也都是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脈絡下所產生的活動。在音樂會節目單的觀

察中，音樂會的指導單位都有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文建會與當地縣政府。音樂會的演

出中，也都有將鄧雨賢的歌曲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但是兩地紀念音樂會的舉

辦，無論在表演形式、曲目編排、舉行規模上均不相同。究竟兩地如何從紀念音樂會

的舉辦推展客家庄的社區總體營造？又是如何塑造客家文化特色？是本論文將探討

的焦點。 

 

第二節  文獻回顧 

 

近五年有關客家的書籍，主要為語言、歷史、文化史、文化、藝術等類型。語言

主要有詞彙研究、諺語、方言、文學以及學習客家話的叢書為主；歷史與文化史為地

區性的客家研究；文化有地名文化、宗教文化、建築文化、信仰文化、民俗、美食等；

藝術則有客家歌謠、客家創新歌曲、客家童謠、客家手工藝、客家山歌、攝影等。 

論文可分為政治、客家運動、族群、社區、語言、文學、文化等類別，有關文化

的部份，大都是以客家的傳統文化為主。例如：客家飲食文化、客家花鼓等研究。較

新的客家文化研究，有客家電影、客家文化教學、客家博物館、客家文物館、客家文

化商品、客家舞蹈等研究。期刊主要有文化、文學、客家研究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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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客家音樂方面，論文大多是研究傳統的客家民謠、客家童謠、客家八音、客

家山歌等，較新的客家音樂研究為客家創作歌曲、客家流行歌曲探討。目前有關客家

音樂演出的分析則是完全沒有的，筆者的研究可以開創客家音樂新的研究領域。 

而目前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書籍方面以地方文化節、傳統保存、社區總體

營造計畫、營造成果為多，重點在如何利用現有的地方特色來營造社區為主。有關音

樂的部份則是完全沒有。論文都是以社區治理、施政、建設、發展服務等為主要研究。

在社區總體營造裡有關音樂的部份，只有 2004 年李淑娟的《音樂表演在社區總體營

造的應用：以台南市民國 90 年後發展為例》，20文中主要探討各社區的音樂表演如何

帶動社區發展。李淑娟認為，音樂表演活動可以提升社區藝文發展，進而對社區產生

影響。影響的點有：改善環境氛圍、強化居民互動、提升藝文品質與增進學習傳承四

點。 

此篇文章對於社區裡的音樂活動可帶動社區文化發展，進而產生社區總體營造的

效果，與筆者的研究有關。相同的有，利用音樂活動來達到社區總體營造的目的，但

不同的點在於，筆者要探討的是音樂活動本身與社區的相關性，而不是文中所提的利

用各種音樂活動來提升社區。因此雖然筆者與此篇論文都相同以音樂活動來當素材，

但是所要探討的方向與研究的內容不同。 

而關於客家與社區總體營造的論文，有林振豐的《社區總體營造在社區主義形成

過程中的瓶頸與願景─以苗栗縣社區為觀察焦點》，21文中主要是對苗栗縣的社區如

何實施社區總體營造，從理念吸收與試辦，再到理念落實，最後加入文化產業，從中

觀察社區總體營造的規劃與實施方式，並檢討實施之後遇到的各種問題。論文中並沒

有提到如何把苗栗縣營造成客家庄，在實施社區總體營造時也沒有代表有關客家形象

的部份。蔡世群的《客家地區社區營造策略之比較研究─以內灣與九讚頭社區的發展

現況為例》，22探討以當地原有的社團、景點當做地方的特色，用這些特色來營造社

                                                 
20 李淑娟，《音樂表演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應用：以台南市民國 90 年後發展為例》(台南：國立成功大

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21 林振豐，《社區總體營造在社區主義形成過程中的瓶頸與願景─以苗栗縣社區為觀察焦點》(台中：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碩士論文，2001)。 
22 蔡世群，《客家地區社區營造策略之比較研究─以內灣與九讚頭社區的發展現況為例》(新竹：國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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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文中沒有提到如何營造當地的客家形象，並把當地塑造成客家庄。 

彭瑞麟的《金廣福文教基金會參與客家地區社區營造之研究》，23文中提到金廣

福文教基經會保存了北埔當地古蹟與客家文化，但是並沒有提到保存了何種客家文

化，以及那些文化如何代表客家形象。張文姜的《哥倆好，一對寶？客家地區之社區

營造困境分析─以新竹縣關西鎮金錦社區為例》，24文中提到金山里和錦山里合併為

一個社區，用義民節來做社區總體營造，沒有提到當地社區的客家形象與客家特色。 

上述的四篇文章都沒有提到與定義何為「客家」，什麼樣的社區營造可以打造何

種客家形象。筆者在本文也不打算針對「客家」、「客家庄」或「客家形象」進行本質

上的定義。因為在筆者的觀察中，因著時空的變異，我們可以看到許多不同類別與內

容的「客家」、「客家庄」與「客家形象」的描述。25限於時間與能力，筆者僅就各種

現象與論述進行整理與比較。 

而與客家社區總體營造和鄧雨賢相關的論文，為潘榮傑的《誰的鄧雨賢紀念館？

誰的文化造鄉？─新竹芎林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之治理網絡分析》，26文中先回顧了台

灣目前對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與政府的施政政策，之後介紹鄧雨賢的生平事蹟與一

些相關的建設、音樂會。再來整理芎林鄉的施政與地方治理藍圖，分析為何要建立鄧

雨賢紀念公園，以及建立之後對於地方可能的幫助。 

文中也對於為何要建立鄧雨賢紀念館提出討論，認為建立鄧雨賢紀念館是芎林鄉

呼應客委會「文化造鎮，客庄再生」的施政重點。最後討論如何建設、發展芎林鄉。

芎林鄉雖然因為經費及施政等各項因素，只有建立紀念公園，可是有關鄧雨賢的紀念

音樂會卻還是每年照常舉行，所以雖然沒有紀念館，各項活動還是可以舉辦。 

此論文對於鄧雨賢的部份，只有提及如何運用鄧雨賢與鄧雨賢紀念館來推動發展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08)。 

23 彭瑞麟，《金廣福文教基金會參與客家地區社區營造之研究》(桃園：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論文，2009)。 
24 張文姜，《哥倆好，一對寶？客家地區之社區營造困境分析─以新竹縣關西鎮金錦社區為例》(新竹：

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10)。 
25 詳見下文，頁 13。 
26 潘榮傑，《誰的鄧雨賢紀念館？誰的文化造鄉？─新竹芎林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之治理網絡分析》(南

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碩士論文，2007)。 

 8



芎林鄉，對於鄧雨賢的音樂完全沒有提及，並且對於當地每年舉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也無論述。因此，筆者可以接續此論文之研究，針對芎林鄉之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質

推動部份做研究。 

有關鄧雨賢的文獻資料，可分為介紹性質的書籍、單篇文章與論文研究。介紹性

質的書籍，有《台灣客家》、27《台灣歌謠鄉土情》、28《台灣音樂閱覽》、29《台灣歌

謠臉譜》、30《台灣客籍作曲家》、31《雨夜花飄望春風：臺灣歌謠奇才鄧雨賢和他的

音樂時代》、32《1930 年代絕版臺語流行歌》、33《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流

行歌》34等，書中主要在介紹鄧雨賢的生平及其重要作品，使筆者對於鄧雨賢的生平

背景與創作有基本的認識與了解。 

莊永明的《台灣歌謠追想曲》35一書中，除了介紹唱片業的發展，也有對鄧雨賢

的音樂作出評論。他在書中有提到：鄧雨賢為閩南語歌曲留下許多佳作，而且這些旋

律富有「台灣風」；36李臨秋依據古典情懷的詩句，加上鄉土言詞寫出〈望春風〉的

歌詞，配上鄧雨賢傳統五聲音階旋律，使此歌成了台語歌謠的代表作。37〈望春風〉

是一首具代表性的台灣歌謠，可以說是代表日據時代台灣人心聲的作品。38書中對於

鄧雨賢的評論，都對鄧雨賢讚譽有加，也認為鄧雨賢的作品已從流行性走向時代性，

作品不能算是流行音樂，而是具有時代意義與價值的藝術音樂，鄧雨賢是一位藝術家。 

在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不管是在節目單、宣傳單，或是主持人在介紹鄧雨賢時，

都稱鄧雨賢為台灣歌謠之父，是台灣的佛斯特，認為鄧雨賢的歌曲是台灣的代表性作

品。紀念音樂會中的演出，也把鄧雨賢的音樂以多元化、藝術化的表演方式呈現，讓

                                                 
27 楊國鑫，《台灣客家》(台北：唐山，1993)。 
28 莊永明、孫德銘編，《台灣歌謠鄉土情》(台北：孫德銘，1994)。 
29 陳郁秀編，《台灣音樂閱覽》(台北：玉山社，1997)。 
30 鄭恆隆、郭麗娟，《台灣歌謠臉譜》(台北：玉山社，2002)。 
31 簡巧珍，《台灣客籍作曲家》(台北：客委會，2006)。 
32 黃惠君，《雨夜花飄望春風：臺灣歌謠奇才鄧雨賢和他的音樂時代》(台北：台北市文化局，2006)。 
33 莊永明。《1930 年代絕版臺語流行歌》(台北：北市文化局，2009)。 
34 黃信彰，《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台語流行歌》(台北：北市文化局，2009)。 
35 莊永明，《台灣歌謠追想曲》(台北：前衛，1994)。 
36 莊永明，《台灣歌謠追想曲》(台北：前衛，1994)，27。 
37 莊永明，《台灣歌謠追想曲》(台北：前衛，1994)，28。 
38 莊永明，《台灣歌謠追想曲》(台北：前衛，1994)，79。 

 9



鄧雨賢的音樂有不同的表現性。 

新竹縣芎林鄉 2004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中，有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中只有謝艾潔的〈探討鄧雨賢音樂的圖騰象徵〉39一篇有紙本發表，其他的發

表皆無紙本，因此筆者無法收集到，故只對謝艾潔一篇作回顧。在此篇文章中，謝艾

潔認為世人對鄧雨賢的評價呈現兩極化，她把鄧雨賢的音樂與時代背景和生存環境做

連結，最後證明鄧雨賢的〈望春風〉代表台灣人民的精神圖騰。此篇文章是以音樂在

人心中的地位來分析。文中對於鄧雨賢音樂演出的部份，只有提及 1992 年在國家音

樂廳舉辦之「紀念台灣創作歌謠先驅─鄧雨賢作品音樂會」，但是並沒有對於演出的

部份以及演出的形式多做論述，因此筆者的研究可以補足此部份。 

2005 年鄧雨賢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百年樂章‧四季紅〉，與 2005 年出

刊的《新竹文獻》第二十二期─鄧雨賢百年冥誕紀念專輯裡，有關鄧雨賢的研究，筆

者分為文學作品、生平介紹，以及傳播三個種類。文學作品的部份，皆是以鄧雨賢的

歌詞或生平，來做書寫的聯想寫作，有些並沒有經過考證，純粹是以創作文章的方向

來書寫。其中有一些文章雖然是在介紹鄧雨賢的生平，或是分析他的作品，可是卻是

用回憶或者是散文式的書寫手法，因此歸類為文學作品的部份。 

生平介紹的部份，山崎喬的〈台灣歌謠作曲家─鄧雨賢的時代意義與音樂考〉，40

詳細的書寫了鄧雨賢的時代與創作背景，從鄧雨賢出生的時代，一直到李登輝當總統

的時期，並且把鄧雨賢改編成軍歌的歌曲，作歌詞內容的分析。文章最後也提到流行

歌曲的翻唱模式：戰時，是台灣的旋律配上日語的歌詞；戰後，是日本的旋律配上台

語的歌詞。作者對鄧雨賢作品所經歷的時期，有非常完整的介紹，對鄧雨賢的歌曲在

戰前戰後的意義也在結語時提及。 

此篇文章中提到，鄧雨賢的音樂在不同的時期，會搭配不同的歌詞內容來演唱。

皇民化時期，全面改成日文歌詞時，鄧雨賢的音樂有的被填詞成軍歌，有的則是照原

來的歌詞內容翻譯成日文歌詞。此種現象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的演出方式一樣，在

                                                 
39 謝艾潔，〈探討鄧雨賢音樂的圖騰象徵〉，《新竹文獻》22 (2005): 53-68。 
40 山崎喬，〈台灣歌謠作曲家─鄧雨賢的時代意義與音樂考〉(2005 年鄧雨賢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論

文，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演講廳，2005/10/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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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會把鄧雨賢的音樂配上客家歌詞來演唱，有重新填詞的，也有

把歌詞翻譯成客家話的。筆者的研究會對此種現象進行整理與比較。 

楊國鑫的〈執著創作的音樂家：芎林名人鄧雨賢〉，41對鄧雨賢的家世以及一生

的經歷及事蹟做整理介紹，本文對於撰寫內容的出處，都有完整的註明。使筆者對於

鄧雨賢各個時期的家世與事蹟，有基本的認識與了解。 

傳播的部份，郭宗愷的〈鄧雨賢的傳播媒體環境〉，42詳細的分析了唱片與電影

的發展。郭宗愷認為，流行歌曲之所以能興起，是因為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導致，而

鄧雨賢剛好處在那個時代之中。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也是一種大眾傳播的方式，在舉辦

音樂會時，會有各種不同的宣傳方式，包括報紙、宣傳單、節目表…等，透過這些宣

傳讓大眾參與音樂會。 

論文研究有蕭恬媛的《鄧雨賢作品研究》，43透過鄧雨賢的作品分析，證明鄧雨

賢對音樂教育的貢獻，並且具有民族音樂家的觀念。此論文介紹了鄧雨賢的生平背

景，並把鄧雨賢的作品分為民族風格44、皇民化時期音樂與教學音樂三類，從創作背

景、旋律以及歌詞的部份做分析。最後歸納出鄧雨賢的教育貢獻有音樂的大眾化、使

用五聲音階創作以及鄧雨賢是最早創作兒童歌曲的人。使筆者對於鄧雨賢的生平背景

與其作品的創作年代、內容有基本的認識與了解。 

溫賢吟的《鄧雨賢音樂的時代風格與意涵》，45以台灣各個不同的時期，來看鄧

雨賢的音樂所代表的意涵，以及鄧雨賢音樂在台灣的意義與價值。文中分析了日治時

期的社會狀況、鄧雨賢的生平、與鄧雨賢的代表作品：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及雨

夜花的樂曲內容及樂段，最後來看鄧雨賢在光復後的音樂傳承與再現。關於鄧雨賢的

音樂傳承與再現部份，論文中對於鄧雨賢的音樂在光復後的各種演變做出整理。從光

                                                 
41 楊國鑫，〈執著創作的音樂家：芎林名人鄧雨賢〉，《新竹文獻》22 (2005): 69-78。 
42 郭宗愷，〈鄧雨賢的傳播媒體環境〉(2005 年鄧雨賢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新竹縣：新竹縣文化

局演講廳，2005/10/08-85)。 
43 蕭恬媛，《鄧雨賢作品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44 蕭恬媛認為鄧雨賢的閩南語音樂作品，已從流行歌曲變成台灣歌謠的代表，所以把鄧雨賢的閩南語

音樂作品歸為「民族風格」類。蕭恬媛，《鄧雨賢作品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3)，20。 
45 溫賢吟，《鄧雨賢音樂的時代風格與意涵》(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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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初期鄧雨賢的作品被查禁，但是在六○年代的商業演出中，還是重要的傳播歌曲，

有些甚至還出版唱片情形，到近幾年鄧雨賢的作品被廣泛運用在國小、國中、高中的

音樂課程中。 

文中也提到鄧雨賢的作品對目前社會的影響，鄧雨賢被定位為「台灣歌謠之父」，

與美國歌謠之父「福斯特」齊名。也整理了國內為紀念鄧雨賢所舉辦之音樂會，但是

對於音樂會的部份只有列表整理，並沒有任何論述。之後提及各個時期對於鄧雨賢的

音樂都有不同的隱喻及象徵。最後結論認為，鄧雨賢的音樂流傳有其時代之偶然，鄧

雨賢的作品包含傳統以及創新性，鄧雨賢的作品被延義為「台灣味」，鄧雨賢的音樂

意涵是由音樂文本與他者投射所共同建立。筆者認為，鄧雨賢的作品可以流傳至今，

確有其歷史價值與地位，且文中所述之「台灣味」，也是經由長時間的流傳，由他者

對音樂文本的想像與轉化所建立，讓鄧雨賢的作品演變為代表台灣的歌謠。 

雖然此篇論文有提及為紀念鄧雨賢所舉辦之音樂會，但是對於音樂會的演出形

式、演出內容等卻完全沒有提及，只有列表整理出音樂會的名稱、主辦單位、時間與

地點。筆者可以補足這部份，對於音樂會的詳細演出內容及演出形式做出整理與分析。 

鄧泰超的《鄧雨賢生平考究與史料更正》，46對鄧雨賢的生平，創作的背景、態

度，作品的特色、改編做訪查考究及分類，並且考據出可以證明是鄧雨賢所創作的作

品，共有 89 首。除了對鄧雨賢的生平做出考究，另外也澄清更正一些鍾肇政小說中

為了文學劇情所加諸的不實內容。本論文對於生平與作品的部份有完整的整理，對於

音樂演出的部份，亦有提及一些翻唱或是改寫的樂曲。在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對於

鄧雨賢的音樂演出，也有以翻唱或是改寫的樂曲來表演。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中，有關客家音樂的相關研究，沒有關於客家音樂演出的分

析。音樂表演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沒有探討音樂活動本身與社區的相關性。客家

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沒有提到與定義何為「客家」，什麼樣的社區營造可以打造

何種客家形象。鄧雨賢與客家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對於鄧雨賢的音樂與當地舉辦的

紀念音樂會並無相關的論述。鄧雨賢的相關研究，沒有關於鄧雨賢音樂演出的內容、

                                                 
46 鄧泰超，《鄧雨賢生平考究與史料更正》(台北：國立台灣科技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12



形式等分析研究。因此，筆者希望藉由研究鄧雨賢的地方紀念音樂會，整理與比較音

樂會中演出的內容與形式、與當地的關連性，以及鄧雨賢的音樂在地方上的發展。 

上述問題中，筆者因為時間、材料與能力的不足，因此在本文中並沒有針對「客

家」、「客家庄」或「客家形象」進行本質上的定義，而是整理與比較所收集到的各種

現象與論述。對於當地原有的傳統客家音樂活動，也限於時間與材料的不足，留待未

來再繼續延伸研究。 

雖然有關鄧雨賢的相關研究中，有對鄧雨賢音樂本身分析的論述，但是筆者在論

文中主要是以音樂會的演出內容與形式來分析比較，音樂分析對於本論文的討論幫助

不大，也証明不了什麼。因此，本論文並未涉及音樂曲式、和聲、調式、音組織等音

樂本身的分析，而是以音樂會為探討對象。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研究方法： 

 

本論文主要是以建構論的角度來觀察客庄、社區總體營造、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

間的關連性。建構論，又稱為主觀認同論。47以族群認同為例，族群的認同是經過人

為建構成的，強調彼此的共同歷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經由集體想像，經歷萌芽、成

長、茁壯而成熟的建構。48 

以客家音樂為例，在筆者的觀察經驗中，客家音樂在不同的時間、地點與年齡層，

會產生不同類別與內容的客家音樂。不同世代與不同生活環境的客家人，對於客家音

樂也有不同的想像、認同與建構方式。傳統的客家音樂觀點是指語言聲調與音樂曲調

結合，音樂是配合著歌詞的語調行進的，音樂本身包含了語言的特性。傳統的客家音

                                                 
47 羅烈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立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博士

論文，2006)，21。 
48 施正峰，《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教基金會)，2006，39、9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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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有老山歌、山歌仔、平板與小調。1983 年開始產生以客家話來創作的客家流行歌

曲。49在楊國鑫《台灣客家》一書中，楊國鑫認為，要推廣客家音樂，山歌的改良是

必要的。但是改良，並不是把傳統的東西丟掉，而是要能夠現代化，跟上社會的腳步。

改良的方式有：伴奏的加強、旋律的改編，以及歌詞要具有時代性。50 

近幾年政府開始推動客家新曲創作，舉辦比賽與發表，鼓勵民眾運用不同的方式

創作新的客家歌曲。客家音樂也越來越多元化，不再限於傳統的山歌形式。根據筆者

的觀察，客家音樂的創作元素在客家新曲的創作比賽中涵蓋很廣，語言以及傳統音樂

都可以當作是客家元素之一。客家話演變為代表客家音樂的元素之一，年輕人以客家

話當作客家元素來創作流行歌曲、搖滾歌曲等。利用傳統的客家音樂填上新的客家歌

詞，是另外一種創作客家音樂的方式。這些多元的創作方式，讓客家音樂有不同的風

貌產生。 

在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所包含的客家音樂元素，有傳統的客家音樂，也有新的客

家音樂創作方式。傳統的客家音樂方面，有演唱老山歌等客家歌謠。新的客家音樂創

作方式，有以鄧雨賢的樂曲搭配客家歌詞，新創作的客家流行歌曲、客家山歌等。在

紀念音樂會中，鄧雨賢與客家音樂的連結，是以血緣來連結的。鄧雨賢是客家人，他

創作的樂曲幾乎都是台語流行歌曲，以他的樂曲重新填上新的客家歌詞，是使他的音

樂與客家音樂作連結的方式。 

 

本論文所使用到的研究方法有文獻分析、比較研究、深度訪談和資料分析。 

一、文獻分析： 

蒐集論文所需之相關書籍、出版品、期刊、音樂會節目單、影音、網路資訊等，

探究鄧雨賢及其音樂和客家、地方之關係。 

二、比較研究： 

針對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在龍潭及芎林兩地舉辦之形式、演出內容、演出方式、演

                                                 
49 楊國鑫，《台灣客家》(台北：唐山，1993)，219。 
50 楊國鑫，《台灣客家》(台北：唐山，199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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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曲目等作比較分析。透過這兩地音樂會的比較研究，探究音樂會對兩地地方之

影響。 

三、深度訪談 

本論文的研究對象為龍潭鄉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其中包括音樂會的主辦

單位、協辦單位、主辦人、演出的團體、演出者等。訪談音樂會的相關人士，收

集舉辦音樂會之因素、演出詳細內容等。 

四、資料分析 

分析所收集到的各種資料，交叉比對，探究客家、社區總體營造與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之關係。 

 

研究限制： 

 

本論文因為音樂會的各種相關資料，包括：節目單、文宣、海報、DM、音樂會

之錄影錄音等保存不齊全，故無法蒐集到所有的資料，必須以訪談的方式來補足欠缺

的資訊。而紀念音樂會是一種動態且持續之活動，何時最早開始有紀念音樂會，也因

為音樂會資料的保存不齊而沒有辦法考究。由於資料取得與時間的限制，所以本文研

究的年份龍潭為 2003 年至 2010 年，芎林則從 2001 年至 2010 年為止，而且僅以現有

收集到的音樂會資料探討各種相關的現象與問題，若將來有新的資料出現，或可補強

本文目前的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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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步驟與預期成果 

 

本論文分析步驟如下表： 

 

 

確立研究主題 

↓ 

問題意識與研究目的 

↓ 

文獻回顧與分析 

↙        ↓        ↘ 

比較研究    資料收集與分析    深入訪談 

↓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如何營造客家庄 

 

 

目前有關紀念音樂會與地方文化，及社區總體營造關連性的探討，在學術界仍有

許多發展的空間。因此筆者希望藉由對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在地方與文化關係的研

究，上述三者間的關係，嘗試就紀念音樂會研究開拓新的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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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大綱：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四節  分析步驟與預期成果 

第一章  龍潭鄉與芎林鄉 

第一節  龍潭鄉與芎林鄉概述 

第二節  鄧雨賢與龍潭鄉之關連 

第三節  鄧雨賢與芎林鄉之關連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第一節  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之背景介紹 

第二節  分析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第三節  當地合唱團 

第四節  音樂會對當地的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第一節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背景介紹 

第二節  分析歷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第三節  當地合唱團 

第四節  音樂會對當地的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兩地音樂會之比較 

第一節  兩地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異同處 

第二節  主辦單位、主辦人 

第三節  演出場地與宣傳、演出團體、演出內容 

第四節  音樂會與兩地之關連與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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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筆者的論文題目裡：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筆者對

於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先後順序，沒有預設立場。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先後順

序，將由論文的討論中釐清。 

論文第一章將先對龍潭鄉與芎林鄉作基本的概述，接下來探討龍潭鄉與芎林鄉兩

地與鄧雨賢的關連性，以及兩地是如何看待鄧雨賢及其音樂。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對

龍潭鄉和芎林鄉是如何開始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後個別分析兩鄉的紀念音樂會

活動，探討活動是如何舉辦、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之關係、活動中的演出團體與當地

之關連性，以及音樂會對當地的影響。第四章為比較兩地紀念音樂會的差異性，從主

辦單位到演出團體、演出方式、演出內容等，最後探討兩地是如何運用音樂會來營造

客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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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龍潭鄉與芎林鄉 

 

第一節  龍潭鄉與芎林鄉概述 

 

一、龍潭鄉概述： 

 

龍潭鄉位於桃園縣，名字的由來是由於市中心有一口大潭(今龍潭大池)，此大潭

原面積約有四萬五千餘坪，水面上生長著野菱，因此先人稱之為菱潭陂。大潭南邊有

噴泉，據說泉穴中有一白石，每逢水位下降白石露出，老天必定會下雨，因此即使面

臨旱季，潭水依然能保持著一定的水量，絕不乾涸。假使久旱不下雨，只要在潭邊祈

求降雨，總能順利獲得甘霖。當地居民深感此潭靈驗，故稱此地為靈潭陂。且傳說當

風雨來臨的時候，會有黃龍在此潭出沒，因而改名為龍潭陂，後稱為龍潭庄。還有一

種說法是閩南語的靈與龍音很相近，所以靈潭又稱為龍潭。51 

龍潭開始開發前後約有兩百多年，最早開發的地區，是臨近大漢溪邊約三坑一

帶。乾隆九年(西元 1744 年)，漢民開始移居至此，永福宮也在此時建立。乾隆十三

年時(西元 1748 年)，霄裡通事蕭那英(知母六)招佃開墾菱潭陂附近的土地，這是龍潭

開發史上第一次有計畫的開墾。乾隆三十七年(西元 1772 年)與四十七年(西元 1782

年)時，黃慶興兩度大規模的開墾，也因此吸引了各地農民前來。嘉慶年間，蘭此地

開墾的農民合力利用大潭之水，興建龍潭圳，潭水流經烏樹林、黃泥塘、八張犁一帶，

奠定了龍潭農業開墾的基礎。咸豐元年(西元 1851 年)龍潭開始大量開墾，林本源至

大溪開墾後，再逐漸向龍潭發展。早期龍潭為閩粵雜居，之後因地瘠民貧，閩南人大

多遷移他處，只有少數同化為客家人，使得龍潭成為粵籍客家人的聚居地。52 

                                                 
51 同註 11。 
52 同註 11。 

 19



出生於龍潭鄉的代表人物有作家鍾肇政及作曲家鄧雨賢，53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

局更把兩人視為客家文化代表。54 

 

1.龍潭鄉音樂方面的特色： 

 

龍潭鄉當地的傳統音樂團體，有組織的為「客家文化傳播協會」。客家文化傳播

協會成立於 2001 年，55為教唱傳統的客家歌謠，例如：老山歌、山歌仔、小調、平

板等。協會的學生也都有受邀出外表演，學生的年齡層都較為年長。另一個有組織的

團體為「青春歌友會」。青春歌友會演唱的曲目為綜合型的，不只有唱傳統客家山歌，

流行歌曲、客家歌謠等，相關的音樂都有演唱。龍潭鄉當地的傳統音樂團體，還有客

家八音團，但是客家八音團比較沒有組織化。平常主要都是自己組團私下練習，大部

份的演出都是喪事時聘請去表演。56 

龍潭鄉當地其他的音樂團體，有凌雲國中管弦樂團、龍星國小管弦樂團，石門國

小管弦樂團和國樂團、龍潭農工有節奏樂隊，而這些學校本身也都有管樂團。另外龍

潭鄉還有一個愛樂協會，愛樂協會也有成立樂團。其他相關的藝文團體為各個社區的

發展協會，龍潭鄉共有十六個社區發展協會(參閱附表 1-1)，發展協會會成立不同的

班別與藝文團體，如：樂器類的學習、合唱團、歌唱班等。57 

 

 

 

 

                                                 
53 人文族群，〈人文思想〉，龍潭鄉公所，http://www.longtan.gov.tw/culture_1_3.aspx (檢索於 2011/03/02)。 
54 客家文化生活，〈客家文化代表〉，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http://www2.tyccc.gov.tw/hakka/life3-2.html 

(檢索於 2011/03/02)。 
55 客家社團，〈桃園縣客家社團〉，全球客家經貿平台，

http://hi-taiwan.ecserver.com.tw/eip/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teams0070 (檢索於 2011/07/27)。 
56 龍潭鄉圖書館館員林小姐，個人訪談，中壢市，2011/07/19。參閱附錄一，頁 149。 
57 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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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龍潭鄉社區發展協會58 
社區名稱 理事長 聯絡地址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葉發苞 龍潭鄉中豐路 1 號 
黃唐社區發展協會 謝先景 龍潭鄉黃唐村中興路 506 號 
九龍社區發展協會 游禮炳 龍潭鄉九龍村 18 鄰中興路 351 號 
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鄧玉珍 龍潭鄉龍華路 479 巷 5 號 
石門社區發展協會 陳春錢 龍潭鄉大平村 7 鄰 98 號 
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林延能 龍潭鄉三水村 11 鄰直坑 68 號 
佳安社區發展協會 林秋炳 龍潭鄉佳安村民族路 236 號 
烏林社區發展協會 巫梅珠 龍潭鄉烏樹林村 39 鄰烏林 15 之 1 號 
高平社區發展協會 蕭如松 龍潭鄉高平村中豐路高平段 318 號 
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陳甲首 龍潭鄉高原村中原路 1 段 541 號 
八德社區發展協會 徐春淼 龍潭鄉聖德村聖亭路八德段 398-1 號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李麗珍 龍潭鄉三和村 2 鄰 14 號 
上林社區發展協會 李鳳珠 龍潭鄉上林村龍元路 91-1 號 3 樓 
三林社區發展協會 曾永記 龍潭鄉富林村民生路 141 巷 49 號 
凌雲社區發展協會 彭李琳 龍潭鄉凌雲村 5 鄰復興路 16 巷 13 號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王瑞雲 龍潭鄉中興村中興路 392 巷 47 號 

資料來源：桃園縣龍潭鄉公所 

 

2.龍潭鄉的客家人口比例： 

 

龍潭鄉的客家人口比例，根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3 年、97 年與 99 年的「全國

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的研究報告，如下表 1-2 所顯示，由表中可以發現，不

同的認定方式會產生不同的客家人比例。龍潭鄉的客家人口比例在廣義的認定上平均

為 67.9%，在單一自我認定上平均為 50.1%，在多重自我認定上平均為 59.5%，在客

家基本法定義上為 59.1%。上述四種比例的總平均為 59.2%，由此可見龍潭鄉的客家

人口數大約是全鄉的六成。 

 

 

                                                 
58 機關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桃園縣龍潭鄉公所，http://www.longtan.gov.tw/about_3_3.aspx (檢索於

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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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龍潭鄉客家人口比例表59 
年 廣義認定 單一自我認定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基本法定義

93 年 70.6% 49.2% 57.9%  
97 年 65.6% 52.3% 61.1%  
99 年 67.4% 48.9% 59.6% 59.1% 

資料來源：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二、芎林鄉概述： 

 

芎林鄉位於新竹縣的中央，位置介於五峰、尖石等高山地區與新竹平原的交接地

帶，面積並不大，是新竹縣最狹小的一個鄉鎮。轄內大多為丘陵地，南面毗鄰竹東鎮，

以頭前溪為分界，北面則為飛鳳山與犁頭山，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芎林鄉共有十二

個村，鄉內有平原、台地與丘陵三種地形，也因此豐富的地形，孕育出不同的物產。

平原地帶緊鄰頭前溪，盛產稻米及蕃茄。因為土壤肥沃且水源充足，所以生產的稻米

質優味美，自古即有「貢米」的稱號。丘陵地區則以柑橘為主要產物，尤其是海梨柑，

味道甜美，頗獲好評。60 

芎林鄉原名「九芎林」，清代初期原為原住民的居住地。乾隆二十六年(西元 1761

年)時，仍屬於道卡斯平埔族的保留區。直到乾隆四、五十年左右(約 1775-1785 年左

右)，粵人姜勝智、劉承豪等人開始墾佃開拓、建立村莊，而後形成了九芎林街。芎

林鄉的住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客家人，祖先多來自廣東惠州、嘉應州與潮州等地。因

鄉內農業條件佳，居民多以務農為主，加上傳統客家文化的影響，是一個典型的客家

庄。61 

                                                 
59 整理自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台北：客委會，2004)。客

家人口調查，〈97 年度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報告〉，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mp=1&ps= (檢索於 2011/07/27)。客家人

口調查，〈99 年至 100 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mp=1&ps= (檢索於 2011/07/27)。 
60 文化資產導覽，〈芎林鄉─地理位置〉，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hchcc.gov.tw/ch/06culture/cul_03.asp?station=120 (檢索於 2011/03/02)。 
文化資產導覽，〈芎林鄉─產業特色〉，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hchcc.gov.tw/ch/06culture/cul_03_03.asp?station=120 (檢索於 2011/03/02)。 
61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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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芎林鄉音樂方面的特色： 

 

芎林鄉當地的傳統音樂團體，有演唱客家山歌與客家歌謠的。客家八音團目前完

全都沒有了，十五、二十年前有很多客家八音團，平常都會練習一些傳統的樂曲，也

會唱客家歌，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沒有了。芎林鄉當地其他的音樂團體，有一個合唱團，

為「石潭婦女合唱團」，平常各種類型的曲目都有演唱。62 

芎林鄉共有十二個社區發展協會(參閱附表 1-3)，社區發展協會成立的藝文班別

有：民謠班、舞蹈班、民俗技藝班等。發展協會也有成立歌唱班，會邀請老師來教唱，

學會唱之後也會參與地方性的歌唱比賽。學校也會有音樂類型的社團，鄉公所舉辦活

動時也會邀請學校的團體來演出。63 

 

表 1-3：芎林鄉社區發展協會64 
社區名稱 理事長 聯絡地址 

華龍社區發展協會 鄧起峰 華龍村 10 鄰五和街 241 號 
五龍社區發展協會 彭進廷 五龍村 5 鄰富林路一段 138 巷 53 號 
秀湖社區發展協會 張政權 秀湖村三鄰五福街 2 巷 17 號 
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劉家宏 永興村富林路一段 582 巷 5 號 
石潭社區發展協會 羅傳軍 石潭村福昌街 50 巷 9 號 
新鳳社區發展協會 范延陵 新鳳村 6 鄰文衡路 126 巷 3 號 
中坑社區發展協會 徐重信 中坑村 1 鄰 8-1 號 
水坑社區發展協會 黃清烜 水坑村 5 鄰 32 號 
文林社區發展協會 林逸雄 文林村文昌街 21 號 
芎林社區發展協會 劉富炎 芎林村文昌街 199 巷 21 號 
上山社區發展協會 謝瑞芳 上山村 1 鄰文德路 457 號 
下山社區發展協會 林礽俊 下山村 10 鄰五座屋 22 號 

資料來源：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62 芎林鄉鄉公所職員邱小姐，個人訪談，中壢市，2011/07/19。參閱附錄一，頁 150。 
63 同註 62。 
64 社區發展。〈社區名冊〉。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http://web.hsinchu.gov.tw/social/home.jsp?contlink=content/20080707091314.jsp&mserno=20080625000
1&serno=200807070001&menudata=SocialMenu (檢索於 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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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芎林鄉的客家人口比例： 

 

芎林鄉的客家人口比例，根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3 年、97 年與 99 年的「全國

