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第五章、「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與影響 
 

 

    西元 1951 年，日本民俗音樂學者小口大八，在參考西洋的爵士鼓打法後（注

1），改革了自己家鄉的傳統民俗太鼓，成立了日本國內第一個業餘創作型太鼓表

演集團---「御諏訪太鼓」（注 2），從此打開了日本太鼓音樂發展的大門。 

    小口大八原本是日本長野縣一個爵士樂團的鼓手，後來無意間，在自己家鄉

發現了一張傳統太鼓的鼓譜，便將工作重心，從爵士鼓轉移到了日本的傳統太

鼓。小口大八所創立的「御諏訪太鼓」，不是一般的民俗藝能太鼓，而是他奠基

於自己長年的爵士鼓經驗，將爵士鼓的打擊方法，融入日本傳統的太鼓打法，所

創造出來的一種嶄新的太鼓音樂（注 3）。一般的日本太鼓界，後來便將小口大

八所開發出來的這種太鼓打法，稱呼為「複式複打」太鼓（注 4）。意思是說，

小口大八的這種太鼓表演，與所有傳統的日本太鼓都不同，是仿效西洋爵士鼓的

風格，採取多人一同敲打的方式所演出的，不僅如此，它在打鼓的動作樣式上，

也相當地豐富，不是一般民俗太鼓所能比擬的。小口大八「御諏訪太鼓」的成立，

是日本太鼓音樂發展史上的首創先聲。他的這種太鼓打法，後來經過日本 NHK

電視公司的宣傳（1959 年），以及在東京奧林匹克運動會的代表演出（1964 年），

而逐漸為日本人所熟知，並形成風潮（注 5）。 

小口大八打破傳統，所開創出來的這種新型太鼓打法，毫無疑問地，也使沉

滯了千年的日本太鼓界，感受到了不同於以往的文化氣息，開始邁出革新的腳

步。1950 年代後半，東京的「助六太鼓」、輪島的「御陣乘太鼓」、博多的「小

倉祇園太鼓」、以及秩父的「秩父屋台囃子」，繼「御諏訪太鼓」的成立後，紛紛

被重新改革表演風格，搬上舞台演出（注 6），為日本太鼓音樂的發展，奠定了

良好的基礎。1960 年代，就在宮廷裡的太鼓，還重複著日復一日的相同旋律時；

就在野台的能劇表演，仍敲打著不被重視的伴奏太鼓時，一股改革的強大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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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慢慢地在日本西北角的一個小島上，復甦覺醒了。西元 1969 年，就在西洋

音樂輸入日本後的一百年，日本傳統音樂學者田耕先生，經過長期的研究、蘊釀，

並參考了小口大八的新式太鼓打法後，終於在日本的佐渡島上，成立了亞洲第一

個專業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佐渡國‧鬼太鼓座」。「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誕

生，替沉寂了好幾世紀的日本太鼓文化，注入了清新的力量。 

 

第一節、「佐渡國‧鬼太鼓座」的緣起 

西元 1969 年，在傳統音樂學者田耕的帶領下，日本成立了亞洲第一個專業

現代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佐渡國‧鬼太鼓座」，日本的太鼓音樂，自此正式

邁出了成長的腳步。日本的太鼓文化，從古代到西元 1969 年為止，完全處於一

種閉鎖與停滯的狀態。整個負面而消極的國內表演環境，使整體的藝文活動徹底

萎縮了。然而，1969 年，「佐渡國‧鬼太鼓座」卻劃破了寂靜的氣氛，在佐渡島

成立了。毫無疑問地，它的誕生，大大震驚了日本的太鼓界，各種類型古老而傳

統的太鼓表演者，都張大了眼睛，凝視著這個新團體的燦爛光芒。它的一舉一動，

從此開始給日本的太鼓表演，帶來了指標性的影響與方向。 

然而，是什麼樣的社會背景，促成了這個新團體的出現？沉滯了千年的日本

太鼓文化，究竟是意識到了什麼樣的文化氣氛，才脫離掉傳統的束縛，脫離掉它

千年前的民俗風情、藝能氣息，自在地伸展出獨特的韻律與活力？從古代到二十

世紀中葉為止，整整相隔了近千年的時間，如此漫長的歷史，日本太鼓界完全沒

有發展。然而，在 1969 年，「佐渡國‧鬼太鼓座」卻譁然一聲，忽然在佐渡島成

立了。是什麼樣的動力、什麼樣的因素，使它得以在默默無聞的太鼓文化中，創

造了動人的奇蹟？ 

日本研究太鼓的學者茂木仁史，在『日本の太鼓』一書中，強調了日本國內

這種新型太鼓表演方式成立的背景環境因素。他認為，「佐渡國‧鬼太鼓座」的

成立，可以歸因於以下幾個原因，即：「二次大戰的結束」、「電影無法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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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鼓發展的關係」、「傳統民俗藝能中的太鼓的舞台藝術化過程」、「電視的出現」

