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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h-iàu 摘 要 

 

發生 tī 1862-1865 年間 ê 「戴潮春起義事件(Tè Tiâu-chhun 

Khí-gī sū-kiāⁿ)」是台灣清領時期三大民變之 1，有 2種 Holo台

語 ê 《歌仔(koa-á)》描寫這個事件：1是 “辛酉一歌詩” (別名：

天地會 ê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2是《相龍年一歌詩》。本

論文主要討論《相龍年一歌詩》kap《辛酉一歌詩》對台灣歷

史 ê解說，並且 kap相關 ê文獻史料相比較，包含清國官員、

清國內地文人 kap台灣知識份子 ê著作。除了論說兩首歌仔所

反映 ê 民間觀點，並且突顯 in 對台灣歷史解說 ê 意義，論

證台語文學參與台灣歷史解說 ê重要性。這兩條 「歌仔」是

chiâⁿ有特色 ê台語文學，tī台灣文學史中應當受著重視。 

 

關鍵字：台語文學、台灣歌仔、辛酉一歌詩、相龍年一歌詩、

民變、戴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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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清領時期，1862 年(同治 1 年)3月台灣爆發有史以來歷時最久的

民變──「戴潮春起義事件」1，與 1721 年(康熙 60 年)朱一貴起義事件、

1786 年(乾隆 51 年)林爽文起義事件，並列清代台灣三大民變(謝國興，

1993)。在這三大民變中，以戴潮春(?-1863)起義事件所留下的歷史文獻最

多，其中有兩種Holo台語的「歌仔」演唱這個事件：一是《辛酉一歌詩》

(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萬生反清歌)，1936 年 9 月宮安中(楊守愚

1905-1959)2整理發表在《台灣新文學》雜誌，這首歌約在 1926 年間由楊清

池3彈唱，由賴和(1894-1943)記錄成文字；二是高雄縣田寮鄉曾傳興(1911-1997)

的毛筆手抄本，無歌名，筆者以第一句歌詞名之為《相龍年一歌詩》4，

                                                 
1 
關於「戴潮春起義事件」的始末以林豪《東瀛紀事》(1997)最常被引用，可代表統治論

述對此一事件的基本看法。林豪指出：戴潮春，字萬生，彰化縣涑東堡四張犁(在今台中

市北屯區)人，原籍福建省漳州府龍溪縣。1862 年 3 月 20 日，彰化縣城被戴潮春的軍隊

攻下，之後，彰化縣、淡水廳、嘉義縣境都陸續發生武裝反抗政府的事件；原駐台灣的

官兵勦辦不力，同治 1 年台灣道台孔昭慈、台灣鎮總兵林向榮都相繼自殺，續任台灣道

台洪毓琛也病故。1863年 11 月 3 日官兵才收回彰化縣城。1863年 12 月戴潮春雖被處斬，

但是眾多的大哥仍各據一方，這一起義事件在 1865年大致平定，餘黨的搜補行動則持續

到 1867年(同治 6年)。 

關於這一事件的詳細始末，可參見丁鳳珍(2005a)第六章第一節「統治論述中的戴潮春

起義事件」。 
2  宮安中應當就是彰化作家楊守愚的筆名。(許俊雅、楊洽人，1998；陳建忠，2004)。 

3 楊清池應是「柴坑仔丑」的化名，陳建忠(2004)： 
根據《楊守愚日記》所載，楊守愚曾提及 〈戴萬生反歌〉是先生請「柴坑仔丑」

所唸的（1936.5.24），而他也特別請柴坑仔丑來把缺錄或誤抄的部份補齊（1936.5.26），
並云：「戴萬生反歌，至今才算整理告一段落。已決定台新九月號發表出去」（1936.8.3）。
觀此日記，當中所記發表時間與實際發表時間完全吻合（即九月），故 〈戴萬生反歌〉
就是指〈辛酉一歌詩〉，而楊清池應是柴坑仔丑之化名，至於宮安中則應指楊守愚。

《台灣新文學》中並說：「這篇稿子是懶雲先生的舊稿，大約是十年前罷，他特地找

了來那位老遊吟詩人來唱，費了半天工夫速記下來。但是此次謄抄時，卻發現幾處遺

漏和費解的，拿去問他，他因為經時太久了，也不再記憶得，因此，我們又重找了那

遊吟詩人，從頭唱了一次，所以我們自信得過是再不會有多大錯誤的」。 
4  曾傳興以毛筆手抄的《相龍年一歌詩》(原歌無題目，筆者以該歌首句為題)共 25 頁。

曾傳興，生於 1911 年，於 1997 年逝世，高雄縣田寮鄉西德村蛇仔穴人，日治時期國民

學校畢業，曾就讀漢學私塾。據他的次子曾乾舜先生(1934-)表示：原抄本來自他的阿公(曾

傳興先生的父親)，他的阿公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能夠讀寫台語漢字；曾傳興先生的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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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僅見的抄本。 

連橫(1878-1936)在 1933 年左右指出當時有盲女彈唱「戴萬生」5，連橫

的母語是Holo台語，他所聽到的「戴萬生」，與《辛酉一歌詩》、《相龍

年一歌詩》應有很大的關聯。從這兩首「歌仔」的內容有很多與歷史事

件相吻合的情形來看，其創作時代應在清領時期，在同治 4 年(1865)戴潮

春事件大致被平定以後，由民間藝人創作。 

本論文主要討論《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對台灣歷史的

解說，並與相關的文獻史料比較，包含清國官員、清國內地文人，以及

台灣知識份子的著作。除了闡明這兩首「歌仔」的庶民觀點，並突顯這

種庶民觀點對台灣歷史詮釋的意義，論證台語文學參與台灣歷史解說的

重要性。 

受限於本論文的篇幅，關於《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

校注及詳細的內容解說，請參見筆者博士論文《「歌仔冊」中的台灣歷

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2005)。 

 

一、《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比較 

 

台灣史學家吳文星(1948--)曾經說：《辛酉一歌詩》與《台灣民主歌》
6「並稱台灣革命歌謠的雙璧。」(陳郁秀、陳淳如、吳文星，2002)筆者

                                                                                                        
本，是在日治時期重抄自父親的舊抄本。曾傳興先生的抄本現由曾乾舜先生收藏。(1.電

話訪問曾乾舜先生，2005.4.17 晚上 7點；2.感謝蔡承維先生提供影本)。 

5 連橫《雅言》(1963:36)：「台南有盲女者，挾一月琴，沿街賣唱；其所唱者，為『昭

君和番』、『英臺留學』、『五娘投荔』，大多男女悲歡離合之事。又有采拾台灣故

事，編為歌辭者，如『戴萬生』、『陳守娘』及『民主國』，則西洋之史詩也。」 
6 1895年大清帝國和日本國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永遠讓於」日本國，被清國拋棄
的台灣人在 1895年 5 月 25 日成立「台灣民主國」，1897年歌唱此一歷史的《台省民主

歌》在清國出版，或名《台灣民主歌》。現存的《台灣民主歌》文字版本有三，一是上

海「點石齋石印」的《臺省民主歌》，為荷蘭籍的「施舟人(Kristofer �. Schipper)」(施博

爾/施舟人)藏本；二是上海石印書局出版的《臺省民主歌》，收錄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所藏的《台灣俗曲集》中；三是張裕宏引述的「殘本」，見張裕宏校注《臺省民主

歌》(台北：文鶴出版公司，1999.5)。關於這首「歌仔」的校注、演唱資料及研究情形，

請參見丁鳳珍(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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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相龍年一歌詩》也是十分珍貴的台灣革命歌謠。這些「台灣歌

仔」在被殖民統治的灰暗歷史中，讓台灣人的存在有了更強烈的主動與

尊嚴，為台灣百姓與起義抗清者取回自身歷史的解釋權，是台灣人珍貴

的文學遺產。 

《辛酉一歌詩》已有數種研究文獻，而《相龍年一歌詩》這首歌的

校注及研究僅見於筆者的博士論文。(丁鳳珍，2005a) 為了說明《相龍

年一歌詩》的重要性，本小節舉《辛酉一歌詩》來作比較。 

 

1.《辛酉一歌詩》的研究文獻簡述 

《辛酉一歌詩》能夠在日治時期以文字流傳至今，要歸功於以下四

人：楊清池、賴和、楊守愚、楊貴。堅持以台灣意識來對抗日本殖民統

治的賴和，是一位認同社會主義的左派文人，他在 1925 到 1926 年間，

聽到說唱藝人彈唱《辛酉一歌詩》時，深受感動，因此花了幾天的時間

將它記錄下成文字，1936 年楊守愚(筆名宮安中)將 10 年前(1926 年左右)

賴和所記錄的《辛酉一歌詩》整理發表在《台灣新文學》雜誌，作者署

名「彰化    楊清池」，部份台語俗字附有簡單的解釋。楊守愚肯定《辛

酉一歌詩》的價值：「全篇歌詞中的那種坦直單純的話語、所表達出來

的農民底渾厚樸質的情感、任誰聽着聽着也不能不為之打動啊！」這種

坦白直率的台灣庶民觀點，想必也受到《台灣新文學》的主編楊貴(楊

逵)(1905-1985)的欣賞，因而空出大幅版面，讓這長達七千字的歌仔分成

三期，刊載在發揚普羅文學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中。 

第二位將《辛酉一歌詩》重新加以註解的是廖漢臣(1912-1980)，1960

年他發表〈彰化縣的歌謠〉，在「乙、民歌」這一類中的第四首為《戴

萬生反清歌》，他在歌詞前面簡單交代這首歌的由來，指出：原題《辛

酉一歌詩》，又題《天地會的紅旗反》，是 1925、1926 年經「賴甫三」搜

集，按：賴甫三就是賴和。 

1985 年李李在碩士論文《台灣陳辦歌研究》第七章「台灣歌謠中有

關民族意識及動亂的作品」中，依據廖漢臣的版本，將《戴萬生反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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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抄錄出來，加上補註。  

1995 年連慧珠完成碩士論文《「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

間文化之歷史觀察》，該書從歷史與民間文化研究的角度，論文分六章，

第四章「民間文化之塑造與重建」、第五章「民間文化的自主性」，舉兩

首敘述「戴萬生事件」的台灣歌謠加以探討，連慧珠採用的版本是 1936

年發表在《台灣新文學》的《辛酉一歌詩》和客語的《新編戴萬生作反

歌》手抄本7。連慧珠以紮實的史料為研究基礎，對《辛酉一歌詩》內

容詳細闡述，並肯定《辛酉一歌詩》真情流露，反映民間大眾的情感、

心態與理念，具有高度的文化自主性。 

1997 年陳憲國、邱文錫編註的《辛酉一歌詩》，收在《台灣演義》

一書中，是目前註解最詳盡的版本，將原文的漢字改寫成較嚴謹的台語

漢字，對台語文的用字有很強的使用感與教育意義。不過，研究者要引

用原文時，最好依據 1936 年的原始版本。 

2005 年筆者在博士論文《「歌仔冊」中的台灣歷史詮釋──以張丙、

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中，引用史料解讀《辛酉一歌詩》

的內容，並探討這首歌如何來論述台灣人反抗清國政府的歷史。 

關於《辛酉一歌詩》的研究，筆者認為還有許多研究面向值得細究，

比如文學表現技巧、台灣人的生死觀、台灣文學的反抗意識等等。 

 

2.《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比較 

《相龍年一歌詩》的文字形式與內容，和《辛酉一歌詩》的前半段

極為相似，《辛酉一歌詩》採集於台灣中部的彰化縣，而《相龍年一歌

詩》來自於台灣南部的高雄縣，施師炳華與筆者懷疑這兩首「歌仔」有

一個共同的母本根源，後來在不同地域傳唱演出，促使這兩首「歌仔」

後半段的內容有所不同。 

 

