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論 

一、南管館閣近十年活動概述 

    南管館閣所參與之活動，若按性質區分，可分為文化場及儀式性活動二類。現所見，

多數位於都會地區之館閣，係以文化場表演為主；反之，非都會區之館閣，則多從事儀

式類相關活動。造成參與活動類型差異因素，可由館閣背景進行說明。 

    早年南管文化圈，多將館閣設於地方宮廟當中。廟宇除作為地方信仰中心，亦為地

區民眾聚集地，故此舉不僅有助於館閣穩定發展，另館閣亦可就地方團體之身分，享受

廟宇資源。近年所見，以廟宇設館之館閣，包含臺北市法主公廟和鳴南樂社、臺中縣清

水鎮紫雲巖清雅樂府、臺中縣沙鹿鎮玉皇殿合和藝苑、彰化縣鹿港鎮龍山寺聚英社南樂

社、臺南市灣裡（萬年殿）慶安堂和聲社（郎君會）、臺南市鎮轅境頂土地公廟醒緣基

金會醒聲社、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普陀寺南樂清和社、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元帥府光安南

樂社、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正聲南樂社、高雄縣茄萣鄉頂茄萣賜福宮南樂振樂

社、高雄縣內門鄉內埔南海紫竹寺新興庄南管集聲社、高雄縣梓官鄉義氣堂聚雲南樂

社、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廣益南樂社、高雄縣阿蓮鄉金華寶殿挽化霄明宮薦善堂薦善南

樂社、高雄縣鳥松鄉鳳邑醉仙亭醉仙亭南樂社、屏東縣東港鎮崙仔頂鎮海宮南鎮海宮南

樂社等館閣。另如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第一樂團南管組，其館舍雖非設於廟中，

但當地信仰中心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係為早年由閩南第一樂團團員所募建，故其南管組

活動，亦以廟宇為重心進行。 

    以廟設館之館閣，因屬地方團體，故多數廟宇為鼓勵庄內子弟學習，係以免費提供

場地、提供經費等方式，進行實質贊助。以貴客身分自居之南管館閣，雖享受諸項資源，

但其身分、經濟仍為獨立，並不因此而隸屬廟方。在感念地方及廟宇之禮遇下，南管館

閣多以自發性參與廟宇之慶典行程，以為回饋。基於此背景，故將館舍設於廟中之館閣，

除閒居拍館及館員或其親屬之生命禮俗外，係以代表廟宇身分，參與廟宇神明聖誕祝

壽、定期之整絃及祀神、安座、建醮等慶典，為年度活動之最大宗。 

    部分都會區館閣，受到社會形態之轉變，因此館閣與地方關係漸行疏離，係改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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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活動，但此舉除造成館閣與地方關係脫節，亦使館閣受其環境、經濟等條件限制，而

易造成館舍遷徙之情況，在活動空間不定之影響下，館閣亦較不易獲得穩定發展。為求

館閣長久延續，故如臺南市南樂振聲社郎君神明會、臺北市閩南樂府管絃研究會等館

閣，早年即由館員籌資，購買館舍，以贊助之方式，協助館閣穩定發展，此舉亦使該館

館員得以於無後顧之憂之狀態下精進藝術、持續成長。 

    另一方面，因都會區館閣成員，多為在職背景，故除日常拍館外，亦難以配合廟宇

慶典時間，在缺乏出陣機會情況下，為了促進館員學習意願，因此館閣多以推廣、展演

為名目，擇以音樂廳、公園舞台、學校、文化中心等公開場合，進行文化場之南管演奏，

近年所見，閩南樂府、臺北市中華弦管研究團、臺北縣三重市集美郎君樂府、振聲社、

臺南縣後壁鄉安溪寮龍御社南管會等館閣，皆辦理過類似活動；另如臺北市華聲南樂社

亦以年度為週期，常態性於臺北市孔廟明倫堂進行成果展演，此作法不僅可提昇館員之

藝術表現及促進參與感，亦可藉此機會，幫助該地區民眾了解館閣性質，並招攬地區有

志人士，加入館閣組織。 

    對絕大部分南管人而言，藝術條件之提昇，係為首要追求目標。為了有效增進技藝

提昇，故凡地方迎神賽會、婚喪喜慶及館閣會奏等各類場合，南管人皆樂於參與。此不

以金錢為出陣取向衡量之作法，亦深植於南管人心裡。但近年來，隨著以南管音樂為經

營目的之團體興起，原存於南管文化圈之傳統，亦有不同面貌之呈現。 

    臺北市漢唐樂府南管古樂團梨園舞坊及臺北縣江之翠實驗劇場南管樂府，係為南管

界中少見之職業團體，早年係以南管絃友為對象，邀請配合活動展演，近年則積極吸收

專業院校藝術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二者並以培養專業表演者為目標，藉由公開之售票

