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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
聲國際、獲獎無數的知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對於國內音樂教育的

普及與推廣，一直不遺餘力。長期以來致力於各類公益活動，更擔

任「乳癌防治基金會」終身義工。不管扮演何種角色，都是全心全意、全

力以赴。而她的歌聲，更可讓人感受到真正無私的愛與寬容。

天生的歌唱家

簡文秀來自一個樸實的小康家庭。父親擔任鎮公所里幹事，是最基層

的公務員，母親則是典型的家庭主婦。童年在太平山上長大，六歲以前的

玩伴，幾乎都是原住民小朋友。最愛引吭高歌，再難的歌、再長的歌詞，

往往聽一遍就能「原曲重現」。小小簡文秀會唱歌又愛唱歌的天分，是全

鎮上都曉得的事。那時有部電影「小白菜」，女主角是李麗華，她看著李

麗華，有模有樣的學唱起主題曲。又因為簡文秀的皮膚白，街坊鄰居便都

暱稱她為「小白菜」。

原住民朋友擅長唱歌跳舞，經常舉辦晚會、活動，小簡文秀當然不會

錯過這種好玩的機會。在晚會、活動中展現她與生俱來的天賦。

不久，她隨著家人搬到羅東鎮。當時羅東鎮上常有算命師擺攤子幫人

算命。某天簡文秀的媽媽和舅媽要去給人算命，小簡文秀穿著木屐，坐在

門檻上哭著也要算命。舅媽問她：「你還那麼小，要算什麼？」她邊哭邊

回答：「我要做歌星！我要做歌星！」大人拗不過她只好答應。算命師問

她：「小朋友，你要問什麼？」結果簡文

秀回答的還是那五個字︰「我要做歌星！

我要做歌星！」他看了看名字，說：「做

歌星，麥塞！你噯做老師啦！」她一聽做

不成歌星，立刻哇哇大哭。因為她最討厭

的就是當老師，唯一志願就是當歌星。這

下子幻想破滅，簡直不想活了。算命先生

看她這樣，馬上安撫說：「是教人家唱歌

的老師啦！最厲害的那個哦！而且你自己

也很會唱歌ㄡ！」但是一心一意只想當歌

星的她，完全聽不進這番話，只是停不住

哭的說：「我就是不要做老師，我麥做歌

星啦！」那一年她才六歲，還沒入學，對

音樂應不離生活，所有音樂都只是生活上的寫照。

現在的簡文秀，喜歡過自然的生活，

從街頭小販、市井小民之間去了解人性；

從最入世的觀點去體驗人生。因為有自然的生活，

才有自然的音樂；有自然的音樂，才能引發內在最真摯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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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的
生活音樂家

