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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01︱老山歌－摘茶愛摘嫩茶心   姜雲玉 /採譜    吳權芸 /演唱
〈老山歌〉是客家重要的「山歌曲牌」，屬臺灣北部地區之原生態山歌，是客家山歌的較原始形式，老一輩山歌手稱它為

「大山歌」。特點是節奏自由（散板），原來皆以徒歌「清唱」為主。曲調結構音為 La、Do、Mi，風格樸實、音域寬廣，
唱者可隨興填詞，在「以字行腔」的原則下自我抒情。可說是最能表現山歌韻味，也最能考驗歌手功夫的代表性客家山歌。

2005年元月，呂錦明、姜雲玉和彭雙松、彭文銘父子共四人前往苗栗、三義分別拜訪游春蘭和林春榮，錄下一段屬於老一
輩山歌手的山歌自然唱腔，以比對現今山歌班團體教唱的「四三、二五」之普遍唱法，十分珍貴。

曲目 02︱山歌子－少年讀書愛用心   胡泉雄 /採譜、和聲     胡泉雄、陳憶萍 /演唱
〈山歌子〉是一板一眼的「老腔山歌」加入虛字或插字（襯詞）後，演變成一板三眼〈4/4拍〉的山歌子曲調。 「山歌子」
又稱「山歌仔」或「山歌指」，它與老山歌有著相同的調式，主幹音同樣是 La、Do、Mi，但與老山歌不同之處是，山歌
子曲體節奏規律（4/4拍子），板眼分明，演唱時速度較老山歌輕快流暢，音域寬廣、風格豪邁，是客家歌謠中被傳唱極為
廣泛的曲調。此曲經胡泉雄編曲，將兩種山歌子曲調巧妙結合，以男女二重唱方式演唱，形成了一種自然和聲，又能保存

山歌原味的「山歌子二重唱」。這種形式也常用於 「平板調」。是近年來頗受歡迎的演唱方式。

曲目 03︱平板（一）日頭一出望雲遮    薛能章 /採譜    薛能章 /演唱
〈平板〉，屬徵（Sol）調式，有固定節奏（4/4拍），曲調委婉十分動聽，深受客家鄉親的喜愛。平板調具有豐富的感染力。
在採茶戲中男調和女調唱腔的高低轉換，如同京劇中的「西皮與二黃」，生與旦之間的唱腔曲調、有著巧妙的對應關係，

若再加上伴奏樂器的幫襯，定能讓看戲的人如癡如醉、陶醉劇中且渾然忘我。本專輯中，嗓音高亢的薛能章，採用高腔唱法，

以其剛中帶柔、柔中帶剛的特有唱腔，表現出平板調的另一種美感，值得細細品味。

曲目 04︱平板（二）唱歌毋使忒高聲   魏勝松、呂錦明 /採譜    魏勝松 /演唱
從各地舉辦客家山歌比賽的報名情況和經驗，歷年來平板組的參賽者，總是人數最多、競爭最激烈的，可見它被廣為傳唱

及備受歡迎的程度。魏勝松是竹東客家山歌比賽的資深評審，主辦單位每次照例都會安排評審現場「示範演唱」。此曲也

可說是演唱山歌的心得分享。足以作為學習者參考。本曲調也是竹東客家山歌比賽，最受參賽者喜愛的「平調」。

曲目 05︱平板（三）交情歌    徐木珍、姜雲玉 /採譜    徐木珍、陳灴英 /演唱
「交情歌」是本曲所訂的標題，曲調屬「平板調」，本曲乃屬於板後山歌，所謂「板後」也就是西洋樂理中「完全小節」與「不

完全小節」的差別或「切分音的概念」。常常考驗著歌手的節奏感。此曲是徐木珍以自拉自唱的方式，與其夫人陳灴英的

真情對唱，娓娓道來、無多修飾，極為自然感人。由於徐先生所提供的伴奏 CD係屬個人專用版本，本專輯為加強曲調旋
律的清晰度，方便歌者練習時的聽辯，特請笛子演奏家李達光，以曲笛吹奏主旋律。

