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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一、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西元 1969 年，成立於日本佐渡島的一個太鼓表演團 

體---「佐渡國‧鬼太鼓座」為目標。1970 年代以後，在日本各個縣市城鎮裡，驟

然興起了一股狂熱的太鼓風潮（注 1）。太鼓的製作與販賣、太鼓的教育學習、

太鼓的表演活動、以及太鼓博物館等，在各地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日本市民

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日本國內的太鼓文化，可以說已然發展

到了一個前所未有、世所罕見的巔峰狀態。瀰漫在日本全國上下那股濃厚的太鼓

風潮，就日本太鼓文化的發展史而言，實是一個前所未見的繁榮景象。近幾十年

來，已經有許多相關人士，將研究目標逐漸轉向這個奇特的太鼓文化現象，對它

的生成因素，提出了諸多解釋。然而不可否認的，在許多主觀及客觀的環境背景

之外，日本這項獨特的太鼓潮流，與西元 1969 年在佐渡島成立的「佐渡國‧鬼

太鼓座」，是有著密不可分的連帶關係的。「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對這股

方興未艾的太鼓潮流之形成，具有著極為關鍵的影響力。沒有「佐渡國‧鬼太鼓

座」的出現，日本是絕對沒有形成這股太鼓風潮的資源與條件的。「佐渡國‧鬼

太鼓座」引領了日本國內的太鼓產業發展，也象徵著日本太鼓藝術前所未有的成

就。「佐渡國‧鬼太鼓座」是整個東亞文化圈中，第一個誕生的現代創作型專業

太鼓表演集團（注 2）。它打破了傳統的束縛，在吸取西洋音樂的精神中，獨自

開發出了一種創新的太鼓打擊方法。而在西元二十世紀末葉，「佐渡國‧鬼太鼓

座」這種極為特殊的演出風格，不僅連帶促使了日本國內成立了上萬個類似的太

鼓團體，甚至影響到了台灣，促成了「優人神鼓」、「九天」、「十鼓」等表演團體

的成立。筆者回溯整個日本太鼓文化的發展簡史，以期能對「佐渡國‧鬼太鼓座」

的成立原因、及歷史定位，提出合理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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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年，「鬼太鼓座」即曾應新象文教基金會的邀請來台巡迴演出，造成轟

動；1988 年，受到「鬼太鼓座」的影響，台灣的劉若瑀小姐也隨之成立「優人

神鼓」表演劇團。筆者自幼即接觸許多太鼓的表演文化，對其獨特的風格，一直

印象極深。直至 2007 年 10 月，筆者更跟隨著一群台灣的新聞媒體記者，一同到

了日本山口縣，採訪「鬼太鼓座」的節目演出（注 3），並於一年後的 2008 年 11

月，再度造訪「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創團地---佐渡島（注 4）。在幾天的隨團

參訪過程中，筆者深入地認識了日本的太鼓藝術表演領域，以及一批成熟而專業

的擊鼓人員。「佐渡國‧鬼太鼓座」，這個對台灣文化影響相當深遠的團體，打開

了筆者研究日本太鼓藝術的大門。 

1984 年，「佐渡國‧鬼太鼓座」即首次來台演出。筆者那時還很年幼，但當

時看到他們的表演時，已被他們純熟、專業的技能，深深撼動了。只是，對於日

本的太鼓文化，筆者當時僅有表面的認知，並沒有很深入的理解。後來，筆者又

不斷在各種場合觀賞日本太鼓團體來台灣的演出，以及一些台灣本土的鼓藝表

演，而逐漸引發筆者研究日本太鼓的強烈動機。2007 年以後，筆者有幸到日本

參訪了「鬼太鼓座」及佐渡島，在幾天的參訪行程之內，從團員們的日常作息、

幕後準備工作、到整場台前演出為止，都做了詳細的記錄。當時的主要團員---

吉田敬洋，成熟的演出風格、及條理分明的媒體發言，尤其給筆者帶來了極為深

刻的印象。直至現在，筆者花了將近一年的時間，研究了「佐渡國‧鬼太鼓座」

的發展歷史，及日本整個太鼓文化的起源背景，更了解了「佐渡國‧鬼太鼓座」

在日本太鼓藝術界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定位。 

對於這個影響日本太鼓文化歷史的表演團體---「佐渡國‧鬼太鼓座」，曾經

有許多學者針對它的成立基礎，做過研究。有的人認為日本二次大戰的結束，與

它的成立極有關連，有的人則認為日本民俗太鼓的舞台化，直接促成了它的誕

生。然而筆者認為，「佐渡國‧鬼太鼓座」那種脫離傳統、極具現代意味的太鼓

表演風格，在受到西洋音樂的啟迪這方面，是值得再深思的。西洋音樂那種自由

的表演模式，無疑地，在某種程度上影響了日本的太鼓界，從而促使「佐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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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太鼓座」能呈現出如此現代的風格。筆者自隨團參訪「鬼太鼓座」及實地造訪

