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專題研究計劃書 

 

與大新莊歷史文化搏感情 

：「鼓」與「獅」的對話 

 

組  員： 學  號    姓  名 

         U00227007 向美燕 

         U00227009 江麗萍 

         U00227013 李佳芸 

         U00227015 李鈺雯 

         U00227021 邱昱華 

         U00227126 梁志合 

指導老師：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8 月 3 0 日 



 

i 

 

摘要 

廟宇文化乃新莊歷史文化的表徵，而「擊鼓」與「舞獅」二項技藝

則是傳達廟宇文化的重要內涵。可惜的是，伴隨生活型態與產業結構的

改變，多數傳統工藝漸漸走向歷史，而其衍生的地方文化的精神奕被遺

忘中，新莊鼓與舞獅即是。尋找百工研究小組從新北市出發，以新莊鼓

與獅為處女作，期盼喚醒對鄉土文化與地方特色的那股情懷。 

本研究以文化產業尋根為軸心，探討兩個問題是：一、如何從「鼓」

與「獅」的對話，傳遞廟宇文化的精隨，進而達到與新莊歷史文化搏感

情呢？二、如何從「鼓」與「獅」的對話，提升新莊廟宇文化的文創內

容？為找尋這樣的答案，本研究一方面大量搜尋與新莊歷史、新莊廟宇

文化、新莊鼓、泰山獅等有關的歷史文獻，了解它們的起源；另一方面

擬積極進行田野調查並輔以深度訪談，俾利統整出「鼓」與「獅」在新

莊廟宇文化中的定位。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研究是相當具有深遠的文化意

涵。 

關鍵字：新莊歷史、廟宇文化、鼓工藝、舞獅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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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新莊即「新興的街莊」之意，素有「一府、二鹿、三新莊」之美稱，

是台灣北部開發較早的地區（林淑期、劉明新，2010）。它曾是台灣北部

最重要的港埠之一，往來貿易的民船，停駛於新莊，曾盛極一時（陳三

井，2007）。乾隆年間，新莊各族群之間，為爭奪地盤而時有大規模的械

鬥，造成許多人傷亡。百姓為求平安，遂興建、整修廟宇來尋求慰藉。

亦因如此，廟宇聚集成了新莊特有的景象（翁隨華，1996）。「新莊廟街」

之稱號，因應而生（黃育智，2009）。有趣的是，隨著廟宇聚落的成形，

製鼓、舞獅、燈燭等相關行業，也興盛起來（林怡君，2012）。 

新莊廟街一直是新莊的宗教文化區，也是當地民眾休憩的景點。沿

街最大特色乃古蹟廟宇林立，包括：二級古蹟廣福宮、三級古蹟武聖廟、

慈祐宮和鄰近的文昌祠，還有保元宮、新莊福德祠、全安宮和海山福德

宮等（郭書宏，2010）。也因為這樣的景象，伴隨各式廟宇的節慶活動，

「擊鼓」與「舞獅」的表演，也就屢見不鮮。因此本研究發想：每當廟

宇辦活動時，安排「擊鼓」與「舞獅」助陣，就只是為了熱鬧的效果嗎？

廟宇文化背後的各項民俗活動，難道只是應景而已？「鼓」與「獅」又

何嘗僅止於擊鼓與舞獅，這麼淺層的表象？種種提問，刺激本研究想要

找尋答案的動因。 

「文化，台灣最能感動人心的地方。」當我們面對科技始終來自人

性的嘲諷，台灣當前一項嚴重的問題是：科技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卻築

起了一道藩籬（陳適宜，2010）。本研究一直做這樣的反思：新莊是廟宇

聚落的典型代表，它也是你我生活的空間，我們對它有一份難以割捨的

情感！我們對它的認識不應僅停留在它是古蹟，那裡有夜市、小吃，…！

那麼淺層而已。一段歷史的形成，我們深信一定有它感動人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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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有待大家把它挖掘。 

本研究在文化產業尋根之旅的過程中，堅持的一項信念是找出根基

於土地、根基於自己文化的一種史觀，才能創造出感動人的文創內容。

我們來自明志科技大學，座落在大新莊地區。在愛鄉愛土這份濃郁情感

的力量加持，我們更應與它來搏感情。經過大量閱讀有關歷史文獻，本

研究發現廟宇文化乃新莊歷史文化的表徵，而「擊鼓」與「舞獅」二項

技藝則是傳達廟宇文化的重要內涵。只是，我們應如何從「鼓」與「獅」

的對話，傳遞廟宇文化的精隨，進而達到與新莊歷史文化搏感情呢？下

一節將提出本研究的二項問題。 

 

1.2研究問題 

『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鈸鐃穿雲霄；盤柱青龍探頭望，石獅笑張

嘴。紅燭火檀香燒，菩薩滿身香；祈祝年冬收成好，遊子都平安。歡鑼

喜鼓咚得隆咚鏘，鈸鐃穿雲霄；范謝將軍站兩旁，叱吒想當年。戰天神

護鄉民，魂魄在人間。悲歡聚散總無常。知足心境寬（王夢麟，1980）。』

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首歌，清楚的描繪出廟街文化與鼓獅間的情境。 

台灣的廟街文化聚集地，普遍是由祖先移民到台灣最初發展的根據

地。祖先開墾當地、建立廟宇，將心靈寄託在神明身上，造就香火鼎盛

歷史悠久的廟宇，皆位於台灣最初開墾的幾個地方（戴寶村，2007）。廟

宇的發展漸漸地造就了廟街文化的形成，與廟宇相關的行業也座落於週

遭（林怡君，2012）。文化是一種歷史不斷累積而成的社會價值與社群認

同，廟宇乃是在民間信仰與地方文化下所共同形成的社會場域，為居民

所共同信仰與生活互動的地點 （辛晚教、林政逸，2009）。 

新莊為北台灣最早發展的據點，造就眾多傳統文化發源於此地（黃

璟達，2011）。之所以有眾多虔誠的信徒前往廟宇祭祀，是由於熱鬧的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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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古蹟廟宇林立帶動人潮。廟宇文化的興盛使新莊廟街聲名遠播，再加

