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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書為筆者博士論文“Roots and Routes: A Comparison of Beiguan in 

Taiwan and Shingaku in Japan”（2007）的中譯與修訂版，以音樂的傳播和移

植於不同地區社會的比較為中心，以 1960年代以前臺灣的北管及日本的清樂

（指傳到日本的清代中國音樂）兩種具密切關係與高度相似的樂種為例，探

討當音樂移植於不同的地區社會，被不同的民族所繼承時，如何被賦予不同

的角色與意義，而這種角色與意義的變遷又如何反過來影響音樂的保存與發

展。 

北管與清樂均與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所流傳的民間音樂及戲曲有淵源關

係。大約三百年前（清代）渡海來臺的移民們帶來北管，隨著移民們的落地

生根，音樂也流傳於此族群、語言、宗教與習俗均與其原鄉相同的新土地。

而另一方，清代中國東南方的民間音樂，於十九世紀初經由中國商人帶到日

本長崎，後來傳播到日本各地─亦即被移植到一個語言與民族截然不同的

地方，主要流傳於日本文人及中上家庭之間，後來普及於常民百姓。當北管

與清樂植根於不同的地區，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發展時，雖然都作為一種社

會地位的象徵，然而因為社會因素、人們的品味與性格的不同，也就賦予音

樂不同的角色與意義。北管在臺灣漢族社會生活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其聲音為人們所熟悉，並且作為地方象徵的音樂；清樂則以來自一個先進文

化且具異國風的條件，被用於個人的修養與品味。於是當音樂在所屬社會的

角色轉變，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時，其音樂的實踐、曲目範圍、所反映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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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以及在現代化與西樂衝擊下音樂的保存與傳承等，在在都受到影響。

上述音樂的角色與意義的變遷與影響等問題中，筆者對於音樂角色與意

義的再定義（resignification）—亦即社會成員與音樂從事者如何積極於移

植外地傳來的樂種，並且認同為我群音樂的過程—深感興趣。基於北管與

清樂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尚未被深入探討，尚無專門著作發表的新領域，筆者

深信透過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不但有助於更深入瞭解這兩個樂種的內容

與來龍去脈，更重要地，在音樂的角色與意義的比較研究，提供吾人對於音

樂、人與地方三方面之間的互動關係有更深更廣的瞭解。

關鍵字： 北管、清樂、明清樂、月琴、音樂的角色與意義、再定義、
音樂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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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work is translated and revised from the author’s dissertation “Roots and 

Routes: A Comparison of Beiguan in Taiwan and Shingaku in Japan” (2007). It 

examines how music travels and root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By comparing the 

musical texts and contexts of beiguan (北管 , pak-koán in Taiwanese) in Taiwan and 

shingaku (清 , lit. Qing music) in Japan before the 1960s, it addresses how the 

roles and meanings of music changed when the music was transplanted into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how these changes in turn affecte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musics in 

their respective new homes.  

Beiguan and shingaku originated from similar sources, folk music and theater 

genres from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f China, but were transplanted to different 

lands. Beiguan was brought to Taiwan by immigrants and spread in a new land 

where people, religion, customs and language were similar to its original land while 

shingaku, originally a kind of folk music in Qing China, was brought to Nagasaki 

via trade routes and spread in Japan, a foreign land where the people and language 

were different from its original land. When beiguan and shingaku relocated in 

different places with various contexts, although they both symbolized upper class 

taste in their societies, due to divergences of social factors and people’s tastes and 

characters, their roles and meanings were varied: beigu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al life and became the sound that marked the boundaries of pla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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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while shingaku, an exotic music from an “advanced” culture, was mainly a 

music genre for individual’s taste and cultivation. The changes of roles and meanings 

eventually effected changes in performing styles, size of repertoire, social ethos 

of the music, and impacte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usics when they confronted 

impacts from Westernization or modernization.

In this study, I am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resignification of music as 

people and musicians are actively establishing roots for an imported music that 

they intend to claim as their own. I believe that the comparison of musical texts 

of beiguan and shingaku helps us to gain an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music genres. Furthermore, the comparison of the roles and meanings of beiguan 

and shingaku provides specific ethnographic data for a broader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usic, place, and people.

Key words:  beiguan, pak-kóan, shingaku, minshingaku, gekkin, yueqin, role 

and meaning of music, resignification, transplantation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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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為筆者博士論文“Roots and Routes: A Comparison of Beiguan in 

Taiwan and Shingaku in Japan”（2007）的中譯與修訂版，1主要討論音樂的移

動與植根於不同的地區社會，從臺灣的北管與日本的清樂（指清代傳到日本

的中國音樂）的文本及其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探討音樂於社會中所扮演的

角色與意義，2闡述當音樂移植於不同的社會時，其角色與意義如何被改變，

而改變的角色與意義，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樂種在其新地方的發展與保存規模。

文中的「根」與「路」的概念，借自 James Clifford（1997）關於旅行與翻譯

的文化研究一書，原用以討論移民與離散（diaspora）中，人們於新故鄉的重

新定位與新家的建立；然而這樣的概念不僅用於在人身上所發生的移動路徑，

也適用於音樂及文化等的空間改變。

北管 3是臺灣傳統音樂主要樂種之一，原隨福建來臺的移民大約於十八世

紀起陸續傳入臺灣，並且隨著移民的落地生根而深植於臺灣漢族社會，成為

臺灣的代表性音樂傳統之一。然而如同其名─北管之「北」，意味著它在

福建流傳時的外地音樂血統（詳見第一章）。北管包括歌樂與器樂，普遍流

傳於臺灣各地。長久以來，「北管」一詞在臺灣已被普遍使用，到底於何時

1　 本書之中譯與修訂版係國科會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的成果，計畫名稱：「臺灣北管與日本清樂的比較研
究」，編號：NSC 97-2420-H-119 -001。

2　 本書所用「意義」一詞，除了如Meyer 所說的「所指意義」（referential meanings），指涉音樂背後的概念、
行動、情感與性格等（1956: 1-3）之外，主要用在音樂的文化意涵與社會脈絡層面，指音樂、地方（及
社會）、人（表演者、使用者與聽眾）三方的互動中，所能觀察、理解與詮釋的思維意念與現象。

3　 「管」可有多種解釋，包括管子、管樂器、樂調，以及樂派或樂種；在此作為「樂種」解釋；而「北」
指地理方位，也作為風格用語─北 ê，指高亢熱鬧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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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起被稱為「北管」，尚未有明確答案。

「清樂」一詞之「清」指清代（1644-1911），就字義來說，「清樂」即

「清代（中國）音樂」。雖然在清初已有中國音樂傳入日本的文獻記錄，4然

而在當時並未形成傳承系統或廣為流傳。本書所討論的日本清樂，是指十九

世紀初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音樂，藉貿易之路傳到長崎（坪川辰雄 1895: 