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的研究報告，如下表 1-4 所顯示，由表中可以發現，不

同的認定方式會產生不同的客家人比例。芎林鄉的客家人口比例在廣義的認定上平均

為 87.8%，在單一自我認定上平均為 77.4%，在多重自我認定上平均為 82.5%，在客

家基本法定義上為 83.5%。上述四種比例的總平均為 82.8%，由此可見芎林鄉的客家

人口數大約是全鄉的八成。 

 

表 1-4：芎林鄉客家人口比例表65 
年 廣義認定 單一自我認定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基本法定義

93 年 85.2% 75.8% 81.0%  
97 年 90.5% 77.0% 82.0%  
99 年 87.7% 79.4% 84.6% 83.5% 

資料來源：新竹縣芎林鄉戶政事務所 

 

三、兩鄉的音樂特色比較： 

 

根據上述的資料，可以發現龍潭鄉的傳統音樂團體較多且較有組織化，有客家山

歌的教唱協會，也有自組的客家八音團。比較起來芎林鄉就只有演唱客家山歌與客家

歌謠的團體，但沒有組織化，也完全沒有客家八音團。其他藝文團體方面，兩鄉都有

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協會也都會成立各種班別與團體。學校也都有音樂方面的社團。 

因此兩鄉比較起來，龍潭鄉傳統的客家音樂較為完整，以音樂方面來說，龍潭鄉

的「客家味」較濃厚。但是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人是盧孝治與張源臺，兩

人所學習的音樂教育皆為西方藝術音樂，所以在舉辦紀念音樂會的形式上，是以西方

藝術音樂的表演為主，如：獨唱、合唱團、室內樂團、管絃樂團等演出方式，以正式

                                                 
65 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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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會的形式來呈現。反而使得龍潭鄉原有傳統客家音樂未能獲得更多的發展，非常

可惜。 

 

四、兩鄉客家人口比例的比較： 

 

龍潭鄉客家人口相對較少，外來人口比例較芎林鄉多。芎林鄉則是客家人口比例

較多。但客家人口比例與客家音樂活動的關連性似乎並非成正比？反而是音樂活動主

辦單位或主辦人主導了音樂活動的發展方向。究竟兩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如何辦

理？與兩鄉的整體音樂活動又有何關連？本文將在第二、第三與第四章詳加討論。 

 

第二節  鄧雨賢與龍潭鄉之關連 

 

鄧雨賢，1906 年 7 月 21 日出生於桃園縣龍潭鄉，為龍潭鄉的代表人物之一。龍

潭鄉公所在其網頁〈人文思想〉裡的人物簡介寫到： 

 

鄧雨賢，生於 1906 年，係龍潭八德村大庄人。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

夜花合稱為「四月望雨」，66係鄧雨賢一生的經典代表作，其音符曲風深切來

映出對時代、民族的關懷，也顯露了鄧雨賢藉由樂曲抒發其愛國心情的寫照。

他對保存台灣文化所付出的貢獻，以及曲曲動聽的旋律，不僅足資後人的楷

模；更是龍潭深感驕傲之處。67 

 

龍潭鄉把鄧雨賢的介紹放在龍潭鄉公所網站中的龍潭特色區，龍潭特色區主要在

介紹龍潭鄉的觀光景點、古蹟、美食、人文、族群、地理環境等。鄧雨賢的介紹被歸

類在當地的〈人文思想〉網頁，〈人文思想〉網頁是在介紹龍潭鄉的名人，可見龍潭

                                                 
66 原文為「四月望而」，「而」字是錯誤的，正確應為「雨」。 
67 同註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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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對鄧雨賢的重視程度很高。68 

為紀念鄧雨賢，1984 年 6 月 1 日於龍潭大湖畔設立了鄧雨賢的半身紀念銅像，

並由龍潭鄉長游日正以及知名作家鍾肇政共同主持揭幕儀式，這座銅像也是臺灣第一

位為本土音樂家所塑立的紀念銅像。而在龍潭鄉最早舉辦的鄧雨賢音樂會，為 1992

年 2 月 25 日於桃園縣龍潭鄉鄉公所大禮堂所舉行之「鄧雨賢先生音樂會」，音樂會

是由鍾肇政先生與彭嬿女士所主持，桃園愛樂管絃樂團演出。 

2005 年，桃園縣客家文化館69主體建築完工，2008 年 3 月開始陸續開放展場讓

民眾參觀，2008 年 8 月配合桃園縣客家文化節正式全面開始營運。 

桃園縣客家文化館館內設有「鄧雨賢音樂館」，總共有 A 區至 G 區共七個展覽

區。A 區為概念展示導覽櫃；B 區至 D 區為鄧雨賢的人文圖像展示區；E 區為展示版

與多媒體互動區；F 區為多媒體展示螢幕；G 區為多媒體投影區。 

B 區至 D 區的鄧雨賢的人文圖像展示區，放置有鄧雨賢相關文物、手稿、書信、

照片、音樂史料及剪報資料等。E 區的展示版與多媒體互動區，展示版展出的內容主

要為鄧雨賢的生平簡介、作曲年表、曲譜、手稿等。而多媒體互動區，名為「多媒體：

鄧雨賢的生命足跡」，把鄧雨賢的各種資訊、重要成就、音樂作品、音樂作品導讀、

名曲賞析等，運用多媒體互動的方式來呈現。使參觀民眾可以對展覽內容做進一步的

了解。 

F 區的多媒體展示螢幕，還搜集了鄧雨賢作品的各種版本，讓民眾可以在現場收

聽，並加上文字說明和照片呈現，說明內容有歌曲介紹、歌詞以及改編版本，照片呈

現則是唱片封面。最後 G 區的多媒體投影區，以播放鄧雨賢相關影片為主，例如：

鄧雨賢生平音樂劇《四月望雨》，以及古倫美亞唱片公司紀錄片《跳舞時代》等相關

作品。 

 

                                                 
68 人物簡介中寫到，鄧雨賢的音樂曲風深刻的反映出對時代與民族的關懷，也顯露出鄧雨賢藉由樂曲

抒發其愛國的心情。事實上，鄧雨賢的國籍與認同在日治時期是個不易釐清的問題，此處的介紹，

完全是官方一廂情願的敘述，也更突顯龍潭及芎林兩鄉，爭相把鄧雨賢列入鄉民代表的荒謬之處。 
69 桃園縣客家文化館於 2011 年 1 月 1 日更名為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本局簡介，〈局長的話〉，桃

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http://www2.tyccc.gov.tw/hakka/intro2.html (檢索於 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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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鄧雨賢音樂館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拍攝 

 

2009 年，桃園縣客家文化館舉辦了 2009「鄧雨賢音樂研習營」，研習營的活動時

間為 2009 年 3 月的 14 日、15 日、21 日和 22 日，地點為桃園縣客家文化館。在桃園

縣客家文化館的公告訊息裡提到： 

 

文化局長陳學聖表示，為推廣客家文化傳承，文化局特別結合客文館資源，舉

辦各項研習活動，其中「鍾肇政文學研習營」已在去（97）年 12 月登場，邀

請作家黃秋芳等多位老師指導，本次推出「鄧雨賢音樂研習營」，又以客籍音

樂大師鄧雨賢作品為主題，兼顧理論及實務、音樂史及創作，將鄧雨賢大師的

音樂，重新以客語呈現，期望藉由文學、音樂研習活動的推廣，讓客家文化的

傳承更為多元。 

 

本次課程，包括四大主題「鄧雨賢音樂的創作背景與特色」、「從望春風談客家

歌謠的內心世界」、「民謠風曲調的創作—以鄧雨賢『四月望雨』的曲調為例」、

「客家歌詞曲音樂製作與記譜—以鄧雨賢歌曲為例」等，邀請謝艾潔、林展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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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石松、何易峰、吳博明、梁煥波、謝俊逢、徐禎和等 8位客家音樂研究學者

及客家歌謠創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為參與研習的民眾授課，每次課程並

搭配「歌曲創作與教唱」研習教學，內容十分多元且豐富。70 

 

前述提到，鄧雨賢為龍潭鄉當地的代表人物，而龍潭鄉還有另一位代表人物，為

作家鍾肇政，鄧雨賢與鍾肇政兩人都是客家人。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為了要推廣客家文

化，以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資源來辦理研習活動。桃園縣客家文化館座落於龍潭鄉，

館內有鍾肇政文學館，以及鄧雨賢音樂館。因此，文化局要以客家文化館現有的資源

來舉辦相關的研習活動時，鍾肇政與鄧雨賢兩人就成為優先考量的人選。文中提到，

鍾肇政的研習營已經舉辦過了，所以接下來要舉辦的就是龍潭鄉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

─鄧雨賢。 

研習營規劃的主題，除了介紹鄧雨賢的生平以及創作，還有把鄧雨賢的知名歌曲

從詞與曲的角度來分析，以及運用鄧雨賢的音樂重新創作，搭配上客語的歌詞。把鄧

雨賢的創作與當地的客家形象做結合。 

而此活動並於 2009 年 6 月 27 日舉辦成果發表會。此成果發表會的新聞稿裡提到： 

 

【98/06/28 鄧雨賢音樂研習營-成果發表會，桃園縣客家文化館登場】 

 

由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主辦、龍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執行的【再造客家音樂生命

力-鄧雨賢音樂研習營】，在連續四週假日的研習課程後，即將於 98 年 6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2時至 4時在桃園縣客家文化館演藝廳舉辦成果發表會，以

獨唱或合唱方式，演出近 30 首客家歌曲，活動免費，歡迎喜愛客家音樂的朋

友蒞臨觀賞。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先生，在日據時期，創作出許多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曲

子，為台灣本土音樂創作先驅。這位夙享台灣歌謠之父美譽的鄧雨賢先生，在

其眾多作品中，尤其是「四、月、望、雨」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

等四首，由閩南語詮釋的歌謠，在當時大街小巷人人傳唱，盛況空前，在全世

界，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能聽到這些膾炙人口歌曲。 

 

                                                 
70 公告訊息，〈2009「鄧雨賢音樂研習營」開始報名囉！〉，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

http://www2.tyccc.gov.tw/hakka/news_detail.asp?KeyID=89 (檢索於 20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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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長陳學聖表示，為推廣客家文化傳承，文化局特別結合客文館資源，舉

辦各項研習活動，今年 3月【再造客家音樂生命力-鄧雨賢音樂研習營】，不但

邀請了多位對文化藝術有深層研究的教授及資深客家音樂創作老師為學員授

課，更以鄧雨賢「四月望雨」的曲調為例，重新以客家詞來詮釋，吸引了 60

位來自各地的文教學者及對鄧雨賢音樂、客家文化有興趣的愛好者共同參與。 

 

本次演出，除了龍閣文化傳播旗下的知名藝人外，育弦管弦樂、望春風合唱團、

龍潭青春歌友會合唱團、平鎮市立合唱團、平鎮市民大學、三皮客家藝術團、

桃花源文化藝術團、謝小鳳舞蹈社、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桃園縣啟英高級

中學等學校、社團，也都會共同參與表演，同時表揚研習期間表現優異的學員。 

 

※ 演出時間：2009 年 6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02:00~04:00 

※ 演出地點：桃園縣客家文化館-演藝廳（桃園縣龍潭鄉中正路三林段 500

號） 

※ 洽詢電話：客文館 03-409668271 

 

前述提到，研習營除了授課外還有教唱與創作，音樂會就是把研習營所學習到的

內容來作學習的成果發表。主要是以獨唱以及合唱的方式來演出，演出的內容則為客

家歌曲。而鄧雨賢的四首知名歌曲「四‧月‧望‧雨」，也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詮釋

與演唱。演出的團體除了研習營的學員外，還有龍潭當地與桃園縣內的一些藝文團體

以及學校的社團，共同參與演出。 

2010 年桃園縣客家文化館再度舉辦了「鄧雨賢音樂研習營第二期」，研習營的活

動時間為 2010 年 5 月的每周末，地點為桃園縣客家文化館視聽簡報室。公告訊息裡

提到： 

 

為了讓民眾能再次感受到台灣民謠之父─鄧雨賢先生創作的魅力，桃園縣政府

文化局自 99 年 5 月 1 日起，週末在桃園縣客家文化館視聽簡報室舉辦「鄧雨

賢音樂研習營-第二期」，本次研習活動是以鄧雨賢先生創作作品為主題，著重

於客家詞曲製作相關的探討教學，理論與實務並重，期望藉由舉辦音樂研習活

動，讓客家文化的傳承更為長久。 

 

                                                 
71 新聞稿，〈98/06/28 鄧雨賢音樂研習營-成果發表會〉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

http://www2.tyccc.gov.tw/hakka/news_detail.asp?KeyID=132 (檢索於 20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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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客家音樂研究學者及資深歌謠創作者，每次課程並搭配「歌曲創作與教唱」

研習教學，內容十分多元且豐富，歡迎各位鄉親踴躍參加。72 

 

2010 年的研習營，主要是以鄧雨賢所譜寫的樂曲為主題，重新填上客家歌詞，

進行客家歌詞的創作教學，希望可以藉此讓客家文化持續傳承。這一次的研習營也有

教唱的單元，讓大家除了學習創作也有實際演唱的經驗。 

桃園縣客家文化館位於龍潭鄉內，除了館內設有鄧雨賢音樂館，開始營運之後更

於 2009 年與 2010 年連續兩年舉辦鄧雨賢音樂研習營，由此可以看出鄧雨賢在龍潭的

重要性。 

 

第三節  鄧雨賢與芎林鄉之關連 

 

鄧雨賢於 1940 年離開台北遷居至新竹縣芎林鄉，與其妻子鍾有妹同時任教於芎

林公學校。73鄧雨賢在任教於芎林公學校期間，因為學校教學的需求，譜寫了一些日

語童謠當作教材，也負責指導學校的一些藝術表演。1944 年 6 月 11 日，鄧雨賢因為

肺病及心臟病病發，逝世於新竹縣竹東長春醫院。 

2003 年，芎林鄉公所舉辦「我的老師─鄧雨賢座談會」，同年 11 月，於芎林國

小禮堂舉行「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這兩場活動，皆由芎林鄉公所舉辦。74 

在芎林鄉公所鄧雨賢紀念園區的網頁中提到： 

 

鄧雨賢君，芎林人，為日治時期國內著名之音樂家，所作之曲如「雨夜花」、「望

春風」…等，迄今仍為人所唱吟，文化深根影響深遠。本工程擬利用本鄉都市

計畫內的空地（原野戰醫院舊址）作為鄧雨賢紀念公園。野戰醫院舊址面積

14000 平方公尺，為原國軍部隊遷撤後所遺留下來的產物，舊址區內由於乏人

管理，今雜草叢生僅剩松樹挺拔林立，並整齊的排列著。本公園為追求自然與

                                                 
72 公告訊息，〈「鄧雨賢音樂研習營第二期」開始報名囉！〉，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局，

http://www2.tyccc.gov.tw/hakka/news_detail.asp?KeyID=196 (檢索於 2011/05/27)。 
73 今芎林國小。 
74 潘榮傑，《誰的鄧雨賢紀念館？誰的文化造鄉？─新竹芎林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之治理網絡分析》(南

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碩士論文，200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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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相結合的綠地環境，以提供芎林鄉民及新竹地區一所美麗的紀念園區，並

保留野戰醫院舊址內之精神堡壘、涼亭與國徽等史蹟。鄉公所期望透過此次的

「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新建工程，成為新竹縣綠意開放空間與台灣民謠

蒐藏與鄧雨賢音樂文化研究的重鎮。且計畫藉由紀念園區的成立，逐步將公園

使用社區化，使之成為國內自然與人文相結合的生態園區的展示教育櫥窗。75 

 

文中提及鄧雨賢為芎林人，所創作的歌曲影響深遠。芎林鄉本就有一塊空地，計

畫要興建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讓芎林鄉有一個讓當地居民使用的公園，更能進

一步成為鄧雨賢音樂文化研究的重鎮。 

芎林鄉雖沒有直接指出鄧雨賢為其鄉的代表音樂家，但是鄉內設有鄧雨賢音樂紀

念文化園區，76園區內有露天表演台和紀念亭，紀念亭張貼著鄧雨賢的照片和手稿。 

而在新竹縣政府 2004 年 6 月 12 日的新聞稿提到： 

 

為紀念「望春風」、「四季紅」、「雨夜花」作曲者所規劃的「鄧雨賢文化紀念園

區」，十二日上午假新竹縣芎林鄉野戰醫院舊址，舉行第一期工程完工典禮，

積極向國防部爭取土地的鄭永金縣長站在新完工的環形舞台上，感到十分欣

慰，針對後續將進行的音樂紀念館，建請與會的客委會副主委莊錦華能全力支

持。 

 

鄧雨賢的三兒子宰輔在美國，老大、老二、老么仁輔、仁侃、健作都出席，退

休的鄧仁侃老師表示，他雖出生在龍潭，但一家人卻和芎林有深厚的淵源，曾

曾祖、曾祖父在芎林的私塾授課，父親在芎林國小任教時辭世，母視也在芎林

國小教職退休，他和哥哥也都在芎林教書，因此芎林才是他們真正的故鄉。對

於縣府、鄉所積極規劃父親的文化紀念園區，他代表家屬表達感動和感謝之

意，希望後續工程能順利，趕在明年父親百年冥誕77時落成，提昇芎林的文化

藝術氣息。 

 

客委會副主委莊錦華說，鄧雨賢在三十九歲離世，但他留在的音樂卻比所有人

的生命還流長，鄧雨賢不僅僅是客家人的寶貝，更是台灣的寶貝。她期許鄧雨

賢文化紀念園區是芎林文化的中心，播下音樂、藝術、文化的種子，希望未來

                                                 
75 重大施政，〈鄧雨賢紀念園區〉，芎林鄉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w1.viewrich.com/cyonglin/3a/p3_4.html     

(檢索於 2011/03/02)。 
76 鄧雨賢音樂紀念文化園區入口石頭上的題字為「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 
77 原文為「瞑誕」，「瞑」字是錯誤的，正確應為「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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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芎林鄉就是大型的音樂生態園區，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78 

 

雖然文中提及鄧雨賢文化紀念園區第一期工程完工，後續將繼續建立鄧雨賢音樂

紀念館，但是截至 2010 年，還是只有第一期的建設「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而沒有

鄧雨賢音樂紀念館。文中另外提及，鄧雨賢的二兒子鄧仁侃認為，因為曾曾祖父與曾

祖父都是在芎林地區任教，而鄧雨賢也是在芎林任教的時期過世，他的母親鍾有妹也

是在芎林任教到退休，所以芎林才是他們的故鄉。對於鄧雨賢文化紀念園區的建立，

可以提昇芎林鄉的文化藝術氣息。客委會副主委也期望整個芎林鄉在未來，可以成為

大型的音樂生態園區，進而帶動地方的觀光與產業的發展。 

 

圖 1-2：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拍攝 

 
                                                 
78 新竹縣政府新聞，〈鄧雨賢文化紀念園區第一期完工典禮〉，新竹縣政府，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6_mseeage/news/detail.asp?id=Oid6713&key=%E9%84%A7%E9
%9B%A8%E8%B3%A2&sd=&ed=&SUnit=&Sclass=&rad=2 (檢索於 20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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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1 年 3 月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網站，在介紹文化局的組織職掌

中所劃分的職務分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設有一名專門負責「鄧雨賢案策劃執行」的

負責人，負責每年在芎林鄉舉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鄧雨賢案策劃執

行」的負責人，隸屬於表演藝術科，負責的內容有：1.建立表演藝術團體、園區福委

會及學校音樂班資料庫。2.辦理鄧雨賢紀念活動策劃執行。3.演藝廳表演藝術活動執

行及服務。4.辦理新竹之春音樂節、全國表演藝術日及局慶等臨時大型演出。5.建立

媒體資料庫，規劃本課演藝活動記者會流程及行銷模式。6.其他臨時交辦事項(含新竹

藝文彙整)。 

而根據 2011 年 5 月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網站，最新的組織職掌中所劃

分的職務分類，鄧雨賢的紀念活動改由「無形文化與社區營造」的負責人來負責。「無

形文化與社區營造」的負責人一樣隸屬於表演藝術科，負責的內容有：1.無形文化資

產相關業務。2.社區劇場業務。3.演講廳租借業務管理。4.辦理鄧雨賢紀念活動策劃

執行。5.本科MOD、新竹藝文內容彙整。6.其他臨時交辦事項。79 

原本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組織職掌中，有「鄧雨賢案策劃執行」這一個項目，但

是最新的組織職掌中，改成了「無形文化與社區營造」。原有的「鄧雨賢案策劃執行」

變成隸屬於「無形文化與社區營造」這個職務下的一環。原本的「鄧雨賢案策劃執行」

負責人，除了要規劃辦理鄧雨賢的紀念活動外，還有其他的負責事宜。但是現在的職

務分類，把鄧雨賢紀念活動的規劃辦理，放在「無形文化與社區營造」。由此可知，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把策劃舉辦鄧雨賢的紀念活動，視為社區營造的一部份。 

鄧雨賢在芎林鄉任教，在芎林鄉過世，所以芎林鄉視鄧雨賢為鄉內的代表人物。

因為音樂必須透過聲音來傳遞，所以鄧雨賢的音樂，是屬於無形的文化資產。因此，

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不但可以讓鄧雨賢的音樂重現，還可以達成芎林鄉社區營

照的目的。 

 

                                                 
79 關於我們，〈組織職掌〉，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chcc.gov.tw/ch/02about/about_03.asp# (檢索於 20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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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鄧雨賢出生於桃園縣龍潭鄉，逝世於新竹縣芎林鄉，與兩鄉的關係是以血緣來產

生關聯性。鄧雨賢是客家人，而龍潭鄉與芎林鄉皆為客家庄，因此兩鄉都認為鄧雨賢

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也都有各自為鄧雨賢舉辦相關的活動，參閱附表 1-5。 

 

表 1-5：龍潭鄉與芎林鄉對照表 

龍潭鄉 芎林鄉 

桃園縣客家庄 新竹縣客家庄 
鄧雨賢，1906 年 7 月 21 日出生於桃園縣

龍潭鄉，為龍潭鄉的代表人物。 
鄧雨賢，1940 年離開台北遷居至新竹縣

芎林鄉，任教於芎林公學校。 
1944 年 6 月 11 日，因為肺病及心臟病病

發，逝世於新竹縣竹東長春醫院。 
龍潭大湖畔設立了鄧雨賢的半身紀念銅

像。 
 

桃園縣客家文化館館內設有「鄧雨賢音樂

館」。 
設有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 

2009 年，客家文化館舉辦鄧雨賢音樂研

習營與成果發表會。 
2003 年，芎林鄉公所舉辦我的老師─鄧雨

賢座談會。 
2010 年，客家文化館舉辦鄧雨賢音樂研

習營第二期。 
2003 年，芎林鄉公所舉辦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設有鄧雨賢案策劃執

行負責人，2011 年 5 月改由無形文化與

社區營造負責人策劃。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龍潭鄉有鄧雨賢的紀念館，紀念館隸屬於客家文化館。因此，客家文化館在辦理

鄧雨賢的音樂研習活動時，是以鄧雨賢的客家血緣為出發點，把鄧雨賢的音樂與客語

做連結，希望藉由這種活動讓客家文化有更多元的發展。芎林鄉有鄧雨賢音樂文化公

園，公園的建立也是因為鄧雨賢客家血緣的關係，芎林鄉希望藉由公園帶動觀光與產

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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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年來，兩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也已經變成為常態性的音樂活動。只是兩

鄉的主辦單位不同，龍潭鄉的紀念音樂會主辦單位為民間團體，而芎林鄉的紀念音樂

會主辦單位為新竹縣文化局。因為兩鄉的主辦單位不同，所舉辦紀念音樂會的形式也

不同。下兩個章節將個別整理分析龍潭鄉與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由於主辦單

位與舉辦形式的不同，筆者所整理出的表格形式也會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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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第一節  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之背景介紹 

 

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訪談資料，80以及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81當中所

敘述，當初舉辦了這個紀念音樂會，是因為鍾肇政、鍾雙麟、邱榮枝和盧孝治，於

2002 年 7 月時訪問了日本九州的人吉市，並在當地欣賞了Sarastro合唱團所舉辦的定

期音樂會。Sarastro合唱團為人吉市文化宮落成時所成立之合唱團，1984 年 10 月 14

日因為人吉市文化宮的落成，所以熊本歌劇協會主辦了莫劄特歌劇「魔笛」，並以參

與演出的演出者為中心成立了此合唱團，命名為「Sarastro」，並從次年開始每年定期

於文化宮舉行演出。而犬童球溪為人吉市當地的作詞家，所以合唱團定期演出的內容

包括了作詞家犬童球溪的紀念音樂會。鍾肇政、鍾雙麟、邱榮枝和盧孝治因為欣賞了

此音樂會的緣故，對於人吉市這個充滿了文化氣息的小鎮所感動，所以希望把龍潭鄉

也打造成為和人吉市一樣的文化鄉鎮。 

鍾肇政、鍾雙麟、邱榮枝和盧孝治一直都希望可以宏揚鄧雨賢的音樂，而龍潭鄉

的代表音樂家正是鄧雨賢，也因此，這四位先生開始籌辦了龍潭鄉第一屆的紀念鄧雨

賢音樂會，並且在當地成立了望春風合唱團。望春風合唱團為非營利之業餘演藝團

體，負責人是當時的總統府資政鍾肇政，團長為盧孝治，由鍾雙麟和邱榮枝擔任顧問。

設立宗旨為推廣音樂文化，增進社會和諧；宏揚鄧雨賢之音樂，增進客家文化並提升

龍潭文化水準及促進國際文化交流。82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至今一共辦了七屆，外加一場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第

一屆為 2003 年 10 月 18 日於行政院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大禮堂舉辦；第二屆為 2004

年 12 月 18 日於桃園縣龍星國小舉辦；第三屆為 2005 年 12 月 17 日於龍潭核能研究

                                                 
80 盧孝治，個人訪談，龍潭鄉，2009/10/08。參閱附錄一，頁 134。 
81 龍潭鄉第一屆至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參閱附錄二，頁 152-167。 
82 同註 80 和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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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禮堂舉辦；第四屆總共舉辦了兩場，分別為 2007 年 3 月 31 日於中壢高中松風館

和 4 月 1 日於龍潭鄉核能研究所大禮堂舉辦；第五屆為 2008 年 9 月 20 日於桃園縣

龍潭鄉客家文化館舉辦；第六屆為 2009 年 11 月 7 日於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客家文化館

舉辦。第七屆為 2010 年 12 月 19 日於桃園縣龍潭鄉客家文化館舉辦。而鄧雨賢百年

誕辰紀念舉辦了兩場，分別為 2005 年 10 月 10 日於中壢市藝術館和 2005 年 10 月 15

日於樹杞文化館舉辦。83 

音樂會的舉行有時是年頭，有時是年尾，所以因為練習的關係並不是每一年都舉

辦。下一節會依序對各屆音樂會做出表格整理以及分析。 

 

第二節  分析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以下為筆者就各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節目單所做成的表格整理，表格呈現的方

式與原節目單略有不同，可參閱附錄 2 掃描原件，並且對其中一些錯誤之處進行修

正。表格中筆者發現錯誤的部分，與筆者整理之補充說明，皆會在註腳中解釋更正。 

 

表 2-1：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03 年 10 月 18 日 下午 7：00 
地點：行政院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大禮堂84 
主持人：王致棠(日語)、楊鳳琴(客語) 
製作人／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一、致詞 

鍾肇政 (總統府資政、紀念音樂會主任委員) 
                                                 
83 同註 81。 
84 為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參閱附錄二，頁 152，圖 1。節目單內容中所列之地點為━行政院原能

會核能研究所活動中心大禮堂。封面與內容所列的地點名稱雖然不同，但兩者指的是同一個地方。

參閱附錄二，頁 153，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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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目 

1.女高音獨唱：曾亭嘉 (伴奏：鋼琴) 
  (1)雨夜花 (客語) (填詞：鍾肇政) 
  (2)一顆紅蛋 
  (3)望春風 (客語) (填詞：鍾肇政) 
2.女高音獨唱：簡文秀 (伴奏：鋼琴、小提琴、大提琴) 
  (1)想欲彈同調 
  (2)月夜愁 
  (3)望春風 
  (4)雨夜花 
3.弦樂五重奏：輔大音樂系五重奏 (小提琴獨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大提琴) 
  望春風 (編曲：蕭泰然) 
4.弦樂協奏曲：樂亮青少年弦樂團  指揮：鍾安妮 
  (1)碎心花 (獨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 (編曲：早川正昭) 
  (2)四季紅 (獨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 (編曲：早川正昭) 
 

~ 中 場 休 息 ~ 

 
1.合唱：日本九州人吉市 Sarastro 合唱團  指揮：河野東洋 
  清唱：牧歌 
  (1)Matona mia cara (O. de Lassus) 
  (2)El Grillo (J. de Prez) 
  (3)Mentre il cucu il suo cucu cantava (A. Caimo) 
  (4)Contrapunto brstiale alla mente (Adriano Banchieri) Falala 
2.合唱：中壢唯美歆韻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85 (伴奏：鋼琴) 
  (1)當晚霞滿天 (作曲：黃友棣、作詞：鐘梅音) 
  (2)黃昏愁 
3.合唱：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86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2)日本民謠：紅蜻蜓 
                                                                                                                                                    
85 張源臺為第六屆的音樂總監，除第七屆外每一屆都有參與演出，而第一屆到第五屆的節目單裡，張

源臺的名字皆誤植為張源台，「台」字是錯誤的，正確的應為「臺」，在此更正。出處━龍潭鄉第六

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參閱附錄二，頁 153，圖 2。 
86 同註 85。 
87 同註 85。 
88 核聲合唱團，現更名為「荷聲合唱團」。出處━裘尚立，個人訪談，龍潭鄉，2011/06/01。參閱附錄

一，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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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唱：龍潭鄉婦女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87 (伴奏：鋼琴) 
  (1)春宵吟 
  (2)月夜愁 (客語) 
5.合唱：新桃源樂友合唱團  指揮：蔡明儀 (伴奏：鋼琴) 
  (1)菅芒花 
  (2)滿面春風 
6.合唱：荷聲合唱團88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對花 
  (2)四季紅 
7.合唱：日本九州人吉市 Sarastro 合唱團  指揮：河野東洋 (伴奏：鋼琴) 
  (1)日本花之歌 
    1.櫻花 Sakura 日本古謠 (編曲：武滿徹) 
    2.「夏之花」 (作詞：原民喜、作曲：團伊玖磨) 
    3.玫瑰、菊、薺菜花━給母親 (作詞：星野富弘、作曲：新實德英) 
    4.生命之花 (作詞／作曲：喜納昌吉、編曲：會田道孝) 
    5.五木的子守唄【催眠曲】 (九州熊本縣五木地方民謠、編曲：小山清茂) 
  (2)旅愁【夢故鄉】 (作詞：犬童球溪、作曲：Ordway、編曲：大中恩) 
  (3)雨夜花【日文】 (作詞：西條八十) 
 

~ 晚 安 ~ 

 

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訪談資料，89製作人暨音樂總監盧孝治，在策劃紀念鄧雨賢

音樂會時，因為節目的編排設計以及宣傳推廣的關係，都會有一個整場音樂會中演出

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團體，再安排其他的表演節目。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主要的演出代表人物和團體為━女高音簡文秀，以及日本九州的人吉市的Sarastro合

唱團。前述文章中有提及，日本九州人吉市的Sarastro合唱團也是促成舉辦此場音樂

會的契機，因此特地邀請他們來台灣演出。 

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與桃園縣政

府；承辦單位為：桃園愛樂管弦樂團；協辦單位為：龍潭鄉公所、台灣心會、新客家

電台、陽明藝術舞蹈團、桃園文藝作家協會、桃園縣新竹同鄉會與佳安村社區發展協

會。 
                                                 
89 同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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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節：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之背景介紹中有提及，鍾肇政為推動龍潭鄉第一屆

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人士之一，也是此音樂會的主任委員。因此，在第一屆紀念鄧雨

賢音樂會的節目單中，鍾肇政為此節目單寫了一篇小序〈美夢成真〉。序中寫道： 

 

打算為這一次【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手冊】寫一篇小序，提起筆來卻忽地有一股

喜悅湧上心頭。 

 

這次音樂會終於要舉辦了，而且還是第一屆，以後會每年辦下去，第二屆、第

三屆……，對我來說，這是「美夢成真」，值得我歡欣鼓舞一番啊。 

 

好多年來，我為這位吾鄉先賢編織的美夢，且又「成真」的，委實不少呢！首

先，是大約三十年前的那一樁美夢吧，我要為這位被絕大多數台灣人遺忘了名

字，其作品卻被傳唱不息且歷久彌新的吾台一代音樂大師鄧雨賢寫一部傳記，

讓所有台灣人，不論在國內國外，而且還是一代又一代地在唱他的「望春風」、

「雨夜花」等歌曲時，知道這一位偉大作曲家的大名……。(中略) 
 

其後，小型的音樂會辦了多少次，或者在中壢藝術館，或者在吾鄉的公所大禮

堂等，幾乎每年都會有一次。今年，我異想天開，又有了一個夢：我要每年辦，

而且以固定的年中例行活動的方式，請鄉公所辦。鄉長同意了，幾次籌備會議

後選定每年的鄧氏生日 7月 21 日，一屆又一屆地辦下去。 

 

我在內心偷偷的希冀著，深盼此舉能帶動吾鄉的音樂風氣，而不像以往日只是

唱唱山歌而已，也還希冀著，音樂的風氣能帶動藝術風氣，舉凡文學、美術等

等都隨之而蓬勃發展開來，使吾鄉成為文化大鄉，藝術大鄉……然後更近一步

帶動我們整個國家成為文化之邦，藝術之國。是的，請勿見笑，我又在編織著

美夢呢！ 

 

(附記  首屆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因中國肺炎突然來襲，不得以延後至十月十八

日舉辦，希望第二屆起能年年依定在鄧氏生日舉辦，以紀念我們這位偉大音樂

家。)90 

 

上述文章中，鍾肇政認為他幫鄧雨賢所做的事、所舉辦的各種活動，都是在圓他

自己的夢。首先第一個夢，他寫了《望春風》一書，第二個夢，他幫鄧雨賢豎立了半

                                                 
90 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參閱附錄二，頁 152，圖 3、4。 

 40



身紀念銅像，第三個夢，在國家音樂廳舉辦了「紀念台灣創作歌謠先驅─鄧雨賢作品

音樂會」。第四個夢，促成了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更希望可以藉由舉辦

音樂會，來帶動各種藝術的風氣，使得龍潭鄉可以成為文化之鄉。時至今日，他的第

四個夢還在持續著，也依照著他的希望，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一屆一屆的一直舉

辦下去，至 2010 年為止已經舉辦至第七屆了。 

而第一屆音樂會中較為特別的地方為，特請鍾肇政把〈雨夜花〉與〈望春風〉這

兩首歌曲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而在第一屆的演出中，〈雨夜花〉、〈望春風〉與

〈月夜愁〉這三首歌曲，除了演唱原本的台語版本，另有鍾肇政重新填上客語歌詞的

版本。〈雨夜花〉除了演出台語與客語版本，還演唱了日語版本共三種語言。以下為

〈雨夜花〉以及〈望春風〉的台語及客語歌詞，〈月夜愁〉在節目單當中並無說明填

詞者以及重新填詞之歌詞。 

 

〈雨夜花〉台語歌詞：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 吹落地    無人看見 暝日怨嗟 花謝落土不再回 

花落土 花落土 有誰人 可看顧    無情風雨 誤阮前途 花蕊凋落要如何 

雨無情 雨無情 無想阮 的前程    並無看顧 軟弱心性 使阮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 雨水滴 引阮入 受難池    怎樣使阮 離葉離枝 永遠無人可看見 

 

〈雨夜花〉客語歌詞： 

雨濛濛 夜茫茫 燈光下來望故鄉    爹娘想子 子想爹娘 他鄉遊子夜恁長 

雨濛濛 夜茫茫 窗門外有一線光    樹葉飄零 花落陂塘 他鄉遊子心惶惶 

雨濛濛 夜茫茫 寫封信紙短情長    竹報平安 祝福爹娘 他鄉遊子夜安詳 

 

