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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日本太鼓文化的展望 

 
 

1951 年，日本民俗音樂學者小口大八，首次將西洋爵士鼓的表演風格，納

入了日本傳統太鼓的演出中，為日本太鼓音樂的誕生，創造了直接的契機。繼之

而起，田耕也於 1969 年，仿效小口大八的太鼓表演風格，在佐渡島成立了日本

第一個專業創作型太鼓集團「佐渡國‧鬼太鼓座」，日本的太鼓音樂，自此正式

邁出了發展的腳步。 

自 1969 年直至現在，日本的太鼓表演藝術，發展可以說已然達到了一個世

所罕見的巔峰。日本國內將近一萬五千個的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自北到南，分

散在各個城市鄉鎮裡，共同為太鼓音樂的傳承與推廣，盡心竭力（圖 8、圖 9、

圖 10、圖 11）。這些後起之秀的太鼓團體，既現代又傳統，在揉合了西洋音樂前

衛的表演風格中，留守住了日本最傳統的大和精神。尤其是自 1980 年代之後，

西洋音樂對日本太鼓藝術的影響程度，日趨明顯（注 1），終於使日本這種獨特

的太鼓文化，成功地融合了古典與新潮，做到了傳統中的革新。日本的太鼓界，

甚至將這種新興型態的太鼓音樂，稱呼為「後現代主義太鼓音樂」（注 2）。 

日本創作型太鼓表演團體的成立，並不是一個單純、隨機的歷史偶然。隱藏

在這些團體背後的兩股對立精神---積極的西化革新精神與根留傳統的民族精

神，不斷地在它們一場又一場的演出之中，互相激盪、互相纏繞。它們的出現，

是歷史環境的產物，卻也映照出了日本民族在近現代之中，所面臨的文化困境、

文化課題。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日本的太鼓文化究竟該選擇西化革新？還是根留

傳統？它們在這個難題之中，做出了折衷的抉擇。 

 

第一節、日本太鼓文化的西化革新 

看過日本現代創作型太鼓團體演出的人，一定可以很快地察覺到，它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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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與傳統太鼓完全不同的表演型態。現代化，是我們可以給予它們的最佳形容詞。 

這些創作型太鼓團體，成立於西元 1970 年代以後，是日本西化改革、大量

傳入西洋音樂後的一百年。有如前章所述，西洋音樂的輸入與消化，無疑地對它

們的出現，扮演了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它們所展現出來的那股創新與自信，都是

根源於西洋現代音樂文明所帶給它們的靈感。 

    那麼，西洋近現代音樂是如何被日本民族所接受、所吸收的？為什麼在整個

低迷的東方鼓文化圈中，只有日本有能力提供新型太鼓集團成立的資源？為什麼

廣大的東方世界裡，只有日本擁有革新太鼓的條件？而又為什麼在鄰近諸國侷促

不前、抵抗改革的同時，日本卻毫不遲疑地接納了西洋的音樂文化？ 

不同於東方其他國家在面臨西洋文化大舉入侵時，本能採取的抵制抗拒態

度，日本，在十九世紀與西方人接觸時，展現了極佳的友好風度。他們積極地吸

取西洋文明的經驗、檢討自我的文化，並於西元 1867 年明治天皇即位後，開始

大量改革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推行西化政策。在這一股濃厚的革新精神之下，

日本的音樂環境也急速地改善、提升了。那些創作型太鼓集團，便是在這種得天

獨厚的條件下，結出了傲人的果實。 

日本民族在接受西洋文明這一方面，顯現了相當強烈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他

們自主地對西方文化展現了友好的態度，並在短短幾年內，開始了全面性的洋化

運動。日本的西化政策，並不限於政治、經濟等制度性領域，就連藝術文化方面，

也在各個文化工作者、及一般的市民觀眾層中，慢慢地覺醒。日本學者青柳善吾

在『本邦音楽教育史』中曾經指出，日本是一個相當外向的民族，這種性格，使

他們自古以來即對外來音樂文化的接受度相當高（注 3）。而這樣一種個性，在

十九世紀面對西洋音樂的入侵時，更毫不保留地完全展現出來了。西方世界在十

六、七世紀，地理大發現之後，即不斷開始將自己的觸角向外延伸，並試圖將自

己本國的音樂文化內涵，推展到東方各個國家。但在推廣的過程中，大多遭遇到

反抗的後果，每個東方民族都想全力保護自己的傳統，不想被西方人同化。只有

日本，採取了不同於其他國家的態度，在西方列強來造訪時，非但沒有抵制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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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樂文明，更進一步地，竟然開始對西方的音樂文化，展現了濃厚的興趣，積