等（注 7）。但筆者認為，茂木仁史忽略了一項重要的因素。1969 年「佐渡國‧

鬼太鼓座」的成立，絕非是在日本國內單純的條件下所能發展出來的，西洋音樂

文化的啟迪，對它的出現，扮演著決定性的影響力。從古代到二十世紀中葉，日

本的太鼓，一直處於一種功能閉鎖的情況，如若沒有西洋音樂的輸入，給予太鼓

界一股衝擊，「佐渡國‧鬼太鼓座」便沒有成立的條件與基礎了。不同於傳統政

治性太鼓、宗教性太鼓、民俗性太鼓、及藝能性太鼓狹窄而附庸的功能角色，「佐

渡國‧鬼太鼓座」這個新興的現代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強化了太鼓細緻精彩的

一面，也展現了太鼓以前一直被隱沒的主體性面貌。 

「佐渡國‧鬼太鼓座」是日本在十九世紀中葉以後，整個國內濃厚的西化音

樂環境之下，所誕生的產物。我們可以這樣說，如果日本政府沒有大量輸入西洋

音樂，沒有徹底改革日本整體藝文環境，西元 1969 年，便不會出現「佐渡國‧

鬼太鼓座」這個表演團體了。日本的太鼓文化，將永遠停滯在反復的歷史裡，沒

有革新，沒有創意。十九世紀，日本全面輸入的西洋音樂，無疑地帶給了日本一

個嶄新的開始，也促成了「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誕生，就像其他的表演文化一般，絕非是在藝術體

制內的改革，就可以實現的。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對它的成立，絕對有著決定

性的影響與作用。西元 1867 年的明治維新，可以說是日本一個全面性而徹底的

西化政策。日本不僅接收了西洋的法律、政治制度，就連百姓日常生活的食、衣、

住、行，也都完全地西洋化了。在如此濃厚的洋化氣氛中，當然，日本的音樂藝

術，也在政府的主導之下，開始了全盤性的改革。明治維新以後，西洋的音樂文

化不僅逐漸平和地被日本民眾所接受，西洋的文物，還贏得了日本人極為熱情的

回響。十九世紀，是西方歷史剛經歷過工業革命、思想改革的年代，而他們的音

樂，毫無疑問地，也正經歷著一波又一波的變革。傳統的古典音樂、浪漫主義音

樂、還有印象主義音樂，早已被人們所遺忘；而新興的象徵主義音樂、搖滾音樂、

爵士音樂，正狂熱地風靡著西方世界（注 8）。1867 年以來，西洋人帶給日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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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便是這麼樣一連串自由、脫序的音樂內涵。而這種在日本前所未見、前所

未聞的音樂型態，很快地，便吸引了民眾的目光，在藝文界迅速地流行起來。西

洋音樂就這樣，在政府的許可、及民眾的喜愛之下，開始浩浩蕩蕩地進入日本，

甚至大量地被日本音樂家所採納，直接地影響了日本的音樂作品。 

十九世紀中葉以後，日本整個繁榮而先進的藝文環境，不是歷史上任何一個

時代所可以比擬的。西洋音樂的輸入，不僅大大豐富了藝術表現的型式，更滋潤

了藝術創作的空間。而民眾的欣賞與支持，也不停促使著本土的音樂工作者，學

習適應新的文化環境，並敦促他們基於本身的自覺、使命感，不斷提出新風格的

作品。1951 年，小口大八首創先聲，將西洋爵士鼓的表演型態，納入了日本傳

統的太鼓演出中。1969 年，田耕繼而在多年的藝術考查之後，參考了小口大八

的演出風格，決定自己籌組一個新興型態的太鼓團體。「佐渡國‧鬼太鼓座」，這

個日本史上第一個成立的專業創作型太鼓集團，便是在如此繁榮的藝文環境中，

慢慢積累擊鼓的泉源。在吸取西洋音樂的風格後，「佐渡國‧鬼太鼓座」終於成

功地改革了日本傳統的太鼓藝術，達到了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 

 