                                                 
7天賜(重抄)(1915)、洪敏麟(收藏)、連慧珠(打字)《新編戴萬生作反歌》(連慧珠，1995：

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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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形式比較 

從句型來看，《相龍年一歌詩》的句型與傳統歌仔冊不同，不是採

用七字一句的「七字仔」；而是與《辛酉一歌詩》一樣，採用句型長短

不一的雜言體。 

因為《相龍年一歌詩》的抄者沒有說明來源，所以，無法確知實際

演唱的方式；不過，《相龍年一歌詩》的文字形式與內容，和《辛酉一

歌詩》的前半段極為相似，《辛酉一歌詩》是唸歌藝人楊清池彈唱的唱

詞記錄，是一首「歌仔」，筆者懷疑《相龍年一歌詩》也曾被以「唸歌」

的方式彈唱。 

《相龍年一歌詩》唱詞中有「只牌、丑、旦」、「丑白、旦白、不盡白」

這類的文字，這是《辛酉一歌詩》所沒有的。「牌」應是曲牌，「丑」、「旦」

是戲劇角色名稱，「白」是說白，由此可知，這一首歌含有戲劇成分，

施師炳華懷疑這首歌或許是歌仔戲、布袋戲、皮猴戲(皮影戲)這一類台

灣Holo語戲劇的劇本。8「歌仔冊」《新刊番婆弄歌》9中，也有標出「丑

白」、「丑唱」、「旦白」、「旦唱」。陳健銘(1995:37)指出：「觀其內容竟然

是一齣紀錄相當完整的車鼓戲演出原始腳本。」 

「歌仔冊」本來就可作為「唸歌」的唱本，又可當作「本地歌仔」

的戲文；因此，筆者仍將《相龍年一歌詩》界定為「歌仔冊」。 

 

 2-2.《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情節大綱比較 

《辛酉一歌詩》的字數在 7000字左右，《相龍年一歌詩》的字數將

近 3700字。《相龍年一歌詩》的前半段的情節與《辛酉一歌詩》的情節

十分類似，都花了很長的篇幅敘述 1861 年台灣道台孔昭慈因為欠餉而向

百姓課稅，因而招致台灣府城商民反抗的過程，以此作為戴潮春武裝反

                                                 
8 施師炳華口頭意見(2004.10.13)。 

9 影本收藏國立台灣圖書館(原名: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特藏室，與《新刊台灣

陳辦歌》影本放在同一個書架，以精裝本樣式的封皮裝訂，藏書碼為「T 

539.1232/1211/79」，登錄碼為「302104」，書名登錄為「新刊番婆弄歌」。封面另有「T33/23」

編號。正本應當也是被收藏在南投縣中興新村的台灣省文獻會圖書館，但是已經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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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政府的序曲。 

《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這兩首歌仔的起頭都從台灣道

台孔昭慈(1795-1862)寫起，敘述孔道台因為欠缺軍餉，轉而剝削台灣府城

商民的錢，因而遭受百姓的罷市抗爭。《相龍年一歌詩》只寫到 1862 年

戴潮春等人殺了孔道台；《辛酉一歌詩》則寫到 1864 年林文察(1828-1864)

回福建協助勦討太平天國為止，篇幅較長。 

 

兩首「歌仔」的內容大要如下表： 

《辛酉一歌詩》 《相龍年一歌詩》 

1.辛酉年(咸豐 11 年，1861 年)

台南府城百姓罷市抗稅 

(約 900字) 

1.辛酉年(咸豐 11 年，1861 年)台南府

城百姓罷市抗稅 (近 1800字) 

2.孔道台前往彰化縣，天地

會眾攻城戕官  (約 2000

字) 

2.台南府城郊商請出戴潮春來推

翻政府，進攻彰化城 (近 1700

字) 

3.台灣鎮總兵林向榮，出兵

平亂，死於斗六  (約

2700字) 

3.結尾：戴潮春收兵，解散武裝部

隊，勸兄弟各自營生 (約 90字) 

4.清廷派兵來台，戴軍失

敗，戴潮春被殺  (約 1400

字) 

 

5.尾聲：勸人不要謀反 (近

200字) 

 

 

《辛酉一歌詩》的情節，除了敘述 1861 年台灣府城商民反抗孔道台

的情節之外，其它的情節與人名、地名與其它史料很相似，可見不是歌

者憑空捏造出來的歌詞。至於，《相龍年一歌詩》描寫鳳山縣(位在今高

雄縣、屏東縣)百姓響應戴軍的情形，則未見於其它史料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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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地理空間與人物比較 

就地域來講，《辛酉一歌詩》採集於台灣中部的彰化縣，而《相龍

年一歌詩》則來自於台灣南部的高雄縣。《辛酉一歌詩》所描寫的地點

與《相龍年一歌詩》有同有異。兩首歌都是從台灣府城開場，隨後描寫

到彰化縣城。 

《相龍年一歌詩》描寫了很多鳳山縣的地名，《辛酉一歌詩》則沒

有寫到鳳山縣；《辛酉一歌詩》還描寫到嘉義縣境（嘉義縣城、斗六門、

布袋嘴）、彰化縣境（大墩、四塊厝、小埔心）、淡水廳（大甲）等地，

這些都是《相龍年一歌詩》沒有提及的地點。 

在人物角色上，《辛酉一歌詩》所描寫的人物遠多於《相龍年一歌

詩》，兩首歌的人物有同有異。《辛酉一歌詩》的人物多見載於其它史料，

而《相龍年一歌詩》的許多人物則未見於史料，特別是鳳山縣加入戴軍

的眾多大哥。 

在《辛酉一歌詩》中，戴潮春所佔的篇幅並不會比林晟、陳弄、呂

梓來得多，這反映了戴潮春在戴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據林豪(1997:8)記

載：「戴逆以首禍故為黨所附，然皆烏合之眾，緩急不足恃。而戇虎晟、

啞狗弄宗族強盛，獷悍習戰，戴逆內憚之。」謝國興(1993:111) 認為戴潮

春事件是「豪強並距的時代」，並指出：「戴案的特色之一是，主要領導

人或主要股首多屬強宗大族，不像朱一貴及林爽文事件時游民或羅漢腳

構成主要幹部。」 

戴潮春在《相龍年一歌詩》中的形象，與《辛酉一歌詩》及其他史

料不大相同，他被極度英雄化，成為最佳男主角、唯一的大哥。 

 

二、《相龍年一歌詩》的文學特色 

 

文學作品也是一種歷史書寫，本節擬簡單討論這兩首歌仔的文學特

色，以見其如何以語言文字來書寫歷史，解說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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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句結構與用韻 

1-1.句式組成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的句式屬於「雜念仔」，每句

字數不一，長的有 10 個字以上，短的有 3 個字，不過，以每句 5 到 8

個字最多，其中有以七字一句為最多。「雜念仔」的字數不一，句數不

定。 

張炫文 (1986:14)將台灣說唱的唱詞句式體裁歸為三種：一是「七字

仔」，二是「雜念仔」，三是「七字仔」與「雜念仔」的混合。他指出：

「這種『雜念仔』體的唱詞，大多用『雜念仔』及『都馬調』兩種曲牌

演唱。」 

筆者認為創作者會採取這種形式較為自由的「雜唸仔」句式，應該

與它所彈唱的主題有關，由於戴潮春事件歷史三年以上，牽涉的人物繁

多，為了能夠生動的敘述整件史事的來龍去脈，因此採取這種句式。 

 

1-2.章句字詞的運用 

臧汀生(1989:214)指出：章句字詞的運用對於歌謠的韻律感有很大的

助益，韻律、節奏正是歌謠之所以動人的生命力所在。《辛酉一歌詩》

與《相龍年一歌詩》也是如此。 

 

1-2-1.連屬 

臧汀生(1989:214)：「為強化歌謠之韻律性，句尾叶韻固為不可或無之

途徑，然而除叶韻外，語氣之連屬亦具極大效力。」《辛酉一歌詩》與

《相龍年一歌詩》多次運用語氣的連屬，來加強韻律節奏，有時也有強

調文意的作用。 

舉例如下： 

「鹿港市百姓鬧熾熾，喝搶鹿港市；百姓嚷挨挨，喝搶鹿港街。」 

「楊猪哥、張猪哥、黃猪哥、賴猪哥、簡猪哥、羅猪哥、嚴猪母、鄭猪

母」 

「你今聽着聽，聽我唱。唱出相龍年一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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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鬃拼力纏，手      拼力別。」 

「有換旗，無換刀。」 

「有人尋過來，有人尋過去，有人卜殺人，有人愛摕物，有人愛摕銀，

有人愛摕錢。」 

「不甘食，不甘用，不甘做衫穿。」 

「緊緊行緊緊去」 

諸如此類字句連屬運用的字句，不但營造出一種回旋反復的節奏

感，也讓唱詞顯得生動有趣。 

 

1-2-2.疊字、疊句 

除了字詞的連屬之外，文字的重疊，也有同樣的效果。舉例如下： 

「林鎮臺聽見笑微微」 

「兩邊文武滿滿是」 

「清早起來，天光時，天光時。」 

「鹿港市百姓鬧熾熾，喝搶鹿港市；百姓嚷挨挨，喝搶鹿港街。」 

「赤山崙真合和，真合和。」 

「褲腳攏離離」 

「頭鬃螺結得硬緊緊」 

「籬笆門開到離離離」 

疊字、疊句的運用，因為重複出現，一方面加強聽者的注意，同時，

在語氣與文意上也有強調的作用。 

 

1-2-3.套語的運用 

李李(1985:133-134)指出：「歌謠中的『套語』，就是一個現成的句型，

可供任何同類歌謠套入使用。」「套語的使用，具有連屬性及節奏感。」

並指出以「某人一時×××」的套語來連屬整首歌謠，在歌詞中有承先起

後的作用。 

「一時×××」，在《辛酉一歌詩》沒有見到，但是在《相龍年一歌詩》

中很常見，特別是「一時有主意」這一句。此外，《相龍年一歌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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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套語還有「清早起來天光時」、「掠話就應伊」、「聽着笑微微」，這

三種套語在《辛酉一歌詩》中，只有「王阿萬拿話就應伊」這句話使用

類似套語。至於「清早起來天光時」「聽着笑微微」，則為《相龍年一歌

詩》所獨有。 

宜蘭縣文化局出版的一系列「本地歌仔(戲)」的戲文(也被稱為「歌

仔冊」)，有一些慣用語與《相龍年一歌詩》相同，如：「清早起來天光

時」、「一時有主意」、「掠話就應伊」、「聽着笑微微」。10筆者檢索王順隆

「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料庫」(2000)，也發現「清早起來

天光時」、「一時有主意」、「力（掠）話就應伊」這些語句在一些「歌仔

冊」中也出現過。 

至於，以「唱出」「一歌詩」為開場白，這是傳統「歌仔冊」的開

頭慣用語。這兩首歌都使用了這一套語。 

 

1-3.押韻形式 

「歌仔冊」是說唱文學的唱本，注重音樂性，在用韻上有一定的要

求。 

王順隆(2002:206-207)指出：「若根據各種押韻形態出現的時期來

分，歌仔冊可粗略地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原始期、發展期(隨興期)、

成熟期。」並指出成熟期的「歌仔冊」幾乎皆為四句押韻的作品。 

臧汀生(1989:228)指出：「『七字仔』之用韻較為規律，有理可尋，至

於『雜念仔』之用韻則變動不居，隨興而往。」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最主要押的韻腳都是「i」韻，