上廟街週遭時常可見舞獅、敲鑼打鼓、藝陣…等廟宇文化活動讓廟街更

顯得熱鬧。慶典活動時，清脆而響亮的擊鼓聲與舞獅精湛而生動的表演，

吸引了眾多人群的目光。擊鼓與舞獅的表演不僅是給人看熱鬧而已，背

後所傳達的廟宇文化意涵才是本研究要探討的重點。 

近年來文創風盛行，許多年輕人投入傳統文化進行創新，活絡傳統

文化。文創，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

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林建甫， 

2010）。新莊廟街的文創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以北部最早發展的新莊

廟街文化來探討： 

一、如何從「鼓」與「獅」的對話，傳遞廟宇文化的精隨，進而達到與

新莊歷史文化搏感情呢？ 

二、如何從「鼓」與「獅」的對話，提升新莊廟宇文化的文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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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探討上一節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

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分析與討論 

研究架構 資料蒐集 深度訪談 資料整理 

奏出「獅」篇 「鼓」動人心 

結論與文化意涵 

 

 

與新莊歷史文化搏感情 

創新的文創內容 

 

研究方法 

奏出「獅」篇 新莊歷史文化 「鼓」動人心 

研究動機 

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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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新莊歷史文化 

一、新莊之「源」 

新莊鄰近大漢溪，早年進入臺北平原，由淡水港這條途徑。基於優

厚地天然條件，新莊就逐漸形成港埠，造成清初的一度繁榮。自公元 1736

到 1796年間，為新莊成為中心都市的最繁盛時代，當時有「一府、二鹿、

三新莊」之稱，即新莊街的繁榮僅次於臺南府及鹿港之義（林淑期、劉

明新，2010）。 

新莊，是一個在明朝時候就有文字記載的地方（翁文啟，1995）。康

熙時期，清廷政府發出台北盆地的墾照漢人陸續到這兒開墾，當時，由

於新莊是大嵙崁溪旁的良港，所以雍正年間從大陸來的船隻，紛紛停靠

此地，因此人潮聚集快速、往來頻繁（劉豐極，2009）。到乾隆五年，隨

著新移民的湧入，其土地成為台灣北部的商業重心，為淡北一帶最早的

新興都市，故名「新莊」（黃沼元， 2002）。 

 

二、新莊文化之演變 

康熙時期，新莊以淡水河航運十分便利（洪伯温，1993）。港口為新

莊帶來了生機，卻無法避免無情的天災。人們為求得心安，進而朝宗教

與信仰的方向發展，也因社會與宗教的因素，彰顯出人民對廟宇的精神

寄託（葉雲彩，2006）。又因當地居民為祈求航行平安，所以一開始便建

立慈佑宮，其初名為「天后宮」，重修後才更名（黃育智，2009）。 

乾隆時期，新莊被稱為「興直堡新莊街」（李世榮、吳立萍， 2003）。

「新莊」是指新形成的村莊；又地理位置正好於新莊平原，人煙稠密的

市街中心，因此被稱為「街」（陳聖堂，2002）。直到嘉慶年間大嵙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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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淤積，大小船隻無法靠岸，船隻改航艋舺，新莊的地位才被艋舺所

取代（洪伯温，1993）。其經濟效益不再，再加上移民合併，因此與原居

地之風土、語言、信仰、習俗、思想不同，且牽扯上經濟利益關係，最

終引爆長期大規模之種族械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2007）。 

 

三、新莊廟街文化 

新莊老街，有許多廟宇聚集，其廟宇多

在清領時期建造，大多為二級到三級古蹟

的歷史價值。由於廟宇的聚集，因此新莊

老街有著廟宇文化，並發展新莊各廟宇的

民間信仰，進而成為當地住民的信仰、生

活重心。直至今日，這些廟宇與其衍生的

宗教活動，仍在新莊住民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林怡君，2012）。新

莊老街地圖如圖 2.1所示。  

 

四、新莊廟宇及慶典 

（一）地藏庵 

新莊地藏庵的「文武大眾爺」奉祀於

南殿，是新莊地區極為特殊且重要的信仰。

每年農曆五月二日是文武大眾爺聖誕，前

一天五月一日是大眾爺平安祈福日，並有

繞境的儀式，也是新莊最大的祭典日，此

日前一天，農曆四月三十日舉行大眾爺

「暗訪」的活動（陳彥仲，2003）。 

 

圖 2.1 新莊廟街 

圖片來源：劉秉旻(2012) 

圖 2.2 地藏庵 

圖片來源：新莊地藏庵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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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福宮 

廣福宮俗稱「三山國王廟」，正殿供奉三山國

王，後殿奉祀三山國王夫人。此廟主要是粵籍移

民的祭祀中心，因此一般皆以三山國王廟為客家

移民聚落的標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2）。 

 

（三）福德祠 

祀奉土地公、土地婆，並配祀二位文武判

官，下設有財務、總務、祭祀及法制等四組，

共同管理該祠事務。每年農曆二月二日為福德

正神誕辰日，福德祠有擴大慶典活動，並進行

道教科儀三獻禮，另配合農曆五月初一新莊大

拜拜時，隨大眾爺出巡；農曆九月初七亦隨

太子爺繞境，以佑境內蒼生平安（新莊區公

所，2010）。 

 

（四）文昌祠 

原本供奉於新莊慈祐宮中為配祀之神，艋

舺縣丞曹汝霖倡修慈祐宮，竣工之後尚有餘

款，因而倡儀於慈祐宮之右側興建文昌廟，以獨立供奉文昌帝君。文昌

祠的祭典有春秋兩祭及三月二十九日的青年節成年禮（彭偉銘，2013）。 

 

（五）港口宮 

舊港碼頭，也就是現在的港口宮，從清代到日據時代便存在了，港

口從日據時代便存在，因淹水使碼頭塴塌，最後消失。港口宮佛祖的神

圖 2.5 文昌祠 

圖片來源：Bodhi Chen (2012) 

