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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歌」是臺灣獨有的說唱藝術文化，回顧過去沒有那麼多

娛樂生活的年代，唸歌就是庶民最普遍的消遣娛樂，以貼近民眾方

式，即興於家門、巷口演出，為早年各階層人民的共同記憶。隨著

時代變遷，各類型的視聽影音娛樂的推陳出新，加上老藝人的凋零，

學唸歌的人銳減，唸歌文化逐漸式微。

台灣唸歌團長年與說唱保存者合作，於民國 101 年邀集三位

本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說唱保存者，預先將「路遙知馬力」影像錄

製完成，主要由陳美珠及陳寶貴兩位藝師演唱，並搭配王玉川藝師

大廣弦伴奏，因而留下珍貴的影音畫面，本局致力推動傳統表演藝

術的保存與傳習，為此妥善記錄與保存這些文化瑰寶，更進一步衍

生製作成為推廣學習的教材。

▊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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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路遙知馬力》專書及影像紀錄出版，透過重新影像剪輯並

搭配臺羅拼音系統以及教育部公告正式臺語字，不僅使原始影音有

更佳的呈現之外，還具備鄉土語言教學教材的應用功能，另結合行

動科技的理念，透過 QR Code 讀取雲端的影音檔案，讀者可以更

瞭解文化資產中豐厚的文化底蘊，期待此書的付梓，能對臺灣唸歌

的保存及永續盡一份心力。



III

從小就常聽長輩說過「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諺語，

原意是指歷經路途遙遠的測試後，才能得知這匹馬的耐力與實力；

同時唯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方能瞭解這個人心的真偽與善惡。及

長接觸到民間戲曲之後，才知原來《路遙知馬力》是一齣戲，而且

路遙和馬力分別是戲中的二個角色，只不過故事流傳和劇情發展並

不一致，因缺乏固定版本而呈現出多而雜的現象。也由此反映出「路

遙知馬力」題材的親民性，在任何民間的社群中都可以任意改編，

故而出現許多不同的故事與情節，甚至從民間戲曲到唸歌說唱都有

《路遙知馬力》戲齣。

本書收錄彙編的《路遙知馬力》，是來自臺灣說唱的唸歌仔

版本，主唱者是陳美珠與陳寶貴二位藝師，其特色是以說中帶唱、

唱中帶說，或是邊說邊唱、邊唱邊說，但不做粉墨裝扮、登場扮戲

▊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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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的形式表演。不過她們的表演類型，又是從傳統的唸歌仔改良而來，

具體的名稱叫做「口白歌仔」。

傳統唸歌仔的表演，長久以來維持著一成不變的形式；直到

戰後初期，開始模仿歌仔戲中角色行當的口白，帶回傳統唸歌仔之

後出現口白歌仔的變革。陳美珠和陳寶貴二人，即是口白歌仔表 

演界的佼佼者，因此在《路遙知馬力》二小時的表演中， 

二人分飾多個角色，且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可以說 

是人物性格分明可辨，此即欣賞陳美珠和陳寶貴 

表演的最大精華之處。在此，敬邀各位熱愛民間 

戲曲的朋友，一起進入臺灣說唱藝術的堂奧。



本書所記錄的《路遙知馬力》，

是流傳已久的民間傳說故事，

在此則是以臺灣民間說唱藝術的「口白歌仔」

形式表演，主唱者是陳美珠（1937-2019）

與陳寶貴（1939-）二位藝師 ，

並由「臺灣唸歌團」擔任後場伴奏，

參與者包括大廣弦王玉川（1930-2016）、

殼仔弦高樂富，以及鑼鼓簡天雄等樂師偕同演出。

在介紹《路遙知馬力》之前，

先為各位讀者淺釋何謂「口白歌仔」，

以及唸歌仔的樂曲來源「歌仔調」。

1

一、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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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歌仔」是結合臺灣民間音樂與說唱藝術的代表，藉由「歌仔先」自

彈自唱、敘事說理的表演，同時又緊隨著曲調旋律與節奏來進行演唱，可以

說是臺灣「民間歌謠」（歌仔調）與「說唱藝術」的綜合體。「歌仔先」即

是尊稱唱歌仔的人為老師，是從日據時代所留下來的臺日混合語詞，日文中

的老師就叫  做「先生」（せんせい），在日常的臺語則又被簡化為「先仔」。

該字除用來指稱老師之外，其意也可近  似於特殊職業的師傅、或具備特殊才

藝技能的高手。不過如今的「先」字，又常被「仙」字所取代，也  因此以訛

傳訛之下字意差別甚大。至於唸歌仔本身的詞句來源，縱然有些是需要「說」

的腳本與「唱」的歌本（即歌仔冊），但走唱的歌仔先都會將歌仔冊中，所

刊出的文字語言給予「音樂化」，產生文字的音韻與旋律感，使得唱念出來

的詞句，不僅僅只是尾音的押韻之外，還增加了音樂欣賞的審美樂趣。另外

在觀賞歌仔先的表演時，觀眾同步欣賞月琴的演奏技藝，這是歌仔先最主要

的伴奏樂器，也是過去養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藝，因為唸歌仔是自彈

自唱，所以在自己控制演出情緒與節奏之下，做到了「樂」隨「歌」走、「手

一 口白歌仔簡介

▲ 臺灣唸歌團於農曆年間拜訪宜蘭社區大學

　 2016 年 2 月 13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臺北地下街演出

　 201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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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合一及「心口」相應的表演境界。不過本文《路遙知馬力》的主唱之一

陳美珠，則是改用電吉他取代月琴，為傳統唸歌注入前衛搖滾的流行風。至

於邊說邊唱或是說中帶唱、唱中帶說的唸歌仔，過去慣以傳統歌仔調來做敘

事性的說唱表演，而且是只有「說唱」而不「演」（粉墨登場），故而有別

於劇場型態的「歌仔戲」戲曲表演，故名之為「唸歌仔」或簡稱「唸歌」。

回溯閩南地方歌謠傳入臺灣的歷史，若以十七世紀明末到晚明鄭成功來

臺，做為時間推論的上限，或許最早可溯及將近四百年的歷史歲月，但咸信

真正的盛行時間，仍是以清廷領臺之後與大量先民的渡臺墾殖有關。隨著移

民人口的增加、社會生活形態的演變，以閩南歌謠為基礎的說唱藝術，也不

斷地因應社會發展與需求而改變，因此日後對於歌謠曲牌的豐富與變化要求，

也比早期移民社會更為多元。甚至到了清朝中葉以漳州移民為大本營的蘭陽

▲ 臺灣唸歌團於臺北市文獻會舉行成果發表會

 　2016 年 6 月 5 日攝於萬華區西本願寺舊址

▲ 陳美珠（右）與陳寶貴應邀礁溪假日街頭音樂會演出

 　2016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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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宜蘭），還從這些歌仔調的基礎改編成戲曲，這也就是落地掃型態的

臺灣早期歌仔戲之起源。由此可見除了南管、北管音樂之外，歌仔調也提升

了在民間表演藝術的能見度。其後歌仔戲發揮最大的生命韌性，幾經從鄉野

地區逐步脫胎發展到都會，並從落地掃或野臺的階段，進而走入精裝的內臺

戲，這種氣勢相對更促進了歌仔調在民間社會的盛行，於是乎聽人唸歌仔表

演、或是平日讀歌仔冊，成為常民社會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娛樂。

論及唸歌仔在敘事的表演方面，雖然要比純粹的「說」（即「講古」），

保有著民俗曲藝的音樂之美，讓聽眾隨著演唱者的節奏與旋律，隨時進入到

故事情節與張力之中，但是經過長久的發展之下，也面臨到需要變革的關鍵。

關於臺灣唸歌仔的發展，又可以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的前後做一分期：戰

前的傳統唸歌仔，除了可用的歌仔調曲牌較少之外，基本上是以多唱而少說

為主，就算是有說的成分，也是接近於唸白的方式來說出唱詞，其餘幾無比

較白話的詞句表達，或是由演唱者隨興的說話口白；到了戰後因應大環境的

變遷，以及歌仔戲業已成為民間戲曲的主流，緊隨著觀眾喜好的不同，於是

唸歌仔也起了相當大的變化，特別是到了 1950、60 年代，從實際劇場的歌

仔戲表演中，找到可以改良的形式，因而出現了帶有劇情旁白，或是模擬劇

中演員對話（對白）的「口白歌仔」。口白歌仔的特色在於唱唸之外，又以

白話形式的旁白說明、或是模仿劇中角色人物的對白，讓聽眾快速理解劇情

的來龍去脈，順便具有立即導引聽眾入戲的功效。於是這種又說又唱、改良

傳統唸歌仔的口白歌仔，成為臺灣 1950、60 年代臺語說唱藝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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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1960年代電視與傳播媒體盛行之前，各式各樣的民間曲藝表演，

不僅扮演民間主流娛樂文化的重要角色，甚至從野臺的走村串社模式，走進

了內臺的劇場表演形式，例如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包含被歌仔戲影響

而改變的口白歌仔，締造了這一段民間曲藝發展的黃金時期。因應新型態的

劇場改變，表演模式也不得不與時俱進，於是乎歌仔戲的陣容增加、布袋戲

的彩樓擴大、皮影戲偶的尺寸加高，連同口白歌仔的傳統樂器之月琴伴奏，

為了顧及距離較遠的觀眾，再加上西洋歌曲帶動的現代風潮，有些表演團體

在傳統後場的樂器編制之中，加入了爵士鼓和電吉他，包括腦筋靈活變通的

陳美珠即是以電吉他做為伴奏樂器。

前文提及表演唸歌仔的歌仔先除了歌藝之外，樂器演奏也是重要的技能

展現，包括早期常見的月琴，以及後來陳美珠所改用的電吉他。首先來看月

琴是民間常見的彈撥弦樂器，是從古代樂器阮咸改良而來，至於臺灣流傳的

月琴，在器制上是屬於短頸、琴身扁，以及猶如滿月的圓形音箱。論及唸歌

▼ 臺灣唸歌團應邀礁溪假日街頭音樂會演出，2016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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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說唱的月琴是以二弦為主，並在琴頸上設有四項與八品，然後以五度來定

弦，空弦時的音階大多為「合」和「乂」。演奏時以左手在琴品上按弦調音，

右手則以指頭彈挑琴弦，由於月琴的音色時而清脆、時而柔和，配合故事與

劇情的發展伴奏說唱，為唸歌仔的表演增添情境上的氣氛烘託。

戰後陳美珠改用電吉他取代月琴，為口白歌仔的演出帶來更前衛的時尚

感。電吉他是從木吉他演變而來，透過電流所產生的電磁力學感應發聲，然後

產生機械式振動的電子訊號，再經過放大之後形成音色多元、音域甚廣的豐富

樂音，因此在現代搖滾樂、重金屬創作音樂當中不可或缺。常見的電吉他琴弦

數目，仍然沿用木吉他的六弦，從最細的高音弦依次遞增到最粗的低音弦，空

弦時的音高分別是E4、B3、G3、D3、A3和 E2等音調，因此擁有完整音域

的機動調整。再加上電吉他的琴聲是來自電流振動，其聲音和功率遠大於月琴

的琴音，因此為陳美珠的口白歌仔演出，帶來後場伴奏的更大興革。

除了主要伴奏樂器月琴、或是改用電吉他之外，後場樂器還有大廣弦、

殼仔弦以及鑼鼓等樂器的搭配。首先來看保存者王玉川所伴奏的大廣弦，又

可稱為「大管弦」，其形制為長柱形琴桿、大而圓的木製琴筒，其上為二弦

以及五度定弦，演奏時以左手在琴桿上壓弦調音，右手則持琴弓於琴筒處摩

擦琴弦而成音。在傳統唸歌仔的表演形式中，除了月琴與大廣弦是最佳的搭

配組合之外，有時候大廣弦也可獨立而自拉自唱。其次還有殼仔弦，同樣是

傳統歌仔戲、唸歌仔的重要弦樂器，形制上與大廣弦大致相似，只是琴筒的

尺寸較小，材質則是用椰子殼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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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唸歌團 2016 年尾牙聚餐 ▲ 臺灣唸歌團 2017 年尾牙聚餐，攝於桃園市龍潭區

▲ 臺灣唸歌團應邀「桃園閩南文化節」演出

 　2015 年 7 月 24 日攝於桃園景福宮 

▲ 臺灣唸歌團 2017 年尾牙聚餐，攝於桃園市龍潭區

最後是擊樂器中的鑼鼓，在後場扮演叫板、過場以及打節奏的任務，樂

器編制包括梆子（扣仔板）、單皮鼓、小鑼和鈸，但為了精簡演出的人力，

因此這些樂器都是由一個人來操作。於是將梆子固定在單皮鼓架、小鑼懸吊

於鑼架，鈸或鈔則一面固定，如此便可由鑼鼓樂師輪流與同步操作鑼鼓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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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唸歌團 2017 年尾牙聚餐，攝於桃園市龍潭區

▲ 臺灣唸歌團應邀「桃園閩南文化節」演出

 　2015 年 7 月 24 日攝於桃園景福宮 

▲ 陳美珠（右）一行與沙鹿月琴班同學聚會

　 2017 年 1 月 29 日攝於彰化縣鹿港鎮

▲ 陳美珠（左二）一行與沙鹿月琴班同學聚會

　 2017 年 1 月 29 日攝於彰化縣鹿港鎮

▲ 臺灣唸歌團造訪安佳春農莊與遊客合影

　 2017 年 1 月 31 日攝於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

▲ 臺灣唸歌團受邀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洪淑苓

　 教授訪談（第三次），2012 年 9 月 6 日

　 右起：李添丁、葉文生團長、洪淑苓、陳美珠、陳寶貴、王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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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歌仔」本身一詞，廣義來說即是泛指所有的民間歌謠，隨著早期