極而大量地將這種初識的異文化，納入本國的傳統中。藝術是人類心靈情感的抒

發，不是透過單純的模仿、繼受，就能達成的。然而，就在整個東方世界還沉浸

在幾千年前的成就，還在重複著古老的傳統時，日本，毫不猶豫地踏出了革新的

步伐，甩開那潭凝固了的醬缸，開始了嶄新的一頁。 

那些上萬個的新型太鼓表演團體，不僅是日本國內，更是整個東方鼓文化圈

中，最先正式成立的現代創作型太鼓集團。它們與所有傳統的太鼓表演方式都不

同，不是能樂等古典藝能中的伴奏鼓，也不是什麼小型的街頭雜藝表演。它們是

一種相當現代化的大型太鼓表演集團，以新型態的太鼓打奏為表演中心，每年巡

迴在日本及海外，做定期的演出，並將這種表演以現代商業藝術化的行政管理來

運作，創辦學童的太鼓教育、及各種多樣化的太鼓體驗營等。毫無疑問的，它們

這種打鼓方式及團隊經營方法，完全是吸收西方當代的音樂型態及管理知識而來

的。不僅如此，這些太鼓集團的表演內容，也是相當現代化的。它們只在大型的

劇院做演出，表演時更講究舞台排位、肢體動作、及聲光效果（注 4）。脫離了

千年前雅樂太鼓、能劇太鼓的風格，甩開了民俗太鼓、宗教太鼓的鄉野氣息，日

本的創作型太鼓團體，成功地轉型為一種西式現代化的表演集團，並於大分縣的

「Tao」太鼓成立時，達到西化表演水準的最高峰（注 5）。 

這些現代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不是日本人自己關起門來即可設立的，日本

國內自身的環境條件，並不足以支持它們的成立。西洋音樂的傳入，對它們的成

立可能，佔了相當大比例的影響，沒有西洋的音樂文化，便沒有日本創作型太鼓

團體。從傳統太鼓到現代創作型太鼓，這些太鼓集團缺乏穩固基礎、跳躍式的改

革，完全是奠基於強健的西洋音樂，給了它們極大的參考價值。如果沒有西洋音

樂的刺激，日本太鼓是不會有如此快速而豐碩的成果的。洋人的爵士鼓、搖滾鼓，

帶出了日本太鼓音樂的創新風格。 

西洋音樂的輸入，不僅促使了日本音樂工作者開始調整、修正自己的風格，

以避免呈現一種落後而過時的作品給觀眾；而市民大眾也開始學習養成清新的審



 74

美觀，在懂得欣賞先進音樂文化的同時，也用實際的支持與鼓勵，來促使表演者

能有基本的經濟能力，進而無後顧之憂地持續發表新的作品。西元 1969 年，「佐

渡國‧鬼太鼓座」繼小口大八的「御諏訪太鼓」之後，首開風氣，開始了新興型

態的專業太鼓音樂。在獲得極大的迴響之後，日本國內，到現今為止，總共成立

了上萬個類似的表演團體，每年定期在各個地方進行演出。藝術家的自覺，加上

觀眾群的覺醒，新型創作型太鼓表演，終於創造了一個古今未有的成就。 

一般而言，東方國家都是古老而保守的，沉滯的傳統，使他們容易安於現狀，

面對西方的制度、文化，他們總是堅決反抗。不儘在政治上，他們固守專制封建

的集權主義，在經濟上，他們也抵抗近代資本主義的模式，始終維持傳統小型手

工業的消費型態；而在文化上，他們排拒所有洋式風格，執著自傲於自己民族數

千年的藝術文化，更在日常生活方面，改變不了古老的歷史傳統，將洋人吃的西

餐、穿的西裝，視為異端文化，保守地安於東方的作風。相較於其他東方國家抵

抗近現代西洋文明的態度，日本，友善地接納它、消化它，最終成就了自己民族

的現代化，太鼓音樂便是一個顯著的例子。整個廣大的東方鼓文化圈中，其他國

家都沒有革新的條件，唯獨日本，在西洋音樂的奧援之下，誕生了前所未有的現

代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改革成功了。 

 