曲目 06︱大門聲    吳榮順 /採譜   吳榮順 /演唱
〈大門聲〉是美濃地區的古老山歌，歌者完全不依賴樂器伴奏，而以「清唱」的方式哼唱自己慣用的曲調，故它無固定的

曲調模式，歌者隨興，以高亢的唱腔唱出即興的歌詞和「慣用曲調」。此曲歌詞 「八十公公討嬌妻，（捱就）老藤來纏嫩
嬌枝，老妹莫嫌哥恁老，（就係）老妹出生太慢哩」，相對於唐代銅官窯詩中「......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那種
相遇卻不能相聚的哀愁。此曲是樂觀幽默了許多。吳榮順以蒼勁十足的嗓音，將歌詞中情境作了最佳詮釋。為保留原味，

而以「清唱」呈現，但為了方便學習，由呂錦明重新編配伴奏音樂。

曲目 07︱賣茶調    陳建中 /採譜     陳建中 /演唱  
〈賣茶調〉係美濃地區山歌，為早年採茶時所流行的曲調。音樂家陳建中先生於民國五、六十年間，曾在臺灣南部採集民歌，

所採集到的曲調。此曲伴奏樂團中的二胡由他本人擔任演奏，並親自演唱詮釋，非常純樸有韻味。與本曲相類似的曲調有

「哥去採茶」，是近代的演唱版本，傳唱較為普遍，兩者對照，各有千秋。

曲目 08︱滿山趖    徐登志、王稚荏 /採譜     李雪燕 /演唱
客語「滿山趖」意思是不受拘束，不受限於曲體。曲調類似〈老山歌〉，但又參雜了 Re和 Sol音形成另一特色，其實它是
以「大埔」客語行腔之結果。按徐登志的說法，大埔腔原係廣東大埔高坡一帶的語腔。丘逢甲之師莊崧有臺中竹枝詞「下

山採茶日欲沉，上山筏木雲未深，山歌一曲誰家女？半帶漳音半粵音。」由此詩推測，當時曾聽到的山歌，所操的口音一

傳統客家歌謠  撰文：姜雲玉、呂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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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帶著「漳音」的閩南腔，一半是帶著「粵音」的客家腔。滿山趖是臺中豐原、新社、石岡、東勢一帶的老山歌，經李

雪燕的演唱詮釋後，已成為一首優美動聽的〈滿山趖〉。  

曲目 09︱呂蒙正    吳川鈴 /採譜    吳川鈴 /演唱
呂蒙正，河南洛陽縣人，少時貧窮而奮發向上，為人寬厚學問高，成為北宋宰相，太平興國的進士。其一生充滿傳奇故事。

曾寫一篇散賦《破窯賦》。其中「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馬有追風之雄，無人不能自往；人有沖天之志，非運不

能自通。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屈。」等經典名句常為後人引用。本曲調以「山歌子」作為開頭，再以「什唸仔」說唱一

段「拆字歌」因前段歌詞提及呂蒙正，吳川鈴老師就以「呂蒙正」作為本曲歌名，她言道拆字也是一種需要學問的文字遊戲。

曲目 10︱說恩情    鄭榮興 /採譜    林春榮、陳秋玉 /演唱
「說恩情」是本曲所定的標題，曲調則屬「平板調」，平板之所以深受客家鄉親的喜愛，主要是曲調本身結構完美、表現

力強，對於人們的悲傷喜樂，都能深刻的表達，是客家採茶戲中最主要的曲調。常見於男女主角的抒情對唱，那雋永的歌

詞及經典的曲調，箇中滋味值得慢慢欣賞、細細品味。年老藝人的嗓音常不如年輕時嘹亮，但歲月和經驗所累積出來的韻

味，也就是傳統歌謠最動人心弦的部分。

曲目 11︱十八嬌蓮    賴仁政 /採譜    賴仁政、傅秋英 /演唱
〈十八嬌蓮〉的表演形式，是客家採茶戲中的基本演唱形式，曲調是以最擅於敘事和抒情的「平板調」，由男、女主角你

