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教育第 15 期

2009 年 12 月

臺語歌謠與臺灣史教學

‘. *
郭妥含

教師在歷史教育中所扮演的，不僅是灌輸知識的角色，也

是媒介的角色 幫助學乍接觸歷史材料與應史作品，讓他們

在應史知識的追求中，不斷反省自已，說明白已的立場 'itt.且

藉由他人對史事的解釋，去暸解他人的立場，進而擴大自己的

觀點。;在臺灣史的教學常中，臺語歌曲就是→個很好的輔助材

料。臺丘吉歌曲本身具合音樂性，因此使用臺語歌曲配合教學，

不但更能活結教學氣氛，還可作為背景音樂來營造丹在史教學的

情境;另外，以歌詞內容來看，臺丘吉歌曲與時代脈動息息和j

闕，往往呼應著當時的歷史背景，反映出社會的變遷、→般俗

民生活及不同族群或社群的心聲，甚至或多或少、或明或晦的

紀錄了毫灣人對自身土地、人文、社會乃至國家的認同的意

識而且歌詞的篇幅較小、用字較淺白，在吸收及閱讀上也容

易得多。在結合歷史教學 L ，只要能運用得宜，是一個相當適

合用來輔助教學的材料。木篇文章除探討華語歌曲所蘊含的歷

史意識及時代背景外，更進一步設計教學活動，將之融入於教

學活動當中。

關鏈詞:臺語歌謠、流行歌曲、臺灣史教學、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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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邱蘭婷， <臺;彎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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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歷史教育第 15 期

作為教育環節之一的歷史教育，肩負著培養社會新生代人格

的任務，亦即應以個人理性與自~t性作為教育標的。教師在歷史

教育中所扮演的，不僅是灌輸知識的角色，也是媒介的角色

幫助學生接觸歷史材料與歷史作品，讓他們在歷史知識的追求

中，不斷反省自已，說明自己的立場，並且藉由他人對史事的解

釋，去瞭解他人的立場，進而擴大自己的觀點。2

不過，對於處於兒童與成人之過渡期的國中學生來說，要閱

讀史料或文章並不是那麼地順暢與容易，而且往往缺乏將文章讀

完的耐心，這樣一來，就失去使用這些史料與文章乘輔助教學的

意義，為了彌補這樣的問題，在臺j彎史的教學當中，臺語歌曲就

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材料。臺語歌曲本身具有音樂性，而即使單就

語言特質來看，臺語也比國語更富音樂性，能結合成兩千六百個

以上的音節，比國語的一千六口多個音節多上許多 3因此使用臺

語歌曲配合教學，不但更能活絡教學氣氛，還可作為背景音樂來

營造歷史教學的情境;另外，以歌詞內容來看，臺語歌曲與時代

脈動息息相關，往往呼應著當時的歷史背景，反映出社會的變

遷、一般俗民生活及不同族群或社群的心聲，甚至或多或少、或

明或晦的紀錄了臺灣人對白身土地、人文、社會乃至國家的認同

的意識 4而且歌詞的篇幅較小、用字較淺白，在吸收及閱讀上也

Z 吳翎君， ~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 (臺北:五南， 2004) ，頁 20 '

3 洪惟仁. ~臺 j彎語言危機} (臺北:前衛出版社， 1992) .頁 135 '

4 邱繭婷. <臺灣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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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得多。在結合歷史教學上，只要能運用得宜，是一個相當適

合用來輔助教學的材料 o

因此，本篇文章的日的即為探討臺語歌曲中的歷史意識，及

歌曲中所顯現的歷史背景及社會文化，並嘗試結合實務，設計教

學活動，以探討臺語歌曲在歷史教學中的實用性及優點 o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成果

臺灣歌謠的研究可以解嚴前後做一重要區隔。 1987 年以前，

有關臺灣歌謠的研究多以「報導 J '或歌譜的出版為主; 1987 年

以後，因為政治的開放與自由，引發學術上對此議題高度的關

注 o 許多專書和論文相繼以音樂、歌詞分析、流行文化、媒體、

社會學等不同角度切入，呈現此與臺灣社會、政治變遷極度糾葛

的音樂現象。?

1954 年以後，有關臺語流行歌曲的討論才在社會文化研究的

相關刊物中出現，其中尤以報紙和《臺北文物〉等文藝性雜誌為

主，如呂訴上發表的文章就對日治時期唱片業、歌唱事業多所著

墨 6此後到 1955 年 8 月，雜誌《臺北文物〉以音樂舞蹈為主題，

登載老作詞家陳君玉、音樂人王雲峰等人的回憶性文章，針對日

治時期流行歌曲的內容、傳播方式有全面性描述，這幾篇文章也

就成為現今研究日治時期臺語歌曲的重要史料 o 在此同時， ~聯

合報〉副刊也發表了眾多議論，對整理當代及過去流行歌均有著

墨，其中有關戰後初期歌壇的概括性描述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5 顏綠芬、徐玫玲. {臺灣的音樂} (金北:群策會李登輝學校. 2006) .頁

51
6 呂訴上. (臺灣流行歌的發祥地〉﹒〈臺北文物} • 2 : 4 ( 1954. J ) .頁 93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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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後，報章雜誌也開始出現臺語流行歌壇的報導，{Ll關於