簡文秀
文／林秀禎

圖片提供／簡文秀

襁褓時期的簡文秀，還不會說話就擺出歌唱的表

情。

（攝影／林枝旺）



義(當時擔任台視戲劇導演)的反對而作罷。舅舅說：「這個環境太複雜，

不適合你，你那麼會念書，應該走教育的路，一樣可以闖出一片天。」

就這樣，一路上一直都有進演藝圈或唱片界的機會，但也一路都有關

心備至的長輩，基於愛護出面反對。然而，人生就是這麼奇妙，與生俱來

的藝術天分終究掩蓋不住，簡文秀終究還是屬於舞台的，而命運之神也依

舊眷顧著她。

從代唱天后到國際奪魁

簡文秀在學校主修聲樂，畢業後分發到小學當音樂老師。那段期間，

簡文秀白天教課，晚上就兼差幫電影配樂或是當歌手幕後合聲。知名歌星

鳳飛飛、甄妮、余天的合聲，她都唱過。因為一個人就能配四個人的聲

音，所以酬勞很高，一個晚上的收入，有老師薪水的四倍之多。也因此有

了「代唱天后」之稱。收入多了，也開始有能力幫助家裡改善環境，並資

助兩個弟弟的學費。

當時已有許多演唱機會，即使是完全不懂的語言如法文，她也能現學

現賣，臨時惡補上場，而且發音正確，讓人見識到她的語言天分。後來赴

美留學，義大利文、德文、法文都是必修科目，而簡文秀的義大利文說得

好，連外國朋友都說她上輩子一定是義大利人。

隨著演唱的次數增加，簡文秀參加國際性比賽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評

審給她的講評常常是「詮釋得獎」。對此，簡文秀的感觸相當深：「我從

小就懂得去比較不同的歌者對同一首歌曲的詮釋方式有何不同？哪一句唱

得最好？原因何在？後來出國念書，當老師教我們如何做比較的時候，我

才想起原

來自己從

小就有這

方面的概

念。」誠

如簡文秀

的老師所

說：「比

較是一種

訓練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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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無所知，只因為喜歡唱歌，就編織著當歌星的美夢。