〈望春風〉台語歌詞： 

孤夜無伴守燈下 清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 想著少年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 誰人家子弟 想要問伊驚歹勢 心內彈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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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郎君作夫婿 意愛在心內 等待何時君來採 青春花當開 

聽見外面有人來 開門該看覓 月娘笑阮是憨大獃 被風騙不知 

 

〈春天來咧〉(望春風)客語歌詞： 

春天來咧萬象新，當面春風清，抬頭來看天佬地，河山萬裏晴， 

寒冬霜雪捱無懼，冷風也唔驚，日頭出來陽光照，寶島萬事興。 

春天來咧百花妍，大家笑連連，想起頭擺艱佬苦，辛勤建家園， 

硬頸省儉係家訓，唔忘祖宗言，新個世界捱有份，客家萬萬年。 

 

而整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唱、室內樂以及弦樂團的演出，下半場則

全部皆為合唱團的演出。合唱團除了受邀的日本九州人吉市的 Sarastro 合唱團，其餘

皆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與桃園縣內的合唱團。 

 

表 2-2：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04 年 12 月 18 日91 下午 7：00 
地點：桃園縣龍星國小 
主持人：林淑芬 
製作人／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一、致詞 

鍾肇政 (總統府資政、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仁侃 (鄧氏家族代表) 
陳其南 (文建會主任委員) 
羅文嘉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朱立倫 (桃園縣縣長) 

                                                 
91 節目單封面所列之時間是用民國的 93 年，而不是西元的 2004 年。參閱附錄二，頁 154，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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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目 

1.大提琴獨奏：黃盈媛 (伴奏：豎琴) 
  (1)望春風 
  (2)雨夜花 
2.獨唱：孔仁芳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客語) (填詞：鍾肇政) 
  (2)春宵吟 
  (3)碎心花 
3.合唱： 
  A.荷聲合唱團(中山科學研究院及核能研究所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月夜愁 
    (2)想欲彈同調 
    (3)燒肉粽 (作曲／作詞：張邱東松) 
    (4)對花 
  B.白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雨夜花 
  C.百年大鎮親子合唱團、白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魯冰花 (作曲：陳揚、作詞：鍾肇政) 
  D.百年大鎮親子合唱團、白雲合唱團、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四季紅 
  E.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92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閩南語、日語) 
    (2)黃昏愁 
 

~ 中 場 休 息 ~ 

 
4.許景淳獨唱：許景淳  指揮：侯宇彪 (伴奏：桃園愛樂管弦樂團) (編曲：邱浩源) 
  (1)望春風 
  (2)滿面春風 
  (3)月夜愁 
  (4)菅芒花 
  (5)一顆紅蛋 
  (6)雨夜花 
 

                                                                                                                                                    
92 同註 85。參閱附錄二，頁 155，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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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安 ~ 

 

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主要的演出代表人物為━女歌手許景淳。第二屆

的演出中，只有〈望春風〉演唱了台語、客語以及日語三種版本，而日語版本的演出

是接在台語之後演唱，與台語演唱是同一個演出曲目。 

整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奏、獨唱以及合唱，下半場則為許景淳獨唱。

合唱團皆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與桃園縣內的合唱團。 

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文建會與桃

園縣政府；承辦單位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桃園愛樂管弦樂團；協辦單位為：龍潭

鄉公所、台灣心會、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桃園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桃園縣金蘭草

根協會、新客家電台、桃園縣全民舞蹈推廣協會、桃園文藝作家協會、桃園縣新竹同

鄉會、佳安村社區發展協會與桃園縣金鷹救難協會。 

 

表 2-3：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音樂會節目順序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93 

時間：2005 年 10 月 10 日 下午 7：30  地點：中壢市藝術館 
時間：2005 年 10 月 15 日 下午 7：30  地點：樹杞文化館舉辦。 
演出團體：莫斯科俄羅斯愛樂交響樂團 
指揮：麥家樂 

節目順序 

1.「鄧雨賢交響詩」 (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 (編曲：麥家樂) 
2.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組曲 (選曲)，作品 20 
3.科努斯：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1 
 

~ 中 場 休 息 ~ 

 

                                                 
93 節目單封面所列之標題為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而不是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音樂會。參閱附錄二，

頁 156，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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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雷姆斯基‧哥薩可夫：「天方夜譚」，作品 35 
  第一樂章：海與辛巴達之船 (緩慢而莊嚴的) 
  第二樂章：卡蘭達王子的故事 (緩慢━慢板) 
  第三樂章：小王子與小公主 (近似稍快的小行板) 
  第四樂章：巴格達的慶典━船沉於青銅騎士雕像岩下 (甚快板) 
 

~ 晚 安 ~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的演出代表團體為━莫斯科俄羅斯愛樂交響樂團。此樂團是

盧孝治邀請來桃園演出，而為了這場演出，盧孝治特別請莫斯科俄羅斯愛樂交響樂團

的指揮─麥家樂為鄧雨賢編寫〈鄧雨賢交響詩〉，〈鄧雨賢交響詩〉是根據鄧雨賢最著

名的「四‧月‧望‧雨」所編寫。 

因為此場音樂會不是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其中一場，演出的曲目也不是以

鄧雨賢的音樂為主，所以先不列入各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比較。 

 

表 2-4：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05 年 12 月 17 日 下午 7：00 
地點：龍潭核能研究所大禮堂94 
主持人：張明德 校長 
製作人：盧孝治 

節目順序 

1.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95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編曲：張源臺96) 
  (2)碎心花 (編曲：張源臺97) 
  (3)四季紅 (編曲：張源臺98) 

                                                 
94 為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與第一屆相同，全名為━行政院原能會核能研究

所活動中心大禮堂。參閱附錄二，頁 158，圖 1。 
95 同註 85。參閱附錄二，頁 159，圖 2。 
96 同註 95。 
97 同註 95。 
98 同註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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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想要彈同調 (編曲：謝美舟) 
  (2)對花 (編曲：謝美舟) 
  (3)姑娘十八一朵花 (客語) (作詞：莊奴／謝宇威、編曲：謝美舟) 
 

~ 中 場 休 息 ~ 

 
3.獨唱  指揮：陳博治 (伴奏：師友愛樂管弦樂團) 
  (1)送君詞 (女高音：孔仁芳) (編曲：黃思瑜) 
  (2)媽媽我也真勇健 (男高音：陳忠義) (編曲：孫盈潔) 
  (3)風中煙 (男高音：陳忠義) (編曲：林明傑) 
  (4)雨夜花 (女高音：莊美麗) (編曲：柯芳隆) 
  (5)滿面春風 (女高音：莊美麗) (編曲：黃思瑜) 
  (6)月夜愁 (男高音：張清郎) (編曲：李和甫) 
  (7)對花 (男高音：張清郎／陳忠義、女高音：莊美麗／孔仁芳) (編曲：黃思瑜) 
  (8)菅芒花 (女高音：孔仁芳) (編曲：黃思瑜) 
  (9)寄給哥哥一封信 (女高音：孔仁芳) (編曲：陳昶安) 
  (10)姑娘十八一朵花 (男高音：陳忠義) (國、台、客語) (詞：莊奴／謝宇威、編曲：

陳昶安) 
  (11)碎心花 (男高音：張清郎／陳忠義、女高音：莊美麗／孔仁芳) (編曲：黃思瑜)
  (12)一個紅蛋 (女高音：莊美麗) (編曲：林明傑) 
  (13)春宵吟 (男高音：張清郎) (編曲：孫盈潔) 
  (14)四季紅 (男高音：張清郎／陳忠義、女高音：莊美麗／孔仁芳) (編曲：李和甫)
  (15)望春風 (男高音：張清郎／陳忠義、女高音：莊美麗／孔仁芳) (編曲：柯芳隆)
 

~ 晚 安 ~ 

 

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主要的演出代表團體和人物為━師友愛樂管弦

樂團，以及男高音張清郎、陳忠義，與女高音莊美麗、孔仁芳。整場音樂會的演出形

式，上半場為合唱，由鋼琴伴奏，下半場為獨唱與重唱，由師友愛樂管弦樂團伴奏。

合唱團皆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 

在第三屆的演出中，只有〈姑娘十八一朵花〉演唱了國語、台語以及客語三種版

本，但是並沒有把這三種版本分開演唱，而是把這三種語言放在同一個演出曲目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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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演唱出來。 

鍾肇政在節目單的序中寫到： 

 

我們龍潭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今年堂堂進入第三屆，並且又恰逢鄧氏百

歲誕辰，因而成為極富意義的一次音樂會！也是由於有了這層不凡的意義，故

此我們策劃了多采多姿的活動，形成一個音樂藝術的豐盛饗宴，以獻給我們十

幾萬親愛的鄉親。 

 

其一是邀請世界頂級的音樂團體：「莫斯科俄羅斯愛樂交響樂團」前來舉辦一

場最高水準的演奏，而此團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即為「鄧雨賢交響詩」，鄧氏的

優美動人曲調，將在最高水準的表演下使觀眾為之陶醉，是必然的！ 

 

除了這一場因為樂團的陣容龐大，不得不借重適當的場地─中壢藝術館之外，

尚舉辦兩場，於本鄉的核能研究所及平鎮社教館舉行，歡迎鄉親們前來聆賞。 

 

各位鄉親，我們在重重困難中辦這樣的音樂會，目的當然是為了紀念我們龍潭

出生的偉大作曲家鄧雨賢先生，同時也是基於文化藝術下鄉之旨意，俾使龐大

的鄉親能夠接觸優美的音樂。我們也清楚記的過去兩屆我們所辦的音樂會，都

獲得鄉親們的百分之百肯定，把觀眾席擠得水洩不通。這次，我們深深盼大家

再次賞光，讓盛況再現！ 

 

最後，我們要感謝為本音樂會出錢出力的朋友們，他們的慷慨與無私的付出，

是我們所深深感念的！ 

 
2005 年 10 月 鍾肇政 敬識99 

 

序中提及「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是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其中一個

活動，但是由於演出場地的關係，因而不是在龍潭鄉演出，而是在中壢藝術館演出。

另外序中也提到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除了在龍潭鄉內的核能研究所大禮堂演出

外，還有在平鎮市的社教館舉行。但是在筆者所收集到的節目單裡，只有列出在龍潭

鄉核能研究所大禮堂所演出的這一場的時間及地點。序中也提到，前兩屆蒞臨的觀眾

都是呈現爆滿的狀況，由此可以看出龍潭當地的居民對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參與度是

                                                 
99 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參閱附錄二，頁 158，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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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 

龍潭鄉第三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單位

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桃園愛樂管弦樂團；協辦單位為：桃園縣政府、龍潭鄉公所、

龍潭鄉民代表會、核能研究所、台灣家園協會、新世紀婦女協會、桃園縣金蘭草根協

會、九座寮文化協會、中壢市救國團、佳安村社區發展協會、桃園縣新竹同鄉會、汎

亞音樂、桃園文藝作家協會、桃園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灣心會與桃園縣金鷹救難協

會。 

 

表 2-5：龍潭鄉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一場)節目順序 

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一場)100 

時間：2007 年 3 月 31 日 19：00~21：30 
地點：中壢高中松風館101 
製作人／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系交響樂團  指揮：許瀞心 
1.德弗乍克：狂歡節序曲 
2.李斯特：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A 大調 
 

~ 中 場 休 息 ~ 

 
1.交響詩「鄧雨賢畫像」 (說白：王玲麗) (國語) (文：盧孝治、作曲：黃思瑜) 
2.男中音獨唱：陳忠義  指揮：許瀞心 (伴奏：師大音樂系交響樂團) 
  (1)風中煙 (編曲：林明傑) 
  (2)十八姑娘 (國、台、客語) (作詞：莊奴／謝宇威、編曲：陳昶安) 
  (3)月夜愁 (編曲：李和甫) 
3.女高音獨唱：張琳琳  指揮：許瀞心 (伴奏：師大音樂系交響樂團) 
  (1)雨夜花 (編曲：柯芳隆) 
  (2)菅芒花 (編曲：黃思瑜) 
                                                 
100 節目單封面沒有打上龍潭鄉。參閱附錄二，頁 160，圖 1。 
101 為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參閱附錄二，頁 160，圖 1。；節目單內容中所列之地點為━中壢市國

立中壢高中松風館。封面與內容所列的地點名稱雖然不同，但兩者指的是同一個地方。參閱附錄

二，頁 160，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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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碎心花 (編曲：黃思瑜) 
4.交響詩「鄧雨賢畫像」 (說白：陳忠義) (客語) (文：盧孝治、作曲：黃思瑜) 
 

~ 晚 安 ~ 

 

表 2-6：龍潭鄉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二場)節目順序 

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二場)102 

時間：2007 年 4 月 1 日 15：00~17：30 
地點：龍潭鄉核能研究所大禮堂103 
製作人／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1.女高音獨唱：張琳琳 (伴奏：鋼琴) 
  (1)台灣民謠組曲 (望春風、雨夜花、補破網、河邊春夢) 
  (2)月夜愁 (合唱：荷聲合唱團) (編曲：蔡昱珊) 
  (3)心酸酸 (合唱：荷聲合唱團) (作詞：陳達儒、作曲：姚讚福、編曲：陳澄雄) 
2.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雨夜花 (南胡) (編曲：謝美舟) 
  (2)春宵吟 (南胡) (編曲：謝美舟) 
3.龍潭望春風合唱團一團  指揮：張源臺104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編曲：張源臺105) 
  (2)碎心花 (編曲：張源臺106) 
  (3)故鄉 (作詞：高野辰之、作曲：岡野貞一) 
4.荷聲、龍潭望春風合唱團二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青春嶺 (薩克斯風) (作詞：陳達儒、作曲：蘇桐、編曲：謝美舟) 
  (2)十八姑娘 (中國笛) (作詞：謝宇威、編曲：謝美舟) 
  (3)對花 (編曲：謝美舟) 
 

~ 中 場 休 息 ~ 

 
                                                 
102 同註 100。 
103 為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與第一屆、第三屆相同，全名為━行政院原能

會核能研究所活動中心大禮堂。參閱附錄二，頁 160，圖 1。 
104 同註 85。參閱附錄二，頁 160，圖 4。 
105 同註 104。 
106 同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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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串：龍潭青春歌友會 1.雨夜花 2.望春風) 
5.臺北當代合唱團  指揮：戴怡音 (伴奏：鋼琴) 
  (1)天空落水 (客家民謠、作詞：陳清台、編曲：蔡昱姍) 
  (2)桃花開 (客家傳統小調、編曲：蔡昱姍) 
  (3)六月茉莉 (台灣民謠、作詞：許丙丁、編曲：蔡昱姍) 
  (4)你是春天阮是花 (作詞：許惠碧、作曲：陳揚、編曲：張弘毅) 
  (5)鬼湖之戀 (魯凱族民謠、記詞：柯玉玲、編曲：蔡昱姍) 
  (6)望春風 (編曲：蔡昱珊) 
  (7)月夜愁 (編曲：冉天豪) 
  (8)十八姑娘 (作詞：謝宇威、編曲：蔡昱珊) 
  (9)四季紅 (編曲：蔡昱珊) 
 

~ 晚 安 ~ 

 

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總共舉辦了兩場，分別在中壢市國立中壢高中松風館，

和龍潭鄉核能研究所大禮堂舉行。這兩場演出的形式與團體皆不同，也因此兩場的演

出代表團體皆不同。第一場主要的演出代表團體為━師大音樂系交響樂團，而第二場

主要的演出代表團體為━臺北當代合唱團。 

整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一場，上半場為管弦樂團演

奏，下半場為管弦樂團演奏搭配說白，以及男中音與女高音獨唱，由管弦樂團伴奏。

第二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唱以及合唱，下半場為合唱。合唱團除了龍潭

當地的合唱團以外，還有台北的當代合唱團。 

在第四屆第一場的演出中，只有〈十八姑娘〉演唱了國語、台語以及客語三種版

本，但是這三種語言都是放在同一個演出曲目中演唱。而第四屆第二場的演出中，〈十

八姑娘〉這首歌曲都是演唱客語版本。 

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行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桃園縣政府與龍潭鄉公所；主辦單位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桃園愛樂管弦樂

團與桃園縣龍潭鄉長青多元社區協會；協辦單位為：國立中壢高級中學、中壢市救國

團、桃園縣巾幗獅子會、桃園台灣心會、桃園縣客家聯合扶濟發展會、桃園縣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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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協會、桃園縣金蘭草根協會、桃園文藝作家協會、桃園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龍

潭鄉核能研究所、龍潭分局、龍潭鄉工商促進會、高原村辦公室、中興村辦公室、三

和村辦公室、石門社區發展協會、龍潭鄉農會、石門同濟會、龍潭同濟會、珍珠同濟

會、龍潭婦幼關懷協會、龍潭國小、龍星國小、武漢國小、高原國小、潛龍國小、武

漢國中、凌雲國中、石門國中、龍潭農工、紅橋美語補習班、新客家電台、龍潭新竹

同鄉會與桃園縣金鷹救難協會。 

 

表 2-7：龍潭鄉第五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五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08 年 9 月 20 日 下午 2：00 
地點：桃園縣龍潭鄉客家文化館107 
主持人：許景淳 
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1.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108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2)月昇鼓浪嶼 (客語：月光華華) 
  (3)黃昏愁 
2.宙斯愛樂樂團 
  “客家組曲” 
  (1)天公落水 
  (2)賣酒歌 
  (3)山歌仔 
3.許景淳獨唱 (伴奏：宙斯愛樂樂團) 
  (1)望春風 
  (2)雨夜花 
  (3)月夜愁 
  (4)四季紅 

                                                 
107 為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正確名稱應為━桃園縣客家文化館。參閱附錄二，頁 161，圖 3。在地

藝文資源，〈客家文化館━計畫基本資料〉，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tyccc.gov.tw/artresources/artplace/upt.asp?pageno=&uid=&con=1&cid=21&year=&month=&day=

&key=&p0=47 (檢索於 2010/11/16)。 
108 同註 85。參閱附錄二，頁 162，圖 3。 

 51



4.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對花 (笛) 
  (2)想欲彈同調 (南胡) 
  (3)春宵吟 (南胡) 
 

~ 中 場 休 息 ~ 

 
5.宙斯愛樂樂團 
  「客來詩樂」古典隨想 (曲：李哲藝) 
6.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思戀歌 (南胡) (編曲：呂錦明) 
  (2)十八姑娘 (笛) (作詞：謝宇威) 
  (3)撐船調 (南胡、笛) (編曲：林純慧) 
7.許景淳獨唱 (伴奏：宙斯愛樂樂團) 
  (1)一顆紅蛋 
  (2)碎心花 
  (3)黃昏愁 
  (4)菅芒花 
  (5)滿面春風 
8.全體大合唱 
  四季紅 
 

~ 晚 安 ~ 

 

龍潭鄉第五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主要的演出代表人物為━女歌手許景淳。而整場

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下半場皆為合唱、愛樂樂團以及獨唱穿插的方式來演出。合唱

團皆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 

在第五屆的演出中，〈月昇鼓浪嶼〉的歌詞原為日語版本，節目單中另外註明了

客語版本為〈月光華華〉，由張源臺作詞，109演唱的版本也為客語版。而另一首〈十

八姑娘〉雖然有國語、台語以及客語三種版本，但是第五屆只有演唱客語的版本。 

                                                 
109 第五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節目單中並沒有註明客語版本是由誰作詞，但是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

樂會的節目單中，有註明是由張源臺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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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的節目單中，有寫出〈十八姑娘〉的客語版本的歌詞，歌詞如下： 

 

十八介姑娘一蕾花呀，一蕾花，白白介牙齒紅紅介嘴唇得人惜， 

敢作得問你，掛肚牽腸為麼儕，那位細阿哥，按有福氣配鳳凰， 

啊～啊～姑娘十八，一蕾花一蕾花。 

十八介姑娘一蕾花呀，一蕾花，老妹妳就係芙蓉花呀，芙蓉花呀， 

滿山介花香桃花開來，菊花黃，盼世上鴛鴦雙雙對對，情意長， 

啊～啊～姑娘十八，一蕾花一蕾花。 

 

第五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

桃園縣文化局、龍潭鄉公所與龍潭鄉鄉民代表會；主辦單位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桃園愛樂管弦樂團與高原社區發展協會；協辦單位為：台灣心會、桃園客家公共事務

協會、龍潭鄉村長聯誼會、龍潭扶輪社、台灣家園協會、龍潭鄉婦女發展協會、金蘭

草根協會、桃園文藝作家協會、新客家電台、桃園縣同心婦幼成長協會、桃園縣台灣

入聯促進會、龍潭民眾服務站、民進黨桃園縣黨部、桃園縣金鷹救難協會、佳安石門

社區發展協會、巾幗獅子會、鑽石獅子會、鄭氏宗親會、鄧氏宗親會與傑林自助餐。 

 

表 2-8：龍潭鄉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09 年 11 月 7 日 下午 2：30 
地點：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客家文化館110 
音樂總監：張源臺 

節目順序 

1.合唱：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 (伴奏：小提琴、大提琴、長笛、鋼琴) 

                                                 
110 節目單封面所列之地點與第五屆相同，正確名稱為━桃園縣客家文化館。參閱附錄二，頁 163，圖

3。在地藝文資源，〈客家文化館━計畫基本資料〉，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tyccc.gov.tw/artresources/artplace/upt.asp?pageno=&uid=&con=1&cid=21&year=&month=&day=

&key=&p0=47 (檢索於 20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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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望春風 (編曲：張源臺) 
  (2)昏心鳥 (編曲：張源臺) 
  (3)蓬萊寶島 (作詞／編曲：張源臺) 
2.獨唱：孔仁芳 (伴奏：鋼琴、大提琴) 
  (1)菅芒花 
  (2)寄給哥哥的一封信 
3.合唱：龍潭國小合唱團  指揮：黃月玫 (伴奏：鋼琴) 
  (1)魯冰花 (作詞：姚謙、作曲：陳陽) 
  (2)古韻新唱 (客家民謠小調) 
4.合唱：龍潭望春風女聲重唱 (伴奏：鋼琴) 
  (1)月夜愁 (編曲：張源臺) 
  (2)江上月影 (編曲：張源臺) 
5.合唱：歆韻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 (伴奏：鋼琴) 
  (1)月夜雨組曲 (編曲：張源臺) 
  (2)百合花開 (作曲：湯普遜) 
6.獨唱：黃月玫 (伴奏：鋼琴) 
  (1)滿面春風 
  (2)一個紅蛋 
7.合唱：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 (伴奏：鋼琴) 
  (1)黃昏愁 (編曲：張源臺) 
  (2)春宵吟 (編曲：張源臺111) 
 

~ 中 場 休 息 ~ 

 
8.合唱：美聲合唱協會  指揮：黃月玫 (伴奏：鋼琴) 
  (1)想要彈同調 (作詞：林育伶) 
  (2)十八姑娘 (作詞：謝宇威、編曲：黃月玫) 
9.合唱：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指揮：張源臺 (伴奏：鋼琴) 
  (1)月光華華 (作詞／編曲：張源臺) 
  (2)碎心花 (編曲：張源臺) 
  (3)客家鄉 (作詞：吳伯雄、作曲：徐正淵、編曲：張源臺) 
10.合唱：臺北當代合唱團  指揮：戴怡音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2)四季紅 
  (3)十八姑娘 (作詞：謝宇威) 

                                                                                                                                                    
111 節目單中所寫的是「作曲」，應為「編曲」而不是「作曲」。參閱附錄二，頁 164，圖 4。 
112 節目單中所寫的是「編曲」，應為「作詞」而不是「編曲」。參閱附錄二，頁 164，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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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夜愁 (周添旺作詞112) 
  (5)糖ㄅㄅ (作詞：陳永淘、編曲：蔡昱珊) 
  (6)春水 (作詞⁄作曲：陳永淘) 
  (7)客家本色 (作詞⁄作曲：塗敏恆) 
11.大合唱：全體演唱單位 
  雨夜花 
 

~ 晚 安 ~ 

 

龍潭鄉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音樂總監更換為望春風合唱團的指揮━張源

臺。前述文中提到，第一屆到第五屆的製作人暨音樂總監為同一人，在策劃紀念鄧雨

賢音樂會時，因為節目的編排設計以及宣傳推廣的關係，都會有一個整場音樂會中演

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團體，再安排其他的表演節目。第六屆音樂總監則沒有這個想

法，也沒有演出的主要代表人物與團體。 

雖然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沒有主打的演出代表人物，但是由節目的演出中可

以觀察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為主要的演出團體。另外音樂會也邀請到了第二、三屆

的女高音聲樂家━孔仁芳，以及第四屆的演出代表團體━臺北當代合唱團。而整場音

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合唱、獨唱以及重唱，下半場則全部都是合唱。合唱團除

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與桃園縣內的合唱團以外，還有台北的當代合唱團。 

在第六屆的演出中，〈十八姑娘〉只有演唱客語的版本。而〈月光華華〉，也就是

〈月昇鼓浪嶼〉的客語版本，在本次演出中也只有演唱客語的版本。在本屆的節目單

中，有寫出〈月光華華〉的客語版本的歌詞，歌詞如下： 

 

月光華華到清水坑，想起童年真快樂， 

坑水肚大魚小魚蝦公毛蟹泅來又泅去，自由自在樂陶陶。 

月光華華細妹煮茶，阿哥兜凳，人客食茶， 

屘姑洗身，跌忒手中，麼人拈到，阿哥來拈到，愛還也唔還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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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單位為：桃園

縣政府文化局與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協辦單位為：龍潭鄉龍元宮管理委員會、龍潭鄉

南天宮管理委員會、龍潭鄉公所與龍潭鄉老人會。 

 

表 2-9：龍潭鄉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順序 

龍潭鄉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時間：2010 年 12 月 19 日 下午 2：30 
地點：桃園縣龍潭鄉客家文化館113 
主持人：邱盈滋 
音樂總監：盧孝治 

節目順序 

1.女高音獨唱：盧書音 
  (1)菅芒花 (伴奏：心雅室內樂團) (編曲：葉心雅) 
  (2)花樹下 (伴奏：鋼琴) (作詞：古秀如、作曲：謝宇威) 
  (3)碎心花 (伴奏：鋼琴) 
2.合唱：新桃源樂友合唱團  指揮：蔡明儀 (伴奏：鋼琴) 
  (1)十八姑娘 (作詞：謝宇威、編曲：蔡昱珊) 
  (2)思慕的人 (作詞：葉俊麟、作曲：洪一峰、編曲：蔡昱珊) 
  (3)板橋查某 (台灣北部民間唸謠、作曲：林福裕) 
  (4)四季紅 (編曲：蔡昱珊) 
3.合唱：竹友男聲合唱團  指揮：吳聲吉 (伴奏：鋼琴) 
  (1)望春風 
  (2)滿面春風 
  (3)春宵吟 
  (4)挑擔歌 (客家傳統小調) 
4.合唱：臺北當代合唱團  指揮：戴怡音 (伴奏：鋼琴) 
  (1)風吹的願望 (作詞／作曲：謝誌豪、編曲：林素勤) 
  (2)四季紅 (編曲：蔡昱珊) 
  (3)望春風 (編曲：周鑫泉) 
  (4)春水(客語) (作詞／作曲：陳永淘、編曲：蔡昱珊) 
  (5)兩張電影票 (詞曲改編：蘇同右) 
 

                                                 
113 同註 107。參閱附錄二，頁 166，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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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場 休 息 ~ 

 
5.獨唱：紀露霞 (伴奏：心雅室內樂團) (指揮／編曲：葉心雅) 
  (1)雨夜花 
  (2)望春風 
  (3)月夜愁 
  (4)孤戀花 
6.合唱：新竹愛樂男聲合唱團 (伴奏：鋼琴) 
  (1)月夜愁 (編曲：張瑞娟) 
  (2)十八姑娘 (作詞：謝宇威(客語)／文夏(國語、台語)、編曲：蔡昱珊) 
  (3)ソ一ラソ節(souran bushi) (北海道民謠、作曲：清水脩、編曲：福永陽一郎) 
  (4)港都夜雨 (作詞：呂傳梓、作曲：楊三郎、編曲：魏士文) 
7.合唱：荷聲合唱團  指揮：謝美舟 (伴奏：鋼琴) 
  (1)菅芒花 (女生二部) (編曲：吳博明) 
  (2)新望春風 (二胡、笛) (作詞：李臨秋、作曲：駱維道) 
  (3)春宵吟 (編曲：吳博明) 
  (4)讚美歌唱 (作詞：魯凱族、編曲：錢南章) 
8.大合唱：全體演唱單位  指揮：吳聲吉 (伴奏：鋼琴) 
  望春風 (編曲：李奎然) 
 

~ 晚 安 ~ 

 

龍潭鄉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音樂總監，換回到第一屆至第五屆的製作人暨

音樂總監─盧孝治。而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主要的演出代表人物為━紀露

霞。整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下半場皆為獨唱開場，之後接續合唱團的演出方式。

而參與第七屆演出的合唱團，除了龍潭當地的合唱團，與桃園縣內的合唱團以外，還

有台北的當代合唱團，與新竹的竹友男聲合唱團，和新竹愛樂男聲合唱團。 

在第七屆的演出中，〈十八姑娘〉這首歌曲除了演唱客語版本外，也演唱了客語、

國語、台語三種版本串聯在一起，放在同一個演出曲目中演唱。還有一首比較特別的

歌曲─〈新望春風〉，由駱維道作曲，雖然歌詞一樣，但是全曲與原本的望春風完全

不同，是全新的旋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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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指導單位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與

桃園縣文化局；主辦單位為：桃園愛樂管弦樂團與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協辦單位為：

龍潭扶輪社、台灣家園協會、金蘭草根協會、桃園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龍潭民眾服

務站、民進黨桃園縣黨部、鄧氏宗親會、桃園縣金鷹救難協會、巾幗獅子會、鑽石獅

子會、台灣心會與台灣之友會。 

 

第三節  當地合唱團 

 

參與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龍潭當地合唱團，有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荷聲合

唱團。 

 

一、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成立於 2003 年 8 月 8 日，發起人為鍾肇政、鍾雙麟、邱榮枝

和盧孝治。這四位先生曾於 2002 年 7 月時訪問了日本九州的人吉市，被這個充滿文

化氣息的小鎮所感動，而弘揚鄧雨賢的音樂是這四位先生多年來的夢想，因而成立了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為非營利之業餘演藝團體，並且在桃園縣政府

文化局登記在案。負責人為前總統府資政鍾肇政，團長為盧孝治。2009 年由於盧孝

治本身工作繁忙，改由鍾肇政的學生，也是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團員劉國雄接任團長

一職。2010 年又由盧孝治重新接回團長的職務，並擴大招生，要招募兒童團、婦女

團與混聲團。合唱團的顧問由鍾雙麟和邱榮枝擔任。114 

2003 年至 2007 年的設立宗旨為「推廣音樂文化，增進社會和諧；弘揚鄧雨賢之

音樂，增進客家文化並提升龍潭文化水平及促進國際文化交流」。2008 年，設立宗旨

稍作修改，把原本的「增進客家文化並提升龍潭文化水平及促進國際文化交流」這部

                                                 
114 同註 80 和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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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修改為「提昇客家文化及龍潭文化水準，促進國際文化交流」。2009 年，設立宗

旨為「今後不但要弘揚鄧雨賢先生的音樂，更要提昇客家音樂文化水平，推廣音樂文

化增進社會和諧，進而促進國際交流，做好國民外交」。2010 年，設立宗旨為「提昇

音樂風氣、弘揚本土音樂、增進社會和諧、促進國際交流」。由此可以看出，龍潭望

春風合唱團的設立，除了希望弘揚鄧雨賢的音樂，更主要的是希望可以提昇當地的客

家音樂文化。115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團員，是由龍潭地區愛好歌唱的朋友所組織而成。至 2010

年，指揮都是由張源臺擔任，每周的星期五下午 1：30，在龍潭鄉老人會館練習。116

平常練習的曲目很多元，包括國語、台語、客語、日語等。只要有適合的練習曲目，

或是團員們感興趣的，都會拿來練習演唱。這些曲目都是由指揮張源臺重新編曲，包

括編寫聲部、伴奏等，張源臺會根據團員的程度來考量選曲以及編曲的難易度。117 

 

圖 2-1：龍潭望春風合唱團練習情形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拍攝 

 

 

                                                 
115 同註 81。 
116 同註 80。 
117 張源臺，個人訪談，中壢市，2009/12/26。參閱附錄一，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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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聲合唱團：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荷聲合唱團成立於 1977 年，團員大多由中山科

學研究院與核能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所組成。荷聲合唱團成立的歷史相當長久，原本行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與中山科學研究院是同一個單位，叫做「中山科學研究

院」。後來因為核能研究所隸屬於行政院管轄，中山科學研究院隸屬於國防部管轄，

所以兩邊就分開了。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時期，每年都會舉辦合唱比賽，而且規定

研究院裡全部的研究所，每年都要參與比賽。此合唱比賽獲得中山科學研究院長官的

支持，所以每年都會舉辦。118 

後來由於合唱漸漸式微，研究所裡唱合唱的人員也慢慢的減少，所以研究所裡

四、五個合唱團結合成為同一個團。核能研究所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分開後，中山科學

研究院的合唱團因為比較沒有活動，所以後來就跟核能研究所的合唱團合併在一起。

「荷聲合唱團」以前叫做「核聲合唱團」，因為是核能研究所，所以取名「核聲」。經

過一段時間，覺得核聲這個名字會讓人聯想到核能，也會給一般民眾有不好的感覺，

加上合唱團曾經去過荷蘭演出，所以後來就改名為「荷聲合唱團」。荷聲合唱團從團

長至幹部，都是由團員定期選舉產生，負責團務。現任團長為裘尚立。119 

荷聲合唱團指揮為謝美舟，已經帶此合唱團團有十年的時間，平常會將部分歌曲

重新編寫成合唱曲給合唱團來練唱，如〈想要彈同調〉、〈月琴〉、〈對花〉等。合唱團

每週一和週三的中午 12：00 練習到 13：00，利用上班的中午休息時間來練習。由於

團員是由同樣熱愛音樂的人所組成，團員間又是工作上的同事，因此團員間彼此有深

厚的感情和默契。秉持「嚴格訓練，精益求精」的精神，累積了多年的團練與表演經

驗。合唱團也經常參加全國各項的表演以及比賽，屢獲佳績。連續三年，2008 年、

2009 年與 2010 年榮獲「桃園縣縣長杯社區合唱觀摩比賽」第一名，也獲得「2010

                                                 
118 上述內容整理自筆者所收集的節目單與口訪資料。出處─裘尚立，個人訪談，龍潭鄉，2011/06/01，

參閱附錄一，頁 145。龍潭鄉第一屆至第七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參閱附錄二，頁 152-167。 
119 同註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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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文化節」第二名，以及「2010 全國客家歌謠合唱邀請賽」特優獎。120 

 

第四節  音樂會對當地的影響 

 

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說明，社區總體營造共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為 1994 年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第二階段為 2002 年至 2007 年

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第三階段為 2008 年至 2013 年的「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

期計畫」。以下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的網頁對各個階段的說明

及目標：121 

 

一、緣起： 

 

本會於 1994 年提出「社區營造政策」，透過社區意識的重建，培養國人的共

同體意識。並因應時代腳步及外在環境改變，於 2002 年至 2007 年配合行政院

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推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結合

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與地方產業，發展地方魅力。  

 

為延續 2002 年至 2007 年本會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成果，2007 年 10 月提出以

「地方文化生活圈」區域發展的概念為出發，規劃「地方文化館第二期計畫」

及「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之雙核心計畫，冀由社區營造的擴大與深化，

透過空間整理與地方人共同經營之方式，提升生活品質。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2008 年～2013 年)旨在提升社區文化生活及自治

品質，推出藝文參與的社區營造方式，帶動更多社區民眾的參與，凝聚社區的

情感，激起對於家園的關懷，進而參與公共事務，落實營造人的目標。社區在

地文化也在此歷程中，逐漸被重視，進而保存與創新，建構起台灣在地文化特

色。 
 
二、計畫目標： 
 

                                                 
120 同註 118。 
121 業務說明，〈社區總體營造〉，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5 (檢索於 20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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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地方「自助互助」：以社區為操作主體，政府分層負責，政策宏觀