展演、尋求政府、民間補助等方式，維持團隊營運。 

    團員依參與時段之多寡，分為正職及兼任二類，按月領取薪資。以有給薪之方式，

促進年輕學子參與之作法，原為美意，照理應可促進參與者的學習意願及培養年輕新

血，然因成員汰換頻率密集，故單位本身於無法維持穩定狀態情況下，多於任務期間，

聘請南管文化圈資深長者參與演出，但如此之作法，除喪失原成立之本意，亦易為外界

定型為條件不足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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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心心南管樂坊雖不同上述二職業團體，以展演為主要取向，但其以補習班之

模式，按月收取鐘點費用，進行傳習活動之方式，卻有別於傳統南管文化圈，以推廣為

主，未收取學費、義務性質的傳習模式，此亦為身處都會區，受經濟條件限制之實例。 

    除上述因背景，所導致館閣所從事活動之偏重差異外，近年因政府部門意識到傳統

文化之凋零情況，為維護及保存傳統藝術，並於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成立國立傳統

藝術中心，以保存、傳習、推廣，作為概念，進行『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畫』、『南、北

管館閣現況評估及重建可行性研究計畫』等各項計畫。部分館閣有鑑於此，故除原有活

動外，亦積極申請有關補助，進行相關活動之辦理。 

    以館閣為主導，所進行之補助計畫案，多為傳習一類。近年所見，參與館閣（團體）

包含江之翠實驗劇場、漢唐樂府、閩南樂府、華聲南樂社、中華弦管研究團、清雅樂府、

合和藝苑、聚英社、南聲社、振聲社等，或以南管音樂、七子戲、梨園戲等內容，作為

計畫申請名目，部分單位，亦以常態性之模式，進行補助申請。 

    由公家單位發起，對南管進行維護、推動之作法，雖為一正向促進，然此現象，並

未全面普及於南管文化圈中。現從事相關傳習之單位，除職業團體及部分都會區館閣

外，亦鮮見非都會區館閣。 

    常態之春、秋二祭及傳習等活動，對於多數館閣而言，係為一固定活動，辦理之起

因，亦非外力促使而成，僅為維持傳統面貌。故多數館閣於辦理之時，係將經濟條件、

館閣成員數量及掌握曲目、活動空間等納入考量，作以活動規模之評估。若館閣於各項

條件皆許可之情況下，多會對外廣邀各館絃友前往同樂，若條件不允之情況下，則多以

邀請鄰近館閣及親近絃友，以小規模方式予以辦理。 

    多數非都會區館閣，因與地方關係緊密，因此若遇廟會祭典，地方多以贊助方式，

提供其所需資源，故地方資源，係為其主要來源。但目前所見，都會區館閣，因缺乏與

地方之緊密互動，所以部分館閣（團體）係以公家單位為對象，尋求協助、獲取資源，

並以此為前提，作為活動辦理與否之最大考量。此情況，不僅有負政府單位之美意，亦

造成館閣對公家機關之依賴性，將原有定位模糊化之現象。近年，因補助情況較為普及，

因此部分館閣，亦調整作法，回歸原生態，以尋求社會、地方資源，取代公家資源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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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以下就依區域劃分，以館閣為對象，分以北部地區、中部地區、臺南地區、高屏地

區，對所在地館閣近年所參與之活動內容進行概況說明。  

（一）北部地區 

1﹒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第一樂團南管組 

    現任團長為呂光輝先生，並兼任南管組組長一職，閩南第一樂團除南管組外，編制

內並設有北管組及什音組。常態性參與活動之館員包含黃天福、郭玉葉、黃麗敏、簡來

富、林宗秋、莊阿秀、郭媽能等人。基隆閩南檺林宮三王府因為閩南第一樂團團員募資

籌建，故閩南第一樂團南管組所參與之活動，多數係與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相關。常態性

活動包含農曆二月廿五及八月廿五於檺林宮所辦理之春、秋祭；八月廿三日邢府王爺聖

誕遶境；元宵前後之新春進香；以三組輪流之方式，於農曆初一、十五日晚間之整絃排

場，若遇正月初一，並與閩南第一樂團編制內之什音組及北管組依序進行排場。除廟宇

活動外，亦配合參與館員、絃友、基隆地方子弟館閣等相關人士之絃管祭。 

2﹒臺北市閩南樂府管絃研究會（學團） 

    目前理事長為陳仁治先生、館先生為曾玉女士，常態性參與活動之館員包含劉贊

格、陳國藏、陳廷全、洪廷昇、李元泉、陳進興、顏慶輝、李正彥、江淑貞、陳思涵、

陳幼琴、洪秀媛、簡逸光等人。常態性活動包含每週四晚間之傳習及每週六晚間之拍館，

凡遇館員及館員親屬婚慶、奠禮等場合，並參與婚宴整絃、絃管祭。若為地方士紳聘請，

亦配合參與廟宇安座、神明聖誕祝壽、絃管祭等儀式性活動，其近年所辦理之絃管祭場

次，係為全臺館閣之冠。 

3﹒臺北市法主公廟和鳴南樂社 

    目前負責人為陳梅女士、館先生為江謨堅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陳淑嬌、

邱玉華、王玫仁、葉美蓮、魏秀蓉、蔡贊昌、王議鋐、江永富、紀玉幸、林瑞香、張龍

江等人。除定期於每週五晚間於臺北市法主公廟進行拍館外，亦固定於每年十月廿五日

及廿六日，為慶祝臺灣光復節暨法主聖君聖誕，就乘坐藝閣之方式，於大同區一帶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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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遶境，並於法主公廟前搭臺進行整絃。 

