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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33︱茉莉調    古國順、呂錦明、姜雲玉 /採譜    黃珮舒 /演唱
客家的民歌在遷徙的過程中，有的吸收其他族群的元素，有的則被其他族群所吸收，融合成一種大家都感到親切而熟悉的

曲風。在臺灣有許多與原住民歌謠和閩南歌謠相互融合的山歌小調，如〈半山謠〉結合原住民的曲調節奏，而〈撐船歌（桃

花過渡）〉、〈十二月採茶〉、〈病子歌〉等，則是有客語版和閩南語版在民間流傳的歌謠，是族群相融的具體表現。〈茉

莉調〉出現在臺灣早期的錄音資料中，原歌名「夢梨調」，經調查後認為應是「茉莉調」的語誤。其曲調和閩南語歌謠「六

月茉莉」相似，但歌詞較為粗糙，因此，本專輯由古國順和執行編輯呂錦明、姜雲玉三人共同潤筆填詞。

曲目 34︱四季花開    邱綉媛 /採譜    王鳳珠 /演唱
「客家小調」豐富又精彩，有許多曲調吸收了江南民歌小調的韻味而顯得婉轉流暢，如〈五更歌〉、〈妹在房中剪剪花〉

等。這首〈四季花開〉也是一首典型的江南風，由邱綉媛老師提供。臺灣是個美麗的寶島，一年四季都有盛開的各種花朵。

本曲透過金曲獎得主王鳳珠自然圓潤的音色唱出。讓人自然地聯想一幅幅幸福美麗的畫面，並且陶醉在歡樂歌舞的想像中。

現代客家歌謠  撰文：謝宇威
客家流行歌曲

曲目 35︱客家世界    詞曲：黃連煜
這首歌是作者黃連煜於 2003年受邀為客家電視所創作之開臺歌曲，希望客家人能夠將客家文化發揚，走出臺灣，跨海全世
界。

曲目 36︱幸福的味道    詞曲：陳忠宏、官靈芝
為推廣客家現代創作音樂，客委會於 2014推出「潮客樂」活動，邀請音樂創作人陳忠宏及官靈芝共同製作活動主題曲〈幸
福个氣味〉。作者透過簡單的客語編唱，希望不分族群，能夠直接學習客語，也希望能透過流行歌曲的傳唱，找回客家青

年對母語的熱情以及深入了解客家文化的渴望。

曲目 37︱千秋義民    詞曲：謝宇威
義民爺一直是客家人最重要的信仰，其忠義精神永垂不朽，在現代的客家創作音樂中，一直少有描寫義民爺的歌曲，於是

創作了〈千秋義民〉這首歌。主歌的部份，試圖揣摩義民出征前的大義凜然與豪氣竿雲；副歌的部份則是描寫後人對義民

爺的無限感念。

曲目 38︱心肝膽膽大    詞：劉慧真   曲：謝宇威
這首歌曲創作於 2001年，作者正策劃國際會議廳舉辦的客委會成立一周年紀念活動「夏客風」文藝晚會，同時也受當時客
委會的主委葉菊蘭女士之邀，創作一首主題曲，遂邀請了劉慧真作詞以及多位客家歌手共同演唱。作者希望打造一首如〈We 
are the World〉的客家首支團結大合唱，期望譜寫出一首「尊重傳統、打開胸懷、天地作客」新世代客家精神之歌。

曲目 39︱山歌Party    詞：劉劭希   曲：改編自客家傳統山歌
從前客家人唱山歌都比較悲情，所以嘗試將山歌寫得熱鬧、歡樂。

曲目 40︱茶山姻緣    詞曲：陳雙雄
五〇年代前，茶山的確造就不少婚姻。農村的青年男女，在茶山工作的機緣中，互以高歌來取悅或調侃對方，進而相戀成婚，

這幅美麗的情景，還深印在老一輩的腦海裡。作者搜尋這一段美好的記憶，以時代歌曲來呈現當初的茶山姻緣。

曲目 41︱掌牛郎    詞曲：陳雙雄
四〇年代時，戰後經濟尚未復甦，農村的生活非常清苦，一般就學的機會並不多，真正放牛的人口卻不少。養牛除了耕田

拉車之外，還指望母牛生子，可賣得一筆錢，留給放牛阿哥娶老婆之用。這是當時農村社會的真實寫照，唯有年過甲子者

才能勾起這段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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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42︱山頭情歌    詞曲：陳雙雄
本曲是敘述在以前資訊不發達的年代，男女思念之苦以及相見之樂。在農業時代客家男女在高崗唱山歌是司空見慣之事，