全面!梧史的探討不fl關照尚未Hn兒，學界對此也不甚重視。到了

1970 年代，由於政泊的因素，臺詣流行歌曲頗受壓抑，不論是成

果、資料、或論述皆相當缺乏及零碎o 7

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學術界才出現-些研究臺灣流行音樂的

博、碩士論文， {~l大都以「國語流行歌曲」為主，對臺語歌謠少

有描述 o 其中賊汀生〈臺語民間歌謠研究〉“可說是學院對臺語歌

謠研究的先聲，其後盧佑俞〈臺灣閩南歌謠與民俗研究} 9及楊克

降〈臺語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 ， 10則有著社會結構的

分析和研究。

另﹒方面，民間臺灣歌謠研究者在 1973 年臺灣歌謠尋根運動

之後，陸續出現許多著作，莊永明、林三、簡上(一、鄭恆隆等

人，對臺灣歌謠的保存與介紹有苦初步的成果，雖然這些非學院

派的著作，缺乏學術理論的視野，但也提供了未來臺灣歌謠更進

。步研究的墓礎及參考 o 11

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則開始轉向於歷史背景及歌曲中的時代

意渦與群體集體意識，追尋歌曲的時代意義及社會意涵，與歷史

7 黃裕元. <戰後臺言吾流行歌曲的發展( 194S~1971 ) ) (中壢: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6) .頁 14-16 0

8
戚汀生 . <臺灣民間歌謠研究)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9.5 )。

。盧佑俞﹒〈臺灣閩南歌謠與民俗研究) (壹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

論文. 1993 )。

10 楊克隆， <臺灣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碩士論文. 1998 )。

II 杜文立青， {臺灣歌謠歌詞呈現的臺灣意識} (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5) ，頁 2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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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更深切的結合。

貳、臺語歌謠的類型

一、自然民謠

臺灣傳統的自然民謠，乃指臺灣島上的先民們，以其母語，

經過集體創作，並且代代口耳相傳下來的歌謠。傳統民謠的作者

無從考據，產生的年代和緣由，亦甚難考究，但具有濃厚的上是族

性和鄉土色彩，如(思想起)和(牛型歌)等。12歌詞中反映早期

常民生活文化、移民拓墾歷程，並有強烈地方色彩，如宜蘭地區

的(去去銅)、東北角地區的(天黑黑)，都與當地環境密切相

闕，這類歌曲也常常應用於鄉土史教學之中。

二、創if歌謠

所謂的「臺灣創作歌謠」指的是詞曲作家，應用臺灣的語

言，以其個人意念，表現個人所欲追求的情境之歌謠，13簡言之，

就是有著明確作詞作曲者，具有著作權的歌謠。14

(一)依性質分

創作歌謠依其創作目的、意境、過程及內涵的不同，又可分

為藝術歌曲及流行歌曲兩種O

l 藝術歌曲

乃指詞及曲均具嚴肅藝術概念，技巧、內油和創意，都具有

12 簡上仁， {臺灣福佬'*民謠 老祖先的臺灣歌} (臺北: i其光文化， 1998) ,
頁 12 。

l.J筒上仁， {臺灣福佬象民謠 老祖先的全灣歌} ，頁 12 。

14 黃裕元， <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 1945-1971 ) > '頁 I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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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水準創作歌曲 o 15是以表達聲音之美善或情感抒發為目的，商

業色彩淡。 16如呂泉生作詞作曲的(杯底不可飼金魚) ，及其和王

昶雄合作的(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均屬於塾術歌曲。

2 流行歌曲

在大部份文章或書籍的分頓中，流行歌曲是只為迎合大眾喜

好，追求商業利益為目的而創作的歌曲，常隨時代起落而沉浮，

教具通俗性，一般被認為文化意義和學術意義較遜藝術歌曲。 17不

過此種分額定義分類方法代有價值批判的性質，就學術研究而言

並不恰當，流行歌曲應指某一時空與歌唱活動中，被傳唱的一些

歌曲，內容是混雜各類型的，而目的也並不一致，不該將之偏狹

地與商業性歌曲混為一談。

當研究流行歌曲時，應投射到社會面上，改以商業行為、流

傳管道等社會行為來研究，才得以完整建立相關的研究基礎架

構。唯有正視流行歌曲預視的一種供給活動的「流行歌壇 J '才

符合學術界用「城市產生」、「近代商業型態」等條件予與操作

界定的意義，也才能真正了解歌唱文化的發展歷程。 18

(二)依時代分

對於臺語歌謠的分期方法，不同的研究著眼點，就產生不同

的分期依據，這裡為配合歷史教學，採用符合臺灣歷史分期的方

法。

1.日治時期 (1895~1945)