第二節、 日本太鼓文化的根留傳統 

    日本的創作型太鼓集團，除了表面的積極西化革新精神外，其實在它們的成

立宗旨及所呈現給社會大眾的演出內容裡，還有另一股回歸傳統的原始思惟。 

    二十世紀中葉，在接受西洋文明的洗禮之後，整個東方世界已然是一個相當

現代化的先進地區，古老的民俗藝能，幾乎完全被民眾所遺忘了。然而，就在幾

千年的民族傳統，即將被抹滅、被否定的時候，位居日本從南到北的城市鄉鎮裡，

卻有一大群擁抱傳統的年輕人，在學得完整的民族樂器知識後，響應田耕的藝術

改革號召，組成了大大小小上萬個創作型太鼓表演集團。他們使用傳統的皮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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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佐以尺八、古箏、及三味線等樂器，以發揚自己民族傳統的文化為目標，終

年定期巡演於日本國內及海外各地。 

創作型太鼓集團的表演成員，大多畢業於日本民族音樂科系，在學校鑽研所

有有關日本古典音樂的知識學問後，還須經過日本古典文學、東洋民族樂器等相

關傳統文化課程的訓練後，才能取得入團表演的資格。團員們各個懷著對傳統的

熱誠與憧憬，加入各地的太鼓表演團隊。他們柔性地抵抗世俗的美式文化，平日

除了演出之外，都在寧靜的鄉野打坐、閱讀古文書、研習傳統藝能、或是練鼓。

除了三味線、琴、笛、舞蹈是必修科目外，每年還會到八丈島學習八丈太鼓，到

秩父參訪屋台囃子。沒有熱鬧的現代文明，他們將自己的青春，都投入在恢復傳

統文化這個目標上。 

這些創作型太鼓集團的團員所使用的樂器，都是日本傳統的民族樂器，他們

排拒所有西洋的物品，在表演舞台上，展現了最純粹的傳統大和精神，不攙雜一

絲一毫的西方器物。尺八、銅鑼、笛子，甚至太鼓，都是傳統的皮革太鼓，而不

使用現在流行的塑膠鼓。至於太鼓的打奏方法及演出曲目，也都是從傳統文化中

汲取靈感，沒有脫離自己母國本有的傳統。「八丈太鼓」、「屋台囃子」、及「大太

鼓」等，在整個演出過程中，觀眾彷彿回歸到了最純粹的傳統日本，暫時脫卻了

西洋文化的點綴，到原始日本洗禮了身心。 

二十世紀後，在東方文化圈一片濃稠的洋化風潮之下，為什麼會冒然出現了

這麼樣一種獨特的傳統表演團體？是什麼原因，讓這些年輕的學子，如此積極地

投入傳統音樂的領域之中？成長於熱鬧、多元的西洋文化環境之中，是什麼動

力，促使他們願意放棄優渥的日常生活，而將一生奉獻給傳統藝能的表演？成立

於 1970 年代以後的這些創作型太鼓集團，在創團時，正值日本經歷第二次世界

大戰失敗後的年代。團員們那種強烈恢復民族文化的精神，或許可以說是日本五

〇年代左右的時代產物。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無條件地投降了，這種慘痛的經驗，使日本人有很長

一段時間，都處於虛脫的狀態之下，甚至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開始懷抱著一種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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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自卑感（注 6）。這種劣等感，甚至波及到音樂藝術的領域，學校紛紛開始

