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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本論文針對鄧雨賢的歌樂做研究，以作曲家錢南章與郭芝苑改編

之《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為探討範

圍。從鄧雨賢生平之介紹，進而了解鄧雨賢音樂的特色和樂曲創

作的手法，並藉由二位作曲家改編的樂曲進行分析和詮釋，樂曲

除了保有原創純樸的韻味，更增添曲趣。再從兩位詩人的歌詞

中，體會不同年代對於男女情愛的表達，其意境內斂而含蓄，而

隨著時代復古的潮流，品味著過往歲月的跫音，依舊散發著撲朔

和滄桑的美感。不同時代所賦予的使命與情感，字裡行間細膩而

深刻，任憑世代的交替和時代的改變，雋永的歌樂仍然以不同的

風貌持續唱著和流行著。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在三十九年

短暫的生命歷程中，創作出《四季紅》、《月夜愁》、《望春

風》、《雨夜花》等多首極具代表性之歌曲，更造就了1930年代的

閩南語歌曲流行的市場與發展，其作品大眾化、易記憶，旋律中

蘊含著一股壓抑中的光明。筆者從鄧雨賢歌樂創作的背景和手

法，琢磨著現代作曲家改編其樂曲習唱的過程中，對於「四、



月、望、雨」有了不一樣的體認和感動。歌曲雖如其他民間文學

一樣，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而變化，但始終保有地方色彩，它記錄

著風趣、悲傷和溫馨...，這都是傳統的印記和民眾的心聲。藉由鄧

雨賢歌樂的相關研究，希望促使大眾對本土文化更深層的認識與

關心、重視與呵護，進而產生愛鄉愛土的情懷。 《四季紅》歌詞

是藉由四季的特色，描寫男女戀愛為主題，從春天花興起，問答

之間含蓄而逗趣，只得用眉目傳情表達愛意。夏秋冬寫作手法也

是一樣，由季節興起，大自然反映季節的景物作結束，是首輕鬆

活潑男女對唱形式的樂曲，平易近人，至今仍廣為流傳。《月夜

愁》歌詞內容描寫在月色下等待情人出現的景象，從看到月光照

在三線路起始，到最後以怨嘆月暝結束，歌詞始終圍繞著月光，

月越深沉相思更是愁濃，無奈緣分注定成空，更增添內心的悲

傷，亦是首受歡迎的歌曲。《望春風》描寫一個十七、八歲女孩

內心害羞矜持的情感表達和渴望，全曲只有八句，但詩人的遣詞

用字溫馨貼切，細膩樸實。鄧雨賢以傳統的五聲音階譜成此曲，

旋律線條清新婉轉，令人朗朗上口，百聽不厭，備受大眾所喜

愛。《雨夜花》這首歌詞描述一位酒家女如同雨夜花一般，受摧

殘而無人看見，整首歌充滿著悲憫之情。作詞周添旺敘述一位可

憐的酒家女自身遭遇的故事而將其寫成歌詞，故事也引喻當時台

灣人民所處的逆境與遭遇，由鄧雨賢譜曲，旋律優美動人，耳熟

能詳，是首婉約哀怨的台灣歌謠。 無論是流行音樂亦或是台灣歌

謠的舞台，雖經過歲月的洗禮，鄧雨賢的歌樂至今仍佔其一席之

地，在這二十一世紀繼續接續傳唱，歷久彌新。 

摘要(英) This thesis focuses on studying songs composed by Deng Yu-Shian and late

r rearranged by Chine Nan-Cheng and Kuo Chih-Yuan, including All Seaso

ns Red,Sorrow in Moonlight, Long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 and Blossom i

n Stormy Nigh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introduction of Deng��s life, thr

ough which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style of composing will be established.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include two parts: the rearrangement and the 

lyrics. Deng is honored as ��the father of Taiwanese songs��. During 

his 39-year-old lifetime, he has compose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

h as those mentioned above. These widespread songs achieve mass market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Hokkien pop songs in 1930s. All Seasons R

ed is about the romanc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rising and falling wit

h changes of seasons. Sorrow in Moonlight tells a story of a person who wa

ited so long for the beloved, but the long wait was in the end all in vain. Lo

ng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 describes shyness and eagerness for love of a te

enage girl. There are eight sentences in lyrics, but enough to deliver the girl

��s feeling delicately. Blossom in Stormy Night compares women who s

erve wine in night clubs to flowers destroyed in the rains at night. Both the 

flowers and the women are left with their own hurt unknown. Nowadays, th

ese four classic songs of Deng are still well-known. Through studying on th

ese songs, I hope to evoke people to have more concerns and understanding

s for the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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