的渡臺移民而傳入臺灣社會，基本上主要移民的原鄉是來自閩南等地，包括

福建漳州一帶流傳的地方歌謠「雜錦歌」，亦可簡稱為「歌仔」，1949 年以

後中國大陸則改名為「錦歌」，這些古代歌謠幾乎是當今臺灣歌仔調傳承的

源頭所在。歌仔本身是一種民間的小調，所使用的曲牌是【四空仔】、【五

空仔】，並常以七字、或五字組成一句，每四句又做為一個單位，一首曲子

就是由數個四句所組成，故又常名之為「四句聯」。至於以七字所組成的詩

句，又簡稱為「七字仔」，即是七言詩之意。這些民間小調並無固定的唱詞，

而是用方言俚語來即興填詞搭唱，故極其通俗但又更添親切，除了藉機反映

或嘲諷日常生活的瑣事，亦可延伸到地方故事和民間傳說的演唱。

二 認識歌仔調

▼ 臺灣唸歌團應邀臺南興濟宮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演出，2012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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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文《路遙知馬力》所出現的歌仔調，常以「一句七字、一葩四句」

的「四句聯」做為計算，而「葩」即是歌仔調的基本單位，因此一個曲牌至

少會出現一葩，較長的段落則超過二葩以上。不過「一葩四句」只是基本的

原則，仍視實際的劇情發展，而會增加或減少一句的情形；甚至出現一葩只

有二句，然後因應劇情的轉換而變更曲牌，再重新從新開始的一葩四句唱起。

本文經過整理之後，得出【七字調】等二十七支曲牌、七十九葩的唸唱，

惠請參閱「表一、《路遙知馬力》歌仔調曲牌統計表」所示，相關明細如下

說明：

第一、 在所有曲牌之中比例最高的是【七字調】，總計出現十六葩（20.3％）， 

　　　再加性質相關的【古七字仔】和【四空仔】（【七字調】的來源）等 

　　　各別一葩，累計佔所有曲牌的比例超過五分之一。

第二、其次是出現三葩的【都馬調】，再加上性質相關的【都馬尾】和【九 

　　　甲都馬尾】各有一葩，統計該系列的曲牌共有五葩，雖然和頻繁出現 

　　　的【七字調】不成比例，但在這齣《路遙知馬力》的唸歌葩數當中也 

　　　是相當凸顯。

第三、出現二葩的曲牌倒是相當多，計有【五更鼓】、【清風調】、【百家 

　　　春】、【運河二調】、【將水】、【悲悶的古箏】、【深宮怨】、【日

　　　出東山】、【萬枝調】、【烏暗路】、【留傘調】、【嘆煙花】和【操

　　　琴調】等。由於曲調風格迴異、情緒落差也相當大，甚至包含南管

　　    曲和流行民歌等，換言之為了增進《路遙知馬力》樂曲的豐富性，

　　   所以擴大更多曲牌和曲風選取的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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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其餘只出現一葩的曲牌，如【安安趕雞】、【相思引】、【慢頭】、

　　　【丟丟銅】、【倍思調】、【藏調仔】、【南管九甲四空仔】和【大調】

　　　等。和前述同樣曲調風格迴異，也包含南管樂曲和流行民歌的曲牌，

　　　為《路遙知馬力》增加樂曲的豐富性。

表一、《路遙知馬力》歌仔調曲牌統計表
 

No 曲 牌 葩 註 No 曲 牌 葩 註 

1 七字調 16  15 操琴調 2  

2 都馬調 3  16 安安趕雞 1  

3 五更鼓 2  17 古七字仔 1 （七字調） 

4 清風調 2  18 相思引 1 （南管） 

5 百家春 2  19 四空仔 1 （七字調） 

6 運河二調 2  20 九甲都馬尾 1 （都馬調） 

7 將水 2 （南管） 21 都馬尾 1 （都馬調） 

8 悲悶的古箏 2  22 慢頭 1 （南管） 

9 深宮怨 2  23 丟丟銅 1  

10 日出東山 2  24 萬枝調 1  

11 鹽埕區長 2  25 藏調仔 1  

12 烏暗路 2  26 南管九甲四空 1 （南管） 

13 留傘調 2  27 大調 1  

14 嘆煙花 2   （空白）   

小 計 55 小 計 14 

合  計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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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的曲牌彙整當中得知，【七字調】幾乎是《路遙知馬力》的主調。

這個曲牌是來自漳州民間小調的【四空仔】，因詞句上是每七個字一句，所

以稱之為【七字調】、或簡稱【七字仔】。對於臺灣先民來說是相當耳熟能

詳的曲牌，其後從歌仔調衍生形成歌仔戲之後，也成為臺灣早期歌仔戲中使

用頻率最高者，所以有時候就直接將【七字調】稱為【歌仔調】，足見這個

曲牌本身在歌仔戲發展的重要性。在過去還沒有太多曲牌可供使用的時代，

只能透過速度上的快慢，來表現出演唱內容的不同情感，例如：一般敘述性

的場合多用中板，憤怒或喜悅時則用快板，至於悲傷失意時改用慢板，就像

陳美珠在《路遙知馬力》扮演施馬力一角，當她在述說自己懷才不遇的困境、

被勢利眼的岳父強簽逼退婚姻時，便以慢板的【七字調】來表現哀傷與悲泣

的情感；反之因其結拜兄弟范路遙挺身相救，帶來無限希望時，則改以中快

板的【七字調】唱出雀躍的心情。

其次是在《路遙知馬力》中出現劇情轉折的【都馬調】，相對於其他的

歌仔調來說是比較晚進的新曲牌，出自於1930年代漳州府南靖縣的都馬鄉，

該曲調原名叫做【雜碎調】或【雜碎仔】，經過改良所成的新調最初稱為【改

良仔正調】。其後透過這個地方調性所改編的新興民間戲，則被稱為「都馬

戲」，其歌調也就名之為【都馬調】。後來隨著都馬戲團來到臺灣演出，因

有別於【七字調】、【江湖調】等歌仔戲，其唱腔婉轉、別有一番滋味，因

此很快就在全臺歌仔戲團之間廣為流傳。【都馬調】基本上是較為抒情而平

穩，演唱的速度亦穩定而少有變化，故一般都是用在紓緩平靜的敘事場合。

例如《路遙知馬力》中施馬力在一番自怨自哀、決定向兄弟范路遙求救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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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范路遙（陳寶貴唱）便改以【都馬調】登場，展現出事業有成、卻又

宅心仁厚的氣質。通常在【都馬調】之後再接上【都馬尾】，成為情緒轉折

上的最佳收尾。若是還要表現更大的心情起伏之內心戲，則改接南管樂風的

【九甲都馬尾】，例如當范路遙出手相助施馬力順利取得嬌妻之後，施馬力

先以【都馬調】感謝范路遙的恩情，再由其妻梁秀英（陳寶貴唱）接尾時，

雖然僅僅只有一句「大伯做人有度量」，卻用極慢板的【九甲都馬尾】唱出

對大伯的無限感激。

傳統唸歌的曲牌除了耳熟能詳的歌仔調之外，有時候為了劇情與角色心

情轉換的需要，還會從南管系統的九甲戲之中引用一些曲牌的精華，如此才

能在口白歌仔的演出時，讓背景歌仔調的轉換更富於千變萬化。在《路遙知

馬力》的南管九甲戲曲牌當中，除了前述提及的【九甲都馬尾】之外，較具

代表性的是【慢頭】、【將水】和【相思引】等：【慢頭】是屬於散板的板

式且節奏較具彈性，得視演出者的情緒而機動調整，大多是慣用於極度哀傷

▲ 陳美珠（右二）與陳寶貴（左二）於桃園市

　 大園區竹圍發展協會演出後合影

　 2016 年 12 月 22 日攝於桃園市竹圍國小

▲ 中天電視採訪，2016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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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合，例如《路遙知馬力》中岳父強迫施馬力簽署退婚書，否則要亂棍打

死的威脅之下，施馬力不得不就範，然而就在簽署完成的同時，便以相當慢

板的【慢頭】，和極度悲嗆、惹人憐憫地唱出：「我聽著言語心哀悲、心哀悲，

岳父啊！你變心做一時，心傷哀悲。」至於【將水】則是用在悲傷失落之後，

產生憤慨不平的怒氣，或是在不平之下與人爭執對罵的場合，例如《路遙知

馬力》中施馬力唱完前述的【慢頭】之後，改以【將水】相當憤慨地指責岳

父的不是，害他「聽著言語我心疼入心」，甚至帶有咬牙切齒的恨意。此外

還有引自南管曲牌的【相思引】，演唱時會有綿密優雅的轉音，除了尾音婉

約及耐聽之外，更能夠表現演唱者複雜起伏的情緒。

▼ 阮來唸歌予恁聽，2007 年 4 月 11 日攝於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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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重要的曲牌與調性之外，在《路遙知馬力》還有許多過去流行

的歌仔調，只是出現的頻率沒有那麼高，大部分都是在演唱一葩至二葩之間。

但比較有趣的是，連地方性的民謠或通俗性的流行歌曲也被應用在內，例如

宜蘭地區流傳已久的童謠【丟丟銅】，以來自日治時代創作的民謠，於戰後

1960 年代被改編而在高雄地區流行的【萬枝調】（《鹽埕區長》），其他還

有許多有趣的例子不勝枚舉。總之傳統唸歌的表演特質，所反映的就是將琅

琅上口的民歌做為音樂曲調，透過唸歌藝人的說唱技藝來做戲齣情節的敘事

表演，因此，樂風多元的歌仔調以及通俗流行的民歌民謠，提供了臺灣唸歌

說唱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來源。

▼ 新港鄉頂菜園鄉土館春節環島行，2016 年 2 月 10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國立臺灣大學雅頌坊演出

　 2011 年 4 月 29 日

▲ 陳美珠（中）與桃園慈護宮月琴班同學合影

 　2016 年 11 月 28 日

▲ 陳美珠與陳寶貴應邀桃園市大園區竹圍發展協會演出

　 2016 年 12 月 22 日攝於桃園市竹圍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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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師側寫

《路遙知馬力》的主唱陳美珠與陳寶貴，

雖然彼此間的家庭背景、

技藝專長與表演特色不同，

但是卻有絕佳的默契而能夠合作無間。

事實上口白歌仔的演出過程中，

在主旋律樂器月琴或電吉他的彈奏之餘，

大廣弦的弦樂琴音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

下文中擬就田野訪查的資料 ，

為陳美珠、陳寶貴與王玉川等三位藝術做一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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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知馬力》的主唱陳美珠與陳寶貴，雖然彼此間的家庭背景、技藝

專長與表演特色不同，但是卻有絕佳的默契而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來自歌仔

戲後場樂師家庭的陳美珠，除了擅長彈奏樂器之外，又跟隨名師學習唸歌仔，

同時個性開朗、幽默風趣，甚至在日後成為口白歌仔演出時，扮演打渾插科

的「逗哏」角色，隨時神來一筆製造笑料，增添意料之外的趣味爆點。至於

陳寶貴則是以唱為主、說為輔，由於從小即跟隨兄嫂在歌仔戲班成長，成年

之後又參與南管九甲戲的演出，因此敘唱優雅、舞臺歷練完整，同時個性沉

穩內斂、演出中規中矩，故而在口白歌仔的演出中扮演說戲，或是搭配搞笑

時的「捧哏」角色。於是在二人一搭一唱、一逗一捧的合作無間之下，成為

臺灣民間說唱藝術圈享譽盛名的「唸歌雙嬌」，尤其是二人合作「錦裙玉玲

瓏」節目之後，不僅紅遍有線電視臺的節目播出，日後還成為電視綜藝節目

「鐵獅玉玲瓏」的模仿對象。

▲ 臺灣唸歌團應邀礁溪假日街頭音樂會演出

 　2016 年 1 月 10 日

▲ 陳美珠（右）一行拜訪月琴專家林宗範（中）

 　2017 年 1 月 29 日攝於臺南市後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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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唸歌主唱的陳美珠與陳寶貴，為他們伴奏的大廣弦王玉川，也是傳

統說唱界知名的歌仔先與樂師，王玉川本身能說能唱、能拉能奏，又擅長即

興改編唸歌的故事內容，其改編的唸歌作品又以《勸世歌》和《通洲奇案》

為代表。至於他所專擅的樂器除月琴、殼仔弦之外，大廣弦的演奏是王玉川

揚名業界的特色，除了長期與陳美珠、陳寶貴合作之外，也和國寶級的唸歌

藝師楊秀卿合作多年，換言之常為許多知名的唸歌藝師伴奏，並以「綠葉陪

襯紅花」的身分默默地協助。事實上口白歌仔的演出過程中，在主旋律樂器

月琴或電吉他的彈奏之餘，大廣弦的弦樂琴音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下文中

擬就田野訪查的資料，為陳美珠、陳寶貴與王玉川等三位藝術做一側寫。

本案田野訪查資料的來源，除筆者執行的記錄之外，另由葉文生老師提

供寶貴的原始資料，其中部分刊行於《臺灣唸歌雙嬌 : 陳美珠 陳寶貴》（新

北市：臺灣唸歌團，2017 年 10 月），在此，誠摯感謝葉老師並特申謝忱。

▲ 陳美珠（右）與陳寶貴應邀國立臺灣大學雅頌坊演

　 出，2011 年 4 月 29 日

▲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登錄前訪查

 　2016 年 9 月 19 日攝於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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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登錄前訪查

 　2016 年 9 月 19 日攝於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已故唸歌藝師陳美珠，1937 年 2 月 15 日出生於臺北市萬華地區，其父