每每將心中的苦悶、歡樂、思念、盼望等都藉由山歌抒發出來。

曲目 43︱期待再相見    詞曲：陳雙雄
每當團體聚會、晚會、遊覽等活動將要結束時，無論親友、同事、同學、同鄉們，都有依依不捨的離情。愉快的相處，互

相照顧，都能留下深刻的回憶，期待下次機會，大家再來相聚同樂。

曲目 44︱掌中印    詞曲：游兆棋
〈掌中印〉講述的是一段愛情輪迴故事，作者望提醒現代人，到目前為止科學未能有效證明的事，也許並非不存在。希望

人在娑婆世界有生之年，更要珍惜每一個過程，體會生命的價值。

曲目 45︱無言花    詞曲：游兆棋
〈無言花〉講述的是一段傷感的愛情故事，創作動機來自於曲中女主角的心路歷程，藉由這則真實故事，作者願提醒每個

人必須要懂得珍惜生命、惜福，若行有餘力能夠幫助需要我們幫助的人，發揮人生光明的意義。

曲目 46︱三藩市的咖啡屋    詞曲：劉劭希
是否能夠將客語與爵士樂結合的很好，是這首歌所關注的重點。選擇三藩市為背景，其實作者只是為了順口，重點不是在

哪個城市，而是離鄉背井的孤單感；異國情調的曲風正好體現了許多現代人的心情，就像客家人的祖先從大陸漂泊到臺灣，

現在我們又從臺灣漂泊出去。作者感覺比較奇怪的是，即使他鄉成了故鄉，客家人還是自稱「客人」，好像從來就沒打算

當「主人」。

曲目 47︱青鳥詞    詞曲：劉劭希
這首歌是詩詞、客語、古典弦樂及現代樂的結合，是作者寫完歌曲〈地獄浮沈錄〉之後又一次較複雜曲勢的創作嘗試。題

材是描寫懷念故鄉的大甲溪及漂泊異鄉的遊子情懷。

曲目 48︱方向    詞曲：李一凡
作者李一凡在年幼時，自苗栗客家庄地區北上，隨家人在臺北都會地區生活。雖作者能聽說流利客語，但普遍的生活經驗

中，在都會裡持續遇到同樣具有客家背景的同學、同儕及同事，卻都不願說客語或不會聽說客語。作者感嘆客家人已無方

向，因身為都會客家後生身份而感到茫然，憂心客語客族逐漸消失，而寫下此曲。

曲目 49︱相信我是真心    詞曲：李一凡
此曲為作者李一凡寫下的第一首創作歌曲，作者認為世間上必有真愛，即使人間似乎充斥各種虛假與謊言，使人感覺不

到愛這件事，自己也要相信自身的愛和所擁有的愛，要愛自己和愛己所愛，藉此，作者創作並透過此曲體現自我肯定愛

的力量。

曲目 50︱一儕    詞：謝宇威、徐智俊、劉慧真     曲：謝宇威
「一儕」在客家話中指「一個人」，用在這裡有孤單一人之意。在我們生命中，總有某些人或至親好友雖然終日思念卻永

不能相見，本來是作者寫給童年時即辭世的爺爺與外公，而這首歌也獻給深有同感的朋友。

曲目 51︱送別     詞曲：謝宇威
送別是一首極傷感的歌曲，是作者在叔叔過世，即將推入火化時，因悲不可抑，靈感乍現而寫出此曲，歌詞亦受到元曲作

家馬致遠的〈天淨沙〉以及唐朝王維〈渭城曲〉之影響，作者謹以此首歌紀念他的叔叔謝業田先生與舅舅宋中光先生。

〈天淨沙〉  馬致遠    〈渭城曲〉  王維
枯藤  老樹  昏鴉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小橋  流水  人家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古道  西風  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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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52︱未來    詞曲：邱幸儀
〈未來〉這首歌的靈感主要來自於過去某次的旅途，那時作者看著捷運上的人上上下下而想到原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有

自己的故事，接著發現如果用觀察的眼睛來看身邊的世界總能看到很多有趣的人事物。所以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作者希

望寫出一首能夠提醒自己用正面樂觀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去迎接不管是怎麼樣的未來的歌曲。