引導。開拓社區營造新的操作模式，協助地方政府落實推動社區營造，並透過

擴大初階社區培育，以增加社區的視野，帶領更多的社區進入社造的領域。 
 
（二）促進社區生活與文化融合：建立文化生活的永續傳承模式，轉化在地生

活經驗。透過社區生活影像、文字、圖片紀錄、社區劇場等方式，結合社區遊

學，帶動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情，重新激勵在地生氣。 
 
（三）激發在地認同情感：協助社區進行內部幹部訓練，強化組織運作，引導

民眾參與的社區組織模式，培養「權利義務」精神，激發在地共同情感。 
 
（四）開創在地特色的文化觀光內涵：透過在地故事的紀錄及轉化，增加文化

觀光的創意思考元素，創造出獨具台灣魅力的文化特色。 

 

由上述計畫目標的第二點，「促進社區生活與文化融合」來看，鄧雨賢為龍潭鄉

的代表音樂家，鄧雨賢的音樂是龍潭鄉想要弘揚的，所以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可以

符合計畫第二點，「促進社區生活與文化融合」。而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符合

2002 年至 2007 年「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執行成果第六點「社區成果展現活

動」，與第七點「社區藝文推廣」。因此，龍潭鄉推動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可

說是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具體表現。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至 2010 年為止一共舉辦了七屆，從一開始在當地的一

些大禮堂舉辦音樂會，到桃園縣客家文化館落成啟用，有了正式的演藝廳，音樂會也

移轉到演藝廳來演出。龍潭鄉所舉辦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一直都是比較藝術化的音

樂會，從演出團體到演出方式，皆是以正式音樂會的方式來舉行。以下會就幾點來分

析。 

 

一、主辦單位：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單位，都是民間團體，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桃

園愛樂管絃樂團。只有第六屆的主辦單位，除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外，加入了政府單

 62



位─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但還是由民間團體來主辦以及策劃。 

 

二、音樂總監：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音樂總監第一屆至第五屆，以及第七屆皆為同一人，

只有第六屆不同。雖然音樂總監有換過人，但是每屆的演出形式都類似，而且一定有

合唱團的演出。而邀請來演出的合唱團也一定都會有龍潭當地的合唱團。第一屆至第

五屆，以及第七屆的音樂總監為盧孝治，他的音樂工作室就在設立在龍潭。當初成立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他也是推手之一。而第六屆的音樂總監為張源臺，他是龍潭望春風

合唱團的指揮，從接任合唱團之後，每星期都到龍潭帶領團員們練習、教唱。為了教

會合唱團演唱，練習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重新編寫，挑選適合的樂曲來唱。兩位音樂

總監為了在當地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各自做出不同的努力。 

 

三、成立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當初為了希望把龍潭鄉打造成為和人吉市一樣的文化鄉鎮，因而成立了龍潭望春

風合唱團。團員皆是龍潭當地的居民，很多都是上了年紀的婦女，也有男性團員加入，

但是人數相對較少。因為幾乎都是一些媽媽與奶奶輩的團員，所以很多人都不會看樂

譜，練習是從死記旋律到後來慢慢會認樂譜。 

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目標第三點來看，參閱 62

頁，合唱團的團員全部都是由龍潭鄉的居民所組成。根據筆者的口訪資料，122當初招

募團員的方法是針對同學、親朋好友、愛唱歌的民眾而設。例如：曾擔任過龍潭望春

風合唱團團長的劉國雄，是鍾肇政的學生，因為合唱團的負責人為鍾肇政，所以找他

加入合唱團。劉國雄加入合唱團之後，他的太太也跟著加入，也找以前的同學一起加

                                                 
122 同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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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實施內容第二點來看，123： 

 

「（二）社區文化深耕輔：輔導社區進行影像紀錄、人物記錄出版、生活地圖、

文化日曆、文學記錄、社造歷程故事集之各類社區參與式記錄，透過生活經驗

交流、環境集體藝術創作，讓居民書寫家鄉、社區尋根記錄等；運用社區劇場

增進居民之間關係，以肢體表演方式表達關懷之議題，進而改善社區問題。透

過這些藝文參與方式，促進居民生活品質提升與心靈交流，鏈結在地情感，創

造在地文化的獨特性。」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成立主要是要演唱鄧雨賢的歌曲，弘揚鄧雨賢的音樂，所以

符合計畫中的促進居民生活品質提升與心靈交流，鏈結在地情感，創造在地文化的獨

特性。龍潭望春風合唱團參與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演出，符合 2002 年至 2007

年「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執行成果第六點「社區成果展現活動」。 

 

四、演出形式： 

 

第一屆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唱、室內樂以及弦樂團的演出，下半場則

全部皆為合唱團的演出。第二屆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奏、獨唱以及合唱，

下半場則為許景淳獨唱。第三屆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合唱，由鋼琴伴奏，下

半場為獨唱與重唱，由師友愛樂管弦樂團伴奏。第四屆第一場音樂會，上半場為管弦

樂團演奏，下半場為管弦樂團演奏搭配說白，以及男中音與女高音獨唱，由管弦樂團

伴奏。第二場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獨唱以及合唱，下半場為合唱。第五屆音

樂會的演出形式，上下半場皆為合唱、愛樂樂團以及獨唱穿插的方式來演出。第六屆

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半場為合唱、獨唱以及重唱，下半場則全部都是合唱。第七屆

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上下半場皆為獨唱開場，之後接續合唱團的演出方式。 

                                                 
123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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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音樂會著重於以演唱的方式來表演，因為鄧雨賢所譜寫的都是大

家耳熟能詳的台語流行歌曲。由樂曲本身的形式來看，雖然鄧雨賢只有譜曲，但是這

些歌曲從一開始就是用唱的，因此大眾平常所習慣的表演形式皆為演唱的方式，所以

在演出的型式上，以演唱為居多，有時穿插純器樂的演出。以演唱方式來表演可以增

加與觀眾的親近感，而穿插其他不同種類的表演，可以增加節目的變化與豐富度。 

 

五、選曲： 

 

因為龍潭當地為客家庄，所以在第一屆以及第二屆的演出中，有把鄧雨賢的〈雨

夜花〉以及〈望春風〉這兩首歌曲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第三屆開始至第七屆，

鄧雨賢的歌曲用客語演唱的都是〈十八姑娘〉這首歌，其餘的皆是演唱原來的版本。

而各團體在選曲時，除了選擇鄧雨賢的歌曲外，因為考量到當地是客家庄，所以也會

選一些客家民謠，或是客語的合唱曲來演唱。 

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目標第二點來看，參閱 62

頁，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選曲，會選一些客家民謠，或是客語的合唱曲來演唱，

符合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目標第二點的帶動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情，重新激勵在地生氣。 

由前述的文中與筆者的訪談所提及，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因為要宣揚鄧雨

賢的音樂而舉辦的，由鄧雨賢的音樂為出發點，進而成立了合唱團，並舉辦紀念音樂

會，希望藉由鄧雨賢的音樂與相關活動來提升龍潭鄉，使龍潭鄉能成為充滿藝文的鄉

鎮。根據李淑娟 2004 年的論文，124文中所研究的台南市的社區，都是先成立社區的

藝文學習團體，讓社區居民主動參與、接觸和學習，或是利用原本就有的社團與才藝

教室，配合節日或是社區活動，舉辦成果發表會、社區音樂會、社區藝文季等相關表

演。是先成立社區的藝文學習團體，讓社區中有藝文的接觸與學習管道，之後舉辦成

果發表會或是音樂會。 

                                                 
124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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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龍潭鄉相同的是，社區的藝文團體都是當地社區所成立，成果發表會或是音樂

會參與的也都是社區裡的團體與學校社團，發表、演出的場地也都在社區裡的廣場、

街道或是活動中心。不同的是，這些藝文團體的成立，出發點都是要打造社區，使社

區透過這些藝文的學習，凝聚社區的向心力。龍潭鄉雖然也成立了合唱團，但是出發

點是因為鄧雨賢的音樂，而不是為了社區本身，不過雖然出發點不同，但是在凝聚社

區的向心力這點上，卻是一樣的。 

 

第五節  小結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單位，皆為民間團體，從音樂會的策劃、執行到

演出，皆由主辦人一手包辦。由於主辦人所學習的是西方的藝術音樂，因此音樂會的

演出形式是以正式音樂會的方式舉辦，把鄧雨賢的音樂用藝術化的方式來呈現。每屆

的演出地點雖然會有安排到其他的地方演出，但是一定會有一場在龍潭鄉當地來舉

行，藉此強調鄧雨賢是在龍潭當地出生的客家人。音樂會參與的觀眾也都是以當地的

居民為主，當地居民也很支持此音樂會，從筆者參與過的兩場音樂會，與口訪時得知

參與的觀眾人數，每屆的演出幾乎都為爆滿的狀況。 

而且為了要在當地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還因此成立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除

了當地原有的荷聲合唱團，龍潭鄉的合唱團又多了一個。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在安排參

與演出的團體時，每屆一定都會安排當地的合唱團上台演出，使得當地的藝文團體多

了一個新的演出機會。主辦人為了宣傳推廣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每屆的音樂會都會有

代表人物或團體，從音樂會參與的觀眾來看，音樂會在龍潭當地的演出成果是成功

的，而且也為龍潭當地提供了演出的機會。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從 2008 年開始，移至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演藝廳演

出。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營運，符合 2007 年 10 月提出的「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此計劃是以「地方文化生活圈」區域發展的概念為出發，希望由社區總體營造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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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深化，透過空間整理與地方人士共同經營之方式，提升生活品質。 

而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符合「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中，藝

文參與的社區營造方式，帶動更多社區民眾的參與，凝聚社區的情感，激起對於家園

的關懷，進而參與公共事務，落實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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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第一節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背景介紹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由新竹縣文化局主辦，與龍潭鄉不同的是，芎林鄉的

紀念音樂會大多是以系列活動的方式來舉辦，除了音樂會以外，還搭配了相關的展

覽、研討會、演講等活動。2007 年開始，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

結合，2008 年，原本 2007 年的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轉變為客家新曲頒獎活動，與鄧

雨賢紀念音樂會共同舉辦。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有關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最早紀錄，是 90 年(2001

年)由新竹縣文化局所主辦的「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125

接下來就是 2004 年的「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2005

年的「百年樂章四季紅─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2006 年的「2006 台積心築

藝術季：鄧雨賢 101 歲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會~心築希望‧望春風」；2007 年的「夜漫

花雨─2007 新竹縣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2008 年的「雋永‧

不朽─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新曲頒獎」；2009 年的「2009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 104 歲誕辰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2010 年的「2010 紀念鄧雨

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 

                                                

根據筆者口訪的資料126與潘榮傑的論文127中提到，其中 2003 年芎林鄉公所有舉

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但是因為新竹縣文化局並沒有保存這場音樂會的相關資料，所

以無法得知音樂會的詳細內容。下一節會依序對各屆音樂會做出表格整理以及分析。 

 

 
125 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節目冊。參閱附錄三，頁 169，圖 1。 

潘榮傑，《誰的鄧雨賢紀念館？誰的文化造鄉？─新竹芎林客庄社區總體營造之治理網絡分析》(南

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碩士論文，2007)，158。 
126 張瑞雲，個人訪談，芎林鄉，2011/05/31。參閱附錄一，頁 140。 
127 同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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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歷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以下為筆者就各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節目單所做成的表格整理，表格呈現的方

式與原節目單略有不同，可參閱附錄 3 掃描原件，並且對其中一些錯誤之處進行修

正。表格中筆者發現錯誤的部分，與筆者整理之補充說明，皆會在註腳中解釋更正。 

 

表 3-1：2001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時間：2001 年 6 月 7 日、6 月 10 日 
地點：芎林國小、新竹縣文化局 
記者會 
時間：2001 年 6 月 7 日 14：00~15：00 
地點：芎林國小 
內容：鄧雨賢紀念活動記者會 
吾鄉吾土錦集賞析 
時間：2001 年 6 月 10 日 13：00~14：00 
地點：文化局演講廳 
內容：鄧雨賢作品賞析 
從《四‧月‧望‧雨》看女性的感情世界~一場可以對話的音樂主題論壇會 
時間：2001 年 6 月 10 日 14：00~16：00 
地點：文化局演講廳 
參與人士：朱秀娟、劉玄詠、李翊菱、謝艾潔、楊國鑫、鄧仁輔 
四月望雨六月絃~音樂會 
時間：2001 年 6 月 10 日 16：00~18：00 
地點：文化廣場 
內容：街頭音樂會 

 69



四月望雨六月絃~音樂會 
時間：2001 年 6 月 10 日 17：00~21：30 
地點：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開幕儀式 

峨眉國小後生合唱團─新竹風情(十八姑娘)、鮮鮮河水 
國立竹東高中管樂團─雨夜花音樂組曲 
彭兆宏演唱─四季紅、月夜愁 
中場休息 
民眾國樂團演奏─滿面春風、閒花嘆 
彭月春演唱─望春風 
彭兆宏、彭月春合唱─四季紅 
新竹縣教師口琴合奏團─鼓浪嶼之歌、梅前小曲 
新竹縣教師合唱團─春宵吟、小雨夜戀、黃昏愁 

 

因為鄧雨賢是在芎林鄉逝世的，所以 2001 年由新竹縣文化局所主辦的「四月望

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活動的記者會選在芎林國小來舉行。而當

時，芎林鄉還沒有鄧雨賢紀念公園，因此和音樂會相關的各種活動都在新竹縣文化局

的場地來舉辦，舉辦的時間為 2001 年 6 月 10 日。在四月望雨六月絃節目冊的〈緣起〉

中寫道： 

 

鄧雨賢在台語歌曲作曲界佔有一席相當重要的地位，為了紀念他對台語歌謠的

貢獻，特以其代表作「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等字首

組合，以「四月望雨」為名，在其逝世紀念日前舉辦紀念活動。128 

 

文中提到，為了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特地選在鄧雨賢過世前的周日來舉辦。 

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除了音樂會，還舉辦了座談會。座談會中播放了鄧雨賢的作

品賞析「吾土吾鄉」，並邀請作家朱秀娟、音樂家劉玄詠、藝文空間總裁李翊菱、教

授謝艾潔、客家雜誌主編楊國鑫以及鄧雨賢長子鄧仁輔參與講座。 

音樂會又分為街頭音樂會與音樂演奏會兩部分。街頭音樂會是邀請街頭的音樂演

唱者，以街頭藝人的方式在文化廣場演出，目的是要讓民眾欣賞不同音樂風格。音樂

                                                 
128 〈緣起〉，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節目冊，1。參閱附錄三，頁 168，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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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會主要邀請了新竹縣的藝文團體，在文化局的演藝廳來演出。有峨眉國小後生合

唱團演唱新竹風情(十八姑娘)、鮮鮮河水；國立竹東高中管樂團演奏雨夜花音樂組

曲；彭兆宏演唱四季紅、月夜愁；民眾國樂團演奏滿面春風、閒花嘆；彭月春演唱望

春風；彭兆宏、彭月春合唱四季紅；新竹縣教師口琴合奏團演奏鼓浪嶼之歌、梅前小

曲；新竹縣教師合唱團演唱春宵吟、小雨夜戀、黃昏愁等節目。 

其中〈新竹風情〉這首歌曲，是使用鄧雨賢所譜曲的〈十八姑娘〉的旋律重新填

詞來演唱，內容主要是在描述新竹的景象。包括了新竹的風，還有新竹縣的各個鄉鎮

與景點、名產全都寫進歌詞裡。是音樂會的曲目中，內容與新竹相關的歌曲。 

 

表 3-2：2004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時間：2004 年 6 月 4 日、6 月 12 日 
地點：芎林文林閣、竹東農產品展售中心二樓演藝廳、芎林國小視聽室、新竹縣文化

局、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露天表演場 
記者會 
時間：2004 年 6 月 4 日 10：00~12：00 
地點：芎林文林閣 
內容：鄧雨賢紀念活動記者會 

鄧雨賢的學生演唱、芎林國小直笛團、六月風話恩師 
夏之旅─基層巡迴演唱會 
時間：2004 年 6 月 4 日 19：30~21：00 
地點：竹東農產品展售中心二樓演藝廳(樹杞林文史工作室) 
內容：鄧雨賢交響樂之夜─國立台灣交響樂團 

【夏之旅】基層巡迴演奏會 
鄧雨賢紀錄片放映及文物展 
時間：2004 年 6 月 5 日~6 月 12 日 09：00~17：00 
地點：芎林國小視聽室 
內容：1.放映鄧雨賢紀錄片 

2.鄧雨賢相關文物展 
五光十色的未來樂器狂想曲 
時間：2004 年 6 月 09 日 19：30~21：00 
地點：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澳洲流行樂團作曲家兼鍵盤手 Adrian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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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電吉他大師 Nick Cooper 
德國籍鼓手 Dirk Brand 

鄧雨賢音樂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4 年 6 月 11 日 08：30~17：30 
地點：文化局演講廳 
內容：邀請國策顧問鍾肇政，及多位專家學者發表評論 

鄧雨賢流行歌曲造的風景之回顧與思考 
從客語望春風談客家歌謠的內心世界 
曲調與語言聲調效應 
探討鄧雨賢音樂的圖騰象徵 

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第一期工程落成暨活動開幕典禮 
時間：2004 年 6 月 12 日 09：00~10：30 
地點：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露天表演場 
內容：龍騰虎躍國術表演─大華技術學院風雲國術社 

四季紅、望春風、雨夜花─新竹縣立國樂團 
祥獅獻瑞─龍華醒獅團 
縣長暨來賓致詞、剪綵儀式 
新竹風情、鮮鮮河水─峨嵋後生合唱團 

動感音樂會 
時間：2004 年 6 月 12 日 13：00~15：30 
地點：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露天表演場 
內容：熱音、熱舞、吉他、國標、國術、國樂、管絃樂、跆拳、舞蹈表演 
表演團體：大華技術學院、芎林國中、自強國中、光武國中、芎林國小、碧潭國 小、

新竹女中、雲功房、上山社區 
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 
時間：2004 年 6 月 12 日 13：00~15：30 
地點：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露天表演場 
內容：偶像明星蔡琴、謝宇威樂團、王識賢、王瑞霞、張秀卿、劉福助、秀蘭瑪雅、

六人組樂團、新竹客家舞蹈團 

 

「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是由行政院客家委員

會、新竹縣政府與新竹縣議會主辦；承辦單位為：新竹縣文化局、芎林鄉公所、大華

技術學院與芎林鄉民代表會。 

而在活動手冊的前言中提到，新竹縣自民國八十六年就開始辦理台灣前輩音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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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雨賢的相關活動，近年來舉辦「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獲得地方各界人士的熱烈迴響與支持。為了延續過去對台灣藝術文化的關切，特於鄧

雨賢九十九歲誕辰前，辦理「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鄧雨賢於六十年前在新竹六月的風中過世，留給後人無限的追思。本次活動的主

題當中的「九九」，就是指「長長久久」的意思，代表著鄧雨賢留給世人永遠的懷念。

而「六月風」，所指的就是風的故鄉─新竹縣，這裡是鄧雨賢過世前最後駐足的地方，

他在這個盛產「風」的地方，散播了音樂藝術的種子。新竹縣辦理此次音樂會與系列

活動的目的，就是希望藉以喚起社會大眾對於在地的關愛之心，並進一步的了解地方

人文精神並予以發揚。129 

此次的音樂會系列活動有六大主題：包括鄧雨賢歌曲合唱比賽、鄧雨賢交響樂之

夜、鄧雨賢紀念文物展、鄧雨賢文化紀念公園落成典禮、鄧雨賢音樂學術研討會，與

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 

其中鄧雨賢交響樂之夜，為了增加台灣歌謠音樂的厚度與質感，邀請了國立台灣

交響樂團來詮釋鄧雨賢的名曲，使台灣歌謠有了新的面貌。鄧雨賢紀念文物展則是在

芎林國小展出鄧雨賢的文物，因為鄧雨賢在芎林鄉留下許多可供後人憑弔追思的事

物。芎林國小就是鄧雨賢最後執教的地方，學校也為了紀念這位作曲家，把當初鄧雨

賢所使用過的風琴、鄧雨賢相關文物與相片等保存下來。文物展除了展覽鄧雨賢的文

物外，還結合了多媒體於展場播放鄧雨賢紀錄片與歌曲，讓參觀民眾可以直接進入鄧

雨賢的創作世界。 

五光十色的未來樂器狂想曲，邀請到外國的表演樂手，以新式的電子樂器來演

奏，與新竹的高科技產業做結合，也讓新竹的愛樂者，認識最新的樂器科技，並體驗

數位時代豐富與多元化的音樂。鄧雨賢學術研討會，則是為了激勵台灣音樂藝術研究

的風氣，因此邀請了台灣民謠的研究者，針對鄧雨賢的音樂藝術成就，及所代表的社

會意義進行邀稿，邀請了謝俊逢、何石松、徐貴榮、謝艾潔、楊國鑫等專家學者發表

論文，並邀請鍾肇政與林柏燕擔任引言人與主持人，另外也會邀請相關專家擔任論文

                                                 
129 整理自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手冊。參閱附錄三，頁 169，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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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人。 

鄧雨賢文化紀念公園落成典禮，邀請了芎林鄉當地的團體參與演出。鄧雨賢文化

紀念園區位於芎林鄉，所以表演的團體幾乎都為當地的團隊，借以促進當地民眾的參

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邀請到老歌星與流行歌手來詮釋鄧雨賢的歌曲，藉由不同

歌手的詮釋，除了可以喚起民眾對鄧雨賢歌曲的印象，也可以讓民眾感受到鄧雨賢歌

曲不同的詮釋風格。這場音樂晚會由蔡琴擔任音樂會的主唱人，主辦單位希望借由蔡

琴優美的歌聲，重新詮釋出台灣歌謠之美，使台灣歌謠從流行邁向藝術化。 

 

表 3-3：2005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百年樂章四季紅─2005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 

時間：2005 年 6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芎林鄉立圖書館、芎林鄉文林閣、

芎林鄉鹿寮坑、竹東樹杞林文化館、 
鄧雨賢紀念影展 
時間：2005 年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每周三、日) 14：00~15：00 
地點：芎林鄉立圖書館、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 B1 團體視聽室 
內容：鄧雨賢相關影片 

鄧雨賢紀念資料展 
時間：2005 年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09：00~17：00 
地點：芎林鄉文林閣 
內容：展出鄧雨賢的手稿、相片、樂譜等 

鄧雨賢戶外音樂會 
戶外音樂嘉年華 
時間：2005 年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每周六) 19：30~20：30 

2005 年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週六) 19：30~20：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新竹縣文化局文化廣場 
內容：音樂劇、民歌／行歌曲演唱、管絃樂團演奏、民謠與創作歌謠演唱、環保懸絲

偶戲、爵士老歌演唱、台灣鄉土民謠／作歌謠演唱、弦樂團演奏 
丘陵鹿寮坑─音樂與神木之旅 
時間：2005 年 6 月 5 日 08：30~17：00 
地點：芎林鄉鹿寮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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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雨賢交響樂之夜 
「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百年樂章‧四季紅 
時間：2005 年 6 月 10 日 19：30~21：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鄧雨賢先生百年誕辰紀念音樂會 
「鄧雨賢百年誕辰合唱音樂會」 
時間：2005 年 6 月 29 日 19：30~21：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高雄醫學大學聲樂社、清華大學合唱團、新竹女中合唱團 

「鹿山晚風憶雨賢」阿淘哥開講 
時間：2005 年 7 月 2 日 15：30~19：00 
地點：芎林鄉鹿寮坑 
內容：阿淘哥主持群、說唱擂台、吹葉表演、回憶演唱、西樂團演奏、鄧雨賢紀錄片

首映會 
鄧雨賢戶外音樂會 
鄧雨賢返鄉路音樂劇 
時間：2005 年 7 月 9 日 19：30~21：00 

2005 年 7 月 16 日 16：30~18：30 
2005 年 10 月 8 日 19：30~11：00 

地點：竹東樹杞林文化館、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第一部鄧雨賢音樂劇 
鄧雨賢戶外音樂會 
鄧雨賢百年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晚會 
時間：2005 年 7 月 16 日 19：30~21：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內容：羅大佑、潘越雲、曾心梅、林志炫、鄭日清…等歌手 
鄧雨賢交響樂之夜 
「奇美管絃樂團」絃樂聲動‧鄧雨賢 
時間：2005 年 7 月 27 日 19：30~21：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完美‧瑰麗」─奇美管絃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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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路‧迢迢行─「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時間：2005 年 7 月 23 日 17：00~18：30 

19：00~21：30 
      2005 年 7 月 30 日 17：00~18：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廣場 
內容：天籟之音管絃樂團 

鄧雨賢返鄉路音樂劇 
力瑪樂團 

鄧雨賢交響樂之夜 
「竹北高中管樂團」管樂歌四季‧溪畔迎春風 
時間：2005 年 7 月 27 日 19：30~21：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內容：竹北高中管樂社 
「鄧雨賢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藝術不減‧精神長存 
時間：2005 年 10 月 8 日 09：00~17：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講廳 
內容：鄧雨賢國際研討會 

 

「百年樂章四季紅─2005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為鄧雨賢百歲誕辰的

紀念活動。2005 年活動的主辦單位為：新竹縣政府與新竹縣議會；承辦單位為：新

竹縣文化局。因為適逢鄧雨賢的百歲誕辰，2005 年的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

擴大舉辦。不僅時間長達五個月，從 6 月開始一直到 10 月才結束，活動的種類也很

多元，除了音樂會外，還有展覽、音樂劇、學術研討會等相關活動，音樂會更有分為

室內的演出與戶外的音樂活動兩種。 

首先，展覽有鄧雨賢紀念影展與鄧雨賢紀念資料展兩個活動，紀念影展主要播放

鄧雨賢相關的影片，紀念資料展則是用影像來展示鄧雨賢的手稿、樂譜以及相片等相

關文物，現場還使用電腦呈現田野調查的資料，展覽方式多樣化，希望能讓參觀民眾

進入鄧雨賢的音樂創作世界。 

「鄧雨賢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新竹縣文化局委託東海大學音樂系承辦，研討

會的介紹中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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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對台灣歌謠的影響，新竹縣文化局歷年來均舉辦鄧

雨賢相關紀念音樂會活動，此次適逢鄧雨賢百歲誕辰紀念，本局特擴大辦理相

關活動。130 

 

今年的研討會擴大成為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邀請到東海大學音樂系主任陳思

照，與郭宗愷、陳玫君、湯慧茹、陳蕙芬等專家學者發表論文，更特別力邀日本學者

山崎喬教授參與發表。 

音樂劇由頑石劇團演出「鄧雨賢─返鄉路」，劇中使用嶄新的觀點呈現鄧雨賢一

生的創作經過與心路歷程。本劇完整的呈現 30 年代以「古倫美亞」唱片公司為首的

台灣唱片產業，是如何製作出至今都還膾炙人口的台灣歌謠的歷史脈絡，以及細數當

年與鄧雨賢共同創作出台灣歌謠高峰的文化界、藝術界相關人士，如：柏野正次郎、

陳君玉、周添旺、純純、愛愛等人，描繪出日治時期的特殊時代背景，並回顧鄧雨賢

的情感經歷，音樂劇也將鄧雨賢的音樂重新編曲。 

音樂會主要分為室內的與戶外的兩種。室內的演出為樂團與合唱團的表演兩種，

共有四場，是屬於正式的音樂會形式，四場都在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演出。第一場音

樂會為「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百年樂章‧四季紅，是由國立台灣交響樂團以及知名歌

手共同演出，音樂會的曲目順序以鄧雨賢的創作年代先後來安排，配上圖象以及樂曲

解說，使聽眾對其人其事有更深一層的認識。第二場音樂會為「鄧雨賢百年誕辰合唱

音樂會」，音樂會由新竹縣文化局與高雄醫學大學聲樂社主辦，演出的團體有高雄醫

學大學聲樂社、清華大學合唱團與新竹女中合唱團。 

第三場音樂會為「奇美管絃樂團」絃樂聲動‧鄧雨賢，此場音樂會為奇美管絃樂

團的巡迴演出「名琴名曲之夜」的其中一場，特配合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在曲目中

加上〈雨夜花〉、〈四季紅〉、〈望春風〉等知名歌謠的演奏。第四場音樂會為「竹北高

中管樂團」管樂歌四季‧溪畔迎春風，由竹北高中管樂社演出，是他們社團的音樂發

表會。 

戶外的音樂會種類就非常多元，首先登場的是戶外音樂嘉年華，戶外音樂嘉年華

                                                 
130 百年樂章四季紅─2005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宣傳單。參閱附錄三，頁 172，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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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兩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七月的演出，內容有頑石劇團的兒童音樂劇；Sing of free

的民歌、流行歌謠演唱；天籟之音管絃樂團的小提琴、大提琴演奏；與力瑪樂團的民

謠與創作歌謠演唱。第二個部份為九月的演出，內容有原影劇團的環保懸絲偶戲；碼

頭二重唱的爵士老歌演唱；白沙岬走唱團的台灣鄉土民謠、創作歌謠演唱；與六指琴

魔的小提琴與弦樂團的演出，除了上述的這兩部分外，另外還包括了六月份的中西合

併街頭音樂會，由搖滾樂團和中西樂團演出。第二場為丘陵鹿寮坑─音樂與神木之

旅，這一場宣傳單中並沒有說明。 

第三場為「鹿山晚風憶雨賢」阿淘哥開講，演出內容有由阿淘哥主持群的鹿山晚

風憶雨賢；山歌王林德富的說唱擂台；葉曲家朱增龍的吹葉演奏；鄧雨賢學生的回憶

演唱；鄧家第四代，也就是鄧雨賢的曾孫組成的西樂團演奏。另外還有鄧雨賢紀錄片

的首映會也在此播放。第四場為鄧雨賢百年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晚會，晚會邀請了知

名主持人澎恰恰、藝鴒來主持這場大型紀念音樂晚會，並邀請歌手羅大佑、潘越雲、

曾心梅、林志炫、鄭日清等演唱。最後一場為返鄉路‧迢迢行─「鄧雨賢戶外音樂嘉

年華」，節目內容包含了天籟之音管絃樂團的小提琴、大提琴演奏、鄧雨賢─返鄉路

音樂劇與力瑪樂團的民謠與創作歌謠演唱三個表演。 

 

表 3-4：2006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2006 台積心築藝術季：鄧雨賢 101 歲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會 

~心築希望‧望春風 

時間：2006 年 6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文化廣場、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鄧雨賢 101 歲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會~心築希望‧望春風 
時間：2006 年 6 月 11 日 16：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內容：台灣管樂團與歌手許景淳共同演出 
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 
時間：2006 年 6 月 3 日、6 月 17 日、6 月 24 日、7 月 1 日 19：00~20：3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文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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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新竹縣立國樂團與優等國樂團演出 
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I 
時間：2006 年 7 月 8 日、7 月 15 日、7 月 22 日、7 月 29 日 19：00~20：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內容：故鄉室內樂團演出 

 

新竹縣為延續過去對台灣藝術文化的關切，特於鄧雨賢 101 歲誕辰持續辦理 2006

年「鄧雨賢紀念系列音樂會」，此系列皆為戶外的音樂會。第一場音樂會為鄧雨賢 101

歲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會~心築希望‧望春風，由周雯雯指揮台灣管樂團結合歌手許景

淳共同演出，讓精緻音樂藝術能下鄉完美呈現。台灣管樂團演出曲目有：鄧雨賢的〈對

花〉、〈桃花過渡〉、〈天涯懷客進行曲〉與〈春風歌聲〉，許景淳演唱了鄧雨賢歌謠集

錦，演唱的曲目有：〈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四季紅〉、〈滿面春風〉與〈一

顆紅蛋〉。其他的演出曲目有：〈迴盪‧原型‧繁舞〉、〈快樂的出帆〉、〈我只在乎妳〉、

〈晚霞〉與〈台灣舞曲〉。 

另外兩個戶外音樂會為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與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I。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為新竹縣立國樂團與優等國樂團共同演出，共

有四場，四場都在新竹縣文化局文化廣場演出。第一場為新竹縣立國樂團與竹北國中

國樂團，演出內容為中國傳統音樂；第二場為新竹縣立國樂團與博愛國小國樂團，演

出內容為古典與現代音樂；第三場為新竹縣立國樂團與山崎國小國樂團，演出內容為

創作新曲首演暨發表，第四場為新竹縣立國樂團與博愛國中，演出內容為器樂演奏及

樂曲介紹。 

鄧雨賢戶外音樂嘉年華 PartII，由故鄉室內樂團演出，一樣共有四場，四場都在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演出。第一場演出的內容為親子名曲音樂會(1)、第二場

演出的內容為台日夢幻名曲音樂會、第三場演出的內容為親子名曲音樂會(2)、第四

場演出的內容為台灣名曲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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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007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夜漫花雨─2007 新竹縣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 

時間：2007 年 7 月 6 日至 7 月 22 日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芎林國小大禮堂、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鄉音‧鄉土‧故鄉情 
時間：2007 年 7 月 6 日 19：30~21：3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鄉音‧鄉土‧故鄉情 
時間：2007 年 7 月 7 日 19：00~21：00 
地點：芎林國小大禮堂 
「客家風情」清唱劇&客語創作樂曲發表會 
時間：2007 年 7 月 7 日 19：30~21：3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客意舞動 
時間：2007 年 7 月 8 日 19：30~21：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竹風逐夢 
時間：2007 年 7 月 21 日 16：00~18：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四季花紅~樂音響起 
時間：2007 年 7 月 21 日 18：00~19：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迷人的望春風 
時間：2007 年 7 月 21 日 19：00~20：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鄧雨賢之前世今生」影像特輯 
時間：2007 年 7 月 21 日 20：00~21：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老老嫩嫩來唱歌 
時間：2007 年 7 月 22 日 17：00~18：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共下來唱客歌 
時間：2007 年 7 月 22 日 18：10~19：2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共下來逗鬧熱 
時間：2007 年 7 月 22 日 19：30~20：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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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漫花雨─2007 新竹縣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主辦單

位為：新竹縣政府與新竹縣議會，承辦單位為：新竹縣文化局與芎林鄉公所。因筆者

所收集到的資料只有演出的節目名稱、日期、時間以及演出場地，並沒有演出內容的

相關資訊。 

 

表 3-6：2008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雋永‧不朽 

─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新曲頒獎 

時間：2008 年 7 月 19 日 16：00~21：0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活動流程表 
15：00~16：00  樂音處處聞 
16：00~16：03  主持人開場 
16：03~16：20  貴賓致詞 
16：20~16：45  四季春暖─就是木笛室內樂團 
16：45~17：20  舞韻青春─大華技術學院舞研社／吉他社 
17：20~17：55  竹風琴揚─新竹縣立國樂團演出 
17：55~18：20  春宵吟唱─竹嶺男生合唱團 
18：20~18：50  夜漫低語─音樂夢薩克斯風樂團 
18：50~18：55  2008 年客家新曲獎客家歌曲特殊貢獻獎頒獎／合影 
18：55~19：00  2008 年最佳客家創新歌曲獎的獎者頒獎／合影 
19：00~19：30  2008 客家新曲獎創新歌曲得獎者演唱&作品賞析 
19：30~19：35  2008 最佳客家創新山歌歌詞獎得獎者頒獎／合影 
19：35~20：35  2008 客家創新山歌歌詞獎得獎者演唱&作品賞析 
20：35~        明年再相見 

 

2008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活動名稱為：「雋永‧不朽─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

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新曲頒獎」，活動的日期只有一天，而且把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和客家新曲頒獎結合在一起，成為同一個活動。在「雋永‧不朽─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新曲頒獎」的活動宣傳單中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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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為鄧雨賢 103 歲的冥誕，為紀念這位台灣民謠之父，已連續四年舉辦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希望藉由推廣音樂素養養成，來作為對鄧雨賢的懷念與景

仰。(中略) 

 

……在芎林還沒辦理鄧雨賢紀念活動時，許多芎林鄉民不知道鄧雨賢，只有過

去鄧雨賢曾居住的地方，如文林閣、鄉公所附近的老鄰居、芎林國小的老同事

還記得這個通曉樂器、作曲的鄧老師。邱秀珠指出，這就是參與文建會「文化

造鄉」活動的用意，挖掘出當地直得保存、紀念、回憶的文化資產，吸引觀光

客前來探尋之外，也讓鄉民更加認同生長、居住的地方。鄧雨賢留下的文物則

留在文林閣長久展示。131 

 