 

圖 2.4 福德祠 

圖片來源：盧裕源 (2013) 

 

圖 2.3 廣福宮 

圖片來源：R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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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於民國八十年左右被發現，因為當時正好

有建提防工程，當工人們挖提防打地基時，

在深度二層樓高的地方發現了神像，於是當

地民眾便開始供奉此神像（黃育智，2009）。 

 

（六）慈祐宮 

慈祐宮為新莊沿河三廟中最早建立的，亦為

新莊地區最古老的廟宇，臺北地區僅次於關渡宮

的第二古老媽祖廟（台灣媽祖聯誼會，2010）。以

往元宵佳節，慈祐宮前照例舉行猜燈謎活動，前

後共三天，但目前改為戲曲活動。農曆三月二十

三日是媽祖聖誕日，慈祐宮每年皆會依例，於前

一天繞境出巡（新莊區公所，2010）。 

 

（七）武聖廟 

位於當時新莊街最熱鬧的地段「米市街」當

中，該段市街當年盡是巨富商賈雲集之處，由當

時新莊地區有名的墾戶胡焯猷獻地所建，供奉之

主神為關羽（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07）。在正月

十三日有繞境活動。元宵節前後舉辦「擲炮台」

活動（新莊區公所，2010）。 

 

（八）全安宮 

原為居民於隘門附近祭拜的福德祠，日治大

正九年，拆除隘門而遷建於現址，初名「慶福宮」。

民國三十七年，因地方自治區劃分，當地行政區

域為全安里而改名為「全安宮」，其廟宇同祀李

圖 2.8 武聖廟 

圖片來源：盧裕源 (2010) 

 

圖 2.9 全安宮 

圖片來源：基隆仔 (2011) 

圖 2.6 港口宮 

圖片來源：黃育智 (2009) 

 

圖 2.7 慈祐宮 

圖片來源：林大緯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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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星君的誕辰為農曆六月十五日，農曆六月十四日舉行繞境儀式（新莊

區公所，2010）。 

 

2.2 「鼓」動人心 

一、鼓之歷史 

（一）夏商周時期 

伊耆氏所制的土鼓，是以陶土為框，以革為兩面，用草紮成的鼓槌

敲擊。考古發現，在山西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一件蒙鱷魚皮的鼉鼓，鼓腔

是用樹幹挖成，距今有四千多年，為夏代遺物。另外還在青海、甘肅等

地方，出土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兩端可蒙皮的原始土鼓鼓腔（鄭德

淵，2001）。 

鼓在商代是廣為流傳的樂器，商周以來有多種形制。《禮記、明堂位》：

「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懸鼓。」足鼓為鼓下帶足，商代晚期的雙

鳥饕餮紋銅鼓即是足鼓，鼓腔兩面飾鼉皮紋，鼓腔下有四個獸首為足。

青銅器的冶煉與鑄造也有很高的技術，因此這些銅鼓的造型都非常的精

美。這時期也出現了一種像近代民間流行的「撥浪鼓」，當時稱為或鼓，

鼓是穿在木柄上，在鼓框的兩邊繫著兩條繩，繩端是小珠，當手榣木柄，

這兩個旁耳就來回敲擊鼓面而發出聲音了。 

到了周代，在《詩經》所記載的二十九種樂器當中，打擊樂器就佔

了二十一種，其中的鼓類包括有賁鼓、縣鼓、鼉鼓、鼓等。在大射儀樂

隊中，還使用了建鼓、羯鼓、應鼓、鼓等打擊樂器。 

一種銅製的樂器，稱之為銅鼓的，流行於春秋時期，它是由當作炊

具的銅釜所發展來的。在春秋初期，這些樂器還不是完全的作為發聲用

的樂器，而是炊具與樂器共存的角色。到了西元前七世紀，才作為專門

的樂器使用，這時的形制也較為穩定，並有多姿多彩的圖飾在鼓上。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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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是作為統治者的一種權力的象徵，後來用於戰事，也作為祭祀、賞賜

及進貢的重器。 

   鐘鼓之樂，一種以編鐘與建鼓為主的大型管弦樂隊，興起於西周而

盛於春秋戰國。 

 

（二）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以打擊樂器與吹奏樂器相結合的漢代鼓吹樂，鼓占有相當重要的角

色。無論是橫吹、騎吹，或是簫鼓，都有鼓的出現。漢代的百戲，其樂

隊為盛行於漢代的大型鐘鼓樂隊，以鼓為主，配有簫、笙、筑、瑟、編

鐘及編磬等樂器，所用的鼓包括建鼓和應鼓。應鼓為應和大鼓之意，為

放置於大鼓旁的小鼓，另有一種鼓，在百戲中作為掌控節奏作用者，稱

為鼓。 

到了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造成了大量少數民族

的打擊樂器傳入了中原地區，如羯鼓、腰鼓、答臘鼓、都曇鼓、毛員鼓

等等，這些樂器隨後盛行於唐，使用於隋唐燕樂中。 

當時的少數民族由於過著遊牧部落生活，流動性較強，因此鼓的形

制多較小，為便於攜帶，如掛在胸前或橫置於馬背，或置於地上，乃將

鼓腔腰間內縮，以繩索將鼓皮固定，稱之為細腰鼓，不同於中原地區的

凸腹形的大型鼓。 

 

（三）隋唐宋元明清時期 

隋唐時期的燕樂，吸收了少數民族音樂與外來的音樂，融匯於漢民

族音樂之中，開展出新的風格、新的形式的音樂。在隋九部樂與唐十部

樂中，出現了節鼓、腰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答腊鼓、雞婁鼓、

齊鼓、擔鼓、連鼓、革鼓、桴鼓、同鼓、王鼓、正鼓、和鼓、檐鼓等近

二十種的鼓類，不同於漢以前之鼓。 

宋代的教坊大樂，為宮廷燕樂中最盛大的合奏形式，使用了二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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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羯鼓、兩面大鼓、兩座羯鼓，鼓聲震天，陣容龐大。而用於祭祀儀式

