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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古代閉鎖的太鼓文化 
                                             

 

不同於傳統的日本古代歷史分期（即古墳時代→飛鳥時代→奈良時代→平安

時代），西元五世紀~六世紀這段時間，對日本音樂史來說，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分

水嶺。五世紀以前，日本整體音樂環境相當落後，與鄰近國家的交流也並不是很

繁盛。當時日本國內的表演型態，如前章所述，只有簡單幾種，如墳前歌舞、歌

垣。但到六世紀的時候，日本開始從中國、韓國、西域、南洋群島及印度，輸入

大量的音樂文化，各種類型的歌舞表演及樂器，開始在日本繁榮地發展（注 1）。

太鼓也在這個時期，傳到了日本。日本接受的外來太鼓文化，並非只限於樂器種

類的輸入，整個太鼓的表演方式及演出內容，也大量地被日本所採用。 

目前所知，六世紀到八世紀，傳入日本的太鼓種類，計有締太鼓、細腰鼓、

羯鼓、三之鼓、荷太鼓、雞婁鼓等種類。而伴隨而來的太鼓表演方式，也立即被

日本所吸收模仿。日本於奈良到平安時代，太鼓文化迅速地起步發展，廣泛地應

用於伎樂、雅樂、神樂中。 

從古代到中世，日本的太鼓文化開始邁出發展的腳步。日本學者小柴はるみ，

曾把日本的樂器功能，歸納為四個領域：政治性樂器、宗教性樂器、民俗性樂器、

及藝能性樂器（注 2）。太鼓在短短幾百年內，應用範圍囊括了所有領域。在原

始時代，太鼓對日本人而言，原本並不是一個很重要的器物。他們尊崇和琴類的

弦製樂器，太鼓這種打製樂器，並沒有很顯著的地位。他們甚至厭惡縫製在太鼓

表面那層獸類的生皮，認為那是世界上最不清潔的物品。相較於原始時代日本國

內貧乏的太鼓文化，六世紀對日本太鼓界來說，可以說是一個相當顯著而重要的

分水嶺。六世紀傳入的大量太鼓種類及表演型態，為日本的太鼓開啟了一個嶄新

的紀元。從六世紀到中古時代為止，日本太鼓文化初步地完成了各個領域的應

用，是先前原始時代所未見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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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古代日本太鼓文化的根源 

日本原始時代，在國外的鼓文化大量被引進以前，其本身的太鼓文化是相當

落後的。不僅太鼓的種類、數量相當貧乏，太鼓的應用範圍也相當有限，並沒有

發展出一套很有系統的打奏方法。直到六、七世紀，大量的太鼓文化從中國、朝

鮮等地被輸入，日本才繼受這些文明，正式開始發展本身的太鼓藝術。日本太鼓

絕大部分是沿襲、傳承自中國、朝鮮，與中國的太鼓使用模式，具有相當大的類

似性與重複性。因此，在論述古日本的太鼓文化之前，筆者先將其發展的根源地，

也就是東方傳統的鼓藝術，做一些簡單的描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鼓在所有的樂器中，可以說是應用範圍最為廣泛的種

類，這種多重的功能性，可將之稱為「鼓的適應能力」。在東方文化中，鼓是一

項相當重要的器具。幾乎所有需要應用到樂器的場合，都會使用到鼓。若與其他

樂器單一性的功能相較（如木魚只限定於宗教場合的法器、而古箏則是純音樂演

奏用的樂器），鼓的這種強烈適應能力，可以說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特色。 

東方文化圈中，鼓的起源相當早。如中國，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確定

有鼓的存在了。到了商朝，鼓的使用頻率及範圍，已經相當廣泛；而周朝的時候，

甚至發展出了裝飾極為精美的各種形態。 

東方的鼓文化遠在西元前七世紀時，就相當進步。以古代最繁榮的中國而

言，用於軍事場合的戰鼓、作為傳播訊號的道具、贈與外使或功臣的貢品、佛道

教等宗教場合擺設用的法器、作為統治者的一種權力象徵、以及在婚喪喜慶時使

用的民俗功能，中國人憑著優越的創意及智慧，在距今三千年前，便已經擁有了

極為繁雜的鼓文化。鼓，在東方文化圈中，有著一種非常特殊的地位及感情，不

論是朝廷，還是民間，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場合，人們都喜歡用鼓來作為裝飾物品，