親陳軟在當年是歌仔戲團的後場樂師，眾人尊稱其「軟伯」，擅長嗩吶、二胡，

椰殼弦、大廣弦和洞簫等樂器，年少時曾經遊學日本而見聞廣博。在陳美珠

家族之中除了樂師父親之外，其母親和祖父也都擅長唸歌，於是在這樣的音

樂家庭環境之下，大約是從 1949 年當年的十二歲起，開始跟隨父親陳軟學

習基礎的唸歌。至於陳美珠本身也遺傳到父親的音樂天賦，天生擁有絕佳的

音感與節奏感，再加上從小即跟隨陳軟四處跑野臺戲班，甚至後來直接插一

腳加入歌仔戲的演出，在耳濡目染與實際參與之下，於是學到許多歌仔調以

及歌仔戲的演唱。

陳美珠一



21

1. 唸歌啟蒙

不過為了更精進學習唸歌的專業技藝，思索出外尋訪知名的歌仔先來拜

師學藝，最初是由陳軟帶陳美珠來到龍山寺旁的公園，看中一位唸唱兼販賣

盥洗用品的女歌仔先，但是傳聞她的家庭有一個會家暴的丈夫，讓陳美珠感

到害怕而裹足不前。隔一年則鎖定外號「鳥腳直仔」、人稱「直仔先」的吳

丁山（生卒年不詳），當年時常帶著一名女孩在「堀江町」(「堀江町」位於

臺北市萬華車站之南，大正 11 年（1922）因應地方改制而成立之行政區，

範圍約當現今萬華區和平里、雙園里、頂碩里及廈安里之西半部。) 邊唱邊

賣藥，其後陳美珠決定跟隨「直仔先」學習唸歌，因此吳丁山正式成為她的

啟蒙師。經過三個月的學藝便展露出絕佳的天賦，成為門下五位學生當中的

小老師，故而深受「直仔先」的器重，在學藝期間共習得《陳三五娘》、《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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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來唸歌予恁聽，陳寶貴年輕照片
2. 阮來唸歌予恁聽，陳寶貴攝於台大台文所，2013 年 6 月 3 日
3. 臺灣唸歌團應邀宜蘭羅東禪木工坊演出，2015 年 4 月 20 日

伯英台》、《李三娘》、《雪梅教子》（訓商駱），以及民間故事《安安趕雞》

等幾齣戲。學藝有成的陳美珠開始跟隨老師出外賣藥，由「直仔先」操持胡

琴、陳美珠唸唱，師徒兩人成為跑江湖賣膏藥的「王祿仔先」。

「王祿仔先」是指略懂醫藥學的原理，同時透過跑江湖的方式，到處兜

售膏藥與醫療用品，但是又為了要號召群眾、聚集人氣，往往要搭配其他的

技能，例如擅長拳腳功夫的武師，或是說唱表演的唸歌。在過去醫學觀念落

後、醫療院所尚未普及的時代，「王祿仔先」在常民生活中依然有其重要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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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珠（左）與陳寶貴應邀臺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演出，2011 年 4 月 25 日

▲ 陳美珠（右二）一行於農曆年間拜訪臺語教師劉惠蓉（左二）

 　2016 年 2 月 10 日

2. 廣播放送

 傳聞 1955 年陳美珠曾到基隆拜李新發（生卒年不詳）為師，但具體

的事蹟不明、也較少聽人提及。倒是對陳美珠日後的唸歌事業發展，具有知

遇之恩與關鍵影響者，即是知名歌仔戲演員、劇作家兼廣播名人的汪思明

（1897-1969），曾在日治時代錄製許多歌仔戲唱片。汪思明跟陳美珠的父

親陳軟是好友，聽聞他有一個唱歌很好聽的女兒，1952 年前去邀請陳美珠一

起演出，同時開出每個月四百元的薪資，就當時的幣值來看是相當高，對於

十五歲的女孩來說更具吸引力。演出到十八歲時，汪思明更帶陳美珠進入廣

播電臺，開啟了她在空中傳播的演唱事業，當時的陳美珠只要每天演唱一小

時，一個月就有五百元的薪資，由此可見其身價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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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珠（右二）一行於農曆年間拜訪臺語教師劉惠蓉（左二）

 　2016 年 2 月 10 日

回顧當時的陳美珠跑過的電臺計有軍中廣播電臺、警察廣播電臺、正聲

廣播電臺、民本電臺、中國廣播電臺和中華電臺等。除了公有的電臺頻道不

能行銷商品之外，在民營電臺中曾經代言許多藥品的廣告，產品計有何家胃

寶丹、國光牌胃腸藥、正記補藥酒和正記消痔丸等，透過空中頻道來為藥商

打廣告，和過去跑江湖當「王祿仔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汪思明經營

廣播歌仔戲班「思明歌劇團」，陳美珠當然是該戲班的要角，在這一段廣播

歌仔戲演出的期間，還與知名的演員廖瓊枝、阿鳳等人同事多年。陳美珠與

汪思明在廣播電臺的演出，合作將近七，八年之後，因為加入演出的新進人

員越來越多，於是陳美珠就退出廣播電臺演唱的事業。

至於當年廣播電臺還未盛行預錄的時代，大多是採取現場實況演出與播

送，陳美珠常憑其聰穎的悟性得以即興地演唱，例如在警察廣播電臺的節目

演出，汪思明人已經在播音室之中，為下一段的唸唱解說故事的大綱，這時

候的陳美珠還在路上一邊走、一邊聽著收音機。就在汪思明講解完畢時，陳

美珠已經坐在播音室中直接開唱、幾乎毫無延遲和間斷。其後汪思明還很驚

訝，事前都沒有說好要唱什麼的故事，她又怎麼知道要唱些什麼？陳美珠則

回答說其實在路上聽他的解說之後，就知道待會兒要如何來唱。換言之陳美

珠具備「唱活戲」、即興編劇的能力，只要給她故事大綱就能即時創作劇本

與唱詞，甚至自由發揮、添油加醋地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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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思明出品之唱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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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嬌組合

有關陳美珠一生唸歌事業的重要夥伴，不得不提及與陳寶貴的結識，然

後兩人攜手開創唸歌說唱的高度成就。回顧 1962 年陳美珠二十五歲時於臺

南勝利廣播電臺演唱，在錄音間中幫陳美珠拉大廣弦伴奏者，正是陳寶貴當

年的初戀情人。某天陳寶貴跟隨來到廣播電臺，在錄音間外觀摩陳美珠的演

唱，等到錄製作業完成的休息時間中交談，於是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

陳美珠因故鬧脾氣而離開電臺，後續的演唱錄製工作遂改由陳寶貴承接下來。

從廣播電臺返回江湖走唱多年的陳美珠，聞知陳寶貴一家因經營藥品中

盤商倒閉，造成房子被法院查封、先生遠避南部躲債，只留下她獨自一人租

屋帶孩子，靠著野臺戲的臨演養家過活，於是陳美珠興起找陳寶貴一起合作

演出的念頭。經過雙方的接觸與洽談之後應允，陳寶貴也相當歡欣有這個機

會，畢竟陳美珠成名較早、在江湖唸歌界已經名聞遐邇，故而兩人相知相惜

決定好好地合作，沒想到這個機緣，不但又開啟陳美珠另一段姊妹情深，進

而闖出日後唸歌界雙嬌的重要組合。

 

在搭檔合作跑江湖的期間，同樣是過著一邊表演唸歌、一邊販賣膏藥的

生涯，在演出之餘的日常生活中，兩人則是互相切磋說唱唸歌的技藝。例如

陳寶貴將正統的歌仔戲唱唸，豪不保留地傾囊相授；至於跑江湖走唱多年、

擁有豐富歷練的陳美珠，則是給予最直接的經驗分享與交流。從此姊妹倆人

不但逐漸建立絕佳的默契，舉凡陳美珠一有任何演出的合作機會，心中想到

搭檔的不二人選就是陳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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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錦裙玉玲瓏

當代對於陳美珠的唸歌表演最津津樂道的，即是和陳寶貴合組「錦裙玉

玲瓏」，論及這一點必須回溯 1990 年代走進有線電視臺，開創嶄新的唸歌

說唱之表演形態。在陳美珠和陳寶貴尚未進入有線電視臺，也就是當年俗稱

的「第四臺」之前，即已經受邀錄製唸歌說唱的錄影帶，而幕後老闆就是電

視「講古」（說書）的名人吳樂天，某一天陳美珠與吳樂天在路上相碰，視

力不好的吳樂天請教對方是誰，一聽說對方是陳美珠時，不禁喜出望外、隨

即邀請她到家中坐，並討論到電視臺表演唸歌。經雙方確定演出的方式與酬

勞之後，陳美珠即刻邀約陳寶貴加入演出的陣容，換言之陳美珠與陳寶貴的

江湖唸歌走唱，從錄影帶的流通型態帶進了螢光幕與電視節目中。

後來吳樂天因故暫停電視臺的節目，並且建議陳美珠轉往高雄拜訪一位

張先生，這位人士就是「阿桐伯」藥品的負責人，透過吳樂天的影帶而十分

賞識陳美珠、陳寶貴的唸歌表演，經過洽談之後決定在高雄的地方有線頻道

（蓬萊仙山衛星電視臺）開設新節目。陳美珠當下聯繫陳寶貴邀約加入，包

括過去長期搭檔合作的後場樂師，也隨同一併加入新節目的演出陣容，然後

正式定名為「錦裙玉玲瓏」。1989 年「錦裙玉玲瓏」的節目一推出，不僅喚

▲ 受邀國立臺灣大學洪淑苓訪談，攝於新北市瑞芳區九份，2012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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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老一輩對於傳統唸歌的記憶，同時有別於制式化的綜藝節目型態，反而也

吸引到年輕一輩對於傳統說唱藝術的好奇。此外，這時候陳美珠與陳寶貴的

年紀都已經過了半百，不論是人生歲月的歷練豐富，或是唸歌技藝的已達爐

火純金的地步，透過她們一說一唱、一逗一捧的表演，在三年的演出期間成

為膾炙人口傳統唸歌節目。

5. 薪傳教學

自從 2000 年代社會的快速變遷，以及本身走向老邁的年紀，陳美珠的

演出機會大為減少，甚至因經濟不佳而晚景淒涼，即便如此依然樂觀開朗、

勤於薪傳教學。其後已故洪瑞珍的弟子們成立「臺灣唸歌團」，於是陳美珠

擔任該團的顧問，除了隨時應各方邀約演出之外，最重要的職務便是指導該

團的團員。

陳美老師指導唸歌相當講究，如果是兩個人對唱時非常重視相互之間的

默契，還要注意角色變換的流利與順暢；若只是一個人獨自演唱時，就要運

用到變聲的方法來區分各個角色的差異，如此觀眾才能清楚辨別現在登場的

是哪個角色。因為傳統唸歌仔的表演和一般的音樂演唱不同，往往是一個人

▲ 陳美珠三峽錄影，2012 年 2 月 14 日 ▲ 世貿美食節演出，2011 年 8 月 18 日 ▲ 農曆年造訪安佳春農莊黃美雲

　  201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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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飾許多不同的角色，才能夠把一齣戲唱完。至於這些角色行當中的生旦淨

末丑，又各自有其不同的表演程式，包括男女老幼、社會地位、知識教養等

差異化的特質，在沒有粉墨登場的視覺之下，就只剩下唸歌表演者的聲音表

現了。此外在情緒的表達方面，更是一般新進團員較為欠缺的經驗，尤其是

哀傷和耍寶的情境，也只有像陳美珠這樣擁有豐富的人生體驗，才能夠瞬間

轉換而游刃有餘。只可惜像這樣渾身充滿「戲」的資深歌仔先，在晚年的貧

病交迫之下，於 2019 年 9月 12 日因癌症病逝走完傳奇的走唱人生。

▲ 朱立倫市長與 2016 年度保存者合影

 　2016 年 11 月 22 日，左起：蔡龍進（彩繪保存者）、朱立倫市長、陳美珠、陳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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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訪查，2016 年 8 月 18 日

▲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複審，2016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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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貴家文化局初審查，2016 年 8 月 3 日

▲ 陳美珠老師家，專書訪查，2016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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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採訪，2018 年 1 月 22 日 ▲ 筆者拜訪，2018 年 1 月 24 日

▲ 第 13 任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競選總部演出，2011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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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訪台東杜建坊老師，2014 年 2 月 3 日 ▲ 筆者採訪，2018 年 1 月 24 日

▲ 林本源園邸「唸歌唱曲與恁聽」2013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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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貴1939年 4月 10日生於新竹，在她的五個兄長當中三哥陳明水，

因從小即對歌仔戲產生濃厚的興趣，故而跟著戲班去學戲和演戲，當時戲班

的團長郭炳宏即是他的師叔。由於戲班是過著吃大鍋飯以及團體的生活，這

樣的生活型態反而不愁吃喝，於是陳寶貴的媽媽帶著她去投靠三哥，當時才

九歲的陳寶貴便在歌仔戲班中度過童年。一位來自彰化和美、外號「躼跤」

(長腿，形容人長得很高。)的拉弦樂師，平時對陳寶貴疼愛有加，某天一時

興起教陳寶貴試唱【四盆牡丹】，沒想到第二天就會唱，於是再繼續教導陳

寶貴唸唱其他的歌仔調，持續到十二歲時已歷經了三年的學習。此外陳寶貴

的四哥是從事理髮業，本來陳寶貴的媽媽是要她去跟四哥學得一技之長，剛

好這時候的戲班缺少小旦，因此陳明水懇求媽媽讓陳寶貴來演戲。徵得媽媽

的同意之後，暫由三嫂就近指導演出，再加上陳寶貴本身已經累積三年的學

唱基礎，所以充分具備登場唱戲的必要條件。

陳寶貴二

▲ 筆者採訪，2018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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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試啼聲