議論，是不是該把課程裡有關日本民族音樂的部分，全部刪除掉。戰後的幾年，

日本的傳統文化陷入了前所未有的危機。然而，在經過幾年的檢討之後，日本人

終於恢復了民族自信心，重新肯定自我的價值，開始轉而積極守護自己的古老藝

能、文化。重新重視自己的民族傳統後，日本人便在各個領域，著手積極地研究、

保存各類古老的文化型態。例如文部省，便開始定期地推動傳統藝術節；而

NHK，也會舉行各種各樣的民族音樂現場表演；昭和二十五年（西元 1950 年），

政府甚至公布了文化財保護法，將演劇、傳統音樂等各種無形文化財，都納入法

律的保護範圍。從此，日本的傳統藝術、傳統表演，便逐漸受到民眾的重視。一

改近百年來洋樂至上的觀念，日本的民族文化，終於也重新崛起，進入了復甦、

興盛的時期（注 7）。 

    戰後政府的保護，再加上日漸復甦的經濟，日本人終於漸漸開始重新審視自

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並積極地參與各種相關活動。而民謠、太鼓、三味線等傳統

藝能，也在媒體的大力提倡之下，開始形成學習的風潮。日本人不再盲目地崇拜

西洋，不再輕易地否定傳統的價值，他們開始重新試著尊重古老的文化，開始關

懷各種高貴的民族遺產。社會整體的潮流，使得日本的傳統音樂，終於獲得了肯

定的重視。1970 年代後成立的創作型太鼓表演團體，便是在這種濃厚的文化氣

氛中誕生的。秉持著恢復傳統的信念，懷抱著關愛民族的心情，團員們各個不惜

辛苦的操練，長期居住在鄉野間，過著清貧的生活，鑽研太鼓。豪放的太鼓聲，

不僅打響了鄉野的四周，更打響了所有日本人回歸祖國的心願。 

    這些創作型太鼓集團擁抱傳統的信念，很具體地表現在它們的表演節目中。

千年前的雅樂太鼓，成為舞台上大太鼓的演出；能劇的締太鼓，成為最受歡迎的

屋台囃子；而八丈島的傳統鼓藝，則變成雄厚的八丈太鼓。日本太鼓音樂的發展

歷程，並沒有脫離古老的傳統，相對地，它是延續整個民俗太鼓、藝能太鼓而來

的。它雖然擺脫了傳統的束縛，轉型為現代型表演風格，但它最根本的精神，終

歸是回歸傳統，從傳統中汲取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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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十六世紀，東西文明首度正式交會以來，西洋文化直至現在，已經成功

地佔有了絕對的優勢，成為領導世界的主流。幾百年內，東方民族古老的傳統，

不是被強制地消滅殆盡，就是主動地棄械投降，歸化成西洋文明的俘虜。民俗傳

統，早已經被所有東方人所遺忘、丟棄。基督教取代了佛教，成為風靡一時的信

仰；西洋強調民主、重視科學的思惟，使青年學子開始反過來揚棄自己母國的文

化歷史；而在音樂領域，居於主流的美式搖滾風，更擄獲了一般民眾的需求，東

方古老的國樂、古老的民族歌舞，逐漸從舞台褪去華衣，消失隱沒。然而，就在

東方世界這一股否定傳統文化的風氣中，日本，卻開始回過頭來反思自己民族的

文化價值、傳承沿襲。繼田耕在 1969 年奮而起身，以發揚、保護傳統藝能為號

召，組成了一個以民族樂器為表演中心的太鼓演出集團後，日本國內截至目前為

止，已經成立了上萬個類似的太鼓團體。這種對古老文化的嚮往與熱愛，或許正

是這股傳統思惟的象徵、反映。就在它們絢爛的現代表演風格背後，我們仍可以

深深地體會到它們根留日本傳統的強烈使命感。 

      

第三節、日本太鼓文化在傳統中的革新 

日本的創作型太鼓集團是一種根留傳統的現代化表演風格。它在革新的信念

背後，維護了傳統；卻又在根留傳統的宗旨下，適當地改革。傳統與革新，不是

兩個互相對立的法則，在創作型太鼓表演團體的演出裡，我們很清楚地理解到它

們是如何完美地平衡這兩股力量。 

十九世紀以來，面對西洋文化的叩關，東方民族對於當下該走的道路，躑躅

猶疑了。究竟該效法西洋，還是堅守傳統，他們徘徊在迷茫的十字路口。有的國

家認為，西洋的文物具有絕對的優越性，我們應該變法改革，設法接納，如此，

才不會落後於潮流；相反地，有的國家則認為，自己民族數千年的歷史，有它的

特點、有它的價值，不該將自己矮視為西洋文明的階下囚，應該要堅定地繼承自

己珍貴的遺產，才是正途。就在東方所有民族迷失在傳統與革新這條十字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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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位居東北亞的小國---日本，卻做出了一個與眾不同，折衷、融合的選擇---