文中提及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除了緬懷鄧雨賢以外，更重要的是用文化來造

鄉。舉辦了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使得芎林鄉人知道鄉內有個作曲家─鄧雨賢，而鄧

雨賢有在芎林國小任教過，也是在芎林過世的。芎林鄉藉由舉辦鄧雨賢的紀念活動，

來達到「文化造鄉」的目的，使鄉民更有凝聚力，也可以促進觀光發展。 

 

表 3-7：2009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2009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 104 歲誕辰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時間：2009 年 6 月 27 日、7 月 4 日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芎林鄉紙寮窩、竹東樹杞林文化會館 
鄧雨賢紀念公園音樂會 
時間：2009 年 6 月 27 日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活動流程表 
16：00         開幕 
16：05~16：35  新竹縣立國樂團 
16：40~17：10  新竹縣客家舞蹈團 
17：15~17：45  芎林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 
17：50~18：10  大華技術學院舞研社 
18：10~18：30  貴賓致詞 
18：30~19：00  鄧雨賢大師家族第四代曾孫鋼琴協奏 
                                                 
131 雋永‧不朽─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新曲頒獎宣傳單。參閱附錄三，頁 174，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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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崴元／鄧崴辰／趙奕翔／蔡均庭：鋼琴、 
趙奕喬：小提琴、蔡均恩：大提琴) 

19：05~19：35  陳永淘彈彈唱唱 
紙寮窩竹紙原鄉行 
時間：2009 年 6 月 27 日、7 月 4 日 8：00~ 
地點：芎林鄉紙寮窩 
內容：漫步紙寮窩、竹與紙的遊戲 
鄧雨賢紀念公園音樂會 
時間：2009 年 7 月 4 日 17：00~21：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活動流程表 
17：00         開幕 
17：00~17：45  爵士風樂團 
17：45~18：00  吉他自彈自唱─范家福、黃振家 
18：00~18：30  爵士風樂團 
18：30~19：00  絲竹空爵士樂團 
19：00~19：20  長官致詞 
19：20~10：00  爵士風樂團 
20：00~20：30  鼓舞藝術表演團 
20：30~21：15  無雙樂團 
光環舞集「朝聖者之夢」表演 
時間：2009 年 7 月 4 日 19：30~21：30 
地點：竹東樹杞林文化會館 
內容：舞蹈表演 

 

「2009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 104 歲誕辰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的主辦單位為：

新竹縣政府與新竹縣議會，承辦單位為：新竹縣文化局與芎林鄉公所。音樂會共有兩

場，是戶外演出的形式，還有參觀芎林鄉的紙寮窩活動與舞蹈的表演。2009 年的音

樂會邀請來演出的都是新竹的藝文團體，其中芎林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與大華技術學

院舞研社，都是芎林當地的團體與學校，其他的為新竹的藝文團體。例如：新竹縣立

國樂團、新竹縣客家舞蹈團等。此次音樂會另一個特別之處，是邀請了鄧雨賢的曾孫

一同演出，由鄧雨賢的曾孫組成一個重奏團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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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010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 

2010 紀念鄧雨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 

時間：2010 年 7 月 24 日至 8 月 31 日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新竹縣文化局演講廳、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芎

林鄉文林閣、芎林鄉紙寮窩、竹東鎮蕭如松藝術園區 
2010 紀念鄧雨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 
時間：2010 年 7 月 24 日 18：30~20：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主持人：大華技術學院  謝沈秀玲 
活動流程表 
序曲─新竹縣國樂團樂曲演奏 
四月望雨 
主持人─鄧雨賢生平簡介 
長官、貴賓致詞 
開幕儀式─點燃歌頌與思念的燭光 
歌曲演唱─金曲歌后秀蘭瑪雅 
MUSIC BOX 音樂盒樂團 
主持人─鄧雨賢之創作歷程 
歌曲演唱─金曲歌王羅時豐 
主持人─結語 
謝幕演奏(MUSIC BOX 音樂盒樂團) 
2010 紀念鄧雨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 
時間：2010 年 7 月 25 日 18：30~20：30 
地點：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主持人：韓艾婷 
活動流程表 
序曲─築夢舞集(一) 
主持人─開場 
長官、貴賓致詞 
築夢舞集(二) 
頒獎(一)─含作品發表演唱 
大華技術學院教職員合唱團 
歌曲演唱─金曲歌後曾雅君 
築夢舞集(三) 
頒獎(二)─含作品發表演唱 
芎林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 
頒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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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 
客家人文講座 
客家歌謠與客家詩詞的對話 
時間：2010 年 8 月 14 日 14：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講廳 
演講者：李源發 
客家人文講座 
歌詞與人生 1930~1990 三十首名曲的情感密碼 
時間：2010 年 8 月 25 日 14：00 
地點：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 
演講者：陳樂融 
客家人文講座 
情戀小提琴 
時間：2010 年 8 月 31 日 19：00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演講廳 
演講者：鄧皓敦 
展覽 
時間：2010 年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地點：大華技術學院、芎林鄉文林閣、芎林鄉紙寮窩、竹東鎮蕭如松藝術園區 

 

2010 紀念鄧雨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除了音樂會的活動以外，還

包括了客家人文講座與展覽。音樂會總共演出了兩場，第一天為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第二天為客家新曲頒獎典禮。2010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邀請到了金曲歌后秀蘭

瑪雅與金曲歌王羅時豐參與演出。整場音樂會所唱的鄧雨賢的歌曲為知名的「四‧月‧

望‧雨」，羅時豐臨時加唱了鄧雨賢〈十八姑娘〉的客語版本。第二天的音樂會為客

家新曲頒獎典禮，上台演出的合唱團所唱的歌曲一樣是知名的「四‧月‧望‧雨」，

其餘的演出都是得獎的客家新曲發表。 

客家人文講座邀請了專門創作客家詩詞的李源發、是作家也是作詞家的陳樂融，

與小提琴家鄧皓敦來演講。李源發演講的內容為如何創作客家詩詞，與李源發的創作

欣賞；陳樂融演講的內容為三十首名曲的歌詞賞析，鄧皓敦演講的內容則是小提琴的

作品與演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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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地合唱團 

 

因為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由新竹縣文化局舉辦的，所以每屆的演出團體

都是新竹縣內的團體。有時表演的節目也會邀請知名的歌手來演出，但是一定會在其

他的演出節目裡安排新竹縣的藝文團體來表演。例如：新竹縣立國樂團、新竹縣境內

的各高中、國中、國小的國樂團、舞蹈團，或是其他的社團等，而芎林鄉內的演出團

體則有大華技術學院的社團與芎林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 

大華技術學院是芎林鄉境內唯一的一所大專院校，學校離鄧雨賢紀念公園相當

近。參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團體都是學校的社團，有風雲國術社、舞蹈研究

社、吉他社等。 

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原為石潭社區的媽媽教室，全台灣的每一個社區都規劃有一

個這樣的媽媽教室，隸屬於社區發展協會。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的團員幾乎都是芎林

人，雖然也有外地來的團員，但是外地團員算是少數。原本石潭社區的媽媽教室是卡

拉OK歌唱班。由卡拉OK歌唱班轉型成為合唱團的原因是，因為 2002 年有一個合唱

比賽，是新竹縣第 5 屆客家歌曲合唱比賽，是由新竹縣各鄉鎮的合唱團參加。因為芎

林鄉沒有合唱團，所以當時的芎林鄉鄉長，請石壇社區的媽媽教室轉型成為合唱團，

代表芎林鄉參加合唱比賽。也是因為這個比賽，讓他們在 2002 年轉型成為合唱團之

後一直唱到現在。132 

2002 年剛成立時，他們完全不知道什麼是合唱，僅練習 2 個月，就以「黑馬」

之姿異軍突起，獲得新竹縣第 5 屆客家歌曲合唱比賽亞軍。合唱團團員的年紀，平均

年齡大約 60 歲，以家庭主婦為主，參與的團員大多看不懂五線譜，所以合唱團的助

理指揮，會把要練習的歌曲的五線譜，改成簡譜讓大家唱。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是以

聲樂方式來演唱，成立 9 年來參加過百餘場的演出，2011 年 2 月，獲得在竹東鎮舉

                                                 
132 上述內容整理自筆者的口訪資料。出處─張瑞雲，個人訪談，芎林鄉，2011/05/31。參閱附錄一，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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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全國客家山歌合唱比賽亞軍。133 

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的團長為張瑞雲，現任指揮為張唯珊，練習時間為每個星期

二晚上 7：30 至 9；30。合唱團參與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有 2003 年、2009 年和 2010

年。2004 年至 2008 年都沒有參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演出是因為，芎林鄉的鄧雨賢

紀念音樂會是由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主辦，所以芎林鄉公所沒辦法決定參加團體。後

來，合唱團的團長碰巧遇見新竹縣文化局的副局長，毛遂自薦的跟副局長推薦石潭社

區婦女合唱團，因為是芎林在地的合唱團，所以希望可以參加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因

此 2009 年與 2010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都有參與演出。134 

 

圖 3-1：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練習情形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拍攝 

 

 

 

 

 

 

                                                 
133 同註 132。 
134 同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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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音樂會對當地的影響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都是由新竹縣政府文化局來主辦，因為芎林鄉沒有

演出的場地，剛開始的紀念音樂會，都只有記者會在當地的芎林國小舉辦，讓大家知

道鄧雨賢是芎林人，音樂會的演出則都在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 

2004 年，芎林鄉的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也就是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落成

之後，才有在芎林鄉安排表演節目。表演節目區分成兩類，一是較為正式的音樂會，

或是演出團體為管弦樂團等較大型的演出團體，會安排在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演出，

而流行歌手、一般的小型藝文團體，或者是業餘的藝文團體與社團，會安排在戶外演

出，包括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新竹縣文化局的文化廣場等場所。 

而從 2006 年開始，音樂會的演出重心，主要都是安排在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

樂公園來演出。2006 年雖然也有其他的節目安排在新竹縣文化局文化廣場，但是主

要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安排在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來演出。鄧雨賢紀念

音樂會參與的演出團體為台灣管樂團和歌手許景淳，由管樂團與歌手共同演出。由於

音樂會的表演重心轉至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因此這一年的演出，把較大型的演出團

體移至戶外表演。而另外兩場的戶外音樂會，都是編制較小的國樂團或室室內樂團等

演出。 

2008 年開始，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就全部都是在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演

出了。除了要緬懷鄧雨賢以外，使得芎林鄉人知道鄉內有個作曲家─鄧雨賢，把鄧雨

賢打造為芎林鄉的作曲家，芎林鄉可以藉由舉辦鄧雨賢的紀念活動，來達到「文化造

鄉」的目的，使鄉民更有凝聚力，也可以促進觀光發展。 

根據李淑娟 2004 年的論文135與芎林鄉來做比較，李淑娟論文中所研究的台南市

的社區，社區中的藝文團體是在社區的公園或是廣場來練習，是先有社區公園，在進

行公園整治與美化後，成立藝文團體，讓社區有自己的藝文學習團體，在社區的空間

                                                 
135 同註 20。 

 88



裡學習，社區公園成為大家聚會與練習的場所。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是

只有辦理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時，才有相關的藝文活動使用，平常並沒有社區的藝文團

體使用。台南市的社區，是先有公園，才有藝文團體；而芎林鄉是先有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才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 

根據潘榮傑的論文136中提到，芎林鄉希望興建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成為芎

林鄉充滿綠意的開放空間，藉此吸引觀光人潮，帶動地方產業與消費成長，進而成為

蒐藏台灣客家民謠與鄧雨賢音樂文化研究的重鎮。論文中提到： 

 

依據鄉公所的計劃說明，其計畫目標在於：1.充實鄉鎮市區層級的文化設施，

以地方文化館創造城鄉新的文化活力。2.結合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團體、縣市

及鄉鎮文史、藝文協會、村里及社區、團體等力量，共同推動地方文化館的經

營管理，以及推展鄉土文史與藝文活動。3.結合地方文化特色與觀光旅遊，以

文化觀光推展國內旅遊。 

 

芎林鄉希望能建立鄧雨賢紀念館，但是時至今日，還是只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

園。雖然只有公園，但是一樣可以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音樂會的舉辦也可以帶動

社區的發展。參與音樂會的演出團體有當地的合唱團、學校的社團。除了音樂會以外，

還有展覽等活動，音樂會與相關活動的舉辦也帶來了人潮。可以見得不管有沒有紀念

館，音樂活動同樣可以舉辦，藉由紀念音樂會與相關活動，可以讓民眾更加認識鄧雨

賢的音樂，與芎林鄉這個地方。 

 

 

 

 

 

 

                                                 
136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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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由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主導，芎林鄉公所配合舉

辦，因此從節目的規劃、安排、要舉辦多盛大、邀請團體、訂定時間等，都是由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來策劃執行。文化局為了要宣傳並且提高民眾參與的意願，每年的紀念

音樂會都會邀請名人或知名團體參與表演，藉此吸引民眾參與。音樂會的名稱雖然沒

有提到芎林鄉，但是音樂會的相關文宣，都會提到鄧雨賢是在芎林逝世，以突顯鄧雨

賢與芎林鄉的關聯性。 

從 2001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一路觀察到 2010 年，可以發現，早期的紀念音樂

會並沒有和芎林鄉產生太大的連結，只有記者會選在芎林鄉的芎林國小舉辦。音樂會

則是因為場地的關係，都是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表演場所舉行。參與記者會的都是

舉辦音樂會的相關人士和鄧雨賢的家人，或是參與演出的團體，一般民眾並沒有參

加，所以早期的音樂會和芎林鄉的連結性不大。 

2004 年，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落成之後，紀念音樂會開始安排在鄧雨賢

紀念音樂公園演出，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與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兩邊都有表演節目，

之後重心開始慢慢的轉移。至 2008 年，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就完全移至芎林鄉鄧雨賢

紀念音樂公園來舉辦了。可見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的落成，除了讓芎林鄉產生

了一個新的藝文演出場所，也使得大家對於鄧雨賢是芎林鄉的代表作曲家的想法更明

確。 

芎林鄉舉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都是一系列的活動，除了音樂會以外，還結合

了展覽、講座、客家美食、在地之旅等活動，2007 年開始，音樂會更與客家新曲作

結合。由此可知，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在策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時，是以鄧雨賢的客家

血緣關係與芎林鄉做連結，策劃一系列結合客家與芎林鄉在地的活動，藉此推廣客家

文化與帶動芎林鄉的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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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兩地音樂會之比較 

 

第一節  兩地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之異同處 

 

龍潭鄉與芎林鄉的紀念音樂會，龍潭鄉的是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而芎林鄉則是鄧

雨賢紀念音樂會。名稱不同，音樂會演出的形式也不同，演出的性質與團體有的不同

有的相同，下面會一一做探討分析。 

首先從名稱來看，龍潭鄉的音樂會名稱是｢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而芎林鄉

的音樂會名稱則是｢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名稱非常單純，

就是「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以

此類推下去；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都會取標題名或主題，每一屆都不同，例

如：「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百年樂章四季紅─2005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夜漫花雨─2007 新竹縣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

家新曲推廣音樂會」……等，只有鄧雨賢是不變的，而年份是一值累積下去的，可以

說是每屆的標題都不同。 

由此可以發現到，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一個很單純的音樂會活動，沒

有其他的節目或活動，就只有舉辦音樂會，而且幾乎每一屆的音樂會都是一場，只有

2004 年的音樂會是有兩場音樂會的演出。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因為是由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主辦，舉辦的形式都是系列活動，除了音樂會以外還有展覽、演唱

會、研討會等一系列的活動。所以在命名時，都會取一個主標題來搭配一系列的活動

內容。 

從演出曲目來看，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演出的曲目從一開始的純鄧雨賢的歌

曲，到後來慢慢增加其他的歌曲，例如國語或客語的歌曲。但是在表演鄧雨賢的歌曲

時，卻不拘泥於鄧雨賢的知名樂曲，只要鄧雨賢所譜寫過歌曲，都可以改編為合唱曲，

介紹給參與音樂會觀眾聆聽，所以在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演唱鄧雨賢所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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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是有很多的選擇的，從知名的樂曲，到冷門的甚至是沒有演出過的，都可以成

為音樂會的演出樂曲。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演出的曲目大多為鄧雨賢所譜

寫的知名樂曲為主，2010 年的兩場音樂會甚至只有演唱鄧雨賢的「四‧月‧望‧雨」

其餘的都不是鄧雨賢的歌曲。 

由此可觀察出，以演出的曲目來看，龍潭鄉主要還是表演鄧雨賢的樂曲，雖然也

會穿插其他不同類型的歌曲，但是主要還是以鄧雨賢的歌曲為主，也嘗試要介紹一般

比較不熟的鄧雨賢歌曲給大眾。而芎林鄉的音樂會曲目就非常的多元，鄧雨賢的歌曲

只是搭配，在一整場演出的樂曲中，穿插幾首鄧雨賢的歌曲來演奏或演唱，而不是整

場音樂會都由鄧雨賢的歌曲來貫穿。 

根據筆者口訪龍潭鄉與芎林鄉的當地合唱團，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指揮張源臺137

認為，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就是要推廣鄧雨賢，要讓大家認識鄧雨賢的音樂，除了他

現有知名的樂曲以外，應該還要把其它一般觀眾沒聽過的、較冷門的鄧雨賢的歌曲介

紹給大家，讓觀眾可以多接觸、認識鄧雨賢譜寫的歌曲。 

荷聲合唱團的團長裘尚立138認為，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演出的曲目應該以鄧雨賢

的音樂為主，但是重複性過高，會讓觀眾乏味，所以應該多方嘗試，除了多找尋鄧雨

賢的樂曲改編成合唱版以外，還可以把鄧雨賢的歌曲作延伸，使用鄧雨賢歌曲的詞，

重新譜曲，例如：〈新望春風〉。〈新望春風〉是把鄧雨賢的代表作品〈望春風〉，保留

歌詞的部份，請人重新創作音樂的旋律，成為全新的一首歌曲。雖然詞不是鄧雨賢寫

的，但是可以嘗試著把同一首樂曲做不同的改變，讓一首曲子可以有更多元的表現。

鄧雨賢所創作的是音樂，可是重新詮釋卻是把歌詞留下來，而把音樂全部改掉，這樣

已經完全不是鄧雨賢所創作的作品了。 

芎林鄉的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團長張瑞雲139認為，因為芎林鄉的演出場地是鄧雨

賢紀念公園，紀念公園並不是真正的演藝廳，而是戶外的開放空間，大家可以來來去

去。所以在節目的安排上，為了要吸引觀眾，就必須要用多元化的表演節目來進行演

                                                 
137 同註 117。 
138 裘尚立，個人訪談，龍潭鄉，2011/06/01。參閱附錄一，頁 145。 
139 同註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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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且因為芎林鄉是鄉下地區，音樂的素養沒有那麼高，如果是純藝術性的表演會

吸引不到觀眾，加上是開放的場地，純藝術的表演音響效果比較不好。也因此在籌備

節目時，會安排各種不同種類的藝術表演以吸引觀眾。使用多元的節目表演，除了可

以給觀眾新鮮感外，還能使觀眾同時能觀賞到不同的藝術。 

 

第二節  主辦單位、主辦人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單位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桃園愛樂管絃樂

團。除了第六屆只有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為主辦單位外，其餘的幾屆主辦單位都相同。

這兩個團體都為民間所成立的團體，且兩個團的團長皆為同一人，都是盧孝治。因此

主辦單位和主辦人為同一人，是由民間自己策劃籌辦的紀念音樂會。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主辦單位為：新竹縣政府和新竹縣議會，承辦單位

為：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而主要策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負責人，則隸屬於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所以也可以說，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是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真正的主辦單位。

因為是由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策劃籌辦的，所以是屬於政府策劃籌辦的音樂會。 

由於兩地的主辦單位不同，所思考的音樂會形式也不會相同。龍潭鄉的紀念鄧雨

賢音樂會主要使用正式音樂會的方式來呈現，演出的方式大多為演唱，從獨唱、重唱

到合唱，純音樂演出形式例如管弦樂團或是室內樂團的比重較少。芎林鄉的鄧雨賢紀

念音樂會的演出形式就非常多元了，有正式的音樂會和戶外的音樂會兩種。正式的音

樂會還是在正式的場地演出，而戶外的音樂會就很多元，從古典到流行都可以演出。

近幾年芎林鄉的音樂會因為都是在戶外來舉辦，所以音樂會的形式也就不是屬於正式

的音樂會了。 

龍潭鄉由民間團體自己策劃籌辦的音樂會，以正式音樂會的方式來呈現，由此可

以發現，龍潭鄉在辦理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時，是把鄧雨賢的音樂藝術化的表現。鄧雨

賢所譜寫的歌曲，原本為台語流行歌曲，但是在龍潭鄉所演出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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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把鄧雨賢的歌曲用合唱、美聲獨唱、室內樂或是管絃樂的方式來演出，這些演出

都是藝術化的型態，所以龍潭鄉是把鄧雨賢的音樂轉變為藝術化的方式來詮釋與呈

現。 

芎林鄉的音樂會是由政府所策劃籌辦的音樂會，演出形式有正式音樂會和戶外音

樂會兩種。可見政府在策劃籌辦音樂會時，是把藝術化與非藝術化的節目同時納入考

量。藝術化的節目有管弦樂團、管樂團、合唱團、舞蹈等的演出方式，非藝術化的節

目有藝人歌手的演唱、街頭表演等。從 2008 年開始的芎林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都

是在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公園舉辦，純藝術化的表演形態已經不存在了，雖然演出的

節目中還是有較為藝術化的表演，例如：舞蹈、合唱、國樂團等，但是由於演出的場

所是開放空間，音響跟舞台都是連時搭建的，所以就算是藝術化的演出，演出來的效

果並沒有辦法跟演藝廳一樣。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符合計畫目標的第二點，140「促進社區生活與

文化融合」，鄧雨賢為在地的藝文人士，透過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可以加深社

區與音樂文化的融合。除了符合計畫目標的第二點，更加符合計畫目標的第三點。計

畫目標的第三點，141為「激發在地認同情感」，舉辦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團體

為民間團體，在籌劃音樂會時，是由民間自己組織動員，吸引民眾參與音樂會，藉由

音樂會的籌劃與舉辦，激發在地共同情感。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為政府主辦，根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

造的計畫目標第一點、第二點來看，142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符合計畫目

標的第一點，「強化地方自助互助」，政府為負責單位，芎林鄉為社區總體營造的主

體，由中央政府協助地方政府落實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音樂會一樣符合計畫目標的第

二點，「促進社區生活與文化融合」，鄧雨賢為在地的藝文人士，透過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的舉辦，可以加深社區與音樂文化的融合。 

 

                                                 
140 同註 121。 
141 同註 121。 
142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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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演出場地與宣傳、演出團體、演出內容 

 

一、演出場地與宣傳： 

 

前述提到，因為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都是以正式音樂會的方式來舉辦，演

出的場地都是在室內。早期龍潭鄉沒有演藝廳的時候，是在國小的活動中心大禮堂或

者是核能研究所的大禮堂。基本上都是有舞台的場地，場地也都類似演藝廳的樣子。

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除了藝術性的演出團體是在演藝廳演出，其餘的演出

都是在戶外，大部分為街頭表演的形式，沒有架設舞台，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演出。在

芎林鄉的演出都是在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裡表演，鄧雨賢紀念音樂公園平常是沒有舞

台的，而搭舞台的地方是一個平面的空間，外圍有可當觀眾席的台階。平常就是讓大

家運動散步的公園，到了要演出的時候，會請人架設舞台和燈光，但是舞台大約都只

有五十公分高左右。與觀眾的距離也相當的近，就類似街頭表演的感覺，只是他有架

設舞台，舞台架設起來還是會有跟觀眾區別開來的感覺。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場地都在是在室內演出，所找的場地也都是正式的音

樂廳。客家文化館落成啟用後，2008 年開始，音樂會移到客家文化館的演藝廳舉行。

龍潭的客家文化館，裡面有一區為鄧雨賢紀念館，音樂會則是在客家文化館的演藝廳

舉行。由於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都是在正式的音樂廳演出，但是不管場地換到

哪裡，音樂會還是場場爆滿。可見雖然是藝術化的演出形態與場地，龍潭鄉的居民參

與度是非常高的。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自從 2004 年鄧雨賢紀念公園蓋好後，紀念音樂會都

會有節目在鄧雨賢紀念公園舉辦。根據潘榮傑的論文中指出，鄧雨賢紀念公園原本是

規劃要蓋成鄧雨賢紀念文化園區，裡面會有鄧雨賢的紀念館，但是時至今日，還是只

有鄧雨賢紀念公園，而且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在芎林鄉舉辦，都是滿滿的人潮，根據

筆者口訪的資料，與筆者親自參與過的音樂會，現場的觀眾都非常捧場，對音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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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也非常投入，可見有沒有紀念館，對音樂的演出來講，都是不受限制的。而且現

場邀請的歌手，也會下台跟觀眾互動，這是正式音樂會所看不到的。 

龍潭鄉有鄧雨賢紀念館，芎林鄉有鄧雨賢紀念公園。兩地都有鄧雨賢的紀念場

所，使用的性質卻不一樣。但以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來看，兩邊的紀念音樂會，演出的

場地不同，一邊是室內的音樂廳，一邊是戶外的露天廣場。雖然演出的場地不同，演

出的音樂會形式也不同，但是兩邊的音樂會一樣受歡迎，可見音樂會的舉辦，在任何

場所都可以演出，雖然音樂會舉辦的形式不同，可是確實帶來了人潮。 

從宣傳方面來看，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最早的紀念音樂會，是 2001 年所舉辦的

「四月望雨六月絃─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在 2001 年 6 月 8 日的聯合報裡，

就有報導音樂會的相關資訊。報導標題為「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四月

望雨六月絃，紀念鄧雨賢」，報紙內容提到音樂會舉行的時間，與為了此場音樂會的

舉行所招開的記者會相關報導。2003 年龍潭鄉所舉辦的「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

音樂會」，也有相關的宣傳報導。在 2003 年 10 月 16 日的聯合報，報導標題為「鄧雨

賢音樂會，周六登場」，內容提到音樂會的舉行時間，與音樂會當天紀念鄧雨賢的一

些相關活動。音樂會舉辦完的第二天，2003 年 10 月 19 日，聯合報還有報導音樂會

的表演形式與相關內容，報導標題為「紀念鄧雨賢，望春風碑啟用」。 

2004 年芎林鄉的「九九琴弦六月風─2004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也有音

樂會系列活動的相關報導，有 2004 年 6 月 5 日，聯合報對於音樂會系列活動的記者

會內容報導，和 2004 年 6 月 11 日，聯合報對於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的舉行時間與音

樂會內容的相關宣傳。音樂晚會舉辦完的隔天，在 2004 年 6 月 13 日的聯合報裡，還

有報導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的內容與音樂會的場地佈置情況。2004 年龍潭鄉所舉辦

的「龍潭鄉第二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在 2004 年 12 月 15 日的聯合報裡，也有對音

樂會的宣傳報導，報導標題為「藝聞小耳朵─周六，鄧雨賢音樂會」，內容提到音樂

會所舉辦的時間、地點，與將在音樂會演出的表演者與團體的宣傳。音樂會的隔天，

2004 年 12 月 19 日，聯合報也有對來音樂會參與的知名人士，與音樂會相關內容作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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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芎林鄉的「百年樂章四季紅─2005 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也

有一系列的宣傳與報導。有聯合報 2005 年 6 月 2 日的「鄉情─老風琴，『鄧雨賢老師』

彈過」，提及一系列紀念鄧雨賢活動的時間與舉辦內容，與介紹鄧雨賢所使用過的風

琴；聯合報 2005 年 6 月 6 日的「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活動，登場」，對將舉辦的音樂

會與展覽作時間地點的宣傳，也報導已經舉辦過的紀念系列活動的內容；聯合報 2005

年 6 月 8 日的「慶鄧雨賢百歲，風城致敬」，對有哪些紀念活動作介紹，包括活動內

容、表演者與演出團體、演出場地等。聯合報 2005 年 6 月 9 日的「鄧雨賢紀念郵票，

推出」，對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的時間、地點、活動主題做宣傳。 

2005 年的報紙宣傳，還有聯合報 2005 年 6 月 30 日的「鄧雨賢音樂會，別穿紅

衣」、聯合報 2005 年 7 月 3 日的「紀念鄧雨賢，孫輩扮曾祖父」、聯合報 2005 年 7

月 12 日的「許文龍，盼藝文促成兩岸和平」、聯合報 2005 年 7 月 16 日的「鄧雨賢，

紀念音樂會」、聯合報 2005 年 7 月 17 日的「鄧雨賢音樂會，輕啟時光廊」，與聯合報

2005 年 7 月 23 日的「紀念鄧雨賢，名琴揚起雨夜花」，都是 2005 年芎林鄉的鄧雨賢

百年誕辰紀念系列活動的宣傳報導。而龍潭鄉 2005 年的「鄧雨賢百年誕辰紀念」音

樂會，也有在報紙上宣傳。聯合報 2005 年 10 月 8 日的「鄧雨賢交響詩，俄羅斯愛樂

譜曲」，與聯合報 2005 年 10 月 10 日的「國慶來桃園，歡樂玩一天」，內容提到 2005

年為鄧雨賢的百年誕辰，邀請到俄羅斯愛樂交響樂團來台演出，紀念鄧雨賢，文中也

提到演出的時間與地點，歡迎大家前來共襄盛舉。 

2006 年芎林鄉的「2006 台積心築藝術季：鄧雨賢 101 歲誕辰戶外紀念音樂會」，

在聯合報 2006 年 6 月 9 日的「三校聯合演出國樂」報導中，有提到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的時間、地點、表演者與演出團體，邀請大家參與音樂會。2007 年龍潭鄉的「龍

潭鄉第四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在聯合報 2007 年 3 月 28 日的「盧孝治推廣故鄉音

樂」報導中，提到舉辦多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人─盧孝治的想法。2007 年芎

林鄉的「夜漫花雨─2007 新竹縣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家新曲推廣音樂會」，在聯

合報 2007 年 7 月 3 日的「紀念鄧雨賢，11 場歌舞音樂會」報導中，提到演出的時間、

地點、活動特色、活動內容等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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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芎林鄉的「雋永‧不朽─2008 鄧雨賢 103 歲誕辰紀念戶外音樂會暨客家

新曲頒獎」，在聯合報 2008 年 7 月 17 日的「鄧雨賢音樂會，客家山歌亮金嗓」報導

中，提到紀念音樂會的演出時間與地點，還有邀請到客家電視台所舉辦的「鬧熱打擂

台」歌唱比賽冠軍，演唱鄧雨賢姪孫女所作的「娘花」，「娘花」是得到 2008 年全國

最佳客家創新歌曲二等獎的作品。聯合報 2008 年 7 月 27 日的「鄧雨賢音樂會，木笛

敲響四季紅」報導中，提到音樂會的參與人士，與音樂會的演出內容、表演團體、表

演者等。2010 年芎林鄉的「2010 紀念鄧雨賢音樂系列活動─發現台灣客家情」，在聯

合報 2010 年 7 月 26 日的「舞動雨夜花，紀念鄧雨賢」報導中，提到音樂會的演出相

關內容。 

由上述報紙的報導可知，龍潭鄉與芎林鄉在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時，都會做

宣傳，邀請民眾參與紀念音樂會與相關活動。可見此紀念音樂會，不是只有兩地的居

民才知道的活動，而是把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推廣到全國，藉由推廣鄧雨賢音樂會的

同時，也推廣了龍潭鄉與芎林鄉這兩個客家庄的知名度。由於兩鄉的主辦單位不同，

龍潭鄉是民間主辦，芎林鄉是政府單位主辦，而且龍潭鄉是舉辦單一一場的紀念音樂

會，芎林鄉是舉辦一系列的相關活動，所以在宣傳的資源上會有所不同，也造成了兩

鄉宣傳量上的差異。但是對於音樂會，兩鄉都有做宣傳，雖然宣傳量不同，但還是可

以看出兩鄉希望大眾一起參與紀念音樂會的想法。 

 

二、演出團體： 

 

龍潭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演出團體每屆一定都會有合唱團演出，其他的表演節

目會有獨唱、重唱、室內樂、管弦樂團等，不管那一屆的代表人物或團體是誰，一定

都會有合唱團演出，而每屆的合唱團都一定會有龍潭當地的團體演出。芎林鄉因為主

辦單位為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關係，演出的團體非常廣，不只侷限於芎林鄉，新竹縣

內的藝文團體都可以參與過演出。參與演出的團體也非常多元，從流行歌手、搖滾樂

 98



團、爵士樂團，到國樂團，弦樂團、管樂團、管弦樂團，一般藝文社團如舞蹈等都有

參與演出，從藝術性的表演到非藝術性的表演全都涵蓋了。 

龍潭鄉與芎林鄉的在地合唱團，都是在當地成立的藝文團體，且至今成立的時間

都不算太短。時間最久的荷聲合唱團，成立至今已經 34 年了，芎林鄉石潭社區婦女

合唱團成立至今有 9 年，最年輕的龍潭望春風合唱團，成立至今也有 8 年。這三個合

唱團，團員大多都為在地人，其中以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和芎林鄉石潭社區婦女合唱

團，更是以在地居民為招生目標，希望當地的居民踴躍參與。荷聲合唱團的團員主要

是在核能研究所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工作的員工為主，但是他們也沒有限定一定要是員

工才可以參加，也開放外面的參與，所以也有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婦參加。 

這三個團都視鄧雨賢為鄉內的代表音樂家，也積極參與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鄉

內的合唱團也是社區總體營造的一環，一個鄉內有在地的藝文團體，可以提昇鄉鎮的

藝文氣息。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當初成立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提升龍潭鄉的文化，荷

聲合唱團，也希望可以在龍潭當地推動合唱文化，使合唱在龍潭深耕，使當地的音樂

風氣提升。芎林鄉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是當地的媽媽教室轉變而來，原本只是唱卡拉

OK 的社團活動，轉型之後成為藝文團體，也積極招募新團員，希望芎林鄉石潭社區

婦女合唱團可以更壯大，成為更專業的合唱團。 

根據筆者的口訪，龍潭鄉的龍潭望春風合唱團與荷聲合唱團，和芎林鄉的石潭社

區婦女合唱團，都認為鄧雨賢是當地代表人物，也認為可以藉由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

樂會，推動兩鄉的能見度。而且這三個合唱團都覺得，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除

了可以讓大眾認識鄧雨賢，還可以讓大眾知道鄧雨賢是這兩個鄉的代表，經由舉辦鄧

雨賢的紀念音樂會，提高兩鄉的曝光度，加深大家對於兩鄉的印象。進而帶動觀光產

業。 

龍潭鄉與芎林鄉的在地合唱團，尤其是龍潭鄉的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符合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的實施內容第二點，143這些在地的合唱團，平常都是

透過每個星期固定的練習時間進行交流，透過參與合唱團的訓練，凝聚社區居民之間

                                                 
143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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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心力。而參與合唱團活動的練習，也可以促進民眾生活品質的提升與心靈之間的

交流，加深對當地的情感。 

 

二、演出內容： 

 

