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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從八年級上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三章「波動與聲音」的單元

出發，從聲音的兩個要素（音調、音色）來探討太魯閣族傳統單銅簧口簧琴中，

銅片的材質、長度、厚度及彈片頭尾寬度比等變因，對其聲音所產生的不同與

變化。 

 

本研究採比較分析研究設計，試圖以不同材質、長度、厚度、簧片頭尾寬度

比做為變項，進行簧片之音調、音色之分析比較，研究結果如下： 

一、不同材質之簧片所產生的音色明顯的不同。 

二、簧片長度的確會影響音調，但對音色影響不大。 

三、簧片厚度的確會影響音調，但對音色稍具影響。 

四、頭尾寬比率確實會影響音調，但對音色之影響仍待研究。 

五、大部份訪問者對於本研究所研發之創新製法之口簧琴(塑膠製琴台)接受度

頗高，並認為對於口簧琴文化之傳承有很大的幫助。 

 

本研究設計有單銅簧口簧琴製作課程，原本以為結構看似簡單的口簧琴應該

很容易製作，但是事實上在老師協助我們才得以花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將口簧琴

製作完成。在製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到製作口簧琴既困難又耗時，又很容易

失敗，所以我們試圖以壓模的技術來解決製作琴台的問題，雖然我們成功了，

但是我們又發現另一個量產化後所衍生的原住民智慧財產權、註冊商標、商業

利益等問題急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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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 

口簧琴是世界普遍存在且歷史悠久的樂器，其中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族

的口簧琴文化更是世界獨有的，特別是它的型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身

為太魯閣族的我們為此感到光榮。但是口簧琴的製作很困難，成功率不

高，再加上不容易吹奏，這也是導致口簧琴文化的沒落之一，因此，我們

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能讓口簧琴能更為普及，最終能順利流傳下去。 

(二)、目的 

1、學習製作傳統式單銅簧口簧琴，傳承太魯閣族口簧琴的文化。 

2、從口簧琴銅片的材質、長度、厚度及彈片頭尾寬度比等變因，找出與

聲音變化之關係。 

3、嘗試研發新式膠台銅簧口簧琴，減低口簧琴製作之難度，增加普及率

進而協助口簧琴文化之傳承與發展。 

二、研究範圍 

(一)、文化研究 

1、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文化研究。 

2、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的製作學習。 

(二)、科學研究 

1、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銅片聲音的音色及頻率分析 

2、比較傳統口簧琴及改良式口簧琴聲音的音色比較。 

三、研究問題 

(一)、同規格不同材質的銅片對簧片的音色、頻率之影響。 

(二)、同規格同材質但不同長度的銅片對簧片的音色、頻率之影響。 

(三)、同規格同材質但不同厚度的銅片對簧片的音色、頻率之影響。 

(四)、同材質但不同頭尾寬比的銅片對簧片的音色、頻率之影響。 

(五)、人們對於塑膠製琴台之單銅簧口簧琴的樂音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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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整理 

一、太魯閣族的口簧琴 

(一)、太魯閣族 

依據維基百科：「太魯閣族（德魯固; Taroko、Truku）原居住於南投縣

仁愛鄉靜觀部落，十七世紀跨越中央山脈遷移至現在的花蓮縣北部一帶，目

前人口約二萬餘人。日治時期日本文化人類學者依據語言、風俗、文化特徵，

而將其歸類於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之一群（另兩群為 Tuda、Tkdaya）。經過

了時代的變遷，在當代族群成員自我主觀的認同意識下，逐漸發展出要求成

為獨立族群的「正名太魯閣族運動」，並在 2004 年 1 月 14 日獲得中華民國政

府的官方承認，成為第 12 個臺灣原住民族。」 

雖然我們不了解什麼正名不正名的運動，但是 Truku（太魯閣族）對我

們而言是一個非常親切且習慣的稱呼。 

 