十二歲時陳寶貴生平的第一齣歌仔戲，是在《白蛇傳》中擔綱演出女主

角白娘子，此外另由三嫂扮演小生許漢文（許仙）搭配。該齣戲從蘇澳一路

演到臺東，可以說是佳評如潮、效果不錯，從此陳寶貴正式踏入超過一甲子

的演藝人生。當時的演出型態是相當克難，也無資源搭建臨時的舞臺，而是

改以「落地掃」的方式即席演出，同時也不粉墨化妝以及穿著華麗的戲服，

至於道具和持物，更是以樹枝等簡單的物件取代。這種既簡單又具機動性的

型態，主要是為了配合跑江湖兜售膏藥之便，頂多在市場旁邊搭個帳篷，經

由「叫花」鬧場糾眾、吸引人群聚集之後，便開始演出與兜售藥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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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峽錄影陳寶貴，2012 年 3 月 26 日
5. 台大洪淑苓教授訪談，2012 年 9 月 6 日
6.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訪查，2016 年 8 月 18 日
7.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訪查，2016 年 8 月 18 日
8. 陳寶貴（左）、陳美珠姊妹情深，2007 年 4 月 11 日
9. 陳寶貴桃花過渡錄影，2011 年 11 月 23 日

6

8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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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文化局訪視陳寶貴（右）

　 2016 年 8 月 3 日

▲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訪查

 　2016 年 8 月 18 日，

 　前排左起：林珀姬委員、陳寶貴、莊芳榮委員

 　後排左起：葉文生團長、吳明德委員

歷經二年之後因演出的成效相

當良好，故而獲得為環球製藥廠代言

賣藥的機會，此時三哥陳明水決定成

立新的戲班，於是和師叔的弟弟郭炳

松共同成立「環球歌劇團」，陳寶貴

當然是新戲班的要角。回顧她從十四

歲到十八歲之間的演出，其演戲收入

均由三哥收取，直到十八歲成年以後

才開始有自己的戲酬，並一直演出到

二十三歲結婚生子為止，在這麼長的

戲班演出生涯，奠定了陳寶貴深厚的

唱唸功力。

▲ 陳寶貴，2012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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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管奇緣
陳寶貴除了歌仔戲的技藝專業之外，二十幾歲時一度跟隨李金圳學習南

管系統的「九甲戲」，參與演出的劇團則名為「錦上花」。論及九甲戲又別

稱「高甲戲」或「交加戲」，只是從不同的起源系譜，而各自有其堅持的稱

名，但都是以南管樂做為後場的傳統戲曲。一般人對於南管音樂的印象，是

被清音宛約、婉轉悠揚之美感所感動，除了南管曲調本身的樂風是以抒情典

雅為主，演唱者更需相當投入豐富的感情與美聲的技巧。論及南管的唱腔是

以泉州的古語為主，其語言本身就具音韻婉轉的特性，在實際演唱時，更將

餘音轉折發揮到極致，有時一個字音轉折會長達七拍，聽起來真有餘音繚繞、

繞樑三日之感。

若以前述的樂風做為戲曲的後場，基本上都是以「文戲」見長，較正統

的稱法為「梨園戲」。至於九甲戲則又多出「武戲」的表演，所以前述的別

稱也因為加上武戲而有不同的稱法，例如「梨園戲」向來是由七個角色演出，

也被稱為「七子戲」，加上二個武生或武將的行當之後，便出現「九甲戲」

的稱法；此外奠基於文戲之上的武戲表現，則了出現「文武交加」的「交加戲」

說法。不論九甲戲的稱法與源流為何，南管樂風為主的梨園戲仍是主要的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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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珠（右）與陳寶貴應邀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館演出

　 2012 年 3 月 16 日

▼ 陳美珠（右）與陳寶貴新北市三峽區外景錄製演出

 　2012 年 3 月 26 日

在過去歌仔戲尚未普遍盛行之前，北管戲與南管的梨園戲、九甲戲，曾

經是臺灣主流的戲曲表演，然而歷經時代的變遷之下而衰頹。根據陳寶貴的

回憶當時學習九甲戲的動機，純粹是為了好玩，因為當時她所知道的九甲戲

班只剩下兩團，也因為稀少之故而一度行情看俏，所以陳寶貴參與九甲戲班

的廟會演出時，曾經連續演出一個月而沒有休息，只不過九甲戲後來還是終

究走向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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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過渡錄影，新北市三峽區外景錄製演出，2011 年 11 月 23 日

3. 重返舞台

陳寶貴二十三歲時嫁給團內的樂師，並於二年後陸續生下男孩和女兒，

於是暫停戲班的演出在家帶照顧小孩，同時其先生為了增加家庭的經濟財源，

改行從事藥品的中盤生意，一時帶來可觀的收入。然而經商的風險在於信用

的擴張，往往開出去很多支票，卻收不到客戶應付的貨款，在資金周轉不靈

之下而倒閉，事後還欠下親友許多債款。為了逃避支票未能兌現的法律責任，

以及躲避其他債權人的追討，不僅先生逃到南部躲債，還造成房子被法院查

封。陳寶貴只好一人帶著小孩在外租屋、辛苦度日，同時為了賺取生活費養

家，而不得不考慮重回歌仔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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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家逢巨變之後的陳寶貴，首度返回演出的戲團是「光陽歌劇團」，

一天大約五百元左右的戲酬，在這個艱困的時期正好可以勉強過生活。此

時一位從事影音出版的陳信，邀請陳寶貴錄製歌仔戲錄音帶，因為時薪計有

八百元，對陳寶貴來說的確是一筆額外收入，於是跟其他人一起進棚演唱歌

仔戲，灌錄成錄音帶之後租給廣播電臺播放，只不過這段的合作時間並不久。

12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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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嬌組合

前文提及 1962 年陳寶貴與陳美珠在臺南勝利廣播電臺相識，當年的陳

寶貴則是二十三歲，因為陳寶貴的年紀要比陳美珠小二歲。某一天陳寶貴應

初戀情人之邀，前去參觀他為陳美珠伴奏大廣弦，以及唸歌說唱節目的錄製

作業，當時陳寶貴就站在錄音間外，從玻璃視窗中觀看他們一個小時的演出。

錄製完畢後陳美珠問她會唱嗎？陳寶貴則回答說那很簡單啊！因為她都在臺

上演戲多年了！此時陳美珠才知道眼前小二歲的陳寶貴，不僅是歌仔戲班的

專業演員，同時還兼擅唱九甲戲，就在這一次的簡單會談，結下了日後的不

解之緣。陳寶貴回憶當時的陳美珠年輕漂亮，又唸唱技藝高而大有名氣，但

是同時脾氣也很大，其後因故鬧彆扭突然間不唱了，急得老闆趕緊邀請陳寶

貴來頂替，並為此取了一個藝名「陳美玲」，可以說是陳寶貴在婚前就已經

走進廣播電臺。

 陳寶貴與初戀情人在勝利電臺一起演唱伴奏，然而造化弄人這一段感

情僅維持半年的時間，其後情人與別人結婚另組家庭，陳寶貴則在分手之後

離開勝利廣播電臺。接著來陳寶貴到高雄鳳鳴電臺為龍王製藥廠唸唱，不久

又轉到中國廣播公司高雄臺為金山製藥廠唸唱，當時所使用的藝名都是以「陳

美玲」為主。最後回到戲班才結識了團內的樂師，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而結

婚生子，並暫時中斷歌仔戲的演藝事業，誰知後來因為先生的事業倒閉，經

歷過一段跑野臺獨自養家的辛苦日子。直到幾年之後陳美珠和陳寶貴重新取

得聯繫，從此二人正式組合、轉戰江湖唸歌的走唱。

10.11. 嘉義市育人國小本土文化列車教師曾能研習，2013 年 7 月 1 日
12.　     陳寶貴，201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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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拜訪陳玉絲（美珠老師的拜把姐姐），201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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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放異彩

前文提及在陳寶貴落魄時，曾經短暫合作歌仔戲錄音帶的錄製，當她們

雙嬌組合之後，更進一步受邀攝錄製作唸歌說唱的錄影帶，這個機緣則是來

自名鑼鼓手簡天雄的老丈人阿進師，發現陳寶貴的聲音好、形象也不錯，所

以邀請她除了錄音之外也順便錄影，這對已經習慣於錄音間演唱的陳寶貴來

說，因為要露臉而有莫名的壓力。但是開出的片酬高達二萬元，對經濟壓力

大的陳寶貴而言的確相當吸引，於是和陳美珠搭檔承接錄影帶的演唱工作，

當時她們是從《雪梅教子》的說戲開始唱起，至於真正的幕後老闆即是講古

名人吳樂天。

直到陳美珠與吳樂天的相遇機緣之下，陳寶貴與陳美珠的江湖唸歌走

唱，更進一步從錄影帶的流通型態，走進有線電視臺的螢光幕節目播出。所

謂的「危機也是轉機」，原本在有線電視臺的演出還算穩定，但在幾年之後

卻必須突然終止，造成陳寶貴又面臨失業的困境，這段期間只能零星參與歌

仔戲的演出，或是唱唱南管，依賴微薄的收入過生活。根據陳寶貴對於節目

中斷的說法，是因吳樂天平時愛好簽賭、狂熱政治，導致黑白兩道的敵友關

係相當複雜，可能是在外滋生糾紛而不得不停止節目。 

其後陳美珠前去高雄拜訪「阿桐伯」藥品負責人的張先生，他曾經從

吳樂天播放的帶子中看到她們的演出，很早就有找她們演出唸歌、代言藥品

的想法，就在這個機緣之下，陳寶貴和陳美珠獲得開設新節目的機會。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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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珠（左）與葉文生團長拜訪前中選會主委黃石城（中）

 　2012 年 4 月 17 日

▼ 陳寶貴應邀臺北市大稻埕戲苑演出

 　2015 年 8 月 20 日

▲ 陳美珠（左）與陳寶貴應邀國立臺灣大

　 學國青大樓演出，2013 年 6 月 3 日

▲ 臺灣唸歌團出訪金門演出留影，200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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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唸歌團出訪金門演出留影，2007 年 4 月 11 日

1989 年「錦裙玉玲瓏」正式在蓬萊仙山衛星電視臺開播，歷經三年之後不僅

成為火紅的傳統唸歌節目，同時每個月都有幾萬元的收入，這段期間可說是

生活較為穩定的時期。只是好景不常，「阿桐伯」藥品公司也因被倒帳而停

業，造成電視臺的節目被迫終止。

6. 文化薪傳

自從「臺灣唸歌團」成立之後，已經屆齡退休的陳寶貴和陳美珠，都在

該團擔任顧問與指導老師，並隨時支援應各界之邀演出。回顧陳寶貴和陳美

珠兩人從小即投入歌仔戲和唸歌說唱，雖然未曾受過教育而不識幾個字，但

經由苦學勤練、博聞強記，能夠即興表演上百齣的唸歌戲齣，可以說是臺語

傳統唸歌與敘事說唱的活字典，在現今臺灣唸歌頻臨失傳之際，更能夠彰顯

兩位藝師對於保存及傳承臺灣傳統文化的重要性。2016 年依據《傳統藝術民

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由「臺灣唸歌團」提報申請登錄

新北市傳統表演藝術「說唱」保存者，經過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立案審查，並

於 2016 年 11 月 22 日通過公告，除了將文化技藝成就的桂冠頒贈給一生孜

孜不倦的二位藝師，更賦予陳寶貴與陳美珠為技藝薪傳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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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2016 年 11 月 23 日

▲ 台北市紅樓：阮來唸歌予恁聽

　   2008 年 5 月 24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受邀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洪淑苓教授

 　訪談（第二次）

　 2012 年 8 月 14 日攝於新北市瑞芳區九份

　 左起：洪淑苓、王玉川、陳寶貴、陳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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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 1930 年生於新竹市頂竹圍，日治時代隸屬於臺灣新竹州新竹市

黑金町，從少年時代就對戲曲懷有高度的興趣，1948 年剛滿十八歲時一度央

請父親的贊助，給他二元的學費去學子弟戲，但是家人認為學戲唱戲一途，

對家庭經濟並無實質的幫助而斷然拒絕，所以只好先投入社會謀職，並就近

在新竹地區的玻璃工廠工作。但是王玉川在工作的閒暇之餘，每逢住家附近

的子弟戲班在上課時，便在一旁觀看並偷偷地跟著學，儘管王玉川不曾讀書、

也不識字，由於他的記性和悟性都比上課中的學生好，故而學得比他們快、

成果也比他們好。換言之即使已經出社會在職場工作的王玉川，仍然沒有離

開他所喜愛的曲藝嗜好。

三 王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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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值遇名師

某一天看見鄰居家中的牆上掛有一把月琴，王玉川眼睛為之一亮而借來

彈彈看，無師自通的他在彈奏幾首曲譜之後，讓鄰居對他的天賦和本事感到

相當驚奇，於是主動為他引見九甲戲名師李金俊（1898-1977），在看完王

玉川的演奏之後極為肯定，尤其是對他熱愛戲曲、不屈不撓的堅持態度大為

讚賞，於是李金俊收下王玉川為徒並免費指導技藝。至於李金俊在竹塹地區

的戲曲界中可說是大有來頭，曾是日治時代職業九甲戲班「同樂園」的要角，

專攻「三花」與「丑旦」的行當，同時也是「香山集合社」九甲子弟團的創

辦人，在最興盛的時期會員多達三、四十人之多，同時教導演出數十齣的知

名的戲曲。(洪惠冠總編，《塹城南音舊事》。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999 年 6月，頁 50。)

▲ 王玉川藝師 ▲ 王玉川藝師▲ 王玉川、郭招治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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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國立臺灣大學洪淑苓訪談，攝於新北市瑞芳區九份，2012 年 8 月 14 日