10；林謙三 1957: 177；浜一衛 1966: 3），初流傳於文人雅士與中上層社會

家庭，後普及於常民百姓，並且廣傳至東京、大阪、京都及其他日本各地城

鄉的一種異國樂種。其內容包括傳自中國的民間樂曲、填上日語或長崎方言

歌詞之歌曲、清樂家的新作，以及部分吸收自明樂的樂曲等。清樂在「清日

戰爭」（1894-1895，即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之前頗為流行，可比

擬今日西洋音樂之盛況，後因戰爭而被定義為敵國音樂及戰敗國音樂，終究

敵不過西洋音樂之衝擊而衰微。

中國音樂史上雖然也有名為「清樂」之樂種，然而在時空上與日本的清

樂無關，而且在清代中國，並無範圍及內容與日本之清樂相當而名為「清樂」

之樂種者，5因此日本清樂是在日本形成的一個異國風樂種的名稱。此外，王

維也指出中國沒有「明清樂」、「明樂」的概念，至於雖有「清樂」一詞，

但與日本的「清樂」所指涉者相異（2000: 2-3）。 因此本書所討論的「清

樂」乃日本之用詞，它不僅指出這種音樂來源之時空，「清」指清代、清國，

同時指一種源自於中國，然後在日本形成傳承體系與流派的樂種，時間始於

4　 參見岡島冠山《唐話纂要》（1718）卷五之「小曲」，及無名氏《唐音和解》（1716）中之「音曲笛譜」。
5　 雖然魏晉至隋唐時期的「清商樂」簡稱「清樂」，但時間點不同；而二十世紀源自潮州漢劇器樂曲牌的
「漢樂」中，有一種以箏、琵琶、椰胡等三件絃樂器的合奏，稱為「清樂」（俗稱「三件頭」）（見「漢
樂」，於《中國音樂大百科‧音樂舞蹈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257），然其規模
與時間也不同於日本的清樂。又，清代宮廷音樂中也有「清樂」，主要用於宴會，部分樂曲用於冊尊典
禮和除夕、上元日上燈。清官書冊列為朝會樂，也可以看作是典禮用音樂，所用樂器包括雲鑼、笛、管、
笙、杖鼓、手鼓、拍板等（見萬依 1985: 19），與日本清樂的樂器並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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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初。

然而，在此之前傳入日本的中國音樂，並未有名為「清樂」者；那麼「清

樂」一詞，何時開始被用來指涉傳入日本的中國音樂？考察清樂譜本中，目

前所見最早出版的是 1832年（序）葛生龜齡的《花月琴譜》，其目錄稱所

收錄的曲譜為「月琴曲譜」及「清朝新聲秘曲」，尚未見「清樂」之名；而

目前所知最早題有「清樂」二字的譜本為 1837年河間八平治（愈泰和）的抄

本《清樂曲譜》（即《清朝俗歌譯》，見中村重嘉 1942b: 61與本書附錄一

之 002）。然而，金琴江之第一代弟子荷塘一圭（1794-1831）與曾谷長春曾

經以「清樂」之名傳到江戶（今東京）（平野健次 1983: 2465），因此「清

樂」一詞之見用，可能早於 1831年。此外宇田川榕庵（Udagawa Yōan 1798-

1846）寫有〈清樂考〉，6惜年代待考。綜合上述的說法，可推測至少在 1830

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已用「清樂」一詞來指稱傳入長崎的中國音樂。7

本書所探討之「清樂」係指十九世紀初，由來自江浙的金琴江、江芸閣、

沈萍香，來自福建的林德健，與來自廣東的沈星南等人帶至日本並傳播發展

之中國音樂，其中以金琴江和林德健為兩個主要傳承系統。如同北管，清樂

也包括歌樂與器樂，所用的樂器以月琴最為流行。

我的學習之旅：明清樂─北管─北管與清樂的比較

1991年春，當我有機會申請赴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進修（1991/10-

1992/08）時，我請教許常惠教授（1929-2001）關於研習主題，他給我的建

6　 見林謙三 1957: 179，但未註出版年代。
7　 感謝夏威夷大學名譽教授 Barbara Smith的指導，提醒筆者釐清「清樂」一詞所指涉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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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是「明清樂」。雖然我的碩士論文《詩經曲譜研究》（1982）中，包含了

《魏氏樂譜》的〈關雎〉，屬於明樂的範圍，實際上並未深入研究明樂，對

於清樂更是陌生。記得初到民族學博物館時，我試著尋找關於明清樂的資料，

努力閱讀辭書百科的相關詞條，總覺得不得其門而入，終因能力與知識之不

足而放棄明清樂的研究，轉而以亞洲音樂為研習範圍。

1995年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成立傳統音樂學系，我加

入了教學行列，協助北管藝師們 8的教學兼學習。我開始對北管的來源感到好

奇：它的起源情形如何？如何在臺灣落地生根與發展？如此龐大的樂種，包

括牌子、絃譜、戲曲與細曲，是怎麼樣形成的？這四種樂曲是同時，還是先

後分別傳入臺灣？來自同一地區或不同地區？為何被稱為「北管」？何時開

始被稱為北管？我對這些問題充滿好奇，但思忖與其只在臺灣的北管領域中

探索這些問題，不如擴大視野，從日本及東南亞的一些華人移民或貿易足跡

所到之地，搜尋一些與中國南方民間音樂相關的樂種，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蛛

絲馬跡，發展新的研究管道與領域。

於是大約十七世紀起從福建、廣東到臺灣、東南亞與日本等地的移民與

貿易路線，引發了我研究海外中國音樂的動機，9與構築「北管尋親記」之夢。

8　 當時任教於傳統音樂系的北管藝師們，包括：
故葉美景先生（1905-2002），1995至 2002教授戲曲。
故王宋來先生（1910-2000），1995至 2000教授細曲。
故賴木松先生（1918-1999），1997至 1999教授牌子。
故江金樹先生（1934-1998），1995至 1998教授絃譜。
林水金先生（1918-2013），1995起指導戲曲與牌子，直到 2005年因健康因素才卸下教學重任。

9　 在此補充引發此動機的一個具體關鍵：記得故江金樹老師在傳統音樂系初教提絃時（1995/10/18），他
拿起提絃，說：「提絃喔，恁不好講殼子絃，⋯咱在學的人⋯要講提絃⋯」當時我心理暗暗不解，我只
聽過「殼子絃」，未曾聽過「提絃」，難道是江老師有不同的稱法？感謝舞蹈系的 Dr. Sal Murgiyanto，
有一回放假回印尼前留給我一片岡棒克鑼鋩（gambang kromong，見下註）的 CD （“Music of Indonesia 
3--Music from the Outskirt of Jakarta: Gambang Kromong”, Smithsonian/Folkways CD SF 40057），封面上
的三支絃子和三位華人演奏者頗吸引我的目光。當我打開 CD解說，讀到其中一支絃子的名稱“tehyan”
時大吃一驚，這不就是江老師說的「提絃」！我終於相信江老師的話，並且對於追尋海外與北管相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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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測那些隨福建與廣東的移民和貿易而流傳至海外的中國音樂，可能與北