而且用韻寬鬆，並未每句都押韻，屬於王順隆所說的發展期(隨興期)。 

 

                                                 
10 詳見宜蘭縣文化局出版的一系列「本地歌仔」戲文(歌仔冊)：(1)林茂賢(文案)《台灣

戲劇音樂集：本地歌仔  山伯英台》(1997.7，1 書 8CD)。(2)林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

大齣之一  山伯英台(上)(下)》(1997.7)。(3)林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二   陳三

五娘(上)(下)》(1998.10)。(4)林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三  呂蒙正》(1999.8)。(5)

林鋒雄(總編審)《歌仔戲四大齣之四 什細記》(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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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龍年一歌詩》的敘事手法 

限於論文篇幅與研究主題，本節擬以《相龍年一歌詩》為例，說明

「歌仔冊」如何以文學來書寫歷史。 

 

2-1.敘事時間順序 

《相龍年一歌詩》的情節安排，採取直線開展的順序法，依照發生

時間先後來敘事，這種方式可以讓聽眾清楚掌握故事的脈絡，特別是涉

及較為複雜人事物的重大歷史事件。11

這首歌的字數將近 3700字，情節可分為三部分，一是辛酉年(咸豐

11 年，1861 年)台灣道台孔昭慈因為欠餉而向百姓課稅，招致台灣府城商

民反抗的過程，文長約 1800 字，這一部分的情節與《辛酉一歌詩》十

分類似，以此作為戴潮春武裝反抗政府的序曲；二是台南府城郊商請出

戴潮春來推翻政府，戴萬生因而率軍攻打彰化縣城，文長約近 1700字；

三是戴潮春殺了台灣道台之後，決定收兵息武，解散武裝部隊，勸兄弟

各自營生，文長約 90字。 

 

2-2.敘事視角 

「敘事視角是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與角度。」(楊

義，1998:207) 

在《相龍年一歌詩》中，除了採取講述者的全知觀點，敘述時，也

時常以角色的心與眼來論述事件。在第一大段，作者企圖採取中立的態

度，一方面站在台灣道台孔昭慈的立場，敘述他無錢發餉的困境；另一

方面又從百姓的立場，陳述百姓被官府剝削的憤怒心境。周衣申的形象

也有正反兩極的評價。先是官府中的「小軍」與「孔夫人」都稱贊周衣

申是一位「忠義」之人，孔道台更說他「恩大如天」。但是百姓卻氣得

要將周衣申的頭割下來，打算抓他來凌虐至死。  

                                                 
11 敦煌變文這種講唱文學的敘事順序，也是以直線、順序的敘事時間居多。(胡豔惠，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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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的敘事角度，基本上都是採取全知與多重視角，創作者

對人物的言行內心世界無所不知，有時以旁觀的敘述者身分來敘述故

事，有時也以第一人稱的角度，來為人物代言，第一人稱的視角在不同

人物中轉換自如。 

《相龍年一歌詩》以對話的方式，重複說出台灣道台無錢可用的煩

惱，也善用多人對話的方式來演唱故事，這是台灣唸歌藝人常用的藝術

手法。 

由於「歌仔冊」是說唱文學，通常由一人擔任彈唱故事，為了讓聽

眾能夠感到有趣，避免單調枯燥，所以時常採取「代言」的方式，站在

被敘述者的立場，以對話的方式，來道出角色的心路歷程。實際演唱時，

通常彈唱者只有一到二人，必須一人分飾多角，由同一藝人以不同聲音

來扮演角色以說唱故事。 

 

2-3.情節描寫的疏密 

「文本的疏密度和時間速度形成的敘事節奏感，是作家在時間整體

性之下，探究天人之道和古今之變的一種敘事謀略。」(楊義，1998:156) 

戴潮春起義事件是清領時期台灣民變中歷史最久的一次，從 1862

年 3月爆發到 1865 年餘黨大致清除，時間超過 3 年；但是《相龍年一歌

詩》卻只選取 1861 年(咸豐 11 年)台灣府城百姓的抗官舉動，以及 1862 年

3月戴潮春率眾進攻彰化縣城，到台灣道台孔昭慈被斬殺為止。 

這首歌的第一個敘事重點，擺在「官逼民反」這個導火線，因此對

於孔道台剝削百姓的惡行，有很生動與詳細的描寫。作者採用跳接畫面

的手法，不時在官府與百姓之間游走，將台灣府百姓的憤怒，與孔道台、

周衣申兩人的歡喜畫面，做鮮明對比。這樣的文本疏密度反映出作者對

於此一歷史事件的視野。12

《相龍年一歌詩》的敘述焦點，在官方與百姓的對抗過程。作者極

                                                 
12楊義(1998:157)：「在文本疏密度和時間速度的操作中，進行著的是一場人與歷史的慷

慨激昂而又蒼涼悲遠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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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鋪寫戴軍的人物及聲勢；對於無助無依的無辜百姓，雖寄予同情，但

敘述都不多；對於官方軍隊(官兵)的描寫更是幾乎沒有。首先台灣府城

的百姓輕易就將周將軍的家夷為平地，過程中完全看不到官兵出場，只

說周將軍逃跑。後來，戴潮春四處召募會眾，還斬殺了孔道台、周衣申

(周將軍)、周本縣、夏大老、馬老爺等官員，並攻佔彰化縣城；這中間，

也完全沒有寫到官兵的反擊，戴潮春的軍隊幾乎是攻無不克，官員人頭

應聲落地。 

這首歌從頭到尾極力鋪敘百姓勇猛的武裝反抗行為，可見出作者認

同的是台灣庶民的抗爭行為與觀點。 

 

三、台灣庶民的歷史觀──《相龍年一歌詩》；《辛酉一歌詩》

對歷史的解釋 

 

「戴潮春起義事件」在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所留下的歷史文獻最

多。 

以「戴潮春起義事件」為敘事主題的 Holo 台語歌仔冊有兩種，一

是《相龍年一歌詩》，二是《辛酉一歌詩》(又名：天地會的紅旗反、戴

萬生反清歌)。客家台語的歌冊有《新編戴萬生作反歌》(連慧珠，

1995:141-155)一首。這三首歌以台灣住民的語言書寫。 

以當時人記載戴潮春事件，第一手的統治論述文獻，主要如下： 

一是收錄當時清穆宗(同治，愛新覺羅‧載淳，1856-1874)諭各級官員

的公文及各級官員奏摺的《大清穆宗成皇帝實錄》(台灣銀行經濟研究

室編，1997)； 二是來台平亂的台灣道台丁日健於清同治 6 年(1867)付印

的《治台必告錄》；三是 1862 年來台寓居的林豪(1831-1918)於 1870 年付印

的《東瀛紀事》；四是彰化縣舉人陳肇興(1831-1876後)13於 1862-1863 年間所

寫的一系列詠史詩〈咄咄吟〉(陳肇興，1978:91-138)；五是吳子光(1819-1883)

                                                 
13 陳肇興的生卒年採用林翠鳳的說法，詳見：林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

究》，台中：弘祥出版社/發行，1999.8，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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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戴潮春事件後不久所寫的〈奉   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羅公

傳〉。 

此外，尚有兩本專著，以戴潮春事件為主題，除了整理自當時的第

一手統治論述之外，也兼採耆老說馬及鄉間傳說，並採用編年紀事體

例，也是重要的參考文獻。其一是：彰化縣的吳德功(1850-1924)於 1894

年參與台灣通誌纂修時，所整理的《戴案紀略》；其二是：鹿港蔡青筠

(1868-1927)於 1923 年所整理的《戴案紀略》。這些都是以清國官話文言文

書寫的「統治論述」(許文雄，2004:1-2)，絕大多數反映出官方的態度。 

經由筆者研究，《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站在台灣庶民

的立場，企圖為反抗者、被統治者、被消滅者發聲留言的論述。歌中對

相關歷史人物、事件的詮釋觀點與論述重點，都與「統治論述」有很大

的不同，甚至全然相反。14

 

1.《相龍年一歌詩》與《辛酉一歌詩》的歷史詮釋觀點 

在《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中，將論述的第一個重點擺

在「官逼民反」這個導火線，這兩首歌仔對歷史的詮釋，顯然是站在台

灣民間的觀點，特別是認同反抗政府的戴潮春等人，他們在歌中被尊稱

為「大哥」，他們之所以會起義，是因為「官逼民反」，他們是為受官府

剝削的百姓宰殺貪官污吏的英雄。 

相反的，在《大清穆宗毅皇帝實錄》與當時清國官員的奏摺與文書、

林豪《東瀛紀事》(1870)、吳德功《戴案紀略》(1894)、蔡青筠《戴案紀

略》(1923)、陳肇興《咄咄吟》(1862-1863)、林占梅《潛園琴餘草》、吳子

光《一肚皮集》(1875)等關於戴潮春事件的史料，都是採用統治者的立場

與用語來記述這一事件。最明顯的地方就是：稱戴潮春等人為「逆賊」，

認定他們的行為是「謀反」；相反的，協助官兵剿討戴潮春等人的台灣

人，被尊稱為「義民」，他們的行為是一種「義舉」；而官兵則是「王師」。 

                                                 
14 關於《相龍年一歌詩》、《辛酉一歌詩》與有關戴潮春事件的文獻的詳細比較，請參

見丁鳳珍(2005a)第八章「《辛酉年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 的歷史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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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中，當台灣道孔昭慈(1795-1862)、

台灣鎮總兵林向榮(?-1862)死亡時，百姓歡天喜地，清國官員在這兩首歌

中具有負面形象。 

相反的，在《大清穆宗毅皇帝實錄》與當時清國官員的奏摺與文書

中，官兵的表現最受重視，而且時常有過分誇大官兵戰蹟的論述；而對

無辜百姓的關心則十分缺乏，這也反映出清國統治者只想鞏固領導權，

而不在乎台灣人的真實感受。 

在林豪《東瀛紀事》、吳德功《戴案紀略》、蔡青筠《戴案紀略》三

本書中，則台灣義民與無辜百姓的記述最多，書中批判官兵的無能，控

訴逆賊的惡行，誇贊台灣義民英勇守衛家園的忠義表現，並對百姓的苦

難深表同情，對堅忍守城的百姓深表敬佩。書中對台灣道孔昭慈、台灣

鎮總兵林向榮都有所批評。 

在陳肇興的《咄咄吟》詩中，對於避難的可憐災民、擾民的官兵、

忠義愛鄉報國的義民、如豺狼般掠奪的賊寇，都有很感性的描寫。詩中

對台灣道孔昭慈、台灣鎮總兵林向榮極為尊敬，認為他們是憂國憂民的

好官，流於誇大不實。 

在林占梅《潛園琴餘草》與吳子光《一肚皮集》書中與戴潮春事件

有關的詩文並不多。着重在台灣義首、士紳英勇剿賊的義行。 

至於，台灣客語歌子《新編戴萬生作反歌》所持的立場比較偏向統

治論述，如歌中大量稱戴軍為「賊」，稱戴潮春為「賊虫」；並一直歌誦

「義民」的仁義，稱贊清穆宗是仁君、賢君。但也有與多數統治論述不

同之處，如對林文察負面的論述，只有在丁日健的奏摺中可以見到類似

的言論。 

連慧珠(1995:68)指出：「《新編戴萬生作反歌》所持的立場前後稍有

二致，原因是這一首歌謠係來自義民立場之創作。」確實是如此，特別

是對客家義首、義民的描述既多又正面，尤其是義首羅冠英、廖廷鳳兩

位「虎將」更是備受尊榮與肯定。但是，歌中也舉出數位趁機作亂的客

家人，如劉阿河，受到極嚴厲的批評；也有客家義民，因為不敵「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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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入「賊營」的情形。所以，這首歌並不純然是在歌誦客家人。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對於戴潮春起義事件，有著獨