一來我一往的相互對答、對唱。舞臺上的表演，透過演員有說有唱，再加上美妙的身段，常使人融入劇中，陶醉不已。「山

歌愛聽聽板後」本曲是人人愛聽，卻又不敢輕易嘗試的「板後」唱法。「板後」係一般民間習慣說法，意思是歌曲的節奏

不屬於正規節奏，會將進歌位置安排在強拍上，而是第二拍或後半拍進歌，加上虛字、襯詞或疊字裝飾作用，讓曲風更加

活潑生動，令人回味無窮。

曲目 12︱船頭歌    林炳煥 呂錦明 /採譜    陳石貴 /演唱
〈船頭歌〉又名「撐渡船」、「船夫歌」、「撐船頭」，是採茶戲中「桃花過渡」之唱段，是劇中丑角「撐船郎」所唱之歌。

曲調自由奔放，歌詞亦充分表現出撐船人悠然自得的心境，同時又勸化世人，應隨遇而安、自求多福。

曲目 13︱十八摸    徐進堯 /採譜    吳權芸、陳石貴 /演唱
〈十八摸〉是中國流傳很廣的民間歌謠，臺灣有閩南語〈雜念仔十八摸〉，也有客家小調〈十八摸〉，各地流傳的版本與

曲調雖不盡相同，歌詞卻幾乎一樣帶有男女相互挑逗意味，且都是由頭頂往下摸。〈十八摸〉的歌詞至少應有十八段，一

般表演都唱個兩三段歌詞，見好即收，也許是造成部分歌詞已失傳的原因。本書選用目前客家歌謠班最常演唱的版本。

曲目 14︱蛤蟆歌    曾先枝 /傳詞    鄭榮興 /傳譜    彭月媛 /演唱
一首活潑好聽的客家小調。傳統農業社會裡，人民的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生活中處處可見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因此

常以熟悉的動植物作為詩詞、文章的題材。以「蛤蟆」為題的民間歌謠為數不少，內容不外乎猜謎、數數或敘事，大部份

是對蛤蟆可愛模樣的描寫，或是藉其形象和特徵作為隱喻者。客家的蛤蟆歌是一首廣受歡迎的民間小調，屬五聲音階徵

（Sol）調式，坊間亦有不同版本流傳，本曲〈蛤蟆歌〉詞譜經專家考據整理，目的是讓好歌好曲廣為傳唱。

曲目 15︱梳妝臺    曾先枝 /傳詞    鄭榮興 /傳譜    黃珮舒 /演唱
〈梳妝臺〉又名「梳妝樓」是流傳很普遍民間小調「里巷之歌」，歌詞描述女子在梳妝臺前，攬鏡自照顧影自憐，思念情

郎的情景。大陸贛南、閩西的客家山歌中也有相類似的詞曲。小調在傳唱的過程中﹐隨著歌者的個性、嗓音或美感概念的

不同，演唱風格也會形成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曲調中的「大跳音程」，對音域較窄的歌手將造成較大的考驗。透過黃珮舒

的演唱技巧與詮釋，增添了此曲的美感和典雅氣質。

曲目 16︱雪梅思君    徐進堯 /採譜    李秋霞 /演唱
〈雪梅思君〉的故事源自於「七世夫妻」中的第五世「秦雪梅和商林」，雪梅為丈夫守節，以及含辛茹苦將商輅養大的情節，

後人寫詞為頌揚雪梅堅貞賢德的善行歌詞，從一月唱到十二月，唱出雪梅對丈夫的思念以及望子出頭天。〈雪梅思君〉曲

調流暢優美、易於傳唱，在客家採茶戲或閩南歌仔戲中，都是經常聽到的曲調，足以證明對好歌、好曲的喜愛是不分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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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17︱賣雜什    曾先枝 /傳詞    鄭榮興 /傳譜    葉定華 /演唱
採茶戲《拾送金釵》之唱段，是賣貨郎「張財主」也有人稱他「張才子」所唱。聽到歌聲，就好像見到賣貨郎，肩挑貨擔、