管有某種程度的淵源關係，即使後來混合了移民所在新家鄉的音樂，仍有可

能檢驗分析出與北管相同的音樂元素。我思考著如果比較北管與海外相關樂

種，例如日本的清樂、琉球御座樂、越南順化（Hue）的宮廷音樂及爪哇的

岡棒克鑼鋩（gambang kromong）10等之音樂要素，極有可能找到一些有助於

北管研究的線索與樣本，以了解北管的淵源與傳入臺灣後的發展軌跡。偶然

間從樂譜對照中發現北管與日本清樂之間有一些共同的曲目與音樂要素，從

北管與清樂的比較進入，我再度回到了當初許老師建議的明清樂領域，但以

清樂為範圍。由於在傳統音樂系邊教邊學已十多年，熟悉北管工尺譜和一些

樂曲，得以充滿自信地悠游於北管與清樂的樂譜刊本 /抄本間。 

事實上在 2002年之前，我對於清樂與北管的關係還沒有什麼概念，對於

清樂也不甚了解，上面所提只是我的「北管尋親記」的一些想法。還記得初次

看到波多野太郎（1976）中的清樂曲譜（工尺譜）時，11心中非常驚奇與興奮。

當翻到〈將軍令〉時，因熟悉北管絃譜〈將軍令〉的曲譜，竟可以唱唸清樂〈將

軍令〉的工尺譜，二者的曲譜幾乎完全相同（參見附錄四）。後來又發現清

樂戲曲〈雷神洞〉與北管新路戲曲〈雷神洞〉的高度重疊性（參見附錄三與

五），於是我開始比較北管與清樂的〈雷神洞〉，包括本事、唱腔、曲辭與

道白之發音、音階、記譜法與譜字讀音、定絃、樂器和音樂術語等，將二者

種的夢想，更具信心。
10　 岡棒克鑼鋩是一種混合中國與印尼樂器，並且經常加入歐洲樂器的合奏，包括器樂與歌樂，取其中的
樂器 gambang（木琴）及 kromong（套鑼）而命名，其曲調可能是在十七及十八世紀初由福建人帶至
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當然也包括三支二絃擦奏式樂器（由小至大，分別稱為 kongahyan, 
tehyan,與 sukong）與笛子；這種合奏至少在 1743年已發展成熟（同上註，Yampolsky 1991 CD解說）。

11　 在我寄贈楊桂香《民歌﹝茉莉花﹞研究》（張繼光著，臺北：文史哲，2000）之後，感謝楊桂香回贈波
多野太郎的《月琴音樂史略暨家藏曲譜提要》（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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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同歸納整理。12在比較過程中，感謝北管藝師林水金先生（1918-2013） 

試以清樂〈雷神洞〉的總講唱唸，並訂正當中曲辭的訛誤，呂錘寬教授也提

供意見，此外莊雅如與林蕙芸 13發現清樂〈雷神洞〉當中的一句，與故葉美

景先生指導她們的版本相似。這些寶貴意見與支持，帶給我莫大的鼓勵。

初步的比較結果，鼓舞我繼續深入比較北管與清樂。雖然對於北管已有

基礎，然而清樂方面還有待努力。我開始大量收集清樂譜本與相關資料，先

後於 2003年 2月和 7月兩度赴長崎縣立圖書館鄉土資料研究室查閱、收集清

樂譜本和相關資料（清樂譜本後來移轉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資料閱覽室），

並於 2006年 7月與 9月到東京國會圖書館與上野學園大學日本音樂資料室

收集譜本資料。此外同年 8月再度到長崎，除了繼續收集資料之外，首度訪

問「長崎明清樂保存會」，也為該會會員介紹北管音樂。感謝擔任會長的長

崎大學名譽教授山野誠之與會員們的熱誠接待，並協助問卷調查，以及後續

會長夫婦親切耐心地接受我叨擾一整天，詳細解答明清樂相關問題，並討論

關於清樂與北管的比較，使我獲益良多。三次造訪長崎的經驗，使我認識了

作為日本現代化開端的長崎，其異國風的兩大特色：中華與荷蘭，及其融入

長崎生活的情形。特別是第三次的實地調查，不但親聆清樂合奏，更親眼見

到明清樂保存會收藏的珍貴樂器，其中古樸典雅、琴柱間裝飾玉飾的月琴，

使我在讚歎之餘，對於月琴的刻板印象大為改觀。2009年 2月，在國科會計

畫 14補助下，筆者與研究助理林蕙芸再度訪問長崎，與明清樂保存會交流，

12　 初步比較結果於 2003/02/01以「清樂における戲劇性—雷神洞を例として」（關於清樂的戲劇性─以
雷神洞為例）為題，與楊桂香共同於「東洋音樂學會東日本支部第 2回定例研究會」發表，筆者發表子
題為「清樂の〈趙匡胤打雷神洞〉と北管新路戲曲〈雷神洞〉の比較」。此後筆者獨立從事北管與清樂
的比較研究。

13　 兩位均主修北管，先後於 1999及 2002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並且先後隨故葉美景
先生學習北管新路戲曲〈雷神洞〉。詳參第三章第一節。

14　 見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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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芸與保存會諸位一起合奏〈將軍令〉和其他樂曲，並且演奏北管的【平板】

等曲調。此行除了到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之外，也到大阪關西大學圖書館、

東京國會圖書館、以及上野學園大學日本音樂史研究所等地，繼續蒐集清樂

譜本與文獻。其中上野學園大學日本音樂史研究所的收藏極為豐富，所長福

島和夫教授對於樂譜等之蒐集與保存極為重視並投下莫大心力，令人敬佩；

而他對於研究者的慷慨與熱心協助，是對研究者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2010年 11月 8日我專程到東京聆聽「坂田進一演奏會─江戶の文人