4﹒臺北市華聲南樂社 

    目前館先生為江月雲女士，常態參與活動館員包含蕭志恆、吳米芳、陳淑嬌、邱玉

華、孔令伊、黃華興、謝雨軒等三十餘人。除定期於年終假臺北市孔子廟明倫堂舉行成

果發表演奏會外，亦常態於每月擇二週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於孔廟進行整絃活動。 

5﹒臺北市咸和樂團 

    負責人為辛晚教先生，常態參與活動館員為辛鄭美麗、林秀華、陳廷全、蔡朝松、

陳明富、陳杏法等人。目前除常態性每週六下午於有記茶行拍館外，亦配合地方之需求，

不定期受邀參與臺北市文化局、大龍峒保安宮、孔廟所辦理之祭典及展演相關活動。 

6﹒臺北市中華弦管研究團 

    負責人為莊國章老師，目前館先生為蔡添木老師、林新南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

員為李志龍、吳三和、詹旺欉、陳貴強、高順堂、藍麗美、蘇桂枝、林月香等人。常態

性活動包含每週六晚間之拍館及每月第四週星期日假臺北故事館所進行之展演活動，除

此外，並積極辦理相關補助及文化場音樂活動，近年受到館先生紛紛凋零之影響，因此

亦數次辦理絃管祭，其規模係為近年所見，北部地區最為完備者。 

7﹒臺北縣三重市集美郎君樂府 

    負責人為吳火煌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為紀月英、陳壽美、陳麗華、陳素鳳、

劉美諄等人。除每週一、三、五上午之常態性傳習外，亦活耀參與地區性文化活動。 

8﹒臺北縣永和市體育會南樂健康委員會永和南樂社 

    社長為陳宗碑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為陳全勝、林正治、高國禎、黃裕忠、林

錦坤、洪榮福等人。常態性活動包含每週一、三、五晚間之拍館及傳習，另配合臺北縣

永和市公所，承辦相關展演活動。 

9﹒新竹市崇孟社 

    崇孟社中十五位會員，每年以春、秋二祭為期，進行爐主筊選及舉行食會活動，任

爐主者須將孟府郎君神像迎請回家宅供奉。由於會員中，僅謝水木、謝水森兄弟及會員

之子吳正德三位習得南管，因此近年僅謝水森及吳正德父親擔任爐主時，邀請南管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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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參與整絃活動。 

10﹒新竹市長和宮長和南樂社 

    負責人為周宜佳先生，除每週三於長和宮所進行之拍館及傳習外，並於三月廿三

日，長和宮主神天上聖母聖誕前夕，依長和宮所排定之行程，於廟中進行整絃。 

（二）中部地區 

1﹒臺中市文昌公廟文昌南管樂團 

    文昌公廟南管樂團為臺中市文昌公廟所組織之社團，由林耀雄先生任班長一職，目

前係聘請清雅樂府團長黃珠玲女士及蔡山崑先生擔任教師，常態性參與活動者包含張秀

春、黃心瑩、孔令琴、林素玉、陳韻宇、林澄清、楊元弘、楊磐崇、李扁、陳玟君、廖

麗珠、簡秀麗、楊惠婷、洪雅芳、洪麗柔等人。目前除每週六下午定期之傳習外，亦於

各年度參與由文昌公廟所辦理之社團聯合成果展演。 

2﹒臺中縣清水鎮紫雲巖清雅樂府 

    團長為黃珠玲女士，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吳敏彥、楊德昌、蔡山崑、顏南洲、

陳森方、許敏憲、林永青、楊一新、楊江哲、林宗民、蔡劉玉花、童月梅、紀秀玉、蔡

香、林粗、林圓、姜美玉、童瓊玲、蔡書媛、蔡羽柔等人。除週二及週日外，每日晚間

並於清水鎮紫雲巖三樓館外進行拍館，常態性活動並包含春秋祭典、二月十九日觀音佛

祖聖誕、六月十九日觀音佛祖正位(出家)、九月十九日觀音佛祖板剃（得道），前夕或當

日晚間，於清水鎮紫雲巖進行祀神。並配合地方廟宇、士紳之邀聘，參與廟宇之儀式性

活動。 

3﹒臺中縣沙鹿鎮玉皇殿合和藝苑 

    吳素霞女士身兼負責人及館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林振雄、吳炳慧、廖子

賢、洪員、王怜櫻、張春玲、吳曼綾、洪蓬蓮、李碧珍、陳淑如、劉玟郁、鄭秀如等人。

除七子戲之傳習及定期之年度成果發表外，自 2005 年起奉請孟府郎君後，亦常態性舉

辦春、秋祭典，除常態性於正月初九天公生，配合沙鹿玉皇殿進行祭典外，亦申請政府

補助及接受地方邀聘，積極參與展演及儀式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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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彰化縣鹿港鎮龍山寺聚英社南樂社（南樂研究所） 

