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製鼓藝師

王錫坤

鼓震天地
聲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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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新莊站 2號出口，沿著中正路、循著鼓聲，很快就能找到這家自新莊發跡、創立於 1924年的「响

仁和鐘鼓廠」。名稱取自佛經「佛響仁和，棄散惡塵」，更凸顯創辦人王阿塗師傅製鼓的理念及初衷。

承襲父志的第二代傳人王錫坤先生不僅充分展現「精準、專注、分毫不差」的手作職人精神，近年更

融入多元素材，結合藝術與文創概念，讓製鼓技藝有更多發揮創意與想像的空間。

鼓的由來與緣起

鼓在現代社會中是相當受歡迎的打擊

樂器，並廣泛應用於各種場合、領域之中，

樂團演奏、宗教活動、寺廟陣頭、音樂治

療及供教育之用⋯；不只常出現在莊嚴肅

穆的宗教場域，也深入於庶民生活之中。

至於鼓的由來，相傳全世界最早的鼓出現

在西元前六千年的兩河文化。在中國，自

出土遺物中發現，舊石器時代僅出現一些

能發出聲音的響器，直到新石器時代才有

所謂的「土鼓」出現，是距今約四千多年

的夏代遺物。土鼓是指鼓身為土製，鼓棒

以草紮成的形式，後又演變為木製鼓身、

石製鼓身及銅製鼓身。《禮記 明堂位》：

「土鼓、蕢桴、葦龠、伊耆氏之樂也。」

《黃帝內經》也說：「皇帝伐尤，玄女為

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

三千八百里。」商朝時期手工業發達，青

銅器的鑄造與冶煉技術精良，鼓已是相當

普及的樂器。周朝《詩經》中所記載的

29種樂器中鼓類就多達 21種。到了魏晉

南北朝，因為戰爭，少數民族的打擊樂器

大量傳入中原，漢胡音樂融合交流，發展

出新的格局與風貌，腰鼓、羯鼓、齊鼓、

和鼓、答臘鼓⋯，之後大放異彩於隋唐，

到了宋代更加百樂齊放、空前盛況。明清

之後，時空背景轉移至樂隊以弦樂演奏，

歌曲以民歌、小調等說唱藝術為主，壓縮

了鼓器的成長空間，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摧

折，形成鼓藝文化的嚴重斷層。

不畏艱難，勇於面對和承擔

但生命自會尋找出路。當年的戰亂

造就了唐山過臺灣、可歌可泣的一頁滄桑

史，也為手工技藝找到重新出發的契機；

製鼓師傅蔡心瓠就是其一。他和同伴渡海

來臺，從事鼓器的製造。當時年僅 16歲

的王阿塗對製鼓極有興趣，便在蔡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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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學習製鼓，並深獲蔡師傅信任，受贈整

套製鼓工具，「响仁和吹鼓廠」也在王阿

塗精湛的手藝與踏實的經營方式下日益茁

壯。但臺灣早期社會對傳統手工業不重視，

民間甚至流傳「剃頭吹鼓吹，第一衰」的

俗語。王阿塗除了製鼓，更擅長嗩吶製造，

「工作辛苦、地位低下、利潤微薄」是這

一行的寫照，也是阿塗師不希望長子王錫

坤接手响仁和的主因。淡大商管科系畢業

的王錫坤原本應依循父母心願進銀行工

作，但服兵役期間遭逢父親心肌梗塞驟逝，

讓他面臨是否接手製鼓廠的抉擇。經過長

考，為了傳承父親珍貴的技藝，也為了證

明自己的能力，他決定一肩扛起；但毫無

製鼓經驗又欠缺人脈，一切從零開始，投

入之後發現比想像中還要困難。就像蓋房

子打地基、習武練馬步一樣，最簡單的也

最重要，從磨刀、刨木、燙皮、削皮、繃

皮⋯，他一樣一樣耐心學、反覆練，憑著

不服輸的信念，靠著不斷摸索與嘗試錯誤，

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熬過最辛苦的前

幾年，訂單終於慢慢回穩，逐漸恢復到父

親經營時的狀態。

一以貫之，相同的事重複做

儘管製鼓工序繁複費時，但王錫坤強

▲ 製鼓廠裡裡外外各種大小、尺寸的手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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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每個步驟都很重要、也都有其意義，對