臺灣近代的休閒文化與來臺日人及總督府政策有關，星期制

15 筒上仁· {臺灣福佬象民謠一老祖先的臺灣歌} .頁 13 0

16 黃裕元· (戰後臺吉吾流行歌曲的發展( 1945-1971 ) > .頁 11 0

17 筒上仁· {臺 j彎福佬~民謠一老祖先的臺灣歌} .頁 13 。

18 黃裕元· (戰後臺吉吾流行歌曲的發展( 1945-1971 ) > .頁 12-13 。



臺吉吾歌謠與臺 j彎史教學 229

作息的推動，使臺灣人開始定期休假的的生活型態，進而使社會

大眾有了餘暇生活的時間。而餘暇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是大眾文化

的一種，必須仰賴一定程度的經濟實力，才能有足夠的生產、消

費能力來支撐這個消費性、流行性的產業。臺灣在日治時期都市

化成型、工商業發達、所得亦較以往大幅成長，促使人們的消費

能力因而大為提升，也開始注重休閒生活。這種經濟環境的轉變

反映在音樂上，便是大眾化、通俗化流行音樂的產生。19在這樣的

背景下，臺語流行歌曲的興起，不僅受到影音傳播科技發展的影

響，同時，日治時期西樂教育的日漸普及，也是促使臺語流行歌

曲興起的原因之一。此時許多受過專業西樂訓練的作曲家，從自

己母語的聲調、語彙以及傳統音樂中蘊育靈感，創作出許多富有

臺灣風味的創作歌曲。 20

除日治初婿，表達抗日過程及心態的(臺省民主歌〉、(一

隻烏仔暐啾啾〉等歌曲外， 21 B 治時期臺語歌謠發展最重要的大事

是臺語創作歌謠的發朝，也是臺灣有流行歌曲之始o 臺灣之有創

作及流行歌曲，源於「影戲和曲盤J '即電影和唱片之意， 1932

年，上海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所出品的電影《桃花泣血記》輸

臺放映，臺灣電影業者為招練觀眾、促銷本片，敦聘兩位電影解

說員一一一「辯士J 詹天馬作詞，王霎峰作曲，因而促使了臺灣

第一首流行歌曲的誕生。22

此後，唱片業者紛紛禮聘作詞作曲家，製作具有「臺灣味」

19 楊克隆， {臺灣歌謠欣賞} (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

頁 95-96 0

20 楊克隆， {壹灣歌謠欣賞} ，頁 52-53 。

21 陳郁秀， {音樂臺灣} (臺北﹒時報， 2002) ，頁 34 0

22 莊永明、 J孟德銘， {臺灣歌謠鄉土情} (臺北:臺灣的店， 1994) ，頁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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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開做了日治其間臺語歌曲的黃金時期，直至「皇民化運

動」時期，在戰爭的陰霾及總督府的控制下，臺語流行歌曲方才

慢慢衰退，期間留下許多經典歌謠，如(望春風)、(雨夜

花)、(月夜愁)、(心酸酸)、(青春嶺)等，至今依舊膽炙

人口。 23曲調內容大多偏向悲涼，主題的表達以感春悲秋、怨離悲

別的悵惘及無奈以及閏怨居多。 24

在此之前，臺灣知識份子也以歌曲作為動員群眾的工具，

躍於社會運動的蔡培火等人即即為重視歌唱對臺灣民眾精神的鼓

舞作用，留下〈臺灣自治歌〉、(日白晝灣〉等具有時代意義的歌

曲。 26

2. 戰後初期( 1945~1949)

三次大戰結束後，在一片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從一度中斷的

臺灣歌曲創作叉開始蓬勃發展，歌曲的風格不再是滿懷悲憤，而

是展現出爽朗的風格，旋律呈現輕快、活潑，出現了歡笑的光

影，作品中充滿了希望，如〈滿山春色)、(西北兩〉、〈淡水

暮色〉等，似乎對未來充滿著美好的憧憬。

可情好景不常，三三八事件的爆發，截斷了臺語歌謠創作風

潮的復興，不少文學菁英死亡或失蹤、政治的壓力也使得時人曝

若寒蟬。 27此時的歌曲(燒肉粽)、(補破網〉反映了戰後百廢待

興的社會景況，王之臺灣人民刻苦耐勞的精神及為生活打拼的韌

23 莊永明· {臺灣歌謠追想曲~ (壹北:前銜. 1994) .頁 59-60 。

24 陳郁秀· {音樂臺灣~ .頁 61-62 。

25 吳國禎· (論臺語歌曲反殖民的精神) (查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 2005) .頁 24 。

26 黃裕元· (戰後壹3吾流行歌曲的發展( 1945-1971 ) )﹒頁 38 0

27 杜文堵· {壹;彎歌謠歌詞呈現的臺灣意識~ .頁 5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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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 戒嚴時期( 1949~1987)

臺灣在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中，政府嚴格掌控文藝發展的走

向，內容包括查禁歌曲和監控傳播媒體，加以白色恐怖的陰霾及

文藝的政策引導，國語成為強勢語言文化，閩南話則普遍被視為

應逐漸減少使用的「方言 J ' 28甚至被視為低俗的象徵'阻礙了臺

語歌曲的發展。在人人自危的環境下，作詞作曲者創作意願低

落，臺語創作歌謠的生命豈是可危 O

在此-'I育境下，出現了一種改頭換面而來的折衷歌謠，這些

歌曲是採用日本曲于，再填上臺語歌詞創作出來的臺日「混血

歌 J 到 T 1950~1960 年代，由於西風東漸，西洋歌曲在臺灣大

搞流行，又出現了臺灣、關洋混血歌謠 O 這樣的發展是當時強

勢、弱勢文化主相作用 F的結果，不經意間谷[J為聖灣歌曲及語言

留 FT後來得以繼續發展的根。 29不過整體來說，在此時，由於文

化上的語言隔閩、政治上的刻意壓抑、經濟上的有限 I rj場，都造

成到了 1970 年代的臺灣社會無法支撐起以年輕-代、臺語人 lJ為

主的!童話流行音樂工業體系，使臺語流行歌被壓縮到社會邊緣，

成起流行歌主中的非主流。 30

;在這樣的時代裡'儘管對政治大感不滿、百般無奈，但歌謠

創作者接不敢將這樣的心情直接寫入歌中，此好移轉為哀怨憂傷

的兒女私情來表達，因此綜觀此時期的歌曲，看似多以哀怨情歌

站主，沒有一首足)直接指涉政泊問題的，但它們的曲調和精神，

立法邱繭婷· <臺 j彎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 {§'J > .頁 37-39 '

m 杜文立青· {臺灣歌謠歌詞呈現的臺灣意識} .頁 62-63 。

JO 曾慧佳· ~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 (臺北:桂冠. 1998) .頁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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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完全適合此時期陰霾的政治氣氛。31