    負責人為許耀升先生、館先生為黃承祧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施永川、施

學堂、陳木彰、朱永盛、郭忠雄、吳敏翠、陳麗英、王姝美、陳清雪、李淑蓮、林姵廷、

黃煙慶、姚榮洲、蕭泓錡、黃淑敏、許淑芬、陳莉紜、陳彥儒、黃耀、林秀貞、黃淑鈴

等人。除定期之傳習及拍館外，並常態性辦理春、秋二祭於龍山寺整絃，近年除多次配

合彰化縣文化局南北管音樂戲曲館辦理祭典外，亦積極申請有關單位之補助，活耀參與

地方展演活動。 

5﹒彰化縣鹿港鎮天后宮雅正齋南樂研究社 

    負責人為董建林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莊忍、黃承祧、鄭江山、李麗娟、

施志寬、蔡妅琪、許宜倩等人。目前該館係以常態性之模式，於每週六、日晚間進行拍

館。若逢正月初一及端午節，亦受天后宮邀請參與整絃活動。 

6﹒彰化縣鹿港鎮遏雲齋 

    目前社長為陳塗糞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郭雙傳、郭應護、尤能東、陳逢

南、郭元湧、郭秀碧、李玉鑾、陳秀滿、鄭妙珠等人。目前除常態性辦理春、秋二祭外，

並協助彰化縣文化局南北管音樂戲曲館辦理祭典事宜，若逢正月初一、初九，固定前往

郭厝里忠義廟進行整絃，新春期間亦常態性受邀至天后宮等廟宇參與整絃。 

7﹒嘉義市鳳聲閣民俗樂團 

    負責人為蔡清源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者包含沈怡秀、陳曉英、李靜宜、葉時華等

人。目前係以每週日之傳習為主要活動內容，並不定期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及辦理文化

展演活動。 

8﹒臺中市東區旱溪樂成宮中瀛南樂社 

    負責人為陳枝材先生、館先生為黃承祧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陳玉坤、李

秀媚、張淑珠、柯淑芳、周芳麗、周宛臻、花靖淳、劉美辰等人。目前除常態性傳習外，

並固定每月一次擇星期日下午，參與臺中市樂成宮辦理相關整絃活動，亦配合地方機

關、學校邀請辦理展演、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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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地區 

