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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 
 
 

訪談記錄一 

 
訪談對象：台灣「十鼓擊樂團」團長   謝十先生（以下簡稱謝） 
訪談時間：2008.10.26 
訪談地點：十鼓文化村（位於台南市） 

 
謝十先生。（照片引用自「十鼓」） 
 

 

問：十鼓每年都會從日本引進大量的太鼓表演團體來台演出。能否談一談您對目

前日本太鼓團體的看法？ 

謝：日本現在的太鼓文化，據我的觀察，他們已經發展地相當成熟了。日本的太

鼓文化，跟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一樣，其實都是淵源自中國的。中國人在

夏朝時便自己發明了鼓這種東西，只是他們前幾十年經歷了文化大革命，鼓的表

演型式大多被破壞掉了。日本則不同。日本的太鼓是隋唐的時候從中國傳進去

的。但他們對文化的保存工作做得相當好，都會一直教育民眾要將民族文化保存

好。所以，日本最原始的太鼓，雖然是來源自中國，但他們現在已經逐漸走出自

己的品牌了。日本太鼓最大的特色，我認為便是裡面包含著武士道的精神。他們

打鼓不像在打鼓，而是在傳授一種武士道的內涵，他們好像把鼓棒當做武士刀在

玩了。這跟中國的打法相當不同，中國一般都是輕敲細打，比較注重表情、眼神

的上半身部分。但日本卻是用全身在打，用很大的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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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太鼓在六〇年代以後，便加入一些西洋音樂的元素，使得太鼓藝術變得

相當現代、華麗。早期在欣賞太鼓表演的時候，我們本來都是用一種暗喻、優雅、

寧靜的方式在欣賞。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為了迎合大眾的口味，日本太鼓便開始

攙入一些西洋的元素，不管在打擊方式、或是譜曲方式上，都開始改變風格。這

樣做並不是不好，因為這樣會有流行的價值在。但流行的東西，它最後能不能變

成經典，便須要時間去考驗。流行的潮流我們擋不了，但我認為在流行的背後，

也不能遺忘古典的價值。 

 

問：日本太鼓表演團體來台灣演出時，他們的團員對台灣的印象？對台灣鼓文化

的看法？ 

謝：日本太鼓團體來到台灣，他們都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台灣自己原創的表演方

式。現在台灣比較可惜的一點是，雖然鼓團愈來愈多，大概有五百團左右，但卻

會陷入一種情境。有的人愈打愈像日本太鼓，有的則像中國的民族傳統鼓，不然

就是模仿西洋的風格，都沒有台灣自己本土的鼓藝術。不只如此，在現有的五百

團中，能夠稱得上有國際水準的，也不過十來團而已。如果相較於日本繁榮的太

鼓文化，台灣在這方面的飽和度是還相當缺乏的。而且台灣的鼓文化教育，也還

很落後，沒有發展出自己的品牌。日本太鼓團體來台灣演出的時候，最大的期望，

便是希望將來能看到台灣自己原汁原味的鼓出現。 

而現在能夠稱得上台灣風格的鼓，大概就是宋江鼓、跳鼓。他們都是台灣傳

統本有的，不然就是從台灣原創出來的，可以代表台灣。優人神鼓早期雖然是模

仿日本的鬼太鼓座，但他們現在已經慢慢走出自己的風格了。至於十鼓，則兩條

路都走。一方面繼承台灣傳統，從老師傅那裡學，把它再創；另一方面則自創品

牌，發展出一些完全沒有人打過的招式。十鼓要創造出台灣自己的圖騰，不管是

鼓的製作、還是鼓的表演型態，我們都要開創出台灣自己的風格。但這需要時間，

才能真正做到深度和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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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十鼓經常引進一些日本團體駐園演出，那這些日本團體的表演風格，對您在

經營十鼓上，有沒有造成什麼影響？ 

謝：這方面倒沒有。十鼓是一個文化村，而在亞洲，用鼓當藝術村的例子，我還

沒有聽過。日本的鼓童是有自己的一個鼓童村，但鼓童村本身並沒有所謂的營

業，它只是用來練習的而已。它是一個排練場，讓學員到那裡住宿，僅只這樣而

已。那十鼓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把它帶到一個類似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方，一些日

本人或韓國人來看，都會覺得滿驚訝的，亞洲竟然有人在做這種事情。韓國政府

現在也想模仿十鼓，做一個鼓文化村，但可能還需要兩三年才能蓋起來。他們陸

續都有人來十鼓這裡拜訪、考察。我們會慢慢深入這個鼓村，並讓它最後能普及

化。 

十鼓是一個國際性的鼓村，我們引進的國外團體，並不限於日本而已，美國、

印度、泰國，全世界都會有許多鼓團到我們這裡表演。世界的鼓我認為可以分成

四個圈，非洲自己一個圈，再來是印度鼓，另外還有華人鼓圈和西洋鼓圈。日本

的和太鼓屬於華人鼓圈，日本人現在在幼稚園、國小，推動和太鼓教育推得相當

兇。他們學校一般來說沒有什麼節奏樂隊，但一定有太鼓隊。前陣子也有一些台

灣人，把日本的和太鼓教育系統引進台灣，所以目前在台灣，已經有一些國小或

幼稚園，開始打和太鼓了。不只打和太鼓，他們連講話、動作、禮貌，都學日本

人。但這些都是屬於推廣性的，藝術層次比較不深。 

 

問：台灣觀眾對日本的太鼓團體演出風格，一般反應為何？ 

謝：台灣觀眾一聽到日本的太鼓，一般都是聯想到鬼太鼓座，因為新象把鬼太鼓

座的表演行銷地相當成功。新象的許博允先生把鬼太鼓座的熱度炒起來了。大家

一聽到鬼太鼓座，就會覺得很震撼，穿丁字褲，一定要來看。可是觀眾來看以後，

就會開始比較了。有的人覺得他們很強，有的人卻覺得不是很好。有的人慕名來

看鬼太鼓座，看完以後卻覺得不怎麼樣。那為什麼會這樣？有的原因是因為行銷

會誇大，民眾期待過高，看完以後，反而有失落感。但也有觀眾看完以後，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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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有詩的韻味。其實有的時候曲高就和寡，並不是每個人都可以去聽這些藝