4. 解嚴以後(1987~現今)

解嚴以後，隨著社會的民主化，臺語歌是受到的禁制變少，

市場需求也逐漸復甦'創造了供給量的增加，新進作詞作曲家紛

紛投入創作，臺語歌曲再度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32臺語歌在新媒

體環境中找到宣傳管道，逐步透過電視布袋戲、臺語連續劇建立

起穩定的歌曲傳播機制，終於使臺語歌曲開始復甦。33同時在解嚴

之後，政治禁忌被一一打破，認同臺灣、回歸本士的聲浪大為提

高，各風格多元、主題鮮明的歌曲如雨後春筍般因應而生，以認

同臺灣為創作原動力的歌曲，也日益出現和流行，此現象可以

(母親的名字叫臺灣〉及(嘸通嫌臺灣〉兩首歌作為代表。"

,I

參、臺語歌謠中的歷史意識

歌謠作為文化的犀物，是文化極貼切的語言，也是一個民族

的內在心聲，早期民間歌謠有其時代性，旋律優美，詞意雋永，

並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同時也展現出臺灣人生活的態度及強

韌的生命力，即使生活艱辛，歌詞中表現的是甘苦中有期待，無

奈中有樂觀的精神。35融合教學之中有助歷史意識及價值觀的傳

播，也是形塑民族及國家認同的一項媒介。

31 邱前婷， <臺灣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頁 68-70 。

32 吳國禎， <論臺吉吾歌曲反殖民的精神)，頁 22 。

33 黃裕元. <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 ) ) ，頁 136 0

34 ~東郁秀， {音樂壹灣} ，頁 132 。

35 邱繭婷. <臺灣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頁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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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民生活文化

早期臺語歌謠的形成，與臺灣人民生活密切相關，有不少的

歌曲就是在工作或生活中自然形成、創作而來，歌曲內容和生活

文化自然密不可分，顯現出當代生活情景。如(採茶歌〉、(牛

型歌〉、(農村曲〉即表現出臺灣農村的工作生活與景致，並透

露出樂天知命、勤奮打拼的精神。另一方面(天黑黑〉、(草根

弄雞公〉、(桃花過渡)、(病子歌〉則流露出常民生活的情

趣，在夫妻鬥嘴、打情罵俏這樣平凡的題材中，展現出活潑、誠

諧的鄉土趣味。

二、移民社會的拓墾歷程

回顧臺冉的人 u流動，移民風潮不斷，當下人口比例最高的

漢人，也是由百年前開始陸續移上是而來，他們從海岸、平原到山

麓，由南到北、由西向東，拓墾土地、進取山林、競逐商機，幾

代下來，成為臺灣社會近百年來的多數人口，先民單路藍縷的艱

辛過程、開墾社會中的特殊景象，也透過歌謠一代代流傳下來。 36

是故從民間說唱的的歌詞中，能捕捉到許多臺灣漢人移墾歷史的

社會百態。

恆春民謠(思想起) IE唱出純樸的民情及思鄉之幽惰，將合

手茹苦的開拓工作、橫渡「黑水溝」的危險，以及移民冒險犯難

的精神，活靈活現地表露於訶曲之中;表現出臺灣先民以樂觀心

態面對現實生活，與大自然搏鬥的精神與特質。 37

36 黃裕元， ~臺灣阿歌歌~ (臺北:遠足文化. 2005) .頁的。

37 邱蘭婷， <壹灣意識歌曲研究一以閩南語歌謠為例>'頁的 45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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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色