鼓音的呈現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傳

統工藝講求的是實實在在的技藝，不能

用虛幻的語言過度美化。做完只是達標

而已，還要做好才行。」態度嚴謹的

王錫坤，製鼓時的一絲不苟

完美呈現在他的作品上

面。「响仁和的鼓完

全純手工，每個都

是獨一無二。」

難以量產是因為

每顆鼓都必須因應

使用者的需求或用

途，以及所屬地區溫

濕度的不同量身訂做，

每一顆都是獨特唯一。以最

常見的民間活動來說，龍鼓的聲

音較低沉、獅鼓的聲音較高亢、

陣鼓的聲音則介於龍鼓與獅鼓之間；至於

廟宇裡的鼓強調暮鼓晨鐘，聲音更沉、更

嚴肅隆重，這些細微的差別都有賴師傅以

專業的技巧從鼓皮厚薄、繃皮緊實程度等

環節去調整，更遑論還有其它各種不同功

能的鼓⋯，製鼓學問之精深奧妙真的超乎

想像。

製鼓近 40年的王錫坤，歲月在他身

上刻劃出一道道的印記；刨木、磨刀、削

皮、繃皮⋯，都是兼具費力與巧勁的工作；

幾十年時光流轉，他從一個體重僅 48公

斤的瘦小年輕人，到現在身材壯碩、臂膀

強健的中年人。多年製鼓生涯讓他對生命

體悟更深：「好的東西需要時間養成，做

鼓尤其如此。相同的事重複做、專心

做，製作出品質最好的鼓，就

是師傅一輩子的堅持與

技藝。」

製鼓程序大同

小異，但工夫自有

不同。王錫坤的手

藝遠近馳名，國內

許多知名團體都是長

期合作的對象。此外，

國外客戶也越來越多，

但堅持做生意要講誠信的王錫

坤，寧願推掉訂單也不縮短製

程，更不會藉此哄抬價格。他

做的鼓，物美價廉、物超所值，許多歐美、

日本客戶慕名而來，訂製時間長達數年也

心甘情願。因為好鼓，值得等待。

製鼓的基本工序與重點

王錫坤表示，傳統鼓其實都是手工

製，只是手工也有良莠之分，關乎技巧、

材料以及製鼓的態度。技巧除了靠經驗傳

承，更依賴學習者累積實作經驗，每個步

驟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不要投機取巧、

▲ 蔡心瓠師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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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工減時。以响仁和的製程為

例，一顆鼓的製作，不包含鼓

身木材長達半年至一年的乾燥

時程，光是從裁皮、燙皮、削

皮、曬皮、繃皮⋯，到上釘、

上漆等階段，至少需要一個月

左右才能完成。步驟繁複瑣碎，

無法一一說明，以下就鼓皮、

鼓身、繃皮及美化四大部分做

概要的介紹。

鼓皮部分

1. 裁剪：選用新鮮在地、韌度

佳的臺灣水牛皮，按實際需

要的尺寸畫圓並裁剪。

2. 燙皮：講求天然工序與做法的王錫坤，

絕不為了加快製程而使用會對皮脂造成

傷害的化學用劑，至今仍遵循傳統燙皮

方式，以最適當的85℃進行燙皮及去毛。

3. 削皮：即削去脂肪層的步驟。中間鼓面

必須削到厚薄一致，0.25~0.5公分之間，

旁邊則留厚，因為繃皮需要施力的空間。

剛開始不上手，削破皮是常有的事。

4. 曬皮：削好的牛皮置於木桶上曬乾，天

氣好時一周、10天即可，天氣不好時曬

到十幾天或更久，可以工業用大風扇輔

助，但禁用烘烤方式，否則牛皮會變脆，

影響皮質韌度。

鼓身部分

1. 乾燥：木材先在乾燥室乾燥一段時間，

再放至一般室溫中「回暖」，待木材有

足夠的穩定度才能拿來做桶身，前後需

費時數月至一年不等，視木材屬性與鼓

身大小而定。從前光是乾燥就要花兩、

三年，現在有專門的乾燥室可縮短許多

時間。

2. 裁木：乾燥好的木頭送到木材場進行基

本的裁切。

3. 刨木：木頭取回後做出斜度，並將表面

粗糙的部分刨平。

4. 箍桶：刨好的彎曲木片上黏膠，再以鐵

圈箍桶、紮鼓身。

▲ 利用千斤頂進行「繃皮」的製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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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燻烤：紮好的桶身進行燻烤。除了定