(二)、口簧琴 

口簧琴，又稱口簧、口弦、嘴琴，是一種古老的民間樂器，廣泛使

用於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南亞以及北亞)、大洋洲以及歐洲，非洲與美洲的

紀錄則相對少很多。口簧琴的樂器主體是一個一端固定於框式琴臺上，另一

端可自由振動的簧片，樂器演奏者將琴臺置於雙唇之間，以撥動簧片或拉扯

一根繫附於琴臺上細繩的方式，使簧片振動發聲，並以演奏者的口腔共鳴產

生樂音。 

記得在研究時，拉罕老師特別為我們上了一個有關口簧琴的課程，我們

不只了解太魯閣族的口簧琴，也知道原來除了我們太魯閣族之外，其它各大原

住民族也有口簧琴，甚至就連國外也有口簧琴，樣式還更多、更豐富呢！ 

由世界口簧琴比較表（表一）可以知道，台灣的地理位置居東南亞與歐

美大陸之間，而口簧琴的材質似乎採居中的組合，也就是以金屬與竹子的合體

所製作而成，這個非常有趣，因為台灣原住民的口簧琴在音樂地理上是非常特

別且具有指標性。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6%8A%95%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81%E4%B8%83%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A%B1%E8%93%AE%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B0%E9%9B%85%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3%BD%E5%BE%B7%E5%85%8B%E4%BA%9E%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8%82%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A%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B1%E5%8D%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C%97%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6%B4%8B%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90%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0%A7%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A3%E8%85%9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A3%E8%85%9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9%90%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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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世界口簧琴比較表 

口簧琴 

   

常被發現的

地理位置 
歐美澳洲 東南亞、南亞 台灣 

材質組成 全金屬 全竹、全木製 竹竹、金屬 
演奏方式 彈撥 彈撥 繩拉 

 

(三)、太魯閣族的口簧琴 

雖然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口簧琴，我們研究團隊認為就屬我們

太魯閣族的口簧琴最特別，因為我們祖先把口簧琴發展到一至五簧，我們查

遍很多的資料，都找不到其它族群或其它國家有類似的口簧琴，所以我們太

魯閣族的口簧琴真的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口簧琴。 
表二、太魯閣族常見口簧琴一覽表 

口簧琴款式 口簧琴名稱 說明 

 

Lubu Qoqow  
(單竹簧口簧琴) 

演奏的節奏很快，然後用口當共鳴

及口的開閉來控制其音的高低。 

 

Burux,  
Lubu Kingal  

(單銅簧口簧琴) 

「burux」是「單」之意，「kingal」
是「一」之意。這口琴通常是用在

男女戀愛時所演奏，其節奏比較

慢。 

 

Lubu Dha  
(雙銅簧口簧琴) 

「dha」是「二」之意，二簧以上的

口琴皆用金屬簧，而且演奏起來就

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四、五簧，左

手須不斷翻轉簧片。二簧口琴不像

單簧口琴必須用口之開閉大小來控

制音階之高低，而是二個簧片早已

設定了音高，即 So、La 二個音。

這口琴也是在男女戀愛時所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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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u Tru 

 (三銅簧口簧琴) 
依據哈尤牧師訪談內容，三簧口簧

琴在太魯閣族不常見。 

 

Lubu Spat  
(四銅簧口簧琴) 

「spat」是「四」之意。四簧口琴

是最為普遍的。 
就左圖而言，由上而上的音樂為

Re , Mi , Sol , La 。 

 

Lubu Lima  
(五銅簧口簧琴) 

「Lima」是五之意，其構造與四簧

口簧琴很像，只是多加一簧，吹出

之音樂更有變化且吹奏起來很困

難。 

 

(四)、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的製作 

1、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製作的材料（表三） 

 
材料名稱 材料用途 
桂竹 琴台主體 
銅片 銅簧片 
棉繩 拉奏繩 
紅毛線 裝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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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製作的工具（表四） 

 

工具名稱 工具用途 
鋸子 鋸短竹管 
小獵刀 剖半竹管 
美工刀 細雕琴台 

半圓口雕刻刀 挖除竹肉 
剪刀 剪銅片用 
挫刀 磨銅簧片 
鉗子 拉直銅簧片 
鑽子 鑽繩孔 

一字起子 燒銅簧片孔用 

 
3、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製作的步驟（表五） 
序號 步驟名稱 製作照片 

1 取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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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畫記切割線 

 

