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各類組指定曲目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各類組指定曲目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各類組指定曲目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各類組指定曲目 

參賽者注意事項： 

1.為尊重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盜印樂譜；請支持正版並透過合法管道取得樂譜。 

2.表列出版社及樂譜參考資訊僅作為參賽者購譜參考之用。 

3.原則上樂曲請完整演唱並按樂譜標示反覆之，若有特別規定請詳閱指定曲段落/演唱說明並從其規定。 

4.各指定曲補充規定，一律公佈於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網站，請參賽者須隨時上網參閱。 

 

一、閩南語系 

類

別 

曲名 作(編)曲者/作詞者 出版 段落/ 

演唱說明 

可否購買 

國

小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爸爸威風 詞：陳維斌 

曲：陳維斌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鄉土

篇 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同聲二部 台北音樂書房 

02-2371333 

新娘 新娘 

水噹噹 

詞：傳統唸謠 

曲：劉美蓮 

編：孫思嶠 

台灣歌曲合唱集(一)/樂韻

出版社 

同聲三部 樂韻出版社 

電話：02-23312370  

台灣倪仔歌

-哇哇哇 

詞：陳昭誠 

曲：李和莆 
臺灣本土音樂教材(國小)/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

小合唱曲 

同聲三部 https://ed.arte.gov.tw/ch/
content/m_book_content
_3a.aspx?AE_SNID=354
4 

問田蠳 曲：記淑玲 

詞：記淑玲 

編：記淑玲 

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同聲二部 中國音樂書 

02-23929912 

     

國

中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細漢的花蕊 詞：林依潔 

曲：林進祐 
臺灣本土音樂教材/國中

合唱曲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女聲三部 https://ed.arte.gov.tw/ch/

content/m_book_content

_3a.aspx?AE_SNID=354

5 

草螟公 詞：台灣民謠 

曲：郭芝苑 
郭芝苑台語歌曲集，靜宜

大學人文教育中心 

無伴奏混

聲四部 

中國音樂書房

02-23929912 

流浪到故鄉 詞：林央敏 

曲：林明杰 

臺灣本土音樂教材(國中)/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

中合唱曲 

女聲三部 https://ed.arte.gov.tw/ch/
content/m_book_content
_3a.aspx?AE_SNID=354
5 

番薯不驚落

土爛 

詞：許丕龍 

曲：蕭泰然 
福爾摩沙合唱團 同聲三部 

(可移調演

唱) 

福爾摩沙合唱團 

02-2591942 

     

高

中

職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見笑 詞：陳維斌 

曲：陳維斌 

編：劉新誠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鄉土

篇，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女聲三部 台北音樂家書房 

02-23713333 

天公伯緊好

天 

詞：台灣唸謠 

曲：林福裕 

台灣歌曲合唱集(一) 

樂韻出版社 

同聲三部 樂韻出版社 

電話：02-23312370 



今仔日的心

情 

詞：吳念融 

曲：蘇同右 

臺灣本土音樂教材(高中)/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

中合唱曲 

女聲三部 https://ed.arte.gov.tw/ch/

content/m_book_content

_3a.aspx?AE_SNID=354

6 

台灣是寶島 詞：顏信星 

曲：蕭泰然 
福爾摩沙合唱團 混聲四部 福爾摩沙合唱團 

02-2591942 

     

教

師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苦楝若開花 詞：莊柏林 

曲：李忠男 

台灣歌曲合唱曲集同聲

篇 

同聲三部 台北音樂家書房 

02-23713333 

酸甜鹹 人

生的滋味 

詞：林武憲 

曲：陳武雄 
陳武雄創作本土歌謠合

唱曲集 1 

混聲四部 中國音樂書房 

02-23929912 

桃花過渡 詞：嘉南車鼓調 

編：游昌發 

台灣歌曲合唱集(一) 

樂韻出版社 

混聲四部 樂韻出版社 

108 萬華區中華路一段

192 號 

電話：02-23312370 

出外人 詞：蕭泰然 

曲：蕭泰然 
福爾摩沙合唱團 同聲三部 福爾摩沙合唱團 

02-2591942 

     



二、客家語系 

類

別 

曲名 作(編)曲者/作詞者 出版 段落/ 

演唱說明 

可否購買 

國

小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又圓圓 詞：鍾理和 

曲：羅紹麒 

編：蔡旭峰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同聲二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4820 