第二節、「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長與分裂 

成立日本第一個專業太鼓表演集團的田耕先生，是在觀賞了小口大八所開創

出來的複式複打太鼓擊法後，才決定將自己的藝術生涯，奉獻給日本太鼓的。沒

有小口大八的「御諏訪太鼓」，便沒有田耕先生的「佐渡國‧鬼太鼓座」（注 9）。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不僅代表了日本太鼓文化前所未有的成就，也象

徵著日本太鼓音樂正式的起步發展。從古代到二十世紀為止，日本太鼓文化雖然

也有一些零散的歷史、成果，但它的功能與應用並不是很完整。一直要到「佐渡

國‧鬼太鼓座」成立後，日本民族才可以說真正擁有了自己的太鼓表演。 

 

一、「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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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葉以後，在西洋音樂文化充斥的氛圍下，西洋搖滾鼓、爵士鼓，

後來也慢慢地輸入了日本。根據一些現存的文獻記錄來看，西洋風的鼓樂團表

演，給了日本太鼓界極大的革新靈感，是直接促成創作型太鼓集團成立的動力（注

10）。 

在「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前，日本傳統的太鼓表演團體，一直是維持

著消極的經營方式。從許多訪談資料可以知道，日本國內在二十世紀以前，太鼓

文化並不是很興盛，也沒有所謂的太鼓產業（注 11）。當時一些小型的太鼓表演

團體，只能靠著打零工的方法，才能勉強維持樂團的收支開銷。舞廳、宴會、軍

營、葬禮，他們的活動場所侷限在一些偏狹的場合，被人輕視、被人辱沫。有時

打了一整天的太鼓，最後竟然只能拿到日幣一千元（約相當於台幣三百元）的交

通費（注 12），日本太鼓團體的生活窘境，由此可知一般。然而，這種艱困的表

演環境，卻在二十世紀開始，有了大大的轉圜。有如前述，西洋音樂的輸入，很

大程度地改革了日本的藝文空間，不只藝術家的創作環境有了改善，西洋風格的

表演，更直接影響了日本太鼓的表演型態。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創始人田耕，原本是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後因早

大事件，從學校退學以後，便在日本各地四處考察傳統藝術。田耕認為，當時日

本所有的表演團體，都欠缺了藝能該有的生氣。表演，不是只有發出聲音、做出

動作就算完成。表演最重要的是它內在的靈魂。例如打鼓，不是只有拿著鼓槌朝

鼓面敲出聲音就算完成，最重要的是它所要傳達的精神，精神沒有傳達出來，鼓

聲便沒有生氣，是死的音樂。唯有能讓觀眾感動落淚、熱血奔騰的表演，才算是

真正體會了藝術的境界（注 13）。在這種信念之下，田耕終於決定自己創立一個

日本前所未有、新興型態的太鼓表演團體，讓它效法西洋的文化概念，改革日本

的傳統風格，並走到海外。 

在參考了小口大八「御諏訪太鼓」的表演風格後，田耕靠著自己銳利的觀察

和深度的領悟力，於 1969 年，來到了日本西北角的佐渡島，將這裡做為他藝術

改革的根據地。他認為，要將傳統藝術成功地革新，唯有在農村才能做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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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因此便選擇了這個遠離塵囂的小島，並於兩年後成立了「佐渡國‧鬼太鼓