術性的東西。畢竟藝術還是屬於小眾市場，它並不是大眾市場。有的人是全家大

小都去看，看完以後評價就出現兩極化。因為民情風俗不同，有人看完覺得不怎

麼樣；可是有人卻覺得很過癮。目前對於日本太鼓表演，台灣觀眾的反應是兩極

化的。其實這還牽涉到作曲者本身、還有藝術團隊本身的定位是什麼。觀眾不喜

歡，並不代表它就沒有藝術價值。日本的太鼓團體，為了融入觀眾，甚至還會在

演出中加入一些台灣的民謠，像丟丟銅，讓台灣觀眾能融入，和他們出現共鳴。 

十鼓引進的一些日本太鼓團體，在國際中都是第一名的，觀眾對日本太鼓都

還滿喜歡的。而確實日本的國家文化已經達到一個水準，所以日本在太鼓文化上

講求的細膩性，還有動作一致性，以及力道、精神，其實是值得肯定的。 

 

問：能不能對台日將來的鼓文化交流，做一點結語？ 

謝：目前台日的鼓文化交流，都還是出現民間對民間的現象。就是他們邀請我們，

或是我們邀請他們。目前是我們邀請他們來的多，他們邀請我們的少。為什麼會

這樣，因為日本人很排外。像他們做藝術節，也不喜歡做國際化，都是做在地性

的。這跟台灣不一樣，台灣不管做什麼事情，都喜歡找一堆團隊來熱鬧一下。現

在雙方的交流，大概就是在舞台上做互動。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鼓樂的比賽，或

是鼓樂的創作。例如十鼓會邀請一些日本年輕的作曲家來這裡駐村，做一些創

作。那他就會用他的思惟邏輯，來和十鼓做一些交流。而他臨走時留下的曲子，

十鼓便會用台灣風格演奏出來。當然台灣也會做一些曲子給日本人，就做為比賽

的指定曲。所以目前交流的部分，是以作曲和比賽的方式較多，除外就是在藝術

節時做大合演。 

 

問：那您對於台灣本土鼓文化將來的發展，及走到國外的看法？ 

謝：台灣走到國外的部分，我目前來說，不是很想這樣做。我是覺得，台灣應該

要有自己的品牌。把自己的深度和廣度做好一點，自然人家就會來看。台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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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度和廣度都還不夠，就往外走的話，會讓人感覺沒有價值。人家會覺得這東

西沒有什麼稀奇，我們自己也很多阿。但如果台灣真的要走出去，我覺得有一個

方向可以做，就是華人圈，像加州、舊金山這些地方。台灣要先有自己的文化內

涵在，至於走到世界各地，我認為應該要讓它自然而然慢慢來。我目前沒有很大

的企圖心要做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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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二 

 
訪談對象：台灣「新象文教基金會」創辦人   許博允先生（以下簡稱許） 
訪談時間：2008.11.9 
訪談地點：新象文教基金會（位於台北市） 

 

許博允先生。（照片引用自「新象文教基金會」） 
 

 

問：新象公司當初為什麼想引進日本的「佐渡國‧鬼太鼓座」團體到台灣演出？

能否說一說背後的原因？ 

許：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創辦人田耕先生，我

覺得他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人。田耕先生出生於二次大戰之後，基本上來說，他是

一個相當反戰的人物。他曾經獨自流浪到琉球等地，他這種反戰主義的心情，跟

日本當初起戰的因素、及日本戰後整個國家的情況，是有連帶關係的。換句話說，

他是一個相當反社會制度的人物，他整個思考模式，都不願與社會相融。田耕先

生曾經跟我透露，這是他在回憶錄中都沒有提及的，就是他曾經被政府抓過，後

來逃出來，才跑到佐渡島那裡去。佐渡島在日本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那裡曾

經關過兩個天皇，是一個失意政客、文人隱士才會造訪的地方，佐渡島表面上是

一個漁村，實際上卻收容了許多身分特殊的人物。田耕先生這種出身經歷，使得

他反政府、反社會制度。 

    但等到田耕先生年紀稍長以後，他對人文精神的理解愈來愈深入，便也開始

思考一些問題了。他在體會自己的出身經驗後，認為社會上一定還有許多跟自己

一樣，不安於世、且不能適存於社會的人，於是他便開始試著收留這樣的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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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不是隨便收留，是有條件的。他把這些小孩帶在自己身邊，要他們念書、要

他們鍛鍊身體，並且叫這些小孩學習日本古代的傳統---打鼓。打鼓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練習呼吸、要有背力，於是他也開始要求小孩們要慢跑，並學習日本武士

道精神、還有中國的禪宗思想。田耕的這種做法，感化了許多青少年，使他們成

為社會上很不一樣的人。 

    田耕後來為了推行自己的藝術理想，還不斷去尋找其他人的協助。像三島由

紀夫就是他的朋友，幫了他許多事，另外還有一些作曲家及企業家。田耕不像一

般的傳統人士，他會主動去尋找一些資源，來支持他。我從這些地方開始了解田

耕這個人，後來慢慢跟他認識，就覺得這個人很特殊，是一個真正的文人術士。

而我對田耕所創立的「佐渡國‧鬼太鼓座」，也漸漸開始想了解。只是剛開始並

沒有什麼正式跟他接觸的機會，僅只於耳聞而已。 

    我聽過許多田耕先生的事情，像他帶團到美國波士頓演出、到法國皮爾卡登

演奏廳演奏這些事。他率團到波士頓去，集體參加馬拉松活動。在參加馬拉松之

前，其實團員們已經慢跑巡迴美國演出將近三年了，但馬拉松當天，團員們跑完

全程四十六公里，到達終點站以後，全體又再登上舞台，繼續打了一個小時的鼓！

這個舉動震驚了所有西洋人，跑馬拉松已經相當累了，他們竟然還登台表演！「佐

渡國‧鬼太鼓座」從此震撼了全世界，我也因此耳聞了這個團體。 

    那是什麼樣的機緣，讓我接觸到「佐渡國‧鬼太鼓座」呢？當初我是去美國

宣揚國粹，推銷台灣的雲門舞集這個表演團體。在接洽演出機會的因緣下，我遇

到了「佐渡國‧鬼太鼓座」在美國的經紀人---Kazuko Hillier。Kazuko Hillier 是

一個日本人，嫁到了美國，因此相當了解如何將日本的藝術推展到美國去，田耕

先生便是委託她替「佐渡國‧鬼太鼓座」在美國做經紀活動的。Kazuko Hillier

後來幫助我，讓台灣的雲門舞集到美國做演出，因此為了回報，我便把日本的「佐

渡國‧鬼太鼓座」引入台灣做表演。 

    「佐渡國‧鬼太鼓座」是一個相當傳統的表演團體，在台灣能不能受到歡迎，

我很沒有把握。那時我先把「佐渡國‧鬼太鼓座」安排到台北體育場等小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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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場所，沒想到竟然爆滿。吳靜吉先生看到這個消息，便告訴我，「佐渡國‧鬼