音樂」，其中有清樂曲目〈金線花〉、〈萬壽寺宴〉、〈月宮殿〉、〈沙

〉（紗 ）、〈九連環〉等的演奏。演奏會後的慶功宴首次與明清樂器修復

專家稲見惠七先生見面，他給我清樂家鏑木溪庵之墓的照片，墓石上的月琴

圖樣清晰可見，隔天更帶我探訪鏑木溪庵之墓及紀念碑，使我感到一種做夢

也想不到的機緣與研究清樂的踏實感。稲見先生更與我分享一本我判斷是「盜

版」的《清風雅譜》，印證了清樂譜本市場之興盛。我也受到坂田古典音樂

研究所坂田進一先生之盛情邀請，參觀他的豐富藏書 /譜，看到一些之前未

看過的清樂譜本 /版本，更開闊我的清樂眼界。

從研讀清樂譜本與資料，及與北管的比較中，我的興趣逐漸跨越了單純

的音樂文本比較，而注意到音樂的社會文化脈絡，尤其是音樂的境外傳播、

異地受容與傳衍等問題。我好奇於誰在彈 /唱清樂？日本人如何接受與看待

它？它在日本社會的角色與功能又如何？於是我的目光從北管與清樂的音樂

文本比較，轉移到二者的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藉著在夏威夷大學就學期間

於民族音樂學和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經驗與訓練，我開始探討音樂的角色與

意義的變遷：當相同系統的音樂（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音樂），被不同

的攜帶者（移民 vs.貿易商），分別帶到兩個不同的地方（臺灣 vs.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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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音樂原來的角色與意義，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換句話說，北管被福建移

民帶到臺灣，而落地生根於一個語言、宗教、習俗與族群等均和原鄉大致相

同的新故鄉；清樂則被來往於長崎與中國東南沿海的中國貿易商帶到長崎，

移植於一個語言、宗教及民族等均與原鄉不同的異邦，音樂的角色與意義因

而被新社會文化改變或塑造。值得注意的是，北管及清樂與其實踐者和社會

之間的互動十分多樣化，亦即音樂的空間改變，不只影響到角色與意義的改

變，也會影響到該樂種的保存、變化與興衰。然而這樣的比較研究案例，在

「離散」的研究中極為特殊。

文獻探討

一、北管與清樂的比較方面

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尚未被全面探討的新領域；目前為止，

專門比較的論文只有張繼光（2006b, 2011），以及筆者的博士論文（Lee 

2007），即本書之英文原作。張繼光（2006b）比較清樂歌曲與北管細曲中的

曲牌，於曲牌連綴形式的比較有很大的突破。他指出北管細曲中的小牌連綴

方式與清樂〈翠賽英〉、〈三國志〉的聯套方式（【碧波玉】─【桐城歌】

─【雙蝶翠】）相同，而且這種連綴方式僅見於北管與清樂，不但少見於

歷代文獻，也未見於中國地方戲曲與曲藝。這個發現，對於北管與清樂的關

聯具重大意義。另外就曲調牌名來說，他列舉了〈九連環〉等 23首同名或別

名相同者，包括〈流水〉（同上，9-10），然而其中僅少數曲調相同或相似，

而且清樂的「流水」為標題名稱，不是唱腔名稱，不同於北管古路戲曲唱腔

的【流水】；反而清樂的〈二凡〉可對應於北管戲曲唱腔【流水】（或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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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至於「清樂與北管的交流」一節（11-12），雖然清樂譜中的〈算命

曲〉、〈八板起頭譜〉等數首樂曲可以在臺灣的北管中找到相同的曲目，但

清樂譜本中的「北管」類樂曲畢竟屬於清樂，其「北管」一詞與臺灣的北管

指涉不同。15後來（2011）他比較臺灣音樂館藏以「北管」為題之清樂抄本

與廣東音樂，提出二者間具高度關聯性，是關於這批抄本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張繼光另有探討明清小曲與北管細曲等的著作（1999, 2000, 2002, 2006a），

主要從曲調源流與發展切入探討，以個別曲牌為對象，追溯及考察它在明清

俗曲、北管及清樂之傳播與流變，兼論其他樂種。此外，潘汝端在她的北管

細曲小牌研究專書（2006）中，除了分析其旋律與曲辭的基本結構之外，也

引用張繼光（2002）的說法，確認了北管細曲小牌及其連綴，與清樂的曲牌

連綴的相關性。莊雅如（2003）討論北管幼（細）曲曲文溯源與曲種，包括

北管與清樂相關曲目的曲調及歌詞之比較，認為清樂與北管密切相關。 

然而上述關於北管與清樂比較的著作不僅數量極少，比較的範圍也僅著

眼於部分音樂文本，以曲牌及其連綴、曲名、曲調與曲辭等之比較為主，對

於樂器、展演實踐、記譜法，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等方面的比較，尚未見有研

究著述發表。為了加深對於北管與清樂的了解，以利比較研究的進行，關於

此二樂種和相關理論的文獻與著述，都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茲分別探

討於下：

二、北管方面 

北管方面，就清領（1683-1895）與日治時期（1895-1945）的相關文獻

來看，蔡曼容（1987）提供這兩個時期有關臺灣音樂文獻資料之分類目錄與

15　 詳參第三章第一節。關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前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臺灣音樂中
心）藏之以「北管」為題抄本，筆者歸類為清樂抄本（2007: 222），並指出清樂「北管」的不同指涉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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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對研究者很有幫助。就臺灣音樂與戲劇之發展來看，這些文獻內容固

然具參考價值，然由於傳統社會的書寫者多屬知識階層，或非本地人，對於

臺灣民間音樂文化多半不屑一顧或缺乏認識，加上書寫者的背景與記錄角度

等因素，以致這兩個時期與北管相關的史料，在數量、內容與詳實度等都有

其限制（參見洪惟助等 1996: 31；沈冬 2002；邱慧玲 2008: 67-70）。在清代

臺灣戲曲的研究成果方面，張啟豐（2004）整理分析清代各類戲曲史料文獻，

探討並釐清各階段的戲曲活動內容和類型，及其與臺灣的社會開發、歲時節

慶、社會規約，及常民與士紳生活之關係。日治時期的臺灣戲劇研究方面，

邱坤良的專書（1992）對於北管著墨甚多，並且探討戲曲與地方社會生活之

關係（1978, 1979, 1980等），包括從歷史上蘭陽地區的西皮福路 16之爭，來

探討北管戲曲與地方勢力的互動關係（1979），他提出「戲曲表演在農業社

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不僅娛神娛人，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媒體。」（同

上，152）而且，「民間自行組織的劇團由分裂、對立而和解，所象徵的實際

上也就是文化融合的一個過程。」（同上） 此外，簡秀珍（2005）以在地人

的身份，調查研究清代、日治時期至 1960年代蘭陽地區的北管戲曲與社會，

提供對早期臺灣東北部北管生態的了解。

日治時期與北管相關的日文文獻方面，片岡巖（1986/1921）記錄了臺

灣的生活習俗、宗教與文化，其中第四集第一章「臺灣的音樂」的北管樂

一節，可能是最早介紹臺灣北管樂的文獻。伊能嘉矩三大冊的《台灣文化

志》（1928），涵蓋歷史、文化與社會諸面向，其中上卷以歷史沿革為主

軸，在分類械鬥的部分，介紹西皮福路之爭於附錄。中卷以各類設施為主，

附帶介紹演戲及其社會功能（207-211）。山根勇藏的《臺灣民族性百談》

16　 一般亦寫為「福祿」，但基於音樂類別的指涉，本書用「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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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30）從民族性的角度，描述臺灣人的性格、對音樂戲曲的愛好，和