1﹒臺南市南聲社 

    理事長為林毓霖先生、榮譽館先生為張鴻明老師、館先生為張栢仲先生，常態性參

與活動館員包含陳新發、陳令允、陳進財、蘇榮發、謝永欽、黃太郎、陳秋旭、王春生、

蔡明旭、黃俊利、李彥霖、葉麗鳳、郭阿蓮、陳嬿朱、黃美美、謝素雲、林麗馨、蘇慶

花等人。常態性活動包含正月初一開館鬧廳、二月初二臺南王家上天府代天巡狩聖誕祝

壽整絃、春秋二祭，除此外，亦辦理相關單位補助，接受地方、學校機關聘請，參與展

演及儀式性活動。 

2﹒臺南市灣裡萬年殿慶安堂和聲社郎君會 

    社長為黃太郎先生、館先生為張鴻明老師，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及學員包含杜清

蔭、黃明啟、趙春玉、黃柔燏、葉詠淇等人。目前除每週三次之傳習及農曆十月初十水

仙尊王聖誕祝壽整絃等常態性活動外，亦配合地方不定期參與相關儀式性活動。 

3﹒臺南市南樂振聲社郎君神明會 

    負責人為陳進丁先生、社長為蔡芬得先生、館先生為張鴻明老師，常態性參與活動

館員包含陳進丁、陳振隆、史明育、蔡宏昌、周坤璋、郭雅君、楊錦霞、蘇金蓮、林秋

華、林夙芬、劉碧華、顏美倫、楊淑菁、柯佩媛等人。目前除每週五之傳習、週六之拍

館外，自 2006 年起，亦恢復辦理春、秋祭之傳統，並積極辦理相關補助計畫及參與地

方之展演活動。 

4﹒臺南市鎮轅境頂土地公廟醒緣基金會醒聲社 

    負責人為蔡文成先生、館先生為陳振隆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張鴻瑛、戴

敏媛、王豐富、謝秀裡、陳玫吟、許瑛娥、莊捷媚、蔡秉憲、蔣齡等人。除每週常態之

傳習外，並於福德正神及齊天大聖聖誕之日於台南市鎮轅境鼎土地公廟進行整絃。此

外，亦配合鎮轅境頂土地公廟參與地方儀式性及展演活動。 

5﹒臺南市四鯤鯓群鳴社 

    近年因受館員凋零之影響，故館閣活動亦相對減少，但凡四鯤鯓震靈壇朱府千歲聖

 8



誕，群鳴社必邀請南聲社共同參與整絃祝壽活動。 

6﹒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普陀寺南樂清和社 

    召集人為方阿婿先生、社長為吳庚生先生、館先生為蘇榮發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

館員包含方德瀨、方其欽、方連水、方永良、方水、方聖陽、方文賢、李金玉、方赺

葉、城秀華、林秀琴、黃月治、林阿金、方瓊雅等人。清和社為唯一保有傳統形式，配

合香科辦理入館、開館、謝館等活動之館閣1，自 2008 年起，因聘請南聲社前理事長蘇

榮發先生擔任館先生，因此目前係定期於週四、週五晚間進行傳習，除此外，亦常態性

於西港慶安宮香科、佳里金唐殿、普陀寺楊府太師聖誕、孟府郎君聖誕期間辦理祝壽整

絃大典，並配合受邀參與婚禮拜天公、廟宇慶典、祭祖等儀式活動 

7﹒臺南縣後壁鄉安溪寮龍御社南管會 

    社長為林炎燈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陳水龍、林戊財、林萬宇、林明昌、

吳清長、陳清心、林政城、沈金花、廖春鈴、梁貴滿、沈玉春、葉秀娟、徐美莉等人。 

目前除正月初六日清水祖師聖誕及二月十二日孟府郎君聖誕，常態性舉辦整絃活動外，

亦配合地方邀約參與展演活動。 

（四）高屏地區 

1﹒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元帥府光安南樂社 

    館東為洪進益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陳天恩、陳信平、簡天拱、徐武輝、

蔡隆夫、張正林、翁孟忠、潘文良、蔡昇璋、黃金富、吳秀霞、林美香、李淑玲、蔡富

琪等人。目前除每週二、四、六晚間之拍館，並以年度為單位，配合右昌元帥府參與十

四間廟宇之神明聖誕祝壽祭典，除館員之生命禮俗場合，係配合參與外，並不接受外界

聘請出陣。 

2﹒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正聲南樂社 

    社長為邱逸文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薛喜太、邱金水、吳萬發、邱富源、

                                                 
1 清和社所辦理入館、開館、謝館等活動，係配合西港慶安宮香科進行。由於清和社平日並無常態性拍館，

因此，辦理香科前，針對香科所需，館員進入館閣參與學習、操練，此稱為入館；待成果齊備，並依慶

安宮日程安排，至慶安宮千歲爺駕前進行成果展演，此稱為開館；待香科圓滿結束，藉由儀式行為，將

儀仗性等物件歸位，眾人恢復常態士、農、公、商生活，此稱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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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盛男、邱深淵、邱簝、薛良理、邱自進、邱腰只、鄭錦麗、許治等人。除五月初二

大使爺公聖誕、九月初二郎君聖誕之日2，必於崎漏正順廟進行祀神外；若逢十一月廿

七日謝府元帥聖誕之期，亦須配合正順廟，赴燕巢神元宮及右昌元帥府參與祝壽三獻

禮，除上述常態性活動外，亦為地方所邀，參與儀式性相關活動。 

3﹒高雄縣茄萣鄉頂茄萣賜福宮南樂振樂社 

    館東為張朝欽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黃基山、曾信雄、林永輝、楊德法、

林裕生、吳翠月、劉秀玉、劉碧華、楊錦霞等人。除二月十二日及八月十二日之春、秋

祭外，因館中尚供奉其他神明，因此並常態性於正月十一日三殿下聖誕、正月廿六日臺

南市金天宮金天正千歲聖誕、六月十六日池府千歲聖誕、賜福宮天上聖母聖誕之日進行

祀神，若逢地方境內香科辦理，亦配合賜福宮參與王醮相關儀典。 

4﹒高雄縣茄萣鄉振南南樂社 

    目前呈現謝館狀態，原編制中之館員如林全德、曾燕秋、薛寶源等人，目前係以參

與同地區正聲社、振樂社所辦理之儀式性活動為主。 

5﹒高雄縣內門鄉內埔南海紫竹寺新興庄南管集聲社 

    社長為蕭幸榮先生、館先生為陳榮茂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林正、楊勝吉、

龔明彩、林光政、劉添旺、劉添德、童豐源、劉良恩、卓崇興、林鴻斌、余忠任、卓水

鱉、胡達榮、郭星淵、龔明春、林建煌、蕭清虎、吳天賞、胡達爵、卓華泯、郭昭宏、

鄭福源、陳茂田、林國恩、胡仁健、卓保泉、翁永志、余美茹、胡耀文、胡元芬、翁英

琇、翁羚雅、林玥孜、林新翔、郭秋瑾、郭桂菁、劉位初、劉素華、余宗益、吳冠偉、

胡文琪、林寶修、林明凱、郭國棟、郭國城等人。除常態性於農曆二月配合南海紫竹寺

所祀觀音佛祖遶境外3，凡逢二月十九日觀音佛祖聖誕、六月十九日觀音佛祖正位（出

家）、九月十九日觀音佛祖板剃（得道）、初一、十五食齋日，亦於南海紫竹寺祀神。若

逢農曆正月廿一日，全體館員並前往庄內乾清宮辦理謝府元帥聖誕祝壽大典。 

 