歷史教育第 15 期

臺j彎一方面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先後接受不同

政權統治的影響，前有西班牙、荷蘭，後有鄭氏王朝、清朝、日

本，另一方面也面臨不同文化的滋潤與衝擊。臺灣包括原住民文

化、移民文化、西洋文化、東洋文化等互相交會融合，形成臺灣

文化兼容並蓄的特色，進」步表現在歌謠之中。38

(一支小兩傘〉、(口I憐戀花再會吧〉、(媽媽請你也保

章)、(再會啦!港都〉等結合H語歌曲調即臺語與歌詞的「混

血歌 J 以及晝語歌詞中經常市現外國用語，如(青蚵仔嫂〉中

對內裝的稿II于、( ，快樂的出帆〉中的海鷗，都是日語用詞，這些

正是文化融合的實證之一。

四、政治社會的動盪

戰後初期的臺語歌曲構成J幅悲涼谷[J又穩定的社會闢像，在

(收酒肝〉、(燒肉粽〉、(補破網〉等歌曲中，一方面唱出f

戰後初期臺灣經濟蕭條的慘潛狀況，表現出基層人民困頓疾苦的

生活;另 4方面也描述出市井小民本著良心做事，謹守本分，腳

踏實地不放棄的基層精神。「站著顧三頓」並非抱怨，而是知

足、穩定、求生存的積極心態 39不管如何艱辛痛苦，依舊為r家

人、為了白己，--.---步一腳印地努力往前行。在(補破網〉中，除

反映百廢待興的社會困境I"漁綱」與「希望」是諧音，正反映

著需要大家的l i-ij心協力，方能補起戰後臺灣社會這張破網，也象

徵著重建家園、恢復秩序的渴望及希望。

3K ~東有F 秀. {音樂臺灣} .頁 3 。

39 黃裕元. {臺灣阿歌歌} .頁 22-23 。



臺語歌謠與全;彎史教學 235

(杯底不可飼金魚〉則是有感於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白色恐怖

在臺灣引起的衝突與創傷而起的創作歌曲，希冀本省人和外省人

能不分嫌隙，和平相處，藉以消彌省籍隔閣，族群間互相坦承相

容，呼籲大家「剖腹來相見 J '互勉互勵攜于建設臺灣。 40

五、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臺省民主歌〉描寫了乙末割臺後，臺灣人的心情，以及對

日本接收的抵抗，其歌詞內容雖不完全符合史實，但百年前的這

首歌，以常氏的角度觀察社會、描述臺灣民主國的抗日，也成為

了解此段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另一流傳於諸羅地區的民謠(一

隻烏仔暐啾啾〉則以雙關語抒發了臺灣抗日失敗的抑鬱悲壯心

情，以覆巢之下無完卵來暗喻日本的野蠻霸道，同時也表達了臺

灣人打不死叮叮之屈服的|堅韌精神 o 41

回來庸事件之後，臺灣人的武裝抗日告-段落，開始轉向政

治社會運動，向日本政府追求臺灣人應有的權利。蔡培火的(臺

灣自治歌〉即表現了當時政治社會運動的目標所在，也是當年的

宣傳媒介 o 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開放思想及臺灣人民對實行自治的

需求早在 20 世紀出就已經出現 o

六、社會脈動的顯現

臺語歌曲中反映社會的筆觸到了戰後益加鮮明， 1950 年代是

臺灣社會工業發展的新興期，加工出口區及城市四周新興起勞力

密集的工場，為當時臺灣的年輕男女帶來農業開始轉型後，大量

的工作機會，許多青年男女離鄉背井前往都市打拼，搞農業社會

40 邱蘭婷， <臺灣意識歌曲研究 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頁 62 0

41 陳郁秀， ((音樂臺灣~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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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閉型態的來f新的變化。 42

(孤女的顧望〉歌詞描述農村少女，期待到臺北尋找工作機

會，期待進入工廠作女工，以尋求未來幸福的心境， <田庄兄

歌〉則描述少男投身都市社會的心路歷程，兩首曲子都反映了當

代社會轉型期間的變動與特色，表現出青年男女為了自我期許的

幸福，離開故鄉、勇於嘗試，的擁有比以往更加積恆的心態，不僅

是為了溫飽，更是為了追求自我的理想。傳唱不斷，不停翻新的

臺語歌謠幸福進行曲，顯示臺灣傳統的封閉社會已經轉變，臺灣

人從封閉的結構中解脫出來，從無奈、沈重、步伐不穩的小調，

變奏成輕快、愉悅又帶點溫情的進行曲。44到了 1990 年代林強的

(向前走〉更是充滿了新新人類對於臺灣社會變遷的想望憧憬，

拋棄過去的不幸和陰霾'展現出無比的信心及勇氣。的

肆、臺語歌謠融入臺灣史教學

一、教學實例

(一)唐山過臺灣

I.引用資料

思想起 恆春民謠

思想起祖先鹹心過臺灣不知臺灣生做啥款

思想起海水絕深反成黑在海山浮，心漂心艱苦

思想起黑水要過幾層啊心該定過到颱風攪大j良

42吳國禎﹒〈論臺語歌曲互之殖民的精神> '頁 30 。

43邱蘭婷， <壹灣意識歌曲研究一以閩南語歌謠為例> '頁 55-57 。

44黃裕元， {壹灣阿歌歌~ .頁 29 。

45陳郁秀， {音樂臺灣~ ，頁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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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抬頭看天頂有的啊心想那神明

思想起神明保佑祖先來海底千萬不要作風颱

臺灣後來好所在經過三百年f炙人人知

思想起自到臺灣來住起石頭嚇大粒樹啊嚇大枝

一腳開墾來站起小粒的用拈頭搬摳血流復共血滴

2. 教學設計

(1) 配合課程:唐山過臺灣 O

(2) 運用時間:正式講解課文前 O

(3) 學生先備知識:已知臺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與周邊環境。

(4) 教學目的:作為課前引起動機之用，並營造歷史情境，以其

蒼涼的曲調，帶領學生體會臺潛移民的心情，並初步嘗試了

解其面臨的困難。

3. 問題設計-

(1) 聽完這首恆春民謠一一(思想起) ，為你帶了什麼樣的感受?

(2) 在這首歌曲中有 e句歌詞是這麼唱的 I 臺灣後來好所在輕

過三百年後人人知 J '請問依西元紀年來推算，身為歌中主

角的移民先人們大約是在西元幾世紀左右來到臺灣?

(3) 仔細看看歌詞，你認為早期移民在從中國到臺灣的路途中會

面臨哪些風險?