具的詮釋觀點與論述重點，這是在龐大的統治論述中所未見的。這兩首

歌謠也因此格外重要，是台灣人的重要文學資產與歷史文獻。 

 

2.台灣庶民的「土著化」kap台灣知識份子的「內地化」15

1975 年開始，關於清領時期台灣社會的轉型，有「内地化」與「土

著化」兩種不同的見解。由於涉及當代台灣政治的「統」、「獨」論爭，

因此，爭辯至今。筆者發現此一議題也可提供本論文一些思考的方向，

同時，本論文的研究也可為此一論爭提供一些參考。 

主張「內地論」的學者以歷史學者李國祁為代表，主張「土著論」

的學者以人類學者陳其南(1947--)為代表，兩種主張都在 1975 年提出。1978

年李國祁發表〈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詳細討論台灣社會內地化的種種

因素，這篇論文數次發表16，18 年後，還被濃縮刊在《歷史月刊》(1996)，

並加上副標題「內地化的解釋」。 

關於「內地化」與「土著化」的爭議，陳其南數次撰文討論、比較。

他在 1984 年發表〈土著化與內地化：論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

1987 年修訂為〈論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轉型〉發表。1998 年他整理 1975

年以來的論點，發表〈台灣本土意識與民族國家主義之歷史研究〉，將

「土著化」與「內地化」議題界定為「台灣族群社會認同史的議題」。 

筆者將陳其南的「土著化」理論與李國祁的「內地化」理論，拿來

與戴潮春事件的台灣人論述相對照，發現「歌仔冊」中的歷史觀點，正

反映了台灣社會「土著化」的過程。 

在清代台灣知識份子林占梅、陳肇興、吳德功等人的論述中，發現

這些人時常在「內地化」與「土著化」之間徘徊，有時比較傾向「內地

                                                 
15 本小節承蒙陳芳明教授啟發。(2005.1.13 筆者博士論文口試) 

16 如：《台灣史研討會紀錄》(王曾才主編，台北，1978)、《台灣史蹟研習會講義彙編》

(1992.2)pp.13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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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時則又顯現他們的「土著化」。 

以下詳細討論。 

陳其南認為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從「移民社會」轉型

為「土著社會」的過程。在前期的「移民社會」中，內地的祖籍意識扮

演最重要的角色，當時不同祖籍族群的分類械鬥充分反映此一現象；隨

著台灣漢人移民的「土著化」，台灣本地的地緣和血緣意識，成為新的

社會群體認同指標。「土著社會」的特徵表現在移民本身對於台灣本土

的認同感，將台灣視為自己「落葉歸根」的新的根據地。(1989:151-180) 

描寫 1860 年代初期台灣社會的《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

「土著社會」已然成形。歌中完全不提原鄉祖籍與族群，只看到台灣百

姓對清國統治者的反抗，這些反抗者，根本不打算反攻回內地，他們只

是想將欺凌剝削他們的清國官員殺死擊斃，並企圖讓台灣人自己來管理

台灣人。 

李國祁的「內地化」理論不只涵蓋漢人，還包含台灣原住民的「內

地化(漢化)」。他認為清國自從統治台灣以來，長期在台灣推行「內地化

運動」，在 1850到 1860 年代，終於讓台灣從「豪強稱雄」、「文治落後」

的「移墾社會」，成功轉型為「中華文化的文治社會」。(李國祁，1996) 

台灣社會是不是真如李國祁所言：從 1850 年代起轉為文治社會？ 

筆者認為李國祁的論點過於一廂情願，或者說他的論點反映了清領

時期台灣士紳階級內地化的渴望；若以《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

詩》的庶民觀點來檢驗李國祁的主張，則顯得格格不入。 

李國祁從「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兩方面來論述清代台灣社會

的內地化。在「自然因素」上， 1950到 1960 年代，台灣社會的「宗族

制度」已經建立，血緣性結合取代原籍的地緣性，他認為注重血緣是中

國文化的重要特徵；在「宗教信仰」上的漸趨統一，也表示中華文化、

儒家道德觀念已經在台灣深根；1860 年代以後，北台灣的「經濟成長與

人口流動」，新興市鎮的居民知識水準較高，開放性強、排他性弱，因

此，加速台灣轉型為以中華文化為榜樣的文治社會。此外，清國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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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施行儒教、推廣中華文化、舉辦科舉，使得台灣「士紳階級」「因

為長期受儒家教育薰陶，忠君愛國的意識強烈」，這些人成為台灣內地

化的最大功臣。(李國祁，1996) 

李國祁的說法，似乎是為清領時期台灣知識份子的言行下註腳。 

1960 年代的林占梅、陳肇興，1890 年代的吳德功，他們的詩文、史

論都讓人感受到強烈的「忠君愛國」意識。其中以陳肇興的表現最為激

烈，當台灣道台孔昭慈自殺、總兵林向榮在斗六自殺時，陳肇興都極力

歌誦他們的好，為他們痛哭，撰文表揚他們的大節大義，並以「義士」

自許。 

這幾位知識份子都是科舉考試出身，他們為了應付清國統治者的科

舉考試，飽讀被統治者篩選過的儒家典籍，養成「忠清君愛清國」的士

子性格。他們的家族也期望透過他的「內地化」，提升自己的家族，讓

自己的家族晉升為士紳階層，脫離被統治者鄙視的草莽階級，光宗耀祖。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不是真的能如人所願？完全沒有曖昧、矛盾

與掙扎？ 

李國祁所誇耀的：清國統治者所賜予台灣士紳階級的「內地化」光

環，就和日本國統治者賜予台灣人「皇民化」獎勵，一樣的虛偽與破綻

百出。 

台灣史學者許文雄在〈相看都討厭：清朝統治者和台灣人民互相敵

對的態度〉(2004:6-7)中詳細引述統治論述，來論證清國統治者對台灣人

的不信任與鄙視，即使是台灣出身的士紳階級，終究無法進入權力核

心，終究還是被鄙視的台灣人。這樣複雜與矛頓的心境，在林占梅、陳

肇興、吳德功的著作中，都可以感受到。他們所受的儒家教育，使他們

覺得應該「忠君愛國」，同時，也讓他們認為知識份子理當「淑世濟民」。

而，他們所面對的真實台灣，卻又時常出現「忠君愛國」與「淑世濟民」

兩種理念的衝突場景。所以，他們也數度忍不住批判統治者的傲慢、無

能、不仁、不義，特別是，當他們論述台灣百姓的苦難時，總是發現統

治者也是百姓痛苦的來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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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化」的真實面貌，完全不像李國祁所說的「對中華文化向心

力極強」，反而是讓我們看見台灣知識份子苦悶與掙扎的靈魂。這樣痛

苦的內心掙扎，在《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的庶民觀點中，

得到解脫與救贖。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的觀點完全悖離李國祁所說的

「忠君愛國」、「儒家教化」；而是訴諸生物的本能，認為被欺壓的人「造

反有理」，抱持著「以牙還牙」的對等立場，面對剝削百姓的統治者，「人

人得而誅之」。因此，《辛酉一歌詩》對陳弄以殺豬刀屠宰台灣總兵林向

榮，拍手叫好；《相龍年一歌詩》對戴萬生斬殺台灣道台孔昭慈，也擊

掌慶賀。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反映當時台灣漢人社會已經是

一個「土著社會」，他們不甩清國統治者籠絡人心的「儒教」、「科舉」，

他們一個個只想「據地為王」，他們只想擁有腳下的土地，不想去理會

遠在北方的清國天子。他們對自己無法擺脫清國天子的剝削感到憤怒與

無奈，他們對統治者基本上採取隱忍態度，不同於台灣知識份子的「忠

君愛國」；當最後不得不與統治武器硬拼時，也死得乾脆，不像台灣知

識份子那般裡外不是人。 

 

3.歷史解釋權的競爭與歷史對話的重要性17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的台灣庶民觀點，與「統治論

述」對於歷史的解釋，為何會有那麼多的差異？究竟誰才能代表真實的

歷史？而誰又在虛構歷史？  

長期以來，文學被認為具有「虛構性」，而歷史則被認為具有「真

實性」。從這個角度來看，民間文學「歌仔冊」中的歷史顯然是虛構的，

而「統治論述」中的歷史則比較貼近歷史的原貌。但是，1970 年代末期

興起的「新歷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卻對此提出了不同的看法。(盛

寧，1995) 

                                                 
17 本單元承蒙陳芳明教授啟發。(2005.1.13 筆者博士論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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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歷史主義」學者認為過去(歷史)無法以真實的面目被保存下

來，而必須借用語言文字來保存；因此，歷史是「被敘述」 的「文本」，

而不是真實的過去。在「被敘述」的過程中，歷史成為各種政治權力、

社會權力角力的工具；所以，歷史本身充滿矛盾與斷裂。歷史撰寫，也

必須運用文學的技巧，才能將歷史記錄下來；在歷史敘述的過程中，每

一個歷史詮釋者都無法超越自己的「歷史語境」，因此，「總是會選擇、

抬高某些歷史因素(或歷史事件)，同時也壓制和貶低某些因素或事件。」

(陳俊榮，2004:42)所以，歷史本身比文學更具有虛構的成分，歷史寫作

其實也是一種文學創作。(陳俊榮，2004:42-43；1994:7-8) 

從以上論點看來，「歌仔冊」以外的台灣歷史論述，也都算是一種

虛構的文學。這樣的主張，使得「歌仔冊」與統治論述的史料，取得平

等的歷史解釋權。 

即使「歌仔冊」這種民間文學帶有虛構性，同樣的，其它史料也都

受限於自身的歷史語境，無法真實客觀的呈現歷史的原貌。因此，歷史

詮釋學者指出： 「既然事實證明根本不存在價值中立的歷史視野，為

了不斷形成更加公正、合理和客觀的歷史解釋，我們必須主動參與歷史

解釋，進入話語競爭的陣地。」(韓震、孟鳴歧，2002，186-192) 

清國統治者掌握絕大多數的歷史解釋權，在統治論述中，戰勝者的

歷史被美名化、被大書特書，戰敗者不但被污名化、被滅族，甚至變成

一種禁忌。從這個角度看來，「歌仔冊」以民間說唱文學的外衣，來包

裹這種禁忌，企圖為被統治者、被消滅者在歷史上留言發聲，取回自身

歷史的解釋權，這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創作者對被統治者的認同。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透過文學形式表達台灣庶民的

歷史觀點，以此來表達對清國統治者的潛在抵抗。 

這兩首歌仔從台灣老百姓的立場發言，不僅沒有鼓吹台灣人應當對

大清帝國統治者忠貞不二；更明確指出大清帝國統治官員，絕大多數是

一群剝削台灣人的貪官污吏；還進一步指出發起起義者是一群為民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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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哥」，認為他們「造反有理」，因為「官逼民反」。尤其是《相龍

年一歌詩》，創作者更是完全靠向戴潮春，認為他是為台灣百姓申張正

義的英雄。 

漫長而龐大的台灣歷史文獻，絕大多數都是「統治者」、「戰勝者」

所留下來的歷史見證；因此，為「被統治者」、「被消滅者」取得歷史解

釋權的「歌仔冊」更顯珍貴與稀有。不過，過去有關戴潮春起義事件的

台灣歷史研究，對於《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的台灣庶民觀

點，絕大多數都沒有提到。 

在戴潮春事件的歷史研究中，筆者從未見到學者引用、參考《相龍

年一歌詩》；不過，《辛酉一歌詩》曾經被連慧珠在碩士論文《「萬生反」

──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歷史觀察》中詳加討論，連慧珠肯定

《辛酉一歌詩》真情流露，反映民間大眾的情感、心態與理念，具有高

度的文化自主性。((1995:93-125)後來，羅士傑在碩士論文《清代的地方菁

英與地方社會──以清同治年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論中心》(2000)也引

用了連慧珠的研究，但是沒有進一步去參考《辛酉一歌詩》的論述。 

其它的台灣史研究，特別是對台灣人反抗清國統治者的歷史研究，

就筆者目前所見，都忽略了「歌仔冊」的民間觀點。這些研究所採取的

史料，絕大多數都是統治論述，這樣極端向統治論述傾斜的歷史研究，

筆者認為是有待補充與修正的。 

 