                                                 
2 九月初二之郎君聖誕，係為正聲社所奉孟府郎君之指示。 
3 遶境活動原為南海紫竹寺及內門紫竹寺分別辦理，係以進行三年、休息三年之方式進行，然受縣政府之 
介入，為配合內門宋江陣之活動，故於 2006 年起並改以隔年輪替之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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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雄縣梓官鄉義氣堂聚雲南樂社 

    館東為蔣明正先生、館先生為陳榮茂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王仲禮、蔣金

元、王堃興、郭居旺、王文惠、陳金拵、張慧貞、王麗紅、劉秀桃、歐良珠、黃月、吳

雪娥等人。除春、秋二祭外，亦於正月十一日關平太子聖誕、六月廿三日關聖帝君聖誕

之時，於梓官義氣堂進行祝壽大典外，並常態性隨同義氣堂主任委員，於五月十一日城

隍尊神聖誕之日，赴中崙城隍廟進行祝壽大典。 

7﹒高雄縣六龜鄉大津村五公山五教學院南樂社 

    目前該館館員為郭清賀、陳金拵、張慧貞等人，因已合併於聚雲社編制中，故凡逢

五教學院所奉東華帝君聖誕，亦常態性由聚雲社協同赴五公山進行祝壽整絃活動。 

8﹒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廣益南樂社 

    社長為許丁春先生、館先生為陳榮茂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李志雄、曾松

輝、曾松根、柯清蘭、沈何素臻、呂美華、陳鳳珠、周沈秋雲、楊政勳、林錦雀、張月

屏、黃秀美、林玉真、黃雪鳳、藍明賢、陳月卿、李進壽、陳許麗鳳、邱宗仁、王文義、

林宏仁、許再春、陳文德、林子文、許張近、高金梅、許玉玫、陳錦桂、林寶村、陳麗

花等人，目前除每週三、四、日之傳習外，亦以選擇性方式，配合青雲宮董監事會參與

高雄地區十一間廟宇之祝壽大典。 

9﹒高雄縣阿蓮鄉金華寶殿挽化霄明宮薦善堂薦善南樂社     

    社長為陳乙金先生，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傅建鈴、吳重雄、陳三寶、朱清欉、

蔡明印、蔡榮福、陳明開、梁秋菊、吳陳英、顏玉枝、黃見、李玟蓉、蔡燕雪、林阿梅、

高美珠、黃淑娟、王蕙卿等人。除每週二次之定期拍館外，並配合金華寶殿挽化霄明宮

薦善堂薦善南樂社及胤科祠堂，進行年度性之整絃祀神活動。除此外，亦配合金華寶殿

挽化霄明宮薦善堂薦善南樂社交陪，參與清和宮、土庫北極殿等廟宇之祭典活動。 

10﹒高雄縣鳥松鄉鳳邑醉仙亭醉仙亭南樂社 

    社長為黃秀返女士，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謝瓊稔、方玉秀、陳美華、陳金滿、

黃雅雯、林芬美、胡蕙芳、胡羅子、胡偉德、胡泰順、許玉霞、王思雅等人。除農曆七

月外，係常態性於每月初一、十五於醉仙亭舉辦整絃，若逢農曆八月十五日主神李鐵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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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之期，並於花廳辦理祝壽整絃活動。 

11﹒屏東縣東港鎮崙仔頂鎮海宮鎮海宮南樂社 

    社長為洪全瑞先生，歷任館先生包含卓聖翔、林素梅、蔡青源、傅妹妹等人，目前

則由南聲社陳嬿朱女士不定期蒞館指導。常態性參與活動館員包含團長洪德飛、林文

進、張進地、陳順謙、何佩珊、李美鳳、張慈玲、張錦秀、劉雪美、潘鳳生、陳奕彣、

林雪緣、邱秋玲、陳金靜、陳瓊花等人。除春、秋二祭外，並以選擇性方式，配合鎮海

宮參與交陪廟宇相關祭典活動。 

二、相關研究概況 

    自 1980 年代開始，受音樂類相關系所逐年增加之影響，故以南管為主題，所進行

之學術論文及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大量增加。投入研究之單位，除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音樂學系碩士班及民族音樂研究所外，亦包括私立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國立臺