(二)國際競爭時期

1.引用資料

安平追想曲 陳儒達作詞

許石作曲

身穿花草工長洋裝 風吹金髮思情郎

想郎船何往 音信全無通 伊是行船誅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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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阮情難忘心情無地講 相思寄著海邊風

海風無情校阮慧、 啊.........不知初戀心茫茫

相思情郎想自己 不知爹親二十年

思念想欲見 只有金十字 乎阮母親作遺記

放阮私生兒聽母初講起 愈想不幸愈哀悲

到底現在生抑死 啊.........伊是荷蘭的船醫

歷史教育第 15 期

想起母子的運命 心肝想爹也怨爹

別人有爹疼阮是母親是 今日青春孤單影

全望多情兄望兄的船隻 早日回歸安平城

安平純情金小姐 啊.........等你入港銅鑼聲

2. 教學設計

( 1) 配合課程:國際競爭時期。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完畢後。

(3) 學生先備知識:國際競爭時期間班牙及荷蘭在臺發展狀況。

(4) 教學日的:營造歷史情境，訓練學生使用所學歷史知識解讀

資料。

3 問題設計

這首『安平追想曲』是作詞家陳達儒前往安平古堡遊覽峙，在

歷史遺跡中有感而發而創作付1的歌曲，歌詞以三百年前可能發

生在臺南安平的異國悲戀作站背景。

( 1)請試著運用本課所學的歷史知識，判別歌詞中所運用的曆史

背景為何?並舉例支持臼已的看法。

(2) 歌曲中金小姐的父親一去二十年未回臺j彎，依你對臺灣歷史

的了解，最可能的造成這件骨肉分離悲劇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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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設把「伊是荷蘭的船醫」這句歌詞故成「伊是西班牙的船

醫 J '請問你該如何改寫歌宇l及其他歌詞的文句，才能使這

首歌的歷史背景改變而又不會自相矛盾?

(三)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

1.引用資料

臺灣自治歌 蔡培火詞曲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間教阮種，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著理解，阮是間拓者，不是憨奴才

臺灣全島快自治，公事阮掌是應該

玉山崇高蓋扶桑，我們意氣揚

通身熱烈韋榔血，豈怕強權旺

誰阻擋，誰阻擋，齊起f昌自治，同聲直標榜

百般義務咱都盡，自治權力應當享

2. 教學設計

( 1)配合課程 :R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完畢後。

(3) 學 ffc_先備知識:了解日治時期總督府的政策與統治方式，以

及臺灣人的因應態度及其政治社會運動。

(4) 教學目的:訓練學生能運用所學懷史知識判讀資料。

3 問題設計

( 1)按照歌詞來判斷，試著說出蔡tr~火創作這首歌曲的目的何

在?

(2) 配合課本所學得日治時代分期，判斷ili首歌應當出現在哪一

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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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治時期的建設與政策

I.引用資料

(I)近來看見百項新，機器好用果是真

大家衣食有所靠，都由總督費心神

總督來臺五六年，大家頭戴快活天

上京未回人人念，只驚換去皇帝邊

(2) 杏仁茶，見著警察酷酷爬，直仔槓破四五個，

警察掠來警察街雙腳跪齊齊，大人，後擺不趕賣

2. 教學設計

( 1)配合課程: F1 本殖民統泊的強化。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完早後。

(3) 學生先備知識:了解日泊時期總督府的政策與統治方式，以

及日治期間臺灣社會發展狀出。

(4) 教學目的:訓練學性能運用所學歷史知識判讀資料，並能以

不同角度客觀思考靡史發展 o

3. 問題設計

以上所附資料是日治時期流傳的民間歌謠，請仔細閱讀過後同

答下列問題:

(I)在第-肖歌謠中，充滿了對日本統治的感恩之惰，請問歌謠

中所提及的情景與日泊時期的哪些措施密切相關?

(2) 在第二首歌謠中，則傳達了小攤販的惶恐與害怕，請問造成

此 4心態的背景為何?

(3) 同樣是 H泊時代流傳的民間歌謠，為何這兩首歌謠卻呈現出

截然不同的情感與氣氛，請試著提出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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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用資料

(1)補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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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臨秋作詞

王雲峰作曲

見著網，目眶紅，破到這大孔，想、欲補，無半頃，誰人知阮苦

痛。今日若將這來放，是永遠兔希望，為著前途針活鏈，找傢

你補破網 o 手偎綱，頭就重，悽慘阮一人，意中人，走切藏，

那無來門幫忙，姑不利終罔震動，夸網針接西束，天河用 j線做

橋板，全精神補破網。

(2)燒肉粽 張秋東松作詞作曲

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痛

乎阮請書皓落冬，卒業頭路無半 z頁

暫時來賣燒肉粽

燒肉粽燒肉粽 賣燒肉粽

欲做生理真困難 若無本錢做昧動

不正行為是不通 所以暫時做這款

今著認真賣肉粽

燒肉粽燒肉粽 賣燒肉粽

物件一日一日貴 厝內頭嘴一大堆

雙腳行到欲撐腿 遇著無銷上克虧

今著認真賣肉粽

燒肉粽燒肉串宗 賣燒肉粽

2. 教學設計

(I)配合課程:戰後臺灣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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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泉生作詞作曲

(3) 早于先備知識:已知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概況，以

及第:次世界大戰對臺灣的大致影響 o

(4) 教學目的:作為課前引起動機之用，並營造歷史情境，使學

生體會戰後臺灣人的困難與渴望 O

3. 問題設計

(補破網〉創作於阿元 1948 年，作詢者李臨秋表示並非為失戀

或漁村生活而寫，而是為了彌補臺灣人當時內心的破碎，表達

臺灣人渴望重建家圖與新秩序的心聲 o (燒肉粽〉則創作於西

元 1949 年，以小人物的自述，表達tL\常時臺灣環境的艱圈，及

開境中努力謀生的韌性。兩首歌曲均紅極。時 o

( 1) (補破網〉作詢者李臨秋既然不是為漁村 tt活而寫，卻特地

以補破網站主題，必然有其特殊用意 O 猜猜看現訶中的「漁

制」有什麼樣的隱喻?