與朝會儀式的雅樂，則多用建鼓、應鼓及鞞鼓。作為軍樂或儀仗使用的

鼓吹樂，以鼓和吹管樂器為主，人數達數千人。 

元代承宋遺制，在宮廷雅樂中，包括了建鼓、鞞鼓、應鼓、晉鼓、

雷鼓、路、雷、路、雅鼓、相鼓、搏拊等十二種打繫樂器；在宴樂的部

份，則有杖鼓、扎鼓、漁鼓、和鼓、金鞚鼓、金鞚稍子鼓、花腔稍子鼓

等等鼓類。其中的晉鼓，多用於祭天時，鼓身高兩米多，鼓面直徑約四

尺，鼓面繪有雲龍裝飾。 

明清以來，鼓之數量與種類不及唐宋，乃因其時以戰曲說唱、民歌

小調為主，樂隊則以拉弦樂器為中心，出現的鼓異於前期來自西域之腰

鼓類，包括有荸薺鼓、板鼓、堂鼓、缸鼓、腰鼓、書鼓、八角鼓等等，

作為戲曲、民間音鼓、崑曲、江南絲竹等的伴奏。 

 

二、鼓之藝術特色 

（一）傳送訊息 

在中國遠古時代，鼓作為人與神溝通之媒介，也是人與自然間交流

之象徵物，乃帶有神祕之色彩，受到歷代的重視。幾乎每一朝代均有專

職之司鼓人員，如周代有「鼓人」掌管鼓類，漢代有鼓吏，漢唐有鼓吹

署，宋設有鼓院、鼓司，明清則設有鐘鼓司等等。 

 

（二）融入文化 

由於鼓之隆隆聲同於天上之雷電轟鳴，且具強烈之節奏感，因此鼓

乃滲透入各民族之社會文化生活之中。例如官方之祭祀、宴樂、儀仗、

政法與軍事中，以及舞蹈、音樂、戲曲、宗教及各種民俗活動與生活行

為中，發揮了藝術與實用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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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技藝 

鼓在生成初期，主要用於宗教、軍事、通訊、民俗、典禮等相關的

活動中，是出於實用的功能。後來慢慢地藉由其豐富的音響與鮮明的節

奏，人們開始將鼓當做一種審美的物體，應用於日常娛樂或民間游藝之

歌舞音樂中，鼓就開始具有音樂藝術的表現力。 

中國鼓的藝術表現力是由節奏、音色、力度及速度等要素的綜合作

用所構成，雖然大多數之鼓不具固定音高，但由於上列數要素的結合，

乃產生了高深的藝術特色。以豐富與複雜的戲曲鼓經來說，包括了垛板

的單一強拍節奏、或按數列關係組合的數列節奏，以及靈活的節拍重音、

多變的節拍組合等等節奏變化，將使整個音樂產生跌宕多姿的生動表

情。 

 

（四）音樂演奏 

擊鼓伴歌的演唱方式最早出現在兩千多年前《詩經》之記載，以擊

鼓為節的歌聲，歡快熱烈，具有強烈的民間生活氣息。在農村田間的這

種鼓歌可分為田間勞動類，如薅秧歌、栽秧山歌、秧歌；坡土勞動類，

如鋤山歌、山鑼鼓等；車水鑼鼓以及花鑼鼓、吹鑼鼓等等，都是以鼓為

主要伴奏樂器，並且在歌唱與勞動中擔任著指揮的作用。 

這種鼓歌能在民間流傳千百年，則是因其具有提高勞動工作效率的

實用功能、自娛與情感宣洩的藝術功能，原始宗教意識的表達，以及文

化傳播的功能。在藝術功能上，以跳喪鼓而言，各種交替、混合節拍的

運用，以及後半拍起奏與附點節奏的運用等等，都呈現了鼓在音色、節

奏的高度表現。而在百戲的音樂伴奏中，鼓也是必不可少的樂器，其以

獨等的擊鼓助與、渲染陽剛之氣，或作為指揮號令之作用，都具有相當

的藝術表現（鄭德淵，2001）。 

 

 



 

13 

 

三、製鼓程序 

                                      
鼓身的製作 

（一）木材的切割 

鼓身的第一個製作重點在於木材的選擇。大

部分都採用台灣的楠木或酸枝木，按照所需製作

的尺寸取木片的大小（王錫坤，2009）。 

（二）鐵圈的固定、黏貼 

由木材工廠加工，木材的切割、乾燥處理後，再送到製鼓廠進行鐵

圈的固定，再黏貼。 

 

 （三）依序拼湊、上釘 

木頭的兩側已「尿素膠」來塗膜，由於這種黏著劑較慢乾，因此可

以完全的將縫隙密合，在確認無縫隙後，師傅會在鐵圈的下緣釘一排的

鐵釘，使膠黏得更牢固。 

 

（四）紮桶 

以鐵鎚及鐵塊敲打鐵箍，朝著圓周一段段的往下敲，此時黏著劑呈

半乾狀態，而敲打可讓縫隙間的距離更密實。  

 

（五）燻烤鼓身 

鼓桶的木材容易腐蝕，燻烤可讓鼓桶水分蒸乾，

防止鼓身斷裂，另一方面也可以殺死鼓桶上的蟲卵。 

 

鼓膜的製作程序 

（一）攤開水牛皮、燙皮 

將浸水的水牛皮在地上攤開，檢查整張皮是否完

整無缺，接著師傅將預製的鐵框放置牛皮上，依照需

求切割，再丟入滾燙的沸水中。等待一分鐘後，在將

牛皮放入冷水中。 

圖 2.11 燙皮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圖 2.10 木材的切割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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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表皮毛、削脂肪層、削表皮 