座」。 

佐渡島是一個面積約八百五十五平方公里、四面環海的小島，位於日本新潟

縣的西北角。搭汽船的話，需要兩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可以說是一個遺世獨立的

世外桃源。這種偏離的生態環境，使得島上的居民自古以來，即以原始的農、漁

業為主要生活方式。沒有現代化的產業，佐渡島直到今天，都還是一個充滿著原

始風情的小島。單純的生活步調，使得島上的人們相當重視一些日常民俗藝能活

動，如舞蹈、能劇、及慶典等。面積只相當於一個半東京都的佐渡島，竟然擁有

了上百座的神社能劇舞台，定期上演一些聞名的戲劇，成為人們消遣時間的去

處。除此之外，傳統舞蹈、節慶活動等，對佐渡島簡單樸素的人民來說，都是日

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娛樂。其中一種名為「鬼太鼓」的民俗活動，更是響譽全日

本。人口六萬多的佐渡島民，幾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從事這項表演，在特殊慶典

時，便戴上面具、手持太鼓，一路沿街敲打。據當地傳說，田耕之所以會把自己

的表演團體名為「鬼太鼓座」，便是發源自佐渡島上的「鬼太鼓」這項民俗活動。 

1969 年，田耕開始透過全國廣播的方式，號召有志一同的學子到佐渡島上

來做藝能研修（注 15）。直至第一期課程正式開課為止，總共有四十位年輕人響

應了號召，參與了這個日本前所未有的活動（注 16）。 

 

二、「佐渡國‧鬼太鼓座」的研修 

    為了替日本的太鼓傳統藝能打開一條新的道路，也為了使太鼓的舞台表演能

展現出藝術的精髓，田耕開始在佐渡島實施一套自創的訓練方法。 

    第一期加入「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在上課的第一天，即被要求要嚴

守以下的戒律：每日慢跑十公里、禁煙、禁酒、四點起床、不能看電視等。而田

耕為了以日本太鼓為主要演出內容，更強烈禁止團員用右手做事，改用左手，以

訓練團員打鼓時兩手的平衡感（注 17）。這所有的努力，都是為了在日本開發出

另一種風格的太鼓演出，革除日本長久以來的表演陋習。平常人用幾天的時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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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就可以上舞台表演，但田耕認為，凡是加入「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

沒有經過兩三年的受訓，是不准在觀眾面前演出的（注 18）。令人意外的一點是，

在如此嚴格的研修課程中，竟然沒有學員因此而退縮、離團（注 19），可見當時

入團的年輕人，為了完美的太鼓新藝術所甘願做的犧牲奉獻。 

「佐渡國‧鬼太鼓座」在創團時，沒有資金，沒有道具，所有的一切，都是

田耕自己一個人籌組起來的。從樂器的入手、技術的習得、傳承的確立、到整個

經濟營運，田耕為了替團員提供一個良好的學習環境，為了自己心中改革太鼓藝

術的澎湃情操，一切從零開始做起。在那個太鼓表演還未為人所熟知的時代、還

未為人所認識的時代，田耕靠著自己的力量，獨自收集情報、開發器材打法、研

習技藝，嘗試日本最初的團體組合。田耕可以說是日本開發現代創作型太鼓集團

的先驅者，孜孜不倦的先驅者。 

在田耕的努力之下，「佐渡國‧鬼太鼓座」不單是一個交流太鼓文化的地方，

更成為了凝聚所有人共同價值觀的場所。第一期團員們後來回憶當時生活的情

況，如此描述著。「即使在過年的晚上，大家也都沒有回家，聚集在一起熱鬧地

談笑。有的團員很有趣，又跳又唱，逗趣地在地上翻滾，大家都笑得合不攏嘴。

而有時候我們晚上練鼓，鼓聲吵到附近的鄰居，還被遞交陳情書，最後只好花了

五百萬裝隔音設施。還有，我們也做了洗澡間，大家輪流帶著毛巾在那小小的地

方洗澡。有的男生還留長髮，在洗澡間梳洗頭髮，結果被誤認為是女生，真是有

趣極了。」（注 20）在佐渡島這麼一個小島上，聚集了一群熱愛太鼓新藝術的年

輕人，共同努力為心中的理想奮鬥，甚至成為終生的摯友，這種情操，實在令人

不得不動容。 

    田耕這種顛覆傳統的訓練方法、試圖模仿流行的表演風格，在經過幾年的實

驗後，終於漸漸奠定基礎。1972 年以後，「佐渡國‧鬼太鼓座」開始嘗試到美國、

法國做巡迴演出，要將日本這種新型態的太鼓打擊方式，介紹給外國人。很意外

地，他們在國外獲得了極大的迴響。各地的新聞報紙如此形容「佐渡國‧鬼太鼓

座」。「他們的太鼓，是自披頭四以來最大的衝擊。就精神方面而言，佐渡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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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座領先了世界十年。」（注 21）「看完了佐渡國‧鬼太鼓座的表演，我們才