傳統中的革新。他們大力地西化改革，卻沒有喪失傳統；又在根留傳統的強烈自

尊心中，適度地革新。日本絕佳的平衡點，使他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成為了

東方文化圈中，獨樹一格的文明先進國。 

日本的這種態度、特質，很具體地呈現在創作型太鼓集團的團體風格中。這

些團體雖然極力想改革日本古老的太鼓表演方式，但卻又在納入西洋的打鼓型式

後，將最終的精神靈感來源，取材自日本傳統的大和文化。它們的團員認為，完

全守舊，或是全盤西化的結果，終將不會受到民眾的支持。舉例來說，如果將能

劇、神社的傳統太鼓，搬上舞台；或是在觀眾面前敲打完全西式的搖滾鼓、爵士

鼓，都是不可能獲得日本藝術市場的肯定的。唯有革新民族傳統、並將西洋現代

文明傳統化，從傳統中革新，才是正確的。在創作型太鼓集團的團員眼裡，脫離

傳統的革新，或是拒絕革新的傳統，終將是會失敗的。 

日本，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國家，雖然身處古老的東方文化圈中，卻與鄰國完

全不同，始終稟持著一種融合的精神。在他們的思惟裡，強烈的革新精神，容易

導致傳統喪失；而過於濃厚的傳統意識，則會造成國家停滯不前。東方民族在十

九世紀以後，不是全盤西化，就是固守傳統，而日本，卻柔軟地在傳統中革新了。

他們的文化界也是如此。日本的音樂藝術，在近現代以後，即面臨到了轉型的難

題。大量輸入的西洋文物，刺激著日本的藝術工作者，使得他們不得不認真思考

往後的創作方向。究竟該模仿流行的西洋風格？還是繼續守護自己民族的千年傳

統？就在這個困難的轉折點，文化工作者們，遲疑了。然而，1970 年代以後，

在日本各地成立的上萬個太鼓集團，卻很完美地兼顧了這兩種不同的文化意涵。

它們在傳統中揉合了創新，在改革中維護了傳統。面臨著傳統與革新的衝擊，究

竟該如何取捨才好？創作型太鼓集團沒有失之一面，絕佳地做出了融合。 

革新與傳統，是二十世紀東方歷史國家所面臨的新課題、轉折點。日本大可

以跟隨著其他國家的腳步，將自己整個民族內涵，完全地西洋化，只是，它仍然

選擇了保留傳統；日本也大可以完全封閉自己的視聽，一如其他國家一般，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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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年傳統，不再前進，只是，它最後仍然採行了西化的政策。在這個複雜民族的