相關的音樂戲曲，其中對於西皮福路之爭與軒園相拼等的記錄，值得參考，

然而對於南北管的刻板定論：「北曲即北管，南曲即南管」（同上，23）卻

過於粗糙。 

近二十多年來北管前輩學者們以及所指導的學位論文已有豐碩的研究成

果：第一本北管專書是王振義的《臺灣的北管》（1982），內容包括北管的

傳入、派別與樂團組織、社會背景、記譜法，以及戲曲（以扮仙戲為主）等。

事隔近十八年才誕生第二本專書，呂錘寬的《北管音樂概論》（2000），全

方位介紹北管的音樂與人文背景，探討其歷史淵源、生態、音樂理論，及其

實踐與藝術性之分析；2005與 2007呂錘寬繼續在《臺灣傳統音樂：歌樂篇》

與《臺灣傳統音樂：器樂篇》中分別以一章介紹北管的歌樂與器樂。去年他

更在《北管音樂概論》的基礎下（2011: 8），擴充內容與深度，出版《北管

音樂》（2011）一書，嚴謹而全面地介紹北管音樂。此書在中國音樂外傳的

研究方面，從音樂語彙、樂隊與樂器、及曲辭切入，深度比較北管與琉球御

座樂。17 

除了上述專書之外，本書也參考了數篇關於北管研究的學位論文：徐亞

湘（1993）研究臺灣表演藝術主要的樂神信仰；蘇玲瑤（1996）運用社會學

的觀點，從勅桃（thit-thô）的概念切入，以新竹市北管館閣振樂軒為調查對

象，觀察北管子弟團的表演與其社會脈絡；陳孝慈（2000）研究彰化市歷史

悠久的北管館閣梨春園，包括所保存的文物與音樂，兼及北管及館閣與地方

社會及信仰的關係；江月照（2001）則以單一戲齣（北管古路與新路戲曲〈雷

17　 2011: 99-114；在此之前已討論北管細曲與琉球御座樂的關係於《北管細曲賞析》（2001b: 39-47）中，
2011擴充至戲曲及音樂名詞，是目前為止北管與御座樂比較最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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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洞〉）為研究對象。

除此之外，人類學者林美容基於曲館（館閣）在民間信仰中的重要性

及其社會意涵，調查中部地區的曲館（與武館），其研究成果（1992, 1995, 

1997, 1998），特別是北管音樂、曲館、地方廟宇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助

於了解北管在臺灣漢族社會之角色與意義。至於英文的北管著述，目前為止

只有李炳惠（Li Ping-hui 1991, 1996）以北管鼓吹類音樂為研究範圍，以及筆

者博士論文（Lee 2007）之部分章節。18 

三、清樂方面

至於清樂的文獻與著述，十九世紀末西方學者的日本音樂著述中，例

如 Du Bois （1891）、Knott （1891），及 Piggott （1909/1893: 4, 140-142）

等，已有關於月琴的來源、構造及使用音階等之簡短介紹。而Malm的著作

（1975）是目前西方學者中唯一以英文發表，探討江戶（1600-1868）與明治

（1868-1912）時期，流傳於日本的中國音樂之論文。文中討論了明樂與清樂

的來源、在日本的接納吸收、對日本音樂的影響，以及與長崎社會的關係等，

指出清樂曲的一些標題，例如「松山」和「竹林」等，反映出十九世紀明清

樂實踐者的生活觀（同上，164-165）。儘管他也提到清樂〈雷神洞〉與京劇

的關係，但就工尺譜字讀音及戲劇本事的摘段（雷神洞 vs.送京娘）方面，

筆者認為尚有辨證的空間。

臺灣的清樂研究，除了前述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之外，最早介紹明清

樂的文章，可能是故許常惠教授發表於民生報（1988/12/28-29）的〈日本明

清樂的源流〉（見 2000/1994: 16-19），文中簡要介紹明樂與清樂的歷史、樂

18　 第一、四章全部及第三、六章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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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樂器與樂譜等，以駁斥民生報同月 18日關於日本長唄與南管音樂交流的

錯誤報導，並且提出日本明清樂與南管無關，而清樂與中國清代民間音樂、

明樂，以及宋至明的中國詩樂有關係等結論（同上，19）。

清樂的著述方面，十九世紀末的日文清樂相關著述包括：坪川辰雄的〈清

樂〉（1895），是一篇早期介紹清樂的文章，提供珍貴的記錄；而散見於《音

樂雜誌》（1890-1898）中的清樂相關文章與報導，也是了解清樂家、清樂活

動與發展等的必要參考資料。二十世紀日本學者的研究中，著名的漢學家波

多野太郎致力蒐集與保存譜本，並且撰寫 53種譜本的提要附目錄，連同《清

朝俗歌譯》、《月琴詞譜》及《清樂曲牌雅譜》等三種譜本的影本，集結成

冊出版（1976），對於清樂的研究很有貢獻。此書原名《月琴音樂史略暨家

藏曲譜提要》，由橫濱市立大學出版，隔年在臺灣改以《日本月琴音樂曲譜》

為書名翻印出版（東方文化書局，1977）。波多野氏收藏的清樂譜本，現藏

於上野學園大學日本音樂史研究所。

在綜合性的清樂研究與介紹方面，著名的漢學家浜一衛對於中國戲曲和

明清樂等涉獵頗深，其〈明清樂覺え書─清樂〉（一）、（二）（1966, 

1967），是清樂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平野健次於《音樂大事典》（平凡社）

中的明清樂條文（1983）是認識明樂與清樂的歷史、樂器、樂譜、樂曲與傳

承等的基本資料。中西啟與塚原ヒロ子的專書（1991），對於清樂在長崎的

流傳情形，提供了在地人的研究成果，並附部分樂曲的譯譜（五線譜）。山

野誠之於明清樂的相關研究（1990, 1991a, b），包括了明清樂的受容與傳承

的綜合研究（1991b），以及清樂譜本刊印的研究（1991a）等，後者特別提

到譜本多次出版的複雜情形，及譜本出版、收錄樂曲與演出次數的統計分析，

以數據佐證清樂的興衰。塚原康子（1996）研究十九世紀日本對於西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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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接納與融合，並以江戶後期至明治時期明清樂的音樂活動作為對照（見