真正認識日本文化的美。」（注 22）在法國連續兩週的表演，場場都吸引了上千

人前去觀賞；而在美國歷經三年馬拉松式的巡迴演出，更大大地提升了他們的知

名度（注 23）。「佐渡國‧鬼太鼓座」創團短短幾年，終於將自己開發出的新型

表演型態，推廣到海內外各地。他們那種打破傳統的太鼓擊法，終於逐漸受到市

場的肯定。 

 

三、「佐渡國‧鬼太鼓座」的發展與分裂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新興創作型表演風格，有了初步成就後，團員們的

內部之間，很遺憾的，也開始對樂團將來的發展方向，有了紛爭。該繼續維持原

有的表演內容？還是尋求更為先進的鼓風？田耕和團員們之間，在「佐渡國‧鬼

太鼓座」成立十年後，有了激烈的爭執。 

    田耕認為，為了保持一定的演出水準，所有現行的規律、準則，就都應該繼

續推行下去，不能更改。但團員們卻認為無法再忍受已有的制度，想做一番改革。

例如，在人際關係上，團員們認為自己已經有能力主導演出的一切，不想再受制

於田耕，認為田耕的意見過於煩瑣；而在演出酬勞上，團員們則認為演出的人是

自己，因此開始向田耕要求較多的配給；另外對於平日訓練的方式，團員們也認

為過於嚴苛，不想再忍受身體上的辛勞（注 24）。團員們一心想脫離田耕的控制，

但田耕認為，自己所做的一切都是正確的，為了革新日本的藝能表演，就必須依

照他的理念來做。就在雙方互不退讓的情況下，田耕終於在 1979 年，離開了「佐

渡國‧鬼太鼓座」。而這個日本史上第一個成立的新型創作太鼓集團，終於分裂

成兩個獨立的團體，也就是現在所見的「鼓童」和「鬼太鼓座」。 

    對於「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日本太鼓史上的定位，日本藝能界存有許多的

看法。有的人認為，創始人田耕的功勞不可忽視，沒有他毅然決然革新日本太鼓

表演型態，就不會有現在的太鼓風潮；但也有人認為，「佐渡國‧鬼太鼓座」所

造成的影響其實有限，它的貢獻仍然有待斟酌。筆者則認為，日本現在正興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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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鼓潮流，有絕大部分的功勞，都要歸功於「佐渡國‧鬼太鼓座」。四十年前，

在那個太鼓音樂仍相當封閉的時代，如果沒有田耕的號召改革，日本現在或許仍

是一個沒有太鼓藝術的民族。「佐渡國‧鬼太鼓座」的成立，使日本太鼓自此脫

離傳統，融入了西洋音樂的風格，象徵著日本太鼓文化的革新與成就。 

 

第三節、「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影響 

1977 年，日本研究太鼓的學者西角井正大，在一個公開的太鼓表演場合，

如此敘述「佐渡國‧鬼太鼓座」這個日本二十世紀中葉興起的太鼓集團。「太鼓

在日本原來是用來祈雨、送蟲，或是供養神佛、請神迎神用的。它能牽引人心、

緩和性情，它原來是相當樸素，相當單調的。然而其實自古以來，日本的太鼓一

直隱含著一種訴求人心的獨特特質，當這種特質發展到最高點時，便會搖動我們

的靈魂，使我們發狂。現在，太鼓音樂已經在日本誕生了，而未來它將會不斷成

長，在世界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注 25） 

正如西角井正大的預言，日本自「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以來，直到現在，

在短短幾年之內，整個國內已經有一萬五千個類似團體成立了。「佐渡國‧鬼太

鼓座」只不過是上萬個表演團隊的其中之一而已。這些後起之秀，吸取了「佐渡

國‧鬼太鼓座」的精神，效法它的創新風格，在日本各地如雨後春筍一般地被開

創出來。從北海道的「北海若眾太鼓」、東北的「青森繩文太鼓」，一直到九州的

「Tao 太鼓」，上萬個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現代太鼓表演團體，有如蜂巢一般，

遍布在整個日本的土地上。他們為了日本當代太鼓文化的革新、傳承，不斷在表

演舞台做排練、在演出內容上下苦心。 

日本從古代直到二十世紀中葉為止，國內的太鼓藝術始終很保守、落後。然

而，1969 年「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後，在短短的幾十年內，日本太鼓文化

忽然大大轉型成為一個豐富而熱鬧的文化產業，令人嘖嘖稱奇。筆者認為，這個

現象都要歸功於西洋音樂帶給日本的啟發，帶給日本太鼓創作革新的靈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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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音樂的輸入與刺激，日本是絕對沒有孕育出這個新興產業的資源與基礎的。