太鼓座」的表演特色便是露屁股，如果把它弄到西門町的看板做廣告，票房一定

更好。我便照吳靜吉的話做，把「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演出劇照放到國泰百貨

前面的廣場。一堆女孩子看到這個廣告，便拉著男朋友的手說：「我要去看這個！」

我第一次感受到，原來男人的屁股也是有票房的。 

    田耕先生後來跟「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理念不合，離開佐渡島。「佐

渡國‧鬼太鼓座」也分裂成「鼓童」和「鬼太鼓座」兩個團體，現在則是「鼓童」

經營得比較好，真正繼承了田耕先生的精神，且常常與知名作曲家合作。我也曾

安排「鼓童」來台灣演出，也是造成轟動，這是台灣有史以來，第一次有民族藝

術表演受到如此的歡迎。 

 

問：新象公司多年來一直持續與「佐渡國‧鬼太鼓座」交流合作，能否談一談您

對他們的看法？ 

許：「佐渡國‧鬼太鼓座」在田耕先生還在的時候，我認為他們一直能維持那種

外表鄉土、裡面觀念又很摩登的風格。田耕先生的學養非常優雅，他不是音樂家，

也不是「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者，但他是一個精神領導者。「佐渡國‧鬼

太鼓座」在田耕先生領導的時候，他們的社會關係一直相當好。後來「佐渡國‧

鬼太鼓座」分裂，就變成了兩個不同風格的團體。我認為分裂後的「鼓童」，是

具有較軍事化的管理方式的。「鼓童」有一百多個團員，團員有時候還要在佐渡

島的崖壁上倒吊，一邊練體力，一邊打鼓，有點像是集中營，相當的企業化、軍

事化，他們還跟李安的電影「臥龍藏虎」合作過。相較之下，「鬼太鼓座」的局

面就比較小，只有十幾二十個人。 

我認為「佐渡國‧鬼太鼓座」在發揚日本戰後的民族精神、民族自信這方面，

是相當有貢獻的。他們將傳統的藝術文化、哲學，推展到了現代的社會之中，我

相當喜歡田耕先生這個人。但「佐渡國‧鬼太鼓座」在企業化之後，就變得缺乏

彼此之間的互動，商業氣息過於濃厚，這是我比較憂慮的一點。尤其田耕先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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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後，整個團體愈來愈商業化，我覺得相當遺憾。後來「佐渡國‧鬼太鼓座」來

台灣演出，影響了「優人神鼓」的成立。「優人神鼓」採用了與「佐渡國‧鬼太

鼓座」相當類似的做法，想尋找自我的語言。不過「優人神鼓」現在在形式上，

已經慢慢用劇場的觀念來做改變了。他們不是慢跑，是用走的，想用修行來做為

藝術的中流思想。不過「優人神鼓」毫無疑問是受到「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影

響的，在西洋人的眼中，這兩個團體其實是屬於一類的。我曾經把「優人神鼓」

和「佐渡國‧鬼太鼓座」這兩個團體湊在一起，讓他們有私底下互相交流的經驗，

但他們之間的互動卻不是很多。 

 

問：「佐渡國‧鬼太鼓座」多年來，一直持續來台灣演出，台灣的觀眾對他們的

表演風格，一般的反應如何？是否有繼續發展的市場空間？ 

許：觀眾對「佐渡國‧鬼太鼓座」演出的反應，與愛爾蘭踢踏舞有異曲同工之妙。

大家去看「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目的是想去感受它的 bit，人的一種基

本 bitting。愛爾蘭踢踏舞也是 bitting，它跟人的心跳是有關連的。從藝術、音樂

上來看，世界上受歡迎的曲子，大部分都是中庸速度的，這跟人的生理現象都是

有關的。所以「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是相當受到觀眾的喜愛的，因為它跟

人自己本身的心跳、呼吸，是息息相關的，鼓聲就代表著心跳聲。我覺得「佐渡

國‧鬼太鼓座」在台灣的市場是可以永久持續的，只是它過於商業化的後果，我

認為會有損於它演出水準的深度。雖然融入一些娛樂性的表演內容，可以擴張市

場，但相較而言，也會使它的價值感因此弱化了。目前因為時代的改變趨勢，新

象公司已經沒有再繼續邀請「鬼太鼓座」來台灣演出了，尤其是「鬼太鼓座」現

在的操作方式，以及對自我的概念，都不是很清楚，所以我們沒有再邀請他們來

台灣了。不過我仍然相當尊敬「鼓童」和「鬼太鼓座」這兩個團體的，「鬼太鼓

座」相當民俗性，而「鼓童」則很國際化。只要他們有次序地前進，不要貪圖太

多，一定都能持續發展下去的。「鬼太鼓座」的團員去歐洲表演，還會特別從那

裡寄一張卡片給我，說他們很思念我，他們都是很有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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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三 

 
訪談對象：台灣「優人神鼓劇團」藝術總監   劉若瑀小姐（以下簡稱劉） 
訪談時間：2008.11.22 
訪談地點：優人神鼓 36 表演坊（位於台北縣） 

 
劉若瑀小姐。（照片引用自「優人神鼓」） 

 

 

問：聽說您數年以前曾經觀賞過「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並覺得相當欣賞。

能否談一談當時的經過？ 

劉：我去看「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是在 1982 年的時候，我去美國念書

時，我是在美國林肯中心看的表演。我去看的時候，那時他們演員的年紀看起來

都滿大的，我比較喜歡的是他們坐在那裡打小鼓，我覺得大太鼓還好，我比較喜

歡的是他們的小鼓。他們坐在那裡不動，小鼓從很小聲一直打，打到最後很大聲，

整個林肯中心的迴響就變得很大，但後來又慢慢地變得很小聲，我對這個景象印

象相當深刻。他們都是不動的，給人一種很安靜的力量。我覺得他們跟其他的表

演比起來，是比較花俏的，他們還會運用跑步機和菜刀等一些道具，來增加效果。

其他像三味弦那些表演，我覺得他們也都是在秀技術的感覺。 

    我後來在台灣的國家戲劇院，還有看一次「鬼太鼓座」的表演，但我覺得比

較起來，我比較喜歡「佐渡國‧鬼太鼓座」時代的風格。「佐渡國‧鬼太鼓座」

的表演相當沉穩、內斂，「鬼太鼓座」的表演，我覺得已經過於商業化了。我也

有看過日本其他一些太鼓團體的表演影片，像「鼓童」、「TAO」等，他們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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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就是比較花俏的。 