而它強烈、富有節奏性的聲響，更能點綴、烘托整體的氣氛。鼓在東方文化裡，

受到了濃厚的寵愛，它的重要性，不是西洋文化所可比擬的。 

另外，在滿州及西伯利亞等東北亞地區，鼓還被運用在一個相當特殊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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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術。巫術，是巫師替民眾治病的一種法術，透過念唱咒語，來驅除邪魔、疏

通氣血。東北亞的女巫，在施行法術的時候，會一面唱讀咒語，一面用手敲打著

鼓。而當敲打時間過長，鼓皮缺乏彈性時，女巫便會在鼓皮上灑上一些水，並用

魚油燈將之烘乾。如此反複數次，不斷敲打鼓面，直到病魔離開為止。 

東方的鼓文化，到了漢朝時，便逐漸脫離上述那種實用性的功能，朝著音樂

藝術的方向發展。鼓，不再只被當作一種多功能的道具，人們開始從鼓獨特的響

聲中，發現了美妙的韻律與節奏，開始嘗試各種多彩多姿的打擊方法。首先，鼓

被納入了朝廷的鐘鼓樂隊。祭祀儀式的雅樂、宮廷娛樂的宴樂，鼓，成為了不可

或缺的主角。最盛行的時期，一場燕樂演出，竟然使用了二十幾種不同種類的鼓，

數量更高達兩百多面，「陣容龐大，鼓聲震天」（注 3）。不僅如此，這些鼓的擺

設及裝飾，更是其他樂器所不可比擬的。宮廷的樂師們，替這些鼓設計了一個鼓

架，「架柱上繪有龍身，架頂上雕小獅」（注 4），而鼓本身，「更繪有雲龍，並配

有帶飛龍圖案的鼓衣，及供擊鼓人站立的木底座」。鼓，成為了宮廷裡，人人愛

不釋手的寵兒，人們替它雕製了各種輝煌的圖像，替它架設上了花一般美麗的鼓

框。 

這種風靡朝廷的風潮，很快便傳到了民間。庶民百姓的娛樂中，也開始融入

了大量的鼓藝。地方戲曲、民間舞蹈、還有傳統的吹奏樂，鼓，漸漸佔據了中心

位置。除了日常可見的花鼓、秧歌鼓，江南的十番鑼鼓，更成為了響譽全國的文

化藝術。民間自由多元的風氣，發展出了比宮廷音樂更為熱鬧多樣的鼓文化。直

到現在，鼓在東方文化圈中，仍有著極為重要的功能。 

隨著時代的變遷，早期的鼓有些趨向迷信的應用場合，現在已不復見了。例

如前述的巫術鼓、祭神儀式中的鼓、甚或人出生及死亡時敲打鼓的習俗，現在都

慢慢消失了。東方鼓的發展趨勢，不斷朝著一種去神明化、強調音樂藝術功能的

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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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古代日本太鼓的類型 