(2) 配合(燒肉粽〉的歌詞，請問學試若從時代背景分析臺灣人

此時面臨了哪些困難?

(六)二二八事件

1.引用資料

杯底不通飼金魚

飲啦!杯底不可飼金魚 好漢剖腹來相見

拚一步!爽快麼值錢!飲啦!杯底不可飼金魚

興到食;函兔揀時情投意合上歡喜 杯底不可飼金魚

朋友弟兄無議論欲哭欲笑據在伊 心情鬱卒若無透

等待何時咱的天哈哈哈哈 醉落去年杯底不可飼金魚啊!

2. 教學設計

(I)配合課程:三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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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時間:課程講述完成後。

(3) 學生先備知識:已知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4) 教學目的:體會二二八事件造成族群撕裂的重大影響，並訓

練學生能運用所學歷史知識判讀資料。

3. 問題設計

西元 1949 年呂泉生目睹二二八事件的慘劇有感而發，寫下了原

名為「臺語飲酒歌」的(杯底不通飼金魚、〉。請問同學，從歌

詞看來，作者主要是感慨二三八事件的那方面影響而寫?而作

者又有著什麼樣的期望?

(七)邁向工業化的臺灣社會

l.引用資料

孤女的願望 a 葉俊麟作詞

日本曲

請借問播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臺北對切去，

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就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

空去 
u.心，

阮想欲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

稀微。

請借問路邊的，賣煙阿姐啊，人塊講對面彼問工廠是不是

貼告示欲用人，阮想欲來去，

我看你猶房、不是，幸福的女兒，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來代

今主 •
四心 ,

在世間總是著愛，自己打算卡合理，青春是不通耽誤，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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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青借問門口的，辦公阿伯啊，人塊講這問工廠，有欲採用人，

阮雖然還少年， {龍不知半頃，

同情我地頭生疏，以外無希望，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

是忌 ,

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

輕鬆

2. 教學設計

(1) 配合課程:戰後臺灣的社會及經濟變遷 o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完畢後 o

(3) 學生先備知識:已知臺灣 50 年代經濟型態的轉學及社會的

變遷，從農業社會逐漸轉變為工商業社會。

(4) 教學廿的:營造歷史情境，訓練學生使用所學歷史知識解讀

資料，結合學生本身經驗，使其了解經濟社會變遷對生活的

影響。

3. 題目設計

(I)流行歌曲往往受到時代影響，表現出當代的歷史背景與社會

現象。這首(孤女的願望〉流行於民國 50 年代的臺灣，請

問這首歌反應了此時何種社會現象?

(2) 你身邊的親朋好友中，也有如同歌詞中女主角離家背景到外

地工作的經驗嗎?如果有?試著舉出原因並與 50 年代的臺

灣比較看看 o

(八)現代臺灣

1.運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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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林強詞曲

火車漸漸在起走 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親愛的父母再會，巴 到陣的朋友告辭啦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 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

朋友笑我是愛做嘿夢的憨子 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

OH! 再會吧! OH! 啥物攏不驚

OH! 再會吧! OH! 向前行

車站一站一站過去啦 風景一幕一幕親像電影

把自己當作是男主角來扮 雲遊四海可比是小飛俠

不管是幼稚也是樂觀 後采若按怎自己就來擔

原諒不孝吋子兒吧 趁我還少年趕緊來打拼

OH! 再會吧! OH! 啥物攏不驚

OH! 再會吧! OH! 向前走

臺北臺北臺北車站到啦 欲下車的旅客請趕緊下車

頭前市現在的臺北車頭 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一棟一棟的高樓大廈 不知有住多少像我這款的憨子

卡早聽人口昌臺北不是我的家

但我一點攏無成覺

2. 教學設計

(1) 配合課程:現代臺灣的社會文化。

(2) 運用時間:課程講解完畢 o

(3) 學生先備知識:現代臺灣的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狀況。

(4) 教學目的:體會時代的脈動，以及現今社會的生命力。

3. 問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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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1)出現於 1990 年代，歌手林強的這首(向前走) ，是臺語歌

曲創作的新額型，與以往的臺語歌曲截然不同，試著說出這

首歌曲讓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2) 想一想，這樣的曲風和歌詞，為什麼會出現在 1990 年代，

