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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2009－2010）車鼓現況及其

曲簿音樂之探析 

施德玉 

摘  要 

「車鼓陣」為早期活躍於臺灣鄉土民間的表演藝術，其既歌且舞的表演

方式、輕鬆逗趣的裝扮，有時包含幽默詼諧的故事內容，在早期日出而作、日

落而息的農家社會裡，是調劑生活、活潑人心的表演藝術。它曾經熱鬧於街頭

巷尾、廣場稻埕，曾經是讓許多民眾追逐不捨、增加民間生活樂趣的表演，更

是蘊含歷史文化價值的藝術資產。 

本文首先從高雄地區車鼓團體之地域分佈及師承關係，論述各團表演內

容風格差異的原因；其次從車鼓團體之不同類型，分析車鼓走向多元化表演的

現象；其三從車鼓團體之傳統曲簿中的曲目，了解各團之演出內容；其四從這

些曲簿中挑選出七首曲目，分析其音樂結構和內容。 

目前在高雄地區車鼓團體的表演藝術已逐漸轉型，許多團體藝人保持學

習車鼓的身段部分，而以健身娛樂為其主要目的。車鼓之音樂正集中於唱腔與

後棚樂器演奏的音樂，如果表演車鼓者不再自唱自跳，而以錄音帶取代，後棚

樂器更無年輕之傳人，那麼真正要式微的是車鼓音樂了。本研究一方面能為高

雄的車鼓表演留下一些紀錄；另一方面更期望能喚起社會大眾或相關人士，重

視這些傳統藝術。 

 

 

關鍵字：車鼓陣、傳統曲簿、調式、曲式、後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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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Research of Kaohsiung area’s 
Che Gu and it’s music current status

（2009－2010） 

Te-Yu Shih 

ABSTRACT 

「Che Gu Zhen」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in the early stages. 
Categories included but not limited to comedy and vivid performance with singing 
and dancing style. Sometimes the humor story in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cure of 
exhausted workers and used to adjusting life quality. Che Gu Zhen used to be 
popular on the streets and make everyone follow the performance. Thus, Che Gu 
Zhen implied the value of cultur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asset of arts. 

 The contents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e Gu 
Zhen from Kaohsiung area and mode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performing style. Secondly, introduce by using the different 
type of Che Gu Zhen groups to analy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erformance. Next is 
from the tracks of Che Gu Zhen Traditional music Che Gu Zhen group. In addition, 
selecting seven tracks from the Traditional music scores to analyze their music 
structure and content. 

 Che Gu Zhen performing arts in Kaohsiung has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Many artists are maintaining the learning of postures and motions because of the 
fitness and recreation. Che Gu Zhen is focused on the singing and music 
performance. If the Che Gu Zhen artists are no longer singing and dancing by 
themselves or even use the types to replace the real music performance, the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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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of the Che Gu Zhe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keep some records 
for the Che Gu Zhen in Kaohsiung, on the other hand, hope to arouse public or 
stakeholders to emphasize on this traditional art. 

 

Key words: Che Gu Zhen, Traditional music scores, Mode, Musical form,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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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車鼓」乃流行於閩南和臺灣一帶的表演藝術，是以其特有的扭動身段

舞步，配以閩南流行的民歌或通俗化的南管音樂，甚而演員有唱腔、說白來搬

演故事的民間藝術。臺灣的「車鼓陣」是既歌且舞的踏謠表演，既可於遊行行

列中隨隊前進，也可「除地為場」就地搬演，內容多為民間民情風俗或民間故

事之情節。 
車鼓之表演自由，以一旦、一角（丑）為基本角色，一般而言，旦手持

「扇子」和「絲巾」；角手拿「四塊」邊舞邊唱，逗趣而詼諧，是經常加入即

興演出的表演藝術。車鼓表演後棚有殼子弦、大廣弦、品仔（笛）和月琴等文

場伴奏。這種既歌且舞的表演方式、輕鬆逗趣的裝扮，加上幽默詼諧的故事內

容，在早期的農業社會裡，是調劑生活、活潑人心又受歡迎的表演藝術。 
由於社會的變遷，目前「車鼓」藝人仍在當地艱辛的推廣與演出，而老

藝人日漸衰老，年輕一輩承繼傳統表演形式者少，使這項具有學術價值的表演

藝術，即將面臨失傳之危機。因而政府特別關注臺灣傳統藝術的保存工作。 
筆者於民國 98 年 5 月 8 日至民國 98 年 12 月 20 日，受國立臺灣傳統藝

術總處籌備處委託執行「高雄地區『車鼓陣』調查採集保存計畫」。由筆者擔

任計畫主持人；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碩士研究生徐詩堯擔任專任助

理；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碩士研究生賴夙瑩及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表