265-314, 322-328, 570-620），大篇幅地探討明清樂，不論在明樂與清樂的歷

史溯源、傳承、流布與發展、於文人階層的社會生活與清樂的衰退等，都有

深入的討論，並且從音樂活動的形成過程和受容條件等面向，比較明清樂與

洋樂在日本的受容情形（324-328）。她雖然贊同多數學者們對於清日戰爭造

成清樂衰退的主張（如林謙三 1957；吉川英史 1965；Malm 1975；平野健次

1983等），但也提出質疑，認為除了清日戰爭之外，清樂之不敵洋樂的異質

性，亦即清樂在曲目內容與制度上融入日本音樂，逐漸失去外來音樂的異質

性等，是必須考慮的因素。關於清樂的衰退，浜一衛有不同的見解，他引藤

田德太郎的說法，認為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起走唱藝人於街頭表演〈法

界節〉19，破壞了清樂的上品形象，導致清樂一路衰退到清日戰爭發生，清

樂便難以翻身了（1967: 6，另見中西啟與塚原ヒロ子 1991: 88）。

至於個別面向的研究或比較，樂器方面有伊福部昭（1971, 1972, 

2002）；樂曲方面則有廣井榮子（1982）從〈九連環〉的流傳與演變，來看

明清樂在日本的流傳與興衰；楊桂香討論〈茉莉花〉與〈九連環〉的曲調來源，

與被日本吸收的情形（2002a, 2002b）；山野誠之探討清樂曲〈金線花〉的音

韻（2005）；朴春麗（2006）主要比較清樂與明清俗曲。在洋樂與明清樂於

日本的受容比較方面，除了塚原康子（1996）之外，另有大貫紀子（1988）

從明樂與清樂的傳入日本、傳承、普及與變質到衰退，來比較明治時期洋樂

的移植、普及與發展。

此外，王維（2000）釐清明清樂及相關名稱之指涉範圍，並從華僑歷史

19　 〈法界節〉是〈九連環〉的在地化版本。「法界」（hōkai）讀起來與「不開」（hukai）音相近，因此「法
界」兩字可能來自〈九連還〉歌詞中的「不開」。「節」是曲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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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以及日本社會等面向來探討明清樂的傳承與變遷；佐佐木隆爾的研

究報告（1999, 2005）從清樂的傳入及曲辭等，來探討日本民眾意識與音樂感

性的形成；鍋本由徳（2003）則以《月琴詞譜》收錄的〈詠阮詩錄〉中，日

本文人儒者所題的漢文詩詞，來分析日本文人的審美趣味。最近的研究發表

則有中尾友香梨（2007, 2008a, 2008b, 2010）對於江戶時期的文人儒者與清樂

的互動，貢獻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加藤徹（2009）受到田仲一成的影響，

從藝能於不同階層的傳播途徑（routes），包括統治階層的儀禮路線、知識階

層的文人路線，以及常民階層的娛樂表演路線等，來探討清樂於日本的傳播

和吸收，並以〈九連環〉作為考察對象。20

中國學者的清樂研究方面，張前（1999）分唐代篇、明清篇與近代篇探

討歷史上中日之音樂交流，其中明清篇包括明樂、清樂與琴樂傳入日本之研

究，清樂部分主要參考日文文獻著述，除了歷史、清樂家、音樂文本、音樂

活動、樂器與演奏，及清樂的變質與衰退等的介紹之外，另探討〈九連環〉

與〈茉莉花〉的傳承與變化。可惜文中所引日文書目均譯為中文，未提供原

文標題。鄭錦揚的日本清樂專書（2003a），從興衰、作品與傳播三個面向來

討論清樂；但他所界定的日本清樂，廣義指涉清初以來傳到日本的中國音樂，

包括唐人歌曲、琴樂與中國民間音樂等，與本書所定義的，具傳承體系、作

為樂種的清樂，指涉的範圍不一。21 此外，徐元勇（2002a）以明清俗曲的研

究為主，兼及與日本明清樂的比較，他另撰文（2002b）介紹清樂曲譜。

綜合來看，上述清樂之著作多半從作者的立場來敘述或討論，並以音樂

文本、溯源及發展為主要焦點，兼及與日本社會之互動。雖有從詩文與書信

20　 加藤徹且有個人研究明清樂的網站（ http://www.geocities.jp/cato1963/singaku.html ），其中「明清樂資
料庫」包括個人的研究與蒐集之資料，和以Midi製作的多首明清樂曲旋律音檔，內容十分豐富。

21　 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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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蔡毅 2005）來討論者，一般來說，較少從日本清樂實踐者的角度，提供

發言平臺，更鮮少從清樂譜本的序、跋、題詩與插畫等第一手資料，來考察

清樂家們對於清樂及月琴的愛戀心聲，和對清樂的認同與態度等。因此本書

除了考察清樂譜本之樂譜與樂器圖外，尚從譜本之序、跋、題詩、插畫，甚

至版權頁、廣告頁等資料，解析清樂家對於清樂的意念，並據以詮釋清樂於

日本社會的角色與意義。

四、相關理論與案例研究

除了北管與清樂文獻及前人著述之外，本書也從下列人類學與民族音樂

學的相關理論著作中得到啟發。首先是人類學者 James Clifford關於「根」

（roots）與「路」（routes） （1997）的理論，本書借用這兩個概念作為比

較北管與清樂的切入點。有別於前輩人類學者，例如 Bronislaw Malinowsky

和Margaret Mead等在特定範圍內作定點田野調查研究，Clifford認為當今已

不再有被隔絕的區域或文化。數世紀以來，人人都在移動，因此田野調查也

必須因應這種移動狀態（參見同上，1-8）。他提出「定居與旅行」（dwelling 

and traveling）、「根與路」（roots and routes） （同上，6, 251）的論點，對

於離散 22與移民的研究具啟發性。雖然他所指涉的對象是人，正如他提出每

個人都是旅行者的主張（同上），他的理論亦適用於研究被人類帶著旅行 /

移動的音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於 1983年提出的「被發明的傳統」23

也對本研究有所啟發。他假設「『創發傳統』在本質上是種形式化和儀式化

22　 關於離散，一般多引用 Tötölian （1991）的定義：「離散是一種跨國的典型社會」，「此詞原用來指
猶太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的離散異域，如今也與更廣義的移民、流放、難民、海外工作、流亡
團體、海外團體、族群團體等同義。」（“Diasporas are the exemplary communities of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and “the term that once described Jewish, Greek, and Armenian dispersion now shares meaning 
with a larger semantic domain that includes words like immigrant, expatriate, refugee, guest-worker, exile 
community, overseas community, ethnic community.”） （Tötölian 1991，轉引自 Clifford 1997: 245。） 

23　 霍布斯邦著，陳思仁等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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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這個程序只藉由反覆運作，賦予其相關歷史過往的特徵。」24 雖然