傳聞早年貧困的李金俊，到了晚年因家境寬裕而熱心公益，經常捐資興

建廟宇、造橋舖路和濟助貧困人家，就是基於這樣的寬大胸懷之下，面對比

自己年紀小近一甲子的王玉川，感佩這位窮困年輕人的毅力和堅持，故而願

意無條件來指導傳藝。至於王玉川能夠拜入名師李金俊的門下，不僅是他生

平首位的啟蒙師、和傳統曲藝結下一生情緣的契機，最重要的是他值遇到九

甲戲的名師。由於戰後九甲戲逐漸的沒落，許多戲曲精華和劇團資料不斷地

流失，導致九甲戲技藝的保存與傳習難以進行。不過對王玉川來說也是相見

恨晚的遺憾，因為此時李金俊的年紀已經相當老邁，固然師生的緣分並未能

夠維繫很久，但相信對王玉川來說應當具有重要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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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奇妙姻緣

學藝有成的王玉川仍然留在職場上工作，某一天一個唸歌賣藥團來到村

裡賣藥，但是當時還欠缺一位伴奏，於是王玉川回家取出大廣弦毛遂自薦，

在初次合作的演出即吸引許多村人的圍觀，賣藥團的生意更是特別的好。收

場之後首度拿到生平第一次的演出酬勞五元，於是該團聘請他繼續擔任伴奏，

一直到這個賣藥團離開村裡為止。經過這次的經歷給予王玉川莫大的鼓舞，

從此以後凡是有賣藥團到此演出，若缺少伴奏時，王玉川一定是自告奮勇參

與拉弦伴奏。

1960 年代王玉川獨自來到基隆的仙洞巖，遇見陳美珠等人在當地的表

演。此時的陳美珠正好離開廣播電臺，重回江湖走唱的生涯，當時主要的活

動區域即是以基隆地區為主。同時在賣藥團之中陳美珠又結識了郭招治，兩

人情同姊妹、相互照顧，因郭招治的年紀比較長，所以陳美珠視郭招治為「換

帖阿姊」。就在陳美珠與郭招治的賣藥團演出時，王玉川也即興以大廣弦和

她們一起合奏，事後她們很驚訝原來王玉川有這麼好的才藝，於是勸說他應

該要好好地善用音樂的天賦，怎麼可以埋沒在玻璃工廠當一輩子的工人？因

此在郭招治、陳美珠姊妹倆的鼓勵之下，王玉川加入她們的賣藥團，除了大

廣弦演奏之外還會搭配說唱唸歌。

13.109 年好戲開鑼 ! 傳統藝師聯展  活動照片，2020 年 7 月 2 日
14.103 年傳統藝師頒獎典禮照片，2014 年 10 月 14 日
15. 林本源園邸演出，2015 年，2 月 21 日
16. 國立台灣文學館演出，2012 年 5 月 26 日



二、藝師側寫

52

13

14

1615



53

▲ 臺南興濟宮國際學術研討會演出

　 2012 年 10 月 5 日
▲

 103 年傳統藝師頒獎典禮照片，2014 年 10 月 14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綠色和平廣播電台訪問

 　2011 年 1 月 15 日

 　前排左起：王玉川、李添丁

 　後排左起：葉文生團長、陳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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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川與陳美珠參與臺大圖書館影音數位化錄影

 　2011 年 3 月 16 日

 

當年他們三人在基隆結識並開始跑江湖，其後因王玉川與郭招治相戀成

婚，於是三人的關係也因此而有所改變。若按照拜師學藝的時間先後論定，

並且在論輩不論歲的原則之下，王玉川應該要稱陳美珠為師姊；但因為王玉

川娶了換帖姊姊郭招治之後，陳美珠則必須尊稱王玉川為姊夫，後來陳美珠

乾脆改稱王玉川為師兄。這個稱法一生不僅都沒有改變，甚彼此至一直維持

著緊密的合作關係，尤其當時常常騎著機車到處東奔西跑、走南闖北，成為

日後江湖走唱事業的重要夥伴。

▲ 新北市政府王玉川受獎典禮

　   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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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唸歌團應邀臺南興濟宮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演出

 　2012 年 10 月 5 日

 　左起：王玉川、陳寶貴、陳美珠

▲ 臺灣唸歌團應邀國立臺灣大學國青大樓演出

　 2013 年 6 月 3 日

 3. 闖蕩江湖

王玉川與郭招治結婚之後，改成夫妻檔一起闖蕩江湖，至於陳美珠也在

不久之後與陳寶貴合作，成為江湖界另外一組的雙嬌姊妹檔。由於他們夫妻

倆的表演相當受到群眾歡迎，因此更加堅定要以賣藥團的唸歌走唱做為職業，

當年經常演唱的戲齣故事，是以《周成過臺灣》、《三伯英台》、《陳三五娘》、

《薛平貴王寶釧》、《李三娘》和《通州奇案》等為主。合作的模式則是由

王玉川拉大廣弦、郭招治彈奏月琴，同時兩人分別扮演故事中的多種角色，

再加上夫妻倆的表演默契十足，所以不論是唸歌唱戲的他們、或是聽歌入戲

的觀眾，都同時達到臺上臺下交融盡興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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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當年他們表演的足跡遍及全臺各地，但是並非非人人都可以從事

「王祿仔先」的賣藥工作，必須依照規定向政府申請核發「成藥許可證」，

俗稱為「賣藥牌」，有了這塊牌照時才能組織八個人以內的賣藥團。至於出

團到一個地區演唱賣藥之前，還必須事先到管轄當地的派出所登記申請，一

次最多可以申請三天；如若生意真得太好時，則可以連續再申請，只要是不

違犯相關的法律規定者，原則上是不會限制申請的次數。王玉川回顧當年還

很樸實的農業社會，因娛樂文化相當缺乏，每逢賣藥團來到村莊裡表演時不

但深受歡迎，還會受到當地人的特別關照，例如有時候連電費不但不收，還

會泡茶、飲料款待給他們。每次一回憶起這一段往事時，對於當時富有人情

的年代有著無限的懷念。

▲ 臺灣唸歌團應邀南方澳漁港啟用 90 週年暨鯖魚節演出

　 2013 年 10 月 19 日

▲ 陳美珠（右）與陳寶貴應邀臺北市大稻埕戲苑演出

 　201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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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入晚年

時代的巨輪來到 1970 年代電視機的普及，使得歌仔戲、甚至唸歌說唱

都已經走入螢光幕，造成娛樂文化的型態產生巨變，連帶地走村串社的賣藥

團演唱生意大受影響，王玉川夫婦在這艱困的變遷時代苦撐了十幾年之後，

終於停止江湖走唱賣藥的生涯。晚年之後自從妻子郭招治病逝，王玉川的表

演轉與陳美珠合作，他們利用早晚的時段在不同地方演唱兜售藥品，例如清

晨一早來到公園演唱，目標是針對早起運動的民眾；到了晚上則是到夜市演

唱，鎖定的對象則是休閒逛街的遊客。回顧當年他們一起走過臺北市的青年

公園、桃園市的文昌公園，新北市三重區的大同公園和水流公園，以及許多

知名的觀光夜市等。

▲ 臺灣唸歌團應邀南方澳漁港啟用 90 週年暨鯖魚節活動

　 2013 年 10 月 19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南方澳漁港啟用 90 週年暨鯖魚節演出

 　2013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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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紀的不斷增長、身體健康的不斷惡化，步入晚年之後王玉川的活

動大為減少，而搭檔陳美珠的晚年生活更為清苦，除了缺少演出機會之外，

也因其子理財問題而造成經濟危機。陳美珠若在沒有演出的時間裡，會借用

住家旁的私人土地上種菜，既可藉由勞動來自給自足，同時還有新鮮安全的

蔬菜可以食用。若有多餘的新鮮青菜時，則會親自送到板橋江子翠的王玉川

家，當然王玉川也知道陳美珠的狀況並不好，於是掏出三百、五百元給她貼

補家用，雖然金額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們師兄妹之間的情誼。然而也因為

感情太深厚了，彼此的個性又都很強烈，有時只是為了一些小事情就賭氣嘔

氣，甚至爆發激烈的衝突而大哭一場，在出面調解的弟子眼中，其畫面就像

一對外表鶴髮老邁、內心卻似小男孩女孩般的吵鬧。

5. 緬懷藝師

唸歌說唱是王玉川的終生事業，對於唸歌充滿了熱情和專業，尤其是強

調說唱者在表演時必須將感情融入其中，王玉川曾經說過「唸歌」不是坐著

唸一唸而已，那樣的話觀眾絕對是聽不下去的。如果唸到激動之處，甚至要

站起來揮舞雙手，這種的表演技巧就叫做「欠頭」（秘訣）。事實上唸歌說

唱是屬於小劇場的表演藝術型態，也就是臺上和臺下建立在互動交流的關係，

是故王玉川說當觀眾越多時，越能夠激起說唱者的潛力，於是演出時變化也

就愈多；當然「欠頭」做到位的話，觀眾自然就會捧場，下次必然招徠更多

的觀眾。在王玉川的努力經營之下締造很高的成就，於是 2014 年依據《傳

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被提報登錄為新北市傳

統表演藝術「說唱」保存者，並於 2014 年 9月 9日通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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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唸歌團應邀林本源園邸「唸歌唱曲

　 與恁聽」演出海報

　 2013 年 7 月 20 日

▲ 臺灣唸歌團應邀國立臺灣大學國青大樓

　 演出海報

　 2013 年 6 月 3 日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王玉川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病逝；而陳寶

貴畢生的重要搭檔陳美珠，也於 2019 年 9 月 12 日從人生的舞臺中謝幕，不

僅連續痛失二位傑出的前輩傳統唸歌藝師，也是臺灣傳統表演藝術說唱文化

資產的損失，同時對於陳寶貴來說，更頓時失去偕手一起江湖走唱、度過數

十寒暑的好搭檔。不論如何，本文透過《路遙知馬力》的記錄與研究之際，

同時側寫陳美珠、陳寶貴和王玉川藝師的小傳，希冀能為臺灣傳統表演藝術

的唸歌說唱盡一份綿薄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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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好戲開鑼 ! 傳統藝師聯展  活動照片，2020 年 7 月 2 日

▲ 宜蘭羅東禪木工坊演出

　 2015 年 4 月 20 日

▲ 臺北市大稻埕戲苑演出

　 201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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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稻埕戲苑演出

　 2015 年 8 月 20 日

▲ 林本源園邸演出

　 2015 年 2 月 21 日

▲ 出席臺南興濟宮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主辦）2013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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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演出，2013 年 12 月 13 日

▲ 林本源園邸演出，2014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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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　場
No.1　【家婆譜】　主唱：陳寶貴　　　　

上乂五上五六五
１２６１６５６
上乂五上五六工（翻）
１２６１６５３
工五六五六
３６５６５
五上五六五
６５６５６
工乂工
３２３
上乂士
１２６

工乂工
３２３
六
５
工六工乂上
３５３２１
上乂工
１２３
乂上乂
２１２
上乂五上五六五
１２６１６５６

「翻」是指反覆輪唱時，即從第二句「上乂五上五六工」唱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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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遙知馬力》的片頭是由陳寶貴主唱【家婆譜】做為開場，關於【家

婆譜】又稱為【工尺譜】、【四門譜】、【車鼓調】或【車鼓弄】，是在臺

灣民間傳誦已久的傳統曲調，陳寶貴曾提及在南管的七子戲中即已存在；此

外在牛犁歌、車鼓陣或歌仔戲之中也可見及。由於【家婆譜】的曲調平易近

人，記譜又可朗朗上口，帶動現場的熱鬧氣氛，於是「臺灣唸歌團」或是陳

美珠與陳寶貴的演出，便將【家婆譜】做為說唱表演的片頭。

唱完【家婆譜】之後，陳美珠和陳寶貴除了相互問候、自我介紹之外，

還向觀眾說明表演的節目是《路遙知馬力》。至於該齣的故事內容和典故齣

處為何呢？雖然她們假意詢問大家是否知悉，但卻又故意不解說清楚，而是

以趣味的口吻調調觀眾的胃口，希望各位觀眾耐心地聽她們唱下去。說完之

後陳美珠彈起電吉他開唱，正式揭開《路遙知馬力》表演的序幕。

為方便讀者瞭解本單元故事的章節段落，以及每一段落所唸唱的曲牌、

角色和主唱，遂整理成如下表以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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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路遙知馬力》唱念暨曲牌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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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知馬力》合輯 01 - | 開場、求助拜兄 |

［劇情說明］

范路遙與施馬力是結拜兄弟，雖然施馬力父母雙亡、家道中

落，所幸被大哥范路遙收留，住在范家莊生活無虞。

過去施家曾與梁家舊好，施馬力與梁家千金梁秀英，從小即

訂有婚緣，奈何重富欺貧的岳父梁田，聞知施家沒落而有意毀婚。

於是假借生日做壽為名，寫信通知施馬力前來，但三餐靠人

接濟、身無分文的施馬力，怎麼有錢準備祝壽賀禮？

為此不得不求助結拜大哥，疏財仗義的范路遙當然允諾幫

助，但是他為小弟準備祝壽賀禮，卻是一個三層紅紙、裡面只有

二個銅錢的大紅包������

二 求助拜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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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早間起來天光時

Tsá kan khí lâi thinn kng sî

我有接著岳父批信共我通知

Guá ū tsiap tio ̍h ga̍k hū

今仔日著是壽誕來的日子

Kin á jit̍ tio̍h sī siū tàn ê jit̍ ji̍

我若無過家這嘛不合宜

Guá nā bô kuè ka tse mā put ha̍p gî

毋過想一个倒轉我馬力真散赤

M kò siūnn tsi̍t ê tò tńg guá má li̍k tsin sàn tsia̍h

三頓著強欲無通食

Sann tǹg kiông bueh bô thang tsia̍h

依賴阮拜兄五間尾咧徛

I lāi gún pài hing gōo king bué teh khiā

心事毋知欲講予啥人聽

Shin sū m ¯ tsai beh kóng hōo siánn lâng thiann

欲講予啥人聽

Beh kóng hōo siánn lâng thia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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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珠唱完二葩的【七字調】，便自報家門是劇中主角施馬力，自幼父