演藝術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邱毓絢擔任兼任助理。計畫執行期間，運用許多方法

查詢目前在高雄仍有車鼓活動的團體與藝人，其中調查訪視了高雄地區 17 個

車鼓團體，對於這些車鼓團的表演生態、表演形式、表演內容等進行紀錄，並

蒐集了一百多位高雄地區車鼓藝人的資料。 
在進行田野調查的訪視過程中，了解目前在高雄地區車鼓團體的表演藝

術也已逐漸轉型，許多團體藝人保持學習車鼓的身段部分，而以健身娛樂為其

主要目的。戲曲的部分則逐漸淡化，關於唱腔與後棚之樂器演奏，也逐漸以錄

音帶取代。而車鼓之音樂正集中於唱腔與後棚樂器演奏的音樂，如果表演車鼓

者不再自唱自跳，後棚樂器無年輕之傳人，那麼真正要式微的是車鼓音樂了。 
在執行高雄地區車鼓調查研究計畫期間，共訪查到 17 個車鼓團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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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團分佈於高雄縣，其他 3 團則在高雄市。從以上資料顯示，臺灣高雄縣還

有許多車鼓的表演團體，在進行車鼓藝術之傳承與推廣；但是高雄市的車鼓團

體和藝人卻很少。我們花費了許多時間詢問了許多寺廟的管理委員會、文化相

關單位、高雄縣市的車鼓藝人等，只找到這三個車鼓相關的單位。其中嬌姿舞

蹈藝術中心也只是舞蹈教室，指導老師很重視臺灣的傳統表演藝術，在舞蹈中

加入車鼓之身段藝術，這也勉強算是在推廣車鼓的單位之一。可見車鼓曾經盛

行的高雄市，車鼓藝術也逐漸式微了。 
在分析這些車鼓團體音樂之前，首先就這些車鼓團體所處地理位置，進

行地域分佈的說明，且論述這些分佈情形，隱藏著的師承系統及特殊意義。 

壹、車鼓團體之地域分佈及師承關係 

茲將高雄地區當時 17 團車鼓團體，依當時縣市的區別，編號由北往南的

分佈整理如下表（表 1）： 

表 1 高雄縣市車鼓陣團體地域分布表 

高雄縣 

鄉鎮 團名 

內門鄉 01. 羅漢內門振宗藝術團隊 

美濃鎮 02. 楊秀衡撮把戲團 

湖內鄉 03. 劉家村車鼓陣 

彌陀鄉 04. 真善美婦女成長協會車鼓陣 

燕巢鄉 05. 深水村碧雲寺女子車鼓陣 

06. 神農村車鼓陣 
大社鄉 

07. 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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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鄉 08. 長青會車鼓陣 

09. 仁武天玉民俗綜合技藝團 
仁武鄉 

10. 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 

11. 五甲車鼓藝陣 

12. 盛珠車鼓藝術團 鳳山市 

13. 崗山仔三角公園 

林園鄉 14. 汕尾國小車鼓陣 

高雄市 

區別 團名 

鼓山區 15. 中鼓山銀髮族車鼓陣 

三民區 16. 嬌姿舞蹈藝術中心 

前鎮區 17. 崗山仔中區老人活動中心車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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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高雄縣與高雄市的 17 個車鼓團體分佈之地理位置，如圖 1 和

圖 2： 

 

圖 1高雄縣車鼓分佈圖（圖中號碼代表之團體請參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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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高雄市車鼓分佈圖（圖中號碼代表之團體請參閱表 1） 

從車鼓團體的分佈狀況可得知，在 2009-2010 年間，高雄縣 27 個鄉鎮市

之中，當時存在著車鼓團體或藝人者共有 10 個鄉鎮市，約佔了 4 成。沒有車

鼓團體分佈的鄉鎮市，部分是較多原住民分佈的區域，如：那瑪夏鄉、桃源鄉

及茂林鄉等地。高雄市的人口雖遠高於高雄縣，但是車鼓團體的分佈，卻遠低

於高雄縣。在高雄市 11 個區域中，只有 3 個區域有車鼓團體，這種現象或許

與都市快速現代化的發展有所關聯。 
車鼓團體分佈的地域，往往也決定了其車鼓的師承關係。如大社鄉、大

樹鄉、燕巢鄉、彌陀鄉與仁武鄉等，因在地理上相互毗鄰，該地部分車鼓團體

的師承，出自同一個車鼓師承系統。如高雄縣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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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老師－孫金蓮及孫玉雲兩姐妹、高雄縣大樹鄉「長青會車鼓陣」的指導

老師－李認川先生，高雄縣燕巢鄉「深水村碧雲寺女子車鼓陣」等，皆師自高

雄縣大社鄉的孫和吉先生。高雄縣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的指導老師－柯來

福先生與孫和吉先生則為師兄弟，皆師承自孫備先生。 
另外，也有部分車鼓團體的藝人，則師承自孫和吉先生的學生，如高雄

縣仁武鄉「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的車瑞珍小姐及陳好小姐，師承自高雄縣大

社鄉的孫金蓮小姐與大樹鄉的李認川先生。而車瑞珍小姐及陳好小姐還同時是

高雄縣彌陀鄉「真善美婦女成長協會車鼓陣」的指導老師，因此，「真善美婦

女成長協會車鼓陣」也視為同屬於一個車鼓師承系統。 
高雄縣大社鄉車鼓藝術非常特殊，保留有許多傳統的經典表演藝術，而

其師承是重要關鍵，並且大社車鼓藝人也到高雄其他地區進行車鼓教學，對於

高雄地區的車鼓表演有很大的影響，茲將大社車鼓師承系統，列圖呈現如下： 

 