因牛皮很厚，所以第一道需先削表皮層、去除牛毛。第二道為削牛

皮底層的脂肪層，因為脂肪層較厚，需換上雙柄削刀來削，才能將脂肪

層削的漂亮。第三道為削除牛表皮的黑色汙垢，這樣在鼓皮完成時，才

不會讓色素影響美觀。 

 

（三）鼓皮的比對、打洞、穿繩 

將半完成的鼓皮，放置鼓桶上進行大小的比對，確認大小後浸入水中。

進行鼓皮的厚度修飾，完成後，趁鼓皮還濕潤，放置鐵塊上，用鐵鎚在

鼓皮上打洞，接著穿上麻繩。  

 

（四）曬太陽、風乾 

將成型的鼓皮拿到太陽下曝曬，等水分完

全蒸發，便完成鼓皮的製作。 

 

蒙鼓的製作過程 

（一）穿繩、調整 

將鼓皮固定在腿上，用粗麻繩來回穿梭，把所有洞口川滿，方便繃

鼓的進行。 

 

（二）調整繩子長度、使木棍平衡 

使用千斤頂，將繩子和繃鼓機器上的鐵團結和、固定，並調整鼓的

聲音。當繩子調好後，以兩根鐵棍插入千斤頂的孔，不斷上下移動，讓

鼓皮越來越緊，直到繃好。 

 

 

 

圖 2.12 風乾鼓皮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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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刻邊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三）採鼓、試音 

用腳與身體的重力在鼓面上踩踏。為了讓鼓

皮從緊繃到稍微柔軟，反覆的幾次可以讓鼓皮繃

得更密實。反覆的繃鼓過程中，師傅會拿著鼓棒

試音、調音。 

  

（四）上釘、刻邊 

等到聲音確認，在釘上鐵釘當固定針，使鼓

皮更加定型後，在釘上綱釘以求美觀。之後再用

平刀依照比例將邊緣修整齊。 

 

（五）刨鼓身、上鐵箍 

用彎刀修飾鼓桶邊緣，讓繃得鼓皮與其接觸

角度更為密合。鼓身則是以電動刨刀，進行修飾，

讓鼓身更加細緻。 

 

（六）鑽扣環孔、上扣環 

將鼓身固定，用電動鑽出四個孔，再將預備好的金屬扣環插入，用

鐵鎚和鐵釘固定住，即完成製鼓的過程（王錫坤，2009）。  

 

2.3奏出「獅」篇 

一、舞獅起源 

舞獅，在台灣民俗稱「弄獅」，起初是宮廷中的慶典活動，專供王公

貴族欣賞，至明清才逐漸流傳民間。舞獅也叫「耍獅子」、「獅子舞」，它

與舞龍一樣，是我國傳統的舞蹈形式，是一種流傳很廣的民間體育活動，

一種春節的慶典活動（王瑞任，2010）。 

圖 2.14 上釘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圖 2.13 採鼓 

圖片來源：王錫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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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書記載，舞獅源自漢朝，漢武帝通西域，每當招待西域使節到

訪時，便設歌舞助興，演員戴上面具扮鳥獸，但外國使節發現扮獸行列

中，獨缺獅子，經詢問後，原來當時中國還未有獅子出現，後來使節便

送了一對獅子給中國，經西亞的絲綢之路運來中國。由馴獅郎帶領獅子

表演的西亞馴獅舞也一併流傳中國。 

 

二、舞獅在台灣初期的發展 

台灣舞獅從中國傳入時間約為明清時期，隨漢人來台開墾傳入，台

灣最早有文獻紀載的是在清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纂「台灣府志」通稱

《高志》中有提到： 

「元旦起至元宵止好事少年裝束僊鶴獅馬之類踵門呼舞以博賞賚金

鼓喧天謂之鬧廳立」。 

由此可知清朝時，台灣陣頭包含在整個新春活動之中，其表演的型

態與其他各種遊藝陣頭緊密結合，可知當時已有僊鶴、獅、昭君、婆姐、

龍、馬等陣頭的存在了。成為一個的大型遊藝隊伍。主要功能有慶祝節

慶、增加春節熱鬧氣氛、祈福與唱吉利以娛樂大眾、獲得獎賞（蔡宗信，

2005）。 

清代開放沿海居民來台開墾時期，因為種族之間的械鬥時常發生，

所以習武風氣盛行，農業社會下，居民多利用農閒時習武強身，遇到廟

宇慶典時組獅陣來助興。舞獅與武館也有著密切關聯性，因為武館的功

夫好不好，看舞獅的架勢就能知道，因為舞獅需要很紮實的馬步功夫基

礎，站的穩才能顯現獅子的兇猛，用氣勢壓倒別人，使別人不敢侵犯（李

玉燕，2004）。 

日治時在高壓統治下，治安己有所改善，地方自衛武力的需求日滅。

日人擔憂「地方自衛武力組織」漸為「抗日組織」發展之溫床，因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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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台灣舞獅種類概要 

圖片來源：李玉燕 (2004) 

本政府，全面禁止地方自衛武力的「軍事練習」。但基於在對待台灣人風

俗民情，原則上採不加以干涉的安撫與放縱之政策原則，所以允許類似

舞獅與武術聯結的團隊或所謂「殺獅陣」在迎神賽會時出陣，替神明開

道護駕。而此舉也造成了「殺獅陣」之後發展空間，同時頓失存在舞台

的「地方自衛武力組織」，或所謂清代的攘外「義民旗」，安內「冬防巡

更隊」也可能趁此機會轉化成為舞獅與武術聯結的團隊，在迎神賽會時

出陣，替神明開道護駕，以「舞獅和武術表演」延續其已成台灣人傳統

風俗習慣的「地方自衛武力組織」之發展空間。 

台灣光復初期，政治不穩、治安敗壞引起社會動蕩，許多地方人民

又開始以聯境團練組織來協防治安，但經由歷史環境的改變之下，已不

再是組「義民旗」攘外，組「冬防巡更隊」安內的「清代模式」，而是由

蟄伏在日治時期，迎神賽會時出陣，替神明開道護駕，以「舞獅與武術

聯結團隊」延續其發展空間的「金獅陣」來協防治安（蔡宗信，2005）。 

 