八歲兒童奪冠

八歲那一年，簡文秀代表羅東鎮參加宜蘭地區台灣歌謠比賽。由於沒

有兒童組，她直接報名社會組，以一首「青春嶺」勇奪冠軍。「記得那次

比賽，我是所有參賽者中年紀最小的，但是卻抽到最後一號出場比賽。冗

長的等待，讓我早已哈欠連連，害得台下的媽媽緊張得不得了。」比賽結

束後，許多唱片公司登門拜訪，希望能簽下簡文秀做唱片歌星，幫她出唱

片。雖然這是她一直以來的心願和夢想，然而身為簡家祖傳三代唯一單傳

的獨生女，書又讀得好，父母親對她的期望，當然不只是當歌星而已。因

此，在父親堅決反對下，簡文秀的歌星夢就此打住。

父母雖然不贊成她當歌星，但也沒限制她的興趣。因此她順理成章的

選擇了音樂科系，做為日後發展的基礎。功課一向優異的她，順利考上台

北師專音樂科，並延續自己的紀錄︰不論歌唱比賽或讀書考試，都是樣樣

拿第一。重要的是，她花在課本上的時間很少，而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參

加社團與課外活動。簡文秀從小就身體不好，但對運動卻相當拿手，曾經

是桌球校隊，當過籃球、排球、壘球選手，田徑項目也不錯，看不出來是

個藥罐子。也許和遺傳基因有關，因為母親和外祖母都是羽毛球高手，外

祖母還是羽毛球常青組冠軍。她說：「我相信，運動細胞比較發達的人，

肌肉的協調性也會比較好，間接也對發聲與歌唱方面的技巧有所助益。」

曾有段時間，胃不好又挑食的她，為了吃到酒釀蛋，晚上就到話劇社

探同學的班(當時演話劇的所有人，晚上都可以吃到酒釀蛋)。簡文秀既非

演員、也不是工作人員，還是一樣吃得到。後來她被導演孫景偕看上，抓

去當女主

角。畢業

後甚至聽

從導演建

議，報考

台視演員

訓練班，

結果因為

舅舅林登

小小簡文秀會唱歌又愛唱歌的

天分，是全鎮上都曉得的事。

因為簡文秀的皮膚白，街坊鄰

居便都暱稱她為「小白菜」。

清新秀麗的簡文秀在照相館所照的

像片，就被放在櫥窗內做招牌。

任教於松山國小時的簡文秀。

功課一向優異的她，順利考上

台北師專音樂科，期間不論歌

唱比賽或讀書考試，都是樣樣

拿第一。她花在課本上的時間

很少，而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

參加社團與課外活動。

八歲那一年，簡文秀代表羅

東鎮參加宜蘭地區台灣歌謠

比賽。由於沒有兒童組，她

直接報名社會組，以一首

「青春嶺」勇奪冠軍。



下的申老師，總是專注而面帶微笑的看著我，並且不時的

點點頭，帶給我極大的安慰與鼓勵，讓我的緊張情緒逐漸

和緩，表現也就越來越好了。從申老師身上，我看到一位

前輩提攜後進的長者風範，感動之餘，也激勵自己，務必

將申老師的精神傳承下去。所以後來當我也開始擔任評審

的時候，不管台上演出者表現如何，我也都會以微笑和眼

神來鼓勵他們。這份安定的力量可以加強演出者的信心，

讓表現更為完美。」

民國七十二年，簡文秀開始唱台灣歌謠。當時聲樂界

的競爭非常激烈，她只是個小學老師，不像別人都有很好

的學歷或家世背景，所以每次演唱，都要等別人選完她才

能選。誰先唱先選沒有明文規定或標準，反正大牌的、有

名的先選，而簡文秀通常都是最後選的那一個。而且很多

演唱者往往要到上台前五分鐘，才肯透露自己選的曲目，逼得簡文秀只好

事先練好每一首歌。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

禍。」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曾經故意陷害她、扯她後腿的人，也許都成了

她的貴人。因為他們的緣故，才有今天的簡文秀。當然，除了實力，充分

的自信，也幫助簡文秀一路披荊斬棘，奮勇向前。她說：「我這輩子對於

唱歌從來不強求，不管是早期的參賽或後來的演唱，我都習慣讓其他人先

選歌，或者我自己先挑難的唱，因為我有把握，再難的歌，我都可以唱得

好、表現得很好。」

還有，通常演唱者都會爭取唱最後一個壓軸，以彰顯自己的地位和分

量。但是簡文秀從不和人爭，也從不這麼想，她的豁達大度反而為她贏得

更多好人緣：「我覺得人生不必計較。雖然我總是唱開場，但我認為開場

時的觀眾最多，所以有最多的觀眾聽到我的歌聲，這就是我的收穫。」久

而久之，主辦單位經常對她特別禮遇，例如安排別人唱二首，卻讓她唱五

首。但這麼做反而讓簡文秀很不自在。因為她不喜歡譁眾取寵，也不希望

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天生寬容的性格，更讓她成為戶外演唱會的福

星，後來只要有大型晚會，知名的樂團指揮林家慶先生就會指名要她唱，

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只要有簡文秀，就不會下雨。」

民國七十四年的某個晚會上，簡文秀因臨時演唱了一首『望春風』，

無意中開啟了演唱台灣歌謠的歷史新頁。因為七十年代的台灣尚未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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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後來她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世界九大聲樂家的比較。