圖 3高雄縣大社車鼓系統師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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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屬於同地區的表演藝術團體，都會因為語言腔調和風俗習慣

的近似，而有風格接近或曲目、劇目相同的情形。但是高雄地區的車鼓團體有

比較特別之處，例如：高雄縣林園鄉「汕尾國小車鼓陣」，是由來自屏東的「車

鼓真」所傳授的技藝，因此他們的車鼓表演，與其他高雄地區的車鼓表演不同，

比較接近屏東的車鼓藝術，並且高雄縣林園鄉與屏東縣在地理上僅隔著高屏

溪，所以汕尾國小車鼓陣的林宣佑老師表示，高雄縣林園鄉汕尾地區的車鼓是

深受屏東車鼓的影響。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高雄縣湖內鄉「劉家村車鼓陣」的手抄本中，所紀

錄的部分車鼓劇目或曲調，有別於高雄其他地區的車鼓手抄本內容，這些劇目

或曲目，在筆者蒐集到高雄地區其他車鼓團體的手抄本中，也沒有相似的內

容，如【早起日上花弄影】（亦稱【早起日上】）、【當初卜嫁】、【重台別】、【蓮

練弄蓮】、【操心出去】、【我看你】（亦稱【我看汝】）、【值年六月】、【看命先生】、

【刑罰】（亦稱【刑罰就這重】）、【班頭爺】及【桃花過渡雜念】等。而這些車

鼓劇目或曲調，卻有部分是臺南縣車鼓團體的保存劇目，例如：【早起日上花

弄影】是臺南縣白河鎮「美音牽亡陣團」的保存劇目【我看你】則是臺南縣官

田鄉「賢花民間藝術團」所保存的劇目。從這現象觀察，筆者認為是因為高雄

縣湖內鄉與臺南縣毗鄰相近，所以高雄縣湖內鄉劉家村的車鼓藝術，受到臺南

車鼓藝術的影響所致。 
雖然目前研究車鼓的表演型態與音樂內容，多以地域進行分野，而臺灣

各地的文化局，也以紀錄當地的表演團體之表演藝術為範圍，如臺南的車鼓團

體列入臺南的區域；高雄的車鼓團體屬於高雄地區的範疇。但是從田野調查的

現象，可以知道車鼓團體的表演藝術風格，是受師承和鄰近地域之影響，而產

生其各團特有的風格特色之表演型態，和所傳唱保存的劇目、曲目內容。因此

有某一高雄地區的車鼓團體，與其他高雄地區的車鼓團體表演不同，而與鄰近

的屏東地區或臺南地區車鼓表演相似之情形。 

貳、車鼓團體之類型 

筆者將高雄地區所訪視到的車鼓團隊，依表演藝術之不同性質與特色，

進行多層次分類，這些不同基準的分類方式，為便於研究者理解目前車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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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方向，以及傳統表演藝術受到社會變遷之影響，所產生的變化。首先從

高雄地區的車鼓團隊表演場域分類，可分為以下四種類形：  
其一為「宗教活動的業餘類形」，只有在寺廟舉辦活動時，才組合團員在

宗教場域進行比較傳統的演出，平日展演者各自有工作，僅運用放假日或平日

工作餘暇組織練習。如：高雄縣湖內鄉劉家村車鼓陣、燕巢鄉深水村碧雲寺女

子車鼓陣、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 
其二為「婚喪喜慶的職業類形」，通常接受各方邀請，在婚喪喜慶等場域，

