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聲歌韻
──我的詩與歌

向陽



向陽，本名林淇瀁，台灣南投人，1955年生。文化大學新
聞碩士，政治大學新聞博士。
曾任自立報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任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吳三連獎基金
會秘書長。
曾獲國家文藝獎、吳濁流新詩獎、美國愛荷華大學榮譽作
家、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金
曲獎傳藝類 佳作詞人獎。
著有詩集《亂》、《向陽詩選》、《向陽台語詩選》、散
文集《臉書帖》、學術論文《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
現象再探》等50種。



從黃韻玲譜寫〈草根〉的故事說起

○2015年10月，流行音樂歌手黃韻玲推出她
的音樂專輯《初熟之物》，收了一首以我的
詩〈草根〉譜寫的歌。



○這是黃韻玲第二次選我的詩入歌，第一次
是在1994年，她以我一首冷得不能再冷的詩
〈大雪〉寫歌，收入《黃韻玲的黃韻玲》專
輯。



1994年，黃韻玲以我的詩〈大雪〉寫的歌



○兩首歌前後相隔21年，我的詩與黃韻玲的
曲在時光中相會，直到她帶來〈草根〉的試
聽影片時我們才首次見面。

○黃韻玲選擇冷門的現代詩入曲，讓流行音
樂與現代詩對話，顯現了一個歌手的前衛性，
和人文深度。



○為什麼黃韻玲要以〈草根〉入樂？

○因為她在我臉書上看到我貼的這首詩，當
時有一群高中生走上街頭反課綱，我心有所
感，貼出寫於1977年的這首詩，鼓勵他們不
要哀傷哭泣。

○黃韻玲徵求我的同意，以〈草根〉入曲，
乃有這首具有高曠雄渾曲風的歌，搭配她的
歌聲，不僅對學生，也對所有匍匐在泥地之
上的人有鼓舞站起的力量。

○這讓我看到黃韻玲內在的創作理念，她敢
於挑戰禁忌，拔高流行音樂的視域。
○現代詩、流行歌，以及同樣的對於學生運
動的關注，讓這首歌有了深沉的意義。其中
共有的特質就是：感動。



〈草根〉詩 向陽 ● 曲/唱 黃韻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YUnyyPWt8



再說一個小故事：

在薩爾瓦多歌劇院唱台灣民謠

○ 2007年10月，我應薩爾瓦多共和國詩人基
金會之邀，出席在該國首都舉辦的「薩爾瓦
多第六屆國際詩歌節」。

○ 在首都具有歐洲古風的劇院中，主辦單位
安排各國詩人朗誦，我把原來準備的詩作擺
在一邊，臨時決定不讀詩，改唱台灣民謠
〈西北雨〉。

○ 此舉意外獲得全場的掌聲。歌超越了語言，
取代了詩，成為人人能懂、足以溝通的工具。



西北雨( 台灣童謠 )

西北雨直直落 鯽仔魚欲娶某

鮕鮐兄拍鑼鼓 媒人婆土虱嫂

日頭暗尋無路 趕緊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 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 白鷺鷥來趕路

翻山嶺過溪河 找無巢跋一倒

日頭暗怎樣好 土地公土地婆

做好心來照路 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 鯽仔魚欲娶某

鮕鮐兄拍鑼鼓 媒人婆土虱嫂

日頭暗尋無路 趕緊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 西北雨直直落



詩與歌的不離不棄
：從民間到文人

○ 嶄新而富含生命力的詩歌，都來自民間。
○《詩經》的十五國風、《楚辭》、漢朝的
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無一不是如此。

○ 開始於民間的歌謠，以感情、聲音和活力
影響樂風，也影響詩風。

○ 從民間到文人，從詩到歌，音樂在其中扮
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詩與樂的關係

○ 《詩大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

○ 《禮記》也說：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
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 音樂講究旋律， 詩歌講究韻律， 詩律和樂
律之間具有一致性。

○詩講究聲律，因此便於入樂。

○詩需要音樂， 詩待音樂而昇華，也因而感
動人心，產生力量。

○詩為樂心，聲為樂體 。(劉勰《文心雕
龍 》)
○詩配樂以後，可發揮聲、樂、舞的的美感，
更易傳達其內涵與感情。



現代詩與歌

○ 從古典詩到新詩，從新詩到現代詩，詩與
樂的關係有了改變。

○ 新詩，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劉半農
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因為注重語言節奏
和情韻，傳唱至今。

○ 現代詩，一度與歌分家，直到1970年代現
代民歌運動展開、校園民歌繼踵其後，以現
代詩入樂成歌，方才匯為潮流。



徐志摩〈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虫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Hqg725h48