有如前述，日本的太鼓文化，絕大部分是繼受自中國及朝鮮的。西元六世紀，

太鼓大量傳入日本以後，原本簡單而原始的日本太鼓界，在短短的幾年內，忽然

轉型成為一個應用廣泛的文化。整個多元而有系統的鼓文化內涵，與六世紀以

前，那種只重視實用性功能，而又充滿神秘迷信色彩的未開化時代，不可同日而

語。 

從西元六、七世紀，太鼓大量傳入日本，截至中世為止，日本國內發展出來

的太鼓種類，不下數十種。有的是日本民族自己創作出來的，有的是從其他國家

傳入日本的。當時在日本國內，可以看到的太鼓，主要有以下幾種類型（注 5）

（圖 6）： 

一、壱鼓：圓筒型的兩面太鼓。奈良時代由中國傳入，按照大小，還有所謂的二

鼓、三鼓。主要用於雅樂的演奏。 

二、大太鼓：最大型的太鼓，通稱大太鼓。主要用於歌舞伎、及民俗藝能的神樂、

盂盆舞中。 

三、お囃子太鼓：筒型兩面，用於祭禮囃子中。 

四、火炎太鼓：大太鼓的別稱。 

五、樂太鼓：用於雅樂的太鼓，統稱樂太鼓。宮廷管弦合奏的時候使用。 

六、羯鼓：用於唐樂中，主要是做為指揮的功能。歌舞伎中亦有使用。 

七、吳鼓：用於伎樂。掛於腰間，又稱腰鼓。 

八、雞婁鼓：圓球狀的鼓，用於舞樂「一曲」中。 

九、獅子太鼓：用於獅子舞中的太鼓。圓筒狀、長條狀，形式不一。 

十、締太鼓：多用於民俗藝能中，是能劇、歌舞伎中，不可或缺的主角。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零星的類型，如：團扇太鼓、錦鼓、小太鼓、猿樂太鼓、

相撲太鼓、釣太鼓、答臘鼓、荷太鼓、念佛太鼓、能太鼓、平太鼓、豆太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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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宮太鼓、及櫓太鼓等。古日本的太鼓種類繁多、型式多樣化，據統計，當

時整個國內約有兩百多種太鼓。此外，應環境需求，專業製鼓師每年都需要製造

極為大量的太鼓。日本一些早期的專業製鼓店，一年的平均製鼓量，竟高達上千

個。這些專業製鼓師，從伐木、刨木、到縫皮，全部講求手工製作。精美的手藝，

嚴格要求每個製鼓人員，都須經過三十年的學徒培訓過程，才能成為獨當一面的

正式製鼓師。 

這些古老的太鼓，或用在政治儀式場合，或用在宗教祭祀活動，或用在民俗

表演，或用在傳統藝能中。為了滿足各個領域的要求，製鼓師不斷創新太鼓樣式，

為太鼓設計多樣化的裝飾。傳承了東方傳統豐富的鼓文化，日本，自六世紀以來，

也不斷在太鼓製作藝術做耕耘。而正因為有這些良好完善的基本設備，日本太鼓

文化才能綿延不絕地一直傳承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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飴屋太鼓。                                壱鼓。 

 

                              
大太鼓。                                   雞婁鼓。 
 

                       
大鼓（左）、小鼓（中）、締太鼓（右）。        樂太鼓。 

 

 
羯鼓。 

 

 

 

圖 6：日本古代的太鼓類型。 

（圖片引用自山本宏子，『日本の太鼓、アジアの太鼓』，青弓社，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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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古代日本太鼓的應用 

    西元六、七世紀，日本除了從中國傳入各種類型的太鼓之外，也慢慢開始學

著將太鼓應用在各種不同的領域、場合。根據學者的研究，古代的日本太鼓，按

照功能區分，大致可以歸類為以下幾種類型：政治性太鼓、宗教性太鼓、民俗性

太鼓、及藝能性太鼓。     

 