有一年簡文秀到希臘參加比賽，與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幾位參賽

者同場競逐，最後勇奪金牌。致勝關鍵可說在於指定曲–一首十五世紀的

古典宗教歌曲上面。事後有位評審問她：「在二十幾個國家的參賽者中，

這首曲子每個人都選擇唱快，為什麼唯獨你敢唱慢？」簡文秀很快的回

答：「我會選擇唱慢，有兩個理由。第一，比賽曲譜上並無任何速度的限

制，而且就西洋音樂史來說，十五、十六世紀年代的神劇，演唱的速度應

該比現在慢得多。例如當時的莫札特100，就等於現在的莫札特80。年代

不同，速度應該也不一樣。一般歌唱者很少會注意這些，而我是為了準備

論文口試，背了許多西洋音樂史後，從中獲得的體會。第二個理由是，我

認為聖歌未必適合唱快，應以寧靜、平和為上乘。一開始我也因譜子讀起

來傾向於唱快而嘗試唱快，後來覺得不適合才改唱慢的。」評審又問：

「總共二十八個國家參賽，有二十七個國家都選擇唱快，為什麼你敢做這

麼大膽的突破？難道你不想得獎嗎？」她的回答十分篤定：「我想，我相

信自己的耳朵，也相信自己的判斷，如果因為這樣沒有得獎，我也不在

意。」評審聽了相當感動，他說：「我們應該頒給你十面金牌才對。」

人生不必計較

和申學庸老師的結緣，始於某次歌唱

比賽。申老師是評審，簡文秀是參賽者。

此後，兩人便經常有機會在比賽場合中碰

面。雖然一直沒有正式的師徒關係，但申

老師對簡文秀乾淨且帶有感情的聲音印象

深刻，對她更是一路提攜。曾有人問申老

師：「為什麼你總是提拔簡文秀？」申老

師的回答是：「因為她每次演唱，都不會

讓我擔心。」對此簡文秀十分感恩：「申

老師一直都是國內聲樂界的大師，擁有極

崇高的地位。當年我參加比賽，只要一看

到評審老師有她，就會開始緊張，擔心自

己表現不佳。可是不管我唱得好不好，台

台北師專畢業演唱會

後，簡文秀和聲樂啟

蒙老師張寶雲合影。

簡文秀喜歡在聖誕

夜到街頭車站唱街

頭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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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風』還是首禁歌，在公開場合演唱禁歌，無疑是極大的冒險，所幸

與會的俞國華院長率先鼓掌，才化解了尷尬的場面。此後，風氣漸開，各

界演唱台灣歌謠的機會也越來越多。民國七十六年，簡文秀更由文建會贊

助，錄製了中國藝術歌曲與台灣歌謠兩張唱片。民國八十年，簡文秀自美

學成返國後，積極參與地方與政府單位的活動，如演唱由黃大洲市長任

內，台北市政府集團婚禮歌曲『牽阮的手』；也因頗得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與夫人的喜愛，多次參與總統府音樂會的演出。

心中有愛

「我很願意給年輕人機會，只要有能力，歡迎毛遂自薦。但我絕不接

受走後門或靠關係的方式，即使是好朋友的小孩也一樣。在我眼中，身

分、背景完全不重要，只有能力是主要取捨的依據。」

一路走來，簡文秀堅定她的選才標準：「以我而言，不是出身音樂世

家，沒有任何背景或淵源，全憑自己一步一腳印走出來。因為每一步都走

得穩重而紮實，所以想把我打倒也不容易。例如演講，我不會前一天才開

始準備，也不是為了這一次演講才開始準備，而是老早就開始準備，每

天、時時刻刻都在做準備。」年輕時的簡文秀，要不是遇到公正的評審，

也難以造就她今天的局面。因此她更告訴自己一定要做一個大公無私的評

審，把機會公平的開放給每一個真正有能力有實力的人。

除了能力，簡文秀認為「心中有愛」也非常重要，甚至比能力還重

要。對於年輕人，尤其注重他們的人品。如果沒有愛心，絕對上不了頂尖

行列，有了愛心，會蓄積內在無形的潛力，讓台上的演出更具爆發力、更

能感動人心。

簡文秀從小就願意和別人

分享所有的東西。因為她相

信，給出去的就一定會再回

來，現在失去的，將來也一定

能夠再度擁有。所以習慣把好

的東西留給別人，讓別人快

樂，自己也快樂，這比只有自

己快樂更重要。

身為基督徒，但簡文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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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樓陽台的石磴是