收取費用進行展演，演出者以展演車鼓等技藝賴以維生，因此演出內容與表演

方式，常依業者之要求而調整為比較通俗而適合該場合的形式。如：高雄縣內

門鄉羅漢內門振宗藝術團隊、高雄縣美濃鎮楊秀衡撮把戲團、高雄縣仁武鄉仁

武天玉民俗綜合技藝團、高雄縣鳳山市五甲車鼓藝陣和盛珠車鼓藝術團。 
其三為「運動娛樂的業餘類形」，平日年長者集合運動娛樂，邀請車鼓藝

人進行教學，學習者藉由車鼓身段健身娛樂，偶爾也接受各方邀請，赴電視台

或聯歡會等場域出團展演，但是演出者並不依靠展演為生，因此展演內容比較

輕鬆具娛樂性。如：高雄縣彌陀鄉真善美婦女成長協會車鼓陣、高雄縣大社鄉

大社村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高雄縣大樹鄉檨腳村長青會附設車鼓陣、高雄縣

仁武鄉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高雄市鼓山區中鼓山銀髮族車鼓陣、高雄市前鎮

區崗山仔中區老人車鼓陣，以及經常在高雄縣鳳山市崗山仔三角公園進行車鼓

表演的藝人們。這些車鼓團體或是車鼓藝人，都是以車鼓的身段達到運動和娛

樂的效果。 
其四為「學校社團的教學類形」，在學校或舞蹈班等，教育中、小學生學

習車鼓，在學校、舞蹈比賽和運動會等各表演場域演出，此類型以傳承和推廣

車鼓為目的，大多有學校支持，或舞蹈教室老師推廣傳承。如高雄縣林園鄉汕

尾國小車鼓陣、高雄市三民區嬌姿舞蹈藝術中心。 
又高雄地區的車鼓表演，依各車鼓團體之藝人表演內容，可分為以下五

種類型：  
其一為「傳統表演類形」，表演藝人所表演的內容包含車鼓陣頭與車鼓小

戲，是由演出者扮演特定角色，自演自唱，邊唱邊舞弄車鼓特有的身段，後棚

有樂師擔任現場樂器伴奏，曲調與唱詞是傳統手抄本所紀錄的內容。團體部

分，如：高雄縣湖內鄉劉家村車鼓陣、燕巢鄉深水村碧雲寺女子車鼓陣、大社

鄉神農村車鼓陣。表演藝人包含在高雄縣教學的老師們，如李認川先生、孫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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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女士、孫碧雲女士、姜秀蘭女士、林宣佑先生、吳萬道先生等。 
其二為「結合武術類形」，演出者不僅會跳車鼓，還學習各種少林寺的武

術，與八家將之身段，因此表演時並非傳統車鼓，演出時音樂放錄音帶，只跳

不唱。如：高雄縣內門鄉羅漢內門振宗藝術團隊。 
其三為「發展成舞蹈類形」，以傳統車鼓之舞蹈身段，進行發揮與創新，

演出者不唱只舞弄，並且加入許多高難度的動作，節奏加快許多，音樂放車鼓

的錄音帶，也就是以車鼓的身段為基礎，進行舞蹈的創新發展。如：高雄縣內

門鄉羅漢內門振宗藝術團隊、高雄市三民區嬌姿舞蹈藝術中心。 
其四為「結合客家元素類形」，以車鼓的身段和曲調，套入客家山歌歌詞，

自唱自跳的融入撮把戲演出中。就車鼓而言，是結合客家元素發展車鼓，但就

客家藝術而言，是客家撮把戲加入了車鼓表演，以豐富撮把戲。這種互相借鑒

學習，在民間的表演藝術中是常見的情形。如：高雄縣美濃鎮楊秀衡撮把戲團。 
其五為「健身運動類形」，以車鼓身段編成運動健身的表演藝術，這可以

一群人一起舞弄，音樂採用放錄音帶方式，所以演出者只跳不唱，演出內容也

沒有故事情節。如：高雄縣彌陀鄉真善美婦女成長協會車鼓陣、高雄縣仁武鄉

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高雄縣鳳山市崗山仔三角公園車鼓表演藝人、高雄市鼓

山區中鼓山銀髮族車鼓陣、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仔中區老人車鼓陣。 
以上論述高雄地區車鼓表演藝術的表演場域和內容的類形，可以見到這

些車鼓的表演，已經不是早年社會形態下的傳統表演藝術了，有許多的團體已

經是以傳統車鼓為基礎，而加入了更多的元素，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參、傳統曲簿之曲目 

關於高雄地區車鼓音樂之研究，基本上以分析「傳統表演類形」之車鼓

音樂為主，分析曲調與唱詞，是以傳統曲簿所紀錄的內容為主。此次計畫所蒐

集手抄本曲譜共九冊，包含：1 燕巢鄉吳萬道口述的車鼓曲譜（蕭金柱整理）、

2 燕巢鄉吳萬道手抄的車鼓曲譜、3 大社鄉柯來福手抄的車鼓曲譜（吳萬道提

供）、4 大社鄉柯來福手抄的車鼓曲譜（李認川提供）、5 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

曲譜、6 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曲譜、7 大樹鄉長青會車鼓陣曲譜、8 仁

武鄉民軒文化藝術團車鼓陣曲譜、9 湖內鄉劉家村車鼓陣曲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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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上所列各手抄本中之樂曲名稱，筆者認為有許多曲名的紀錄是以