一、政治性太鼓 

所謂政治性太鼓，是指使用於日本皇室的宴會表演或祭祀典禮時的太鼓。與

民間的太鼓，在形態裝飾及打奏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別。 

日本皇室自五、六世紀，經過漫長的誅滅反叛氏族力量的過程後，終於漸漸

確立起穩固的政治權力。隨著政權的強大，朝廷也開始著手建立一個完整的儀式

典禮系統。根據令制的記載，日本皇室一年的祭祖拜神活動，不下數十種，有四

方拜、歲旦祭、先帝祭、祈年祭、鎮魂祭、新嘗祭、及大袚等。天皇平日除了例

行性的政事處理之外，有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各種繁雜的祭祀活動裡。此外，

除了這些儀式性的典禮外，朝廷還會不定期舉行一些宴會表演活動，邀請各氏族

到宮廷裡一同娛樂。例如正月的三節會（元日、白馬、踏歌）、各式各樣的宮廷

佛教儀式（御齋會、御修法、仁王會、盂蘭盆會、灌佛）、遊戲（相撲、射劍、

賽馬）、及季節性活動（三月的櫻花宴、四月的藤花宴、八月仲秋賞月、九月重

陽節）等。日本的朝廷，在嚴肅的政務背後，其實充滿著極為熱鬧繽紛的華麗氣

氛。 

舉辦祭典及宴會，使日 本皇室在日常的開銷之外，增加了一筆極為龐大的稅

收支出。雖然如此，這些制度性的儀式，卻是不可或缺的。而太鼓，在宮廷的各

種活動中，經常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 

宮廷裡的太鼓，與民間的太鼓相較而言，缺少了自由的形制及多元的打法，

它們不論在大小、高度、或裝飾方法上，都受到了許多朝廷法令的規定。以雅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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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太鼓而言，羯鼓，必須是在身長十五公分的木桶兩側，縫上直徑二十三‧五

公分的獸皮；太鼓，則必須是直徑長達兩公尺的締太鼓，置放在火炎形的裝飾框

架之內；而鉦鼓，則必須是直徑三十七公分的深碗型造形。（注 6）擊鼓用的木

槌，也有形制上的限制，必須採用木製的槌，將一端用皮革包捲起來，打擊的時

候，以皮製物敲擊鼓面。與民間太鼓熱鬧奔放的多樣化不同，宮中的太鼓，少了

自由的發展，多了嚴謹的拘束。 

在演奏的內容上，宮中太鼓也明顯缺少了節奏的重視。宮廷場合裡的太鼓表

演，不論是新嘗祭，不論是祈年祭，還是雅樂，一般而言，節拍都極為緩慢，而

且有很強烈的重複性。例如雅樂中的太鼓，「根據曲目的拍子，不斷重複著相同

的旋律」，羯鼓「演奏連續性的拍子」，太鼓、鉦鼓則「負責節拍的分段，斷斷續

續地敲打」（注 7）。通常整場演出貫穿下來，太鼓的節奏都是沒有變化的，緩慢

的拍子，固定的響聲，象徵了日本皇室莊嚴的氣氛。此外，太鼓在所有宮廷演出

的場合，還有一項極為特殊的任務---指揮整場演奏的快慢順序。一般而言，宮廷

演出速度都是極為悠緩的，只有在要結束的時候，整個演出團體才會加快節奏，

而此時，負責調節節奏快慢的，便是太鼓。太鼓這項極為重要的任務，使得宮廷

演出中，負責擊鼓的人，往往成為樂團的指揮。 

在東方政治傳統中，祭祀及儀式，自古以來即佔有很重要的地位。不論是天

地山川，不論是祖宗鬼神，都是人們虔心禮拜的對象。祭祀天地，祭祀鬼神，祭

祀先祖，也因此成了為政者處理政務之外，不可或缺的任務、責任（注 8）。東

方文化圈中，甚至因此發展出了一套極為繁雜的祭禮數目，及許多細瑣的禮制規

定。日本，受到中國的影響，到了平安朝時代，也擁有了不少的宮廷禮儀，不論

是法定性的典章之禮，還是宗教性的儀式之禮，日本皇室，在嚴肅的政治氣氛之

外，逐漸融入了一些柔軟的文化禮節。而太鼓，也隨著其他的樂器，堂而皇之地

從民間進入了宮廷，在所有大大小小的宮廷儀式中，漸漸佔有重要的指揮地位。

當然，太鼓在古代，尚未發展出獨立自我的表演色彩，它的附屬性格仍然相當濃

厚，它的主體風範仍然受到人們的忽視，但，太鼓屬於自己獨特的演奏方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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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為它將來的突破性發展，預留了伏筆。 

 