他對於被發明的傳統的界定，牽連到社會或政治實體之廣度與深度條件，其

理論對於本書第五章關於日本文人的生活模式的理解與分析上，有一定程度

的啟發。 

關於音樂與地方及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Stokes（1994）討論音樂與

地方，強調音樂是一個社會空間的標誌，且能改變此空間（同上，4）。 

Blacking （1995）則提出「聲音群」（sound group）的定義與理論，係指「擁

有共同音樂語言，以及對於音樂與其功用有共同想法的一群人。」25 這種聲

音群可以和語言文化的分布一致，或者可以跨越語言的分布，甚至分布於不

同洲（同上，232）。筆者借用這個理論，來觀察與詮釋北管的西皮福路之爭

及軒園之爭所顯示的跨越地域之派系聯盟現象。此外，趙維平（2004）分析

第八、九世紀日本對於中國音樂的接納並吸收融合的情形，他提出「這種無

視中國文化的性格、內容，一并將其高級化、上品化、儀式化的接納方式是

日本八、九世紀接納外來文化的典型特徵。」（同上，81） 這種情形亦見於

十九世紀日本對於月琴（及清樂）的接納與吸收。

關於離散與移民的研究，數篇案例研究包括 James Clifford （1997）、

Slobin （2003）與 Um （2005）等，其分析策略與見解，提供本書於考察分

析音樂移動之視野與多元研究策略的參考。Clifford（1997）主張當代的離散

實際情形，無法獨立於民族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及後殖民主義之外；他認為

「離散的論述顯明或結合根與路，來建構 Gilroy（1987）所說的一種替代的

公共領域、共同體意識的形式，及對外時空的認同，以便帶著一種差異，居

24　 中譯引自同上，頁 14。
25　 “A‘sound group’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share a common musical language, together with common ideas 

about music and its uses.” （1995: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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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間。」26而從「根」與「路」的視角切入研究離鄉或移位（displacement），

也就成為本書主要的研究策略。Slobin （2003）則將離散的議題置於民族音

樂學領域，並且強調音樂在離散研究的價值（同上，285）。Um （2005）則

針對亞洲的離散議題，舉出關於離散的詳細定義，並且細膩地討論關於亞洲

的離散、認同與表演之觀點。 

雖然臺灣的漢族移民社會與一般離散研究案例大不相同，數篇討論不同

地區的離散案例，對本文的研究也有所啟發：Lau運用不同卻彼此相關的角

度，切入研究曼谷、新加坡及檀香山的華人社會與音樂：於〈操演認同─

當代曼谷泰華的音樂表達〉（2001）一文中，Lau視音樂為調查認同的建構，

及中國性（Chineseness）理念的一個場域；〈檀香山的中國清明節研究〉一

文（2004）則分析華人如何透過儀式與音樂，與地主社會（夏威夷）及其他

族群互動，並立足於社會中心而發聲；至於〈中國性的轉形─新加坡中國

音樂社團的形象改變〉（2005）主要考察新加坡中國音樂社團、政府政策與

社會脈絡之間的互動，來討論中國性的轉變。此外，Bohlman （1989）考察

再度移民（返回以色列）定居的西化（德國）猶太人及其音樂之變遷，亦即

從中歐帶來的西方藝術音樂，當它轉變成以色列境內的一種民間音樂時，

已成為以國境內德國猶太人社會的象徵。Lipsitz （1994）的研究指出嘻哈

（hip hop）音樂及美國非裔音樂已標識出一個空間，為受壓迫的族群發聲。

Romero （2001）探討音樂與舞蹈在秘魯滿塔羅山谷（Mantaro Valley）所扮

演的角色，並且提出音樂的角色不僅為團結人心，還是族群的榮耀。總之，

上述相關理論與離散案例分析等著述，提供本書不同的視野與詮釋之參考。  

26　 “Diaspora discourse articulates, or bends together, both roots and routes to construct what Gilroy (1987) 
describes as alternate public spheres, forms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solidarity that maintain 
identifications outside the national time/space in order to live inside, with a difference.”(199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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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資料

關於比較方法的運用，如同 Seeger所提，雖然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比較會

有誇張化的風險，然而無疑地，在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領域，比較研究仍然

是用來深度了解被比較的個別案例的必要手法（2004/1987: 62）。這正是本

書比較研究的目的─透過北管與清樂的文本及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以深

入了解北管與清樂之音樂文本、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事實上在中國很難

找到像北管這樣與清樂高度同質性的樂種，小泉文夫也建議，清樂研究材料

的收集，必須調查保存於臺灣的中國傳統音樂（1985: 77），雖然他可能對北

管不熟悉，而僅提出京劇。事實上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是必要且相當重要

的策略，以透析這兩個樂種的歷史淵源，並追尋其發展與變遷之軌跡。除了

比較方法之外，本書上篇（第一∼三章）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探討北管與

清樂的音樂要素；下篇（第四∼六章）分析前輩學者的調查訪問報告，並輔

以實地調查訪問，以加深對音樂、人與地方之互動的了解。此外在分析與詮

釋音樂於社會及生活中之角色與意義上，本書借用Clifford關於「根」與「路」

的概念（1997）、Stokes關於音樂建構地方的理論（1994），以及 Blacking

關於「聲音群」（sound group，本書或譯為「聲音聯盟」）的主張（1995），

作為參考。

至於研究分析所依據的資料，北管抄本與清樂譜本（包括印刷出版的刊

本及手抄本）是本書的第一手資料；另外相關之文獻史料、前人著作、報章

雜誌報導、訪問調查報告及影音資料等，也是本書的重要參考資料來源。此

外，在第四章北管的社會文化脈絡方面，特以臺灣俗諺來突顯音樂與社會的

關係；第五章的清樂與日本文人階層社會生活，則以譜本中之序、跋、題詩、

插畫、廣告等，作為分析與詮釋之依據。從這些第一手資料，本研究企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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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讓北管與清樂參與者發聲的平臺，凸顯音樂、人與地方的互動關係。

研究目的、意義、範圍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目的

為了更深入了解北管的歷史淵源與發展軌跡，本研究選用一個與北管具

同源關係的樂種「清樂」作為對照，與北管互為比較，以搜尋北管傳入臺灣

前的各種可能線索及其原貌。此比較研究不單針對音樂內容，也衍生出另外

的討論：當北管與清樂這兩個重疊性相當高的樂種，被移植於不同的土壤時

─北管之於臺灣，清樂之於日本─它們各自於所屬社會的角色與意義產

生變化，而且這種角色與意義的變化，又反過來影響該樂種的內部改變、曲

目範圍的維持，以及遭逢新「他者」的衝擊程度與對應效果。因此本研究的

另一個目的是，對於音樂的角色與意義的再定義（resignification），亦即分

析並比較社會成員與音樂參與者如何積極地移植外地傳來的樂種，並且認同

為自我的音樂的過程，有助於吾人對於音樂、人與地方三方面之間的關係有

更深更廣的了解。

二、研究意義

本書係開拓性的研究，其比較結果不但有助於對北管與清樂的來龍去脈

有更深入的理解，音樂文本方面的比較結論更可以支持兩樂種間，其保存資

源相互利用之可能性與價值。例如清樂的復原方面：清樂於二十世紀初期已

衰微，1978年長崎縣指定為無形文化財，近年來在長崎明清樂保存會的努力

下，已復原二十首以上；本研究音樂文本比較之結論，顯示北管的活傳統得

以提供清樂復原的參照資料。此外日本保存了超過百種的清樂譜本，這些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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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相關文獻，不但提供北管音樂及其歷史淵源等研究之寶貴資料，有助於