 

問：一般都認為，您之所以成立「優人神鼓」，是來自於觀賞「佐渡國‧鬼太鼓

座」後才受到啟發。而事實上，「優人神鼓」和「佐渡國‧鬼太鼓座」在表演風

格上，也有許多類似點。能不能談一談「優人神鼓」的成立跟您觀賞「佐渡國‧

鬼太鼓座」是否有直接的關係？ 

劉：我們跟「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演出風格是相當不同的。基本上，「優人神

鼓」的成立跟「佐渡國‧鬼太鼓座」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當初我本來是想研究一

些台灣民間傳統儀式的東西，像是車鼓陣、跳鼓、獅鼓、踩高蹺、八家將、歌仔

戲等，於是我就在台灣各地學習相關的陣頭、技藝，我原本並沒有特別想以鼓來

做表演主角。我的目的是想透過台灣民間傳統的儀式，來認識台灣這塊土地的文

化。後來我去北港調查獅鼓的時候，就有人介紹我黃誌群老師，說他廣東獅鼓打

得很好。黃老師十一歲的時候，就開始打廣東獅鼓，他是完全沒有接觸過日本的

太鼓表演的。他除了打鼓，還打中國拳、去印度打坐。所以我們的表演，是以廣

東獅鼓為基礎，再融入一些印度的禪修精神，跟日本太鼓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

們是打鼓、打拳、打坐，融合在一起，跟「佐渡國‧鬼太鼓座」的那種單曲表演，

也是很不一樣的。 

    雖然「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慢跑跟「優人神鼓」的雲腳，在某些地方是有

點類似，但我們並不是承襲他們而來的。事實上，雲腳這個活動，早在我考察台

灣傳統藝術的時候，便已經在做了。我是從一位老師那裡得來的靈感，並不是模

仿「佐渡國‧鬼太鼓座」的。 

「優人神鼓」的特點是一直很堅持藝術與自然的關係，所謂的自然除了指大

自然之外，還包括一些與人類本質相關的問題，簡單的說就是「道」。一般外界

都只看到「優人神鼓」的「藝」的部分而已，但事實上，我們是「道」與「藝」

融合在一起的。我覺得山對「優人神鼓」來說，是一項很重要的東西，我們的排

練場就在山上，回到山上藉由自然的力量，讓我們的演員接受環境的訓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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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鼓」的排練場只是一個稍加固定的亭子而已，亭子可以感受到外界的溫度、

溼度，因為如果進入山上還是關在建築物裡，那就跟在山下都一樣了阿，沒有自

然的精神了。 

 

問：就您所知，日本太鼓的表演風格，例如「佐渡國‧鬼太鼓座」，對台灣的鼓

文化圈，有沒有造成什麼影響？ 

劉：台灣的鼓，像「九天」、「十鼓」，我並沒有看過很多他們的表演。但就我所

知，「九天」、還有南部一些醒獅團，其實風格是跟日本太鼓相當類似的，都是模

仿日本而來的。日本太鼓表演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其實還好。台灣有自己傳統

的獅鼓、跳鼓，所以台灣的鼓，不見得一定有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的太鼓，像

「佐渡國‧鬼太鼓座」，我覺得反倒來說，他們對世界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像我

以前在美國看「佐渡國‧鬼太鼓座」打鼓、跑馬拉松，我就覺得他們是滿令人尊

敬的。他們在體能的身體力行這一方面，是相當令人尊敬的。在美國跑馬拉松時

的「佐渡國‧鬼太鼓座」，我覺得是他們最頂盛的時期，他們那時給人的印象、

對整個大環境的影響，都是相當強烈的。 

 

問：您對台灣鼓文化的推廣與傳承，有什麼看法？ 

劉：「優人神鼓」在推廣自己的表演方面，並沒有什麼特別的市場開發。我們的

想法是，先把自己的演出內容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演出內容好，自然就會有觀

眾來看，有人來邀請你演出。把你的風格、定位、訓練方式，達到一個精準的程

度以後，別人就會發現你的特殊性，人們自然就會喜歡你的表演了。而如此一來，

台灣的鼓藝術自然就會慢慢推展出去。 

    至於「優人神鼓」在鼓文化的傳承方面，目前則是有開設一些成人訓練班，

還有景文高中的景文班。我們的教學比較困難的是，我們不只要打鼓，還要打拳、

打坐。有的音樂系學生來學，他的體能就不夠好；而有的體育系學生來學，他的

音樂性卻又不夠。我們的訓練與要求，是希望能三者合一的。我們現在成立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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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鼓景文班，必須要學一些鋼琴、西洋打擊、中國鼓、視唱聽寫、樂理，還有

體操、平劇基本功、武術、舞蹈、神聖舞蹈等。上這些課，對年輕人來說，是一

種比較好的修行方法，它可以提升一個人的內在、統合他的理智情感。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教學生們一些客觀劇場的課。這些學生都要先通過考試才能進來，我們

一屆大約招收二十個學生左右。我們目前只有限定景文高中的學生才能進來，將

來有機會，或許會再繼續往外推展，但目前訓練景文班的學生，對我們來說已經

相當吃力了，所以沒有再往外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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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四 

 
訪談對象：日本「淺野太鼓博物館」館長 

日本「鼓童太鼓集團」理事長   淺野昭利先生（以下簡稱淺野） 
訪談時間：2008.11.29 
訪談地點：日本淺野太鼓博物館（位於石川縣白山市） 

      
日本淺野太鼓博物館。（林芸伊攝於日本石川縣） 

 

 

問：日本太鼓文化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可以說已經相當成熟而繁榮。請您就日

本目前的太鼓文化產業，如太鼓的製造販賣、太鼓的教育事業、太鼓的表演活動、

以及太鼓博物館等，做一個簡單的說明。 

淺野：日本的太鼓文化現在雖然可以說是相當繁榮，但事實上，這個現象已經開

始由巔峰轉而向下滑落了。原因是日本的市町村這些地方單位，在最近幾年，有

慢慢合併的趨勢，甚至在平成年間，由原本的三千八百萬個單位，合併到剩下一

千八百萬個單位。而日本絕大多數的太鼓團體，原本都是由市町村這些單位在營

運的，他們經常會舉辦一些博覽會、節慶活動，以此來支持日本的太鼓文化，因

此，隨著市町村單位的合併、減少，日本最近幾年的太鼓文化，也開始逐漸呈現

出一種衰退的景象，慢慢欠缺表演資金、表演場地的來源。日本的太鼓活動最繁

榮的時期，也是我們這個博物館最經營最好、節慶活動最多的時期，是在大約四

年前，也就是平成 16 年左右。至於現在，日本的太鼓文化則是已經慢慢開始下

滑了，甚至會有消失的危機，因此，大家都在極力保存這項傳統的產業，各個地

區的團體，都在儘量舉行一些比賽、演奏會等，以維持太鼓文化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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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趨勢，則是相較於民俗團體的演出而言，太鼓的音樂演奏，有逐漸增