民歌運動的開始

○ 1973年，楊弦發表
以余光中的詩譜曲的
《鄉愁四韻》。

○1975年6月6日，以
余光中、徐志摩等詩
人的作品譜成的九首
歌，由楊弦與胡德夫
在臺北中山堂「中國
現代民歌之夜」唱出，
導引了校園民歌的展
開。



黃春明與《鄉土組曲》

○ 1976年8月，小說
家黃春明出版《鄉土
組曲》，精選台灣民
謠，推動屬於台灣自
己的音樂，成為當年
知識青年都必讀的一
本書。

○這對校園民歌的本
土化，產生了內在的
認同的影響。



○ 1976年12月3日，
在淡江大學的西洋民
歌演唱會上，李雙澤
跳上臺大演唱蔣勳的
〈少年中國〉和改寫
自陳秀喜的〈美麗島〉
──「唱自己的歌」，
從此在大學校園中形
成風氣。



美麗島 詞：陳秀喜、梁景峰改寫 曲：李雙澤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美麗島 詞：陳秀喜、梁景峰改寫 曲：李雙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2jXvj9CAc&t=78s



○ 1977—1980新格
唱片連續４屆舉辦
「金韻獎」，將民歌
推向流行歌壇。

○得過金韻獎的年輕
創作者或演唱者有簡
上仁、邰肇玫、齊豫、
王夢麟、李建復、王
海玲、鄭怡、施孝榮、
蘇來、鄭華娟、黃韻
玲、許景淳等。



○ 也在同時，李泰祥開始將現代詩人的作品
譜成曲子，並交由齊豫、唐曉詩、許景淳等
歌手演唱，帶來另一股風潮。

○當年的李泰祥，打破了嚴肅音樂和流行歌
的藩籬，融和了現代詩人詩作，改變了大眾
流行歌的走向。



被譜成歌的我的詩

○ 早是1978年李泰祥以我的詩〈菊歎〉譜
曲，齊豫主唱，收入《你是我所有的回憶》。



菊歎

所有等待，只為金線菊

微笑著在寒夜裡徐徐綻放

像林中的落葉輕輕，飄下

那種招呼，美如水聲

又微帶些風的怨嗔

讓人從蕨類咬住的小徑

驚見澄黃的月光，還有

傍晚樵夫遺下的柴枝

冷冷鬱結著的

褪了色的幽淒

走過總是垂髮低頭，故意

是裝不來的，林外的溪水

緊緊攀著草夜的幾滴淚

此刻在風中，瓦解了

妳問我浮萍的邏輯

那就是吧，露珠向大地

沉墜的輕喟。而菊

尤其金線菊是耐於等待的

寒冬過了就是春天

我用一生來等妳的展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bk3E5gnvY&feature=context-cha



菊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bk3E5gnvY&feature=context-cha



○ 接著是簡上仁於1980年1月，以〈阿爸的
飯包〉在實踐堂「好歌演唱會」中發表，獲
得好評。

○ 其後簡上仁又譜寫〈阿媽的目屎〉、〈阿
公的薰吹〉、〈落魄江湖的姑丈〉、〈搬布
袋戲的姊夫〉。這標記了我的台語詩作首被
譜曲的開始。



○ 〈阿爸的飯包〉，原題〈阿爹的飯包〉，
後來又有作曲家石青如根據原詩作的曲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aci8H1kmw



○1985年，蕭泰然將我的台語詩〈阿母的頭
鬘〉譜成曲，在美國台灣人社區演唱。

○〈阿母的頭鬘〉其後又有簡文秀演唱版台
語詩〈阿母的頭鬘〉，由張弘毅作曲，收入
「簡文秀台灣歌謠」專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2DlolbKbJI



○1993年5月，我的詩〈阮有一個夢〉入選農委會主辦
「優良鄉村歌曲」，其後由沈文程譜曲與主唱。

阮有一個夢，夢見咱兩人作伴，

溪水輕聲來合奏，花草含笑開滿山。

金色的田園，稻仔雙手牽相偎；

收成的暗暝，月娘陪咱唱情歌。

阮有一個夢，夢見咱合力扑拼，

海湧有情笑文文，海鳥有心隨咱行。

開闊的大海，魚隻落網免著驚；

日落的黃昏，船螺陳出豐收聲。

阮有一個夢，夢見咱互相疼痛，

大風大雨攏會過，烏雲散盡日當紅。

美麗的土地，花欉四界放清香；

快樂的日子,同心据在咱雙人。



唐美雲與〈寫互
春天的批〉

○2004年6月，
唐美雲在台大迴
廊咖啡館演出
【唐美雲邂逅新
much】演唱會，
演唱詩作〈寫互
春天的批〉、
〈我有一個夢〉，
其後收入其專輯
《玉樓聲漱》。