3 挖除竹肉 

 

4 削製簧片孔 

 

5 畫記簧片綁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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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削製簧片基座 

 

7 燒製簧片綁孔 

 

8 製作簧片 

 

9 將簧片綁至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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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鑽繩孔 

 

11 綁繩 

 
 

二、聲音物理學 

從八年級上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三章「波動與聲音」中得知，聲

音是由物體快速振動而產生的。物體快速振動空氣產生波動(疏密波)再傳到

人類的耳膜，耳也跟著振動，最後再傳至大腦而感覺聲音。 

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聲音，每種聲音都有其獨特性，人們也

藉此來分辨聲音。聲音形成三要素為音調、音色及響度，因研究時間有限及

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研究不討論響度，僅僅對針對音調及音色來探討。 

(一)、音調 

聲音有各種不同高低的音階，而音調的高低與物體的振動頻率有關，頻

率越高，音調也越高。 
表六、C 大調八音階的各音頻率對照表 

音名 中央 C D E F G A B 高音 C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頻率(赫) 262 294 330 349 392 440 494 524 
*上表取自康軒八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第 71 頁 

在我們的研究裡以銅片長度、厚度及頭尾寬比來比較音調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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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色 

人們有聽聲辨物或辨人的能力，是因為每種發音體有特別的聲音，這種

獨特的發音特色就稱為音色。而音色與波形是有關係的。 

在我們的研究裡以不同材質的銅片針對其長度、厚度及頭尾寬比來比較

音色的差異。 

 

 
上圖取自康軒八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第 75 頁 

〔圖一〕聲波波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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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題目與問題 

編定研究進度與研究方案 

建置研究進度日誌網站 

文獻收集與整理 

田野調查(口簧琴文化)與資料整理 
 

教學課程(口簧琴製作與聲音物理學) 
 

資料收集(簧片聲音樣本取樣) 

簧片聲音分析 口簧琴文化整理 

撰寫研究結果報告 

準

備

階

段 

實

作

階

段 

創新口簧琴製作方法 
 

完

成

階

段 

製作口簧琴簧片樣本 
 

〔圖二〕研究流程圖 



 

古魯部落團隊部落格 http://blog.abomusic.com.tw/lubug/ 12 

二、研究設計、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比較分析設計，針對口簧琴簧片進行多組樣本製作，收集每個簧片

樣本的材質、長度、厚度、簧片尾寬度、簧片頭尾寬比、音調(頻率)及音色(波

形)等資料，最後再分類進行比較分析的工作。本研究長度、寬度及厚度使用單

位為 mm，頻率為 Hz，波形以圖呈現。 

以下針對簧片各部位說明。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族

單銅簧口簧琴，以其簧片之頻率及波形

做實驗分析與比較。另外也會針對太魯

閣族常見的口簧琴做文化之資料整理。 

 

簧片俯視圖 

厚度 

長度 

頭寬 尾寬 

頭部 尾部 

簧片側視圖 

〔圖四〕簧片樣本圖 

〔圖三〕簧片俯視、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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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單銅簧口簧琴各部位名稱。 

 

(三)、研究方法 

1、文獻整理 

透過圖書及網際網路的方式，取得有關口簧琴的資料，做為我們認

識口簧琴的媒介。 

2、田野調查 

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訪問部落長老、專家學者，加深了解口簧琴

的文化意涵，更希望找出創新口簧琴製法的可能性。 

單銅簧口簧琴外則圖 

簧片 簧片壓條 

口簧琴台(框架) 

吹
奏
拉
繩 

吹
奏
固
定
繩 

單銅簧口簧琴內側圖 

繩孔 

簧片固定端 簧片區間 手握端 

簧
片挷
孔

 

繩孔 

〔圖五〕單銅簧口簧琴外側、內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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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簧片聲音取樣 

口簧琴需藉由口腔作為共鳴才可將聲音擴

大，但是透過口腔吹奏口簧琴時，會因為不容易

控制口腔大小而造成取樣的不準確性，所以我們

將簧片取出，以尖嘴鉗固定簧片並緊靠麥克風，

用手彈動簧片，此時麥克會收錄簧片的聲音，電腦軟體即時呈現簧片的

頻率與波形。 

 