字就音，因此有訛音字，筆者考察一些相關南管音樂曲名列於括號中，提供讀

者參考。茲將各手抄本所紀錄的曲譜之數量與曲名列述如下：  
（一）燕巢鄉吳萬道口述的車鼓曲譜（蕭金柱整理），除了【頭譜】和【尾

譜】各一首外，有十三首樂曲，分別為：【四門譜】、【共君走】、【鼓返三更】、

【秋天梧桐】、【念阮番婆】、【為著擇選】、【千金本是】、【自細出外】、【恨我恨】、

【龍角四書】（綿搭絮）、【看燈十五】、【有緣千里】及【一欉柳樹枝】。 
（二）燕巢鄉吳萬道手抄的車鼓曲譜，除了【起頭譜】和【收尾譜】各

一首外，有二十四首樂曲，分別為：【萬年歡】、【四門譜】、【拜拜譜】、【共君

走】、【秋天梧桐】、【念阮番婆】、【鼓返三更】、【千金本是】、【有緣千里】、【看

燈十五】、【自細出外】、【一欉柳樹枝】、【不惜本分】、【為著擇選】、【三哥漸寬】

（三哥暫寬）、【恨我恨】、【念小隻】（念小只）、【牽君手雙】、【日照西窗】（日

照紗窗）、【恨冤家】、【小娘子】、【降龍降虎】、【當天下紙】（當天下咒）及【秀

才請】。 
（三）大社鄉柯來福手抄的車鼓曲譜（吳萬道提供），有二十三首樂曲分

別為：【共君走】、【千金本是】、【鼓返三更】、【秋天梧桐】、【小娘子】、【有緣

千里】、【三哥漸寬】（三哥暫寬）、【牽君手雙】、【自細出外】、【為著紅顏】、【為

著擇選】、【念阮番婆】、【恨我恨】、【念小隻】（念小只）、【一欉柳樹枝】、【恨

冤家】、【不惜本分】、【看燈十五】、【我也是】、【四門譜】、【拜佛譜】、【萬年歡】

及【濃連流】。 
（四）大社鄉柯來福手抄的車鼓曲譜（李認川提供），有四十首樂曲分別

為：【共君走】、【千金本是】、【秀才先行】、【鼓返三更】、【秋天梧桐】、【小娘

子】、【有緣千里】、【三哥漸寬】（三哥暫寬）、【當天下紙】（當天下咒）、【恨我

恨】、【為著擇選】、【不惜本分】、【聽門樓】、【喜今宵】、【書寫一封】、【孤栖悶】、

【記得當初】、【老爺聽說】、【共婆斷】、【心內歡喜】、【念小隻】（念小只）、【念

阮番婆】、【一欉柳樹枝】、【誰人親像】、【小娘仔】、【關關雎鳩】、【全望夫君】、

【牽君手雙】、【看燈十五】、【日照西窗】（日照紗窗）、【恨冤家】、【元宵十五】、

【魚沉雁鳥】、【念董永】、【降龍降虎】、【自細出外】、【為著紅顏】、【拜辭小妹】、

【全望夫君】及【恩乎你】。 
（五）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曲譜，有二十八首樂曲分別為：【四門】、【百

家春】、【共君走】、【秋天梧桐】、【鼓返三更】、【千金本是】、【念阮番婆】、【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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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元宵】、【有緣千里】、【三哥漸寬】（三哥暫寬）、【恨冤家】、【當天下紙】（當

天下咒）、【全望夫君】、【老爺聽說】、【心頭傷悲】、【小娘子】、【看燈十五】、【共

婆斷】、【牽君手雙】、【念董永】、【杜微架】、【心內歡喜】、【誰人親像】、【喜今

宵】、【恨我恨】、【聽門樓】、【柳樹枝】及【日照西窗】（日照紗窗）。 
（六）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曲譜，除了【起譜】和【後譜】外，

有二十六首樂曲，分別為：【四門譜】、【萬年歡】、【拜佛譜】、【共君斷】、【有

緣千里】、【一欉柳樹枝】、【牽君手雙】、【當天下紙】（當天下咒）、【共君走】、

【念阮番婆】、【三哥漸寬】（三哥暫寬）、【鼓返三更】、【牛犁陣】、【第一農場】、

【農村曲】、【滿山春色】、【快樂的出帆】、【白牡丹】、【等無人】、【歌聲戀情】、

【四季紅】、【心肝亂糟糟】、【日日春】、【再會呀港都】、【誰人陪伴我】及【心

內話】等，其中有一些樂曲是器樂曲，有一些是早期的流行歌曲。 
（七）大樹鄉長青會車鼓陣曲譜，有十二首樂曲分別為：【不惜本分】、【萬

年歡】、【行路譜】、【番婆弄】、【秋天梧桐】、【柳樹枝】、【共君走】、【鼓返三更】、

【百家春】、【將軍令】、【反五管】及【有緣千里】。 
（八）仁武鄉民軒文化藝術團車鼓陣曲譜，除了【尾聲】之外，有八首

樂曲分別為：【四門】、【駛犁歌】、【農村曲】、【四季紅】、【丟丟銅仔】、【番婆

弄】、【鼓返三更】及【有緣千里】。 
（九）湖內鄉劉家村車鼓陣曲譜，有二十一首樂曲分別為：【四門譜】、【共

君走】、【早起日上】、【看燈十五】、【當初卜嫁答句】、【重台別】、【日日春】、【蓮

練弄蓮】、【操心出去】、【我看汝】、【元宵】、【值年六月】、【共婆斷約】、【鼓返

三更】、【聽門樓】、【有緣千里】、【看命先生】、【孤哀悶】、【刑罰】、【班頭爺】

及【桃花過渡雜念】。 
在這麼多車鼓手抄本曲譜中，都只紀錄唱詞，除了有些樂曲唱詞為工尺

譜之外，這些手抄本是沒有紀錄音樂旋律和節奏的部分。基本上藝人學習時也

是看著唱詞，由老師傅一句一句口傳心授教唱學習，所以音樂的部分是由藝師

口授傳唱，而沒有音樂曲譜傳存。特別的是，有些手抄譜的樂曲名稱原是器樂

曲，例如：【萬年歡】、【百家春】等，而在手抄本中這些音樂也同樣的只紀錄

唱詞的部分，可見高雄車鼓藝人已將原器樂曲套入歌詞演唱，而手抄本則是紀

錄歌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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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傳統曲簿中十首曲目的音樂結構 