心裡，沒有跟上改革腳步的文化，將是會腐朽、生鏽，被市場淘汰的；而同樣地，

那些脫離歷史傳統基礎的文化，也將無法得到社會價值觀的接受、與民眾的認

同。日本，在大量接受外來文化的同時，並沒有因此喪失自我的尊嚴，它留守住

了傳統的價值。 

二十世紀中葉誕生於日本各地的太鼓音樂團體，便承繼了自己國家所堅守的

這種精神。它們現代而又傳統，革新卻不失民族內涵。在精心設計的舞台效果裡，

在營運良好的經營手法中，我們看到了創作型太鼓集團革新西化後的迷人外表；

而在樸素原始的鼓聲裡，在古老悠遠的節奏中，我們卻又深深地感受到它們根留

日本傳統的強烈心理。在創作型太鼓團體一場近兩小時的節目中，我們體會到了

日本民族對西洋文化的強烈接受度，及改革傳統藝術的傲人成果；也明白了他們

守護歷史文明的積極信念，及對西洋音樂的保留態度。 

五百年前，西洋文化夾雜著強大的力量，來到了東方。東方國家，在毫無應

對能力的情況下，不是頑強地排拒抵抗西洋文明，就是完全敗北於其勢力文化之

下。日本，採取了與其他國家不同的選擇，在吸取西洋文化、努力革新整個民族

的同時，保留了最根本的傳統精神，沒有遺失自我。改革西化，並不意味著喪失

古老的歸屬；而根留傳統，也不代表著抗拒流行的風潮。日本，在革新與傳統之

中，做出了完美的取捨，一面積極革新，一面固守傳統。這種成熟的處理手段，

理性的做事方法，實在值得東方其他國家的效法與學習。 

太鼓音樂誕生的 1970 年代，日本整體的文化環境，正是處於這樣一個複雜

的局面。西洋音樂的吸收、消化，與日漸隆盛的回歸傳統風潮，這兩股相互對立

的力量，不斷纏繞著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那些創作型太鼓團體，繼受了這股時代

潮流，在革新的風格中，融入了民族的精神；在西洋的表演型態中，攙和了日本

的文化傳統。這種揉合的內涵，代表了他們獨有的藝術型態，也反映出了日本民

族所遭遇的時代課題。而日本國內二十世紀末所興起的和太鼓風潮，莫不是以這

股文化思惟為典範，努力為整個傳統的太鼓藝術做適當的革新。或許對日本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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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界而言，現在的課題，已經不是單純地以「西化」為目標，而是應該以傳統

文化的「現代化」為方針。 

日本太鼓音樂集團的革新，不是排斥、躲避原始；而它們的傳統精神，也不

是頑強地抵制、抗拒文明。到了二十一世紀，極端的傳統與極端的西化，都已經

得不到民眾市場的支持了，唯有傳統中的改革，才是符合現代潮流。日本民族現

在所面臨的時代課題，早就不是如何模仿西洋、如何全盤西化，也不是如何固守

傳統、如何抵抗變革，而是應該在尊重自己古老文化的原則下，從傳統中做革新。

唯有將民族傳統適當地現代化，才是最好的做法。 

 

第四節、日本太鼓文化的反思 

    日本創作型太鼓集團成立的精神基礎與靈感來源，便是來自於西洋的近現代

音樂文化。它們所受到洗禮的西洋音樂，是在十九世紀中葉以後，從歐美各國遠

渡而來的一整套系統內涵。西洋音樂進入日本國內，影響日本太鼓，已經有近一

個世紀的歷史了。在接納西洋音樂的表演風格，成功地創造出獨樹一幟的太鼓音

樂之後，日本，是不是也該開始對自己所處的文化環境，做一番省思，回過頭來

進一步將自己的太鼓音樂表演，推往世界舞台的高峰？    

    許多學者曾經試圖對十九世紀時，西洋音樂之所以能大量向日本國內傳播的

背後原因，提出合理的解釋。從西方世界來到日本，須要經過遙遠的航海路程；

而航行的過程裡，西洋人還須要管理大批被運載而來的文物；更重要的是，他們

所帶給日本民族的音樂、思想、器物，是一整套極為完整而成熟的文化。是什麼

原因，促使西洋人在十九世紀時，達到了如此高度的文明水準？而又是什麼動

力，讓他們穿越過廣闊的海洋，一路迢迢地來到了日本？ 

    學者們一般都將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環境，稱呼為「歐洲奇跡」（注 8）。相

較於日本所處的東方傳統音樂世界來說，十九世紀的西洋音樂，先進、自由、而

開放。日本太鼓音樂界所接觸到的，便是這種清新的音樂風格。 

    那麼，西洋為什麼能以這樣奇跡般的方法，走在其他人的前面？是不是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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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遺傳上的優越性？具有音樂文化上的高超智慧？還是他們生活在一種優