佐渡島之後，進行了許多的資料收集、田野調查（注 5）、以及學者訪談，以期

能對日本現代這股獨特的太鼓文化現象，提出一個合理的解釋。 

 

二、先行研究 

日本的太鼓文化，在「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前，角色是相當閉鎖的。 

近現代以前的日本太鼓，沒有自己獨立的功能與地位，都是附屬在民俗、藝能、

或是宗教場合，被用來當作伴奏的器具而已。從而使得關於太鼓文化的專論，也

顯得相當微小及稀少，除了會在一些音樂史的叢書中，略為提及一筆之外，想要

閱讀關於日本太鼓文化的文獻資料，可以說是幾乎沒有。 

    然而，自從 1969 年「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日本成立之後，在太鼓界中，

已經慢慢可以看到一些有關太鼓的專書了。像是太鼓學者茂木仁史的『日本の太

鼓』、山本宏子的『日本の太鼓、アジアの太鼓』、還有淺野太鼓博物館所出版的

太鼓雜誌『たいころじい』等，儘管在數量上，研究資料還不是很多，但對想要

了解日本太鼓文化的人而言，已經可以說是提供了一個良好的基礎。 

    這些初期研究學者的專書，大多都是採取田野調查報告的方式論述而成的。

他們都是實地到日本全國各地，考察一些很有名氣的民間太鼓藝術，然後附加大

量的照片資料，以口述的語氣書寫出來。例如茂木仁史便曾經到日本秋田縣，考

察當地的民俗太鼓「綴子大太鼓」，將這項古老文化藝術的起源、現況、人力、

發展，都做了一個完整的報告，並附上照片，呈現給讀者。總而言之，這種整理

報告的書寫方式，對於那些沒有被文獻記錄的太鼓文化而言，可以說是達到了一

種文字化的作用，因此使它們能永久留存後世供人參考。然而相對而言，這種報

告式的整理工作，若從學術研究的角度來看，可以說有點過於鬆散。因為它只是

一種文字記錄的工作而已，並沒有在研究理論上提出一個很好的解釋。因此，筆

者有鑑於此，便奠基在這些初期學者的報告資料上，提出一些對日本太鼓文化發

展的理論式論述，以期能彌補這種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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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為使本論文的論述內涵更為充實，筆者同時採取多種研究途徑，兼顧動態與

靜態的研究方式，以取得更為多元的相關資料。如： 

（一）文獻資料的收集：筆者收集了許多日本有關太鼓文化的文獻資料，透過縝

密的閱讀與分析，以期能釐清各種太鼓藝術之間的發展關係及彼此間的差

異。 

（二）表演藝術的觀賞：太鼓表演是一種舞台藝術，筆者除了多次在台灣觀賞來

自日本的太鼓團體及台灣本土的鼓藝術團之演出外，更實際到日本各地田

野調查各種獨特的太鼓表演（如山口縣的「鬼太鼓座」、新潟縣的「鼓童」

等），以期能確實體會太鼓文化的內涵。 

（三）學者專家的訪談：筆者實際採訪多位日本及台灣太鼓界的學者專家，透過

問題的設計及心得的交流，以充實本論文的論述內容。訪問的學者專家計

有：日本淺野太鼓博物館的淺野昭利先生、日本鼓童表演集團的行政人員

千田倫子小姐、日本佐渡島文史工作者松田祐樹先生、還有台灣新象文教

基金會的許博允先生、及優人神鼓劇團藝術總監劉若瑀小姐等。 

 