二、宗教性太鼓 

    與祭儀典禮在政治領域的存在必要性相同，音樂，在宗教場合裡，也是一個

極為重要的部分。不論是西方的基督教、回教，還是東方的佛教、道教、神道，

宗教執行者，為了弘揚張顯宗教本身的力量，為了明確地表達宗教的內涵給信仰

者，更為了吸引、喚起一般民眾的宗教意識，便採用了各種可能的藝術形式，來

達到傳教的效果。基督教的彌撒曲，宏偉的敦煌佛像，便是基於一種極為虔誠的

態度，所展現出來的宗教藝術。 

    其中，宗教音樂，可以說是所有宗教藝術中，最為多姿多彩，最為平民化的

一種表現手法。早在古老的遠古時代，在所有制度化的宗教教派，還沒被人們創

造出來時，原始的神靈信仰---巫術，便使用了大量的歌舞於祭祀活動之中。巫，

是人與神溝通的媒介。巫師為了伺探神的旨意，祈求神明能去病消災，便獻上神

明喜歡的歌舞，以祈能與神交流。「巫以歌舞降神」，說明了音樂在宗教中所具有

的獨特功能（注 9）。從此，音樂便在各種成熟的宗教場合，佔有極為重要的地

位。 

    當然，早期的宗教音樂是很零散的。它必須經過時間的蘊釀，經過嚴格的改

革、制訂程序，慢慢制度化、慢慢定型，才能成為一套有系統的文化。這在宗教

需求極為盛行的東方國家，相較地就發展得比較完善。東方的君主，基於政治上

的必要，基於各人的喜好，通常都會積極推行各種宗教獎勵的政策，這種時空環

境，連帶地使東方的宗教音樂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那麼，音樂是如何輔助宗教的呢？ 宗教學者陶思炎，在『祈禳：求福‧除

殃』一書中，將所有宗教信仰裡所舉行的輔助儀式、音樂活動，依應用方式，區

分為三個基本類型，即：「語言型」、「動作型」和「器物型」。「語言型」是指宗

教透過語言的運用，而達到對祈禳心理表達的效果。一般而言，歌頌、咒語，便

具有這種功能；「動作型」是以動態行為，來達到祈禳的效果。舞蹈、儀典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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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型態；而「器物型」則是指以人造物或加工過的自然物，來作為祈禳物。有

法器、吉祥物等。 

    太鼓，作為宗教法器的一種，它所具有的宗教功能，便是上述的「器物型」

應用種類。 

    為什麼單純的太鼓，會被賦予如此濃厚的宗教色彩？法器，在宗教場合裡，

究竟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研究宗教的學者謝世維，在「從天文到聖物：五世紀

道教儀式中天書物質化之考察」一文中，探討了「物」，如何透過象徵化的過程，

而成為聖物？而這種象徵化過程的基礎又是什麼？他如此結論：「物件可以證明

擁有者的權力，具象化擁有者的自我，或顯示其自我的連續性，並代表一個人與

其他人連結的繫帶。」「特定法器或聖物的持有足以顯示該擁有者的法位與道階，

並足以成為師徒之間的信物、道法傳承的象徵與具象外顯。」在日本古代，太鼓

的音樂性還很薄弱的時候，它主要的運用場合，便是置放在神社寺廟裡，作為具

有神秘力量的法器（注 10）。宗教建築裡，如果沒有擺設一面太鼓，整個社寺的

宗教地位，便會顯得冷清貧乏。太鼓，具有極為特殊的法力與祭祀功效，不僅可

以袪除邪氣，溝通鬼神，它的鳴聲，更有「普為眾生」的神性威儀。 

    相較於太鼓這種崇高的象徵地位，但它在實際的應用場合上，卻並非如此廣

泛。一般而言，宗教音樂可以大別為聲樂及器樂兩個領域。聲樂，如頌唱經文，

在宗教儀式中，有著主角性的功能和地位；而器樂，如笙簫、太鼓演奏，則只是

次要的，儘具有烘托氣氛、調節情緒等娛樂性效果。宗教場合中的太鼓，一般來

說，只有附屬性的輔助功能，在僧侶們念經時，做為伴奏的樂器；或是有任何公

開性的宗教活動，便用來做為吸引民眾、提高他們參與儀式意願的道具（注 11）。 

    不儘如此，在宗教領域中的太鼓，有時甚至被視為地位低下的物品。演奏太

鼓的樂師，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尊重。他們被規定，在任何傳教場合，只能在幕後

演奏，不得公開露面；而且，身上穿著的衣服，也有著差別性的待遇，與正式的

宗教人員不同，是次等的穿著。而在平常私下的念經頌課時間，太鼓這些演奏性

道具，甚至被嚴格禁止使用。因為，在僧侶心中，念經是與神明之間的交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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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自己身心的行為表現，為了擁有與神明交流時，那份感情的純真；為了能在