曲目 53︱愛要說出來    詞曲：詞曲：湯運煥 (東東 ) 
〈愛要說出來〉是作者東東創作生涯中的第一首客家歌，「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搖滾精神，洋溢整首歌曲之中，字裡行間

不只勇敢地說出了客家後生的態度，簡單易記的旋律也成為作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作者於演唱會中的必唱歌曲。

曲目 54︱遠方的鼓聲    詞曲：湯運煥 (東東 )
在某年某月某日的那個夜裡，東東半睡半醒，做了一個懵懵懂懂的夢。有那麼一位後生，走過千山萬水尋找那日日夜夜呼

喚著他的鼓聲，熱血的他找了大半輩子。最後，作者終於發現那鼓聲，來自於他的心、他的內在和祖先流傳下來的語言及

精神。於是在「山歌子」的悠揚歌聲中，找到了此生走一遭的目的。

曲目 55︱你一個人？我一個人。    詞曲：曾雅君
這首作品描寫一段無法繼續發展下去的感情，不管是人與人之間的不真誠與猜疑，還是自己放不下的各種複雜心情。

曲目 56︱作伴    詞曲：唐銘良
〈作伴〉這首歌曲是作者憶往當年父母深深相愛彼此，不顧祖父母的反對而攜手搬到屏東潮洲，而深深為這相依為命的情

愫所感動而寫。

曲目 57︱落地歌    詞曲：溫尹嫦
這首歌寫給美濃，在異鄉的故鄉之一。縱然離家太遠，生命在耳邊悄聲說將自己種下吧，如果種子沒有讓自己躺在土裡，

生命的四季不會真正展開；如果是漂流的生命，那就順流而下，將自己種在遙遠的異鄉也無妨，蘆葦的種子在乾涸的河床

上發芽的時候，一定還記憶著潺潺的水聲，曾經印刻在生命中的，都不會消失。那麼無論走多遠的路也不要緊了；走得愈遠，

發覺自己離家愈近。

曲目 58︱打幫你    詞曲：劉榮昌
打幫你是幸好有你、多虧有你的意思。在人生長路上，感謝有許多人給我們善意以及協助，十分感恩。

曲目 59︱你講過的話    詞曲：蕭佩茹
這首歌為蕭佩茹第一首創作音樂，透過蔡旭峰老師協助編曲，入圍 2010年原創流行音樂大獎。由於作者接觸客家音樂已近
二十年，但都是演唱別人的歌曲，一路上受到媽媽不斷支持與鼓勵，才開始創作客家音樂，於是第一首創作寫下了媽媽所

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走過的路。

曲目 60︱存在    詞曲：曾雅君
這首作品是客家電視於 2010年製作的八點檔戲劇節目《牽紙鷂的手》的主題曲，劇情主要描述中輟生的故事。在現實生活
中，每個人都必需面對各自的人生課題，我在大學時期寫了這首歌，當時因為工作環境讓我有感而發：我們不需要因為別

人的成功就嫉妒眼紅，也不需要因為自己不得志而絕望。我相信每個人的存在，都有它特別的意義，願每個人腳踏實地，

活出自己的人生。

曲目 61︱ 係蝠婆俠    詞曲：魏士翔
蝙蝠俠是作者從小到大一直最喜愛的英雄人物，真實身份是億萬富翁的布魯斯偉恩，晚上穿上蝙蝠裝穿梭在城市中打擊犯

罪，這樣的形象令人著迷。但是這樣的角色設定始終是虛擬人物，而〈 係蝠婆俠〉這首歌希望傳達的理念便是今天我們 
不需要是億萬富翁，不需要披風跟面具。英雄人物往往是個象徵，存在自己的心中，適時的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在

他們心中，我們就是他們的英雄。

曲目 62︱河壩    詞曲：林姿君
作者因先天視力障礙，十歲那年不得不到臺北啟明學校就讀，家鄉美濃從此只能在寒暑假時回去。長大後每當情緒浮躁低

落時，就想起家鄉那條河流的水流聲，所有情緒就像被洗滌過般寧靜。好似又回到童年坐在河岸，耳邊聽著水流、周遭孩



223

II客家歌謠選集

子們的嬉戲及婦女們在河邊洗衣服的聲音，感受清風輕輕地拂過皮膚，河水輕輕地拍打腳背的清涼感⋯這些畫面是作者生

命中最單純美好的回憶，所以，將它寫成一首這首歌曲。

曲目 63︱大箍    詞：劉宗岳    曲：許明傑
「大箍」的意思是「胖子」，作者劉宗岳寫的是自己的故事。此首歌曲於 2014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獲得客語組佳作。