加的傾向。原因是日本的太鼓文化，已經愈來愈強調藝術性了，不再像以前一樣，

只停留在民俗藝能的領域而已。以前的太鼓演出，都不能像鋼琴、小提琴一樣，

看著譜來表演，但現在已經逐漸改變了，太鼓的演出逐漸脫離民俗藝能，變得相

當音樂性，可以看譜來敲打，而太鼓音樂的表演團體，也愈來愈多。有的太鼓團

體，一年甚至可以賺到十億円的演出收入，而一個月賺好幾百萬的個人鼓手，也

都不在少數。這就是目前日本太鼓表演集團的現狀。簡而言之就是說，日本太鼓

文化的現狀，是民俗團體愈來愈蕭條，而專業太鼓音樂表演團體，則愈來愈多。

日本的太鼓文化產業從以前到現在，幾乎全部都是由民間自主性在維持推廣的，

日本政府幾十年前雖然頒布了文化財保護法，想推廣一些傳統文化，但事實上，

政府的成效是相當有限的，幾乎全部都是民間各種團體在努力保存太鼓文化而

已。 

至於太鼓的博物館，目前則是有淺野太鼓博物館、宮本卯之助博物館、還有

愛知縣的濱松音樂博物館等，淺野太鼓還有在製作太鼓，現在一年的太鼓產量，

大約是八千個太鼓左右，約佔日本一年太鼓生產量的 90%。而太鼓的教育，目前

在學校則還是相當缺乏，因為太鼓練習時，鼓聲相當大，會吵到上課，所以現在

學校還沒有在教太鼓，想學太鼓的人，都是要到那些專業太鼓集團接受教育才可

以，一般的學校是沒有的。但總體而言，日本的太鼓文化，現在確實是相當興盛，

別的國家尚且都還看不到如此繁榮的太鼓產業。 

 

問：日本現在這股太鼓風潮，與「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出現，有沒有什麼直接

的連帶關係？ 

淺野：日本的太鼓文化，一直到一九六〇年代為止，都是在神社裡或是慶典時才

可以看到，像現在這樣，把太鼓文化搬上舞台、做為音樂會來演出，那是要等一

九七〇年代，「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後。民眾開始付錢、坐在劇場裡看太

鼓表演集團的演出，這種文化藝術，都是要等「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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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日本，以前是沒有付錢看太鼓表演這種概念的。「佐渡國‧鬼太鼓座」

對日本太鼓文化的創造，確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但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人也不能遺忘。日本的太鼓文化潮流，其實不

必等到田耕成立「佐渡國‧鬼太鼓座」才開始，事實上，從一九五〇年代那時起，

日本的鄉村，其實早就開始有另一股太鼓風潮。那時在日本各地的鄉村溫泉，都

很流行一種迎接客人的歡迎太鼓，而這股風潮，和日本長野縣御諏訪太鼓的小口

大八，有著很深的關係。小口大八原本在這些鄉村溫泉裡演出，後來，他經過長

年的經驗累積，獨自開發出了一種叫做複式複打的團體太鼓表演，這是日本新型

太鼓被開發出來的開始。「佐渡國‧鬼太鼓座」的田耕，後來只是採用小口大八

的複式複打型態，然後將它商品化而已。所以田耕的「佐渡國‧鬼太鼓座」能成

功，其實背後最要感謝的，還是小口大八這個人。「佐渡國‧鬼太鼓座」雖然帶

出了日本的太鼓文化產業，但「佐渡國‧鬼太鼓座」之所以能成立，終歸還是要

歸功於小口大八這個人的。 

    原本以前在日本聽太鼓，是免費的，但田耕成立「佐渡國‧鬼太鼓座」後，

要看他的表演的人，就必須付三千円才看得到，田耕把日本的太鼓表演，商品化

了。在日本，把太鼓表演放到舞台上、把聽太鼓的觀眾請到劇場裡，這些事確實

是要歸功於田耕的「佐渡國‧鬼太鼓座」，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問：「佐渡國‧鬼太鼓座」一般被認為是日本現代創作型太鼓集團的鼻祖，能否

請您說一下「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日本太鼓界的地位及評價？ 

淺野：一般都認為，將日本太鼓表演搬到劇場裡演出，是由田耕先生所首創的。

田耕最大的功勞，就是造出了大太鼓。日本以前的太鼓表演，如御諏訪太鼓等，

都是在旁邊敲打小太鼓而已，但田耕先生卻造出了大太鼓，讓表演者用整個身體

下去表演。打鼓這個行為在日本人心中，是表明精神的動作，田耕先生把精神、

肉體、打鼓這三個行為，合而為一，創造出了舞台用的太鼓文化。日本太鼓潮流

的形成原因，我剛剛說過，必須歸功於小口大八和田耕這兩個人，但若從舞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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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也就是大太鼓和巴形太鼓來說，則毫無疑問的，完全是田耕一個人的功勞。

「佐渡國‧鬼太鼓座」1975 年到美國波士頓演出時，我也跟著去了，隨團幫他

們調整太鼓。後來有一個有名的交響樂團指揮小澤征爾先生，就是看到田耕先生

這些舞台太鼓，覺得很有趣，最後還讓自己的交響樂團和田耕的「佐渡國‧鬼太

鼓座」合作演出。我對這些事都相當清楚，所以可以很明確地說「佐渡國‧鬼太

鼓座」在日本太鼓界的定位。「佐渡國‧鬼太鼓座」毫無疑問地，是日本創作型

太鼓集團的鼻祖。「佐渡國‧鬼太鼓座」把太鼓、精神、和肉體，合而為一，所

以其他人看到了，都覺得很有趣，便紛紛開始效法它，打起太鼓了。 

    田耕當初來佐渡島，有許多事都是跟民俗學者宮本常一先生一起合作的。他

創立「佐渡國‧鬼太鼓座」時，花了許多心血，還從許多大企業家那裡，如澀澤

榮一先生等，籌了許多款。只是很可惜的，「佐渡國‧鬼太鼓座」後來分裂了，

變成「鼓童」和「鬼太鼓座」兩個團體。而其中「鬼太鼓座」，後來又再繼續分

裂，又變成兩三個小團體。「鬼太鼓座」現在沒有像「鼓童」一樣發展得那麼好。

雖然如此，但他們這些團體之間，基本上是沒有什麼激烈的競爭關係的，他們都

會彼此互相打氣，共同為日本的太鼓文化，一起努力。 

 