三、研究工具 

(一)、田野採集工具 

1、單眼數位相機：Nikon D50 ＋ AF-S Nikkor18~200mm 鏡頭。 

2、數位攝影機：以 Ricoh GX200 數位相機之攝影功能取代。 

(二)、聲音分析工具 

1、取樣工具 

(1)、麥克風(收音用)。 

(2)、尖嘴鉗(固定樣本用)。 

(3)、精密電子卡尺。 

2、分析工具 

(1)、硬體：個人電腦(HP xw6400 workstation)。 

(2)、軟體： 

 Microsoft Windows 7(作業系統) 。 

 WaveSpectra v1.40E(頻譜分析) 。 

 Microsoft Office 2003(文書工具) 。 

 PicPick(擷圖工具) 。 

 威力導演 8(影片剪輯) 。 

(三)、創新單銅簧口簧琴製法 

從製作單銅簧口簧琴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製作口簧琴是一件非常困難又

費時的事，因為在製作過程中必須要保持專注力，只要一粗心就很容易失敗，

〔圖六〕簧片聲音取樣示意圖 

〔圖七〕以卡尺精密測量 
（準確值達 0.01mm） 

〔圖八〕頻譜分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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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口簧琴到目前為止無法廣為流傳。我們認為這麼好的樂器應該好好推廣，

因此我們試著以不同的方法來製作口簧琴，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訪問到

吉嵐老師，吉嵐

口簧琴台在傳統上是以桂竹製作而成，要將一片原始的桂竹削製成口簧

琴台是一件耗時又容易失敗的事情，因此我們透過壓模的方法以人工樹脂(poly) 

製作出口簧琴台，再將製作好的簧片固定於其上而完成創新製法的單銅簧口簧

琴。以此種做法同樣可以製作出二簧、三簧(泰雅族)、四簧、五簧甚至多簧的

口簧琴。 

老師是我們這次研究的貴人，因為他，我們才可以進行我們的

創新想法，而這個方法就是壓模技術。 

經實作證明，以壓模技術製作口簧琴台可以節省至少 1 至 2 個小時的工

作時間，而且成功率很高。以下簡要說明壓模技術的流程。 

 
 

四、研究限制 

(一)、各類材質簧片取得不易，本研究僅以黃銅及磷銅做為研究樣本。 

(二)、因研究經費不足，無法使用高效能的收音器材，故收音品質有限。 

(三)、簧片皆為手工製作，因此無法製作出規格相同的樣本進行分析比較，故

所得樣本資料僅為近似值。 

(四)、研究時間不足，無法做更多的分析比較。 
 

製
模 

開
模 

取
原
模 

灌
膠 

膠
硬
化 

取
模 

〔圖八〕壓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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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同規格不同材質的簧片之音色分析 

(一)、數據分析 

太魯閣族口簧琴常見之金屬簧片為黃銅、紅銅及磷銅，因未取得紅銅我

們僅以黃銅及磷銅做分析比較。 

表七、黃銅、磷銅簧片之音色分析 
銅片類別 長度(mm) 厚度(mm) 簧片尾寬度(mm) 音色(波形) 

磷銅 81.47 0.30 3.43 

 

黃銅 81.28 0.40 3.74 

 

(二)、數據討論 

由表七可知，磷銅波形的簧片在波峰上顯得較不規則，而黃銅就顯得規

律些。所以不同材質之簧片所產生的波形很明顯的不同，在音色表現上亦不

同，經實際聆聽，確實可以分辨。 

 

二、同規格同材質但不同長度的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一)、數據分析 

本段研究以黃銅做為實驗比較對象，我們取三組不同長度的簧片，分別

為 80mm、70mm 及 60mm，這三組簧片的厚度及簧片尾寬度皆為 0.4mm 及

3.74mm，分析比較如表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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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黃銅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樣本

編號 
長度 
(mm) 

厚度 
(mm) 

簧片尾寬度 
(mm) 

音調(頻率) 
(Hz) 

音色(波形) 

1 80.00 0.40 3.74 75.0 

 

2 70.00 0.40 3.74 107.7 

 