曲目 64︱改變    詞曲：邱幸儀
〈改變〉是作者邱幸儀寫給自己的一首歌。在生活中難免有挫折和傷心難過的時候，但是有時候只要能夠改變一個想法或

一個心情，生活就會簡單開心許多。作者也希望〈改變〉這首歌曲可以帶給其他人勇氣和正面的能量。

曲目 65︱不再想念    詞：邱俐綾  曲：邱幸儀
〈不再想念〉這是一首向過去感情告別的創作。當一段關係結束的時候，人們才會看清楚沒有所謂的永遠，世界上唯一不

變的就是所有事情都在變。過去的誓言與美好消散在風中，雖然有傷痛，但時間總能療癒一切，當人們依然抱著期待和希

望時，便能瀟灑的向過去道別，更勇敢的面對未來。

曲目 66︱失落个夜    詞曲：劉佳林
這是作者大學時期用十五分鐘寫好的一首歌。有時無聊到不知道幹嘛時，人總是會有一些失落感，那時候對音樂和表演有

著無限的憧憬，而失落的低潮，常常會衝擊著自己對理想的熱忱，催眠著自己就算達到真正的理想，那又如何呢？看破自

己堅持的事物，不過是一時，而現實社會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如此簡單，要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種種因素，或許還必須迎

合誰的臉色，並非我們能決定。提醒自己莫忘初衷，能更純粹地表演音樂，創作音樂！如此今生足矣！

曲目 67︱个條河壩    詞曲：溫尹嫦
大一那年開學一個多月阿婆走了，解脫了她晚年身體的諸多病痛；從火葬場回來那天天空異常晴艷，哥哥捧著小小的大理

石罈子，我一路給她打傘說「阿婆跈好」；整個村庄人家的風水（客家對家族塚的慣稱）都在村落旁低緩的丘陵上，越過

村庄和農田可以望見河流；阿婆的骨灰進了風水之後，送行的晚輩們漸次離開，當車過平安大橋，看著橋下的河水我又回

望山丘，阿婆長長的一生約莫像這河水，年少時輕盈流淌，壯年時勞碌奔騰不已，晚年慢緩，最後終究無功無過也無悲無喜，

遼闊地向海邊靜靜流去。河流的名字叫中港溪，阿婆的名字叫溫彭綢妹。

曲目 68︱隔壁个阿婆    詞曲：黃鎮炘
作者常常看著住在隔壁的阿婆，她一個人住在鄉下，孤苦伶仃，兒孫都在外打拚，留阿婆獨自坐在三合院門口整天看著鄰

居含飴弄孫，作者長年下來累積著惆悵與憐愛而寫了這首歌，希望做晚輩的人不要忘記，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晚輩、一起吃

飯聊天。

曲目 69︱你們都好嗎？   詞曲：徐世慧
這首歌的意境是描述著遠嫁東部多年的女子，平日望向中央山脈，似乎離鄉（苗栗）很近，卻因高山險峻，有著不易回鄉

之憾。想起兒時的玩伴及同學，30年了，卻沒有任何聯繫。流水年華，事過境遷，想問一句「你們都好嗎？」，歌曲的設
定背景處於禁母語時代，因此以華語命名發音，除了代表著經過的年代，也給自己一個保持說母語的反省與警惕。

曲目 70︱孫子   詞：施淑嫺    曲：陳正翰
〈孫子〉這首歌曲寫的是對阿嬤的思念，也是創作者自身的情感抒發。由於自小在隔代教養的家庭長大，阿嬤對我而言是

最溫暖的懷抱，不論生活中的大小事，阿嬤總是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彌補了父母親情的缺乏。但令人傷心的是，在我小

學時阿嬤因意外過世，而隨著年歲慢慢成長，心中總是有一塊缺憾，缺憾的是不能讓阿嬤看見我已經長大，不需要她操心

與煩惱，因此有了寫歌的想法，將對阿嬤的思念與來不及說出口的話，透過歌聲傳達給她知道。

曲目 71︱ㄤ咕仔    詞曲：黃瑋傑
「尢咕仔」在客語裡是逗弄嬰兒的聲音，這首歌便以對嬰兒說話為形式，帶出更多人共同守護環境土地的期待，讓後代能

繼續保有我們曾經感受過的一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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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72︱Savon    詞曲：黃翠芳
有一天洗澡的時候，手裡拿著肥皂，覺得它真是我們每天不可或缺的用品，每當骯髒的時候一定得由它幫忙潔淨。只是我