了解十九世紀前後的中國北管（參見張繼光 2006: 28），也打開了一個比較

相關樂種的突破性的研究面向。

再者，本書之案例，即傳自相同淵源的兩個樂種，分別被移植於不同的

民族社會的情形，於民族音樂學領域甚少被拿來比較與研究，尤其北管隨移

民傳入臺灣，以及清樂之透過貿易路線傳至日本，被日本人所傳承與發展的

例子，均與一般「離散」主題的境外音樂傳播研究案例大不相同。因此，本

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不僅提供了音樂傳播相關研究一些特殊的資料，並有助

於吾人對於音樂、人與地方三方面的關係與互動有更深更廣的理解。

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是一個既新且範圍廣泛的研究領域，非個人能力

所能完成，其中清樂的研究在國內更屬起步階段，但其範圍極廣且保存之曲

譜資料相當豐富，對於具北管音樂背景的研究者來說，有相當程度之研究與

參考價值。因此筆者期待本書的出版，一方面能提供關於清樂的必要參考資

料，另一方面拋磚引玉，讓更多的學者投入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在各面

向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包括音樂文本及社會文化脈絡兩個層面的比較：首先回溯北管與

清樂的同源關係，比較其音樂要素之同與異，探討它們於流傳到不同地區之

後在音樂方面所產生的變遷，再來聚焦於北管於臺灣漢族社會，以及清樂於

日本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基於民族音樂學關於音樂聲音作為人類社會

經驗的記號與象徵的基本方針（Blacking 1995, Merriam 1964, Nettl 1983），

本書旨在揭露北管 /清樂與所屬社會之互動關係，並提供其民族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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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安排方面，因本書係筆者博士論文的中譯與修訂，原內容針對英語

讀者而寫，北管的概要介紹（第一章）有其必要，但對於臺灣的許多讀者來

說，北管已不陌生，學界也有相當完整與嚴謹的北管音樂著作出版 27可供參

考，中文版於上篇保留北管與清樂各設一章，分別介紹，但內容略有調整，

以保持原章節架構之完整，並幫助理解第三章北管與清樂的音樂文本比較。

下篇三章內容的安排模式則相同。

本書除了前言與結論之外分為上下兩篇，各有三章。上篇（第一∼三章）

專注於音樂文本的比較，第一章與第二章分別介紹臺灣的北管與日本的清樂；

第三章則比較這兩個樂種的音樂溯源與要素，後者包括曲目內容、唱腔系統

及其安排、表演方式、劇本、使用語言，以及音階和記譜法等一般性音樂要

素。從這兩個樂種之間的種種相似性，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同源關係。

下篇（第四∼六章）是北管與清樂的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包括移植路

線與媒介、歷史與社會背景等，以及這些脈絡對樂種所產生的各種影響。第

四章從移民的歷史地理背景與路線追溯北管傳入臺灣的情形，分析北管如何

被移民們帶到一個同文同種的新故鄉，具備了「落地生根」的優勢，不僅保

持原來的傳統，而且賦予新的社會意義。本章以歷史上北管館閣之間的競技

與拼鬥，如西皮福路之爭與軒園相拼為例，探討北管如何成為臺灣漢族社會

地位與地方之音樂象徵，而不同派別的北管音樂如何成為一種辨認地方或社

區的聲音記號，甚至跨越了地理疆界，結合不同地區的同派音樂而成為一種

如前述的聲音聯盟。第五章則從中國東南沿海與日本長崎之間的貿易路線，

追溯清樂的傳播。討論的議題包括：清樂如何被移植於日本、被吸收與同化，

最後融入日本音樂的巨流，以及清日戰爭前後，清樂於日本的角色與意義之

27　 例如呂錘寬 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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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還有日本文人如何運用清樂建構一個屬於日本的文人音樂模式等。第

六章則從前面兩章的分析，來比較與詮釋北管及清樂於所屬社會所扮演的角

色與意義。本章論及一、當音樂的角色改變─例如北管之於臺灣漢族社會

生活，對照於清樂之於個人修養─影響所及，其樂種曲目及樂隊編制亦隨

之改變；二、當音樂被移植且生根於不同的土壤，其表演實際與傳承方式亦

有所改變；三、於面對新「他者」傳入的衝擊有不同的反應，連帶影響到樂

種的生命。

由於北管與清樂的比較研究領域剛起步而範圍廣泛，因此將時間點定於

十九世紀初（清末）到 1960年代，當清樂已衰微，而北管也面臨現代化的衝

擊時為止；比較的對象為北管與清樂。文中所論之清樂，以金琴江及林德健

兩人於長崎所傳授的清樂及其傳承體系為主，儘管也論及日本常民百姓學習

清樂，本書所討論的清樂從事者圍繞在日本文人及中上階層家庭；其他與清

樂相關的歌曲或舞蹈，如唐人歌、唐人踊，歌曲〈九連環〉之不同變化，以

及遊女所奏唱的中國歌曲等不在本書研究範圍。至於北管，則以業餘性北管

館閣及子弟為探討之焦點。 

研究困難與解決之道

清樂與北管的比較研究涉及領域除了兩樂種的個別研究之外，與明清俗

曲及戲曲也有密切關係；此外中國福建、浙江與廣東等地之地方戲曲與音樂

調查亦與清樂及北管的研究相關。如此廣泛之範圍，需要投注更多的人力與

時間，因此本書必須設定北管與清樂的範圍及時間點，如上述。至於相關之

中國明清俗曲、戲曲及民間音樂等，則待將來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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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清樂樂譜未記節拍，除了少數曲目有後來的簡譜或有聲資料

可供參考之外，其他曲譜難以解讀，造成清樂與北管在曲譜比較方面之困難。

目前的解決之道，包括：一、尋求北管藝師的協助，例如林水金先生曾經從

北管的經驗解譯清樂戲曲〈雷神洞〉曲譜；二、參考同刊本但不同收藏之樂

譜，企圖找尋樂譜上使用者個人的註記，以利解譯清樂曲譜，然而後者有待

理想資料之搜集齊全；三、清樂樂曲數量超過 200首，短時間內無法一一分

析解譯，這一點有賴更多的時間與人力來解決。在譜本的文字解讀方面，許

多譜本的序與跋等用草書書寫，其中漢字草書部分，感謝張清治教授的指導，

大部分已可解讀；日文草書的部分，遠超筆者能力所能及，有待專家的解讀。

筆者深信清樂及其與北管的比較研究成果，有助於吾人對於臺灣北管音

樂更深層的認識。謹以此書拋磚引玉，期待更多的先進與朋友們的投入與指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