母雙亡之後家道中落，原本只能住在殘破不堪的茅屋，幸好被結拜的兄弟范

路遙的收留。然而自尊心強、志氣高的施馬力，為避免其他的家人輕視，而

自願住在范宅的厝尾，以避開出入時和人相遇之尷尬。自從接到一封來自岳

父梁田家的信，告知今天是他的壽誕，並請施馬力回家祝壽，頓時陷入惶惶

不安的心情。關於這門親事是施家還未沒落時，與梁家的千金梁秀英所訂定

的親事，如今連度三餐都有困難的施馬力，怎麼有錢採購賀禮前去祝壽？幾

經思量之後便唱起【烏暗路】。



三、《路遙知馬力》唱唸與故事

74

No.3　【烏暗路】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想來想去誠煩惱

Guá siūnn lâi siūnn khì tsiânn huân ló

我欲怎樣來發落

Guá bueh tsuánn iūnn lâi hua̍t lo̍h

一半煩惱也嘛想清楚

Tsit̍ puànn huân ló iā mā siūnn tshing tshó

我不如來去見大哥

Guá put jû lâi khì kìnn tuā ko

大哥你對我親小弟

Tuā ko lí tuì guá tshin sió tī

感謝你對阮的支持

Kám siā lí tuì gún ê tsi tshî

等我日後功名若成器

Tán guá jit̍ āu kong bîng nā sîng khì

後來才報答講也未遲

Āu lâi tsiah pò tap kóng iā buē t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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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施馬力的陳美珠以慢板而哀怨的【烏暗路】，唱出他的煩惱與無奈

之外，並以口白說明現在一無所有，又不能兩手空空前去祝壽的困境。論及

慢板的【烏暗路】在歌仔戲的演出中，常見於悲戚、傷心時所應用的曲調，

不過在高雄六堆地區的客家聚落，也有相似的曲風名為【美濃小調】。雖然

回溯臺灣各地客家移民的原鄉不盡相同，但隨著族群移動、文化交流之下，

這首【美濃小調】在南北客家聚落中流傳。最後施馬力不得不硬著頭皮，前

去請求大哥范路遙出手相助，以免被未來的岳父瞧不起，更自我期許在日後

功成名就時，定當好好報答大哥的恩情。做好決定之後施馬力遂前往大廳，

登堂拜見范路遙時開唱【四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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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1【四空仔】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一時趕緊

Guá tsit̍ sî kuánn kín

趕緊來準備

Kuánn kín lâi tsún pī

來去要求大兄伊

Lâi khì iau kiû tuā hiann i

來去要求大兄伊

Lâi khì iau kiû tuā hiann i

No.4-2【都馬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寒來暑往春復秋

Hân lâi sú óng tshun ho̍k tshiu

天涯海角任君遊

Thian gâi hái kak līm kun iû

我的心肝講誠清秀

Guá ê sim kuann ko̍ng tsiânn tshing siù

想欲往外四界來遊

Siūnn bueh óng guā sì kè lâi i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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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3【都馬尾】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坐落來廳堂悶悶悶

Tsē lo̍h lâi thiann tn̂g būn būn būn

心內啊才想啊

Sim lāi ah tsiah siūnn ah

只想我一項物唉哦一項物

Tsí siūnn guá tsi̍t hāng mn̍gh ai oh tsi̍t hāng 

mn̍gh

No.4-4【四念白】　范路遙（陳寶貴）

字是隨身寶

Jī sī suî sin pó

才是國家珍

Tsâi sī kok ka tin

將身遊四海

Tsiong sin iû sù hái

到處不求人

Tò tshù put kiû l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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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連續有三葩的【四空仔】、【都馬調】、【都馬尾】，以及一葩

的【四念白】，其中第一葩【四空仔】是由陳美珠所唱，唱出施馬力前往大

廳求助時的緊張情緒。唱完之後緊接由陳寶貴所飾的范路遙登場，先叫板一

聲之後從第二葩的【都馬調】唱起，唱完【都馬尾】之後再來一段【四念白】。

由於范路遙是一位地方富紳、事業有成，同時又宅心仁厚、講求情義和樂善

好施，所以曲牌轉換成平穩和緩的【都馬調】，從唱詞到念白都反映出豪氣

干雲與開闊的胸襟。念白完畢之後自報家門范路遙，家住洛陽縣范家莊，父

母雙亡之後繼承萬貫的家產，從小即與施馬力結拜成生死之交，自從這位賢

弟家道中落心裡過意不去，於是收留在范家之中並供應三餐飯食，當然也為

能夠照顧施馬力而感到欣喜。

就在范路遙自忖今天風和日麗，卻不知施馬力究竟去到何處時，正好見

他前來大廳。施馬力一見范路遙正坐於廳內並神情愉悅，頓時減少了些許的

緊張心情，於是連忙進入廳內拜見大哥，在一番寒暄之後，范路遙告知不見

賢弟而感到心煩。然而施馬力卻礙於情面與尊嚴，實在是一時不知如何來開

口，范路遙則安慰說彼此同是一家人，有任何事情都可直說無妨，於是施馬

力據實以報收到岳父的來信，今天必須返家祝壽卻沒錢購置祝壽賀禮。范路

遙回覆說賢弟為人正直忠厚，幫這個一小忙是不足為奇，所以應允為施馬力

準備一大紅包做為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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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范路遙轉過頭來自言自語，早已耳聞施馬力的岳父梁田為富不仁、

欺貧重富，早就對落魄的未來女婿施馬力有所不滿，如果此回的紅包禮金包

得大，固然是可以贏得岳父的滿心歡喜；假若紅包錢包得很少的話，必定會

嫌棄施馬力而勃然大怒。范路遙為了測試梁田的為人，以及考驗施馬力的應

變能力，故意用三層紅紙將紅包包得很厚，事實上裡面只包有二個銅錢，想

知道這個梁田看到之後有何反應。準備好之後便將這個大紅包交給施馬力，

並告知岳父收下之後一定會很滿意，不知情的施馬力在連番道謝之後，即刻

啟程前去岳父家祝壽。並在拜別大哥范路遙之後，即以快板的【七字調】唱

出愉快的心情；而范路遙則是老神在在，唱著【七字調】看梁田到底會有什

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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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1【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拜別大哥出門口

Pài pia̍t tuā ko tshut mn̂g kháu

兄弟的情分你真敖留

Hiann tī ê tsîng hūn lí tsin gâu lâu

No. 5-2【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這是我路遙做會到

Tse sī guá lōo iâu tsò ē kàu

才看梁田你偌爾敖

Tsiah khuànn niû tshân lí guā nī gâu

梁田你偌敖

Niû tshân lí guā gâ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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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岳婿反目

《路遙知馬力》合輯 02 - | 開岳婿反目 |

［劇情說明］

施馬力攜帶范路遙準備的大紅包，前去岳父梁田的家祝壽，

並獻上大紅包做為賀禮。雖然梁田鄙視這位落魄女婿，但看到大

紅包之後，仍然是喜出望外。

待拆開紅包之後，發現三層厚厚的紅紙之中，裡面只有二個

銅錢，看完之後梁田勃然大怒。不久，暫且按耐下氣憤，假意問

候施馬力的近況如何？

不明究裡的施馬力，在梁田的哄騙之下，交出當年的定情信

物玉環，以及雙方簽署的訂婚書。梁田收下之後即刻翻臉，喝斥

要中斷這門的親事，並威脅施馬力簽下退婚書，若不從的話遭受

毒打一番。

在逼迫之下施馬力不得不就範，梁田收下退婚書之後，便將

施馬力轟出家門，並丟還三層紅紙、裡面二個銅錢的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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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扣仔板】　梁　田（主唱：陳寶貴）

恁逐家聽我唱

Lín ta̍k ke thiann guá tshiùnn

唱甲這幾年

Tshiùnn kah tsit kuí nî

彼咧造化來毋是

Hit leh tsō huà lâi m̄ sī

交朋友閣無情義

Kau pîng iú koh bō tsîng gī

做生理閣無趁錢

Tsò sing lí koh bô thàn tsînn

又兼歹某娶來添

Iū kiam pháinn bóo tshuā lâi thinn

一日食一下飽

Tsit̍ jit tsia̍h tsit̍ ē pá

聽講古

Thiann kóng kóo

去看老戲  

Khì khuànn lāu 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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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亡魂佇咧問尪姨　

Khan bông hûn tī leh mn̄   g ang î

阮某色褲顛倒撆

Gún bóo sik kòo tian tò pih

跤桮若 ló 愰

Kha pe nā ló hìnn

行著路親像死狗咧拖鹹魚　

Kiânn tio̍h lōo tshin tshiūnn sí káu leh thua kiâm hî

拖鹹魚

Thua kiâm h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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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過場之後陳寶貴咳嗽二聲，瞬間變成低沉沙啞的老人聲，也就是轉

換成施馬力的岳父梁田，並以類似數來板的【扣仔板】做為登場，從念白當

中看得出這個人的品性不端、無情無義，同時又一事無成。念完【扣仔板】

之後，還故意以老人家的口吻，說明為何要念一些不三不四的內容，就是因

為年紀大了無所事事，接著就自報家門說他一生也曾經奔波過，然而娶到一

個不爭氣的老婆，沒有為他生個兒子、只有一個女兒梁秀英。但話說回來這

個女兒很孝順，所以梁田也很滿意、很疼愛，只不過從小就和施家的施馬力

訂親，沒想到施家後來家道中落，還聽說施馬力的現況很落魄，梁田唯恐女

兒跟著連累受苦，故而相當後悔這一門親事。於是假借做壽的名義騙施馬力

過來，想看看他的現況之後再做打算，然而已經通知很久了，怎麼一直都沒

有施馬力回覆的消息。

正當梁田感到奇怪、吩咐家僮多加注意有無訪客時，施馬力及時趕到岳

父的家門。此時陳寶貴又飾演另一個家僕的角色，並以口齒不清、嚴重口吃

的搞笑方式來接待施馬力，經察知是姑爺的到來之後，立刻通報老爺梁田知

悉，在互動的過程中，還使用許多的諧音詪來增加對白的趣味性。施馬力正

式登堂拜見岳父梁田，在一番寒暄客套與賜座之後，梁田端詳這個未來女婿

的穿著打扮之後，似乎有點情緒上頭，得知施馬力在一收到書信之後，便專

程攜帶紅包厚禮前來祝壽，於是馬上又變得興高采烈。然而在拆開這個大紅

包時發現三層的紅紙當中，包裹的只有二個銅錢時而勃然大怒，於是以【藏

調仔】唱出相當激憤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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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藏調仔】　梁　田（主唱：陳寶貴）

看著紅包氣怫怫

Khuànn tio̍h âng pau khì phut phut

氣甲心肝誠鬱卒

Khì kah sim kuann tsiânn ut tsut

馬力你實在予我真鬱卒

Má lik lí sit̍ tsāi hōo guá tsin ut tsut

鬱卒  鬱卒  閣鬱卒

Ut tsut  ut tsut  koh ut tsut

誠鬱卒

Tsiânn ut tsut

我實在誠鬱卒

Guá sit̍ tsāi tsiânn ut ts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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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調仔】是傳統歌仔調之中最能夠展現盛怒的情緒，原本就愛財如命

的梁田，對於施馬力只包二個銅錢的假紅包更是氣憤難消，因而唱得彷如捶

胸頓足、怒不可扼，甚至唱完之後還爆出一句粗口。許久之後先深深地喘了

好幾口氣，才將情緒稍稍緩和下來，這時候的施馬力仍然不知道究竟怎麼一

回事，還以為岳父看過這個紅包之後應該會很高興。梁田暫時按耐下憤怒的

情緒，刻意換成平和的口氣詢問施馬力，不知有無攜帶信物玉環和訂婚書過

來？施馬力則回應隨時都帶在身上，因為家父在生前特別交代過，這是相當

重要的信物而務必妥善保管。

聽完之後梁田馬上變得嚴肅而認真，要求檢查玉環信物和訂婚書的真

假，施馬力因應要求而隨即奉上，在梁田拿到信物和訂婚書之後立刻端詳確

認，果然是當年他親自贈送與簽署。這時梁田馬上變臉說現在就物歸原主，

同時很嚴厲地質問他現在究竟是在幹什麼工作？施馬力只好據實以報目前無

業，暫時被其結拜的大哥收留，但一直埋頭認真讀書準備科考，許諾他日求

得功名之後定來風光娶親。梁田聽完之後哈哈大笑並嗤之以鼻，奚落施馬力

只是一個失業的無業遊民，想要迎娶他的女兒絕對是不可能，然後直接坦承

生日做壽根本就是一個幌子，純粹是要檢視他的近況如何。梁田不但沒收玉

環信物和訂婚書，還施展暴力威脅的手段，強迫施馬力簽署退婚書，言明從

此兩家恩斷義絕、婚姻則毫無關係。面對絕情的岳父強迫退婚，於是陳美珠

以慢板的【慢頭】來表現悲從中來的施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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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1【慢頭】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聽著言語心哀悲　心哀悲

Guá thiann tio̍h gân gí sim ai pi sim ai pi

岳父啊你變心做一時

Ga̍k hū ah lí piàn sim tsuè tsit̍ sî

心傷哀悲

Sim siong ai pi

No.8-2【將水】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言語聽著

Guá giân gí thiann tio̍h

聽著言語我心疼入心

Thiann tio̍h giân gí guá sim thiànn jip̍ sim

心疼入心　

Sim thiànn jip̍ sim

岳父你在通按呢生

Ga̍k hū lí tsāi thang án nih s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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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珠在唱完【慢頭】之後，又緊接著唱【將水】，這兩首都是來自南