3 60.00 0.40 3.74 140.0 

 

(二)、數據討論 

由表八可知，長 80mm 的簧片，頻率為 75Hz；長 70mm 的簧片，頻率

為 107.7Hz；長 60mm 的簧片，頻率為 140Hz。簧片長度愈短，頻率愈高，

所以簧片的長度的確會影響音調。 

由波形來看，長度愈長，波與波之間愈疏散，長度愈短，波與波愈密集，

但從波形來看，似乎沒有影響音色，因為不同長度簧片的波形呈現一致狀，

因此音色大致相同，經實際聆聽，的確很難分辦。 

 

三、同規格同材質但不同厚度的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一)、數據分析 

此次以磷銅做為實驗對象，我們只有兩種不同厚度的銅片，因此實驗樣

本僅兩組，兩組簧片長度都是 70mm，簧片尾寬度都是 3.33mm，但厚度則分

成 0.3mm 及 0.4mm 兩組，分析比較如表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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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磷銅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樣本

編號 
長度 
(mm) 

厚度 
(mm) 

簧片尾寬度 
(mm) 

音調(頻率) 
(Hz) 

音色(波形) 

1 70.00 0.30 3.33 53.8 

 

2 70.00 0.40 3.33 64.6 

 

(二)、數據討論 

由表九可知，厚度 0.3mm 的磷銅簧片頻率為 53.8Hz，厚度 0.4mm 的則

為 64.6Hz。簧片厚度愈厚，頻率愈高，所以厚度確實會影響頻率大小。另外

在波形方面，波形明顯不同，但波峰及波谷沒有呈現出不規則的樣子。 

 

四、同材質但不同頭尾寬比的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一)、數據分析 

此次以磷銅做為實驗對象，在長度、厚度相同的情形下，我們製作了五

種的頭尾寬度不同的簧片，再以頭部寬度對尾部寬度進行比率試算，進而分

別進行實驗分析，分析比較如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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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磷銅簧片之音調、音色分析 
樣本

編號 
長度 

(mm) 

厚度 

(mm) 

頭寬度 

(mm) 

尾寬度 

(mm) 

頭尾寬

比率 
音調(頻率) 

(Hz) 
音色(波形) 

1 60.00 0.30 0.26 2.77 0.0939 75.4 

 

2 60.00 0.30 0.65 2.32 0.2802 64.6 

 

3 60.00 0.30 0.71 2.37 0.2996 64.1 

 

4 60.00 0.30 1.01 2.34 0.4316 53.8 

 

5 60.00 0.30 1.7 1.72 0.9884 43.1 

 

(二)、數據討論 

由表十可知，樣本 1 比率為 0.0939，頻率為 75.4Hz；樣本 2 比率為

0.2802，頻率為 64.6Hz；樣本 3 比率為 0.2996，頻率為 64.1Hz；樣本 4 比率

為 0.4316，頻率為 53.8Hz；樣本 1 比率為 0.9884，頻率為 43.1Hz。頭尾寬比

率愈大，頻率愈低，所以頭尾寬比率確實會影響音調。 

在音色部份，由上表各樣本波形來看，樣本 2 與樣本 5 明顯與其它三組

樣本不同，原因為何，待後續研究探討。 

 

五、創新製作之單銅簧口簧琴(塑膠製琴台)的樂音接受度 

本研究以壓模技術複製口簧琴琴台，有效減少製作口簧琴的時間，並提

高成功率。壓模材料以保力膠做為主原料，待其硬化後，外表看起就像真的



 

古魯部落團隊部落格 http://blog.abomusic.com.tw/lubug/ 20 

口簧琴一樣，只是它是透明的，經過老師的協助，我們終於完成製作世界第

一支塑膠製琴台的口簧琴。 

為了讓調查人們對於這種新式的口簧琴的接受度，我們特別請家人及朋

友接受我們的調查，調查人數總計有 20 人，計有 17 個人接受度高，3 人接

受度不高。絕大部份受訪者對於這種新式的口簧琴的外觀皆感到好奇，聆聽

過聲音後，因為與傳統式相似，所以接受度高。看過創新製法口簧琴的他們

都希望我們能送他們一支。在調查的過程中，有一些人提出一些意見供我們

參考。 

(一)、健康問題： 

因為新式口簧琴是由化學塑膠原料做成，使用起來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人的健康。 

(二)、量產問題： 

透過壓模技術，可以大量製造，直接促進口簧琴的推廣工作，但是如

何保護太魯閣族祖先的智慧財產與創新的製作方法，而不至於淪落為

觀光區裡賤價買賣的商品，甚至利益為少數人所有，這是一個量產前

必須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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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同規格不同材質的簧片，其音色有明顯的差異 