虔誠專一的狀態下，感悟法理，太鼓這些樂器伴奏，便成為了一種干擾。為了避

免悟道的情感受到影響，太鼓，便成了累贅之物（注 12）。 

    在宗教人員眼中，音樂，是宗教儀式中，不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音樂，

卻只是服務於宗教儀式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並不具有任何主體性的功能。它僅

是整個宗教思惟中，一個輔助的部分，它佔的比例極為微小，地位並不崇高。當

然，太鼓作為法器，被認為具有避邪的效果，具有「法」的力量和「法」的象徵

意義，但基本上，太鼓的宗教功能，相較於多彩多姿的音樂功能，是不能相提並

論的。 

 

三、民俗性太鼓 

    除了皇室祭儀及宗教寺社外，太鼓，也可以常常在民間的民俗慶典活動中看

到。不管是婚喪冠禮的場合，還是日常節慶的禮儀，太鼓，做為最常民化的樂器，

廣泛地被使用於民俗活動中。 

    日本自古以來，不論鄉村城鎮，從北到南，一直存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民間節

慶。本田安次在『図録日本の民俗芸能』一書中，根據文化模式的型態、目的，

將民俗藝能分為以下幾種類型（注 13）：（1）「神樂」：如巫女神樂、伊勢神樂、

獅子神樂；（2）「田樂」：如田植踊、田舞；（3）「風流」：如盆踊、太鼓踊；（4）

「祝福藝」：如千秋萬歲、幸若舞；（5）「外來派」：如獅子舞、鬼舞。這些大大

小小的慶典，完全是民間自動發起的，演出人員沒有豐厚的酬勞，憑介著對自己

鄉土風俗的親愛，義務地在慶典時做賣力的表演。他們雖然沒有獲得任何實質上

的代價，但，能夠擔任鄉里活動的負責人員，在當地來說，是一項極為崇高的榮

譽，他們會因此一直受到家鄉的愛戴。不論在哪一種類型的民俗慶典中，太鼓，

始終被日本民族所深愛，始終在活動場合裡起了極為重要的功能。 

    日本民俗活動中的太鼓，一般來說，都是用來請神驅邪，或是祈雨、除蟲用

的。在古代，社會生產力還很低下的環境下，人們無法解釋生活中的吉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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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冀望靠著太鼓如雷般的響聲，驅除所有不好的事物。筆者曾經目睹日本秋田

縣北秋田郡鷹巢町的綴子大太鼓記錄影片，當地的人民，因為久旱缺雨，為了祈

禱上天能在農作時期降下甘霖，竟然集合全村的力量，做了好幾面直徑長達三‧

九公尺的大太鼓。每逢乾旱時期，村民便圍繞在這些巨大的太鼓周圍，奮力擊打

鼓面，響聲震天，祈求上天降雨。直徑長達三‧九公尺的鼓，平均需要三、四十

個人的力量，才能將太鼓周圍聚攏。慶典開始時，只見三、四十個壯漢，手上拿

著細小的鼓槌，不斷奮力敲打著巨人般的大太鼓，那種場面，筆者至今仍記憶深

刻。後來，綴子大太鼓這項奇特的民俗活動，也被列入金氏世界紀錄裡了。 

    除此之外，德島縣一宇村的祈雨太鼓、島根縣鹿子原的除蟲太鼓、岩手縣的

早池峰神樂太鼓、以及崎玉縣秩父神社的屋台囃子太鼓，都是日本國內馳名已久

的民俗太鼓表演。太鼓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於各種祭神場合，是因為日本民族自古

以來，即認為木頭是一種具有神靈性的物品，而用木頭做成的太鼓，也因此被視

為擁有溝通神明的靈性，而被大量應用於各種民俗場所（注 14）。 

    禮俗在東方文化圈中，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文化。不管是日常的食衣住行、還

是團體的儀式活動，人們都喜歡為這些行為制定多彩多姿的規範、制度。民俗，

做為群體生活的一種信仰，是人們精神的一種依託，日本民俗學者柳田國男就曾

指出，日本的民俗信仰，雖然沒有成文的經典記錄，但，缺乏這種民俗信仰的日

本人，將被視為不可饒恕的怠慢，且將蒙受生活上極大的損失（注 15）。如此重

視民俗活動的日本民族，自古以來即將太鼓當作各種民俗場合的主角，太鼓獨特

的常民性，往往充實了平淡單薄的民俗內涵。 

 