管曲調，藉以反映施馬力受到退婚的打擊，先以【慢頭】展現極度的哀傷；

但哀傷之後又出現憤慨不平的怒氣，隨即以【將水】展現充滿恨意，並激動

地指責岳父的無情。唱完之後施馬力一再解釋，雖然現在暫無事業成就，但

持續努力準備科考、寄望日後功成名就，雙方訂有婚約、明媒正娶並不假，

何況此回也盡孝前來祝壽，不明岳父為何對他如此薄情。但已經鐵了心的梁

田直接撂下狠話，如果不簽退婚書的話，就威脅將命令下人拿起棍棒打他，

一直打到就範為止。受到威脅逼迫的施馬力，遂以【七字調】唱出無奈與害

怕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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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岳父你在通敢會遮殘忍

Ga̍k hū lí tsāi thang kám ē tsiah tsân lím

無人像你遮爾雄心

Bô lâng tshiūnn lí tsiah nī hiông sim

我毋敢想你共我相致蔭

Guá m̄ kánn siūnn lí kā guá sio tì ìmm

無錢嘛毋敢欲娶恁的千金

Bô tsînn mā m̄ kánn beh tshuā lín ê tshian kim

長槌短棍將我打

Tn̂g tuî té kùn tsiong guá tánn

我馬力

Guá má lik̍ 

小細又閣瘦卑巴

Sió sè iū koh sán pi pa

怎堪咧長槌短棍將我拍　

Tsuánn kham leh tn̂g thuî té kùn tsiong guá phah

無奈我也著愛寫　

Bô nāi guá iā tio̍h ài siá

毋免受人屈打在梁家　

M̄ bián siū lâng khut tánn tsāi niû ka

這款的情景我食袂焦

Tsit khuán ê tsîng kíng guá tsia̍h buē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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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陳美珠唸唱道出悲傷的同時，陳寶貴飾演的梁田刻意在旁邊插嘴，

喝斥叫你趕快簽下退婚書，你在唱什麼【哭調】？在此所指的【哭調】即是

慢板的【七字調】。同時在前述第二葩的【七字調】之中，道盡施馬力自忖

個子矮小、身體瘦弱，真得禁不起挨打而不得不就範的原因，梁田則繼續嗆

聲施馬力：「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亡。」施馬力不想吃這個眼前虧，於是

強忍悲傷而簽下了退婚書。梁田收走退婚書之後，便把不再是女婿的施馬力

轟出去，並把三疊紅紙、二個銅錢的爛紅包丟還給他，此時才知大哥范路遙

為他準備的紅包，竟然是如此的不堪，難怪岳父會這麼生氣，於是施馬力埋

怨起大哥為何要害他？但不管如何先回家再說。至於梁田這方面，則因解除

這門婚事而感到很高興，從此就可以為女兒重新找個好人家，甚至說到要找

個更有錢的富貴人家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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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運河二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賢弟這去遮爾久

Hiân tē tsit khì tsiah nī kú

予我心肝足誠挐

Hōo guá sim kuann tsiok tsiânn jû

恐驚毋知發生啥乜事

Khióng kiann m̄ tsai huat sing siánn mih sū

害我想甲面 tsû tsû

Hāi guá siūnn kah bīn tsû tsû

紅包欲趁伊梁田

Âng pau beh thàn I niû tshân

恐驚伊的心肝有偌絚

Khióng kiann i ê sim kuann ū guā ân

我著廳堂坐咧等

Guá tio̍h thiann tn̂g tsē leh tán

等我賢弟來講頭一層

Tán guá hiân tē lâi kóng thâu tsit̍ ts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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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過場之後飾演梁田的陳寶貴，立即又換回范路遙的身分，並以【運

河二調】唱出等待賢弟歸來的心情，雖然唸唱的曲風平穩和緩，但卻皺著眉

頭表現心情的焦慮，尤其深知這個假紅包必然會招來事端，故而惶惶不安地

坐在廳堂等待，唱完之後便道出對賢弟的安危感到擔心。這時回到家門的施

馬力，一見到范路遙便哀怨地哭訴，質問為何要糟蹋他啊？然後以【七字調】

簡要說明今天的遭遇。

No.11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大哥你何苦按呢做

Tuā ko lí hô khóo án nih tsuè

害我去梁家予人來看衰

Hāi guá khì niû ka hōo lâng lâi khuànn sue

因為梁田看我誠狼狽

In uī niû tshân khuànn guá tsiânn liông puē

彼號玉環佮訂婚書共我討轉回

Hit lō gi̍k khuân kah tīng hun si kā guá thó tńg  huê

大哥你何苦按呢做

Tuā ko lí hô khóo án nih ts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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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路遙聽罷之後瞭解玉環與訂婚書被收回，還被強迫簽下退婚書，施馬

力責怪大哥若不想幫忙就算了，為何要用這種假紅包的方式害他呢？害他被

岳父瞧不起而被逼迫退婚。范路遙則解釋道並非故意要害賢弟，而是因為這

個梁田人品太差，不趁此機會看清的話往後是沒完沒了，如果賢弟因為娶不

到老婆而傷心，范路遙願意做主來幫他娶親，何必在乎梁田那一家人？不過

施馬力回覆並非娶妻不成而難過，在意的是這門親事是父母生前所主張，日

後假若功成名就時便得以明媒正娶，藉完成父母的心願以盡孝道，如今事已

至此也就看破了，施馬力決定今後終生不娶。范路遙聽完之後便鼓勵他先別

失志，男子漢要提得起放得下，這只是一件小事而無須掛在心上，同時安慰

他這一路上辛苦了，及早進房休息吧！施馬力只   好大嘆一聲罷了而回房去。

No.12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梁田你的做人遮無肚量

Niû tshân lí ê tsò lâng tsiah bô tōo liōng

少人親像你心肝遮爾雄

Tsió lâng tshan tshiūnn lí sim kuann tsiah nī hiông

無替下輩來設想

Bô thè ē puè lâi siat sióng

路遙欲來試你我嘛有苦衷

Lōo iâu beh lâi tshì lí guá mā ū khóo thiong

試你我嘛有苦衷

Tshì lí guá mā ū khóo th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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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1 【七字調】　阿桃干（主唱：陳美珠）

為著紅包我誠拚勢

Uī  tio̍h âng pau guá tsiânn piànn sè

一定紅包會足大个

It tīng âng pau ē tsiok tuā ê

因為你配伊會當過

In uī lí phuè I ē tàng kè

講著伊絕對攏無推

Kóng tio̍h I tsua̍t tuì lóng bô the

待施馬力回房之後范路遙便以快板的【七字調】痛罵梁田，為人度量狹

小、心狠手辣，也不替年輕人多多著想，為此才不得不用計來測試他的人品。

既然不出范路遙所料，因此又心生一計要來對付梁田，便命下人召喚媒人婆

阿桃干過來。這時候陳寶貴又轉換成梁家的僕人，而媒人婆角色即是由陳美

珠來扮演，兩人將僕人的口無遮攔的小丑角色，以及語調高亢、碎嘴話多且

逗趣開朗的媒婆個性等表露無遺，和之前所展現氣度非凡、穩重大方的范路

遙，以及自怨自艾、落寞哀怨的施馬力完全截然不同。媒人婆跟隨家僕來到

梁家莊之後，范路遙告知媒人婆他想要娶妻，而且已經有了心儀的對象，也

就是梁田的女兒梁秀英，因此請託阿桃干代為說媒，並且已經備妥聘金一百

兩銀和一些貴重的聘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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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珠扮演的媒人婆阿桃干，因為接下這個任務之後，就可以賺取很大

的紅包禮金，故而興高采烈地帶著聘金和聘禮，馬不停蹄地前往梁家代范路

遙提親，同時以快板的【七字調】唱出她作媒的愉悅心情。唱完之後象徵提

親的媒人婆已經遠行，然後由陳寶貴飾演的范路遙接著唱【七字調】，從歌

詞中道出此番的提親計畫，純粹是為了要幫施馬力來完成心願。

No.13-2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感謝媒婆鬥相共

Kám siā muê pô tàu sann kāng

我路遙欲娶某做大人

Guá lōo iâu beh tshuā bóo tsò tuā lâng

看著賢弟我心疼痛

Khuànn tio̍h hiân tē guá sim thiànn thàng

我欲共馬力鬥幫忙

Guá beh kā má lik̍ tàu pang bâng

共伊來鬥幫忙

Kā I tàu pang bâ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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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弟取親

《路遙知馬力》合輯 03 - | 為弟娶親 |

［劇情說明］

施馬力返家後哭訴，被梁田威脅逼迫而簽下退婚書，同時埋

怨大哥為何要捉弄他？害他被岳父輕視而退婚。范路遙則告知小

弟，這是為了要測試梁田的為人。

為此范路遙心生一計，請媒婆阿桃干備妥聘禮、攜帶聘金

一百兩前去梁家提親；為女兒解除婚約的梁田，正急著要找個富

貴人家，一見媒婆帶來厚禮及禮金，為地方仕紳范路遙說親，自

然滿口答應下來。

范路遙待親事訂妥，便告知小弟將要成親，對象是梁田千金

梁秀英，即施馬力原來的未婚妻。然而范路遙藉口工作繁忙，故

意請託施馬力幫忙，代替大哥前去娶親，讓施馬力為難與哭笑不

得。

至於梁秀英也不肯毀婚改嫁，所幸婢女阿春獻計，聞知范路

遙與施馬力兄弟情深，看前來取親的新郎是誰，若是施馬力本人

的話，再決定上花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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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萬枝調】　梁　田（主唱：陳寶貴）

竹仔開花直 lóng sóng

Tik á khui hue tit̍ lóng sóng

石頭開花結規 bong

Tsio̍h thâu khui hue kiat kui bong

火車開花放盡磅

Hué tshia khui hue pàng tsīn pōng

搪著六隻烏貓王

Tn̄g tio̍h la̍k tsiah oo niau ông

一陣烏貓拄六隻  

Tsit̍ tīn oo niau tú la̍k tsiah

拄好三雙攏無奇

Tú hó sann siang long bô khia

烏貓行路手哪搤  

Oo niau kiânn lōo tshiú ná iah

搤欲車頭坐火車

Iah beh tshia thâu tsē hué ts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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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過場之後飾演范路遙的陳寶貴，又立刻換成梁秀英之父梁田，還以

老人的低沉聲音唱出【萬枝調】，關於【萬枝調】是日治時代新編的創作民謠，

原始歌名為《業佃行進曲》，其作曲者則是郭明峰。然而這首民謠會在高雄

地區廣為流傳，是到戰後由高雄的地方政壇名人郭萬枝所改編，1964 年天使

唱片公司發行《鹽埕區長》（又名《郭萬枝調》），作曲人就載明為郭萬枝，

而故事主角即是他自己在擔任鹽埕區長時，所經歷過的燈紅酒綠、風花雪月

之香豔故事。然而歌詞中暗喻男歡女愛、床第風光的情節太多，在當年還處

於軍政戒嚴的嚴厲時代而被政府查禁，越是如此反而大受地下禁歌市場的矚

目，並在風月場所中廣受歡迎與歡唱。

是故這一首非傳統歌仔調的曲風相當的輕快，再加上歌詞的內容荒誕無

俚頭，更能夠呼應梁田第一次登場時【扣仔板】的念白。由於梁田狠心地逼

迫施馬力退婚，為女兒將來可以嫁給有錢人而感到興奮，此時代表范路遙前

來說媒的阿桃干抵達，言明要幫梁田做媒人、討論親事，梁田故意調侃問說

是要幫他娶細姨嗎？阿桃干大喊非也，而是要向梁田提親，請示是否同意迎

娶其女兒梁秀英，對方是地方富紳范家莊的范路遙老爺啦！梁田早已耳聞樂

善好施的范路遙之盛名，為能夠攀上這樣的大富人家真是樂不可支。

尤其梁田聞知范路遙聘金就是一百兩銀，讓他深感這個女婿真是出手大

方、財力雄厚，在收下聘金之後，梁田隨即另外拿出一百兩當做綵禮，希望

女兒嫁入夫家之後能夠獲得善待、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然後又再拿出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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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做為回頭訂，意思就要跟這個女婿交心交定了。這個舉動讓媒人婆喜出望

外，並說從來沒有談過這麼順利的大親事。既然雙方都合意，梁田說只要訂

妥好時好日，隨時都可以前來迎娶，甚至自嗨最近真是鴻運當頭，什麼事情

都能夠心想事成。當這門突然到來的親事談妥、以及送走媒人之後，即刻叫

喚女僕阿春過來，當然這個阿春的角色，就是由剛剛扮演媒人婆的陳美珠繼

續接演，梁田交代阿春告知小姐，已經幫她找到好人家準備出嫁；同時也請

她轉達夫人知悉這件喜事，並帶領小姐採購嫁妝，買得越多越好、但切勿隨

便亂買。

No. 15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世間的人不知足

Sè kan ê lâng put ti tsiok

造成這場的悲劇

Tsō sîng tsit tiûnn ê pi kio̍k

怪我路遙失斟酌

Kuài guá lōo iâu sit tsim tsiok

害我的賢弟去予人來侮辱

Hāi guá ê hiân tē khì hōo lâng bú jio̍k

予人來侮辱

Hōo lâng lâi bú j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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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場之後再度回到范路遙這邊，從這一葩【七字調】的歌詞，得知對自

