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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音樂館 

蘇桂枝  
2012/12/03 

臺灣音樂館之典藏服務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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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以民族音樂研究所之名成立於2002年，資

料館於2003年開始營運，2008年更名為臺

灣音樂中心，2012年更名為臺灣音樂館，

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附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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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  臺灣音樂館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派出單
位，秉持著保存、維護、傳承、推廣傳統
藝術的政策原則，推動傳統音樂的永續發
展。臺灣傳統音樂，在純粹的歌樂、器樂
之外，與舞蹈、戲曲、民俗、宗教儀式有
著緊密的依附關係，而在表現的地域空間
也跨越華麗殿堂、鄉間廟宇、休憩庭園、
校園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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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ㄧ、深耕音樂傳統，維護文化價值  

二、建構人才網絡，普及音樂實力 

三、進行跨界合作，活絡再生能量 

四、整合音樂資源，建立雲端共享 

五、活潑新館營運，增強樂音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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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範圍 

• 以台灣各族群之音樂為主，亞太及世界民
族音樂為輔，內涵包括：歌謠、說唱音樂
、戲曲音樂、傳統器樂、舞蹈音樂、儀式
宗教音樂及台灣音樂當代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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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數量 

   目前擁有各式館藏共46,426份(影音資料

27,511，圖書資料18,915筆)，其中亦包

括珍善本書2,01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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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典藏 

•透過研究計畫案，進行田野調查，記錄音
樂人物生命史或音樂資源保存。 

•從1990的籌備期開始至成立10年來計進行
了160餘研究計畫以及調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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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典藏方向 

• 原住民族音樂文化資源調查 

• 漢族音樂研究 

• 前人的調查研究，進行重整與再現 

• 重要歷史文獻的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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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音樂文化資源調查 

 

• 主要針對十四族原住民族群之音樂文化進行資源

調查，包含族群歷史資料蒐集及田野調查之影音

資料整理，如《賽德克族音樂文化資源調查計畫

》、《卑南族知本部落與建和部落童謠採集》、

《排灣族牡丹部落的巫師歌謠》、《阿美族織羅

部落豐年祭歌謠》這類研究輪廓了族群之分布區

域，而其研究成果除對該族群音樂有清晰之認識

外，更提供相關研究學者豐富的文化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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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音樂研究 

•  包含南、北管音樂，客家音樂、宗教音樂
等。採集與撰寫多位老藝師們的精采學藝
與傳承事蹟、錄音錄影及數位化典藏，這
些精實的田野調查成果，都是臺灣音樂館
重要的資產。 



2012/12/3 11 

                           

研究案類別 

臺灣音樂家 

道教音樂 

客家音樂 

說唱音樂 

南北管音樂 

歌仔戲 

台灣作曲家手稿曲譜及影音資料數位化計畫：盧炎 

 

靈寶派道教儀式與音樂資料蒐集暨數位化計畫 
 
 
台灣北部客家八音研究調查及演奏CD製作 

 

楊秀卿唸歌唱故事有聲書保存計畫 

 
民權歌劇團的「野台歌仔戲音樂資料數位化」      
 
吳昆仁先生南管音樂保存計畫 

                                                              



2012/12/3 12 

前人的調查研究，進行重整與再現 

• 進行《許常惠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
還原計畫》，利用當年所採集之民歌，重
新進行採詞、採譜及考證詮釋，二度搶救
早期不易保存之珍貴田野調查資料外，並
呈現出民歌在時空遞嬗下其內容形式上演
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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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計畫 

• 第一期計畫：將原錄製母帶進行數位化作業(共80片) 

– 1967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1/4盤式母帶 

– 1968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卡式母帶60捲 

• 第二期計畫： 

– 將已數位化20片光碟之內容，進行詮釋資料建檔、歌詞樂譜

採集及考證，共計430首樂曲 

• 第三期計畫： 

– 共計進行23片，283樂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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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歷史錄音現場 

–確認樂曲類型 

–確認歌詞內涵 

–釐清樂曲背景 

–檢視演唱場合 

範例— 

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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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計畫 

原始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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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歷史文獻的蒐整 