四、藝能性太鼓 

古典藝能中的太鼓，是日本太鼓文化擺脫民俗宗教的束縛，朝向純藝術的方

向發展的開端。藝能太鼓，豐富而熱鬧多元，雖然仍只具有整體表演的附屬伴奏

功能，但，「它已經是專業藝能表演者，經過長期而嚴格的修練過程，所呈現出

來的結果，與一般非專業的普通人，在日常習俗中表演的民俗藝能，是不能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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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論的。」（注 16）古典藝能太鼓，有著民俗宗教太鼓中，所欠缺的藝術凝聚性，

但它又沒有宮廷太鼓中的制度性約束，它純真自然，洒脫開放，是日本太鼓轉型

為藝術文化的開端。 

日本藝能太鼓，最常出現在能、文樂、及歌舞伎中。當然，這些表演的主角，

是以人物的對白及動作為主軸的，太鼓，只不過是整場演出中，用來增添氣氛的

道具而已。但太鼓所完成的效果，卻是不容忽視的。一般而言，藝能太鼓所使用

的種類，有大太鼓、締太鼓、及小鼓，視演出劇情的需要，會配合用到各種太鼓。

例如，當演出主角登台時，太鼓師便會敲擊大太鼓，以呈現出一種驚天動地的莊

嚴氣氛；當劇情出現逗趣的演出時，太鼓師便會以輕快的締太鼓，表達輕鬆的感

覺；而當演出進入悲傷的結局時，太鼓師便會以幾聲小太鼓，點綴出哀傷的情緒。

太鼓，只是表演的效果道具，並不具有任何實質上的功用，但，如果欠缺太鼓的

輔助，藝能演出將會變得極為乏味。 

整場演出該用什麼樣的配樂？誰來決定選曲的過 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

題，會決定表演的成功或失敗。通常，藝能音樂必須由具有豐富經驗及領導能力

的樂師來負責。樂師會先將整場演出的配樂效果寫在紙條上，再參酌演員們的意

見與委託，將內容加以修改，最後，經過彩排的程序，整場演出的音樂才能定案，

正式演出。從演出開幕時起，到閉幕為止，小至演員梳髮、穿衣，大至主角入場、

講話，都須要適當而豐富的配樂加以烘托，而太鼓，便具備了極為重要的功能。

與宮廷雅樂的太鼓不同，民間藝能裡的太鼓，注重節拍、輕重緩急，相當多元而

富變化，太鼓師傅偶爾還會應劇情需要，在旁邊加入幾聲吆喝的聲音，相當平民

而親切（注 17）。 

日本位處中緯度，是個溫帶的島國，自古以來富於四季的氣候變化，養成了

人們注重調和的精神與感覺，也因此，發展出了許多民間藝能型態。日本著名能

劇演出家世阿彌，便在晚年時，歸納自己一生奉獻給藝能的感想，如此描述日本

的藝能文化。「藝能能愉悅人們的身心、緩和貴賤的上下之分、增長社會及個人

的生活幸福、帶來長久的繁榮。不管是哪種舞台藝術，如果好好發展，必將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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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社會及經濟的幸福。」（注 18）對世阿彌而言，藝能演出的本質，是成功，演

出整個場面，是一種成功的象徵，絕不容許失敗。而也因此，這種高度的文化，

唯有身懷技藝、格調高尚的人才懂得欣賞，遠離這種文化的平民百姓，是永遠無

法理解藝術的內涵的。如此推崇藝能文化的價值，使得日本自古以來，便是個注

重藝術、發展藝術的民族。在這種豐沛的文化環境下，太鼓文化，也因此多了一

個伸展的舞台。除了民俗太鼓、宗教太鼓，日本，終於也開發出了藝能太鼓的領

域。 

 