開嗓叫賣的模樣，大陸地區的劇種也經常聽到此曲調，京劇中的丑角偶爾也唱。臺灣則在車鼓戲和歌仔戲中出現，而在

十三音抄本中亦有相同之詞曲。本曲曲調高亢、音域寬廣，個性豪邁適合男聲演唱。

曲目 18︱姑嫂看燈    鄭榮興 /採譜    姜雲玉、彭月媛 /演唱
在臺灣流傳甚久的客家小調，又名「姑嫂觀燈」，按民歌、時調的研究，此曲調乃為明清時期就已流行的「銀紐絲調」。

尤其普遍流傳於華北、江浙一帶，曲調活潑明快，適合於較強的語言性襯托。大陸贛南地區之研究，九龍山採茶戲，最早

的表演形式「茶籃燈」，即是由二人扮演姑嫂角色演唱的，進而發展成後來的「採茶戲」，故閩西、廣東地區皆有相類似

之詞曲，甚至於流行於河北的民歌「探親家」，其曲調也與此曲相近。只是歌詞變成親家母之間的抱怨。

曲目 19︱上山採茶    鄭榮興 /採譜    羅茵茵 /演唱
〈上山採茶〉是三腳採茶戲中《張三郎賣茶》的十段戲齣，當中的第一齣戲「上山採茶」的唱段，劇中角色是賣茶郎和妹

妹以及他的妻子三人。所唱歌詞為描述上山採茶途中的情形。此曲調是由山歌腔發展而來的唱腔，主幹音為 La Do Mi。臺
灣客家戲劇界所稱之的「十大齣」，是臺灣傳統三腳採茶戲最重要、最基礎的戲齣。但民間藝人往往因為師承不同，對「十

大齣」的認知亦稍有不同。

曲目 20︱進妹房    姜雲玉 /採譜    曾明珠、吳進盛 /演唱
在民歌小調中，有許多歌詞是以分節形式、一曲多段詞，結構常見多段詞的反覆，如四季、五更及十二月等，以時序分段，

或以數字排序分段，學界稱之為「聯章體」結構。〈進妹房〉又名「五更進妹房」，即是屬於此類。此曲詞意中對愛情的

渴望與期盼有深情大膽的表達，從一更到五更的情境鋪陳層次感分明，一樣的歌詞，坊間也有用不同曲調演唱的版本，本

專輯中選用以「山歌子」調演唱，透過曾明珠和吳進盛的對唱，聽者一定可以享受到「字正腔圓」的客家聲韻之美！

曲目 21︱月清古賢人    呂錦明 /傳詞    曾先枝 /傳譜   葉定華 /演唱
人們常以「清風朗月」、「高風亮節」來形容一個人的道德高尚。古月照今塵或今月曾照古賢人，都含有深層的哲思，也

比喻人在做天在看的意思。〈月清古賢人〉一般又稱「月有情」，此曲的風格，豪邁寬廣、蒼勁有力。根據客家戲曲前輩

曾先枝先生的敘述，此曲乃源自「皮黃戲」中的「反二黃」唱腔。生、旦、淨、丑等行當中，屬於「淨角」的唱腔。因此

這首歌也特別受到男聲的青睞。本專輯中前兩段歌詞，採用客家戲曲界和客家歌謠界傳唱已久的版本，第三段歌詞則是呂

錦明為歌頌革命先烈秋瑾而作。   

曲目 22︱打海棠    謝其國 /採譜     謝其國、李秋霞 /演唱
客家三腳採茶戲《十大齣》結尾的部分，其唱腔就叫做「打海棠」或「海棠花」。 打海棠是客家三腳採茶戲《十送金釵》
之結束部分。早期民間流行「撮把戲」的時代，藝人通常在準備收攤打烊時，也喜歡唱《打海棠》作為結束。故客家山歌