而不是更早的時代，試著從對臺灣歷史背景的了解，舉出可

能的因素來。

(九)臺語歌謠排排坐

1.引用資料

〈燒肉粽〉

〈孤女的願望〉

〈愛拼才會贏〉

〈向前走〉

2. 教學設計

(1)配合課程:戰後臺灣 o

(2) 運用時間:課程內容全部講解完畢後。

(3) 學生先備知識:了解戰後臺灣經濟社會狀況的分期發展，並

在教師引導下了解引用歌曲的歌詞內容 o

(4) 教學目的:體會時代的脈動，訓練學生使用所學歷史知識解

讀資料 o

3. 問題設計

運用你的至今為止學到的臺灣史知識，配合對歌詞內容的體

會，猜猜看這些歌曲相對應的歷史年代，並按先後順序排列。

(十)鄉土史教學~介紹我家鄉

1.引用資料

(1)來去薑東 沈文程作詞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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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來臺束 請你斟酌看

出名鯉魚山 亦有一支石雨傘

初鹿之夜 牧場唱情歌

紅頭嶼三仙臺 美麗的海岸

鳳梨釋迦柴魚 好吃一大盤

;各神花紅茶 清涼透心肝

你若來臺束 請你相邀伴

生口本洗溫泉 予你心快活

(2)新竹風 陳明章作詞作曲

新竹風新竹風

輕輕的聽風采唱歌 一步一步走入竹塹域

遠遠的十八尖山 深情的南寮漁港

住在這 4 有風來作伴

一線一織的米粉f，，'f，. 日頭照到春風微微

城隍廟邊 燒燒的貢丸香味

透早到陰晴 一年過一年

你甘知道阮這有風你甘知道 人人在說

吹動青春的日子較嵐動 是阮這兒一陣一陣的新竹風

2. 教學設計

(1) 配合課程:鄉士史教學。

(2) 運用時間:鄉士史課程。

(3) 學生先備知識:對自己家鄉特摩、氣候、歷史的認識。

(4) 教學目的:促進對鄉士的認識，培養愛鄉情懷 o

3. 問題設計

(1) 以上資料分別是介紹臺東及新竹的歌曲，你在歌曲中看到了

哪些地方特色?試著一列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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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對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家鄉 宜蘭了解深嗎?請同學以小

組為單位先列舉出宜蘭的特色，再以這些特色編寫出介紹宜

蘭的歌曲。(曲調可借用童謠或流行歌即可)

二、教學中應注意的事項

(一)活動設計與編寫教材

臺語歌謠用於臺灣史教學中，除了利用其可供欣賞的特性

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將歌曲的曲風與歷史情境結合，營造一個

容易發思古之幽情，讓學生更能體會歷史的環境;此外，如何利

用富有歷史含意的歌詞，將其結合與課堂所教授的歷史知識之

中，甚至更進一步使學生能運用知識去思考判斷，將其內化為自

己的一部份，成為培養歷史意識的養分也是教學重點所在o 是

故，在運用臺語歌曲教學時，就必須節選適當材料，配合課程及

教學時間作_....~編寫及設計，設計當中包括運用的時機、學生的先

備知識、問題的設計等，做好妥善規劃才能達到運用的功效，才

不會與教學脫節淪為欣賞音樂而已。

(二)教師在課堂上的引導

國中的學生對於較複雜的思考比較不在行，因此教師在設計

題目時要盡量清晰明確，給予充足的提示;討論題目時，適時給

予引導及鼓勵，讓學主能發揮之餘，又能找到正確的思考方向。

使用臺語歌謠融入歷史教學的學習單，切忌將之當作考卷寫，若

缺乏了老師的引導以及互動，此種教學方法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三)題材的選擇

歌曲雖是歷史資料之一，但畢竟有其誇張或編造的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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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要注意判別，以免誤導了學生的歷史知識 o 另一方面，由

於不是每個學生都懂臺語，所以歌詞要淺顯易懂，讓即使不懂臺

語的同學也能了解。

三、臺語歌謠融入教學的優點

臺語歌曲因為有音樂性，並且其曲調及歌詞深受時代背景影

響，所以在營造歷史情境上，是一個相當得力的幫于，只要挑選

恰當的歌曲，即使是作為課堂的背景音樂，也能對教學有所助

益。再加上優美的歌詞，不但有可供欣賞的文學意涵，背後的歷

史意識也能與課本上的歷史知識相結合，因此，使用臺語歌曲輔

助教學不但有助於營造歷史情境，使教學更加多元及活潑，更可

以兼顧認知及情意教學。

伍、結論 ρ

教導學生掌握歷史知識的性質，不僅理解歷史敘述的內容，

更要了解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間的問果關係 O 因此除課文外，也

該讓學生經由閱讀相關資料，學會應用所學的歷史知識，判別形

成的因素及背景，以及體會歷史背後的意涵與精神，進而形塑自

己的價值觀。而在各種歷史資料當中，臺語歌謠比一般的文章短

而活潑，又具有音樂性，對學生而言，接受度高，運用得宜又能

兼顧認知及情意教學，是一項適合融入臺灣史教學的輔助工具。

不論是臺語民謠或是流行歌曲，它們的形成都與臺灣歷史背

景密切相關，不同的時代就有不同的創作風格，正反映著歷史發

展的脈動，在這些歌曲中，可以發現移民拓墾的艱辛、常民的生

活文化、政治社會的動盪、民主自由的追求及社會脈動的顯現。

除了配合著要灣各階段的歷史發展特色外，在臺語歌謠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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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感受到臺灣人在困境中的韌性，以及樂天知命的基層精神，

這些也是形塑學生價值觀一個良好的素材o

(責任編輯:林益德校對:劉ttt詢、蔡坤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