為了能將高雄地區車鼓音樂進行紀錄，筆者特別從傳統曲簿的手抄本

中，挑選一些傳統的曲目，請車鼓藝人表演，錄影保存；再將車鼓藝人所演唱

的有聲資料，由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樂學系的研究生譯成五線譜，以利車

鼓之推廣、傳承和進一步研究。此次計畫所錄製高雄地區車鼓藝人之經典表演

曲目有：【四門譜】、【萬年歡】、【共君走】、【鼓返三更】、【秋天梧桐】、【有緣

千里】、【三哥漸寬】（三哥暫寬）、【念阮番婆】、【共婆斷約】、【一欉柳樹枝】、

【百家春】等 11 首不同的樂曲。其中【秋天梧桐】由於藝人演唱時節奏與音

準非常不穩定，因此在譯譜過程中，有很大的出入與不確定性，又其中【四門

譜】、【萬年歡】和【百家春】原為器樂曲，車鼓藝人加入唱詞演唱，所以本文

暫不分析這四首樂曲。 
由於本文只針對車鼓的音樂現象進行探析，並未涉及戲曲的部分，所以

關於戲曲之表演藝術，並未列入研究範圍。以下將【共君走】、【鼓返三更】、【有

緣千里】、【三哥漸寬】、【念阮番婆】、【共婆斷約】、【一欉柳樹枝】等 7 首車鼓

樂曲，摘錄音樂片段，以演唱者、調號、音階形式、實際音高、調式、拍號、

曲式與音域等，分析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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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君走】 

【共君走】曲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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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共君走】又名【共君走到】，曲名為此曲第一句唱詞。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藝人 
3.調號： G 調（南管音樂是福馬五空管） 
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商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一段體 
9.音域：14 度，由低音 Si 到高音 La 

 
【共君走】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福馬」。是單段體音樂，演出時

音應排場之需求，有時會加入「起譜」與「後譜」，其中「起譜」與「後譜」

是唱工尺加器樂演奏，「主曲」【共君走】唱詞才有情節。此次錄音，藝人表演

是「起譜」接「主曲」接「後譜」，音樂節構類似西洋音樂的「序奏」、「主曲」

與「尾奏」。 
此曲多為車鼓演出開場時【開四門】演唱後之第一曲，因為情節是描寫

夫妻二人去廟中拜拜，頗有祈福平安之意，因此常被車鼓藝人列為第一曲表演

之曲目。唱詞句式是長短句形式結構，口白部分多為七字齊言體，有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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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返三更】 

【鼓返三更】曲譜片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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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返三更】曲譜片段 2 

 

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鼓返三更】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藝人 
3.調號：G 調（南管音樂是福馬五空管） 
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商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一段體 
9.音域：14 度，由低音 Si 到高音 La 

 
【鼓返三更】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福馬」五空管。音樂結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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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君走】相同，是一段體音樂，錄音時，藝人演唱「起譜」、「主曲」與「後

譜」三部分，其中「起譜」與「後譜」是唱工尺加器樂演奏，演唱「主曲」【鼓

返三更】時才是有情節之唱詞內容（見曲譜片段 1）。 
此曲是《陳三五娘》的故事，源自明代《荔鏡記》，極具歷史意義，情節

描寫陳三和五娘二人在閨房準備就寢前，感情恩愛的情節。句式是長短句形式

結構，第 8 小節到第 13 小節和第 28 小節到第 33 小節音形近似（見曲譜片段

1 和 2），唱詞有對句；句末「為」和「意」二字押韻，使此曲的藝術性提升。 

三、【有緣千里】 

【有緣千里】曲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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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有緣千里】 
2.演唱者：高雄縣大樹鄉「長青會車鼓陣」藝人 
3.調號：D 調（南管音樂是朝陽春倍思管） 
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宮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一段體 
9.音域：11 度，由低音 La 到高音 Re 

 
【有緣千里】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朝陽春」倍思管，音樂結構

和【共君走】相同，是一段體音樂，此次計畫藝人錄影時，演唱內容包含「起

譜」、「主曲」與「後譜」三部分，其中「主曲」【有緣千里】是有情節之唱詞

內容。 
此曲也同樣是《陳三五娘》的故事，源自明代《荔鏡記》，情節描寫陳三

埋怨不知五娘是否對他有意思，希望能明確表態，好讓他安心，五娘也藉由ㄚ

頭益春表達對陳三有情意，希望他不要擔心的情節。唱詞句式是長短句結構形

式，口白部分大多是七字齊言體，有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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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哥漸寬】 

【三哥漸寬】曲譜片段 

 

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三哥漸寬】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藝人 
3.調號：D 調（南管音樂是朝陽春倍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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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徵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三段體 
9.音域：11 度，由低音 La 到高音 Re 