界有句行話，「海棠打忒天大光」的說法。打海棠曲調行腔曲折婉轉，因此演唱的技巧難度較高。曲調中段出現小段「轉調」

樂句，增添風格色彩，十分動聽。

曲目 23︱拾繡香包    呂錦明 /採譜    姜雲玉 /演唱
〈拾繡香包〉又名「繡香包」。繡香包或繡荷包是民間極為普遍的手工藝，常以牡丹、鴛鴦、吉祥物作為圖案，香包、荷

包雖然小，但內含情意無限。民歌當中以繡香包、繡荷包為歌名者比比皆是，這首「拾繡香包」是客家歌謠中被傳唱極為

普遍的一首傳統小調。此曲緩慢抒情、風格典雅，歌詞描寫繡房中的閨女借物抒情的情景，感情纖細有如絲一般的嬌柔，

又以繡花時的針多線繁來表達內心被擾亂的情思。此曲最能表達屬於古典的少女情懷。但倍受喜愛的程度是老少咸宜。

曲目 24︱勸世歌    謝其國 /傳詞    蘇萬松 /傳譜    謝其國 /演唱
〈勸世歌〉顧名思義就是勸人向善的歌。此曲民間亦稱「蘇萬松調」是以人名作為歌曲的命名，因為此首特殊的客家歌作

者就是已故蘇萬松，先生原為閩南籍，後因客家因緣居住苗栗，為人謙恭有禮，擅長樂器為小提琴、胡琴等多種樂器，閒

暇時以自拉自唱作為消遣娛樂。這首「勸世文」曲調融合了閩南的「江湖調賣藥仔調」的元素，以說中帶唱、唱中有說的「說

唱」表現形式，唱腔當中多處都以「呢」作為句尾拖腔，是客家歌曲中罕見的。老唱片中的遺音雖仍可辨識原始唱腔柔和

親切、自然流暢，但因雜音較多，因此本專輯特請謝其國填詞演唱，這首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勸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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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客家歌謠選集

曲目 25︱紗窗外    徐進堯 /採譜    呂錦明 /演唱
〈紗窗外〉為描寫客居異鄉想念故土之情懷，隔窗望月心有所感，想起離鄉背井倍增悽涼，無限感傷。歌詞典雅，曲調風

格近似「南管」。此曲常被運用在，對內心感情的深度抒發。根據文獻顯示，20世紀上半葉子弟戲，莆仙戲及歌仔戲開始
搬演《陳三五娘》的戲，便以南管戲、歌仔戲等唱本流傳於閩臺一帶。臺灣當時的藝旦文化十分發達，在《陳三五娘》的

相關錄音版本中顯示，藝旦唱過的曲子中包含「紗窗外」，歌詞則是描寫五娘想念陳三的情形。  

曲目 26︱思戀歌（老腔）    呂錦明 /採譜    呂錦明 /演唱
本曲是臺灣流傳已久的古曲。有人認為是源自明、清時調的「銀紐絲調」。歌詞與另一首流行普遍的〈思戀歌〉相同，都

是自正月唱到十二月，月月思連有情人，曲調卻不同，值得大家細細品味。本曲根據洪添福所言，是思戀歌的老腔，楊兆

禎曾採集到相同之曲調，但曲名叫「過新年」。

曲目 27︱誇媳婦（拋採茶調）    呂錦明 /傳詞    姜雲玉 /傳譜    彭月媛、吳權芸、李雪燕、徐秀美 /演唱
〈誇媳婦〉以彰顯人間最自然且珍貴的親情，如：尊敬「公婆」和誇讚「媳婦」，從家庭和樂發展到社會和諧，以說、唱、