們越使用它，它耗損得越快，產生最後的泡沫之後就消失了。 好比當我們受傷、難過、沮喪時，總會想找人傾訴，縱使他
們盡全力的幫助我們、愛護我們，生命有限，總有一天也會離開我們。事實上，我們也可能是別人的肥皂，一生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完全觸及他們的內心深處，而那個部份，只有上帝可以。

曲目 73︱最靚个阿婆    詞：劉玉梅    曲：曾仲瑋
此首歌是紀錄片《認真的阿婆最美麗》的主題曲，該片記錄客家阿婆採茶的情形和平常的生活起居，希望傳達客家人勤儉

認真的生活態度。歌詞中出現客家人常用的客家俚語，採茶婦女常一邊採茶一邊哼唱山歌，故此首歌曲中也加入了客家人

朗朗上口的山歌，將傳統山歌與現代流行抒情曲風融合，希望藉由這首歌能傳達該紀錄片中想要表達的客家精神和客家本

色。此首歌也是作者曾仲瑋和母親劉玉梅女士第一首合作的客家歌曲。    

曲目 74︱阿鳩燕同貓頭鳥    詞曲：張峻國
兒時常和三五好友在空地上玩老鷹抓小雞、母雞帶小雞的遊戲，而後曾親眼目睹老鷹抓小雞的驚險過程，但老鷹無法如願

得逞，只因為阿鳩燕、老鷹的天敵，很快的團結起來而將老鷹打得落荒而逃。阿鳩燕跟貓頭鳥都是農夫的戰友，當耕種或

收割時，白天，阿鳩燕幫忙監視並把病害蟲吃光；夜晚，貓頭鳥用貓眼掌握老鼠及蛇蠍類的蹤跡，為農除害。從小在農村

成長，回憶起這點點滴滴，希望以歌詠大自然及田園風光為題材，一陣有感而發，便把這兩種大自然的鳥類寫譜成一曲輕

鬆愉快的旋律。

曲目 75︱油桐花    詞：李喬    曲：謝宇威
這首〈油桐花〉是特別為 2004年客家桐花祭所寫的主題曲，歌詞部分特別邀請著名作家李喬填詞。作曲者謝宇威譜寫這首
歌時希望把時空拉回到國小的操場上，曲中的童聲象徵童年、女聲象徵青春年華，而男聲則象徵成年與老年。雖然童年遠

去，年華已逝，但那些生命中每個階段的美好經驗均仍鮮活地活在心中，這也正是歌曲裡最後，童年、青年與老年一起合

唱所要呈現的意義。

曲目 76︱五月來了    詞：陳東賢   曲：賴建宇
桐花開了，遊子返鄉的季節到了。當歌曲用跳躍的音符串連起來，彷彿看見滿山桐花飛舞著，充滿著生機；用客語與華語

並用，希望透過輕快的旋律催化之下，得到更多的共鳴。為了傳達出歌曲中歌詞所流露之歡樂的氣氛，歌曲曲風採用熱情

的拉丁森巴風格，以簡單易記的旋律搭配轉調的設計，使得歌曲能夠琅琅上口，廣為流傳，並藉以宣傳一年一度的客家桐

花祭盛事。

曲目 77︱花布衫阿婆    詞：劉宗岳   曲：賴建宇
小時候因為膽子小，害怕黑暗，經常受到驚嚇。在那樣的年代裡，母親經常帶著作者去喊驚（收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那位穿著花布衫的老阿婆，經常一炷清香，一個裝著白米的碗，覆蓋一件衣服，口中唸著收驚文，替人喊驚；每每喊完

驚後，阿婆就會拿顆供桌上的糖果給作者吃，並說了一些為人處世的話語，希望作者成人之後能好好做人努力生活。多年

過去，時代進步，家鄉人口外移，穿著花布衫的阿婆也早已不在人間，留下的唯有當年說的那些話語，偶然在不經意的夜裡，

浮現在作者腦海裡。

曲目 78︱有閒來尞；做人客    詞：劉宗岳   曲：林浩一
作者創作之意在邀請人們到客庄來玩，以輕鬆的旋律，扭轉一般人對客家歌曲的概念，並以油桐花象徵著客家人堅毅、實