三、舞獅在台灣後期的發展 

至民國 50 年代軍中舞獅活

動也活絡了起來，所舉辦的軍民

聯歡遊藝節目，其中大都有「舞

獅」一項。同時 50、60 年代，

軍民聯歡遊藝節目的眾多，也成

了民間廟會慶典主流舞獅活動

之外，另一舞獅活動出現頻率的

途徑。而主要活動，大多仍是在

節日慶典中出現，尤其是廟宇的

廟會活動，而民間的廟宇全台總數達一萬多所。舞獅團隊就是靠著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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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與廟宇舉辦的廟會活動來參加演出，靠所獲取酬金與各界贊助而自

行生存，延續與營運。 

現今台灣民間的舞獅活動，也有其隱憂存在。因長久以來體育政策

介入未深， 文化界方面主體性不同，僅為陪襯角色，而其他相關單位如

各地民政局也甚少參與民間廟會活動的策畫與管理。加上台灣近二、三

十年來，傳統社會結構產生變化，農村人口逐漸減少，在工商繁忙講求

效率的現代社會中，無法像從前一樣積極參與地方性的表演活動。另外，

科技傳播娛樂媒體的發達，也使其逐漸失去原有的娛樂功能，諸此，民

間舞獅技藝活動逐漸失去原有的重要性，功能日漸萎縮。導致新生代年

輕人對它生疏，甚或有排斥感的產生。所以現今民間舞獅者的年齡大都

在中年以上，民間獅團有日漸解散的趨勢，同時也產生了質的粗糙化與

量的衰退現象。如此下去， 台灣民間的舞獅技藝活動前途令人擔憂（蔡

宗信，2005）。 

 

四、台灣舞獅的種類 

在國際舞獅競賽中的分法將舞獅分為「南獅」（醒獅）、「北獅」（北京

獅）依照地理位置來看台灣的舞獅是屬於南獅的一種，敘述如下：  

 

（一）北獅 

北獅又稱北京獅，造型像哈巴狗，常是

一人或二人舞弄之，常見的舞法即採大球，

台灣的北獅數量不多（李玉燕，2004）。 

                                                                                  

 

（二）醒獅 

主要源自廣東、廣西地區，又俗稱廣東獅，依其派別又可分佛山派

與鶴山派，佛山派的獅頭造型，嘴叫平寬；鶴山派的獅頭造型，嘴突出

圖 2.17 北京獅 

圖片來源：喜字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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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醒獅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003) 

如鴨嘴狀，故依有俗稱「鴨子獅」。而不管

是哪一派別，醒獅最著名的是其頭上有一

角，此角來源眾說紛紜，有指稱為「髻」，

亦有認為是由「獨角獸」演變而來。因為

鶴山派的舞法較為活潑，鼓樂亦較輕快，

所以在台灣漸漸受到歡迎。 

 

（三）台灣獅 

種類多可分閩獅及客家獅，客家獅外型類似盒子，故又有盒仔獅之

稱；閩獅則是指福佬族群所舞之獅，一般較常稱之為金獅、青獅，閩獅

能再劃分開口獅、閉口獅以嘴巴是否能開合來區別，北部開口獅叫為普

遍，中部以閉口獅最多，閉口獅是因為習武之人重在下盤，亦即馬步的

功夫最重要，舞獅是訓練馬步的一種工具，所以方便起見，便將獅子改

成閉口。                                         

 

 

 

 

 

 

                                           

 

五、舞獅的製作 

一般舞獅的製作大多以木材、竹、紙、鋁等材料製成主體，由於必

須可以舞弄，所以多會取較輕的材料來製造獅頭，方便舞弄，現在更有

直接以塑膠壓模，再加以彩繪製成。有的獅頭是以一整塊木材所雕刻而

成，不舞弄時掛在牆上是為避邪物，亦可是唯一件藝術品；有以土模製

成獅頭的模型，然後再以紙、綢等，一層又一層糊上，然在以竹作成支

圖 2.19 閩獅 

圖片來源：吳騰達 (2005) 

 

圖 2.20 客家獅 

圖片來源：蔡聰挺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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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鹿港製獅頭－施竣雄大師 

圖片來源：施純裕 (2012) 

圖 2.21 泰山義仁社區-舞獅培力工作坊 

圖片來源：朱朝中 (2011)  

，<="" div="" face="">朱朝中 

 

<="" div="" face="">朱朝中 

架支撐編製而成。 

無論是哪一類的獅種，凡是新製成的獅頭，都必須經過「開光點眼」

或稱「開光點睛」的儀式，獅子才會有靈氣，才算是獅神，具有驅邪的

功能，才可以舞弄，不然未經開光點眼的事獅子隨便舞弄，否則會帶來

災害，同時也會被人看成是舞盲獅（李玉燕，2004）。 

   

  

   

六、舞獅的傳承 

舞獅之所能源遠流長，是因為其蘊涵多項特殊意義，首先是年節娛

樂、聯絡同宗感情的社會功能；由於過去聚眾練武有「造反」的嫌疑，

因此舞獅具有掩護習武，民間自衛的功能；而舞獅最早是由儺舞而來，

所以也具有驅祟逐鬼的祥瑞意義（吳騰達，1998）。 

舞獅為華人地區慶典活動經常出現的表演節目之一，在大陸和台灣

都以南、北區分不同流派，分類的方式主要以獅嘴是否可以開合，其次

則為外觀，不過這樣的分類方式已漸不明顯；惟客家獅主要出現於客家

地區，獅團成員也以客家人為主，族群特色鮮明。 

受到客家運動「流行」的影響，客家舞獅倍受關愛，被視為是國寶

般的保護，愈來愈多的國小組成獅隊學習技藝，然而，這也僅限於在學

階段，當孩童畢業後就中斷學習，造成斷層，再加上目前學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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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了「表演」或是「比賽」，從獅頭、獅身到內容都「縮水」了，這