龍潭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演出的內容絕大部分為鄧雨賢的樂曲，近幾年會加上

國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以用唱的歌曲為主，但是這些樂

曲還是算比較少數，主要還是鄧雨賢的作品為主。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演出

的內容基本上區別很大，因為很多都是一系列的活動，所以有純藝術的跟非藝術的演

出兩種。純藝術的演出會在演出的樂曲中穿插鄧雨賢的音樂，鄧雨賢的音樂比重不會

太重，而非藝術的如果是唱歌，唱到鄧雨賢的樂曲幾乎都是知名的「四‧月‧望‧雨」

為大宗，其餘的樂曲很多都不是鄧雨賢所作的。兩地如果有唱到客家歌詞的部份，都

是以演唱〈十八姑娘〉為主。 

龍潭鄉的音樂會演出內容，主題都圍繞在鄧雨賢上，選曲從一開始的「四‧月‧

望‧雨」漸漸增加，到現在有越來越多首鄧雨賢的歌曲被拿來演唱，演出的形式也很

多樣化。芎林鄉的音樂會，雖然主題也是鄧雨賢，但是芎林鄉近幾年的音樂會都跟客

家新曲頒獎結合在一起，除了要推廣鄧雨賢以外，還加上了客家。比較起來，龍潭鄉

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很單純的主打鄧雨賢和鄧雨賢的音樂，音樂會的選曲也都是以

鄧雨賢為主，可是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雖然一樣主打的是鄧雨賢，可是卻把

鄧雨賢跟客家連結在一起，第一天為鄧雨賢的音樂活動，第二天為客家音樂活動。由

此可看出，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主打的是鄧雨賢的客家血緣形象，而不是鄧

雨賢的音樂。 

龍潭鄉與芎林鄉的紀念音樂會，雖然主打的內容不同，可是音樂會本身的性質，

卻符合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目標第二點和第四點，144鄧雨賢

                                                 
144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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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龍潭鄉與芎林鄉的代表音樂家，但是一開始很多民眾都不知道。直到兩鄉開始舉辦

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才開始深入了解鄧雨賢的生平事蹟，也進一步的認為鄧雨賢為

兩鄉的代表音樂家。鄧雨賢與其音樂，是屬於兩鄉的文化，藉由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

的舉辦，可以帶動兩鄉的文化觀光。 

 

第四節  音樂會與兩地之關連與影響 

 

一、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兩地的關聯與影響： 

 

1.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兩地的關聯與影響： 

 

一直以來龍潭鄉與芎林鄉皆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兩地也都積極爭取興

建鄧雨賢紀念館，時至今日，龍潭鄉當地有桃園縣客家文化館，在文化館裡面有鄧雨

賢音樂館，展出鄧雨賢的生平、作品、手稿等相關文物，而芎林一直說要蓋鄧雨賢紀

念館，當初規劃要蓋的是鄧雨賢音樂文化紀念園區，裡頭包含了鄧雨賢的紀念館，可

是至今，還是只有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並沒有紀念館。 

有沒有紀念館都不影響兩地的演出，當初龍潭沒有客家文化館時，紀念鄧雨賢音

樂會是在當地的大禮堂所舉辦。自從有了客家文化館之後，音樂會的演出品質更佳。

因為龍潭鄉在規劃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時候，是以正式音樂會來規劃的，演出的形式

也都是藝術性高的音樂會形式，所以有了客家文化館之後，移師到客家文化館的演藝

廳裡演出，剛好與規劃的演出形式一樣，所以有了客家文化館之後，鄧雨賢有一個專

門的展覽地方，而紀念音樂會也有表演的場所。 

龍潭鄉一開始是因為要唱鄧雨賢的歌，所以在當地成立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希

望藉由合唱團的成立，可以讓更多人來唱鄧雨賢的歌曲，藉由傳唱鄧雨賢的歌曲，弘

揚鄧雨賢的音樂。龍潭望春風合唱團成立之後，就由這個合唱團來主辦紀念鄧雨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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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會。鄧雨賢是龍潭人，〈望春風〉又是鄧雨賢最著名的歌曲，所以由龍潭望春風合

唱團主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最適合的。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一部分原因也是要把龍潭鄉打造為音樂之鄉，

更進一步成為藝術之鄉，所以在龍潭鄉成立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代表了兩個意義，一為鄧雨賢，〈望春風〉為鄧雨賢的名曲；二為龍潭，在龍潭成立

合唱團，參與的民眾都是當地的居民，可以促進鄉內居民的交流，更可以藉由練習合

唱，提升鄉內的文化涵養。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有異曲同工之妙，去參與音樂會的

聽眾都是當地人，當遇到耳熟能詳的歌曲時，雖然是正式音樂會的演出形式，但是觀

眾還是會不由自主的跟著歌曲一起小聲哼唱，台上在表演，台下跟著附和。依據觀眾

的反應以及參與度來看，可見龍潭鄉對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支持的。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每次音樂會演出時，場場都客滿，根據筆者的訪談，

龍潭鄉鄉民對於出席音樂會是非常踴躍的。音樂會演出時，都會請主持人，主持人都

是客家人，都會講客家話，主持時也會用客家話來介紹。出席的觀眾，幾乎都是龍潭

鄉的居民，根據筆者的訪談，因為有同鄉的情誼，所以要支持鄧雨賢的音樂會，也因

此每次觀眾的出席都非常踴躍。而龍潭當地的知名人士也都會出席，上台演講時也都

是講客家話。 

根據筆者訪問龍潭望春風唱團的指揮張源臺，145說到由於鄧雨賢的歌曲都是閩南

語歌詞，所以要用鄧雨賢的音樂帶動客家音樂，就要把鄧雨賢的樂曲，重新填上客家

歌詞來演唱。這樣不但在龍潭當地的觀眾可以清楚了解歌詞的內容，還可以帶動客語

歌曲的新方向，客家歌曲應該要朝新的方向發展，而不是還圍繞在傳統的老山歌、山

歌子、小調、平板等。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指揮張源臺認為，把鄧雨賢的樂曲，重新

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是用既有的旋律，用不同的歌詞來詮釋。歌曲的旋律是為大家

所熟悉的，但是配上不同語言的歌詞，卻會有完全不同的感受，是另一種創作客家歌

曲的方向。 

芎林鄉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主要也是希望藉由紀念音樂會的活動來造鄉，芎

                                                 
145 同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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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鄉雖然沒有為了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而成立合唱團或是其他的演出團體，但是芎

林鄉參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參與度是非常高的，可以說是全鄉都來參加了。首先，

芎林鄉的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就在芎林鄉內的主要道路上，附近就是芎林鄉的居住

地，同時也是芎林鄉最熱鬧的地方。芎林鄉的公家機關也都在附近，可以說鄧雨賢音

樂紀念公園就鄰近芎林鄉的中心地帶。 

因此當音樂會舉辦的時候，芎林鄉的居民都是攜家帶眷散步過來看音樂會的演

出。前面提到了，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是開放式的露天表演場所，所以音樂會的現場

不像在音樂廳那樣安靜，不可發出聲音。音樂會的表演場地由於是開放式的，所以觀

眾可以來來去去，但絕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從頭到尾聽完的，而且台上台下的互動頻

繁，主持人與表演者都會與台下互動，問一些有獎徵答的題目或是送獎品給台下的觀

眾，甚至演唱的歌手直接下台與觀眾一起演唱。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主辦單位為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所以舉辦的節目、

邀請的團體，都是由文化局來主導。因為芎林鄉為客家庄，所以文化局在不管是在編

排節目上或是邀請團體上，都會安插客家的元素。例如：2001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就把鄧雨賢的〈十八姑娘〉，重新填上客家歌詞，歌詞內容在描寫新竹的風情，

曲名就叫作〈新竹風情〉。另外還有一首〈鮮鮮河水〉，也是客家的歌詞。 

2004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一樣有演唱〈新竹風情〉和〈鮮鮮河水〉，這一年

的音樂會，鄧雨賢紀念公園落成，所以音樂晚會在芎林舉辦，表演的團體有芎林鄉內

的大華技術學院、芎林國中、芎林國小等。表演的節目除了唱客家歌曲以外，還有客

家舞蹈團客家歌手陳永淘等。2005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除了在芎林鄉內播放鄧

雨賢的影片外，還擺有鄧雨賢的展覽，展覽就在芎林鄉的文林閣。2005 年所舉辦的

活動，很多地點都在芎林鄉的知名景點。 

2006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音樂晚會跟戶外音樂會，在芎林鄉鄧雨賢紀念公

園舉辦，2008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演出的團體有當地的學校社團，與當地人，

而從今年開始，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跟客家新曲頒獎典禮結合在一起。2009 年，鄧雨

賢紀念音樂會，演出的團體很多為當地或是學校的社團，2010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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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演出團體所演出的樂曲跟新竹有關，而第二天的演出團體都是在地的藝文團體與

社團。2010 活動，還舉辦一系列的展覽與講座，就是客家人文獎座。展覽的地方著

有芎林鄉的景點，以及竹東的景點。 

芎林鄉一直希望能有鄧雨賢紀念館，現在雖然只有鄧雨賢的音樂紀念公園，可是

與當地民眾的結合度是很高的。以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來看，有沒有紀念館也不是

那麼重要了。 

由上述的各項觀察可知，龍潭鄉的紀念音樂會是以鄧雨賢為主，對當地所產生的

關聯與影響，是從鄧雨賢為出發點，在音樂會中加入各種客家音樂的元素，進而帶動

客家音樂的發展。芎林鄉的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則是以客家為主，對當地所產生的關

聯與影響，是從客家為出發點，把鄧雨賢當作一個主題，用這個主題帶動客家音樂的

發展。從音樂的角度來看，兩鄉的紀念音樂會對於客家音樂的推動與發展，都有一定

的影響力。 

 

2.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對兩地的後續影響： 

 

追蹤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舉辦之後的後續影響，根據筆者的訪談資料，146

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對於龍潭鄉公所來說，是屬於當地藝文活動裡的一環。龍潭鄉並沒

有因為舉辦了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而對當地的音樂活動產生影響。龍潭鄉公所平時就有

辦理各種不同的藝文活動，再加上龍潭鄉鄉長葉發海於 2006 年上任之後，一直陸續

在暑假期間推動假日廣場。連合鄉內十六個社區發展協會，在暑假期間的每個星期六

與星期日下午五點半到六點半，在假日廣場都會邀請龍潭鄉當地的社團來表演。 

                                                

雖然龍潭鄉視鄧雨賢為鄉內的代表音樂家，是客家人，但是鄉公所在推廣鄧雨賢

或鄧雨賢音樂的方面，並沒有特別因為鄧雨賢是鄉內的代表音樂家而去做發展，也沒

有特別為辦理鄧雨賢的相關活動。鄉公所對當地音樂活動的舉辦是全面性的推動，並

沒有單獨針對一種來發展。紀念音樂會對於當地實際上所產生的影響，就只有在當地

 
146 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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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了望春風合唱團。因此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對於龍潭鄉來說，是屬於當地藝文活動

中的一環，龍潭鄉並沒有因為舉辦了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而對當地的原有的音樂活動

產生影響。 

追蹤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舉辦之後的後續影響，根據筆者的訪談資料，147

紀念音樂會舉辦完之後，在當地並沒有因此而成立一些音樂團體。受到紀念音樂會影

響的音樂團體，只有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合唱團於 2002 年成立，2003 年受邀參加

芎林鄉公所主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演唱「四‧月‧望‧雨」。石潭社區婦女合唱

團認為自己是芎林鄉唯一的合唱團，而鄧雨賢是當地的代表音樂家，所以鄧雨賢的紀

念音樂會活動應該要積極參與。 

                                                

對於芎林鄉來說，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最大的影響，是在當地建立了鄧雨賢音

樂文化公園。公園落成之後，除了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以外，芎林鄉公所也會在公

園辦理各項音樂活動或是藝文活動。不只是鄉公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也會在鄧雨賢

音樂文化公園辦理較大型的活動，像是放映電影等一些藝文相關活動。這些活動都是

公園蓋好之後舉辦的，之前芎林鄉沒有紀念公園時也會在鄉內辦理一些活動，但是因

為場地不夠大，沒有辦法舉辦全鄉性的活動，有了紀念公園之後，才有辦法舉行全鄉

性的活動，這可以說是因為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才產生的影響。 

芎林鄉與龍潭鄉一樣，雖然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但是鄉公所在推廣鄧

雨賢或鄧雨賢音樂的方面與龍潭鄉一樣，並沒有另外為鄧雨賢辦理其他的藝文活動。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主要還是由文化局主辦，鄉公所協辦。在鄉內所舉辦的鄧雨賢其他

相關活動，也是配合文化局辦理的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而且公園還在申請擴建，目

前在規劃整個鄧雨賢紀念公園，在未來的規劃裡，希望能夠帶動地方的文化工作者的

發展。 

由上述可知，從政策面來看，雖然兩鄉都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但是兩

鄉的鄉公所都沒有把鄧雨賢當作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特色。兩鄉的鄉公所對於鄧雨賢

音樂的推廣皆是被動的，關於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及其相關活動，龍潭鄉是由民間單

 
147 同註 62。 

 105



位來發起舉辦，芎林鄉則是由縣政府文化局來主導。也因此在規劃鄧雨賢的相關活動

上，兩鄉的差異性很大。由於兩鄉鄉公所的政策，紀念音樂會舉辦之後，也沒有因為

紀念音樂會而成立官方的音樂團體，或推動鄉內的音樂發展。 

從音樂方面的影響來看，龍潭鄉因為紀念音樂會成立了合唱團，芎林鄉雖然沒有

因此而成立合唱團，但是當地的合唱團還是有受到紀念音樂會的影響。芎林鄉當地的

石潭婦女合唱團認為，鄧雨賢是鄉的代表音樂家，合唱團是鄉內的一份子，因此積極

參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表演，為了表演，平時就有練唱鄧雨賢的歌曲。雖然龍潭鄉

有因此成立合唱團，但是龍潭鄉本身就有很多不同種類的音樂團體，成立合唱團對龍

潭的影響只是一小部份，對於整個鄉的音樂發展並沒有影響力。所以從音樂活動執行

之後對於兩鄉的社區總體營造來看，紀念音樂會對兩鄉的影響不大。 

從硬體建設方面來看，龍潭鄉雖然有鄧雨賢音樂館，但是鄧雨賢音樂館是桃園縣

客家文化館的一部份。桃園縣客家文化館裡設有音樂廳，平常音樂廳就會舉辦各類型

的音樂會，但是這些音樂會與鄧雨賢沒有直接的關連性，有關連的只是鄧雨賢音樂館

與音樂廳在同一個地點，都是隸屬於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一部份。芎林鄉是因為鄧雨

賢建立了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公園落成之後紀念音樂會就開始移到芎林鄉來舉行。

除了舉辦紀念音樂會，鄉公所與文化局也會利用公園來舉辦各種不同的音樂活動或是

藝文活動，推動芎林鄉的藝文發展。對於芎林鄉來說，建立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對於

當地的發展，是成功的。 

關於當地音樂會的演出，龍潭鄉原本就有其他的音樂演出場地，鄧雨賢紀念館與

音樂會的演出無直接相關性。而芎林鄉則是原本沒有較大型的演出場地，因為有了鄧

雨賢音樂文化公園，才開始舉辦紀念音樂會及各項活動。所以從硬體建設方面來看社

區總體營造，龍潭鄉是不成功的，芎林鄉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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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客家形象的關連性： 

 

龍潭鄉與芎林鄉兩地都是客家庄，都有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兩地也都希望

藉由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來打造屬於自己家鄉的文化特色。以建構論的觀點出發，

究竟兩地如何運用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來塑造客家的形象？兩地希望塑造何種客家形

象？是筆者接下來要討論的部份。 

提到客家音樂，大部分的人都會聯想到客家山歌，例如：老山歌、山歌仔、平板、

小調等，但是龍潭和芎林兩地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演出，卻打破了一般人對於客家

音樂既有的刻板印象。以下筆者將從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的演出曲目、類別與風格

等，來看兩地的客家音樂的特色與其所形塑的新形象。 

 

1.龍潭鄉： 

 

龍潭鄉所舉辦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都是以正式音樂會的形式舉辦，在正式的音

樂廳裡演出。由此可以看出，龍潭鄉所舉辦的紀念音樂會，是把鄧雨賢的音樂，以藝

術化的形式來表演，以提升音樂的藝術水準。 

在龍潭鄉第一屆紀念鄧雨賢的音樂會中，把鄧雨賢的知名樂曲─〈望春風〉和〈雨

夜花〉，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填詞者為客籍作家鍾肇政。〈雨夜花〉的客語歌詞

內容主要在敘述遊子的心情，寫出遊子思念家人與在外地的心情寫照，歌詞參閱 41

頁。而〈望春風〉的客語版本，鍾肇政把樂曲標題改為〈春天來咧〉，客語歌詞參閱

42 頁。〈春天來咧〉歌詞中提到客家的傳統精神，有吃苦、耐勞、節儉，與客家的硬

頸精神。提醒大家不要忘記這些傳統的客家精神，讓客家精神可以永久流傳下去。 

第二屆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只有演唱了鍾肇政填詞的〈望春風〉客語版本─

〈春天來咧〉，一樣在宣揚客家的傳統精神。在第三屆的紀念音樂會中，〈望春風〉和

〈雨夜花〉的客語版本都沒有演唱了，演唱的是〈姑娘十八一朵花〉的客語版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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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宇威作詞。歌詞參閱 53 頁。歌詞內容與台語、國語版本相近，都是在講十八歲的

姑娘長的非常漂亮，大家都想追求。原版為日語版本，之後被重新填上台語與國語歌

詞來演唱，客語版本的歌詞是根據國語版本來寫的。 

第四屆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除了演唱〈十八姑娘〉的客語版本，還有演唱客

家民謠〈天公落水〉，與客家傳統小調〈桃花開〉。從這一屆開始，演唱的客家歌曲變

多了，客家元素也開始慢慢的放進音樂會的表演中。〈天公落水〉是一首很有名的客

家民謠，內容有提到客家的斗笠。〈桃花開〉為客家的情歌，此曲的歌詞具有濃烈的

客家傳統精神，客家情歌都是開朗大方，情感濃烈的。 

第五屆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演唱了鄧雨賢的〈十八姑娘〉和〈月昇鼓浪嶼〉

的客語版本，〈月昇鼓浪嶼〉由張源臺重新作詞，歌曲名稱為〈月光華華〉，歌詞內容

與客家情歌相近，歌詞參閱 55 頁。 

第五屆除了演唱鄧雨賢歌曲的客語版本外，還有演唱客家民謠〈思戀歌〉和〈撐

船調〉，〈思戀歌〉為客家山歌，歌詞內容是情歌。另外還有把客家的傳統歌謠〈天公

落水〉、〈賣酒歌〉與山歌仔，重新編寫成室內樂曲用器樂來演奏。音樂會中還有一首

李哲藝作曲的〈「客來詩樂」古典隨想〉，是結合了客家音樂與古典音樂元素的樂曲。 

第六屆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演唱了鄧雨賢的〈十八姑娘〉、〈月光華華〉和〈媽

媽我也真勇健〉客語版本。〈媽媽我也真勇健〉原為日語歌詞，後來改為國語歌詞，

客語歌詞由張源臺重新作詞，歌曲名稱為〈蓬萊寶島〉，歌詞內容描述台灣的風景、

氣候，與台灣盛產水果、蓬萊米等，是一個好地方。另外還有客家民謠〈古韻新唱〉，

旋律利用傳統的客家小調，配上描寫客家庄的歌詞，歌詞內容提到桃園與龍潭，要大

家愛自己的家鄉，也有描寫龍潭的著名景點。 

第六屆的音樂會中，還有演唱了客家流行歌曲〈客家鄉〉、〈糖ㄅㄅ〉、〈春水〉與

〈客家本色〉。〈客家鄉〉歌詞內容在描寫客家人來台後，如何克苦耐勞、勤儉、打拼，

把台灣變為自己的故鄉。〈糖ㄅㄅ〉與〈春水〉都由陳永淘作詞作曲，〈糖ㄅㄅ〉內容

在描寫蒲公英，〈春水〉內容在描寫客家老人種田、插秧、播種的情形。〈客家本色〉

為客家的代表歌曲，由塗敏恆作詞作曲，內容描寫客家人來台，從無到有的打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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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節儉度日。 

第七屆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中，演唱了鄧雨賢的〈十八姑娘〉客語版本，還有客

家流行歌曲〈花樹下〉和〈春水〉，與客家傳統小調〈挑擔歌〉。〈花樹下〉為古秀如

作詞，謝宇威作曲，「花樹下」原為美濃的一處地名，歌詞內容在描述製作客家藍衫

的老師傅。〈挑擔歌〉又稱為羅東調，內容描述客家人早期的生活。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有很大一部分是把鄧雨賢的樂

曲重新填上客語歌詞來演唱。音樂會中包含了傳統的客家民謠、客家小調、客家流行

歌曲，和把歌曲重新填上客語歌詞來演唱。而重新填上客語歌詞來演唱的，都是以鄧

雨賢的樂曲來填詞，可見是要藉由鄧雨賢的音樂，來推廣客家，創造新的客家音樂寫

作手法。 

根據筆者訪問龍潭望春風唱團的指揮張源臺，148他說到由於鄧雨賢的歌曲都是閩

南語歌詞，所以要用鄧雨賢的音樂來帶動客家音樂，就要把鄧雨賢的樂曲，重新填上

客語歌詞來演唱。因為龍潭當地幾乎都是客家人，149演唱台語歌曲當地人會不了解歌

詞的內容，但是把歌詞重新填上客語歌詞，這樣不但龍潭當地的觀眾可以清楚了解歌

詞的內容，還可以帶動客家音樂的新方向。 

張源臺認為，客家歌曲應該要朝新的方向發展，而不是還圍繞在傳統的老山歌、

山歌子、小調、平板等。把鄧雨賢的樂曲，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是用既有的旋

律，以不同的歌詞來詮釋。歌曲的旋律是為大家所熟悉的，但是配上不同語言的歌詞，

卻會有完全不同的感受，是另一種創作客家歌曲的新方向。 

可見龍潭鄉想要表現的客家新形象，是以鄧雨賢的音樂為基礎，重新填上客家歌

詞，歌詞中包括了客家的傳統精神，有吃苦耐勞、辛勤工作、勤儉與硬頸的精神，還

有填上以客家山歌來表現情歌的客家情歌歌詞，用鄧雨賢的音樂去突破傳統的客家音

樂概念，而且是以藝術化的表現方式，是想把客家音樂推往藝術化的走向，提升客家

音樂的水平。 

                                                 
148 同註 117。 
149 根據第一章龍潭鄉客家人口比例表顯示，龍潭鄉的客家人口數大約是全鄉的六成，事實上龍潭當

地不全為客家人，與張源臺的說法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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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芎林鄉： 

 

芎林鄉所舉辦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都是一系列的紀念活動，活動中有各種形式

的音樂會，有正式的音樂會，也有戶外的露天音樂會。除了音樂會以外，還有搭配展

覽與研討會等活動。2001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音樂會是在文化局演藝

廳舉行，音樂會中的客家元素有，請陳永淘把鄧雨賢的〈十八姑娘〉，重新填上客語

歌詞成為〈新竹風情〉來演唱。歌詞內容如下： 

 

九降風北方吹過來唷，吹過來，北埔介石柿仔紅噹噹了唷，紅噹噹， 

竹東介阿妹會打扮啊，會打扮，芎林介細妹，芎林細妹，靚阿旦。 

哈啊～芎林細妹，靚阿旦，靚阿旦。 

火車對湖口駛過來唷，駛過來，細船佇紅毛港，停下來唷，停下來， 

寶山介月華，峨眉來唷，水上來，橫山介風情，五峰山水，尖石來。 

哈啊～內灣細火車，慢慢開，慢慢來。 

鳳山溪遠遠流過來唷，流過來，關西介茶花為你香啊，為你開， 

新埔介粄條人人愛啊，人人愛，六家介花鼓，打到竹北，心花開。 

哈啊～六家花鼓，心花開，心花開。 

 

歌詞內容涵蓋了新竹縣所有的地方與當地的名產，把新竹縣的風光都描寫進去

了。另外還有一首陳永淘作詞作曲的作品〈鮮鮮河水〉，也是用客語來演唱的歌詞，

歌詞內容在描寫居民在河邊生活的情景。 

2004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也演唱了〈新竹風情〉與〈鮮鮮河水〉，

還有謝宇威重新填詞的〈十八姑娘〉。2004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晚會是在戶外演出，

場地是在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的露天廣場表演，晚會中邀請了客籍歌手謝宇威來演

唱。除了音樂以外，還有新竹客家舞蹈團的演出。2005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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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一系列的活動，包含室內與戶外的音樂會、音樂劇、展覽、研討會等，活動

中的客家元素有參訪芎林鄉內與鄧雨賢相關的地點、邀請到客籍歌手許景淳與謝宇威

演唱，演唱的歌曲除了有鄧雨賢的〈十八姑娘〉客語版本，還有陳永淘把鄧雨賢所譜

寫的〈芎林小唄〉改寫成國語及客語歌詞來演唱。 

2006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演出的場地開始都為戶外的露天音樂

會。音樂會中的客家元素，為邀請到客籍歌手許景淳演唱。2007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系列活動，開始跟客家新曲結合在一起，把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與客

家新曲推廣音樂會做連結。新竹縣長鄭永金於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的記者會中提到，

因為鄧雨賢為客籍音樂家，所以希望可以一方面緬懷並肯定鄧雨賢非凡的音樂成就，

另一方面也希望有更多優秀的音樂人才投入音樂創作的領域，延續客家音樂的創作。

所以今年的鄧雨賢紀念活動，結合了客家新曲的推廣活動。希望帶給大家全新的感

受，體會客家音樂的蛻變與成長。150從 2007 年之後，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都與客家

新曲頒獎一起舉辦。 

2008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是與客家新曲頒獎結合在一起。客家新

曲的比賽有客家歌曲創作與歌詞創作兩種。2008 年客家歌曲創作的得獎作品有〈娘

花〉、〈迎春接福〉、〈藤纏樹〉、〈戴了笠嫲莫擎遮〉、〈人情味香又濃〉與〈奈久才會見

到你〉。歌詞創作有〈農耕〉、〈新竹三寶〉、〈相思花樹遍台灣〉、〈日夜想〉、〈春夏秋

冬〉、〈四季遊料〉、〈客家山歌愛流傳〉與〈野薑花開〉。歌曲創作的方向都與客家有

關，像〈娘花〉是描寫傳統的客家婦女、〈戴了笠嫲莫擎遮〉有客家的斗笠、〈農耕〉

描寫客家種田的情形、〈春夏秋冬〉介紹新竹的美景與特產等，都與客家有關。 

2009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雖然沒有與客家新曲作結合，但是活動

中也包含有客家的元素。有新竹縣客家舞蹈團的表演與客籍歌手陳永淘的演唱等。

2010 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系列活動，標題直接命名為「發現台灣客家情」。音樂會

                                                 
150 新竹縣政府新聞，〈鄧雨賢紀念系列活動暨客家新曲獎推廣音樂會活動〉，新竹縣政府，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6_mseeage/news/detail.asp?id=200707020006&key=%E5%AE%A
2%E5%AE%B6%E6%96%B0%E6%9B%B2&sd=&ed=&SUnit=&Sclass=&rad=2 (檢索於

2011/06/01)。 

 111



中除了與客家新曲頒獎結合在一起，還有客家人文講座。音樂會中的客家元素，有室

內樂演出描寫客家風景的樂曲，與請到客籍歌手羅時豐演唱。第二天的客家新曲頒獎

音樂會，客家歌曲創作的得獎作品有〈好得阿爸〉、〈蓮蓬〉、〈釣魚哥〉、〈牛欄肚該棚

戲〉與〈賣雜細〉。歌詞創作有〈桐花思想起〉、〈詩情畫意个客家花〉、〈懷念故鄉〉、

〈桐花〉、〈桐花頌〉、〈竹東天穿日〉、〈維揚義民〉、〈結親〉與〈見物思親〉。創作的

歌曲內容都與客家有關，還有近幾年成為代表客家的花─「桐花」。151 

由於客家桐花祭的興起，桐花成為了代表客家的新形象，是新產生的客家意象。

客家新曲的創作，由與此意象的產生，使得創作者都以桐花為題材來譜寫歌曲，不管

是歌詞還是歌曲的創作，都與桐花做連結，描寫桐花的歌曲成為新的客家歌曲的創作

目標，因此可以發現有很多創作者都以桐花為主題來寫作。客家新曲頒獎還邀請到得

到金曲獎的客家創作歌手曾雅君現場演唱。 

從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一路觀察下來，可以發現，芎林鄉從一開始的紀念

音樂會，就開始把鄧雨賢與客家做結合。把鄧雨賢的音樂重新填上客家歌詞，歌詞的

內容是描寫新竹的風情；每一年的音樂會都會邀請客籍的歌手來演唱；從 2007 年開

始與客家新曲結合在一起等。由此可知，芎林鄉不只主打鄧雨賢，還把鄧雨賢與客家

做連結。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把鄧雨賢的血緣與客家做連結，因為鄧雨賢

是客家人，所以希望藉由鄧雨賢來推廣客家音樂，使客家音樂有更多不同的創新與發

展。 

芎林鄉的紀念音樂會演出形式，從室內走向戶外，從精緻音樂走向大眾化，因此，

芎林鄉希望帶給大眾容易接受的音樂，讓更多人可以接觸。音樂會中客家音樂的創作

                                                 
151 客家桐花祭是近幾年興起的客家活動，桐花祭成為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桐花也成為代表客家的

新形象。由於油桐樹大多生長在丘陵與山坡地，而台灣的客家人因為較慢遷徙至台灣，居住地多

在平原與高山之間的山丘地，與油桐樹生長的地理環境相同。而且早期客家人以撿拾油桐子維生，

所以油桐和早期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的經濟生活緊密相連。台灣北半島的客家人以山林生活居多，

也可以說北半島的客家文化就是山林文化。因此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2 年策劃了客家桐花祭的

活動，以崇敬山林的祭典安排，讓大家親近客家人文，體驗客家庄的生活。客家桐花祭由一開始

的藝文活動，之後開始打造景點，最後加入客家產業。先把桐花與客家做連結，之後開始修建各

地的賞桐步道與景點，最後帶入客家的創意產業。把桐花變成意念商品，創作歌曲、舞蹈、音樂

等，讓桐花與客庄緊密結合。廖美玲，《用故事打造節慶品牌的客家桐花祭之研究》(台北：國立台

北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EMBA 在職進修專班，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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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以鄧雨賢的音樂新填上客家歌詞、客家流行歌曲、用傳統的客家歌謠創作新的

歌詞，與全新創作的客家歌曲。其中以客家流行歌曲、用傳統的客家歌謠創作新的歌

詞，與全新創作的客家歌曲這三項為最多。可見芎林鄉所推廣的客家，為大眾化的客

家音樂，創作的元素皆以客家為主，包含客家的風情、食物、精神等，讓客家音樂有

更多元的發展。 

觀察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結合的客家新曲比賽，可以發現客家新曲比賽培養了一

群致力於客家新曲的創作人與發表人。以連續多屆得獎的申梅蘭為例，申梅蘭為桃園

縣客家文化歌謠協會理事長，平時致力於客家山歌與客家歌謠的教學、演唱，2003

年因為開始投入客家歌曲的創作。創新歌曲與創新山歌詞兩種都有創作，也都有得

獎。可見參與客家新曲比賽的投稿者，平時就致力於推廣客家歌曲的演唱，包括傳統

的山歌與新式的客家歌曲。 

鄧雨賢的音樂會結合客家新曲比賽，在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中，把鄧雨賢的音樂

填上客家歌詞，與客家新曲中創新山歌詞的創作是相同的，都是以現有的音樂重新填

上新的歌詞。另外在鄧雨賢的音樂會中，會演唱客家流行歌曲，與客家新曲的創作相

同，都是新創的客家音樂。這兩種都是新的客家音樂的創作方式。 

 

第五節  小結 

 

龍潭鄉與芎林鄉兩地皆視鄧雨賢為代表音樂家，也都各自有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但是因為主辦單位的不同，所以舉辦出來的音樂會形式也完全不同。一邊是藝術

性較高，在正式場地裡演出的音樂會，一邊是非藝術性質的，在戶外演出的音樂會，

參閱附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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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龍潭鄉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比較 

龍潭鄉 芎林鄉 
2003 年開始舉辦第一屆 2001 年開始舉辦 
主辦單位：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桃園愛樂管絃樂團 
主辦人：盧孝治 
第六屆：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張源臺 
民間策劃主辦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議會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芎林鄉公所 
承辦人員：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政府策劃主辦 

音樂會的形式舉辦，是單純的音樂會活

動。 
系列活動的方式舉辦，除了音樂會，還有

展覽、研討會、講座等活動。 
演出場地：室內 
          正式的音樂廳 

演出場地：室內與戶外 
          正式的音樂廳、廣場、公園 

音樂會以演唱方式為主 多元化的表演方式 
演出內容：鄧雨賢的樂曲為主 演出內容：鄧雨賢的樂曲只有四月望雨 
演出曲目：純鄧雨賢的歌曲 
          其它歌曲(國語、客語、其他)
          鄧雨賢的歌曲不侷限於知名

的樂曲 

演出曲目：鄧雨賢的歌曲搭配其他的樂曲

         演唱鄧雨賢的歌曲主要為

〈四‧月‧望‧雨〉 

演出團體：代表人物或團體 
          聲樂家 
          室內樂團 
          管絃樂團 
          合唱團：當地、邀請 

演出團體：新竹縣內藝文團體 
          流行歌手 
          各類樂團 
          社團 
          合唱團：當地、邀請 

每屆都有主要的演出代表人物或團體(第
六屆例外) 

邀請藝人、管弦樂團、演講者等 

成立望春風合唱團  
當地合唱團：龍潭望春風合唱團 
            荷聲合唱團 

當地社團：大華技術學院社團 
當地合唱團：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 

鄧雨賢的樂曲演唱客語版本： 
〈雨夜花〉、〈望春風〉、〈十八姑娘〉、〈月

光華華〉。 

鄧雨賢的樂曲演唱客語版本： 
〈新竹風情(十八姑娘)〉、〈十八姑娘〉。 

 與客家新曲做結合 
報紙宣傳內容：音樂會相關宣傳、音樂會

內容 
報紙宣傳內容：音樂會相關宣傳、記者會

內容、音樂會內容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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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邊的演出性質雖然不同，但是兩鄉的居民參與度卻是都很高的。根據筆者親自

參與的音樂會場次，基本上都是滿座的狀況，可見兩地的居民對於舉辦紀念音樂會是

很感興趣的，對於活動的參與也是很熱情的。從音樂的角度來看，兩鄉的紀念音樂會

對於客家音樂的推動與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力。 

從政府的政策面來看，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不管是在龍潭鄉還是芎林鄉，都符合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的實施內容第二點，152兩地都認定鄧雨賢為當

地的代表人物，也都為鄧雨賢舉辦了很多相關的紀念活動，有紀念音樂會與展覽等，

這些活動可以加深兩地居民對鄧雨賢的認識，強化鄧雨賢與當地的連結，還可以讓當

地居民對於自己的鄉有更深一層體認。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也符合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內容第三點，153以鄧雨賢來激發在地的認同情感。因為鄧雨

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使大家知道鄧雨賢在龍潭出生、芎林過世，是客家人，對於鄧

雨賢與兩鄉的社區總體營造來看，是成功的。 

但是兩鄉的鄉公所對於鄧雨賢音樂的推廣是被動的。因此，紀念音樂會舉辦之

後，並沒有因為紀念音樂會而成立官方的音樂團體。所以以地方鄉公所的立場，他們

並不主動主導推廣鄧雨賢的音樂，與政府政策的宣稱有相當的落差，從此角度觀察，

紀念音樂會對兩鄉的影響不大。 

從音樂面來看，兩地對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與客家各有不同程度的連結。龍潭

鄉是以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為主，在音樂會的演出中安插客家的元素，整體音樂會還是

以鄧雨賢為主要推廣對象。而芎林鄉是以客家為出發點，用鄧雨賢的所屬族群與客家

的關係，主要是希望推廣客家音樂。而兩地對新的客家歌曲各有不同的看法。龍潭鄉

是以鄧雨賢為出發點，利用鄧雨賢的音樂來創作客家歌曲，希望把客家歌曲藝術化。

芎林鄉則是鼓勵全新的創作，包含傳統的客家山歌、小調等重新創作歌詞，賦予傳統

歌謠新生命，還有全新作的客家歌曲、與客家流行歌曲等，讓客家音樂有多元化的發

展。 

                                                 
152 同註 121。 
153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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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地的音樂會與客家的連結是新的客家音樂創作方法，各種元素都可以成為創作

客家音樂的素材，語言也是其中的一種。兩地在推廣鄧雨賢的音樂以及客家音樂來

看，從音樂會的演出來看是成功的，以音樂會的演出來形塑客家音樂的形象也是成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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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兩邊的音樂會開始的時