幹、低調但深具韌性的精神。作者以此首歌獲得 2010年「客家桐花祭─桐花音樂創作大賽」第三名。

曲目 79︱五月个下晝    詞：林鈺婷   曲：何亞螢
五月，桐花盛開的季節，充滿著雪白純潔的浪漫，以輕鬆愉悅的心情欣賞油桐花，看著她盛開、看著她飄落，五月的下午，

隨著桐花搖曳的舞姿，快樂的跳舞。

曲目 80︱親愛个妹仔    詞：鄭月琴    曲：陳正翰
自小生長於隔代教養家庭，雖然家中長輩對我很好，可總覺得生命中缺少了父母的關愛。直到自己長大了，期待擁有自己

的小孩，希望能陪她長大，不願意她身上有我缺乏的父母關愛，陪她學爬，陪她學走，帶她看每一個桐花紛飛的季節，看

著她小小的手緊握著我，都是滿滿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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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81︱雨後    詞曲：陳正翰
下過雨的客家農莊，婦人早起打掃生火煮飯的聲響，開啟了一天的生活。男人吃過單純而豐盛的早餐便拿著鋤頭去田裡工作，

而小孩子最期待的是傍晚和鄰居的孩子一起打赤腳到農田，踩在濕潤的土壤上，小心地翻開石頭及香蕉葉，每每有小青蛙蹦

出來，孩子們在嬉笑中爭先恐後地撲上去，抓四處逃竄的小青蛙，給晚餐多一碗美味青蛙湯，或是輕輕取下香蕉葉背後的田

螺，讓媽媽炒一盤香味四溢的炒田螺。孩子們的嘻笑與阿婆喚回孫子的聲音，客家庄的美也在每一聲溫暖的叫喚聲中。

曲目 82︱驚會    詞曲：徐世慧
此首歌的創作思考來自於一部日本電影，劇情描述一位中年人患了帕金森氏症，因為知道自己即將失去所有記憶而心生恐

懼，在知道人生將被判出局之際，努力找回那很久以前的記憶及夫妻的鶼鰈情深，電影深深的感動了我，因此特別以桐花

為題材，將這部電影的情節與桐花結合。

曲目 83︱雪落春    詞曲：黃鎮炘
五月的油桐花樹，盡是飄滿了白色花瓣，就像一片片的雪花落下，把她形容為在春天下的雪並不為過，猶如聖誕節冬雪般

的景色令人目不暇給，而天空的藍和油桐花的白，藍白顏色互相輝映著，更是美不勝收。歌曲前半段為中板速度，希望以

清淡平和的心情感受溫暖的春意，後半段加快速度後，以優美女生合音的搭配，表達出迎接油桐花盛開的喜悅，也更期待

明年再來臨的雪落春。

曲目 84︱憶花戀    詞：楊淑瑜    曲：李康慶
美好的景物，美麗的記憶，總在油桐花盛開的季節，伴隨著花瓣雨，造就一片綺麗浪漫。因此，每逢油桐花綻放的時節，