型，同時除掉隱藏在木頭中的蟲卵。

繃皮階段

1. 打洞：取來曬好的鼓皮、量好適當位

置，沿鼓面周圍打洞。

2. 穿繩：麻繩穿過打好的洞，調整好長

度，將鼓皮攤平在木桶上。

3. 繃皮：王錫坤自創千斤頂繃皮法。藉由

千斤頂的重量及繩索的拉力，慢慢把皮

拉緊。有時三兩天，有時需要半個月、

一個月或更久，視鼓的大小與用途而

定。慢慢繃是為了把皮的彈性拉出來，

若是急就章快速繃的話，皮容易鬆掉，

縮短使用年限。

4. 踩鼓：當鼓皮拉到一定程度就要開始

踩鼓。由師傅赤腳從邊緣往中間鼓面

慢慢的踩。

5. 試音：同時搭配千斤頂的力量做調整，

並進行試音及定音。

藝術與美化

1. 修飾：包含刻邊、刨邊、上正式鐵圈、

上扣環⋯。

2. 上漆：底漆、原木漆、面漆等。

3. 上釘：裝飾釘。

「我覺得應該做出『原味』，因此細

節不能草率帶過，鼓皮繃得緊不緊？鼓身

弧度夠不夠？等等，每個環節都有道理，

這就是規矩。」王錫坤強調。

吟詠低迴，悠揚鼓音穿透人心

隨著師傅腳步來到位於鐘鼓廠隔壁的

「响仁和鼓文化館」。此館成立於 2001

年，不以營利為目的、不收門票，平日也

不對外開放，館內的各式鼓收藏讓人看到

主人王錫坤的藝術品味，更滿溢著他對父

親的思念之情。其中特別醒目的就是阿塗

師的作品，如今的鎮館之寶。王師傅示意

▲ 王錫坤與父親王阿塗 ( 阿塗師 ) 歷經 70幾年歲月的
大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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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站到鼓的正前方，傾身一聽，就能感

受到也能聽到微微震動的鼓聲，彷彿由遠

方傳來，似風雲湧動、草木低鳴或空谷回

音般，渾厚圓潤，讓人心生安定，而且深

受感動。為何無人擊鼓也會發出鼓聲？原

來，「說話時產生的音波傳遞到鼓面上，

經由鼓面反彈再撞擊到人身上，就能發出

聲音⋯」王師傅解釋，「父親這顆鼓已經

75歲，從沒換過鼓皮還能有這樣的共鳴⋯；

所以好鼓的聲音是『活』的，可以療癒

人心、讓人愉悅，這就是師父一輩子的堅

持。」一番話的真諦讓人深思。

平日常到古物店裡尋寶的王錫坤，很

多收藏品都是機緣巧合遇見的，因為古物

自己會找主人，例如陳列於館內的「日本

鼓」。這是由櫸木實木製成的「獨木大鼓」

(由一整棵獨立的樹木挖空製成的鼓 )，剛

買來時外觀破舊、聲音混濁，也不清楚來

歷。王師傅把鼓皮拆掉重繃，發現內面木

頭上刻有日本匠師的名字和製作年份；鼓

身經過噴砂處理，竟清楚浮現「台灣神社」

字樣，當年的台灣神社就位在圓山大飯店

現址。原來這是一顆有歷史、有故事、有

文化價值的鼓。「老物件充滿了感情，這

▲ 响仁和鼓文化館充滿王錫坤對父親無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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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櫸木越久越有光澤、越顯得溫潤。」王師