 
【三哥漸寬】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朝陽春」倍思管。音樂結構

和【有緣千里】相同，是一段體音樂，此計畫錄影時，藝人演唱包含「起譜」、

「主曲」與「後譜」三部分，其中「起譜」與「後譜」是五空管商調式（見曲

譜片段），唱工尺加器樂演奏，沒有具體唱詞；「主曲」【三哥漸寬】才是有情

節之唱詞內容。而「起譜」部分短只有 3 小節，而「後譜」部分比較冗長。 
此劇也同樣是《陳三五娘》的故事，源自明代《荔鏡記》，情節描寫陳三

感慨自己為了追求五娘到黃府作魔鏡師傅，但是去不知五娘對他是否有意，而

五娘之ㄚ頭益春也勸陳三放心，其實小姐五娘也是對他有好感的情節。唱詞句

式是長短句形式結構，口白部分大多是七字齊言體，有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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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念阮番婆】 

【念阮番婆】曲譜片段 

 

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念阮番婆】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藝人 
3.調號：F 調（南管音樂是水車四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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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起譜與拜神譜為商調式；主曲與後譜為羽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三段體 
9.音域：11 度，由低音 La 到高音 Re 
【念阮番婆】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水車」四空管。音樂結構和

【共君走】相同，是一段體音樂。此次藝人錄影時演出「起譜」、「主曲」與「後

譜」三部分，其中起譜與拜神譜為商調式；主曲【念阮番婆】與後譜為羽調式。

「起譜」與「後譜」是唱工尺加器樂演奏，沒有具體唱詞；「主曲」【念阮番婆】

才是有情節之唱詞內容。當時演出「起譜」部分只有 3 小節（見曲譜片段），

而「後譜」因應當時的氣氛和表演隊形之變化則較長。由於此次錄影藝人連續

演唱多曲，包含【四門譜】與【拜神譜】，所以整體音樂曲式是 A＋B＋C（ab）

的結構。唱詞句式是長短句結構，有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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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婆斷約】 

【共婆斷約】或稱【共婆斷】曲譜片段 1 

 
【共婆斷約】或稱【共婆斷】曲譜片段 2 

 

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共婆斷約】或稱【共婆斷】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神農村車鼓陣」藝人：葉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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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號：F 調（南管音樂是水車四空管） 
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羽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一段體 
9.音域：11 度，由低音 La 到高音 Re 

 
【共婆斷約】音樂來自南管之曲調，屬於「水車」四空管。當時錄影演

出沒有「起譜」與「後譜」，只演出「主曲」【共婆斷約】。 
此曲描寫「秦雪梅」的故事，明朝的戶部侍郎秦童太師與財力驚人的商

定國先生原為莫逆之交，二人分別將女兒秦雪梅和兒子商琳結親。因商定國家

中連遭幾次大火而一無所有後，乃將商琳送往秦家讀書，秦太師見商家貧寒，

瞧不起商琳，有毀婚之意，因而從中安排伴讀者，引誘商琳不學好，加上與秦

雪梅的結識，商琳乃無心念書，甚至得病，秦家即打發商琳回家。商定國前去

秦家求親卻為太師所拒，商琳害病更重，病中商家將丫頭愛玉許配給商琳。愛

玉授命偽裝雪梅嫁給商琳，生了商輅後商琳病逝，而後愛玉和雪梅一起含辛茹

苦教養商輅，呈現雪梅的鍾情與偉大的貞節情操。 
【共婆斷約】是描寫秦雪梅對愛情的執著與堅持，唱詞句式是長短句形

式結構，口白前段為七字齊言體；後段為長短句，有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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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欉柳樹枝】 

【一欉柳樹枝】或【柳樹枝】曲譜片段 

 

音樂結構分析 

1.曲名：【一欉柳樹枝】或稱【柳樹枝】 
2.演唱者：高雄縣大社鄉「民俗技藝協會車鼓陣」藝人 
3.調號：C 調（南管音樂是北叠四空管） 
4.音階形式：五聲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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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際音高：              記譜音高： 

           
6.調式：羽調式 
7.拍號：4/4 
8.曲式：一段體 
9.音域：10 度，由中音 Mi 到高音 Sol 

 
【一欉柳樹枝】音樂結構和【有緣千里】相同，是一段體音樂，當時錄

影時藝人演出包含「起譜」、「主曲」【一欉柳樹枝】與「後譜」三部分，其中

「起譜」與「後譜」是五空管商調式，唱工尺加器樂演奏；「主曲」【一欉柳樹

枝】轉四空管羽調式才是有情節之唱詞內容（見曲譜片段）。 
此曲是民間故事的情節，運用有趣的比喻手法，描寫民間節儉的生活情

形，唱詞句式是長短句。 
從以上 7 首車鼓音樂之分析，了解高雄地區的車鼓音樂，有許多是來自

於南管的音樂，也就是俗唱的南管音樂，以上各曲都是五聲音階；因音樂內容

不同而有不同調高；音樂曲體都是一段體，也就是各譜例中稱為「主曲」的部

分，而有時「主曲」前後加「起譜」與「後譜」而形成三部分，其中「起譜」

與「後譜」是唱工尺加器樂演奏，基本上沒有具體唱詞；而各曲「主曲」部分

才是有情節之唱詞內容，唱詞多為長短句，有的有押韻，有的唱詞則不押韻。 
可知車鼓音樂是以「主曲」的部分為表達情節的主體，而表演時是否奏

唱「起譜」與「後譜」，是依據表演型態而決定，並且「起譜」與「後譜」音

樂的長短與速度的快慢，也有許多彈性的空間，一則是依據現場氣氛而進行調

適；二則也有可能是為了配搭歌舞身段而自由選擇，所以我們知道高雄車鼓音

樂基本上是以一曲為一個單位，但是表演性質則是有許多即興與自由調適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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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從高雄（2009－2010）田野調查的 17 個車鼓團體的演出場域、表演形式、