結   語 

 

我決心走上文學道路，就是想以小說的形式來糾正被騙造的

「歷史」，歷來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於我的文學發生了很大的

影響。(楊逵，1974) 

 

《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採用了被統治者與起義者的語

言，也就是以漢字記錄 Holo 台語的白話文。在清領時期，絕大多數台



  台語文學參與台灣歷史解說的重要性：以《相龍年一歌詩》kap《辛酉一歌詩》的研究作例 176

灣的 Holo 移民，他們唯一能夠使用的語言就是他們的母語，因此他們

能夠聽懂《辛酉一歌詩》與《相龍年一歌詩》這兩首以他們的語言來發

聲的「歌仔」；相反的，統治台灣的大清帝國天子與官員，絕大多數人，

無法了解這兩首「歌仔」中的語言與內涵。 

在清國統治台灣 211 年間(1684-1895)，以台灣人的語言來書寫的白話

文學實在十分稀少；當時絕大多數的文字記載都是以清國官話所書寫的

文言文，即使是台灣人中的知識份子，他們所留下來的文獻，絕大多數

都是採用統治者所認可的語言文字，也就是以清國官話寫成的文言文，

在大清帝國統治台灣時期，只有極少數的台灣知識份子有能力使用官

話，聽得懂官話，以及能閱讀與書寫官方認可的文言文，這些人成為台

灣人中的強勢者、有力者、尊貴者；相反的，不會講官話、也聽不懂官

話的台灣人，也就淪為被統治、被看不起的無知大眾。 

語言、文字是發言者與詮釋者理念的承載體；發言者與詮釋者透過

語言、文字，將他們所認定的世界傳遞給聽者、讀者。也就是說，誰擁

有語言文字，誰就擁有編寫歷史、解釋歷史的主宰權。《辛酉年一歌詩》

與《相龍年一歌詩》對於歷史事件的描寫，大多可以在史籍文獻找到印

證；但是，對歷史所採取的詮釋觀點，與絕大多數的統治論述史料，截

然不同。也因此，更顯得珍貴。 

在台灣文學史的論述中，這兩首「歌仔冊」有其獨特的價值，未來

的台灣文學史專著，除了論述知識份子階級所寫的文學作品之外，更應

該重視具有常民文學品味與庶民歷史觀的「台灣歌仔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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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相龍年一歌詩》漢字 / Pe̍h-ōe-jī (白話字) 對照 

漢字手抄原稿：曾傳興先生(Chan Thôan-heng，1911-1997，高雄田寮)      

收藏者：曾乾舜先生(Chan khiân-sùn，1934--，曾傳興先生的二公子) 

漢字校對、Pe̍h-ōe-jī：Teng Hongtin (丁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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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這條歌 ê漢字校對 kap 讀音，ài感謝筆者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施炳華 kap

口試教授臧汀生 ê 指導。若是有無夠 chp-chg ê 所在，應當是筆者

han-bān，敬請牽教。 

2.這個所在 ê漢字採用筆者校對 ê新版用字。詳細 ê校注說明，請看丁

鳳珍《「歌仔冊」中的台灣歷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

事歌為研究對象》(台中市：私立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論文，2005)。 

3.漢字校對版 ê處理原則： 

(1)假使講這個字有兩種寫法，頭一種寫法是校注者選擇 ê用字，第二種

寫法用「(  )」註明 tī後壁，h讀者自由選擇。比如：「轉(返)」。 

(2)假使講字詞ê用字有疑問，無法度確定，就tī 字詞ê後壁加上「(?)」，

同時tī 字詞 ê 下kha 加橫線，方便辨識。 

(3)少部分 ê原稿用字無法度辨識，就直接採用原稿文字，用圖片方式來

處理。 

(4)標點符號，改用新式標點符號。 

(5)為 tih方便讀看，原稿 ê用字中有 cht-kóa簡體字，tī校對版 lóng改做

現在通行 ê繁體字。 

(6)若是懷疑有漏勾 ê字，筆者會增補新的字，這個字加上[ ]來註明。 

 

漢字 Pe̍h-ōe-jī (白話字) 

 

你今聽着聽，聽我唱。 

唱出相龍年一歌詩。 

孔道台到任未幾時。 

庫銀夭未到。 

身邊兜， 

並無半文錢可使用。 

叫：「小軍！吩咐你。」 

小軍聽一見， 

 

Lí taⁿ thiaⁿ-tih-thiaⁿ, thiaⁿ góa chhiùⁿ. 

Chhiùⁿ-chhut Siùⁿ-liông nî cht koa-si. 

Khóng Tō-tâi tò-jīm bōe-kúi-sî. 

Kh-gîn iáu-bōe kàu. 

Sin-piⁿ-tau, 

Pēng-bô pòaⁿ-bûn chîⁿ thang sú-iōng. 

Sûi kiò: “Sió-kun! Hoan-hù lí.” 

Sió-kun thiaⁿ-cht-kì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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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雄走倚去， 

雙脚叠齊跪落去： 

「未知孔道台為着乜代志？ 

從頭說出我知機。」 

孔道台掠話就應伊： 

「我今到任未幾時， 

庫銀夭未到。 

身邊兜， 

並無半文錢可使用。 

未知小軍怎主意?」 

小軍掠話就應伊： 

「現時帳下周衣申， 

伊人真忠義。」 

孔道台掠話就應伊： 

「現時帳下周衣申， 

今日未轉圓。 

緊緊報過夫人得知機。」 

小軍奉令 着去， 

不敢久(句)延遲。 

去到，報過夫人得知機： 

「我是奉令來到只， 

愛請夫人相商議。 

未知夫人怎主意?」 

夫人掠話 着去。 

問卜： 

「相公喚我妾身有乜事志? 

從頭說出我知機。」 

相公掠話 應伊： 

「我今無說，夫人你不知機。 

我今今日到任未幾時， 

庫銀夭未到。 

思此，叫你夫人今(呾)知機。」 

Hiông-hiông cháu-óa-khì, 

Siang-kha thip-chê kūi-lh-khì: 

“Bōe-chai Khóng Tō-tâi ūi-tih mih tāi-chì? 

Chg-thâu soeh-chhut góa chai-ki.” 

Khóng Tō-tâi lih-ōe th ìn i: 

“Góa taⁿ tò-jīm bōe-kúi-sî, 

Kh-gîn iáu-bōe kàu. 

Sin-piⁿ-tau, 

Pēng bô pòaⁿ-bûn-chîⁿ thang sú-iōng. 

Bōe-chai sió-kun cháiⁿ chú-ì?” 

Sió-kun lih-ōe th ìn i: 

“Hiān-sî tiùⁿ-hā Chiu I-sin, 

I-lâng chin tiong-gī.” 

Khóng Tō-tâi lih-ōe th ìn i: 

“Hiān-sî tiùⁿ-hā Chiu I-sin, 

Kim-jt bōe-tńg-îⁿ. 

Kín-kín pò-kòe hu-jîn tit chia-ki.” 

Sió-kun hōng-lēng sûi-tih khì, 

-káⁿ kú iân-tî. 

Khì-kàu, pò-kòe hu-jîn tit chai-ki: 

“Góa sī hōng-lēng lâi-kàu chí, 

Ài-chhiáⁿ hu-jîn saⁿ-siong-gī. 

Bōe-chai hu-jîn cháiⁿ chú-ì?” 

Hu-jîn lih-ōe sûi-tih khì. 

Mg beh: 

“Siòng-kong hòan góa chhiap-sin ū 

mih-tāi-chì? 

Chg-thâu soeh-chhut góa chai-ki.” 

Siòng-kong lih-ōe sûi ìn i: 

“Góa taⁿ bô soeh, hu-jîn lí  chai-ki. 

Góa taⁿ kim-jt tò-jīm bōe-kúi-sî, 

Kh-gîn iáu-bōe-k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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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掠話 應伊： 

「欠用庫銀， 

不使相公你掛意。 

只牌、丑、旦 

相公聽說起。 

何必煩惱做甚乜？ 

雖是相公卜(?)轉(返)圓， 

庫銀未到， 

何用相公掛心機。 

軍中義人盡都有， 

姓周衣申，忠義人。 

何不令伊去主意？ 

何用相公掛心機。 

免得煩惱愁越添。」 

只牌完偹 

相公聽着笑微微， 

呵咾夫人好主(?)意。 

請你入內，緊着(回)(?)來為是。 

「待我吩附左右去叫伊， 

叫卜周衣申來參議。」 

我今令人外館去。 

小軍奉令 着去， 

不敢久(句)延遲。 

去到外館未幾時， 

報過周將軍得知機。 

小人/軍奉令來到只， 

老爺請你周將軍去相見。 

周衣申聽着笑微微， 

共小軍說知機： 

「老爺有令請我，我着去。」 

去到， 

見着老爺雄雄跪落去： 

Su-chí, kiò lí hu-jîn taⁿ chai-ki.” 

Hu-jîn lih-ōe sûi ìn i: 

“Khiàm-iōng kh-gîn, 

-sú siòng-kong lí khòa-ì. 

 

Siòng-kong thiaⁿ soeh-khí. 

Hô-pit hôan-ló chòe sím-mih? 

Sûi-sī siòng-kong beh tńg-îⁿ, 

Kh-gîn bōe-kàu, 

Hô-iōng siòng-kong khòa sim-ki. 

Kun-tiong gī-jîn chīn-to-ū, 

Sìⁿ Chiu I-sin, tiong-gī-jîn. 

Hô-put lēng i khì chú-ì? 

Hô-iōng siòng-kong khòa sim-ki. 

Bián-tit hôan-ló chhiû-lú-thiⁿ. 

 

Siòng-kong thiaⁿ-tih chhiò-bi-bi, 

O-ló hu-jîn hó chú-ì. 

Chhiáⁿ lí jp-lāi, kín hôe-lâi ûi-sī. 

“Thāi góa hoan-hù chó-iū khì-kiò i,  

Kiò beh Chiu I-sin lâi saⁿ-gī.” 

Góa taⁿ lēng lâng gōa-kóan khì. 

Sió-kun hōng-lēng sûi-tih-khì, 

-káⁿ kú iân-tî. 

Khì-kàu gōa-kóan bōe-kúi-sî, 

Pò-kòe Chiu Chiong-kun tit chai-ki. 

Sió-lâng/kun hōng-lēng lâi-kàu chí, 

Lāu-iâ chhiáⁿ lí Chiu Chiong-kun khì saⁿ-kìⁿ. 

Chiu I-sin thiaⁿ-tih chhiò-bi-bi, 

Sûi kā sió-kun soeh chai-ki: 

“Lāu-iâ ū lēng chhiáⁿ góa, góa tih-khì.” 

Khì-k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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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老爺請我乜代志?」 

孔道台掠話 應伊： 

「我今今日到任未幾時， 

庫銀夭未到。 

身邊兜， 

並無半文錢可使用。 

請卜周將軍來參議。 

古盤 辦事好 智。(?) 