四、研究內容 

    本論文的研究對象，是以成立於西元 1969 年，日本的一個現代創作型太鼓

表演集團---「佐渡國‧鬼太鼓座」為目標，探討它的成立背景因素、它的文化內

涵、以及它對日本太鼓文化界所造成的影響。日本的太鼓文化，最早是起始於西

元五、六世紀，日本人從近鄰的中國及韓國輸入大量的鼓以後。就時間來說，太

鼓在日本存在的歷史可以說是相當地悠久，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討太鼓文化在

日本國內這幾千年來的發展，不可否認的，它的成果是相當微小的，並沒有創造

出任何宏大的成績。從古代到近現代為止，日本的太鼓雖然被廣泛應用於民俗、

藝能、政治、宗教等場合，然而它的使用層次及功能效果，可以說都是極為淺顯

而狹窄的，並沒有展現出絲毫文化意義上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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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西元 1969 年，日本一位傳統藝術學者田耕先生，在參考一些新式的

太鼓打法後，終於打破傳統，開發出一種日本國內前所未有的太鼓表演模式，成

立了「佐渡國‧鬼太鼓座」這個專業太鼓表演集團。「佐渡國‧鬼太鼓座」在風

格及經營手法上，都不是任何其他古老的太鼓團體所可望其項背的，它現代、自

由、成熟、而又奔放，是日本國內最為典型的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環。 

    「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後，日本國內在短短幾年之內，也開始捲起一

股狂熱的太鼓風潮。太鼓教育、太鼓演奏會、太鼓博物館，紛紛在各個縣市被創

辦出來，而截至目前為止，模仿「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風格而成立的太鼓

集團，在日本國內即有一萬五千多個，令人咋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有不

少學者開始探討「佐渡國‧鬼太鼓座」這個傳統藝術創意產業在日本太鼓界的意

義與定位，並對它的誕生因素，提出了諸多的假設條件。然而筆者認為，在各種

可能的主客觀環境要素之外，西洋音樂對它的啟迪程度，是絕對不容忽視的。沒

有西洋新式擊鼓方法的啟蒙，單純從日本國內的資源與條件來看，是無法支持得

了「佐渡國‧鬼太鼓座」這個表演團體的成立的。因此，本論文首先從日本太鼓

文化的先史學調查談起，然後逐漸導入「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的年代背景環

境，除了分析它那種脫離傳統束縛的表演方式外，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它受西洋音

樂影響的這個焦點上，試圖從文獻資料中，探討它與西洋音樂之間的前後連結關

係。 

日本學界一般都將「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型態，稱為現代創作型太鼓

表演集團。它與所有古老的太鼓文化都不同，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的團體。不管是

舞台設計、肢體動作、還是經營管理，「佐渡國‧鬼太鼓座」所呈現給觀眾的，

都是一套相當完整而成熟的太鼓表演風格。若與日本原有的太鼓藝術相比，「佐

渡國‧鬼太鼓座」可以說是整個太鼓文化圈中，一個跳躍式的發展成就。筆者翻

閱了許多有關日本太鼓的文獻資料，試圖找出「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的背景

因素。筆者發現，十九世紀中葉，西洋音樂的傳入日本，對「佐渡國‧鬼太鼓座」

的創成，是有著關鍵性的影響的。明治維新的推行，引入了大量的西洋近現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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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文明、改革了日本國內的藝文環境與文化行政，也因此為「佐渡國‧鬼太鼓座」