•本館完成了《「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北
曲曲目之作者及出處索引研究計畫》及《
日治時期臺灣音樂文獻資料彙編研究計畫
》兩項以戲曲曲譜及日治時期傳統音樂文
獻為主題的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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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譜文物 

•包括研究古琴的重要曲譜「神奇祕譜」、「琴學叢書

」，清朝時期的清樂「西秦樂意」、「北管管弦樂譜

」、「北管琵琶譜」、「謅琵琶彈法」等曲譜；此外

尚有民初時期散見於民間的《琴府》、《琴曲集成》

等重要南北管音樂曲譜文物，均具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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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 

• 此曲本為研究清代戲曲音樂重要的典藏，成書

於清道光至光緒年間，真本現藏於北京「首都

圖書館」，為清代北京車王府所收藏之1585種

戲曲、曲藝手抄本的總稱。 

• 本書不僅是研究中國戲曲與說唱藝術的瑰寶，

也是研究清王朝由盛轉衰時期的民情、民俗、

民族關係、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

方面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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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面向 

 出版 

 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出版 

 教育與推廣 

 傳統表演藝術節 

 傳統元素新創作 

 數位資源共享 

 整合音樂資源，建立雲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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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委託學者專家進行臺灣音樂範疇的各項

採集與研究，除建立學術資料庫，也提

供創作者更多臺灣音樂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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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以典藏之音樂類別為軸心，每年度以不同
主題策劃傳統音樂文獻影音展覽，並辦理
推廣表演、講座等活動，亦安排至各地辦
理巡展；另參與傳藝中心主辦之傳統表演
藝術節，依藝術節主題辦理校園推廣表演
及講座等。 

•聲歌傳唱、臺灣資深作曲家樂譜、國際作
曲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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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與產學交流 

˙許常惠文件展    ˙傳統音樂研究回顧展 

◎各項資源共享、交流，促成產業機制之平台 

http://rimh.ncfta.gov.tw/retrospective/
http://tmc.ncfta.gov.tw/ret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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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與產學交流 

˙當代藝術之結合         ˙國史館文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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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與產學交流 

   ˙開南商工提供留聲機  ˙國家圖書館重要善本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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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各項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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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vWA3yqVEg&feature=player_embedd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QIJ-Ry8MiY&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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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各項研習及出版 
獨唱版 田野採集 合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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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 外來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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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 中英文電子報：每期以主題式

編輯架構，介紹臺灣音樂、臺

灣音樂家、國內外相關領域動

態等，發行對象包括各國音樂

中心、國外研究單位等，其透

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持續

性地建立國際交流管道。 

http://rimh.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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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資源共享 

臺灣音樂資訊交流平台 

臺灣傳統音樂年鑑 

傳統民族樂器資料庫 

戲曲曲譜檢索系統 

台灣傳統戲曲有聲出版品目錄彙編  

• 以各類主題數位資料庫活用本中心豐

富的館藏與資源，不僅提供研究與保

存，也是成為數位交流功能的基礎。 

http://tmc.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51
http://music.ncfta.gov.tw/gs32/mzmu/intro.html
http://210.241.82.1/rimh/2009_taiwan_traditional_music_yearbook/index.html
http://instrument.ncfta.gov.tw/
http://210.241.82.1/qupu/
http://210.241.82.1/rimh/music_database/index.asp
http://210.241.82.1/rimh/music_databas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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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以創新永續傳承台灣音樂文化的目

標，透過委託創作、作曲比賽等方式，

提供當代作曲家台灣音樂素材，創作新

曲，並建立作曲家資料庫與分享平台。  

民族音樂創
作獎 (more)   

郭芝苑創作
音樂 (more) 

盧炎創作音
樂(more) 

http://tmc.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49
http://tmc.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11
http://210.241.82.1/lymusic/meet.htm
http://tmc.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11
http://210.241.82.1/lymusic/meet.htm
http://tmc.ncft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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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成為國際間了解台灣音樂文化之窗口  

 成為音樂家、產業界及民眾之音樂交

流與展示平台 

 擔負催生臺灣原創音樂之重責並系統

性向國內外舞台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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