舞蹈、戲劇等多元型式豐富呈現。此曲調曾為客家民間藝師楊秀衡夫婦早期做「撮把戲」的年代傳唱普遍的「拋採茶」調，

歌詞採即興演唱方式，常填以詼諧逗趣的內容，增加表演的趣味性。曲調簡單易學、朗朗上口，也很受歡迎。

曲目 28︱苦李娘   許學傳、呂錦明 /採譜    曾明珠 /演唱
苦李娘的故事見於元代南戲《白兔記》、全稱《劉知遠白兔記》有劇種稱《磨房產子》。故事大意為：五代時，沛縣沙陀

村人劉知遠幼年喪父，隨母改嫁，後被同村富人李大公收留，見其像貌不凡，便將女兒李三娘嫁與劉知遠，然而，李三娘

的兄、嫂卻嫌貧愛富，堅決反對招贅劉知遠，因此李三娘在丈夫進京趕考離家之後，難逃極盡虐待的命運。本書中的〈苦

李娘〉是以臺灣北部山歌子曲調，與 2008年出版的〈苦李娘〉是屬臺灣南部山歌，兩者曲調不相同，歌詞版本則大同小異，
都是敘述苦命的李三娘。

曲目 29︱十八相送    呂金守 /採譜    李雪燕、黃紹國 /演唱
客家地區的「送郎歌」特別多，應與過去客家先民因居住山區生活困難，而被迫離鄉背井不斷向外界尋求發展有關，「送

郎過番」是很普遍的現象。流行於臺灣的送郎歌就有好幾首，如北部地區的〈梆傘尾 -送郎歌〉，南部的〈老腔送郎〉、〈送
郎〉、〈十八相送〉等，只是南北曲調不相同。〈十八相送〉主要傳唱於南部六堆地區，曲調十分優美動聽，呂錦明創作的《義

民禮讚》客家歌舞劇，合唱曲當中的「化作火焰蟲轉來看大家」，就是採用這首南部傳統曲調作為編曲素材，人人都稱讚！   

曲目 30︱美濃調    呂金守 /採譜    吳榮順 /演唱
本曲由對客家歌謠的創作，貢獻頗多的呂金守所提供，最早出現在已故歌手吳盛智的錄音資料當中，歌詞是採用傳統客家

歌謠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山歌詞，曲調節奏則有別傳統山歌的四平八穩，變得瀟灑豪放又活力十足。風格中融入了閩南語

「卜卦調」的曲調元素。本曲特由吳榮順詮釋演唱，具有親和力的渾厚的嗓音，唱出民間歌謠的樸實感與無窮韻味。 

曲目 31︱美濃小調    吳榮順 /採譜    徐秀美 /演唱
〈美濃小調〉為吳榮順收錄於專輯《客家山歌 八音現場紀實 美濃人美濃歌》之中的一首客家小調，曲調屬於流行在南臺灣
恆春地區，因為原生曲調極為簡單，屬上下兩句式，因此，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此曲是分布在臺灣最南部之高雄、屏東平

原一帶的馬卡道族「過去被分類為平埔族」的民歌。衍生的曲調有〈臺東調〉、〈青蚵仔嫂〉、〈耕農歌〉等。本曲由嗓

音寬厚圓潤的徐秀美老師演唱，風格獨特、韻味無窮。

曲目 32︱妹在房中剪剪花    陳勛華 /採譜    姜雲玉 /演唱
所謂「小調」乃是民間歌謠的一種類別，亦稱「小曲」或「時調」，是民歌中的重要體裁，相對於山歌，它的即興表現較少，

結構較為工整，曲調，唱詞也比較固定，易於傳唱。「客家小調」以客家語發音為基礎。但曲調因與其它地區的小調交流

融合的結果，發展出具有客家味的新曲調。〈妹在房中剪剪花〉原歌名「剪剪花」，為了避免與其它相同曲牌而造成混淆，

本專輯採用歌曲的第一句詞「妹在房中剪剪花」為歌名，其曲調風格與流行於江南的民歌曲牌「剪靛花」極為相似，另外，

與此首小調曲風相似的歌有「姑蘇風光」和「天涯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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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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