未知周將軍心內怎主意?」 

周衣申聽着笑微微： 

「庫銀未到， 

不使老爺你掛意。 

欠用庫銀， 

總着對只三郊來打起。」 

孔道台聽着笑微微， 

呵咾周將軍好心意： 

「你今贊我這代志， 

朝廷國法乎你周將軍去料理。 

若是三郊錢銀却來到， 

感你公恩大如天。 

若是風調共雨順， 

國泰民安太平年。 

我才為你入朝來奏主。 

大官小官封乎你。」 

「老爺緊緊請入內， 

未知三郊一事怎安排?」 

 

清早起來，天光時。 

周衣申心內一時有主意： 

「文房四寶摕來我寫字。 

奉卜老爺朱令去却錢。」 

周衣申奉令 着去， 

kìⁿ-tih lāu-iâ hiông-hiông kūi--lh-khì: 

“Bōe-chai lāu-iâ chhiáⁿ góa mih-tāi-chì?” 

Khóng Tō-tâi lih-ōe sûi ìn i: 

“Góa taⁿ kim-jt tò-jīm bōe-kúi-sî, 

Kh-gîn iáu-bōe-kàu. 

Sin-piⁿ-tau, 

Pēng-bô pòaⁿ-bûn-chîⁿ thang sú-iōng. 

Chhiáⁿ beh Chiu Chiong-kun lâi saⁿ-gī. 

K-pôaⁿ ....pān-sū hó ....tì.(?) 

Bōe-chai Chiu Chiong-kun sim-lāi cháiⁿ 

chú-ì?” 

Chiu I-sin thiaⁿ-tih chhiò-bi-bi: 

“Kh-gîn bōe-kàu, 

-sú lāu-iâ lí khòa-ì. 

Khiàm-iōng kh-gîn, 

Chóng-tih tùi chí Sam-kau lâi-phah-khí.” 

Khóng Tō-tâi thiaⁿ-tih chhiò-bi-bi, 

O-ló Chiu Chiong-kun hó sim-ì: 

“Lí taⁿ chàn góa chit tāi-chì, 

Tiâu-têng kok-hoat h lí Chiu Chiong-kun khì 

liāu-lí. 

Nā-sī Sam-kau chîⁿ-gîn khioh-lâi-kàu, 

Kám lí-kong un-tōa-jû-thiⁿ. 

Nā-sī hong-tiâu kāng ú-sūn, 

Kok-thài bîn-an thài-pêng-nî. 

Góa chiah ūi lí jp-tiâu lâi chàu chú. 

Tōa-koaⁿ sòe-koaⁿ hong h lí.” 

“Lāu-iâ kín-kín chhiáⁿ jp-lāi, 

Bōe-chai Sam-kau cht-sū cháiⁿ an-pâi?”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Chiu I-sin sim-lāi cht-sî ū chú-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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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敢久(句)延遲。 

將只三郊來却起， 

却卜庫銀弍百四。 

大 店却百二， 

小 店却七、八拾， 

婊主間却弍百， 

煙土行却三百， 

布店却七拾， 

雜細店愛却六拾四， 

杉仔行却百六， 

米粉間却四拾， 

仔店却三拾， 

磁仔店却拾六， 

糕仔店却拾弍。 

若是店頭却完備， 

將者市場來却起： 

肉店却弍圓，魚架却圓弍， 

賣菜却弍百，飯桌仔却三百， 

糶米却百伍，賣番薯却伍拾， 

擔柴却三拾， 

換錢樑爐夫却二占， 

檳榔桌却一百， 

賣肉骨却六占， 

扛轎却拾六， 

擔屎却拾錢， 

做乞食却六文。 

出入城： 

查某人却拾文， 

查埔人却拾弍。 

錢銀却完備， 

合共一萬八千四。 

若是開無到空， 

“Bûn-pâng sì-pó the̍h-lâi góa siá-jī. 

Hōng-beh lāu-iâ chu-lēng khì khioh-chîⁿ.” 

Chiu I-sin hōng-lēng sûi-tih-khì, 

-káⁿ kú iân-tî. 

Chiong chí Sam-kau lâi khioh-khí, 

Khioh-beh kh-gîn ng-pah-sì. 

Tōa-kám-tiàm khioh pah-jī, 

Sòe-kám-tiàm khioh chhit-poeh-chp, 

Piáu-chú-keng khioh ng-pah, 

Iân-th-hâng khioh saⁿ-pah, 

Ph-tiàm khioh chhit-chp, 

Chp-sè-tiàm ài khioh lk-chp-sì, 

Sam-á-hâng khioh pah-lk, 

Bí-hún-keng khioh sì-chp, 

Kám-á-tiàm khioh saⁿ-chp, 

Hûi-á-tiàm khioh chp-lk, 

Ko-á-tiàm khioh chp-jī. 

Nā-sī tiàm-thâu khioh ôan-pī, 

Chiong chiá chhī-tiûⁿ lâi khioh-khí: 

Bah-tiàm khioh ng-kh, Hî-kè khioh kh-jī, 

Bōe-chhài khioh ng-pah, Pg-toh-á khioh 

saⁿ-pah, 

Thiò-bí khioh pah-g, Bōe han-chû khioh 

g-chp, 

Taⁿ-chhâ khioh saⁿ-chp, 

OaN7 chiN5-niu5 lou5-hu khioh ng-chiam, 

Pin-ng-toh khioh chit8-pah, 

Bōe-bah-kut khioh lk-chiam, 

Kng-kiō khioh chp-lk, 

Taⁿ-sái khioh chp-chîⁿ,  

Chòe khit-chih khioh lk-bûn. 

Chhut-jp siâ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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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過路却來添。 

緊緊報過老爺得知機。 

 

清早起來，天光時。 

三郊着恨周衣申： 

「攬盤無道理！ 

你今怎可錢銀乎伊來却去?」 

三郊頭、 

五大姓， 

相招眾百姓來參議： 

「未知眾百姓心內怎主意?」 

眾百姓聽一見，真不願， 

一時傳批佮謀反。 

百姓傳批 着去， 

不可外人得知機。 

這事你來都[完]備。 

自伊孔道台、周衣申， 

這代[志]來講起： 

「孔道台做官貪財利， 

謀伊周衣申去却錢， 

合共却有一萬八千四。」 

五條街，喝罷市； 

五大姓、眾百姓，心內主意。 

頭鬃拼力纏，手 直直別。 

小刀仔胸前連栽五、六枝。 

「不就莫，卜着做微是， 

有事三郊頭家擔起起。」 

 

清早起來，天光時。 

三郊頭、五大姓、眾百姓， 

一時有主意。 

八城門，貼告示， 

Cha-b-lâng khioh chp-bûn, 

Cha-p-lâng khioh chp-jī. 

Chîⁿ-gîn khioh ôan-pī, 

Hp-kiōng cht-bān poeh-chheng-sì. 

Nā-sī khai bô-kàu-khang, 

Kiâⁿ-kòe-l khioh lâi thiⁿ. 

Kín-kín pò-kòe lāu-iâ tit chai-ki.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Sam-kau tih-hīn Chiu I-sin: 

“Lám-pôaⁿ bô tō-lí! 

Lí taⁿ cháiⁿ-thang chîⁿ-gîn h i lâi khioh-khì?” 

Sam-kau-thâu, 

G-tōa-sìⁿ, 

Sio-chio chiòng peh-sìⁿ lâi saⁿ-gī: 

“Bōe-chai chiòng peh-sìⁿ sim-lāi cháiⁿ chú-ì?” 

Chiòng peh-sìⁿ thiaⁿ-cht-kìⁿ, chin -gōan, 

Cht-sî thôan-phoe kah b-hóan. 

Peh-sìⁿ thôan-phoe sûi-tih-khì, 

-thang gōa-lâng tit chai-ki. 

Chit-sū lí lâi to ôan-pī. 

Chū i Khóng Tō-tâi, Chiu I-sin, 

Chit-tāi-chì lâi kóng-khí: 

“Khóng Tō-tâi chòe-koaⁿ tham châi-lī, 

B i Chiu I-sin khì khioh-chîⁿ, 

Hp-kiōng khioh ū cht-bān poeh-chheng-sì.” 

G-tiâu-ke, hoah pā-chhī; 

G-tōa-sìⁿ, chiòng peh-sìⁿ, sim-lāi chú-ì. 

Thâu-chang piàⁿ-lt tîⁿ, Chhiú-ńg tt-tt-ph. 

Sió-to heng-chêng liân chhah g-lk-ki. 

“ th mài, beh tih chòe bî-sī, 

Ū sū Sam-kau thâu-ke taⁿ-khí-k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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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謀營 着去。 

將這个奸臣來宝死， 

順紲刺槍： 

乜[人]好胆，刺乎死； 

無胆，褲底(?)沙沙治。 

今仔日奸臣周衣申， 

頭殼敢會打不見！ 

 

孔道台看見周衣申， 

却錢 轉(返)去。 

暢心佮歡喜，呵咾周衣申： 

「 辦事！好計智！ 

若是有日太平年， 

感你公恩大如天。」 

周衣申掠話 應伊： 

「我今做你一手下， 

朝廷國法乎我來料理。」 

孔道台聽着笑微微， 

辦卜酒筵暢飲來吟詩。 

孔道台、周衣申， 

暢飲吟詩未幾時。 

人報番軍賊馬滿滿是。 

賊馬留留去留留行。 

行到杉行口，着安營。 

等待今夜三更時分才來行。 

眾兄弟等一下， 着去， 

掠卜周衣申受凌遲。 

去到，看見大門開離離。 

有人着卜贊，有人着卜 ， 

有人卜摕錢，有人卜摕物， 

有人無臭消，有人斬店窗， 

有人夯椅條，有人夯皮箱，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Sam-kau-thâu, G-tōa-sìⁿ, chiòng peh-sìⁿ, 

Cht-sî ū chú-ì. 

Poeh-siâⁿ-mg, th kò-sī, 

Cht-sî b-iâⁿ sûi-tih-khì. 

Chiong chit-ê kan-sîn lâi th-sí, 

Sūn-sòa chhì chhèng: 

Mih-lâng hó táⁿ, Chhì h sí; 

Bô táⁿ, kh-té sap-sap-tih. 

Kim-á-jt kan-sîn Chiu I-sin, 

Thâu-khak kám ē phah--kìⁿ! 

 

Khóng Tō-tâi khòaⁿ-kìⁿ Chiu I-sin,  

Khioh-chîⁿ sûi tńg-khì. 

Thiòng-sim kah hoaⁿ-hí, o-ló Chiu I-sin: 

“Gâu pān-sū! Hó kè-tì! 

Nā-sī ū-jt thài-pêng-nî,  

Kám lí-kong un-tōa-jû-thiⁿ.” 

Chiu I-sin lih-ōe sûi ìn i: 

“Góa taⁿ chòe lí cht chhiú-ē, 

Tiâu-têng kok-hoat h góa lái liāu-lí.” 

Khóng Tō-tâi thiaⁿ-tih chhiò-bi-bi, 

Pān beh chiú-iân thiòng-ím lâi gîm-si. 

Khóng Tō-tâi, Chiu I-sin,  

Thiòng-ím gîm-si bōe-kúi-sî. 

Lâng pò hoan-kun chht-má móa-móa-sī. 

Chht-má liu-liu-khì liu-liu-kiâⁿ. 

Kiâⁿ-kàu sam-hâng-kháu, tih an-iâⁿ. 

Tán-thāi kim-iā saⁿ-kiⁿ sî-hun chiah-âi-kiâⁿ. 