樣傳承文化的方式，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學舞獅，不只是辛苦，最重

要的還是因為沒有「錢」途，而這也是目前所有「傳統文化」面臨的最

大問題，如果能順利解決，文化的傳承也就不那麼困難了（楊惠如，

2007）。 

在台灣地區，唯一一個各鄉鎮市皆有的民間技藝活動，似乎就非「舞

獅」莫屬，不僅是在國內各大廟宇、街道上只要遇上春節喜慶，也都可

以看到舞獅表演的出現。因此，舞獅存在的意義，已經不只是以前的驅

逐疫鬼、求吉祥福氣與娛樂表演用，演變至今，它更具另一層深刻的意

義─代表我們中華民族與世界他國不同的文化特色（王瑞仁，2010）。因

此如何保存傳統文化與創造它存活的價值是我們政府需要重視的課題。 

 

 

 

 

 

 

 

 

 

 

 



 

2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鼓工藝如何從「鼓」與「獅」的對話，傳遞廟宇

文化的精隨，進而達到與新莊歷史文化博感情。由廣泛閱覽資料，以了

解新莊鼓工藝、舞獅目前的現況，並以當前面臨的問題，作為分析的架

構，將資料歸納與整理，以進行分析。最後得出以何種方式與鼓工藝、

舞獅和新莊廟街博感情。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整理後，本研究提出

以下的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的資料收集後，為了與新莊歷史文化博感情將

本研究需解決的問題分成： 

1. 廟宇文化的精髓：廟宇直接聯想到的就是拜拜求平安、謝神，慶典時

有陣頭表演，都是廟宇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們要找

出廟宇文化精髓是什麼？才能透過鼓與獅，來和新

莊歷史文化博感情。 

2. 新莊鼓工藝：鼓與廟宇的關係非常密切，廟宇活動中鼓是最常被使用

的樂器，新莊廟街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影響製鼓工

藝坐落於當地發展，隨著傳統工藝逐漸失傳，我們該思

奏出「獅」篇 「鼓」動人心 

1.文史工作家  3.舞獅業者 5.政府機關單位 

2.地方文化組織 4.製鼓業者 6.文史資料 

與新莊歷史文化搏感情 

 

創新的文創內容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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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如何去傳承製鼓工藝，同時獲得新莊在地人的認同去

推廣保存。 

3. 泰山舞獅：舞獅是廟宇慶典活動中最常見的民俗藝陣，與鼓搭配的精

彩表演振奮人心，泰山擁有地方獅團與獅工藝加上地方人

士大力推廣已成舞獅文化的代表，但推廣者多半年事已高，

如何延續推廣並獲得地方居民更大的認同值得我們思

考。 

4. 文化創新的演變：傳統工藝不會一成不變，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改變，

我們要了解工藝的演變並且如何去推廣鼓工藝和舞

獅以提升新莊的文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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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料收集 

資料蒐集之際，首先找了許多期刊以及書籍有提到鼓與獅的部份，

對於藍染的現況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能佐證我們研究動機的相關資料並

不齊全，研究者又至國家圖書館中找尋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另外也在網

站中，找到一些關鍵人士的資料簡介，為研究者提供不少的參考文獻。 

一、初級資料 

    以深度訪談來進行訪問，訪談對象如表 3.1所示：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代

號 
重  要  經  歷 

王錫坤 响仁和製鼓廠 製鼓廠第二代 A  成立响仁和鼓博物館 

侯博倫 
國立台灣工藝

研究所 

社區工藝扶植

計畫承辦人 
B 

 地方特色工藝產業扶植

計畫承辦人 

施竣雄 已退休 獅頭工藝師  C 
 打破工藝界「傳子不

傳賢」觀念的工藝師。 

張遠榮 已退休 
鴻勝醒獅團創

辦人 
D 

 撰有「起鼓！出獅！醒

獅到臺灣」 

蔡文儒 新莊鼓藝團 團長 E 
 融合傳統鼓術並與世界

鼓藝文化接軌 

 

受訪者概述： 

A王錫坤： 二十八歲的王錫坤來承接家業，但由於從未親自動手製作鼓，

因此從頭到尾都是自己摸索學習，過程異常艱辛。已有八十

餘年歷史的新莊「响仁和」鐘鼓廠的第二代傳人，繼承了父

親的傳統手工製鼓的技藝，並堅持『做鼓的秘訣，就是在動

手之前，需詳細了解每個步驟、持續的耐心與毅力也是必須

條件』的理念，與不斷研發新製鼓技術之下，力求在傳統中

創新，進而加以發揚光大，對推廣鼓文化藝術不遺餘力。 

表 3.1 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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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侯伯倫：擔任地方特色工藝產業扶植計畫技術組承辦人的侯博倫先生，

其計畫理念藉由推廣地方工藝產業的活化，期使生活工藝運動

成為地方居民自覺的力量，進而使工藝的創意形成地方特色，

價值更可擴大成為居民創業的憑藉；透過地方特色工藝產業輔

導與長期推動，地方居民將有機會主動提案，參與各類工藝設

計活動，希望藉由特色工藝產業來提升居民優質生活。及其他

相關社政事項。 

 

C 施竣雄：現年五十二歲的獅頭工藝師施竣雄，由父親施炳身上學

到傳統獅頭工藝的民俗技藝，但他勇於挑戰不斷創作新

作品，更不藏私，樂於和有興趣學做獅頭的民眾分享他

的創作訣竅，公開累積三十年的創作經驗，不僅是國內

製作傳統獅頭的重要傳人，也是罕見能夠打破工藝界

「傳子不傳賢」觀念的工藝師。  

 

D張遠榮：十二歲進入獅團，早期講究根基要紮得深，舞獅從練武做起，

目的在培養體力與耐力，從此與獅藝結下了不解之緣。團長

張遠榮堪稱是全方位的醒獅工作者，在拳術、獅步、後場上

都有深厚功力，尤其獅工藝上得師真傳。這兩年來他致力於

整理師傳，從事述作，即將出版《起鼓！出獅！醒獅到臺灣》

一書，輔以相片示範動作，以期將當年口傳的技藝記錄下來，

不辜負師長的殷 殷教導，善盡傳承的責任。 

 