傅手撫櫸木鼓身，輕聲說著。

用心打造，追求最完美的聲音

一轉身，王師傅掄起鼓棒，擊起大鼓。

初時鼓聲沉穩和諧；接著加重力道，彷如萬

馬奔騰般氣勢磅薄、雷霆萬鈞；轉瞬間又改

變節奏，密集的擊鼓聲像雷電交加的暴風雨

般，讓人呼吸急促，感受到鼓音帶來的強大

威力。好的鼓可以用一輩子，「聽鼓要聽尾

音，要有餘音，能傳得遠的才是好鼓。」。

「真正的好鼓必須經得起時間考驗，做好使

用 2、3年以後，這時的聲音如果比剛做好

時更渾厚、乾淨、好聽，才稱得上是真正

的好鼓，這時的聲音也才是這顆股真正的聲

音。通常，在適當的環境、空間並且經常使

用的話，好鼓的年限至少 30、40年，甚至

6、70年也沒問題。」，王師傅嚴謹的態度

可見一斑。

响仁和曾獲文化部評選為「臺灣工藝

之家」，獲選為新北市「十大優良老店」之

一。王錫坤個人更榮獲 2009年「臺北縣傳

統藝術藝師獎」，2013年記錄在「文化部

文化人才資料庫資料蒐集計畫」之中。這些

對他而言是鼓勵，也是責任，更是一種堅持

與使命感。此外，來自藏傳佛教、鼓皮由氂

牛皮製成的「西藏鼓」；幾年前特地為「兩

▲ 有「台灣神社」字樣的日本獨木大鼓。

▲ 於臺中展出的「兩岸非物質文化材」作品「天圓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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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非物質文化財」活動設計展出的作品「天

圓地方」；臺灣特有的「龍紋大神鼓」；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洲鼓」、「越南

鼓」、「韓國鼓」⋯，充分展現鼓文化館

的豐富館藏及作品的多樣性。

音療與健身是王錫坤目前致力推廣

的另一個方向。曾有客戶買了他的鼓，家

中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藉由打鼓慢慢打開心

房、願意說話；原本手臂只能平舉的老太

太，也因為打鼓，手臂已可舉高過頭⋯。

最近與社區「樂齡班」合作，由响仁和提

供鼓、王錫坤的兒子王凱正當老師，教一

群爺爺奶奶打鼓，成效不俗。敲鑼打鼓治

百病，國外早有諸多例證；透過音樂治療，

還能健身，以優美鼓聲為更多人創造更美

好快樂的生活，是製鼓師傅終身的期盼。

創新求變，從逆境中吸取養分

「做這一行必須不斷精進，才會有新

的想法。」2012年，王錫坤因應「特別

的地方要以特別的思維來做」之理念，首

創臺灣最大且兼具環保概念的「植物纖維

大鼓」，鼓面直徑 210公分、高度 270公

分，製作難度很高，但意義非凡，現位於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此外，王錫坤將

學習漆器得到的靈感融合應用在鼓身的製

作。木架上一個個鼓面直徑約 8公分、高

度約 12公分的漆器鼓身，擺在櫥窗是藝術

品，繃上鼓皮就是一顆精緻的小鼓，華美

尊貴，令人愛不釋手。桌上三顆「藝術小

鼓」則分別以浮染、棉紙撕畫及工筆畫的

創作手法呈現。一旁的「鳳旋」則是與輔

大織品系合作，將鼓皮、鼓身及鼓釘以染

料方式表達，鼓面上的綠鳳凰則代表「重

獲新生」。

他常想著，父親這麼好的手藝自己有

幸傳承，未來留給後代子孫的又會是什麼，

「製鼓這麼多年，學而後知不足，做越多

越覺得自己要學的、要做的事還很多，怕

▲ 王錫坤為挑戰自己而特製的「八角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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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夠，只能傾全力把鼓做到最好，有

餘力再把嗩吶的感情找回來，心願足矣。」

對父親深刻細膩的情感，藉此表露無遺。

最後，他以佛語「逆增上緣」概括自

己的一生，「逆境就是我們的老師。」然

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挑戰，如今的功課已

不同於從前的逆境，而是如何創新求變、

自我挑戰。

▲ 王錫坤有子王凱正承衣缽，圖為王凱正為鼓文化館繪製的平面導覽圖。

▲ 撕紙畫藝術小鼓。 ▲ 漆器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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