北藝術大學音樂學研究所及傳統藝術研究所、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及人類學研究所

及音樂學研究所、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音樂學系碩士班、國立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國立

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國立臺南師範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等院校系所。 

    音樂類系所進行研究之情況，雖佔大宗，然因南管曲辭中亦含豐富文學性，故當中

仍不乏中文系所進行研究。歷年以南管相關內容為主題，所撰寫之學位論文如下： 

 

表 1：南管學位論文一覽表 

年度 姓名 論文題目 系所 

1975 孫靜雯 南管音樂研究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1982 呂錘寬 泉州絃管（南管）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83 沈冬 泉州絃管音樂初探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85 王嘉寶 南管器樂曲分析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85 葉娜 Nanguan Music in Taiwan: A Little Known 
Classical Tradition 

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博士論文

1986 王櫻芬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nguan Vocal Music: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and Variance. 

馬里蘭大學碩士論文 

1986 黃玲玉 臺灣車鼓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87 林淑玲 鹿港雅正齋及南管唱腔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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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簡巧珍 南管戲「陳三五娘」及其「益春留傘」之唱腔

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89 李秀娥 民間傳統文化的持續與變遷─以臺北市南管社

團的活動為例 
臺大考古人類研究所 

1992 王櫻芬 Tune Identity and compositional Process in 
Zhongbei Songs: A Semiotic Analysis of Nanguan 
Vocal Music. 

匹茲堡大學博士論文 

1992 楊堯鈞 臺灣高甲戲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94 林麗紅 臺灣高甲戲的發展─以員林生新樂劇團為研究

對象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5 黃振南 南管器樂研究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1996 蔡郁琳 南管曲唱唸法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1996 吳佳燕 梨園戲音樂及腔調之研究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1997 游慧文 南管館閣南聲社研究 國立藝術學院音樂學系碩士班

1998 陳衍吟 南管音樂文化研究─由歷史向度、社會功能與

美學體系 
 

1999 方美玲 臺灣太平歌研究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1999 何翎甄 南管散曲【長潮陽春】滾門研究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音樂學系學

士論文 

2000 曹珊妃 「小梨園」傳統劇本研究─以泉州藝師口述本

為例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2 大友理 南管音階論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系碩士班 

2002 李孟勳 南管散曲與南北曲之比較分析─以同名曲牌為

例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2003 林秋華 南管指套趁賞花燈研究 臺南師範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

2003 黃朝彥 鹿港地區之南管手抄本研究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2003 曾韻清 小梨園旦角科步初探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2004 卓玫君 臺灣南管小戲文本分析─以《陳三五娘》及《番

婆弄》為例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2005 孫慧芳 臺灣太平歌館之音樂研究 臺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 

2006 黃鈞偉 南管藝師張鴻明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

2006 陳怡璉 南管曲〈望明月〉研究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音樂學系學

士論文 

2006 施玉雯 《文煥堂指譜》記譜法研究 臺灣大學音樂學研究所 

2007 李靜宜 南管譜〈梅花操〉之版本與詮釋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

2007 陳佳雯 臺灣所見南管系統的戲劇鑼鼓研究─以小梨園

《高文舉》為例 
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2008 施宜君 從《高文舉》一劇探討臺灣交加戲音樂之運用 臺北藝術大學音樂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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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管新錦珠劇團為例 

2008 劉芷姍 2004~2007 年南聲社的儀式活動及其音樂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

2008 楊淑娟 南管與明初五大南戲文本之比較研究 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2008 康尹貞 梨園戲與宋元戲文劇目之比較研究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8 黃雅琴 南管藝師吳素霞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

     

    若按目前所見文獻，其研究方向，仍以音樂本體佔多數，若以儀式為題所進行之研

究，其相關資料相當匱乏。多數內容涉及館閣組織、社會功能、口述歷史之研究，雖會

碰觸此區塊，但因呈現時，多以概略方式進行敘述，故較難得之完整面貌，僅能藉由文

字，拼湊出約略之景象。 

    目前所見，研究內容包含儀式者，包含 1994 年國立藝術學院（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音樂學系碩士班顧寶文所撰〈南管整絃活動初探─以民國甲戌年雅正齋、聚英社、南聲

社、閩南樂府郎君春祭為例〉、1997 年國立藝術學院音樂學系碩士班游慧文女士所撰《南

管館閣南聲社研究》、2007 年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樂研究所劉芷姍所撰《2004~2007

