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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嘗試以學術的角度探討自 1987 年後的客家新編歌曲與客家創作歌

曲。撰寫內容包括客家人的遷徙，客家人的語言，客家歌曲的背景，新編

及創作的客家歌曲演唱詮釋。 全文共選錄 10 首客家新編歌曲以及 10 首客

家創作歌曲為主要探討對象。其中客家新編歌曲的部分，主要以《臺灣歌

曲(一)》中挑選出的 8 首具代表性的客家新編歌曲，另有 1 首選自《呂泉生

歌曲集》中的〈山歌仔〉與 1 首李和莆新編的客家小調〈正月牌〉。 另客

家創作歌曲的挑選，則從「歌詞風格」、「著名作詞者」、「客籍作曲家

的作品」、「客家歌曲比賽優選」等角度選曲，選錄 10 首客家創作歌曲，

依客語歌詞與音樂型態將其分類成「民謠風格」、「古調新創風格」與

「童謠風格」三種。 最後將上述共 20 首歌曲為探討對象，作歌詞釋義、客

家歌詞語音及聲調探討、樂曲分析、生理機制上的描述與客家系民歌唱法

及美聲唱法的演唱探討。 筆者身為客籍演唱者，將藉由此論文拋磚引玉，

呼籲所有客家人重視自己的語言及歌曲，衷心希望大家都能不分族群，把

屬於臺灣的文化傳承下去！  

摘

要

(英

)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wly composed and creative 

Hakka music from a scholarly perspective since1987. It contains the migration and 

language of Hakka people, the background of Hakka music, and the performance of 

Hakka newly composed and creative songs. Twenty Hakka songs, including ten newly 

composed and ten creative songs, are selected as case studies. Among the newly 

composed songs, the list includes eight Hakka representative folk songs from 

“Taiwan Songs I”, “Shan Ge Zi” from “Song Collection of Chuan-Sheng 

Lu”, and “First Month Song” from the newly composed Hakka ditties by 

Professor Dr. Wen-Pin Hope Lee. As for Hakka creative songs, ten song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yric styles, famous lyric writers, the works of Hakka 

composers, and the winning songs of Hakka music contests. The song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styles: folk song style, renovation style and nursery rhyme style based on 

the lyric contents and music typ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twenty songs 

selected as case studies. The research explores and reveals the interpretation, voice 

and tone of Hakka lyrics, the analysis of Hakka composition, the description of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and the performance methods of Hakka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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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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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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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3/6/24 

轉

檔

日

期 

2013/06/25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848027 2013.6.24 15:10 140.136.126.123 new 01 495848027 2013.6.24 15:10 

140.136.126.123 new 02 495848027 2013.6.24 15:10 140.136.126.123 new 03 

495848027 2013.6.24 15:10 140.136.126.123 new 04 495848027 2013.6.24 15:11 

140.136.126.123 new 05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del 01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del 02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del 03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del 04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del 05 495848027 2013.6.24 15:37 

140.136.126.123 new 02 495848027 2013.6.24 15:38 140.136.126.123 del 02 

495848027 2013.6.24 15:38 140.136.126.123 new 01 495848027 2013.6.24 15:38 

140.136.126.123 new 02 495848027 2013.6.24 15:38 140.136.126.123 new 03 

495848027 2013.6.24 15:39 140.136.126.123 new 04 495848027 2013.6.24 15:39 

140.136.126.123 new 05 495848027 2013.6.24 15:39 140.136.126.123 new 06 

異

動

記

錄 

C 495848027 Y2013.M6.D20 6:43 1.162.189.164 M 495848027 Y2013.M6.D20 

18:18 118.165.211.112 M 495848027 Y2013.M6.D23 13:12 118.165.210.48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5:11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5:12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5:13 140.136.126.123 M 

musi2377 Y2013.M6.D24 15:13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5:39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6:14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6:14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6:15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16:16 140.136.126.123 M 

495848027 Y2013.M6.D24 20:40 122.116.117.30 M 495848027 Y2013.M6.D24 

20:41 122.116.117.30 M 495848027 Y2013.M6.D24 20:41 122.116.117.30 M 

musi2377 Y2013.M6.D24 21:19 111.240.42.187 M musi2377 Y2013.M6.D24 21:19 

111.240.42.187 M 030540 Y2013.M6.D25 8:20 140.136.208.6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2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2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3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9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9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9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9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29 

140.136.209.234 M 495848027 Y2013.M6.D25 8:30 140.136.209.234 M 030540 

Y2013.M6.D25 8:30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6.D25 8:31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