問：與日本其他傳統太鼓表演都不同，「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體風格，可以

說相當地現代而新穎，我認為它的表演風格裡，是有融入一些西洋音樂的要素，

才能如此。關於這點，您的看法？ 

淺野：從年代時間來看，日本的太鼓表演，直到一九八〇年代為止，風格都是相

當「強烈」的，而從一九九〇年代開始，太鼓的表演開始轉而變得相當「美感」。

也就是說，直到八〇年代為止，日本的太鼓並沒有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倒不如

說都是在表現日本自己的精神的，太鼓表演在舞台上，與觀眾面對面演出，最後

融合在一起。但從八〇年代末期開始，西洋音樂文化的要素開始進入日本的太鼓

表演裡，西洋鼓的表演方式，也就是強調節奏速度的鼓，開始被納入日本太鼓裡。

我自己的感覺是，西洋式的表演，與日本自己的表演比較起來，是給人一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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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離感的感覺，不像日本傳統表演一般，與觀眾相當親近。八〇年代以前的日

本舞台太鼓，都還是極為純粹日本式的，都是傳統的三拍，有如獅子舞那種風格，

但八〇年代以後，日本的太鼓開始轉而西洋化，變得很強調速度感了。八〇年代

以後的日本太鼓表演，已經變成無國界區分了，幾乎全世界的鼓文化風格，都被

納入日本的太鼓表演裡，搬到舞台上演出了。所以你如果看「鬼太鼓座」後期的

CD，就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們已經融入了許多西洋音樂的要素了，與他們前

期的演出風格，是相當不同的。林英哲也是這樣，本來都只是演奏日本和風式的

太鼓而已，但現在就都不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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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五 

 
訪談對象：日本「佐渡藝能傳承機構」理事長   松田祐樹先生（以下簡稱松田） 
          日本「春日鬼組鬼太鼓表演團」耆老   世田勇先生（以下簡稱世田） 

日本「鼓童文化財團研修所」秘書   千田倫子小姐（以下簡稱千田） 
          日本「鼓童文化財團研修所」研修學員 10 名（以下簡稱學員） 
訪談時間：2008.11.30 
訪談地點：日本鼓童文化財團研修所（位於新潟縣佐渡島山區） 

   
鼓童太鼓研修所。（林芸伊攝於日本新潟縣） 
 

 

問：田耕當時是在佐渡島創設「佐渡國‧鬼太鼓座」，您做為佐渡島傳統藝能研

究者，能否談一談「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創設經過？ 

松田：很可惜的，我沒有見過田耕先生。田耕創設的「佐渡國‧鬼太鼓座」，位

置大約是在佐渡島的兩津地方，也就是我剛剛開車經過之處。他是在 1969 年創

立「佐渡國‧鬼太鼓座」的，但因為後來「佐渡國‧鬼太鼓座」分裂搬走了，所

以現在在兩津地方，已經沒有任何田耕先生當時創立時所遺留下來的任何遺跡。 

    佐渡島有一項歷史悠久的傳統藝能，叫做鬼太鼓，是好幾百年前就有的民俗

節慶，現在仍持續被表演。田耕先生本來是到佐渡島創立太鼓研習學校，後來因

為看到鬼太鼓的表演，便順勢把自己創設的太鼓表演團體，取名為「佐渡國‧鬼

太鼓座」。也就是說，田耕的「佐渡國‧鬼太鼓座」，名字是直接來自於佐渡島的

鬼太鼓表演的。雖然如此，但田耕創設的「佐渡國‧鬼太鼓座」，在表演內容上，

卻完全與鬼太鼓沒有關係，兩者是截然不同的表演型式。至於田耕為什麼會把鬼

太鼓拿來做為團名，是不是因為他很喜歡鬼太鼓，這個我就不太清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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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耕在佐渡島停留了十幾年，全心經營「佐渡國‧鬼太鼓座」，但後來，田

耕和團員之間，卻因為拍電影的關係，吵架分裂了。田耕當時一心想替自己的「佐

渡國‧鬼太鼓座」拍攝記錄片，因此對電影的拍攝內容要求相當高，一直要團員

們重新演出。他為了這支「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記錄片，花費了好幾億日幣的

演出資金，最後團員們受不了，便與田耕分裂，「佐渡國‧鬼太鼓座」也因此消

失了。現在留在佐渡島「鼓童」的後代團員，還有藤本吉利等這些人，但原則上，

他們都不太願意談那些「佐渡國‧鬼太鼓座」時代的事情了，尤其是有關田耕先

生的事，他們都是絕口不提的。 

世田：其實鬼太鼓在佐渡島的歷史已經很久了，但常久以來，一直持續被傳承下

來，沒有消失。直到今天，光是佐渡島上鬼太鼓的表演團體，就有一百二十幾團，

相當繁榮，但他們一年只會表演一次，就在四月有節慶活動時。鬼太鼓的表演是

相當有民俗特色的，要提燈籠、戴鬼面具、大聲吶喊、太鼓還會插竹葉，很有氣

勢。其實佐渡島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幾百年前在這裡發現了金礦，才逐漸開始

被當時的政府注意到，慢慢發展起來的。 

    
日本佐渡島的民俗傳統---鬼太鼓。（林芸伊攝於日本） 

 