「佐渡國‧鬼太鼓座」帶起的這股太鼓風潮，使得日本在二十世紀中葉以後，成

為一個獨自享有太鼓文明的特殊國家，而這是在東方國家中，自古至今未曾見到

過的異例。 

「佐渡國‧鬼太鼓座」所捲起的這股風潮，並不限於文化工作者對它的崇拜

與仰慕，下至一般市民觀眾，也紛紛被它獨特的魅力所吸引，開始起而仿效。西

元 1969 年之後，日本市面上開始出現一些討論太鼓藝術的專書，這種以前從沒

有過的現象，開始在民間成為一種流行。除此之外，日本關於太鼓文化的教育學

習、雜誌討論、太鼓製作工場、太鼓專賣店、太鼓博物館、太鼓競賽、以及表演

活動，都大幅度地成長了（注 26）。學太鼓的人、收集太鼓的人，每年都不斷地

快速增加。日本的太鼓文化自「佐渡國‧鬼太鼓座」後，終於正式開始迅速起步

發展。而 1988 年，在石川縣的一個小城鎮裡，經由淺野昭利先生的帶領下，日

本終於也誕生了第一個專業太鼓資料館---「淺野太鼓文化研究所」。裡面不僅收

藏展覽了各種類型的太鼓，並兼有太鼓販賣、太鼓教學、太鼓雜誌出版的活動，

是日本目前最完整的太鼓收集博物館（注 27）。 

另一方面，這股太鼓文化的興起，更連帶促使政府也開始對之加以補助、提

倡。從七〇年代開始，日本國內便有一些經常性的太鼓節慶活動出現，場場都聚

集了大批民眾聆聽悅耳的鼓聲，如福井縣織田町的「O‧TA‧I‧KO 響」、秋田

縣鷹巢町的「大響祭」、石川縣輪島市的「全日本太鼓祭」、新潟縣佐渡的「地球

的祭日」、還有國立劇場的「日本的太鼓」等（注 28）。這些五花八門的太鼓節，

每場都匯聚了遠從全國各地前來參加的太鼓團體，少者兩三團，多者甚至十餘

團。在三天兩夜的慶典中，鼓手與熱情的觀眾融為一體，共同打出日本太鼓的大

和精神。西元 1979 年，日本在這股狂熱的太鼓潮流之下，終於也順勢成立了一

個全國性的連盟團體---「全日本太鼓連盟」。這個連盟匯聚了日本八百個太鼓團

體，會員數達到兩萬兩千人，集合了所有與和太鼓有關的知識、技術、情報，大

家共同為日本太鼓的保存、發展，努力不懈。他們發揚太鼓的宗旨裡聲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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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是不分年齡、不分男女、不分障礙，任何人都可以打的。」 