間雖然不同，但是時間點是很近的，兩邊的音樂會所舉辦的次數也差不多。不同的地

方在於，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由民間發起，民間團體主辦的，而芎林鄉的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由政府發起，政府單位主辦。雖然兩邊都是客家庄，但是因為

主辦單位的不同，兩地所呈現的紀念音樂會形式也會有所不同。下文將就兩地音樂會

的異同進行探討與總結: 

 

一、兩地皆視鄧雨賢為當地代表的音樂家： 

 

如前文所述，兩地皆視鄧雨賢為當地的代表音樂家，還都為鄧雨賢蓋了紀念館與

紀念公園。龍潭鄉的鄧雨賢音樂館，與芎林鄉的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都是以「地方

文化生活圈」區域發展的概念為出發，希望由社區總體營造的擴大與深化，透過空間

整理與地方人士共同經營之方式，可以強化當地居民的互動，提升生活環境與藝文的

品質。希望藉由鄧雨賢，凝聚鄉內的共識，營造出屬於自己鄉的文化特色。 

在龍潭鄉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節目單與宣傳單中，都把鄧雨賢定位為

「台灣歌謠之父」。龍潭鄉在 2005 年第三屆的節目單裡，主辦人盧孝治把鄧雨賢比

擬為「台灣的佛斯特」，2007 年第四屆的節目單裡，開始把鄧雨賢稱為「台灣歌謠

之父」。芎林鄉在 2004 年的音樂會系列活動手冊中，開始稱鄧雨賢為「台灣歌謠之

父」，之後每一年的宣傳介紹，都以「台灣歌謠之父」來稱呼鄧雨賢，2009 年紀念

音樂會的標題更直接命名為「2009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 104 歲誕辰紀念音樂會系

列活動」。 

莊永明在《台灣歌謠追想曲》書中認為，鄧雨賢的作品不能算是流行音樂，而是

具有時代意義與價值的藝術音樂，鄧雨賢是一位藝術家。溫賢吟在其論文《鄧雨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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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時代風格與意涵》中，提到鄧雨賢的作品對目前社會的影響，鄧雨賢被定位為「台

灣歌謠之父」，與美國歌謠之父「福斯特」齊名。筆者認為，鄧雨賢的音樂可以歷經

不同的時代流傳下來並且傳唱至今，鄧雨賢的作品也被編列在國小、國中、高中的音

樂教科書中，可見鄧雨賢的作品在台灣確有其地位及價值。 

龍潭與芎林都把鄧雨賢視為兩鄉的象徵，鄧雨賢與兩地的關係皆是以血緣來做連

結。兩鄉都是客家庄，鄧雨賢是客家人，鄧雨賢與客家因為血緣產生了關連性。從音

樂方面來看，傳統的客家音樂觀點是指語言聲調與音樂曲調結合，音樂是配合著歌詞

的語調行進的，音樂本身包含了語言的特性 客家音樂被創作者加入各種不同的元

素，任何形式的創作都可以被歸類為新的客家音樂，而語言與音樂的結合也就成為其

中一種創作客家音樂的方法。 

在兩鄉的紀念音樂會中，都有把鄧雨賢的音樂與客家音樂作結合。兩鄉都有把鄧

雨賢的音樂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也有演唱新創作的客家流行歌曲。在傳統客家

音樂方面，龍潭鄉有演唱客家小調與民謠，芎林鄉沒有。但是芎林鄉的音樂會與客家

新曲創作做結合，在音樂會中演唱新創作歌詞的客家山歌。龍潭鄉的紀念音樂會表演

同時做到了傳統與創新的客家音樂，而芎林鄉只有創新的部份，沒有傳統的客家音樂。 

從鄧雨賢的音樂來看，鄧雨賢的音樂本身就不是客家音樂，把鄧雨賢的音樂重新

填上客家歌詞來演唱，是另一種創作客家音樂的方式。以演出方式來看，龍潭鄉傾向

把鄧雨賢的音樂藝術化來演出，芎林鄉則是大眾化、藝術化皆有。兩鄉也都有演出翻

唱或是改寫的鄧雨賢的樂曲。上述這些創作與演出的方法，都是把鄧雨賢與客家音樂

作連結的各種方法，與使鄧雨賢的音樂有各種不同表演方式的演出方式。 

龍潭鄉對於鄧雨賢音樂的努力在於，演唱大家不熟悉或沒聽過的鄧雨賢的樂曲，

使觀眾認識鄧雨賢的其他作品，而不是只知道代表作。而對於鄧雨賢與客家音樂結合

的努力在於，讓客家音樂以藝術化的方式來呈現。龍潭鄉在演唱客家流行歌曲或客家

歌謠時，是以合唱或是美聲唱法的方式來呈現，也有把客家歌謠改編成室內樂來演

奏，讓客家音樂有不同的呈現方式。 

而芎林鄉對鄧雨賢的音樂，雖然幾乎都只演唱鄧雨賢的代表作品，但是紀念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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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搭配其他的活動，讓大家對鄧雨賢的生平及背景有更近一步的了解。關於客家音

樂的部份，芎林鄉則是致力於客家新曲的推動，希望藉由鄧雨賢，帶動客家音樂的創

作。對於客家音樂的創作類型則是多元化的，有客家流行歌曲的創作，也有傳統的山

歌詞創作。兩鄉對於客家音樂的推展，雖然是以完全不同的方式在努力，但是從建構

論的角度來看，兩鄉推廣客家音樂的方式，都是符合客家音樂的新發展。 

上述這些方法幾乎已經涵蓋了所有的創作與表演方式，後續還可以有怎樣的變

化？根據筆者的觀察，龍潭鄉的紀念音樂會 2010 年開始做不同的嘗試，就是把鄧雨

賢的代表作「四‧月‧望‧雨」，保留歌詞的部份，請人重新創作音樂的旋律，成為

〈新望春風〉、〈新月夜愁〉等歌曲。但筆者質疑這種創作方法可以說是鄧雨賢的樂

曲嗎？對於荷聲合唱團來說，這是另一種樂曲的詮釋方式。筆者認為，鄧雨賢的代表

作「四‧月‧望‧雨」所創作的是音樂，可是重新嘗試卻是把歌詞留下來，而把音樂

全部改掉，這樣作品已經完全不是鄧雨賢所創作的音樂了。 

 

二、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主辦單為民間團體，音樂會的演出的形式，是以正式

音樂會的方式來舉辦，演出場地皆為音樂廳。音樂會參與的觀眾以當地的居民為主，

因為要在當地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所以成立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龍潭原本就有

一個當地的合唱團，為荷聲合唱團。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在安排參與演出的團體時，每

屆一定都會安排當地的合唱團上台演出，演出的曲目編排以鄧雨賢的歌曲為主，表演

的形式以演唱為主。 

龍潭望春風合唱團的成立是希望可以提升龍潭鄉的文化水準，但是合唱團是屬於

小眾的團體，參與的民眾可以提昇自身的音樂水準，但是對於整個龍潭鄉來說，成效

似乎不大。而且龍潭鄉本身還有許多其他的藝文團體，因此成立合唱團對於整個鄉的

文化水準影響是有限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可讓大家更加認識鄧雨賢的音樂，

 119



知道鄧雨賢是客家人，在龍潭出生。但是紀念音樂會對於龍潭的音樂發展影響卻非常

有限，因為龍潭鄉並沒有就鄧雨賢的音樂特別做推廣，而龍潭鄉的紀念音樂會是民間

團體主辦，雖然演出都會邀請當地的藝文團體參與，但是音樂會的活動只有一天，能

參與的團體有限，所以對當地的音樂發展影響不大。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對於客家形象的營造，還是以血緣與語言為主。鄧雨賢

與客家的連結在於血緣，因為鄧雨賢是客家人。在語言方面，音樂會中邀請的主持人

都一定會講客家話，上台致詞者也都講客家話。音樂會的曲目會把鄧雨賢的音樂配上

客家歌詞來演唱，或是演唱客家流行歌曲、客家民謠。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對於客家形

象的營造，是以新的客家音樂創作方法來營造。 

 

三、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主辦單為政府單位，音樂會的演出的形式，是以戶

外音樂會的方式來舉辦，演出場地為露天廣場，參與音樂會的觀眾以當地的居民為

主。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在安排參與演出的團體時，是以多元化為考量，演出的曲目編

排，鄧雨賢的歌曲和客家歌曲都有，表演的形式多元化，包含了舞蹈、古典音樂、流

行歌曲等。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一系列的紀念活動，活動內容也非常多元，

有音樂會、展覽、研討會、講座等。 

芎林鄉自 2004 年鄧雨賢音樂紀念公園第一期施工完成後，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就

開始安排在紀念公園的露天廣場舉辦，可見雖然沒有鄧雨賢紀念館，只有紀念公園，

一樣可以舉行音樂會，一樣可以帶動芎林鄉的音樂文化發展。而且音樂會舉行的方

式，是以大眾化為出發點，更容易被大眾所接受。在演出中，台上的表演者都會與台

下的觀眾互動，帶動氣氛，使觀眾有參與感。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對當地最大的影響，就是建立了鄧雨賢音樂文化公

園。音樂文化公園的建立，使得芎林鄉有場地可以舉辦各種藝文活動，提升鄉內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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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氣息。在還沒有公園時，鄉內的活動都是各個村輪流舉辦。但是有了公園之後，就

可以舉辦全鄉性的活動，凝聚鄉內的情感。可見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對於芎林鄉的影

響，不是只有音樂會與系列活動的舉辦，在紀念音樂會活動結束之後，芎林鄉會舉辦

其他的活動，帶動鄉內的發展。 

 

四、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兩地的關係： 

 

在龍潭鄉與芎林鄉同時都包含：客庄、社區總體營造和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這三個

元素。兩鄉皆為客家庄，都有舉辦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也都以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

來打造自己的家鄉特色，希望藉由鄧雨賢的紀念音會來推動鄉內的發展。這三個元素

的比重關係，表面上對於兩鄉來說好像都是一樣的，但是經過筆者的比較之後，以紀

念音樂會來看，龍潭鄉只具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社區總體營造這兩個元素，客庄這

一個元素在龍潭鄉是完全沒有提到的。而芎林鄉則同時具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社區

總體營造和客庄這三個元素，三者在兩個地區的比重與先後排列順序是不太一樣的。 

 

1.從紀念音樂會本身來看： 

 

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為單純的音樂會形式，演出方式為正式的音樂會，並

且在正式的音樂廳場地進行演出。是把鄧雨賢的音樂藝術化來呈現，提升鄧雨賢音樂

的地位，再藉由鄧雨賢的音樂，改造客家音樂的新形象。而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活動就非常多元化，表演的場地包含室內與戶外兩種，最後由室內的表演場所走

向戶外的場地來進行演出，演出的方式除了演唱、還有舞蹈表演、器樂表演等，是以

多元化的方式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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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社區總體營造來看： 

 

龍潭鄉與芎林鄉都同時用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來營造自己家鄉的文化特色。龍潭

鄉為了紀念鄧雨賢，蓋了鄧雨賢音樂館，館內展覽了鄧雨賢的生平創作、手稿、照片、

音樂等鄧雨賢的相關文物。而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舉辦，也為龍潭鄉多成立了一個在

地的合唱團，提升鄉內的音樂風氣。芎林鄉為了紀念鄧雨賢，蓋了鄧雨賢音樂文化公

園，公園內有鄧雨賢的照片與手稿展示，也成為當地的音樂會舉辦場地。雖然為露天

的表演場所，但是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可以用多元化的方式來舉辦，讓大眾

更容易接受。 

從硬體建設的角度來看社區總體營造，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原本都是在活

動中心或是禮堂來舉辦。桃園縣客家文化館落成之後，龍潭鄉有了正式的音樂廳，紀

念音樂會也開始在客家文化館的音樂廳演出。以音樂演出的環境來看，龍潭鄉的演出

環境有提升，但是不是因為紀念音樂會而提升。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原本因

為芎林鄉沒有場地，都是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的演藝廳來舉辦紀念音樂會。為了紀念

鄧雨賢，在當地興建了鄧雨賢音樂文化公園。雖然只有公園，但是從音樂演出的環境

來看，芎林鄉有了自己的演出場地，可以舉辦各種藝文活動。對於芎林鄉的演出環境

來說，是因為鄧雨賢記念音樂會的活動而提升的。 

兩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的演出者，除了在紀念音樂會演出外，平常也會受邀到

其它地方演出，演出的樂曲不受限制，平常練習的樂曲也都非常多元。可見音樂會的

演出者所接觸的音樂曲目是非常多元的，各種類型的樂曲都會練習。龍潭鄉的紀念音

樂會都會邀請當地的演出團體參與表演，所以對當地的音樂環境有產生影響。而芎林

鄉的紀念音樂會由於是新竹縣文化局主辦，音樂會的節目編排與邀請的團體也都由文

化局決定，所以邀請外地的表演團體參與演出較多，當地的表演團體所佔的演出比例

較少，所以與龍潭相比，芎林鄉的紀念音樂會對當地音樂環境的影響較小。 

從音樂團體的角度來看，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使龍潭鄉成立了新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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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新成立的合唱團，每週都會練習，參加合唱團的人也都是龍潭當地的居民。合唱

團的成立，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與藝文水準，凝聚在地居民的情感。紀念音樂會的舉

辦，也提供了當地其他音樂團體的演出機會。因為要參與音樂會的演出，平時就要練

習相關的表演曲目，使音樂團體可以藉由表演接觸不同的音樂。芎林鄉雖然沒有因為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成立合唱團，但是音樂會也為當地的音樂與藝文團體帶來演出的機

會。芎林鄉的音樂會是以多元化的表演方式來呈現，所以參與表演的團體不限於音

樂，舞蹈社、熱音社等當地的學生社團都有參與演出，音樂會的演出可以呈現練習的

成果。 

上述提到，音樂廳以及音樂公園落成之後，開始有各種類型的活動舉辦。原本龍

潭鄉與芎林鄉的表演場地，都只有學校或是社區的活動中心及禮堂。而兩鄉原本傳統

的音樂活動，龍潭鄉有唱專門教唱客家山歌的組織團體，也有演唱客家歌謠的團體。

芎林鄉有唱客家山歌、客家歌謠的團體。但是因為兩鄉目前的政策規劃中，並沒有把

鄧雨賢當作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目標，所以龍潭鄉公所對於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舉辦

沒有參與，芎林鄉公所對於音樂會的舉辦則是以在地協辦的方式參與。 

 

3.從客家形象來看： 

 

龍潭鄉的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使用鄧雨賢的樂曲，重新填上客語歌詞帶進客家

的元素，利用鄧雨賢的音樂打破既有客家音樂的僵化印象，帶動創作新的客家歌曲。

音樂會中所演唱的客家傳統歌謠與客家流行歌曲，歌詞中所表現的仍然是描寫傳統的

客家精神，例如：刻苦耐勞、勤儉、硬頸等。但是把這些歌曲，利用合唱或器樂演奏

的表現方式，把流行歌曲藝術化，提升客家音樂的地位。此外，也有把鄧雨賢的歌曲

重新填上客家歌詞演唱，內容有跟客家元素相關的，也有不改變歌詞的意思，改成客

語來演唱。 

芎林鄉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是以鄧雨賢的所屬族群為出發點，把鄧雨賢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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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結合，用鄧雨賢帶出客家的元素。音樂會中的節目安排也是以客家族群為出發點，

例如：邀請客籍歌手演唱、利用傳統的山歌重新創作歌詞、創作新式的客家歌曲、演

唱客家流行歌曲。而以鄧雨賢的所屬族群來表現的客家元素，是使用鄧雨賢的音樂，

重新填上客家歌詞，利用以上的這些方式，帶入客家的形象。 

上述的這些方式，各自使用不同的方法與客家做連結。像是把鄧雨賢的音樂重新

填入客家歌詞，填入的歌詞內容為代表新竹的風情與生活。音樂會中邀請客籍歌手來

演唱，與鄧雨賢是客家族群有關係，邀請同為客家族群的歌手來詮釋他的樂曲。除了

詮釋鄧雨賢的歌曲，也會演唱客家流行歌曲，表現新式的客家音樂。 

客家新曲的創作，有使用傳統的山歌重新創作歌詞，與全新創作的客家音樂兩

種。第一種是把傳統的客家歌謠填上新詞，重新賦予新的生命。而創作的歌詞非常多

元，只要是與客家相關內容的都可以用來創作，例如：客家美食、客家風情、客家精

神等，全部都可以用來創作。但是也有使用與客家內容無關的創作，把新的內容與客

家傳統歌謠做結合。第二種為全新創作的客家歌曲，詞曲內容皆為全新的創作，風格

多元，有各種表現的方法，為客家音樂全新的表現手法。 

芎林鄉的客家形象，是走大眾化路線，不只是有鄧雨賢的音樂，還有新的客家音

樂產生，讓客家音樂更多元化。 

整體而言，龍潭鄉對於客庄、社區總體營造和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這三者的排序，

是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為優先，社區總體營造次之，最後為客家的形象。而芎林鄉則是

把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與客家結合在一起，優先思考客家與社區總體營造，其次才是鄧

雨賢紀念音樂會。龍潭鄉是由紀念音樂會擴展到客庄的社區總體營造，芎林則是由客

庄的社區總體營造擴展到紀念音樂會的舉行，兩地的進程呈現方向相反的對比現象。 

 

龍潭鄉：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社區總體營造→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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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林鄉： 

客庄→社區總體營造→鄧雨賢紀念音樂會 

 

龍潭鄉與芎林鄉兩地，都將客家音樂賦予新的生命，兩地也都是以鄧雨賢的歌

曲，作為打破客家音樂既有印象的工具。兩地都有把鄧雨賢的音樂重新填上客語歌

詞，像是龍潭鄉把鄧雨賢的〈望春風〉，改寫成〈春天來咧〉，把〈雨夜花〉的歌詞改

寫成客家歌詞。把〈月昇鼓浪嶼〉，改寫成〈月光華華〉。芎林鄉把鄧雨賢的〈十八姑

娘〉，改寫成〈新竹風情〉。兩地也同時都有演唱鄧雨賢的〈十八姑娘〉客語版本。〈十

八姑娘〉的客語版本，歌詞內容與國語版本和台語版本一樣。演唱的方式，兩地都有

把〈望春風〉、〈雨夜花〉、〈十八姑娘〉等鄧雨賢的知名樂曲，改編成合唱曲來演唱。 

龍潭鄉把鄧雨賢的音樂重新填上的客語歌詞，歌詞內容是以客家的傳統精神為

主，像〈春天來咧〉，是在講客家人具有勤儉、吃苦耐勞的硬頸精神。〈月光華華〉的

歌詞是客家情歌。而芎林鄉所填上的客語歌詞，歌詞內容卻不同。像〈新竹風情〉，

歌詞內容是在描寫新竹縣所有鄉鎮的特色與名產，把新竹的風土民情填入歌詞中。演

唱的方式，龍潭鄉是把鄧雨賢的音樂改編為合唱曲為主，改編成獨唱的都是以器樂來

伴奏，是藝術化的表演形式。芎林鄉是直接演唱鄧雨賢的音樂，不作改編，以大眾化

的方式表演。 

龍潭鄉重視的是客家音樂的藝術化，利用鄧雨賢的音樂來創作客家音樂，用鄧雨

賢的音樂打破客家等於山歌的想法，強調客家音樂的深度。而芎林鄉則是重視重客家

音樂的普及性，使用各種方法創作出多種不同的客家音樂，有用鄧雨賢的音樂來創

作、把山歌重新填詞、完全創新的客家歌曲，與客家流行歌曲這幾種。從鄧雨賢的音

樂出發，發展出各種不同的新客家音樂，賦與客家音樂新生命，強調客家音樂的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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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續研究建議： 

 

筆者目前所觀察研究的部份，都是以鄧雨賢紀念音樂會中的音樂演出場地、表演

曲目、演出團體、演出方式、主辦單位，和紀念音樂會與當地的關聯為主要研究素材，

利用這些素材來比較分析。對於紀念音樂會中，鄧雨賢音樂作品的演出方式，都不是

以原來日治時期所灌錄的唱片的表演方法呈現，而是以重新編曲、翻唱、譜寫成室內

樂、管絃樂等的方式來表演。就音樂作品而言，原來日治時期的音樂，與後來改編創

作的音樂在形式、風格上有何不同，是後續可以繼續分析、比較的。 

限於時間的關係，筆者對於當地其他的音樂團體只有做基本的了解，並沒有深入

追蹤研究。後續可就兩鄉原有的音樂團體與活動進行調查，並比較原來當地的客家人

所從事的音樂活動與舉辦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後，傳統客家音樂與新式客家音樂發展的

差異性或發展趨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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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內容： 

附錄一 

訪談紀錄 
時間 對象 地點&方式 內容 

2007.10.08 鄧泰超 地點：國立台灣大學第二

學生活動中心一樓餐廳 
方式：面談 

鄧泰超目前所收集到鄧

雨賢的相關資料與他所

了解有關鄧雨賢的內容 
2009.10.08 盧孝治 地點：盧孝治龍潭個人工

作室 
方式：面談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09.10.08 鍾肇政和盧孝治 地點：鍾肇政家 
方式：面談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09.12.26 張源臺 地點：張源臺家 

方式：面談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11.05.27 鄧世玲 方式：電話訪問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11.05.31 張瑞雲 地點：芎林石潭社區活動

中心 
方式：面談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11.05.31 芎林鄉石潭社區

婦女合唱團團員 
地點：芎林石潭社區活動

中心 
方式：面談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11.06.01 裘尚立 地點：核能研究所大禮堂

方式：面談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的相關事情 
2011.07.19 龍潭鄉圖書館館

員林小姐 
方式：電話訪問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後續的影響 
2011.07.19 芎林鄉鄉公所職

員邱小姐 
方式：電話訪問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後續的影響 
 

附錄二 

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節目單 
 

附錄三 

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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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問參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相關人士 

 

一、鄧泰超：鄧雨賢的孫子，現為台灣鄧雨賢音樂文化協會 

訪談時間：2007 年 10 月 8 日  訪談地點：國立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一樓餐廳 
整理方式：整理稿 
 
對於鄧雨賢的印象： 
 
根據他的爸爸鄧仁輔的口述，鄧雨賢在家是一個慈父，對他們不會很嚴格。是一個完

美主義者，寫東西的時候會寫一半就丟，又再寫，又再丟。作曲的時候非常投入，經

常會在廁所裡敲敲打打，吃飯的時候也會。因為居住環境與工作的關係，平常在外講

日語及台語，在家講客家話，三種語言都有使用。 
 
鄧雨賢的歌曲改成日文歌詞來唱： 
 
因為時局的關係，那時他還在古倫美亞工作，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是沒有辦法的

事情。鄧雨賢的日文筆名叫做「唐崎夜雨」，取日文筆名時鄧雨賢覺得他是漢人，直

覺就想到唐山的唐，而唐的日語發音又跟鄧很像，而他又很喜歡下雨的情景，所以取

名唐崎夜雨。而鄧雨賢回到芎林教書的時候，為了配合政府的政策，被迫要改取日文

名字，取名「東田曉雨」。東也是因為跟鄧的日語發音很相近，而田是因為他回到芎

林鄉下，有很多田園景緻。因為取筆名時是用夜晚的雨景來思考，所以曉雨就是清晨

的雨景。 
 
有關鄧雨賢的一些事情： 
 
鄧雨賢去日本的時候是私下去找老師學習作曲，並沒有在日本的學校唸書，所以不是

去留學。鄧雨賢的歌曲一直被傳唱到現在，有各種的演唱版本與用鄧雨賢的作品做跨

界結合，例如：因為時局的關係，鄧雨賢的歌曲被填上日文歌詞；謝宇威把〈十八姑

娘〉以客語來翻唱，陶喆在重新改編〈望春風〉，並填入中文歌詞。世界三大男高音

多明哥來台演唱，演唱了〈雨夜花〉。 
 
目前鄧泰超在收集整理鄧雨賢的相關手稿、唱片，以及使用過的書籍等，也考究鄧雨

賢到底創作過哪些樂曲，找出唱片以及封面、歌詞來做比對，重新錄音保存。像是鄧

雨賢所寫的〈月夜愁〉，被指是平埔族的教會詩歌〈拿阿美〉，經過他的考究，發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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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說法，他會在他的論文裡更正。 
 
還有音樂劇《四月望雨》，裡面的劇情跟事實不符，他們家屬其實已經有要求過要修

改劇情，但是音樂劇最後還是沒有改，所以他也會在他的論文裡提出劇情錯誤的地方

告訴大眾，澄清事實。 
 
 

二、盧孝治：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製作人與音樂總監、龍潭望春

風合唱團團長 

訪談時間：2009 年 10 月 08 日  訪談地點：盧孝治龍潭個人工作室 
整理方式：逐字稿 
問：王瓊苡(以下簡稱王)  答：盧孝治(以下簡稱盧) 
 
筆者在收集資料時發現 1992 年就舉辦過鄧雨賢的紀念音樂會： 
 
最早開始想要把鄧雨賢這個名字發揚光大的其實是鍾肇政鍾老，因為那時候鄧雨賢的

名字並不被大眾知道，大家都會唱〈望春風〉、〈雨夜花〉，可是卻不知道作曲者是誰。

鍾老最早開始在中央日報連載〈望春風〉，因為他想要讓大家知道望春風是由誰作曲

的。中央日報寫一半時被鄧雨賢的兒子抗議，因為裡面提到鄧雨賢的一些感情的事

情，所以給鍾老很大的壓力，他小孩從美國抗議，跟中央日報說報紙不能連載等等，

所以鍾老慢慢修正他的東西，後來出單行本，內容也跟報紙連載也不一樣了。 
 
但是我們知道的人，我大概也跑過這些田野調查，甚至我女兒很小的時候，我帶著她

去芎林，去他(鄧雨賢)住的地方，那時候還沒倒掉，我也做了一點田野調查，拍了照

片。我帶我女兒去芎林，就是在 1992 年，我在龍潭鄉公所演鄧雨賢，演出前幾天我

叫我女兒陪著我，去芎林繞一繞，也跟鄧雨賢的兒子、媳婦、孫女見面，所以他們對

我很早就有印象。因為那時候比較沒有人注意鄧雨賢，那時候在龍潭鄉公所演出之外

還請他大兒子來演講，講他爸爸。以我們的立場來看，鄧雨賢很偉大，但是他兒子那

時代還認為，他爸爸沒什麼偉大的，讓我們覺得很驚訝，而且語氣不是謙虛的意思，

每個人角度不一樣。 
 
鍾老的單行本校正很多，這件事情下來，關於鄧雨賢的生平鍾老就不太願意碰，但是

他的音樂我們還是要給他發揚。那我當初會辦這樂團當然喜歡音樂啦，另外一點是說

本土文化，因為我們這一代的人跟你們這一代走過的路不一樣，我年輕的時候是從高

壓政治走過來，所以我們會有很強烈的本土的這種想法。所以那個時候我聽音樂，我

發覺鄧雨賢，也把他當作一個運動，有這樣的使命感。現在的人聽鄧雨賢就不會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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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使命感。因為社會已經很開放了，不需要音樂加上其他的意識形態，我們那時候會

這樣。 
 
我回來桃園很快就跟鍾肇政認識，我也參加他的，那時候叫客家運動。那我去日本也

會盡量去看有沒有鄧雨賢的東西、資料，以前去過的地方等等，一下也說不完。第一

次在國家音樂廳辦鄧雨賢音樂會，那時候因為謝艾潔想要在國家音樂廳舉辦鄧雨賢的

紀念音樂會，找了鍾老出面，謝艾潔不是客家人，那時候找了客家協會幫忙。鍾老就

出面找前總統李登輝，李登輝也很重視這件事，就交代文化總會撥款舉辦。1992 年

我在鄉公所先辦，那是地方的，國家音樂廳是在７月的時候舉辦。 
 
關於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關於地方上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就我的了解，第一場全部都是鄧雨賢的音樂會，就

是我在龍潭鄉公所舉辦的，桃園愛樂管弦樂團演出，主辦就是我，主持人是澎嬿，就

留下紀錄，第一次把他家人請出來。那一場有邱垂貞彈吉他唱〈一顆紅蛋〉，最後就

是用客家話來唱他的〈望春風〉，樂團演奏他的歌曲，樂團演奏的版本是請人重新編

曲的。 
 
（王問：1992 年之前是否有其他的鄧雨賢音樂會在龍潭舉辦），盧答：之前我沒有聽

過。我之前都在台北，1990 年回到桃園，發掘鄧雨賢是這裡的人，也去查了很多資

料，發現有很多歌曲都是鄧雨賢寫的，以前是學生的時候，就一直有在唱鄧雨賢的歌

曲，覺得鄧雨賢的歌曲可以代表台灣。以前買唱片的時候，有的唱片有唱到鄧雨賢的

歌曲，可是唱片上面寫的作曲者都是作曲者不詳。 
 
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契機： 
 
五、六年前開始舉辦第一屆，當初會舉辦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是因為我跟鍾肇

政、鍾雙麟、邱榮枝他們，於 2002 年 7 月時訪問了日本九州的人吉市，在當地欣賞

了他們當地合唱團所舉辦的定期音樂會。那個合唱團每年都會舉辦一次紀念音樂會，

紀念人吉市當地的作詞家「犬童球溪」。我跟鍾老他們，聽了此場音樂會，對於人吉

市這樣一個小鎮，當地卻充滿了文化、音樂氣息，覺得很感動，他們很用心在打造自

己住的城鎮。 
 
所以回來台灣之後，希望也可以把龍潭鄉打造成為和人吉市一樣的文化鄉鎮。而且我

們也有一位代表的作曲家，就是鄧雨賢，所以才開始定期的舉辦紀念鄧雨賢的音樂

會。(王問：當初為何不是 1992 年算第一屆)，盧答：因為已經停了十年了。然後第

一屆 2003 年才開始舉辦，除了音樂的演出也外，也有搭配舞蹈。序奏是請師大附中

音樂班演出，搭配舞蹈一同演出。第一屆的時候也有邀請日本九州人吉市的合唱團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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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唱 A Cappella，唱的真好，但是不是唱鄧雨賢的歌曲。 
 
 

三、鍾肇政和盧孝治：鍾肇政─作家；盧孝治─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

會的製作人與音樂總監、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團長 

訪談時間：2009 年 10 月 08 日  訪談地點：鍾肇政家 
整理方式：逐字稿 
問：王瓊苡(以下簡稱王)  答：鍾肇政(以下簡稱鍾)、盧孝治(以下簡稱盧) 
 
關於龍潭鄉紀念鄧雨賢音樂會： 
 
鍾說：音樂會，他(盧孝治)最熟悉了，我們辦了五屆，都是盧先生幫我辦的，所以他

最熟悉了。盧說：我都聽鍾老的，他是總司令、總指揮。鍾說：音樂會盧先生應該有

一些檔案可以提供給她。盧說：已經有提供給她了。(王問：為什麼當初會想要辦第

一屆的紀念音樂會)，鍾答：事實上，第一屆是我正式請盧先生幫我辦的，在那以前，

有辦過兩或三次。最盛大的一次，國家劇院，(王問：1992 年那一次嗎？)，鍾答：哪

一年我都忘記了。盧說：1992 年，國家音樂廳。鍾說：國家音樂廳，那時候李登輝

啊，很多大人物都來。跟那個，我特別記得，嗯…許水德，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那個許

水德，他也來了。他問我，這個歌是不是鄧雨賢的，他唱給我聽，日本話的。 
 
(鍾：開始哼那首日本歌的旋律)，鍾問盧：這個你知道嗎？不是鄧雨賢的吧？盧答：

不是鄧雨賢的。鍾說：許水德唱這支歌，問我是不是鄧雨賢的，我說好像不是喔。有

留下來，第一屆有留下來這麼一個印象，一個記憶。阿…，其他沒什麼，那麼大的場

地，好像也坐的滿滿的。鍾問盧：你有去嗎？盧答：有阿，當然有阿。鍾說：第一屆

喔。盧說：第一屆當然有阿。鍾說：在國家音樂廳。盧說：在國家音樂廳，當然有去

阿，7 月 14 號，我都還記得。鍾說：那個是客協辦的啦。盧說：我剛剛講的客協，

客家協會，台灣客協啦。 
 
鍾說：然後我在龍潭的鄉公所樓上，樓上的大禮堂，辦了一次。盧說：也是那一年，

那一年的春節，1992 的春節。鍾說：然後就開始決定每年辦，每年辦就是六年前，

就是盧先生他幫我每年忙一次。那現在，今年是因為他離開了，也不是離開龍潭，另

外有高就。我另外請一個年輕的，也不是年輕的啦，70 出頭的。他幫我，他們辦的

好像很辛苦喔，都是由他們，不懂，不過漸漸的摸索，現在好像籌備的差不多。其他

沒有什麼，沒有什麼資料了。 
 
(王問：那 1992 年到 2003 年中間有沒有一些零星的小演出，在地方上的)，盧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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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鄧雨賢的沒有，因為有的話我一定知道，主題是鄧雨賢的沒有。鍾問：那是 92
年嗎？1992 年？盧答：第一次，國家音樂廳，1992 年。鍾問：在哪裡？盧答：國家

音樂廳，跟鄉公所，1992。接下來就 2003 年了。(王問：那為什麼會到去年才是第五

屆)，盧答：因為中間有時候年頭有時候年尾，有好像有一次一年沒有辦，我要看一

下每一次演出的時間。 
 
鍾說：我辦鄧雨賢音樂會，我現在還模糊記得，就是，首先有一次這個老朋友，在大

溪聚會，三、四個人的聚會，其中有一個，是楊逵的兒子，他住在大溪頭寮那個地方，

楊逵也來了，另外楊逵的老朋友，蔡德音，早期的台灣文化界的人，現在都不再了。

蔡德音他音樂方面做了一點事情，日本時代，他忽然問我說，鄧雨賢是你們龍潭人，

我說我知道，他說那現在唱他的歌沒有人知道他名字啦，你是不是應該想想辦法，讓

他名字彰顯出來。那我就想到，那我先來寫一本書，就寫鄧雨賢，這本書就是《望春

風》。 
 
我立意要寫這本書，和跟頭寮那群人交談，是不是前後順序有錯，我已經不太確定了。

大概是我先和老朋友見面，然後我寫了一本書，《望春風》。又然後過了很多年，才有

國家音樂廳的鄧雨賢音樂會。都是偶然想起，就來試試看吧。而且音樂會那時候，是

剛剛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剛成立，就用客家協會辦了一個音樂會。然後有一個機會

我到日本，跟邱榮枝、鍾雙麟到日本人吉。鍾問：怎麼會跑那麼遠？盧答：鍾雙麟邀

請，說那裡每一年有一個音樂會。鍾說：對，在人吉市，看到人家有一個紀念音樂家

的音樂會，每年辦一次，那我就想要我也來辦。就這樣辦出來的，不是很久的。所以

我們這個音樂會，今年第六屆的這個，就是我跟鍾雙麟、邱榮枝這些老朋友共同發起

的。 
 
(王問：那當初望春風合唱團是因為要辦音樂會才成立的嗎？)，盧答：因為要唱他的

歌，所以成立一個望春風合唱團，由這個團來辦音樂會。先有團，開始練習，才辦音

樂會。鍾說：我突然想到，有一年，在龍星國小大禮堂，呂秀蓮有來。盧說：龍星國

小有兩次，核能國小有兩次。鍾說：這次也有一點波折，幫我辦的人，是我小學的學

生劉國雄，他去找文化局長，好像是我找，他要我聯絡，就需要文化局掛名協辦單位，

文化局掛名協辦單位，就可以免費使用場地。文化局長不答應，他說不方便，不過他

會把場地費特別優待半價，然後才正式開始作籌備工作，都是他在忙。有向客委會申

請補助。(王問：所以都是客委會補助)，盧答：對，以前我辦的比較大場，所以還有

民間贊助。 
 
(王問：所以第六屆就是現在望春風合唱團的團長主辦)，盧答：對，劉國雄。(王問：

所以望春風合唱團每個星期都有練)，盧答：有，每個星期五，在老人會館，都是老

人家。(王問：當初成立的時候，怎麼找合唱團的團員)，盧答：有幾個線索，同學、

愛唱歌的、這個地方的人集合在一起，指揮一直到現在都是張源臺，因為他可以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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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歌，老人家又愛唱日本歌。平常練習時什麼都唱，最近有比較年輕的團員進來。今