不僅使人回想那曾經存在的美好及不曾抹滅的幸福感。

曲目 85︱桐色年華    詞曲：楊才青
人在成長過程中，或許都會遭遇到些不如意的事，年輕的時候，我們會以為那些事是阻礙，唯恐避之而不及；年長之後才

發現那些過去所謂的「困境」已成了經驗，使我們成長、成為更成熟的人，而慶幸「當初讓我遇上了這件事情」，其實是

福不是禍。歌詞「化妝的祝福」其實就是「困境」的另一種說法。我想以這樣的想法來鼓勵人，世上的真理不是只有一條

路徑，或許我們都有過猶疑的時候，但一定要忠於自我，勇敢走出自己的路！

曲目 86︱油桐花    詞曲：黃翠芳
原本只知油桐花是白色，但在落花繽紛之時，才發現原來花兒是紅色的。近年來，油桐花已成客家的圖騰，象徵客家人的

精神，在遵行真理的同時，也增加了對真理的熱情。另外，雖然氣候變遷使得許多花期亂了次序，但時間到了，油桐花依

然得離開舞臺，以最美的姿態飄然落下，毫不戀棧，而這也說明了客家人推崇的氣節。歌曲旋律的前段有些浪漫，是對油

桐花的欣賞；副歌部分，以較古典傳統的方式演唱，希望呈現客家人不戀棧及名利、不妥協的氣度。

曲目 87︱戀桐花    詞：劉玉梅   曲：曾仲瑋
歌曲一開始以客家傳統歌曲【平板】來唱出父母想念子女的心情，接著時空回到現代，描述客家遊子在異鄉看到桐花所帶

出的思鄉情緒。每當桐花季到來，看到滿山遍野雪白的桐花，像極白了頭髮的阿公阿嬤，彷彿就站在家門口殷切期盼著，

希望心愛的兒孫能多回來看看老人家。以抒情搖滾的曲風結合傳統歌曲與現代流行音樂元素，將兩代思親的感情串在一起，

此曲亦為曾仲瑋與母親劉玉梅共同創作之曲。

曲目 88︱麼个花    詞曲：王旻瑛
這是一首寫給母親的歌，這是一首寫給油桐花的歌！聽過許多和油桐花有關的歌曲，讚美它的芬芳、傾訴對它的思念⋯但

從未有過好好介紹它的一首歌。結合之前出外景所得到的桐花知識（如何分辨油桐花的雌與雄）去玩味客語相似的發音

（mag四聲 ge fa二聲：什麼花）與（ma三聲 ge fa二聲：雌花），詢問聽者這到底是「什麼花」的時候，其實也在回答化
作春泥更護花的就是「雌花」！簡單的歌詞、輕快的旋律，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麼个花〉。

曲目 89︱桐花樹下哦哦咦    詞曲：張峻國
臺灣在日據時代東勢、三義山區種植很多桐花樹，當時日人用作製造工業用產品，現今尤其是客家人，把它當作客家之花，

以藝術的眼光來欣賞。桐花樹是低海拔的植物，四、五月份開花，白色的花朵開滿整座山，就像雪白的花海美不勝收。過

去東勢的老家庭院，日式房子大門前就有一顆桐花樹，在炎熱的夏天躲進樹蔭乘涼、避暑，兒童玩家家酒高興萬分，老弟

張聖華當時也就在桐花樹下睡在阿婆的懷裡，聽蟬叫聲哦哦咦，睡得很甜，因此有感而發寫下這首《桐花樹下哦哦咦》搖

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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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童謠

曲目 90︱月光光    詞：客家傳統童詩   曲：謝宇威
這首歌曲原是為魅戲偶劇團的客語兒童劇《鯉嬤討新娘》所創作的主題曲，歌詞是取材自客家庄家喻戶曉的兒童詩。

曲目 91︱四季歌    詞曲：謝宇威
作者受客家電視節目《ㄤ咕ㄤ咕》邀請而創作〈四季歌〉這首歌，作者非常欣賞美國的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與《大青

蛙劇場》，希望譜寫出一首老少咸宜、旋律簡單、雋永而優美的童謠，以四季之變化入歌，也寫出四季的循環，願傳達一

種樂天自得的人生觀。

曲目 92︱山狗太    詞：客家傳統童詩   曲：劉劭希
從東勢童謠流傳下來的歌曲不少，相當珍貴；原本都是用念的，並沒有旋律，這也方便了作者偏愛惡整童謠的人放手去玩，

所以繼〈懶惰妹〉、〈羊咩咩十八歲〉之後，這首〈山狗太〉也遭到了我的荼毒，純粹只是愛玩而已。

曲目 93︱面帕粄   詞曲：蕭吉紫
身為屏東客家樂舞團的團員，為了傳承客家文化，除了自己的歌舞表演需要練習，也協助客家兒童的教唱。但孩子們學習

快，原有的曲目轉眼便不敷使用，同為團員的邱真如老師鼓勵我創作新的曲子，言談中提到「面帕粄」這道客家美食竟成

了靈感來源。回憶裡，姑媽所煮的面帕粄，其肉燥香氣四溢，出外的遊子回返佳冬必定吃上幾碗。其中，一位在臺北發展

的叔公，回老家時曾說「沒吃到阿應妹的粄條，怎算是回到佳冬？」因此，「山珍海味唔當一碗面帕粄⋯。」於是發展出來。

曲目 94︱世界有幾大    詞：馮輝岳     曲：曹登昌
本曲出自客委會出版的專輯《嗨客音樂遊樂園》，由曹登昌作曲，兒童文學大師馮輝岳填詞。歌曲呈現出天真浪爛與勇闖

世界的雄心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