直至日本中世為止，日本太鼓的發展情況，有如上述。宮廷儀禮中的政治性

太鼓、神社寺廟中的宗教性太鼓、祈雨除蟲用的民俗性太鼓、以及古典藝能表演

中的伴奏性太鼓，日本民族所特有的創意，融合外來文化的刺激，為古日本的太

鼓文化創造了一個多元的景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日本太鼓整體而言，

它的應用腳色是相當閉鎖的。不管是神社裡擺設的大太鼓、還是藝能場合裡的締

太鼓，它們都沒有自己的獨立表演空間，只能附庸性地在旁邊伴奏。古代的日本

太鼓，功能是相當薄弱的，而它的使用層次也相當粗淺。不儘如此，日本太鼓這

種起步發展的情景，也沒有一直持續維持。在中世時期以後，日本的太鼓界便進

入了一種墨守成就的景象。日本民族沒有再創造出任何新的太鼓文化，沒有再涵

育出更深一層的太鼓精神，他們被動地守護著祖先所遺留下來的固有表演型態，

日復一日地重複著相同的節奏，相同的曲調。太鼓自五世紀傳入日本以來，即身

處在一個緩慢長遠、停滯不前的歷史情境之中，它沒有開創出任何傲人的成就，

沒有在歷史上留下任何篇章。 

然而，就在古日本太鼓欠缺發展空間、喪失革新創意的同時，西方的歐美大

陸，卻正不斷進行著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改革。這股改革的清新空氣，終於在十九

世紀中期，來到了日本，替日本的太鼓文化，注入了革新的動力。十九世紀以後，

受到外來西洋文化的影響，日本的太鼓，終於脫離了千年來的附庸地位，成功地

展現它強烈而獨特的主體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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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注 1）：以上資料，整理自田辺尚雄，『日本音楽史』，東京電機大学出版局，東京，1963 年。 

（注 2）：小柴はるみ，『日本の音と楽器』，小峰書店，東京，1995 年 4 月。 

（注 3）：台南藝術大學虛擬藝術村，「民族音樂中心」。 

（注 4）：台南藝術大學虛擬藝術村，「民族音樂中心」。 

（注 5）：山本宏子，『日本の太鼓、アジアの太鼓』，青弓社，東京，2002 年 6 月。 

（注 6）：藝能史研究會編，『雅楽 王朝の宮廷芸能』，平凡社，東京，1970 年。（p：192~194） 

（注 7）：藝能史研究會編，『雅楽 王朝の宮廷芸能』，平凡社，東京，1970 年。（p：193） 

（注 8）：葛晨虹，『中國古代的風俗禮儀』，文津出版社，台北，2001 年 4 月。（p：55） 

（注 9）：史新民編著，『道教音樂』，人民音樂出版社，北京，2005 年 9 月。（p：4） 

（注 10）：林承緯，「神社太鼓與神道音樂---日本民俗文化的一個側面」，國立台灣博物館編輯中，台北，

擬 2008 年底出版。 

（注 11）：以上資料，參考自曹本冶、劉紅著，『道樂論---道教儀式的 “信仰、行為、音聲 “三元理論結構

研究』，北京，2003 年 12 月。（p：171~172） 

（注 12）：以上資料，參考自曹本冶、劉紅著，『道樂論---道教儀式的 “信仰、行為、音聲 “三元理論結構

研究』，北京，2003 年 12 月。（p：180） 

（注 13）：林承緯，「神社太鼓與神道音樂---日本民俗文化的一個側面」，國立台灣博物館編輯中，台北，

擬 2008 年底出版。 

（注 14）：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63） 

（注 15）：柳田國男，『日本の祭』，弘文堂，東京，1952 年。 

（注 16）：岸辺成雄，「日本古典芸能の特徴」『日本古典芸能大系』，平凡社，東京，1992 年 10 月。 

（注 17）：謝俊逢，『日本傳統音樂與藝能』，全音樂譜出版社，台北，1996 年 12 月。（p：32） 

（注 18）：山崎正和，『世阿彌』，中央公論社，東京，198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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