E 蔡文儒：以新莊囝仔打新莊鼓為宗旨成立新莊鼓藝團，表演特色

除了傳統大鼓的基礎訓練，加入開創性的各類藝術元素，

並結合世界各國不同類型的鼓及表現方式，在包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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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節奏 ”， “舞蹈肢體 ”， “武術基礎 ”及 “戲劇基本概念 ”

等多方充實下，融合傳統鼓術並與世界鼓藝文化接軌，

展現了新莊鼓藝團不同於一般鼓隊的新風貌。  

 

二、次級資料 

（一）鼓與獅相關期刊文章 

包括的期刊有《台灣工藝》、《臺灣民俗藝術彙刊》…等。凡有關

鼓工藝與舞獅的發展動態或來自各界有相關的看法，均將蒐集、整理，

以一窺究竟，並求掌握現今鼓工藝與舞獅發展的動態。 

 

（二）國內外博碩士論文 

國內研究者對於新莊廟街、鼓工藝與舞獅研究的相關論文，無論

是定義或理論上的佐論，以及文獻回顧，均有助益。 

 

（三）政府或業界出版品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多角化社區工藝扶植計畫。 

 

（四）其他 

敘事設計資訊中心網頁、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等收

集。 

 

 

 

 

 

 

 

 

 

 



 

27 

 

 

 
資  料  名  稱 版  次 資 料 製 作 及 提 供 單 位 

TCCA期刊 2012-2013 年 台灣文化創意學會 

力與美月刊  1994-1999 年 力與美雜誌社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 1979-2013 年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公務人員月刊   1996-2013 年 公務人員月刊社  

文化新莊  1996-2006 年 新莊市公所 

北縣文化 2000-2010 年 臺北縣文化局 

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2011 年 台北大學 

台北文獻 1968-2011 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民族音樂中心 2001-2013 年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吳鳳學報 1993-2010 年 吳鳳科技大學 

身體文化學報 2005-2012 年 台灣身體文化學會 

武廟道教文化季刊 2012-2013 年 高雄關帝廟 

泰山鄉訊 1995-2006 年 泰山鄉公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2011 年 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2012 年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2005-2012 年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班論文 2002-2011 年 雲林科技大學 

新北市文化   2011-2013 年 新北市文化局 

彰化藝文 1998-2011 年 彰化縣文化局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1984-1999 年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工藝 1999-2010 年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臺灣文獻 1955-2011 年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表 3.2 次級資料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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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深度訪談 

一、田野調查 

普遍研究方法可以分成質化和量化，這兩種研究方法各自擁有不同

的假設與觀點，且對研究問題的見解不同。針對本研究的特性將採質化

研究，乃指以研究者為主要工具，經過文獻、直接觀察、訪談以及直接

參與，在過程中漸漸發現事實和過去不曾注意到的因果關係或影響因素。

但其中也有缺點，如分析困難、由於資料的收集主要經由觀察和訪問，

樣本數並不多，而且會有主觀意識，以至於無法類推到其他群體，常需

整理數多數個案後，才能歸納出一些涵蓋面積較大、通用性較高的原則。 

故研究者首先查詢文獻，互相討論後，發現有幾位專業人士曝光率

較高。在經過打電話詢問專業人士是否有意接受訪問後，研究者篩選出

了五位受訪者，實地走訪新莊廟街本地或受訪者所在地深度訪談。在訪

談前，為希望受訪者能口述較有故事性的內容，且具有歷史性的在地文

化事蹟，以新莊廟街如何和鼓與獅搏感情為內容發展方向，題目經過多

次修改與討論，圍繞著新莊老街的人情味以及傳承鼓與獅工藝兩面向作

設計。 

   

二、訪談問題 

本研究所挑選的對象，都是目前致力於台灣傳統工藝，曾參與過新

莊當地民俗活動的關鍵人士，想藉由深度訪談來了解他們為何如此熱愛

這片土地其傳統技藝文化？親自訪談中以手寫紀錄，並在得到受訪者認

同下全程錄音與錄影，方便日後製作紀錄片使用。 

1. 在過去，鼓主要是為了廟宇節慶而製，如今有結合藝術與表演，對於

文化如此發展，有什麼看法？ 

2. 鼓的每次節奏聲與獅的每個動作，會因廟會活動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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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後所代表意義為何？ 

3. 鼓與獅近年在各自的領域都有突破性的創新，但回到表演的起源地新

莊廟街，有想過用甚麼方式在鼓與獅的表演中，為新莊廟街的文化帶

來新的氣象? 

4. 新莊廟街文化忠於它的歷史，保存鼓與獅的傳統表演，為何至今想改

變鼓與獅最初的表演，轉型成不同風貌的呈現呢?  

 

3.4資料整理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式：訪談－鼓、獅工藝相關者，取得初級資料。

透過深度訪談，得到更重要的資訊，加以研究分析，其目的在於瞭解事

實，並能夠深入描述鼓、獅工藝，作為研究分析的依據。個案包括：工

藝研究所、在地人……等個案，為初級資料來源。 

於訪談結束後，將個案所得之資訊，以詳細與重點摘要加以整理，

並透過電腦把訪談內容資料逐字建檔。等到其資料建檔完成，接下來就

開始整理、分析訪談資料。透過分析資料，撰寫訪談報告，其中運用有

系統式的呈現－訪談內容，再利用訪談內容加以分析，最後便推導出研

究之結論。 

深度訪談整體結構、整理訪談內容之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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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訪談大綱 

挑選受訪者 

擬定訪談日程 

備齊訪談使用工具 

訪談前準備 

進行訪談/方式 

訪談中探測性處理 

結束訪談 

整理訪談內容 輸出文字建

檔 
分析與討論 

圖 3.2 訪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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