年(2009 年)要舉辦第六屆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第六屆我是顧問，是由望春風合唱團來

主辦。 
 
 

四、張源臺：龍潭望春風合唱團團長 

訪談時間：2009 年 12 月 26 日  地點：張源臺家 
整理方式：逐字稿 
 
當初為何會擔任合唱團的指揮： 
 
因為要宣揚鄧雨賢的音樂，盧孝治先生介紹鍾肇政先生，邀請我擔任合唱團的指揮。

我們是多年的好朋友。我認為為了推廣鄧雨賢台灣歌謠之父的音樂，就欣然答應，現

在很很多年了，就像一家人。 
 
對於此合唱團想法與構想： 
 
1.為了推廣鄧雨賢的音樂。2.提升龍潭音樂水準。3.以藉推廣鄧雨賢音樂帶動客家音

樂，例如：把閩南歌詞改成客家歌詞來推廣。龍潭百分之九時是客家人，所以音樂會

的時候要解釋歌詞的內容，所以演出時把閩南歌詞轉換成客家歌的方向。 
 
對於鄧雨賢音樂會表演的編曲： 
 
學音樂是要盡量把流行歌曲藝術化，藝術歌曲流行化，是音樂工作者的工作，要融入

一般人的生活，而不是只看一次的表演，例如：交響樂團。編曲不是只是要編成讓人

家只來看一次，下次就不再來了。為何要編，因為要把流行歌曲藝術化，這些就比較

美，較好聽，讓人去欣賞，去接近。但不要每年、每首歌都一樣，又不是唱卡拉 OK，

所以改編樂曲。 
 
一個曲子的改編：1.一定要配合理論(和聲、樂理)。2.配合地方語言。以前都是五聲

音階，但不是全部都是，配樂時也是這樣來作，有部份也會違背原理，因為有時要配

合歌曲的口語順暢，所以會有不根據和聲的部份。3.編曲都是配合合唱團團員的程

度。團員們沒有和聲觀念，說唱流行歌曲就好。團員也不懂合唱的概念，懂的大約三

分之一。所以以合唱團的程度與需要來編，量身訂作，唱不行就改，團員們太困難的

無法承受，基本上是由易而難，慢慢變難。因為是量身訂作，所以每屆編曲都不同，

每次不同是因為團員不同。和聲、對位都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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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舉辦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看法： 
 
提升音樂文化水準，客語對歌曲表達方式改變，不是一直在傳統歌謠裡，要往前走，

而不是一直保留在原地。 
 
對於第一屆到第五屆音樂會的印象、想法、節目編排： 
 
第一屆到第五屆都是望春風合團主辦，但團長是考慮以望春風為主體，邀請其他團體

來演出，我只有帶演出，各方面也有協助辦哩，節目內容也有不是鄧雨賢的歌曲。 
 
第一屆到第五屆各個參與的團體自選曲子，不要重複太多，以鄧雨賢的歌曲為主。如

果選曲不大夠，把重複的自選另外的樂曲。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鄧雨賢的歌曲。 
 
對於第六屆音樂會的編排： 
 
第六屆，最新的〈江上月影〉，就沒有人知道是鄧雨賢的歌曲，也沒有人拿來唱，是

第一次唱，可以推廣鄧雨賢的音樂。音樂不推廣，會死掉，要推廣，才有生命。把流

行歌曲藝術化，提升客人的水準。第六屆魯冰花沒有唱，因為學生不會唱，不敢唱，

怕表現不好。 
 
第六屆的邀請單位都是一手策劃，從開始任何的工作，都是由我承擔，例如：海報設

計、節目安排、經費來源，都是自己和望春風團隊去做的。所以工作很吃力、繁重，

行政工作都自己承擔，很辛苦，但也很高興，最後辛苦有代價，第六屆是有史以來第

一次爆滿。 
 
安排節目最重要的是曲子表現，例如：感傷或是快活來編排，穿插其中，有的合唱團

全部都唱一樣，把有差別的樂曲來變化，不用太古版的方式來做。日語版有無閩南語

版？用日語唱有何味道？用台語來唱有何味道？不同語言的呈現歌曲，日語歌詞、閩

南歌詞都配合旋律。 
 
鄧雨賢的音樂如何來推廣客家音樂或文化： 
 
大家都唱這些曲目，大家懂的也都是這些，所以想唱自己懂得會表現的比較好，純粹

以鄧雨賢為主，因此想要改變。轉向用客語來唱鄧雨賢的歌曲。因為鄧雨賢那年代並

不是用閩南語歌曲，而是日語歌詞的歌曲，所以鄧雨賢的曲都偏向台灣味，加上閩南

語歌，做自己的歌。 
 
要推廣提升，一直以來，鄧雨賢的歌曲歌詞都是閩南語的，客家人在當時比較少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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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話。所以在台北，接觸的都是閩南人，也比較多人懂他的歌曲，客家的樂曲欣賞的

人比較少，日本歌也是環境的關係，但旋律大部分還是台灣的歌曲，才是台灣的味道。

要偏重在他的歌曲，如果要用他的音樂來唱客家歌，就失去意義了。之後會轉向改成

客家歌詞。 
 
 

五、鄧世玲：鄧雨賢的孫女 

訪談時間：2011 年 05 月 27 日  訪談方式：電話訪問 
整理方式：整理稿 
 
鄧世玲是新竹人，鄧仁侃先生的女兒。鄧家第四代曾孫參與芎林鄉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是由文化局與承辦單位邀請。演出的曲目是先找鄧雨賢的室內樂譜，在找出適合

的樂曲，例如：樂器編制、曲子的活潑度等。像〈對花〉，就是比較活潑的樂曲，所

以除了鄧雨賢的知名樂曲，也會找一些大家比較沒聽過的，比較活潑的來演出。鄧世

玲認為，鄧雨賢的樂曲老一輩的大家都能朗朗上口，所以其實不用特別推廣，推廣的

話可以推廣年輕的族群，讓他們知道更多以前的歌曲。 
 
 

六、張瑞雲：芎林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團長 

訪談時間：2011 年 05 月 31 日  訪談地點：芎林石潭社區活動中心 
整理方式：逐字稿 
問：王瓊苡(以下簡稱王)  答：張瑞雲(以下簡稱張) 
 
鄧雨賢是桃園縣龍潭人，在他接受完師範教育以後，就到芎林國小來任教。他的老婆

也是芎林國小的老師，叫鍾有妹。然後他們應該是住在芎林國小的宿舍，住了幾年不

清楚，他好像是 38 歲還是 39 歲就過世了，非常年輕。教書生涯大概也，在芎林也不

是待的很久，可是他在作曲方面，他所譜的曲都是閩南語為主，倒是好像沒有為客家

留下譜曲的紀錄，其實他本身是客家人。因為他跟芎林有這麼一段淵源，所以後來國

軍有一個陸軍醫院，拆除了以後，他們也經過討論，到底是要設醫院，或者是其他的

用途，最後經過鄉民投票的結果吧，或是訪問一些地方大老，好像本來省立竹東醫院

聽說要設在這邊的，因為他的前身是陸軍醫院，所以很適合，可是地方民眾反對，所

以後來就把他改成鄧雨賢紀念公園。 
 
第一屆的音樂會，那我們在地方上能夠有合唱團的成立，真的是不容易，要很多的金

錢來支持它，像我們每一年訓練的經費都要十幾萬。上面的補助也是相當的有限，所

以第一屆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剛成立的時候，因為鄧雨賢紀念公園那個時候還是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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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生，就在芎林國小的大禮堂舉行。我們就想說，我們是在新竹鄉下地方來講，因為

像新竹市，他合唱團很多。新竹縣所謂的合唱團是所謂大家合在一起唱叫合唱團。像

我們能夠有兩部三部的，的確是非常的少。所以我們就是地利之便，當時的鄉長，因

為我們合唱團的成立，也是當時擔任鄉長的，現在是當議員，當時的芎林鄉長林鄉長，

因為在關西要舉辦一個新竹縣的合唱比賽，就想說我們芎林沒有一個合唱團，他就衡

量所有的媽媽教室裡面，可能就是我們這一團裡面的媽媽教室的班長，是芎林所有媽

媽教室裡面應該是水平最高的，他就說乾脆就叫你們這一團媽媽教室來成立合唱團好

了。 
 
要成立合唱團其實也不簡單，那時候已經是八月，然後我們第一個要師資，人員我們

是有了，但是從來沒有接觸過這樣的合唱，那要有師資，所以我跟前任團長林老師，

我們到處去找人，人家會說，剩下兩個多月，妳們要參加合唱比賽，是不可能的是事

吧，我看妳們去觀摩賽算了。我們偏偏就有不服輸的精神，然後好不容易我們找到老

師，有師資了，就開始，老師一個禮拜來一次，但是我們一個禮拜可以來兩次、三次，

我們分部，我是第一部的部長，林老師是第二部的部長。我們來這邊，除了老師來上

課之外，我們還到教室來分部練習，除了分部練習之外，每一個團員都要唱給我們部

長聽。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經過兩個多月下來，我們就到關西去比賽，沒想到我們

一鳴驚人，居然拿到了第二名。我們就增加了信心，從此就這樣繼續唱下去。 
 
唱下去的結果就發現說，師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們當初請的老師，因為她不是科

班出身的，所以唱唱客家歌曲還 OK，可是要深入，我們不能一天到晚只唱客家歌曲

阿，客家歌曲也有很優美的阿，像阿淘的花樹下那一些，都非常的好聽。那她沒有經

過科班出身的話，就不懂得發聲的方法這一些。所以我後來就又找過另外的老師，那

個老師非常的忙，是建華國中退休的音樂老師，退休之後又去中華大學進修碩士和博

士，所以沒有空來指導我們。後來因為我本身是新竹女中畢業的，就跟我的弟妹說，

你們新竹女中的李寶玉老師，可以請她來指導我們，我弟妹說妳可以跟他聯絡看看，

但是我想應該沒時間。但是這也是一個媒介，然後我就找她，她我我很忙，可能沒時

間，讓我考慮看看。我第二天又打給她，說老師我已經知道妳的答案了，你一定是

NO 對不對。她說是阿，因為他本身還要去學畫畫這一些，新竹的話他還有兼一些合

唱團的行政工作，我說那不然老師幫我介紹一位妳的學生，她要會客家話，她想一想

說，我先跟她聯絡看看可以不可以，就是珊珊老師。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話，我們第一屆有參加，接下來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我們都

沒有參加，我想奇怪，因為他們鄉公所每次到鄧雨賢紀念音樂會都要去服務阿，然後

都請外面的團隊來，我聽了以後發現他們唱的也不會比我們好，從外縣市請過來的，

我覺得這樣子不行，我有跟當時的鄉長反應，我說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我們自己本身

就有一支合唱團，而且我們也參加過第一屆的，反應也都相當的不錯，為什麼沒有我

們的份呢？他說這是縣政府主導的，我們不知道。那我的意思說，既然是縣政府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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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更好講話，你可以把我們推薦給他阿。他一句話，因為他們主導。 
 
後來，有一天我去參加一個聚會，當場，新竹縣文化局的副局長在，我就趕快毛遂自

薦，就跟他講，我說，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我們芎林在地就有一個很好的合唱團，為

什麼還要千里迢迢找其他的團隊來呢？他說，有這一回事阿，就把我的聯絡方式抄起

來，隔天，他很盡責，就跟他們文化局的小姐說，那個小姐就聯絡我。因為我跟副局

長聯繫的時候，那一年的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只剩下兩個月的時間，那小姐就說，我們

今年就找妳們了，那是前年，前年我們參加了，去年也參加了。以往辦鄧雨賢紀念音

樂會的活動，都是縣政府先讓傳播公司標案，標到案子的傳播公司文化局在把我們推

薦給他。 
 
我們團員的年紀，年輕有五十幾年次的，年紀最大的是二十九年次。(王問：當初這

個媽媽教室是怎麼成立的)，張答：她是屬於每一個社區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媽媽教室，

全省都有，每一個村里全部都有媽媽教室，隸屬在社區發展協會下面。至於媽媽教室

的活動就看每個社區的經營方式。石潭社區的團員幾乎都是芎林人，但是也是有跨

界，像新竹女中的教務主任也曾經來唱過兩年。大部分都還是芎林人，所以當初媽媽

教室的成員，一路參加到現在，我們現在幾乎都是老團員。平常有訂團規，團規很嚴

格。平常大家都很努力練唱，但是媽媽們看不懂五線譜，所以是我們的助理指揮，都

要很辛苦的把五線譜改成簡譜。 
 
當初為何會加入合唱團，擔任合唱團的團長： 
 
當初會參加，是因為前任團長是我們的鄰居，在社區走動的時候就被叫到，說張老師

來參加我們的活動，我說是什麼活動，她說是唱卡拉 OK，星期幾的幾點到幾點這樣，

我就來參加，就這樣開始的。唱了以後，大約是民國 90 年參加的，91 年成為合唱團，

就一直唱合唱團到現在，成為合唱團後，卡拉 OK 也完全停掉了，就開始專心練合唱

團，也有去外縣市比賽，得到最好的獎，就是最佳技巧獎。 
 
對於此合唱團的想法、規劃： 
 
我們只能說走一步是一步，因為我們要招到一些新進的團員很困難，也曾找到幾個歌

聲不錯的，歡迎她們加入，她們說，聽說妳們的團規定很嚴格，我說對，因為我們沒

有跟團員收費，所以不希望說打一天魚，曬三天網，這樣程度會跟不上。所以我們第

一個要求就是要錄音，錄音回去聽。而我們這些舊有的團員，已經培養了革命的感情，

所以很多團員常常在一面洗衣服，一面煮飯，就一面聽錄音，所以新進團員差不多來

一次就陣亡的。行政工作都是團長在做。 
 
合唱團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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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間有親戚關係，有幾個是從芎林過來的，她們是妯娌關係。平常平均團員有大約

30 位，團員的向心力是很團結凝聚的，。 
 
平常練習的曲目： 
 
之前都是我到外面去參加其他的合唱團，覺得有好聽的，適合的，就會拿回來唱。之

前我還沒有去外面參加合唱團時，為以客家歌曲，客委會所編的那一本為主。我們大

約都唱三分之二了。林老師也會去台北的音樂書房買合唱曲的譜，很多譜都是這樣找

來的，或是音樂老師也會去找譜，有時候是因為要參加一些活動的表演，會依參加的

活動的性質來挑樂曲，所以各種類型的歌曲都唱。例如：國語、台語、客語，甚至英

文的、日語的也都有唱過，只要好聽的都會唱。我們選的都是一些比較大的曲目，而

且這些都比較好聽，大家也都會比較喜歡，觀眾也會比較喜歡。〈十八姑娘〉是唱客

語版，因為我們是客家庄，當然要唱客語版，而且客委會所編的客語歌曲，也是客語

版的。選曲主要是我跟林老師會決定，印好之後跟老師說要練習什麼，當然也會問老

師有沒有什麼譜可以練習。 
 
參與過的音樂會： 
 
地方上的像學校的校慶、地方上的活動，例如：客家文化發展協會的活動、桐花季的

活動、母親節的活動，參與這些活動，選曲的話就會以跟活動相關的曲目為主，(問：

客家的主題是否曲目會以客家歌曲為主)，看他給的時間為主，如果給的時間是十分

鐘，那我們就會挑三首歌曲，其中兩首會是客家的歌曲，另外一首就會穿插其他的。 
 
如何練習： 
 
平常練習除了老師帶，每個團員都會有錄音筆，老師會彈個別的聲部讓大家錄音回去

聽，部長也會說平常要加練。 
 
對於參與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想法： 
 
參加第一屆的鄧雨賢音樂會是因為鄉長找的，唱的「是四月望雨」，之後就斷了，因

為文化局不知道有我們這個團體，我們沒有立案，所以後來有去立案。參加鄧雨賢的

紀念音樂會，文化局是規定說最少要有一首是鄧雨賢的曲子，我們想說，「四月望雨」

大家都很熟了，所以我們前年選〈春宵吟〉，因為我覺得他的旋律很優美，而且唱唱

鄧雨賢的曲目，尤其他的公子也會出席，所以能夠唱一首鄧雨賢的歌曲，對他來說是

很有意義的，也可以介紹不同的曲子。前年跟去年的音樂會都有限定時間，第一屆是

芎林鄉公所主辦，因為是第一屆，所以要唱鄧雨賢的代表歌曲，唱了四首，就是「四

月望雨」，其他兩屆就只有規定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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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鄧雨賢的想法： 
 
我對鄧雨賢的印象不深刻，看照片會覺得他瘦瘦的，雙目炯炯有神，而且他在那個年

代可以譜出〈望春風〉，可以說是我們的國歌，而且旋律又非常優美，我記得在我以

前，還教過我國小同學唱過，而且到現在，很多的場合，都還是會唱他的曲子。(王
問：因為鄧雨賢都譜閩南語曲，會覺得鄧雨賢不是客家人嗎？)，張答：我覺得他是

因為作詞者的關係，因為要和作詞人合作，如果當時作詞人是客家人，就不會這樣想

了。 
 
(王問：因為是在地人，所以知道鄧雨賢是芎林鄉的人嗎？)，張答：我以前不是在地

人，我也不知道鄧雨賢是芎林鄉的人，只是知道有鄧雨賢這號人物。直到開始有舉辦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後，透過一些文宣，或是像文林閣會擺放一些他生平的照片展覽，

對他才有進一步的認識。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如何選曲： 
 
第一屆是芎林鄉公所主辦，因為是第一屆鄧雨賢紀念音樂會，所以要以鄧雨賢的音樂

為主，所以唱了四首，就是「四月望雨」，其他兩屆就只有規定一首，其他兩首自己

挑選。(王問：那挑選曲子會考慮觀眾的反應嗎？)，張答：我們當然是選我們最拿手

的歌曲，因為只要唱的好的話，不管是什麼樂曲，台下的觀眾都也會呼應，會給你熱

烈的掌聲。但是還是會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樂曲為主。(王問：會不會有族群的考量)，
張答：我們就是在客家庄，基本上只要是好聽的歌，不管他是什麼語言，我們都會唱。 
 
對於音樂會的印象或感想： 
 
看的人很多，而且有音樂，有舞蹈，有樂器演奏，還會請歌星來唱，歌星就是一個吸

睛的焦點，像是有請過蔡琴、阿淘哥、羅時豐、張秀清等。所以每一屆的觀眾都很多，

參觀的人群有都好幾百人，也有遠從外地來的，但是應該在地人會比較多。而且雖然

是戶外的音樂會，但是大家還是會安靜的欣賞。 
 
對於音樂會節目編排的看法： 
 
總不能是單一的節目，要多元化，像舞蹈等，因為在鄉下，不像在演藝廳那種正式的

場合，如果是單一的節目，欣賞的人會覺得單調乏味，所以需要比較多元化的表演。

還要有點綴的，或是找一兩個能夠吸睛的人，才會有觀眾，有人群來。 
 
喜歡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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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聽慣了合唱的曲目，所以還是比較喜歡合唱的曲目。 
 
對於參與過的這幾屆有何看法： 
 
希望以後都找我們參加，而且我們是在地的，又近，所以更應該找我們。前年現場有

鋼琴，所以我們唱的速度可以跟著指揮老師與伴奏老師，去年的場地沒有鋼琴，所以

是放 CD 音樂，只能跟著音樂唱，所以沒有辦法依照自己喜歡的速度來唱。 
 
喜歡這種形式的音樂會嗎： 
 
因為芎林沒有室內的演藝廳，所以聊勝於無，至少有活動可以參加。但還是希望有一

個正式的館場，不光是只有紀念公園，還是有演藝廳，可以辦正式的音樂會，提升鄉

民的音樂素質。紀念公園畢竟只是公園，如果不維持，可能馬上就雜草叢生，但是有

館的話，除了音樂會，也可以辦展覽，可以舉辦多元的活動，提升鄉民的素質。但是

不一定要是鄧雨賢紀念館，可以是任何的館，因為可以多元演出。 
 
 

七、芎林鄉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團員 

訪談時間：2011 年 05 月 31 日  地點：芎林石潭社區活動中心 
整理方式：逐字稿 
 
對鄧雨賢有什麼看法： 
 
是音樂才子。鄧雨賢是芎林人，因為他大部分的精華時間都待在這裡，所以芎林鄉公

所認為他是芎林人。 
 
 

八、裘尚立：荷聲合唱團團長 

訪談時間：2011 年 06 月 01 日  地點：核能研究所大禮堂 
整理方式：逐字稿 
問：王瓊苡(以下簡稱王)  答：裘尚立(以下簡稱裘) 
 
當初為何會加入合唱團： 
 
我們這個合唱團歷史很久了，我們這邊是核能研究所，旁邊是中山科學研究院，原來

兩個是同一個單位，叫做中山科學研究院。後來因為我們屬於行政院，他們屬於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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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以我們就分家了。但是在之前，這個單位每年都有合唱比賽。每個所每年都要

有比賽，而且長官支持，所以每年都辦，結果後來慢慢的合唱比較沒有人，所以四五

個合唱團合成一個團，中科院的合唱團跟我們的合唱團合在一起，因為他們的合唱團

比較沒有活動。以前叫核聲合唱團，經過一段時間，覺得名字有點恐怖，後來合唱團

曾經去過荷蘭，就改名成荷聲合唱團，音不變但字變了。而且我們這團 1977 年就成

立了，現在已經歷史永久，團員年紀超過 50 歲得人很多。以前是星期六練習，我來

工作的第一個星期六，就參加了合唱團，參加合唱團就是進修學習。 
 
對於此合唱團的想法或感想： 
 
我覺得，現在好像學校慢慢比較沒有很重視合唱，合唱藝術已經正在下坡了，而且因

為我參加很久了，現在因為時代在變，以前我們這個年紀在唱的，都是比較嚴肅的歌，

都是不動的，現在不是了，現在都要活潑的，要動。以前唱的都是一些國家、抗日的

歌曲，比較愛國歌曲類的，現在就沒有像以前那樣。 
 
合唱團的團員： 
 
合唱團的團員大部分都住附近，來我們這邊的研究員，大多來自台北、桃園跟新竹這

三個地方的人，但是桃園的人可能最多。像我就是以前住台北，因為工作搬到這裡來，

就變成桃園人了。合唱團很重要，合唱團可以培養出合的感覺，而且要合才會好聽，

也很容易凝聚向心力。像以前，我們平常都會到人家家裡，吃完飯就開始唱合唱，大

家也常常一起出去玩，認識久了，熟了以後，唱出來的歌，感覺就會不一樣。 
 
合唱團與當地的關係： 
 
是因為核能研究所在龍潭，我們也是在地的合唱團，所以為什麼鄧雨賢的音樂會我們

要參加，我們是在地人，我們是鄧雨賢的同鄉，所以不管誰有參加誰沒參加，我們都

要參加。(王問：那是誰邀請參加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裘答：鄧雨賢的音樂會只有

七屆，但是鄧雨賢都已經過世非常久了，因為日本的人吉市有舉辦紀念音樂會，所以

鍾肇政開始舉辦第一屆，第一屆他們也有來演。像我小時候，〈四季紅〉、〈雨夜花〉、

〈望春風〉，我們根本不知道是誰做的，直到龍潭來才知道是鄧雨賢作的，而且是還

同鄉，本來也都不知道鄧雨賢是龍潭人，會參加紀念鄧雨賢音樂會應該是鍾肇政與盧

孝治共同邀請的。我們第一次唱完，客家電視台還來訪問我們。 
 
合唱團有無顧問： 
 
我們這個合唱團，有請過非常有名的老師，例如：杜黑、我的妹妹裘尚芬、周同芳。

現在一直都是謝美舟老師帶合唱團，謝美舟老師帶 10 年了，謝美舟老師也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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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從她帶了以後，我們唱了很多客家歌，團員都非常痛苦，因為很多人都不會講

客家話。團圓是客家人的大約六、七位，大部分團員都是本地的，所以還是有客家人。

還好有客家人，因為我們平常要練發音，要靠這些人。團員基本上閩南人、客家人都

有，像我就是外省人。平常台語歌、客家歌、國語都有唱。 
 
團員間有無親戚關係： 
 
團員有外面的人，不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人，每個可以來的人都歡迎大家參加，但

是因為是星期一、三中午練習，所以來參加的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婦。也有退休的員工，

因為喜歡唱，還是回來練習。 
 
平常練習的曲目： 
 
我們其實要看，因為我們這個合唱團很忙，我們有名之後，之前參加桃園社區觀摩比

賽，年年的第一名，所以桃園縣政府就比較認識我們，常常邀請我們或推薦我們參加

比賽、活動，所以我們要練客家歌。平常也有參加各種比賽，但是挑曲子還是老師挑

選為主，因為她是客家人，所以還是以客家歌為多。但是基本上參與的活動多，所以

什麼歌都唱，是機動的選歌。 
 
參與過的音樂會： 
 
都是被邀請的，客家的比較多，因為客家委員會辦的活動很多。還有石門以前有辦過

石門活魚節，所以也有邀請我們參加，因為是客家庄，所以活動邀請大部分都是客家

的活動。但是參加客家的活動，他們不會要求曲目，就會挑一些輕鬆的、熱鬧的曲目。

比賽時才會挑選比較難的曲子。比賽時自己會來加練，因為我們是用中午時間，大家

下午還要上班，所以一定要準時結束，所以時間還是不太夠。每部有部長，所以部長

會帶領大家練習。一開始成立就是四部混聲合唱，因為這邊受的教育比較高，所以音

樂的素養也會比較高。團員都是以前的基礎留下來的，還有就是同事會互相招來招

去，叫大家來參加，團員現在約為 40 多位。 
 
對於參與紀念鄧雨賢音樂會的想法： 
 
我們覺得參加鄧雨賢的音樂會很好，但是因為他太早過世，所以他知名的就哪幾首，

所以要推廣鄧雨賢應該政府要加油，要幫忙推廣，鄧雨賢是本土的作家，只靠鍾老可

能不太夠，所以應該要多把他的曲譜成合唱曲。另一個延伸就是用一樣的詞，雖然詞

不是他寫的，但是用一樣的詞去重新譜曲，也是一種新的發展延伸。因為這裡還有客

家文化館，桃園和中壢的音樂人口較少，所以雖然我們唱的不夠好，但是我們有責任

在龍潭推廣合唱，希望合唱變成在地的文化。所以鍾老也成立了望春風合唱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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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潭在地就是合唱深根化，希望可以慢慢達成。而且認為鄧雨賢就是在地龍潭人，所

以我們有使命要推廣鄧雨賢，我們喜歡他的歌，又是唱合唱，所以有使命要推廣。(王
問：會覺得鄧雨賢是客家人嗎？)，裘答：那無所謂阿，他是不是客家人無所謂，主

要他是龍潭人。而且我們應該要推廣鄧雨賢到國際上，而不是只在台灣唱。尤其現在

要本土，更應該把鄧雨賢推上國際。 
 
如何選曲： 
 
因為辦了這麼多屆了，常常曲子都會打架，所以老師會去找不同的曲子，用鄧雨賢的

歌曲來延伸，例如：〈新望春風〉。〈新望春風〉是把鄧雨賢的代表作品〈望春風〉，保

留歌詞的部份，請人重新創作音樂的旋律，成為〈新望春風〉。唱的曲目會事先協調，

我們會讓別的團體先挑，不要跟人家唱一樣的。(王問：會因為在地人士客家人，所

以會有選曲上的考量)，裘答：不會，因為當地的動員力量很強，觀眾也參加習慣了，

每次只要在龍潭演出都爆滿。現在看起來好像有點提升合唱的感覺，以前全部都是唱

鄧雨賢的，現在只要有跟鄧雨賢有關就好，不要把曲子唱老了。我們唱過鄧雨賢的客

家歌，是〈十八姑娘〉，如果鄧雨賢都是譜寫客家歌，我們當然一定會選客家歌，因

為畢竟我們是客家庄，他是客家人。推廣鄧雨賢的時候，也可以順便把龍潭鄉打出去。 
 
對於音樂會的印象或感想： 
 
現場的觀眾反應都很熱烈，因為他是完全取決於主持的人，有一屆就很糟糕，因為主

辦人不是盧孝治，聽說反應不太好，鍾老不太喜歡，所以又回到盧孝治辦，又有改善。

以鍾老的想法，可以用鄧雨賢來推廣客家，而且鍾老就是客家人。 
 
最喜歡的曲子： 
 
就那四條，我常常在家裡唱的就是〈雨夜花〉，我剛剛講的在國外唱的就是〈雨夜花〉，

多明哥來台也是唱〈雨夜花〉，因為他的旋律就是很好聽，雖然〈望春風〉比較知名，

但是我這個年紀還是比較喜歡〈雨夜花〉，因為它比較悽涼。 
 
練習或演唱時對曲子有無任何想法： 
 
我們有人聽到客家歌就比較排斥，有人聽到英文歌就比較排斥，覺得要特別練發音，

所以會比較不喜歡唱這兩種。平常比較喜歡國語跟台語的，但是我個人覺得我們要多

學習各種不同的歌曲。 
 
喜歡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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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喜歡，但是因為我是唱合唱的，所以還是喜歡合唱的版本，覺得和聲比較豐富，

但是主要還是要給觀眾聽。 
 
喜歡這種形式的音樂會： 
 
很喜歡。因為跟鄧雨賢同鄉，就是要推廣鄧雨賢。 
 
 

九、龍潭鄉圖書館館員林小姐 

訪談時間：2011 年 07 月 19 日  訪談方式：電話訪問 
整理方式：逐字稿 
 
龍潭當地有沒有音樂的活動團體： 
 
有關音樂的部份，很多學校都有。凌雲國中有管弦樂，龍星國小有管弦樂，石門國小

有管弦樂和國樂，龍潭農工有樂隊，這些學校本身都有管樂團。另外龍潭鄉還有一個

愛樂協會，愛樂協會他也是有樂團。 
 
龍潭當地有沒有傳統的音樂的活動團體： 
 
有客家文化傳播協會，協會成立蠻久了，他們的學生都有出外表演，學生都是有一些

年紀的人。客家八音團比較沒有組織化，大部分通常都是喪事時人家特別請的，平常

都是自己私下練習。目前有組織的都是唱客家山歌的。另外還有一個青春歌友會，他

不是只有針對客家歌，是綜合型的，流行歌曲、客家歌等，相關的音樂都有唱。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舉辦之後，對於當地藝文活動的辦理有無影響： 
 
平常就有藝文活動的辦理，再加上葉鄉長 95 年上任之後，一直陸續在暑假期間推動

假日廣場，連同龍潭鄉內的十六個社區發展協會，都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班別，像是

合唱團等團體。 
 
鄧雨賢對當地的影響： 
 
有一個客家文化館。 
 
鄧雨賢音樂會對當地音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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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望春風合唱團，現在改名為芙韻合唱團。是由原本望春風合唱團的團員出來組成

的。是因為鄧雨賢的音樂會而成立的合唱團。 
 
鄧雨賢的音樂會在當地是藝文活動裡的一環，並沒有因為辦了鄧雨賢的音樂會對當地

有一些音樂的影響。因為我們葉鄉長在藝文這個部份很大力的在推動，所以反而整合

了我們龍潭鄉很多的協會，整合起來之後，陸續在假日廣場暑假期間，禮拜六禮拜天

的下午五點半到六點半，我們都會邀請這些社團來表演。 
 
龍潭鄉後續會再推動一些鄧雨賢相關的事物： 
 
各個社團都有他們的特色，有關鄧雨賢的部份，由協會會比較全面性的，沒有特別因

為鄧雨賢的部份去做發展，比較專業的就只有之前的望春風合唱團，會比較針對鄧雨

賢的部份。 
 
鄧雨賢算是龍潭鄉的代表作曲家： 
 
對，是客家人。公所沒有特別辦理鄧雨賢的相關活動。因為這些社區發展協會都是由

公所這邊來協助，是全面性的在推動，是全面性的成長，而不是針對單獨一種來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各個團體都有，像是樂器類的把玩，最簡單就是合唱團，另外就是各個

社區發展協會裡面，也會延伸出來其他的創意團體、表演團體。樂器類傳統與西洋樂

器都有，有管弦樂團與國樂團，非常豐富。 
 
 

十、芎林鄉鄉公所職員邱小姐 

訪談時間：2011 年 07 月 19 日  訪談方式：電話訪問 
整理方式：逐字稿 
 
芎林鄉當地有沒有一些客家傳統的藝文團體： 
 
客家八音的很少，客家歌謠有，客家歌謠跟山歌類都有唱。有一個合唱團，石潭婦女

合唱團。客家八音目前都沒有，十五年前、二十年前很多，現在都沒有了。以前都會

練習一些傳統的樂曲，或唱唱客家歌。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舉辦之後，對於當地音樂活動的辦理有無影響： 
 
有，鄉公所自己也會辦理音樂活動，都是請一些外地的表演團體來辦活動，沒有說限

定哪一類，就是跟別的鄉鎮的一些音樂表演團體邀請來演出，像是室內樂團、管絃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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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國樂團、合唱團、媽媽教室、歌唱班都有。在鄧雨賢紀念公園演出。鄉公所辦理

的是比較小的活動，縣政府文化局會辦理較大的活動，會在鄧雨賢紀念公園辦理其他

的一些活動，像是放電影、父親節的表揚活動等。公園蓋好後陸陸續續都會有一些藝

文活動在公園舉辦。之前沒有公園時也會辦理這些活動，在不同的地方，但是因為場

地沒有那麼大，就沒有辦法辦理這種全鄉性的活動，有了公園之後才可以辦理全鄉性

的活動，之前都找不到場地，有了公園之後才有場地。可以說是因為鄧雨賢紀念音樂

會才產生的發展。 
 
之前的活動都是分散在各個村、各個社區辦理，輪流辦理活動，輪流辦理社區表演活

動、中秋節夜光晚會等，輪流到各村辦理。我們還有鄉長盃的客家民謠比賽，以前也

是輪流舉辦。鄉長盃的客家民謠比賽到現在都還有舉辦，是個人的歌唱比賽，唱山歌、

現代的客家歌謠等，有分組，傳統與現代類。單純是歌唱的比賽，平常在社區活動中

心有歌唱班，有老師來教，學會唱之後來比賽。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舉辦之後，對於當地音樂有無影響： 
 
多多少少當然有影響，可以辦比較大型的，吸引比較多人來參觀。因為像文化局辦理

大型的活動，邀請有名的歌星來的時候，外鄉的人也會來參加。鄧雨賢紀念音樂會舉

辦完之後，沒有再額外成立一些音樂團體。只有石潭婦女合唱團，要說他是因為有了

鄧雨賢紀念公園，這樣辦了活動之後才成立的也可以啦。其他的藝文團體都沒有受到

鄧雨賢紀念音樂會的影響。因為目前我們公園還在申請設備擴建，還在增建當中。 
 
之後會為了鄧雨賢成立一些音樂團體： 
 
要看各個社區發展協會的意願，鄉公所不能招集，主要還是由各個社區發展協會自己

來成立。鄧雨賢是當地的代表作曲家，舉辦音樂會還是文化局主辦，鄉公所協辦。另

外鄉公所自己也會辦理一些相關的藝文活動。鄉公所為鄧雨賢辦理的活動，主要還是

配合文化局辦理的紀念音樂會的活動。像是仲夏藝文饗宴、蚊子電影院等。 
 
鄉公所辦理的活動都是花錢邀請外來的團體，平常沒有在為鄧雨賢辦理其他的藝文活

動。最主要目前在規劃整個鄧雨賢紀念公園，未來的一些規劃裡面，希望能夠帶動讓

一些地方的文化工作者再來未來的發展。 
 
芎林鄉的學校有沒有音樂社團團： 
 
鄉公所辦理的音樂會、活動都會邀請學校來表演，像是芎林國中、芎林國小，他們也

會表演一兩首關於鄧雨賢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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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順序：左上 1 右上 2 左下 3 右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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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順序：左上 1 右上 2 左下 3 右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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