問：「佐渡國‧鬼太鼓座」或「鼓童」這些創作型太鼓表演團體，與其他日本的

傳統太鼓都不一樣，演出風格相當地現代化。能否談一談他們的演出內容中，是

不是有融入一些西洋音樂的要素？ 

松田：「鼓童」這些表演團體，我覺得可以把它們稱為「表演太鼓的洋式團體」。

不管是在作曲或舞台設計上，他們都會參考一些西洋文化的要素。例如「鼓童」

有一首演出曲子，叫做「モノグロム」，便是由一個西洋音樂家作曲，然後「鼓



 129

童」和交響樂團合作演出而成的。「鼓童」的曲子都是從世界各地的風俗中汲取

靈感作成的，例如「ウン」便是取材自佐渡的鬼太鼓，而「八丈太鼓」則是來自

於八丈島的太鼓，就像這樣，他們會從世界各地的民情中培養靈感，然後作成各

種曲子，所以當然西洋音樂也是他們會參考的對象。另外在舞台設計上，「鼓童」

也有取材自西洋舞台的一些概念。例如日本傳統的表演舞台，本來都是 360 度開

放的空間，觀眾可以從各個角度，來欣賞表演。但「鼓童」的表演舞台，卻是模

仿西洋而來的，運用所謂的「隱藏舞台」概念，將表演欣賞的地區，限定在台前

一個平面方向而已。「鼓童」雖然曾經嘗試過運用日本傳統開放舞台的方式來表

演，但卻覺得效果差很多，後來就還是恢復到洋式的「隱藏舞台」表演了。另外

在太鼓的打擊方法上，他們也都有許多模仿西洋的地方。 

千田：「鼓童」為了將日本傳統民俗節慶的太鼓表演搬上舞台，因此採用了團體

表演的方式，有如交響樂團一般，把團員排列組合，然後放到舞台上表演。除此

之外，西洋音樂在「鼓童」的演出中，也佔有很大的重要性。如「モノグロム」

這首曲子，便是西洋音樂家取材自西洋的古典音樂，而替「鼓童」寫的曲子。因

此，「鼓童」雖然是日式的太鼓團體，但在打鼓方式上，卻融入了許多西洋古典

的要素，跟以前的日本太鼓表演，是相當不同的。其實不只是西洋，「鼓童」在

表演型態上，基本上是相當世界性的，有時候還會加入一些印尼、中國等世界各

地方的表演風格。現在團員們在舞台表演時，身上所著的丁字褲，便是汲取自法

國藝術家皮爾卡登的靈感而來的。 

 

問：「佐渡國‧鬼太鼓座」後來分裂成「鼓童」和「鬼太鼓座」，就表演風格而言，

這兩個團體在繼承田耕的理念上，有沒有持續維持？ 

松田：「鬼太鼓座」後來搬到靜岡縣去了，我對「鬼太鼓座」並不是很了解。至

於留在佐渡島的「鼓童」，現在則還是繼續努力想將自己所在地佐渡島的風情，

融入表演裡。「鼓童」的團員在成為舞台上的表演者之前，都必須先練習將自己

變成佐渡島的島民的。另外，「鼓童」現在還是延續著田耕當年所創的研修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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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入「鼓童」演出的年輕人，都必須先在研修所研修兩年後，才可以上台表演。

比較不同的則是，田耕當初的目標，只是想成立一所研習太鼓的學校而已，而現

在的「鼓童」，則是除此之外，更努力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完全專業的太鼓表演集

團，將知名度打到全世界中。目前就我所知，不管是「鼓童」或「鬼太鼓座」的

團員，都相當不願意談到田耕先生以前的事了，這是他們的忌諱。 

 

問：「鼓童」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的太鼓集團，能否談一談他們的經營理念？ 

松田：「鼓童」的經營手法相當地多元，包括鼓童村、鼓童研修所、鼓童文化財

團、「地球的祭日」節慶活動、國內外巡迴演出、以及各種工作坊等。但關於經

營方面的市場績效、成果等，屬於內部資料，基本上他們是不會對外公開的。現

在在日本，政府都會扶持保護一些傳統文化藝能的無形文化財，因此像「鼓童」

這種太鼓表演團體，都會受到一些政府的補助，以維持開銷。但基本上而言，政

府補助的部分也不是太多，「鼓童」原則上還是必須靠自己來籌募基金，因此，

基金資源不足時，「鼓童」的營運基本上也是相當困難的。 

    佐渡島的市政府為了推廣太鼓文化，兩年前還在這裡成立了一個太鼓交流會

館，提供市民一個體驗太鼓的場所。現在這個會館，就是委託「鼓童」的財團法

人在經營的，市政府每年僅補助兩百萬日幣而已，所以「鼓童」現在都是虧損。 

 

問：「鼓童」常年巡迴於世界各地做演出，就「鼓童」來看，這些節目演出，對

世界的文化有沒有造成什麼影響？ 

千田：我們到世界各地演出，會與各個地方不同的音樂文化相遇，接觸許多日本

所沒有、跟日本不同的節奏。我們碰到了很多日本看不到、用身體來表現太鼓的

精緻音樂文化，這都是日本人模仿不來的。而「鼓童」藉著自己的世界公演，也

在無形中，慢慢將日本的太鼓文化推展、介紹到其他國家去。每個國家都有自己

的文化風格，而在接觸之中，就會彼此慢慢認識對方了，「鼓童」1993 年也有去

過台灣公演。「鼓童」最大的希望，便是讓別的國家的人，也能對日本的太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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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起共鳴、成為音樂上的朋友，進而發展出一些日本人做不到、世界上更新穎

的太鼓藝術吧。 

松田：事實上，日本人現在的太鼓風潮，已經延伸到北美洲去了。幾年前，在北

美洲一些日本人的移民者之中，已經逐漸開始興起一股太鼓風潮，到目前為止，

日本人在北美洲，已經成立了上百個太鼓表演團體了。這是日本太鼓發揚到國外

最好的例子。 

 

問：身為「鼓童」的研修學員，常年在佐渡島研習，你們有什麼感想？ 

學員：我們現在的學員，大概都是二十歲左右而已，有的人是學校畢業後就來學，

有的則是工作幾年以後才辭職來學的。研修所以前是一座學校，後來學校被廢，

就改成現在這個樣子了，我們睡覺的地方在學校二樓，是以前的教室。我們在這

裡沒有放假的時候，每天都要不停地打太鼓，早上練習兩小時，下午練習三小時。

除此之外，還要種田、做飯、上課，過年也不能回家。雖然很辛苦，但我們都很

喜歡太鼓，所以會一直努力下去，不會放棄的。我們大家都希望研修期滿後，能

正式成為「鼓童」的團員，到舞台上演出，將來有機會，也都希望能到台灣去看

看。 

松田：基本上進入「鼓童」研修所研習的學生，是要自己付學費的，一個月要交

五萬日幣。而且研修期滿後，也不一定就能留團演出，要通過測驗才可以，所以

很多人後來都跑到其他團體表演了。「鼓童」一年只收十名學生，研修期間則是

兩年。另外，有一些媒體報導，加入「鼓童」的學生都是一些行為不檢的學生，

我在這裡要特別澄清，這是一種不實的說法。「鼓童」的學員都是要在山區裡研

習的，必須適應清苦的生活，才能養成刻苦耐勞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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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錄六 