寫互春天的批

想卜寫批互春天 向伊吐心悶

春天後母面 一時艷日一時雲

凡是蝴蝶就會隨花飛

凡是雁鳥就會找巢睏

春天全全假不知 害阮心酸酸

想卜寫批互春天 替阮帶音信

春天走去避 大山懸懸海深深

若是桃花伊就開滿園

若是紅雲伊就近黃昏

春天假意瞇瞇笑 笑阮人笨笨

想卜寫批互春天 請伊傳深情

春天恬誌誌 有時熱來有時冷

亦卜東平出日頭

亦卜西平出彩虹

春天歸尾有憐憫 幫阮鬥牽成



石青如、
福爾摩沙合唱團
與《土地的歌》

○ 2007年，福爾摩沙合唱團在中山堂中正廳
演出以台語詩〈阿公的薰吹〉、〈傀儡戲〉、
〈食頭路〉、〈村長伯仔欲造橋〉、〈闇風
和溪水〉、〈搖子歌〉等譜成合唱曲(石青如
曲)。
○ 2012年3月22日，福爾摩沙合唱團於國家
演奏廳演演唱詩作〈秋風讀未出阮的相思〉、
〈講互暗暝聽〉(石青如曲)。



村長伯仔欲造橋

村長伯仔欲造橋

為著庄裡的交通收成的運送

猶有囝仔的教育

溪沙同款算未完的理由

村長伯仔每一家每一戶撞門

講是造橋重要愛造橋

村長伯仔實在了不起

舊年裝的路燈今年會發光的存一半

今年修的水管舊年也已經修過兩三遍

只有溪埔雖然無溪水也愛有一條橋

有橋了後都市人會來庄裡就發達

造橋重要收成運送也順利

造橋確實重要無者庄裡就無腳

計程車會得過不過小包車想欲過不敢過

咱的庄裡觀光資本有十成便利無半成

造橋重要請村民支持這亦不是為我自己

雖然我有一臺金龜車，橋若無造

同款和各位父老步輪過溪埔

村長伯仔講話算話

每一日自溪埔彼邊來庄裡走縱

為著全庄的交通村民的利便

他將彼臺金龜車鎖佇車庫內

村長伯仔講是橋若無造他就不開鎖

哎！造橋確實重要愛造橋



千人合唱台語版〈快樂頌〉

○2008年2月28日在文建會主辦、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承辦
「以愛重生」音樂會中，由千人合唱團演出台語版〈快樂
頌〉。此一歌詞之撰寫，始於前往薩爾瓦多詩歌節途中，回
程完成。



〈快樂頌〉台語歌詞(摘句)

心情輕鬆，樂暢歡喜，

迎接咱的新時代。

你我牽手，佇遮作伙，

大家攏嘛笑咳咳。

四百年來，你我祖先，

佇這個所在來企起，

無論先到，抑是後來，

攏是姐妹佮兄弟。

花芳水甜，四季如春，

大海廣闊山誠靈。

鬧熱街市，美麗田園，

認真拍拼好前程。

社會和諧，國家安定，

街頭巷尾相借問。

也有敬疼，也有感恩，

咱的人生大光明。



聲樂家協會、作曲家與聲樂家

○ 2008年4月29日，中華民國
聲樂家協會在國家演奏廳舉辦
「我們的詩人，我們的歌：
2008委託創作首演會」，演唱
台語詩〈搖子歌〉﹝李文彬﹞、
〈世界恬靜落來的時〉(陳瓊瑜
曲、潘皇龍曲各一)。其後收入
《你的歌我來唱3－當代中文藝
術歌曲集》。

○ 2010年〈世界恬靜落來的時〉
因此入圍21屆金曲獎傳藝類
佳作詞人獎。同時入圍的尚有
路寒袖、陳黎，都出自這次演
唱會。



渭水春風
與我的詩

○2010年，音樂劇《渭水春風》，選入詩作
〈世界恬靜落來的時〉、〈秋風讀未出阮的
相思〉、〈射日的祖先正伸手〉（譯為賽德
克語）、〈夢中行過〉四首，冉天豪譜曲、
殷正洋、洪瑞襄的演唱。

○2012年4月， 音樂劇《東區卡門》，選入
詩作〈行旅〉冉天豪曲。

○2012年6月，〈秋風讀未出阮的相思〉獲
23屆金曲獎傳藝類 佳作詞人獎。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一首詩的多個曲本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就是思念出聲的時