Chiòng hiaⁿ-tī tán cht-ē, sûi-tih khì, 

Lih beh Chiu I-sin siū lêng-t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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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捲衣 ，有人夯棉被， 

有人捲草席，有人扛大櫃， 

有人夯椅桌，有人捧香爐， 

有人掀桶盤，有人夯門枋， 

有人搬銅(?)鐘。 

搬甲內面空空無半項。 

有一个小子 ， 

參人卜摕物，摕無物， 

對興房仔內留留行留留去。 

去到，看見一个屎桶紅記記， 

雄雄夯起來 着去。 

人人問：「你小子 ！ 

你今夯迄个屎桶，值乜錢?」 

伊安(?)一時見笑， 

緊緊 落去。 

也有五百圓白記記， 

乎伊做工錢。 

 

清早起來，天光時。 

眾百姓請卜三郊來參議。 

卜掠周衣申，尋不見， 

着[共]伊物件收了離。 

未知三郊心內怎主意? 

三郊聽一見， 

心內一時有主意。 

摕卜紙筆寫批時， 

一批寫來都完備。 

令會走朱傳批， 着去。 

走朱傳批着細膩， 

不可外人得知機。 

今夜傳批，透夜去， 

報過戴萬生得知機。 

Khì-kàu, khòaⁿ-kìⁿ tōa-mg khui-lī-lī. 

Ū-lâng tih beh chàm, Ū-lâng tih beh ....., 

Ū-lâng beh the̍h-chîⁿ, Ū-lâng beh the̍h-mh, 

Ū-lâng bô chhàu-siâu, Ū-lâng chám 

tiàm-thang, 

Ū-lâng giâ kî-liâu, Ū-lâng giâ phôe-siuⁿ, 

Ū-lâng kńg saⁿ-...., Ū-lâng giâ mî-phōe, 

Ū-lâng kńg chháu-chhih, Ū-lâng kng tōa-kūi, 

Ū-lâng giâ í-toh, Ū-lâng phâng hiuⁿ-l, 

Ū-lâng hian tháng-pôaⁿ, Ū-lâng giâ 

mg-pang, 

Ū-lâng poaⁿ tâng-cheng, 

Poaⁿ kah lāi-bīn khang-khang bô-pòaⁿ-hāng. 

Ū cht-ê sió-kiáⁿ chhun, 

Chham lâng beh the̍h-mh, the̍h bô mh, 

Tùi hèng pâng-á-lāi liu-liu-kiâⁿ liu-liu-khì. 

Khì-kàu, khòaⁿ-kìⁿ cht-ê sái-tháng âng-kì-kì, 

Hiông-hiông giâ-khí-lâi sûi-tih-khì. 

Lâng-lâng mg: “Lí sió-kiáⁿ chhun ! 

Lí taⁿ giâ hit-ê sái-tháng, tt-mih-chîⁿ?” 

I chôan cht-sî kiàn-siàu, 

Kín-kín phiaⁿ-lh-khì. 

Iā-ū g-pah kh pe̍h-kì-kì, 

H i chòe kang-chîⁿ.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Chiòng peh-sìⁿ chhiáⁿ beh Sam-kau lâi saⁿ-gī. 

Beh lih Chiu I-sin, chhōe bô-khòaⁿ, 

Tih kā i mh-kiāⁿ siu-liáu lī. 

Bōe-chai Sam-kau sim-lāi cháiⁿ chú-ì? 

Sam-kau thiaⁿ-cht-kìⁿ, 

Sim-lāi cht-sî ū chú-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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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看見戴萬生。 

有記認胸前有為記， 

着[共]我批信獻乎伊。 

[戴萬生]看一見， 

掠話着問伊： 

「看你會識我名字？」 

小人掠話着應伊： 

「我今有聽阮本帥有說起， 

講你胸前有為記， 

正是戴萬歲你名字， 

戴萬歲你名字。」 

戴萬生聽[着]笑微微， 

着[共]批信打開看一見， 

暢心佮歡喜。 

眾百姓、五大姓、三郊頭， 

招伊謀出一代志。 

戴萬生一時有主意， 

一時謀營甲徛旗， 

徛有黃旗、青旗、紅旗、烏旗、

白旗滿滿是。 

徛起戴萬生伊名字。 

戴萬生一時謀出天地會， 

奉卜走朱去傳批。 

傳有頂到三省，下到瑯 ； 

頂淡水傳到下淡水， 

東西南北傳照知。 

北無 人做先生， 

着這庄中來此起主師。 

戴萬生大哥為元帥， 

埤仔頭領先鋒， 

阿里港响叮噹， 

阿候去打洞， 

The̍h beh chóa-pit siá-phoe sî,  

Cht-phoe siá-lâi to ôan-pī. 

Lēng ē cháu-chu thôan-phoe, sûi-tih-khì. 

Chau-chu thôan-phoe tih sòe-jī, 

-thang gōa-lâng tit chai-ki. 

Kim-iā thôan-phoe, thàu-iā khì, 

Pò-kòe Tè Bān-seng tit chai-ki. 

Khì-kàu, khòaⁿ-kìⁿ Tè Bān-seng. 

Ū kì-jīm heng-chêng ū ûi-kì, 

Tih kā góa phoe-sìn hiàn h i. 

TèBān-seng khòaⁿ-cht-kìⁿ, 

Lih-ōe tih mg i: 

“khòaⁿ lí ē bat góa miâ-jī?” 

Sió-lâng lih-ōe tih ìn i: 

“Góa taⁿ ū thiaⁿ gún pún-sòe ū soeh-khí, 

Kóng lí heng-chêng ū ûi-kì, 

Chiàⁿ-sī Tè Bān-sòe lí miâ-jī, 

Tè Bān-sòe lí miâ-jī.” 

Tè Bān-seng thiaⁿ-tih chhiò-bi-bi, 

Tih kā phoe-sìn phah-khui khòaⁿ-cht-kìⁿ, 

Thiòng-sim kah hoaⁿ-hí. 

Chiòng peh-sìⁿ, G-tōa-sìⁿ, Sam-kau-thâu,  

Chio i  b-chhut cht-tāi-chì. 

Tè Bān-seng cht-sî ū chú-ì, 

Cht-sî b-iâⁿ kah khiā-kî, 

Khiā ū g-kî, chhiⁿ-kî, âng-kî, -kî, 

pe̍h-kî móa-móa-sī. 

Khiā-khí Tè Bān-seng i miâ-jī. 

Tè Bān-seng cht-sî b-chhut thian-tē-hōe, 

Hōng beh cháu-chu khì thôan-phoe. 

Thôan ū téng kàu Sam-séng, ē kàu Lâng-kiau; 

Téng-tām-chúi thôan-kàu Ē-tām-ch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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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打       。 

石公坑真正奇(?)， 

白牡丹做細姨， 

新埤頭烟吞促， 

新庄做大某， 

七塊厝擋不可。 

大林浦丑白不盡有咱人， 

有 咱一萬八千四。 

塭仔牢頭着塊論， 

赤竹着塊咒， 

相思冤(?)着塊驚， 

林投湖着塊論。 

苦楝腳、田草崙、 

莿葱脚、空地仔， 

聽一見，暢心佮歡喜， 

相招着卜去。 

去到田中央， 

前也厝，後也厝。 

丑白、旦白、不盡白 

頂後庄、下後庄，問知機， 

相招着卜去。 

去到埤單牢脚， 

遇着七老爺， 

招卜今夜時分才來行。 

行到赴伊戴萬生，可合營。 

 

清早起來，天光時， 

戴萬生相招着相議。 

眾好漢聽一見， 

頭鬃拼力纏， 

手 拼力別， 

着者傢俬 齊備， 

Tang-sai-lâm-pak thôan chiâu-chai. 

Pak bô gâu-lâng chòe sian-siⁿ, 

Tih che chng-tiong lâi chia khí chú-su. 

Tè Bān-seng tōa-ko ûi gôan-sòe, 

Pi-á-thâu niá sian-hong,  

A-lí-káng hiáng-tin-tang, 

A-kâu khì phah-tōng,  

Tang-káng phah phîn-phông. 

Chih-kong-kheⁿ chin-chiàⁿ kî, 

Pe̍h-b-tan chòe sòe-î,  

Sin-pi-thâu ian-thun-chhiok, 

Sin-chng chòe tōa-b, 

Chhit-tè-chhù tòng -thang. 

Tōa-nâ-ph ū lán-lâng, 

Ū ....lán cht-bān poeh-chheng-sì. 

Ùn-á-lô-thâu tih-teh lūn, 

Chhiah-tek tih-teh chiù, 

Siuⁿ-si-oan tih-teh kiaⁿ, 

Nâ-tâu- tih-teh lūn. 

Kh-lēng-kha,chhân-chháu-lūn,  

Chhì-chhang-kha, khàng-tē-á, 

Thiaⁿ-cht-kìⁿ, thiòng-sim kah hoaⁿ-hí, 

Sio-chio tih beh khì. 

Khì-kàu Chhân-tiong-ng, 

Chêng iā chhù, āu iā chhù. 

 

Téng-āu-chng, Ē-āu-chng, mg chai-ki, 

Sio-chio tih beh khì. 

Khì-kàu pi-toaⁿ-lô-kha, 

Gū-tih Chhit-lāu-iâ, 

Chio beh kim-iā sî-hun chiah-lâi-kiâⁿ. 

Kiâⁿ-kàu hù i Tè Bān-seng, thang hp-iâ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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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着卜去。 

旗後塊伺(?)候， 

大港三塊厝， 

丑白、旦白、不盡白 

大惨 塊慮。 

戲獅甲人馬無幾百， 

聽一見。 

牛椆埔趙仔辦 

真正興(?)真正興(?)。 

想卜入大哥，可領令。 

赤山崙真合和，真合和， 

有換旗，無換刀， 

不敢出真名字。 

今夜時分才來去， 

戴萬生即時三月初好日子， 

傳有批照通知。 

眾好漢入內領令旗， 

相招着卜行。 

行到下圍秀舊城， 

遇着三棚亂彈戲： 

一棚搬做郭子儀， 

一棚搬做郭華買胭脂。 

 

清早起來，天光時，天光時。 

戴萬生點兵，人馬總萬千， 

議卜弍拾名人，大哥可領令。 

合會邱猪哥，卜領兵，有二

千。 

邱元涼領兵有二千， 

發令着起行。 

簡天保、簡天生， 

二人領兵有四千。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Tè Bān-seng sio-chio tih saⁿ-gī. 

Chiòng hó-hàn thiaⁿ-cht-kìⁿ, 

Thâu-chang piàⁿ-lt tîⁿ, 

Chhiú-ńg piàⁿ-lt ph, 

Tih chiá ke-si chhôan chê-pī, 

Sûi-sî tih beh khì. 

Kî-āu teh sū-hāu, 

Tōa-káng Saⁿ-tè-chhù, 

 

Tōa-chhám....teh lū. 

Hì-sai-kah jîn-má bô kúi-pah, 

thiaⁿ-cht-kìⁿ. 

Gû-tiâu-p tiō-á-pān 

Chin-chiàⁿ hèng, chin-chiàⁿ hèng. 

Siūⁿ beh jp tōa-ko, thang niá-lēng. 

Chhiah-soaⁿ-lūn chin hō-hp, chin hō-hp, 

Ū ōaⁿ kî, bô ōaⁿ to, 

-káⁿ chhut chin miâ-jī. 

Kim-iā sî-hun chiah lâi-khì, 

Tè Bān-seng chit-sî saⁿ goeh-chhoe hójt-chí, 

Thôan ū phoe chiâu thong-ti. 

Chiòng hó-hàn jp-lāi niá lēng-kî, 

Sio-chio tih beh kiâⁿ. 