的誕生，奠定了良好的基礎。「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日本太鼓史上的出現，可

以說是奠基於整個改革後的西洋音樂文化背景。 

「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後，日本國內在短短幾年之內，便成立了上萬

個模仿它的太鼓表演集團，如「飛鳥」、「炎」、及「Tao」等。這些相似性極高的

團體，在成立宗旨及精神內涵上，都交織著兩股不同的文化力量，也就是「傳統」

與「革新」。它們的革新意識，發源自西洋音樂的自由風格；而它們的傳統思惟，

則是承繼了日本千年來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成立於二十世紀後期的這一批太鼓

團體，身處一個極為複雜的文化環境之中，也因此使它們攙雜了多元的因素，最

終達到了傳統中的革新。 

傳統與革新，並不是兩個相互衝突、背道而馳的文化概念，它們兩者之間，

其實存在著極為複雜的辯證關係。革新西化，並不意味著揚棄傳統；而根留傳統，

也不一定就是抵制變革。日本，這個東方文化圈中獨樹一格、極為特殊的國家，

在面對西洋文明入侵東方世界的十九世紀，做出了一個與眾不同、兼容並蓄的應

對方針。它沒有全盤西化，也沒有墨守傳統，它走出了一條折衷的新道路---傳統

中的革新。日本在積極西化的同時，維護了古老的文化遺產；也在固守傳統的強

烈使命感之下，做出了適當的改革。它傳統而又現代，清新中卻又揉合著古典。

這種成熟而理智的處理態度，實在值得他國的效法。日本的太鼓文化界，繼承了

自己國家近現代以來這股領導性的思惟，將日本古老而落後的太鼓文化，在保留

傳統的基礎下，適當地革新了。傳統中的革新，這股象徵日本的大和精神，自十

九世紀以來，一直領導著日本，成為日本近現代極具指標作用的思潮，也代表了

日本太鼓文化當代的民族精神內涵。 

審視當下，日本太鼓文化的傳統保存與革新西化，究竟該如何取捨才是正確

的？本文透過「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發展，來說明日本近幾年來最具象

徵性的精神指標---傳統中的革新。從檢討分析日本現代的太鼓團體中，我們將可

以具體體會到什麼是傳統中的革新。如何在傳統中達到革新？而又如何在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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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保護固有的傳統？日本自十九世紀以來，所面臨的這個時代課題，全部凝

聚縮影在太鼓文化的表演風格上。本論文將從日本太鼓集團的具體檢討中，來實

際還原日本的當代精神，並具體闡明這股思惟的真正價值。日本太鼓界這種理性

的手法，不斷引領著日本太鼓文化的前進，並使它一躍成為東方文明圈中，唯一

的太鼓文明先進國。 

本論文透過縝密的資料分析，來探討日本太鼓文化的發展歷程。論文第二

章，首先考究日本太鼓的起源；第三章則描述古日本太鼓的功能閉鎖性；第四章

承接前文，探討古日本太鼓文化之所以性格封閉的原因；從第五章開始，論述「佐

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及其背景因素；第六章則進入主題，從現代太鼓的表演

精神內涵，來分析日本太鼓文化的傳統與革新。筆者最後結論，日本近現代所採

行的這種文化產業理念，是值得東方其他國家的效法的。 

 

五、研究目的： 

    文化創意產業，是二十世紀興起的一個文化概念。如何將傳統藝術產業化，

如何將古老的文化資產加以更新保存，是世界所有國家所不得不面對的文化課

題。日本太鼓文化這項古老悠久的藝術，在 1970 年代，因為「佐渡國‧鬼太鼓

座」的成立，納入新式擊奏方法，而被革新成功了。太鼓，這項自古以來原本不

為人所重視的傳統藝術，也因此變了風貌，成為日本國內一時炙手可熱的新興文

化產業，不僅充滿了現代化的氣息，也連帶使得周邊相關的民俗藝能太鼓，再度

受到世人的重視。 

    1988 年，台灣的劉若瑀小姐，在「鬼太鼓座」至台北巡演之後，終於也自

己創立了台灣第一個以鼓為表演主題的劇團---「優人神鼓」。「佐渡國‧鬼太鼓座」

常年的國外巡迴演出，積極的推廣太鼓藝術，終於也開始在世界各個國家，引起

迴響。在日本太鼓文化正發展到極致巔峰的現在，筆者有幸跟隨著這股風潮，提

出自己對「佐渡國‧鬼太鼓座」的見解與看法，期望能將它在 1970 年代所創造

出的歷史性成果，加以記錄保存，以供後人閱讀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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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預期成果： 

    日本是台灣位處北方的近鄰國家，然而很遺憾的，就在日本國內正興起一股

太鼓風潮的時候，台灣卻對他們這項獨特的文化產業，所知不多。日本現在對太

鼓這項傳統藝術的推廣與保存，可以說投入了很大的人力與資金，不遺餘力。原

本並不受人重視的太鼓，在最近幾年，已經成為日本人人盡皆知的文化藝術了。 

    反觀台灣，雖然政府與民間已經開始重視一些傳統的藝術，然而對鼓藝這塊

領域，做法似乎仍有不足，並沒有什麼具體的成效。如何將台灣的鼓藝術加以保

存與推廣，使它也像日本一樣，成為一個既傳統又創新的文化產業，將是我們所

應繼續努力的方向。本論文透過日本太鼓文化的研究，最後提出建言，以期能將

他們太鼓發展的歷程，呈現給台灣的表演藝術界，做為我們參考的對象，並冀望

台灣能以之為借鏡，投入心力來提升自己本土的鼓藝術，並在未來結出傲人的果

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たいころじい   御諏訪太鼓の研究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5 年 4 月。（p：7） 