「佐渡國‧鬼太鼓座」從 1969 年創團至今，已經有將近四十年的歷史了。

創始人田耕先生，也於 2001 年不幸過世。然而，田耕先生創團時的理念、創團

時的風格，直到今天，仍被一代又一代的後繼團員，持續堅持著。他們現在仍舊

每年固定在日本及海外各地，做定期的巡迴表演，而他們精湛的演出，更早已經

使得日本的和太鼓文化，聞名世界各地了。二十世紀末葉開始，「佐渡國‧鬼太

鼓座」甚至將演出巡迴點增至台灣，幾年來的表演經驗，也已經受到台灣民眾熱

烈的喜愛。在日本表演團體尚未頻繁來到台灣的現況下，「佐渡國‧鬼太鼓座」

可以說是打破先例，將日本的表演文化，具體地介紹給了台灣的觀眾。除了欣賞

他們獨特的演出內容外，台灣民眾也因此對日本的藝文環境，有了初步的認識。

未來整個團隊的成長、傳承，將是台灣民眾們所引頸期待的。 

在「佐渡國‧鬼太鼓座」成立之前，日本是沒有太鼓藝術這項產業的。從古

代到二十世紀中葉為止，日本的太鼓文化始終很落後、很粗淺。然而西元 1969

年，田耕成立「佐渡國‧鬼太鼓座」之後，終於替日本太鼓藝術的發展，打開了

大門。經由「佐渡國‧鬼太鼓座」的介紹，太鼓文化產業、太鼓藝術這個概念，

終於被日本人慢慢意識到，而且接受了。長久以來被人們所漠視的打樂器---太

鼓，到了二十世紀，終於獲得主體性的地位。回顧「佐渡國‧鬼太鼓座」短短十

餘年的藝術生涯，或許，它的功績及它的貢獻，將是所有後代太鼓音樂的繼承表

演者，所應銘記在心的吧。姑且不論和太鼓將來的發展如何，至少在二十世紀中

末葉，它曾經在日本締造了一個奇蹟似的風潮，而這，將是永遠可以留名歷史的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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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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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 2）：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54） 

（注 3）：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55） 

（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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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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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注 6）：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50） 

（注 7）：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38~150） 

（注 8）：朱秋華，『西方音樂史』，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2 年 9 月。（p：301~309） 

（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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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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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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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注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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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 13）：『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9） 

（注 14）：『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0） 

（注 15）：『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2） 

（注 16）：『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2） 

（注 17）：『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2） 

（注 18）：『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9） 

（注 19）：『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12） 

（注 20）：『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3） 

（注 21）：『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6） 

（注 22）：『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6） 

（注 23）：『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4） 

（注 24）：『たいころじい   鬼太鼓座の時代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4 年 8 月。（p：6~7） 

（注 25）：茂木仁史，『入門 日本の太鼓』，平凡社，東京，2003 年 4 月。（p：181） 

（注 26）：『たいころじい   無法松は、なぜ太鼓を打ったのか』，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6 年 4 月。

（p：54） 

（注 27）：『たいころじい   御陣乗太鼓特集』，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2007 年 7 月。（p：54~55） 

（注 28）：『たいころじい   無法松は、なぜ太鼓を打ったのか』，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6 年 4 月。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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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渡國‧鬼太鼓座」是日本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 
史上第一個專業太鼓表演集團。           都須經過嚴格的體能訓練才能 
                                       上台演出。 
 
 

                  
團員擊鼓的力量，是每天                  與所有傳統的太鼓表演不同， 
早上四點起床慢跑鍛鍊而                  「佐渡國‧鬼太鼓座」是仿效 
來的。                                  西洋風格演出的團體。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               「佐渡國‧鬼太鼓座」是 
員僅有十來個，都是響應田               一個以日本傳統民族樂器 
耕的號召才加入的。                     為表演內容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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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都           打鼓所用的鼓槌是團員們自己 
是由一、二十歲的年輕人所組成，         動手刨木做成的，這也是他們 
經過兩年訓練才能上台表演。             的日課之一。 
 
 

                        
除了太鼓，「佐渡國‧鬼太鼓             對「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 
座」的團員平日還須研習琴、            員來說，大太鼓是最為艱難， 
笛、舞蹈等傳統藝能。                  最為崇高的表演項目。 
 
 

            

「屋台囃子」是「佐渡國‧鬼太            除了太鼓，「佐渡國‧鬼太鼓座」 
鼓座」受觀眾歡迎的小品節目，            的表演內容還會融入各種不同的                
取材自日本秩父的傳統藝能屋台            傳統樂器，以增加趣味。 
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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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渡國‧鬼太鼓座」雖然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 
是一個現代創作型表演集團，           員遠離世俗塵囂，終日獨居 
但仍不忘自己民族的傳統，             在佐渡島研習傳統藝能。 
將尺八做為演出項目之一。 

 
 

                     
「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團員             「佐渡國‧鬼太鼓座」融入 
表演時，只著下褲，是來自法            西洋音樂風格，在服裝、道 
國藝術大師皮爾卡登的建議。             具、及舞台上，做出變革。 
  
      

                     
「佐渡國‧鬼太鼓座」是一個改           從「佐渡國‧鬼太鼓座」中，我 
革傳統的現代表演團體，展現了           們可以看到日本近代的精神指標 
太鼓強烈的主體風格。                   ---傳統中的革新。 

 
圖 7：「佐渡國‧鬼太鼓座」雖然融入了西洋音樂的要素，卻仍然保留了日本最

根本的太鼓文化傳統。（照片由新象文教基金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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