本研究僅以黃銅及磷銅做為不同材質，依據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材質之

銅片確實會產生不同的音色。根據第一伸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銅合金片表

(如附件一)，我們發現到銅的合金種類非常多，例如含錫黃銅類、高導銅合

金類、高性能銅合金類、CORSON 合金類、磷青銅合金類、洋白鋼合金類

等，因廠商商品收益的因素，故樣本取得不易。然而此次研究樣本數太少，

如果樣本數多一些，即可建立簧片音色資料庫供口簧琴後續的推廣工作。 

二、同規格同材質的簧片，其長度確實會影響音調及音色 

經本研究實驗得知，簧片的長度愈長，其音調(頻率)愈低，反之長度愈

短，音調愈高，因此我們可由長度來決定簧片的音高。簧片的長度愈長，

其波形愈疏散，反之長度愈短，波形愈密集。雖若如此，不管長度多寡，

我們仍可以發現波形頗呈一致性，這或許是我們可以在不同音高的簧片中

去分辨簧片是否為同一材質的原因。 

三、同規格同材質的簧片，其厚度確實會影響音調及音色 

經本研究實驗得知，簧片的厚度愈厚，其音調(頻率)愈高，反之厚度愈

薄，音調愈低，因此我們也可以從厚度來決定簧片的音高。從波形圖來看，

雖有明顯不同，但波線沒有呈現出不規則的樣子，因此音色聽起來差異也

不大。太魯閣族單銅簧口簧琴是由經由繩子拉扯而使簧片振動產生聲音，

厚度愈厚的簧片較不易振動，因此簧片厚度太厚較不適合做為簧片，簧片

太薄，聲音又過於偏軟，也不適合做為簧片，因研究時間之限制無法針對

厚度進行更深入的比較，這個部份就等待後續研究了。 

四、同材質的簧片，其頭尾寬比確實會影響音調及音色 

簧片頭尾寬比是我們這次研究中無意發現影響簧片聲音的因素。經實驗

得知，頭尾寬比率愈大，頻率愈低，反之頭尾寬比率愈小，頻率愈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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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頭尾寬比率也可做為調整簧片音調的要素之一。就波形來看，頭尾寬比

率確實會造成音色的差異，但也許樣本數不足，所以目前尚未找出其規則

性，有關這個部份待後續研究找出其因。 

五、創新製法之單銅簧口簧琴(塑膠製琴台)的樂音接受度頗高 

經調查發現，創新製法之口簧琴的接受度頗高，20 位受訪者中有 17 位

對此創新製法之口簧琴深感興趣，因為它的聲音與傳統式的差異性不大，

而且材質特殊，頗受大家喜愛。至於吹奏時的技巧與難易度與傳統式沒什

麼差別，因此以此做為推廣口簧琴是不錯的選擇。 

六、口簧琴量產後衍生的問題 

我們試圖以壓模的技術來解決製作琴台的問題，雖然我們成功了，但是

我們又發現另一個量產化後所衍生的問題。經老師的解說我們才知道，原

住民的文化是具有商業的產值，但原住民往往不懂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常

常最大的受益者都不是原住民本身，而是圖利的商人。現在我們研發了可

量產口簧琴的新製法，我們既高興又怕受傷害，高興的是可以大量推廣口

簧琴，使口簧琴文化可以延續下去；害怕是如果不好好的做好保護措施，

我想我們老祖先的智慧財產權會被有心的商人拿去註冊商標，最後整個口

簧琴商業利益的受益者又不會落在我們太魯閣族人的身上。因此這個問題

真的很需要各界的人士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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