平板 曲：傳統客家民謠 

編：涵韻 

 同聲二部 廖小姐 02-27321104分機

63400 

月光華華 曲：徐松榮 

詞：傳統客家唸謠 

飄揚在山間的歌—客語

歌曲集 

出版社：苗栗縣文化局 

同聲二部 中國音樂書房 

02-23929912 

苗栗縣文化局--吳小姐 

037-352961分機 242 

蜈蚣蟲（大

埔腔） 

曲：張定元 

詞：徐登志 

編：蘇凡凌 

客家兒歌合唱曲譜集，客

家委員會(文教

處)02-8995-6988 

同聲二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1984 

     

國

中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阿舅討心臼 詞：吳秀媛 

曲：林鈺婷 

編：蘇凡凌 

客家兒歌合唱曲譜集-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 
不限版本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1984 

思戀歌 詞：客家傳統歌謠 

曲：客家傳統歌謠 

編：蔡旭峰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混聲二部 

混聲三部 

混聲四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4816 

挑擔歌 詞：苗栗客家民謠 

編：涵韻 

 同聲二部 廖小姐 02-27321104分機

63400 

山歌子 詞：客家傳統歌謠 

曲：客家傳統歌謠 

編：蔡旭峰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同聲二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4820 

     

高

中

職

組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拍拍手，唱

唱歌 

詞：嚴筱涵 

曲：傳統童謠 

編：姜雲玉 

客家兒歌合唱曲譜集-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 
同聲二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1984 

客家謎歌 客家童謠 

曲：鍾長治 

編：蔡昱姍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  同聲三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2073448 

耕田儕人 曲：曾興魁 

詞：曾士魁 
臺灣本土音樂教材－高

中合唱曲 

混聲四部 https://ed.arte.gov.tw/ch/
content/m_book_content
_3a.aspx?AE_SNID=354
6 

我係一陣風 詞：邱建國 

曲：鄭啟宏 

2016新竹縣客家新曲獎

得獎作品集 
出版社：新竹縣文化局 

同聲三部 

 

新竹縣文化局：蔡小姐

03-5510201分機 303 

     

教

師

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入選曲目     

阿丑伯 曲：湯華英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同聲二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組 詞：吳森雄 

編：湯華英 

II-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Details?p=74820 

�爸講海

陸，�姆講

四縣 

詞：顏志文 

曲：顏志文 

編：劉聖賢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混聲四部 https://cloud.hakka.gov.tw/

Details?p=74820 

蛤蟆同青蛙 詞：徐登志 

曲：湯華英 
 混聲四部 中國音樂書房 

02-23929912 

正月牌 曲：傳統客家歌謠 

詞：傳統歌詞 

編：呂錦明 

呂錦明客家歌謠合唱曲

集 

出版社：呂錦明 

混聲四部 呂錦明 0921-831177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師生鄉土歌謠師生鄉土歌謠師生鄉土歌謠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指定曲樂譜比賽指定曲樂譜比賽指定曲樂譜比賽指定曲樂譜參考資訊參考資訊參考資訊參考資訊（表列資料僅供參考）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經銷商經銷商經銷商經銷商/ 

樂器行號等樂器行號等樂器行號等樂器行號等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 

和和音樂工作室 510 彰化縣博愛路 101 號 04-832 9190 

臺灣合唱音樂中心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35 號

8 樓 

2351-9199 

http://www.tcmc.org.tw/tcmc.html 

希望種籽青少年兒童合唱團  
0910-677496 

http://hopefulseeds.idv.tw/ 

福爾摩沙合唱團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 2

段 61 號 2 樓 

02-2591-9422 

http://formosasingers.org.tw/index.php 

郭芝苑音樂協進會 
苗栗縣苑裡鎮海岸里 6 鄰

46-1 號 

037-856-817 

0921-986-817 

kjy856817@yahoo.com.tw 

上海敦煌樂器公司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 9-2 號 1

樓  
02-2322-3118 http://www.music168.com.tw/ 

音美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檳榔路 19 巷

23 號 1 樓 

02-2910-5098 

http://www.cantus-hortus.com 

大陸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 79 號 3F 02-23113914 

小雅音樂公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 1 段 182-1

號 3 樓 

02-23636751 

hsiaoya@ms9.hinet.net 

中國音樂書房 臺北市愛國東路 60 號 3 樓 
02-2392-9912/ 

http://www.musicbooks.com.tw/ 

臺北音樂家書房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196 號 3

樓 
02-2371-3333 http://www.musiker.com.tw/index.asp 

樂韻出版社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192 號 (02)2331-2370-(02)23713333-(02)23377918 

客家委員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7 樓 

02-8995-6988  

http://www.hakka.gov.tw/ 

客語薪傳師 教材領取申請書 https://master.hakka.gov.tw/default/download.aspx 

靜宜大學人文科  04-26328001 #17001～17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