窗仔外的風陣陣地嚎

天頂的星閃閃啊熾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我置醒過來的暗暝想起著你

我置睏未去的暗暝想著你

想起咱牽手行過的小路

火金姑提燈照過的田墘

竹林、茫霧和山埔

猶有輕聲細說的溪水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ZCfATIiAOE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ZCfATIiAOE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

這首詩也創下了
一個紀錄，冉天
豪的曲子之外，
先後又有潘皇龍、
陳瓊瑜、賴德和、
黃立綺、劉育真、
寶藏巖人聲計畫
和石青如的作品，
總計八個版本。

潘皇龍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UDFFgOJ5 w

賴德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q_maCkTX w

陳瓊瑜曲
https://youtu.be/DGjDRGMp8Ps?list=PLyS4bcrg6tXyN

9DdIQOipMucEXpE87pYt

黃立綺曲
https://youtu.be/4iVLiCODD9Y?list=PLyS4bcrg6tXyN

9DdIQOipMucEXpE87pYt

劉育真 曲
https://youtu.be/BmtHl8xqWv0?list=PLyS4bcrg6tXyN

9DdIQOipMucEXpE87pYt

寶藏巖人聲計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SDYrDsPGg&inde

x=7&list=PLyS4bcrg6tXyN9DdIQOipMucEXpE87pYt

石青如曲
https://youtu.be/iHVuZUkMowE



秋風
讀未出
阮的相思

秋天的風伊不捌字

掃落歸山紅葉冷吱吱

秋天的風 敢有影是妳

吹過山崙 吹過溪墘

就是吹啊吹 吹未著阮的相思

阮的相思 是紅葉一片

對頭到尾 攏寫著你的名字

秋天的風 敢真正是你

害阮落地 互阮失志

就是讀啊讀 讀未出阮的相思

秋天的風 敢真正是你

害阮落地 互阮失志

就是讀啊讀 讀未出阮的相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Palec3vA9



秋風
讀未出
阮的相思



最近的兩張專輯 1：土地的歌

● 2016年10月23日，福爾摩沙合唱
團在國家音樂廳演出「土地的歌—
石青如與向陽的對話」音樂會，演
出作曲家石青如以我的17首詩譜成
的合唱曲。

●同年12月，出版了《土地的歌：
石青如合唱作品專輯》，收錄音樂
會中演出的14首台語詩。

●石青如從2007年開始，以多樣曲
風，豐富地詮釋我這些寫於不同時
期的台語詩，讓這些詩作再生於新
世紀的台灣，高山流水之情，特別
讓我感心。



最近的兩張專輯2 霧社交響詩

●除了《土地的歌》這張CD，
12月作曲家林少英也以交響詩
譜寫我的敘事長詩〈霧社〉，
出版了《霧社交響詩：賽德克
悲歌1930》和《霧社：向陽敘
事詩x林少英交響曲》兩片CD，
表現了作曲家跨越現代敘事詩
難度的能力。

* 霧社交響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GgUoEHT24
* 朗誦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21WijMIgk



最近的三場音樂會

●2018年5月9日，灣聲
樂團推出〈灣聲名人系
列饗宴4：寫予土地的歌
詩〉音樂會，由音樂家
李哲藝主持，與我對談
，並演奏以我的詩譜成
的歌(黃韻玲譜曲〈大雪
〉、李泰祥〈菊歎〉、
冉天豪〈世界恬靜落來
的時〉、蕭泰然〈阿母
的頭鬘〉、簡上仁〈阿
爸的飯包〉、李哲藝〈
寫佇土地的心肝頂〉等
多首作品。



●2018年5月29日，北教大人文藝術學院舉辦〈抽詩剝繭 - 向陽
原創詩集音樂會〉，由音樂系師生以我的詩作譜作新曲，共演出
14首作品。



最近的兩場音樂會

●2018年9月22日，鋼琴家葉青青策畫〈世界恬靜落來的時──向陽
詩選創作音樂會〉，在台灣戲曲中心舉辦，共演出10首作品：李和
莆 (搖子歌)、謝宗仁(早時連暗時、有影的參無影的、夢見我的鏡
、鏡是一片門)、周久渝(念奴嬌)、蕭泰然(阿母的頭鬘)、潘皇龍(
世界恬靜落來的時)、陳瓊瑜(世界恬靜落來的時)、賴德和(世界恬
靜落來的時、咬舌詩)、蕭慶瑜(問答)。



詩是
無聲的歌，
歌是
有聲的詩。

○ 我感謝眾多的作曲家詮釋我的詩，歌者演唱
我的詩歌，讓我體會「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
用」的真義。
○詩是無聲的歌，歌是有聲的詩。詩與音樂的
對話，詩與歌的對唱，豐富了我們的世界和心
靈。無詩無以言，無歌無以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