南聲社的儀式活動及其音樂研究》。 

    顧寶文先生之研究，係以祭典時之整絃活動為主題，進行現象之敘述，對雅正齋、

聚英社、南聲社、閩南樂府等館閣，進行演唱（奏）之內容觀察。然當中除曲目、人員

之記載外，並無對儀式部分進行相關說明；游慧文女士之研究，雖以南聲社所辦理及參

與之活動為主要觀察對象，然其涉及之層面，除包含傳承脈絡、館員背景、整絃時之曲

目內容及參與人員外，就儀式部分，對於物件之使用、儀式場景等環節，亦有所說明。

其所陳述之內容，對於了解儀式概況，有著相當之助益；另劉芷姍女士之研究，則是以

游慧文女士所研究之題材為基礎，以南聲社所參與之儀式性活動為主軸，對於樂曲之應

用、儀程之安排等各項環節，進行更深入之敘述。就比較部分，雖亦以南管文化圈之各

館閣進行參照，但所陳述之部分，因內容相當有限，故較難從中對各館閣實際應用，確

切進行深入比較。 

    長期以來，南管音樂中所蘊含之藝術價值，係為研究者關注之主要對象，然實際應

用於常民生活中之儀式活動，卻在研究者無從得知訊息的情況下，被蒙上了一層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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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儘管，儀式活動已成為多數館閣常態性活動，然對於研究者而言，仍往往不得其

門而入。在未深入瞭解、參與的情況下，部分研究者，並以此類活動極為罕見，僅個別

館閣進行參與之說法，以偏概全予以形容。這樣的論點，與本人至今所見，有著相當程

度之差距。 

    若以近年所見，臺灣地區目前仍維持活動之館閣（團體），約為六十館閣（團體），

當中，常態性參與儀式活動者，在不包含金門、澎湖等外島館閣（團體）之情況下，亦

尚存三十八個館閣。北部地區包含閩南第一樂團南管組、閩南樂府、和鳴南樂社、華聲

南樂社、咸和樂團、中華弦管研究團、漢唐樂府、江之翠劇場、松青南樂社、新錦珠劇

團、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傳統音樂學系、崇孟社、長和南樂社等十三個館閣以及團體；中

部地區則包含文昌南管樂團、梨園樂坊、中瀛南樂社、清雅樂府、合和藝苑、彰化縣文

化局南管實驗樂團、聚英社、雅正齋、遏雲齋等九個館閣及團體；南部地區則包括南聲

社、振聲社、和聲社、群鳴社、醒聲社、龍御社、清和社、光安南樂社、振樂社、正聲

南樂社、廣益南樂社、聚雲南樂社、五公山五教學院南樂社、集聲社、醉仙亭南樂社、

鎮海宮南樂社等十六個館閣。在臺灣地區六十個館閣當中，以常態性模式參與儀式活動

的館閣，高達三十八個館閣，這樣的比例，也顯示館閣參與儀式活動的普及性。 

    以神明及先賢為對象之祭典，除突顯儒家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之意涵外，亦隱含道

家哲學思想。禮樂並重之精神，亦透過儀式活動，得以具體實踐。故本論文並以南管館

閣所參與之儀式性活動為對象，以本人自二零零一年至二零零八年之實際參與為依據，

對館閣所進行之儀式內容，透過館閣相互參照之方式，對其儀程、音樂等環節進行研究。 

    踩路、祭典、整絃等環節，係構成儀式之重要元素，祭典雖以儀程為主體，然若不

將踩路、整絃等部分一併納入說明，則較難勾勒出其完整樣貌。近年所見相關研究，其

無論研究主題為何，對於儀式中之元素，多僅以個別抽離之方式，進行內容之陳述。然

此作法，並無法使未參與其中者，了解過程銜接之意義，還原活動內容。因此，在以上

研究為基礎之情況下，本文嘗試以全面的角度，觀察儀式各項過程，試圖重現儀式完整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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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南管文化圈所參與之活動，除常態性之拍館及文化性質之表演外，並以儀式性活動

為最大宗，部分非都會區之館閣，除儀式性活動外，少見參與其他活動。雖儀式之內容

依對象、場景之不同，僅分以數類，然受到區域、師承等因素影響，不同館閣就儀式之

應用，無論編制、隊形、儀程、服裝、音樂內容等環節，皆呈現部分差異，無法一概而

論。故若要深入了解南管文化圈對於儀式之應用情況，或許不能僅以個別館閣為對象，

而需以南管文化圈為對象，進行一全面性之觀察。 

    在以此為前提之情況下，本論文所觀察之對象，係以臺灣地區南管文化圈參與儀式

性活動之館閣（團體）為主。至於金門、澎湖等外島館閣，由於就過程當中，並無實際

參與其相關儀式活動，因此，在本論文中，僅以臺灣本島館閣為主要觀摩對象。 

    由於儀式之進行，對於部分館閣而言，係屬偶發性活動，因此或有因人員不足、任

務調動等因素，造成儀式過程略有出入。故為求詳實，並以親身參與之方式，配合館閣

進行儀式活動。本論文中所採用之資料，包含影音、圖像等，除本人所攝外，多數係由

絃友任達康先生所提供，此外，亦包含方聖陽先生、呂光輝先生、黃珠玲女士、劉芷姍

女士…等各地館閣絃友所提供之資料；音樂分析部分，除採用由館閣所提供之樂譜外，

並以活動現場錄影作為範本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