越的自然環境中？擁有較理性的技術與社會制度？或者說是因為某種美好的事

物在西方發生，從而使西洋人比其他社會的人，具有決定性的優越條件？（注 9） 

    對於西洋音樂文化在十九世紀時的發展成果，至今都還沒有人能提出一個原

因上的合理解釋。筆者研究的對象---日本創作型太鼓集團，因為受到十九世紀中

葉後，所輸入的西洋音樂的啟迪與影響，而因此誕生了。西洋多元而活潑的音樂

型態，滋潤了日本的藝術環境，也促成了日本太鼓文化的革新。 

    西洋音樂的到來，是值得日本民族做一番省思的。為什麼西洋人能達到如此

高度的音樂文明？為什麼在別人眼中，日本的傳統音樂自此矮了一截？西方自

由，而日本封閉；西方開放，而日本保守；西方新潮，而日本古老。面對這個優

越的外來音樂文化，或許，日本也要適當地做出變革、做出應對，才能守住自己

傳統的價值吧。「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成立時，便深深意識到傳統與革新的必

要，因此，他們變中求新，在傳統的基礎上做了適當的改革，將西洋的音樂元素

融入了古老太鼓的表演中。「佐渡國‧鬼太鼓座」除了將西洋鼓的打擊方法納入

日本傳統太鼓的演出中，更將原本的日式表演舞台、日式表演服裝，加以洋化革

新，在保留傳統的原則下，做出了革變，最後終於成就了日本太鼓音樂前所未有

的歷史性成果。不僅如此，「佐渡國‧鬼太鼓座」在成團第三年時，甚至開始將

表演市場擴展到美、法等西方社會中。他們在洋人的面前，盡情地揮洒出了日本

太鼓的自信心；將日本的民族傳統真締，毫無保留地介紹給了西洋人。現在在西

方社會裡，受到「佐渡國‧鬼太鼓座」的影響，也已經逐漸開始興起一股和太鼓

風潮了。「佐渡國‧鬼太鼓座」，把日本的太鼓文化價值帶到了西方，替日本的民

族精神，打響了國際知名度。 

西洋音樂影響日本太鼓，已經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了。在被動地接受西洋音

樂影響的同時，日本太鼓是不是也應該開始反思自己的角色？一如 「佐渡國‧

鬼太鼓座」橫跨美國演出時的精神，或許，如何將自己所開發出來的太鼓音樂文

化，也推展到世界舞臺的中心，將是日本民族未來所須面對的時代課題吧。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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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價值，和太鼓的精美，期望它有朝一日，也能打進西洋音樂的社會裡，並得

到西洋世界各國的認同，進而再回過頭來帶給西洋音樂一股新的影響、刺激、與

啟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注 1）：本論文淺野昭利先生訪談內容。（本論文，p：119） 

（注 2）：『たいころじい』，淺野太鼓資料館，石川，1997 年 6 月。（p：54） 

（注 3）：青柳善吾，『本邦音樂教育史』，青柳寿美子發行，東京，1980 年 5 月。 

（注 4）：如將傳統的日式平面舞台，改為洋式的 360 度舞台；將日式的制式表演服裝，改為現代化的丁字

褲演出；而表演曲目的編寫，也融入了許多西洋要素，像是邀請洋人譜曲，或是與洋人的樂團跨界

合作演出等；除此之外，節目演出時，更極端注重音響與燈光效果。 

（注 5）：筆者 2008 年 11 月訪問「淺野太鼓資料館」館長淺野昭利時，淺野先生於閒談時所做出的評價。 

（注 6）：吉川英史，『日本音楽の歴史』，創元社，東京，2004 年 6 月。（p：460） 

（注 7）：吉川英史，『日本音楽の歴史』，創元社，東京，2004 年 6 月。（p：460~469） 

（注 8）：J.M. 布勞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理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北京，2002 年 9 月。（p：62） 

（注 9）：J.M. 布勞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理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北京，2002 年 9 月。（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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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劇照。                                演出劇照。 
 

                     
新聞媒體採訪團員。                         團員與觀眾交流。 
 

                    

「天邪鬼」至巴西公演。                   團員的休閒合照。 
 

      
演出前的健身運動。 

 

 

圖 8：位於東京的太鼓集團「天邪鬼」。（照片引用自「天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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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的彩排。                        團員在後台上妝。 
 

            
開演前觀眾入席。                      團員休息時修整自己的太鼓。 
 

              
演出完後「怒」團員與觀眾握手。         團員使用的大大小小的鼓槌。 
  

              
 舞台上的道具太鼓。    日本鼓手的制式服裝。    演出劇照。 
 
       

圖 9：位於大阪的太鼓集團「怒」。（照片引用自「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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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檢查太鼓是否正常。              至外地巡迴演出時，用來搬運 

太鼓的大卡車。 
 

 

           
開演前華麗的表演舞台。                  工作人員架設戶外表演舞台。 
 
 

               
日本雜誌介紹「倭」團員。               演出翌日，外國媒體大幅度的報導。 
 
 

圖 10：位於奈良的太鼓集團「倭」。（照片引用自「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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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現代化的太鼓表演。                      演出劇照。 
 

                   

在大分縣的天空下盡情揮洒。                日本最前衛的太鼓表演團體。 
 

                   

自由的「Tao」太鼓。                       熱情奔放的表演風格。 
 

    
       演出劇照。                 記者訪問攝影。 

 

 

圖 11：位於大分縣的太鼓集團「Tao」。（照片引用自「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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