 
訪談對象：日本「飛鳥組太鼓集團」團長   宇野寬至先生（以下簡稱宇野） 
          日本「野武士太鼓集團」團長   川原幫裕先生（以下簡稱川原） 
          日本「飛鳥組太鼓集團」與「野武士太鼓集團」團員 15 名 
訪談時間：2009.1.24 
訪談地點：十鼓文化村（位於台南市） 

   

2009 年十鼓文化村新春十鼓節。（林芸伊攝於台南十鼓文化村） 

 

注：「飛鳥組」太鼓集團位於日本奈良縣，是日本關西地方最大的太鼓集團；「野武士」太鼓集團位於日本

九州，是日本獨一無二將武士精神融入太鼓的集團。「飛鳥組」與「野武士」都是日本目前相當具代表性的

和太鼓表演集團，於 2009 年春節，應謝十先生的邀請，來台南十鼓文化村駐園演出。 

 

 

問：能否談一談您加入和太鼓表演集團的動機？為什麼想從事和太鼓的相關工

作？ 

宇野：日本現在和太鼓表演團隊相當的多，不可否認的，這個現象受到田耕先生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但我們的飛鳥組太鼓集團，是創團

人飛鳥先生，在 1990 年時設立的。飛鳥先生原本並不是從事太鼓相關工作，而

是以表演日本舞蹈為主的。他學的是飛鳥流的舞蹈，後來學有所成，成為了一名

舞蹈老師。但他之後有機會，又接觸了日本的太鼓，才把日本的舞蹈與太鼓，結

合在一起，創立了飛鳥組太鼓集團。與日本現在其他一般的太鼓集團都不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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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組融合了日本舞蹈的豐富內涵和日本太鼓的強烈風格，相當有特徵。我自己之

所以會加入和太鼓表演集團，是因為高中的時候，接觸了學校的太鼓社團。我看

了許多太鼓的表演，雖然並沒有什麼很特殊的動機，但就開始想學一些與太鼓有

關的表演。之後高中三年，便一直學習一些太鼓的技法，走上了太鼓表演這條路，

然後大學畢業後，便加入了飛鳥組太鼓集團。我們團裡的團員，很多都是小學或

中學時代，便在學校的太鼓社團或是自己家鄉的民俗節慶活動裡，接觸太鼓，因

為很喜歡太鼓，便加入團裡。現在在日本，學校教育裡並沒有與太鼓相關的學習

管道，想學太鼓的話，都是要自己到外面的太鼓表演團體見習、進修，日本的學

校裡，並沒有與太鼓相關的科系或學習資源。我們都是在學校的課程結束，放學

以後，自己利用閒暇時間學太鼓的。 

川原：我從小在自己家鄉的節慶活動裡，就在打太鼓了。小時候打民俗風格的太

鼓，後來轉到藝能太鼓的領域，然後在 1997 年，便自己成立了一個和太鼓集團

「野武士」。我在成立「野武士」之前，其實還曾經加入過西洋樂團打過鼓，有

一點西洋音樂的基礎經驗，後來才自己創團的。 

        

宇野寬至團長。       筆者訪談中。                  川原幫裕團長。 

（林芸伊攝於台南） 

 

問：日本的太鼓文化相當繁榮，有各種各樣的太鼓文化。在這許多種的太鼓文化

中，您為什麼會選擇和太鼓表演集團的演出方式，而不是其他的民俗太鼓或藝能

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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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野：我之所以會選擇和太鼓表演集團的演出方式，是因為從高中以來，所接觸

的太鼓文化，便是和太鼓表演。在日本，要學習藝能太鼓，便要到歌舞伎或能劇

裡的團體裡學習，但要觀賞這些藝能太鼓，須要花相當多的錢才能看到，因為它

們的入場票都很貴，我花不起這麼多錢，所以便沒有走上藝能太鼓的路。至於市

鎮裡的民俗太鼓，則是因為他們的學習傳承，是繼承制的，就是由父親教給兒子，

然後由兒子繼承演出，我的家裡本身並不是民俗太鼓的環境背景，所以也沒有機

會學習民俗太鼓。相較而言，和太鼓表演在日本，就顯得平民多了，一般大眾都

有很多觀賞的機會，而我從高中時起，所接觸的太鼓，便一直是和太鼓表演團體，

因此學校畢業後，便加入了飛鳥組太鼓集團。 

 

問：您認為自己所在的太鼓音樂團體，最大的特殊點在哪裡？而對於日本太鼓將

來的傳承與推廣，您有什麼看法？ 

宇野：日本現在的太鼓集團，大多是田耕先生成立「佐渡國‧鬼太鼓座」後，才

慢慢出現。日本太鼓現在不斷往外推廣，不只在日本造成潮流，在歐洲、美洲，

現在也都慢慢出現一些模仿的和太鼓團體了。基本上，我認為，在這些大大小小、

各種各樣的太鼓團體中，並沒有所謂的優劣之分。大家各有風格，各具特色，不

是好與壞的問題，重要的是，所呈現出來的團體風格。就好像吉他的表演一樣，

有爵士風格、有搖滾風格，你不能說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不好，他們各有專業。

太鼓也是一樣，你不能說哪個團體比較專業，哪個團體比較淺薄，這不是誰好誰

壞的問題，重要的是，大家各有特色。飛鳥組也是有自己的特色，並且我希望，

能把飛鳥組的演出，不斷傳承、不斷推廣，讓大家都能欣賞到。飛鳥組有自己的

團體風格，我們透過團內的研習制度，把自己的風格，不斷沿襲下去，只要有想

學習飛鳥組表演風格的人，都可以進入飛鳥組，經過一年的訓練後，便可以上舞

台演出了。我們大家都盡力為日本的太鼓音樂做努力，希望有一天，能把現代型

的太鼓演出，介紹給歐美國家認識，並把它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去，讓大家一起

欣賞和太鼓的特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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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原：「野武士」最大的特點，便是將日本武士的要素，加入了太鼓的表演中。

一般的太鼓表演集團，都是上台敬禮、下台鞠躬，我們卻不這樣做，我們像武士

一樣，很豪放自然地做演出，把日本武士道的精神，都融入太鼓的表演中，這是

在日本其他太鼓團體中，都看不到的最大特色。 

   

筆者與「野武士」。       筆者與「飛鳥組」。     演出劇照。 

（林芸伊攝於台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