（注 2）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62）「佐渡國‧鬼太鼓座」

是日本第一個成立的專業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也象徵了日本太鼓音樂的起步發展。「太鼓音樂」

這個名稱，是相較於傳統太鼓而言的。在太鼓音樂成立以前，日本的傳統太鼓，原本只限定在政治、

宗教、民俗、藝能等場合，來做演出，不只功能較偏重實用性，欠缺音樂性，而且傳統太鼓的應用

角色，也相當地附屬，並沒有自己的主體性。直到「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太鼓的面貌，才大

大地轉變，成為一種以音樂為重心的主角型態。因此，後來的人，便把「佐渡國‧鬼太鼓座」以降，

所成立的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統稱為太鼓音樂。 

（注 3）2007 年 10 月，「鬼太鼓座」到日本山口縣當地的文化中心，做國內巡迴演出。當時台灣約十來位

的記者，為了採訪「鬼太鼓座」的演出內容，特別搭機到日本做了為期三天兩夜的參訪。筆者有幸

跟隨著記者團員們，一同去了山口縣做實地訪察。在三天的行程中，筆者從「鬼太鼓座」團員們的

生活作息、幕後準備工作、直到台前演出為止，都做了詳細的考察。 

「鬼太鼓座」的團員們，早上凌晨五點就起床，到下榻的飯店附近，沿街慢跑約十公里。據說

這是他們的日課，不管到哪裡做演出，團員們必定會在住所附近尋找合適的地點，慢跑幾公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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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完後，團員們便開始搬運一整批大大小小的太鼓，到演出場所。巨大的太鼓不假手他人，全部都

是由團員們自行指揮、合力拆裝而成，整個搬運、組裝的過程，大約花了一個半小時才初步完成。

到了下午，團員們在稍做彩排後，仍沒有休息，繼續為山口縣當地的小孩，特別舉辦一場「太鼓工

作坊」，由團員們親自指導小孩製作鼓槌的方法。三天兩夜的行程，筆者從「鬼太鼓座」團員們幕

後的生活、排練，一直到正式台前演出為止，都做了詳實的記錄。再加上記者們中間穿插的訪談、

提問，例如：「鬼太鼓座」的大太鼓，為什麼繪有三匹馬的圖形？「鬼太鼓座」的團員在表演前，

有沒有什麼特殊禁忌或規範？「鬼太鼓座」常年在外地巡迴演出，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是不是都被

犧牲掉了？「鬼太鼓座」演出時的動作，有什麼樣的特色？這次的參訪，對筆者來說，可以說是收

穫相當豐富的一次經驗。 

（注 4）2008 年 11 月，筆者至日本最具規模的太鼓博物館---石川縣「淺野太鼓資料館」，與該館的館長淺

野昭利先生，進行了一個多小時深度的太鼓文化訪談。訪談內容主要是要取證，日本現代這種獨特

的太鼓表演風格，有沒有受到任何西洋音樂的具體影響。訪談完畢後，筆者直接驅車至日本新潟縣，

搭兩個多小時的渡輪，造訪「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最初創團地---佐渡島。在佐渡島的參訪行程中，

筆者有幸受到當地文史工作者松田祐樹先生熱情的招待，遍訪了佐渡島內所有與「佐渡國‧鬼太鼓

座」有關的遺跡。除了實際觀賞「佐渡國‧鬼太鼓座」名稱由來的「鬼太鼓」表演之外，並參訪了

「佐渡國‧鬼太鼓座」後代團員所成立的「鼓童太鼓研修所」。 

（注 5）包括 2007 年 11 月，台南「十鼓文化村」所舉辦的太鼓藝術節；2007 年 12 月，「鬼太鼓座」來台巡

迴演出之台北場及高雄場；2008 年 3 月，台灣「優人神鼓」在木柵小劇場的公演；2008 年 4 月，「鬼

太鼓座」至台灣苗栗西湖渡假村駐園演出；2008 年 5 月，朱宗慶打擊樂隊團在台北舉辦之國際打擊

樂節---「擊動新時代」；以及 2008 年 6 月，日本「Tao」太鼓來台北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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