演出情節和音樂內容等，可以知道這個源於民間，發展於民間的表演藝術，正

因為社會的變遷而逐漸的改變形態。當時有維持傳統的車鼓表演藝術團體，每

周他們都會聚集演練，當有迎神賽會的場域，他們就共同參與演出，是屬於「宗

教活動的業餘類形」；又有，在婚喪喜慶等場域，收取費用進行展演，是屬於

「婚喪喜慶的職業類形」；還有藉由車鼓身段健身娛樂，偶爾也接受各方邀請，

赴電視台或聯歡會等場域出團展演，為「運動娛樂的業餘類形」；另有，在學

校或舞蹈班等各表演場域演出，以傳承和推廣車鼓為目的是「學校社團的教學

類形」。 
而各車鼓團體之藝人表演內容，有「傳統表演類形」，由演出者扮演特定

角色，自演自唱，邊唱邊舞弄車鼓特有的身段，後棚有樂師擔任現場樂器伴奏，

曲調與唱詞是傳統手抄本所紀錄的內容；有「結合武術類形」，演出者不僅會

跳車鼓，還學習各種少林寺的武術，與八家將之身段，因此表演時並非傳統車

鼓，演出時音樂放錄音帶，只跳不唱；有「發展成舞蹈類形」，以車鼓的身段

為基礎，進行舞蹈的創新發展；有「結合客家元素類形」，以車鼓的身段和曲

調，套入客家山歌歌詞，自唱自跳的融入撮把戲演出中；有「健身運動類形」，

以車鼓身段編成運動健身的表演藝術，音樂採用放錄音帶，所以演出者只跳不

唱，演出內容也沒有故事情節。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高雄地區車鼓團體的藝人，多以唱、跳車鼓為長，「後

棚」器樂演奏部分，顯得非常貧乏，只有少數藝人能演奏樂器，目前我們所訪

視到的 17 個車鼓團體，有 100 多位車鼓藝人，但是能演奏車鼓音樂的藝人卻

不多，比較齊全的是長青會車鼓陣團有一個長青會國樂團，是車鼓陣、牛犁陣

重要的後棚伴奏，每次車鼓陣的演出，都不可以少了國樂團。包含大廣弦、殼

仔弦、月琴、三弦及笛的合奏，稱為五管合奏。 
當時整理出仍能演奏樂器的樂師有：鍾彩祥、劉上井、吳萬道、盧清福、

蘇財王、蘇博文、曹茂明、沈有、李認川、李坤木、魏產、莊聯進、陳進發、

蔡尾、高春木、李世川及李萬雄等。他們大多年齡已高，而今吳萬道也已於民

國 100 年過世了，讓人不得不擔憂車鼓後棚的傳承問題。 



高雄地區（2009－2010）車鼓現況及其曲簿音樂之探析 

  151

高雄地區的車鼓團體，還好有一些負責人，深深理解車鼓後棚器樂演奏

的重要性，因此也篩選一些學員學習，請相關老師進行後棚器樂的教學工作。

目前高雄地區車鼓藝術，仍在努力培訓後棚樂師的團體有兩團，分別是：高雄

縣林園鄉「汕尾國小車鼓陣」與高雄縣仁武鄉「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其他

各團演出時，大部分都以放錄音帶為主，也許學習唱、跳車鼓比較容易上手，

而器樂的演奏，則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演練，相形困難度比較高，相信這也是車

鼓音樂逐漸式微的因素之一。有關於車鼓音樂後棚器樂演奏傳承的問題，的確

有待政府部門的關注，和期望積極維護傳統的有志之士，大家共同努力。 
綜觀以上對於高雄地區車鼓表演藝術的內容和表演場域之分類，可以了

解民間表演藝術是會隨著社會的變遷、民眾生活之需求而改變。早期臺灣社會

以農業為主的生活中，因應農民工作餘暇之休閒活動，練習車鼓、在每年迎神

廟會活動時表演車鼓。現今臺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與科技社會，民

眾生活腳步快速許多，車鼓之表演藝術也在這背景中而有所改變，改變成多種

不同的形式。車鼓不論與不同族群文化結合；或發展成單一表演藝術；或者車

鼓成為現代表演藝術之元素等，我們都可以說，這在臺灣長時間發展的「車

鼓」，早已根深蒂固的保留在這塊土地上、保留在民眾的心中，也就是雖然表

面上看這傳統藝術即將式微，而其實車鼓只是在改變形態，卻仍然在民間持續

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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