Kiâⁿ-kàu Ē-ûi Siù-kū-siâⁿ, 

Gū-tih saⁿ-pîⁿ lān-tân-hì: 

Cht-pîⁿ poaⁿ-chòe Koeh Chú-gī, 

Cht-pîⁿ poaⁿ-chòe Koeh Hôa bóe ian-chi. 

 

Ch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thiⁿ-kng-sî. 

Tè Bān-seng tiám-peng,jîn-má ch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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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兵着起行， 

赴卜今夜可合營。 

合會王仔程、王定法， 

二人領兵有四千。 

合會張文老、林進達， 

二人領兵有四千。 

合會商法海、蔡阿發(?)， 

二人領兵有四千。 

合會蔡義吉、林阿三， 

二人領兵有四千。 

許丁為、許丁保， 

二人領兵有四千。 

許丁貴、許丁完， 

二人領兵有四千十六名。 

眾兄弟領兵三萬二， 

點出着起行。 

行到今夜三更時分， 

卜打彰化城。 

卜打彰化想不久(?)， 

一時發兵先打葫蘆墩。 

眾兄弟去到未幾時， 

看見大門開離離。 

也有人 塊走， 

也有人 塊閃， 

也有人 。 

城外人看一見， 

暢心佮歡喜。 

城內殺總理， 

四快五曹，六快共九曹， 

四界尋總無。 

富戶人 塊走， 

做官人 塊溜， 

bān-chheng, 

Gī beh jī-chp-miâ lâng, tōa-ko thang 

niá-lēng. 

Hp-hōe Khu Ti-ko, beh niá-peng, ū 

ng-chheng. 

Khu Gôan-liâng niá-peng ū ng-chheng, 

Hoat-lēng tih khí-kiâⁿ. 

Kán Thian-pó, Kán Thian-seng,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Tiám-peng tih khí-kiâⁿ, 

Hù beh kim-iā thang hp-iâⁿ. 

Hp-hōe Ông-á-têng, Ông Tēng-hoat,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Hp-hōe Tiuⁿ Bûn-ló, Lîm Chìn-tt,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Hp-hōe Siong Hoat-hái, Chhòa A-hoat,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Hp-hōe Chhòa Gī-kiat, Lîm A-sam,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Kh Teng-ûi, Kh Teng-pó, 

Ng-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Kh Teng-kùi, Kh Teng-ôan, 

Ng lâng niá-peng ū sì-chheng chp-lk miâ. 

Chiòng hiaⁿ-tī niá-peng saⁿ-bān-jī, 

Tiám-chhut tih khí-kiâⁿ. 

Kiâⁿ-kàu kim-iā saⁿ-kiⁿ sî-hun,  

Beh phah Chiong-hòa-siâⁿ. 

Beh phah Chiong-hòa siūⁿ -kú, 

Cht-sî hoat-peng seng phah H-l-tun. 

Chiòng hiaⁿ-tī khì-kàu bōe-kúi-sî, 

Khòaⁿ-kìⁿ tōa-mg khui-lī-lī. 

Iā-ū lâng sûi-teh chá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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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頭人驚甲面憂， 

掠着馬老爺順紲綴口鬚。 

有人尋過來，有人尋過去， 

有人卜殺人，有人愛摕物， 

有人愛摕銀，有人愛摕錢， 

有人 塊 (?)，有人 塊躍。 

戴萬生一時收軍着起行， 

隨時着安營。 

候卜三月十八日， 

卜攻彰化城。 

王德曾食飯三千股， 

陳元德講伊守城虎， 

楊目丁無錢得大股， 

許保成猪屎魯。 

洪花好 某， 

大脚程是伊亇踏頭某。 

簡猪哥、內猪母， 

丑白、旦白、不盡白 

邱猪哥、黃猪母，透夜着起

行。 

行過 肚腸， 

遇着番人潘米定。 

看一見，着問伊。 

叫林仔郝來參議。 

相招今夜三人來走監， 

總(?)着是， 

走到郭大風家中安身己。 

郭大風不敢乎伊帯， 

共伊卜性命。 

總(?)着行， 

今夜三人走出城， 

走出城外牛椆埔， 

Iā-ū lâng sûi-teh siám, 

Iā-ū lâng sûi.................. 

SiâB-gōa-lâng khòaⁿ-cht-kìⁿ, 

Thiòng-sim kah hoaⁿ-hí. 

Siâⁿ-lāi thâi chóng-lí, 

Sì-khòai g-chô, lk-khòai kāng káu-chô, 

Sì-kè chhōe-chóng-bô. 

Hù-h-lâng sûi-teh cháu, 

Chòe-koaⁿ-lâng sûi-teh soan, 

Tiàm-thâu-lâng kiaⁿ kah bīn-iu, 

Lih-tih Má Lāu-iâ sūn-sòa chhoah 

chhùi-chhiu. 

Ū-lâng chhōe-kòe-lâi, Ū-lâng chhōe-kòe-khì, 

Ū-lâng beh thâi-lâng,Ū-lâng ài the̍h-mh, 

Ū-lâng ài the̍h-gîn, Ū-lâng ài the̍h-chîⁿ, 

Ū-lâng sûi-teh chông，Ū-lâng sûi-teh tiô. 

Tè Ban-seng cht-sî siu-kun tih khí-kiâⁿ, 

Sûi-sî beh an-iâⁿ. 

Hāu beh saⁿ geh chp-poeh jt, 

Beh kong Chiong-hòa-siâⁿ. 

Ông Tek-chan chih-pg saⁿ-chheng k, 

Tân Gôan-tek kóng i siú-siâⁿ-h, 

Iûⁿ Bk-teng bô chîn tit tōa-k, 

Kh Pó-sêng ti-sái-l. 

Âng Hoe hó in-b, 

Tōa-kha-têng sī i ê th-thâu-b. 

Kán Ti-ko, Lāi Ti-bó, 

 

Khu Ti-ko, g ti-bó, thàu-iā tih khí-kiâⁿ. 

Kiâⁿ-kòe Phī-t-tg, 

Gū-tih hoan-lâng Phoaⁿ Bí-tēng. 

Khòaⁿ-cht-kìⁿ, tih m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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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着一个六大老， 

參伊嚴仔辦真正好。 

共伊一下喝， 

贈伊白銀三百圓。 

摕過手，不甘食，不甘用， 

不甘做身穿。 

隨時走上司去領令， 

令旗領落來， 

遇着戴萬生查路殺道台。 

一下殺，弍下殺，天地多未

平。 

孔道台頭殼做二爿。 

「今日做有這事， 

正是周衣申你今做得， 

今日割肉殺頭，正合該。」 

周衣申、孔道台殺一死， 

眾人暢心佮歡喜。 

周本縣、夏大老死了罪過。 

隨時點兵攻彰化。 

 

清早起來，天光時， 

天地有乖意。 

清天白日雨淋漓， 

眾好漢不敢去； 

一營平埔番不驚死，透雨去。 

去到身打路、下竹圍 

田中央、五江水、 

塭牢腳(?)，真落簡家庄。 

丑白、旦白、不盡白 

隨時着起行， 

行到赴卜元帥可合營。 

候卜三月十八日， 

Sûi kiò Lîm A-hok lâi chham-gī. 

Sio-chio kim-iā saⁿ lâng lâi cháu-kàm, 

Chóng tih sī, 

Cháu-kàu Koeh Tāi-hong ka-tiong an-sin-kí. 

Koeh Tāi-hong -káⁿ h i tòa, 

Kā u beh sìⁿ-miā. 

Chóng tih kiâⁿ, 

Kim-iā saⁿ lâng cháu-chhut siâⁿ, 

cháu-chhut siâⁿ-gōa Gû-tiâu-p, 

Gū-tih cht-ê Lk-tāi-ló, 

Chham i Giām-á-pān chin chiàⁿ hó. 

Kā u cht-ē hoah , 

Chān i pe̍h-gîn saⁿ-pah îⁿ. 

Theh-kòe-chhiú,-kam chih,-kam iōng, 

-kam chòe sin-chhēng, 

Sûi-sî cháu téng-sī khì niá-lēng, 

Leng-kî niá-lk-lâi, 

Gū-tih Tè Bān-seng cha-l thâi Tō-thâi.  

Cht-ē thâi, ng-ê thâi, thiⁿ-tē to bōe-pîⁿ, 

Khóng Tō-tâi thâu-khak chòe ng-pêng. 

“Kim-jt chòe ū chit-sū, 

Chiàⁿ-sī Chiu I-sin lí taⁿ chòe-tit, 

Kim-jt koah-bah thâi-thâi, chiàⁿ hp-kai. 

Chiu I-sin, Khóng Tō-tâi thâi-cht-sí, 

Chiòng-lâng thiòng-sim kah hoaⁿ-hí. 

Chiu Pún-kōan, Hā Tāi-ló sí-liáu chōe-khòa, 

Sûi-sî tiám-peng kong Chiong-hòa. 

  

Cheng-chá khí-lâi, thiⁿ-kng-sî, 

Thiⁿ-tē ū koai-ì. 

Chheng-thian pe̍h-jt h lîm-lî, 

Chiòng hó-hàn -káⁿ k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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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攻彰化城。 

眾兄弟看一見， 

大城門開離離。 

九躂連猪五六枝， 

大鎗小鎗滿滿是。 

鎗子打着脚腿邊， 

打着馬老爺無身屍。 

丑白、旦白、不盡白 

八城門破一開， 

義民、將、勇死死大舞堆。 

 

清早起來，天光時， 

混濁不分男共女， 

觀見水清老盤魚。 

戴萬生出來着講起： 

伊今連打三陣過， 

未知乜(?)人可收尾？ 

掠恁呾： 

「眾兄弟着起行， 

隨時卜回營。 

勸 眾兄弟： 

咱小錢銀着去趁。」 

思去思前，共處意完偹。 

Cht-iâⁿ pîⁿ-ph-hoan -kiaⁿ sí,thàu-h khì. 

Khì-kàu Sin-phah-l, Ē-tek-ûi, 

Chhân-tiong-ng, G-kang-chúi, 

Ùn-lô-kha, chin-lh Kán-ka-chng. 

 

Sûi-sî tih khí-kiâⁿ, 

Kiâⁿ-kàu hù beh gôan-sòe thang hp-iâⁿ. 

Hāu beh saⁿ geh chp-poeh jt, 

Beh kong Chiong-hòa-siâⁿ. 

Chiòng hiaⁿ-tī khòaⁿ-cht-kìⁿ,  

Tōa-siâⁿ-mg khui-lī-lī. 

Káu-that liân th g-lk-ki, 

Tōa-chhèng sió-chhèng móa-móa-sī. 

Chhèng-chí phah-tih kha-thúi-piⁿ, 

Phah-tih Má Lāu-iâ bô-sin-si. 

 

Poeh siâⁿ-mg phòa-cht-khui, 

Gī-bîn, chiòng, ióng, sí-sí tōa-bú-tui. 

 

Chheng-chá khí-lâi , thiⁿ-kng-sî, 

Hūn-lô put-hun lâm kāng lú, 

Koan-kìⁿ chúi-chheng lāu-pôaⁿ-hî. 

Tè Bān-seng chhut-lâi tih-kóng-khí: 

I taⁿ liân-phah saⁿ-tīn kòe, 

Bōe-chai mih-lâng thang siu-bóe? 

Lih lín tàⁿ : 

“Chiòng hiaⁿ-tī tih khí-kiâⁿ, 

Sûi-sî beh hôe-iâⁿ. 

Khǹg chhun chiòng hiaⁿ-tī: 

Lán sió chîⁿ-gîn tih-khì-thàn.” 

Siūⁿ-khì siūn-chêng, kāng-tè ì ôan-p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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