簡文秀的練歌場。

（攝影／林枝旺）
熱心公益的簡文秀主

持台電〈沒有獨白的

和諧〉音樂會。（攝

影／林枝旺）

所有宗教卻抱著完全開放的態度：「因為萬法歸宗，只要是勸人為善、慈

悲為懷的宗教，我都大力支持，絕無任何門戶之見。尤其佛教與我特別有

緣，例如法鼓山、證嚴法師每年的歲末祝福都會邀請我參加，唯覺老和尚

也曾邀我擔任中台禪寺的顧問。這些難得的機會，讓我非常感恩，感受也

特別深刻。」

音樂教育是終生的志業

簡文秀除了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外，「推廣台灣的藝術文化」，是她另

一個重要的工作與使命。「文化是國家的氣質，對於政治掛帥的台灣而

言，藝術的涵養尤其重要。」談到文化和藝術，簡文秀顯得語重心長。

「我希望能從根本做起。例如編一套音樂欣賞教材，讓全國中小學老師都



入世民間 互動世人

簡文秀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來拉近與聽眾之間的距離，讓民眾能在無

壓力的氣氛下，自然而然吸收到與音樂相關的訊息。

一次搭計程車，司機先生笑著對她說：「簡老師，我是你的學生喔！」

簡文秀半天也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教過這個學生。他又笑著回答：「我是你

在警廣『迷人的旋律-簡文秀時間』的學生啦！」簡文秀恍然大悟：「原

來如此。那麼你聽過我介紹什麼歌曲呢？」他的答案是中國藝術歌曲「我

住長江頭」，而且隨口唸出歌詞：「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但願君心

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接著還連唱三遍。然後又舉「卡門」這首

曲子為例：「卡門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愛我，我就不愛你；如果你愛我的

話，我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現在這首歌還是“文茜小妹大”的片頭曲。」

像這類與民眾互動的機會相當多，她認為介紹一首曲子，並非講得深

奧才能顯現出它的優美與價值，一些簡單的道理、生動的故事，反而能夠

達到雅俗共賞的目的。也因為警廣的節目，她累積了不少聽眾，更受到諸

多鼓勵，才有下來錄成CD的計畫。這套教材完全不做任何商業行為，而

是免費提供給所有有心、有意願參與推廣這份教材的教育單位與中小學教

師們。很多人笑她傻，但簡文秀卻不這麼認為。她說：「如果一開始就沾

惹上營利，那麼致力音樂文化推廣教育的原始意義就會遭到扭曲，甚至牽

扯到政治，那就有違我的本意了。所以僅管工程浩大，但我有能力來承擔

這份責任，對台灣音樂文化的傳承貢獻一己之力，再怎麼辛苦我都覺得值

得，也感到安慰。」

這段肺腑之言，聽來令人動容，台灣最欠缺的就是有熱情又能付諸行

動的人。台灣歌謠的旋律優美，文字深刻動人，卻因時代的變遷與政治因

素，導致幾乎失了根，這也是簡文秀強調「一定要從自己文化的源頭出

發，一定要從本土素材做起」的主要原因。她表示：「台語是我的母語，

所以從本土歌謠開始，再慢慢架上其他的東西，融合為一體之後，開出來

的花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就是創新。」最後，簡文秀舉德國為例︰「為什

麼他們能夠從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那麼短的時間恢復得那麼快？原因就

是，他們以微笑、鮮花和歌聲，充滿整個國家。我希望台灣歌謠能走出悲

情，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共襄盛舉，讓台灣也能早日充滿歌聲、微笑和鮮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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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備基本的發

聲練習，以及從

何種角度、怎麼

去欣賞一首曲子

的 方 法 和 技

巧。」

在簡文秀的

努力耕耘下，這

套音樂欣賞教材

已日漸成型：預

計錄製成六片

CD，共二百首曲

子，每一首曲子

皆包含三十秒鐘

的評析與說明，

以及三到五分鐘

的曲目欣賞，先

說明再聽音樂，讓聽者能藉由解說與帶領，再進入樂音的世界，得到更深

刻的啟發和感動。目前教材內容已定期於警廣「迷人的旋律」節目中播

出。原本簡文秀只想將這部教材捐給警廣，希望透過媒體的力量，把好

的、正確的音樂欣賞的態度傳播出去。沒想到播出之後反應熱烈，加上警

廣的建議和鼓勵，才決定編製成一套更完整的教材，推廣到全國各中小學

校園裡，但願能為台灣本土的音樂基礎教育盡一份心力，做好紮根的工

作。

除了警廣，億光文化基金會更秉持著「將本土文化與音樂教育逐步推

展出去」的理念，無條件贊助所有CD錄製的經費。簡文秀表示：「台灣

在欣賞教材這個部分還很欠缺，以往的賞析教材，內容都設計得太刻板太

難，一般人很難有興趣再深入了解。我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也當過老師、

教過小朋友，了解到以單純而具童心的方式，去接觸音樂、演繹這些作

品，最能引起共鳴。所以設計教材的時候，就定位在『進入古典音樂入門

教材』的角度，以全民為對象，用說故事的方式，讓人們可以輕鬆自在、

毫無壓力的親近並融入古典音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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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絨毛玩具蕾絲邊

抱枕的簡文秀抱著心

愛的玩偶。（攝影／

林枝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