己的賢弟被梁田侮辱而心有所不干，並立誓此仇不報枉為人，因此才來設計

這一局，以自己的名義將梁田的女兒娶過門來。是時媒人婆回來稟報，今日

說媒一事進展得相當順利，送走任務完成的媒婆之後，范路遙便再邀請施馬

力入內，告知大哥他最近就要娶親了。施馬力聞知大哥喜事臨門而道聲恭喜，

因為他也年紀不小、欠缺一位賢內助在生活上相扶持；但是一知成親的對象

竟然就是梁田的女兒，即他未能娶進門的未婚妻梁秀英時，心情遂立刻跌入

谷底。

No.16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聽了大哥咧講我心肝凝

Thiann liáu tuā ko leh kóng guá sim kuann gîng

欲娶我彼个未婚妻梁秀英

Beh tshuā guá hit ê bī hun tshe niû siù ing

為何阮大兄這爾無定性

Uī hô gún tuā hiann tsiah nī bô tīng sìng

我心肝著是暗暗才佇咧凝

Guá sim kuann tio̍h sī àm àm tsiah tī leh gîng

暗暗佇咧凝

Àm àm tī leh gî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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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馬力以相當哀戚的口吻唱完這一葩【七字調】，竟然要迎娶他的未婚

妻而感到傷心難過，並且埋怨大哥為何這麼沒定性，但是再大的痛苦也只能

夠自己吞進去。此時范路遙還故意問他說，一聽到大哥要娶梁秀英為妻，是

不是感到非常地不開心？施馬力只能夠很低聲下氣地說是的。范路遙又繼續

質問說您們都已經退婚、沒有婚約關係了，你又在那裡難過什麼呢？施馬力

一時啞口無言，只好說以後不會再想這件事情了。這時候范路遙又說道，既

然你為我娶妻而感到高興，而自己平時要處理內外的事務，經常是非常地忙

碌，所以此回連要去梁家迎娶新娘的時間都沒有，在此想要拜託賢弟幫一個

忙，可否替大哥去把新娘給娶回來？

施馬力當然被這樣的請求給嚇一跳，世間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小弟去

幫大哥娶回兄嫂，這樣說來成何體統啊！范路遙卻說已經幫他備妥一套禮服，

穿上去之後不用怕被人瞧不起，何況這個小弟一直住他的、吃他的，現在連

幫大哥一個忙娶回新娘都不肯，這樣又談得上是什麼兄弟呢？施馬力以為是

大哥故意在惡整他，所以很痛苦又很無奈地唱這一葩【七字調】。

No.17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大兄你明明共我凌遲 

Tuā hiann lí bîng bîng kā guá lîng tî

你叫我去娶親明明是刁持

Lí kiò guá khì tshuā tshin bîng bîng sī thiau t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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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馬力怨嘆喉管滇 

Guá má lik̍ uàn thàn âu kńg tīnn

無奈較苦我也著應伊

Bô nāi khah khóo guá iā tio̍h ìn i

害我的賢弟去予人來侮辱

Hāi guá ê hiân tē khì hōo lâng bú jio̍k

予人來侮辱

Hōo lâng lâi bú jio̍k

范路遙聽完之後故意責問施馬力，只是拜託他花個時間、出個力氣幫忙

而已，為什麼要這麼痛苦呢？施馬力一時無言只好答應，於是吩咐媒婆準備

花轎、帶好賀禮，連同施馬力即刻出發前往梁家代他娶親。見他們一行人出

發之後，范路遙心滿意足地回房等候消息。另在音樂過場之後，原本扮演范

路遙角色的陳寶貴，瞬間改以小旦的梁秀英身分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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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1 【五更鼓】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二八青春正當時

Jī pat tshing tshun tsiànn tong sî

好比丹桂第一支

Hó pí tan kuì tē it ki

何時佮君得相見

Hô sî kah kun tit sann kìnn

好比雲開月當圓

Hó pí hûn khui gue̍ tng înn

牛郎織女本是仙

Gû nn̂g tsit lí pún sī sian

降落凡間佮人結緣

Kàng lo̍h huân kan kah lâng kiat iân

人阮心肝誠欣羨 

Lâng gún sim kuann tsiânn him siān

當時會當結良緣

Tang sî ē tàng kiat liông i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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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2 【四念白】　梁秀英（陳寶貴）

百花開透園內芳

Pah hue khui thàu hn̂g lāi phang

尾蝶飛來成誠雙

Bué iá pue lâi sîng tsiânn siang

一輪明光對明月  

It lûn bîng kong tuì bîng gua̍t

輕風一吹入西窗

Khin hong it tshue jip̍ se thang

透過委婉優雅的【五更鼓】，以及唱完之後的【四念白】，反映出正值

青春年華的芳齡，並對愛情懷抱著無限遐思的心情。梁秀英在自報家門時交

代自己深受父母的寵愛，雖然從小就與施馬力訂有婚約，但經過這麼多年了

卻未再見過未婚夫，自忖不知何時才能夠相見，好讓夫妻倆得以成婚團員。

梁秀英也曾經好幾回，向父親梁田探詢施馬力的近況為何，但他總是刻意不

予以回應，只好天天長相思、等著郎君前來相會。就在這個時候陳美珠扮演

女僕的阿春登場，笑瞇瞇地向小姐道聲恭喜，只不過梁秀英不知喜從何來？

阿春只好據實以告，前些時日老爺假借做壽的藉口，威脅逼迫施馬力簽署退

婚書，並將小姐許配給范家莊的范路遙，聽完之後梁秀英剎時傷心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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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葩南管樂曲【南管九甲四空】的曲風，遠比慢板的【七字調】來得

更哀傷，真可謂唱到肝腸寸斷、感人肺腑。梁秀英唱完之後大嘆一聲，感慨

自己的父親怎麼如此地殘忍狠心？並道出一段過往的事蹟，原來父親梁田在

年輕時一度落魄，幸好得力於施馬力之父、即她未來公公的協助，梁家才有

今天的飛黃騰達；如今竟然嫌棄施家沒落、施馬力窮苦潦倒，還恩將仇報、

背信忘義，強逼未婚夫簽退婚書，更將她自己隨意改嫁給他人。深受傳統禮

No. 19　【南管九甲四空】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聽著言語我心頭酸

Thiann tio̍h giân gí guá sim thâu sng

爹爹你有影歹心腸

Tia tia lí ū iánn pháinn sim tn̂g

將囝改嫁路遙莊

Tsiong kiánn kái kè lōo iâu tsng

說著起來目屎

Sueh tio̍h khì lâi ba̍k sái

說著起來目屎淚淋漓

Sueh tio̍h khì lâi ba̍k sái luī lâm l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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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影響的梁秀英，自言「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的原則，打從心底

就不願意之外，更想要叩頭自盡、以保貞節，幸好被女僕阿春及時攔下。阿

春苦勸小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順便告知改嫁的對象是范路遙，其實是與施

馬力結拜的好兄弟，她心裡早就懷疑這其中必定有什麼緣故，說不定是他的

結拜大哥故意安排娶親給小弟。

為此阿春給小姐獻上一計，迎娶當天時請小姐先在屋內旁觀，由阿春她

去偷看前來娶親的人，究竟是施馬力本人、或是其他人？如果是施馬力前來

迎娶的話，妳就大大方方地直接上轎，如果是別人的話妳就趕快出逃吧！聽

完這個妙計之後梁秀英才破涕為笑，立即回房告知母親事情的原委，並囑咐

阿春務必保守秘密，不可讓老爺知道她們的想法。經過音樂的過場之後，陳

寶貴輕聲溫柔的聲音立即變成低沉的歌聲，也就是扮演的角色從梁秀英轉變

成梁田。

No. 20　【百家春】　梁　田（主唱：陳寶貴）

當春逢草地  

Tong tshun hông tshó tī

萬物皆獻眉

Bān bu̍t kai hiàn b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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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田所唱的【百家春】應該是一葩十句，當後場的伴奏仍然在繼續之際，

陳寶貴唱完兩句便中斷未唱，直接以自信驕傲的口氣說完口白，不知是一時

的失誤？或是刻意展現此時的梁田，因為搭上地方的富紳范路遙而洋洋得意，

同時一直在誇口稱讚女婿如何如何得好，且等下就要過來迎娶她的女兒了。

就在梁田與阿春二人互相答嘴鼓的時候，扮演女僕阿春的陳美珠，另以口技

做出砰砰的聲效，象徵爆竹聲四起、鑼鼓喧天的迎親隊伍到來，梁田便相當

興奮地出外迎接。

此時陳美珠又跳轉成帶領迎親隊伍的媒人婆阿桃干，與梁田雙方一番寒

暄之後，場景又立即跳到梁秀英的小姐閨房，陳寶貴飾演的梁秀英一副惶惶

不安，不知道前來娶親的新郎究竟是何人？而陳美珠所扮演的阿春則先請小

姐安心，然後立刻跑去看看新郎是誰。一看果不其然就是原來的姑爺施馬力，

於是趕回小姐閨房通報，此時鳳冠霞披、盛裝打扮的梁秀英，終於心滿意足

地放下頭蓋，跟隨眾人出門上轎。場景又轉到送女兒出門的梁田，在陳寶貴

一陣陣低沉的呵呵笑聲，以及扮演阿春的陳美珠，三不五十地發出砰的爆竹

聲，完成迎親嫁女的熱鬧場面，志得意滿的梁田大擺宴席，吩咐阿春召請更

多的左鄰右舍前來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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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終成連理

《路遙知馬力》合輯 04 - | 終成連理 |

［劇情說明］

施馬力代替大哥娶回新娘之後，范路遙又請小弟繼續幫忙，

代他去踢轎門和拜堂，直到進洞房時范路遙出面制止，故意把施

馬力帶去喝酒，連續三晚把他灌醉。

而施馬力一直以為大哥蓄意整他，讓原來的未婚妻變成了兄

嫂，心情的鬱悶而無法分說，於是只能借酒澆愁。到了第三晚，

范路遙眼見小弟醉得不省人事，於是偷偷地將施馬力，送進新娘

的洞房中。

隔天清晨梁秀英聞到濃濃酒味，發現施馬力醉倒在房內，喚

醒後責怪為何連續三晚，讓她一人獨守空閨？然而施馬力仍不明

何故，以為冒犯了大嫂而自責請罪。

經梁秀英解說之後，才知這一切都是大哥的用意。此時范路

遙又進一步惡整，以施馬力竟敢叔嫂亂倫，而將施馬力夫妻倆趕

出家門，事實上已經預先差人，重修施馬力的故居、做為夫妻新

房������



109

No.21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到今去娶親未轉來

Kàu tann khì tshuā tshin bī tńg lâi

路遙歡喜笑咍咍 

Lōo iâu huann hí tshiò hai hai

坐蹛廳堂我安然自在 

Tsē tuà thiann tn̂g guá an jiân tsū tsāi

完成賢弟結和諧

Uân sîng hiân tē kiat hô hâi

過場之後陳寶貴換回范路遙的角色，並以輕鬆快板的【七字調】，唱出

為成全賢弟施馬力娶妻而感到欣慰，並自言日後便繼續將計就計、弄假成真，

只是掛念一行人出發迎親已久，未知情形如何而感到焦慮。此時扮演媒人婆

阿桃干的陳美珠，抵達范家莊時高聲呼喊停轎，然後進屋向范路遙回報迎親

完成，領取豐厚的紅包大禮之後，喜孜孜地正式退場之後，又瞬間改以施馬

力的身分出現。兄弟相見寒暄之後，范路遙鄭重感謝賢弟的幫忙，施馬力原

以為任務完成可以退下時，卻又被范路遙叫住，要求他繼續把接下來的流程

一一走完，例如踢轎門和拜堂。大吃一驚的施馬力實在無法接受，質問大哥

怎麼可以這樣做？深深覺得大哥是在整他、讓他心裡更難受，但是范路遙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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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大兄明明蹧躂人 

Tuā hiann bîng bîng tsau that lâng

這款做法仙毋通 

Tsit khuán tsò huat sian m̄ thang

馬力一个心肝茹氅氅 

Má lik̍ tsit̍ ê sim kuann jû tshánn tshánn

大哥你自私在 ni 通

Tuā ko lí tsū su tsāi ni thang

讀聖賢書知所進退的施馬力，從這一葩【七字調】中道盡無奈與緊張，

為什麼要讓他來做這種違反倫常的事？范路遙聽罷一直責備他又不是什麼粗

重的活，連大哥自己都沒有在計較了，為何還在那裡囉嗦？但是施馬力堅持

梁秀英已經是他的兄嫂，跟她拜堂真是成何體統？不屈不撓的范路遙繼續說，

因為我是你大哥，請你幫這個忙是不會怎樣；若是別人請你幫的話，當然一

定要推拖掉。施馬力實在說不過范路遙，而大喊一聲罷了便直接去拜堂。

回應說不用難過，等下反而一定會讓他高興的，尤其暫時做一下新郎有何不

可？況且大家都是親兄弟，小弟幫一下大哥又不會怎麼樣。左右為難的施馬

力只好無奈地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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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3 【百家春】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當春逢草地  

Tong tshun hông tshó tuē

萬物皆獻眉

Bān bu̍t kai hiàn bî

為著啥物事 

Uī tio̍h siánn mih sū

拋了妻 

Phau liáu tshi

遊遠地 

Iû uán tī

長別離 

Tiông pia̍t lî

憶昔別離時 

Ik sik pia̍t lî sî

二八少年期   

jī pat siàu liân kî

到如今 

Tàu lû kim

霜華兩鬢垂

Song huâ lióng pìn su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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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馬力與新娘拜堂時，范路遙緊接著開唱流行民歌【百家春】，其歌詞

內容為何與劇情並無關聯，而是從這一曲輕快的樂風反映此時的范路遙，眼

見小弟夫妻倆人終於順利拜堂成婚的快樂心情。拜堂之後正當兩人往房內走

時，施馬力瞬間被范路遙叫住了，還刻意說娶親、踢轎門和拜堂都讓你代替

了，但是這下進洞房就不能被人代替，並講了一句順口溜「泉州城賣米粉、

沒你的份」，聽罷施馬力真是有點懊惱和妒忌。其實范路遙是故意刺激他，

想想施馬力也真可憐，新娘就在身邊卻又不屬於他，不過范路遙繼續作怪捉

弄，先在婚宴上把施馬力灌醉再做打算。

No. 24【嘆煙花】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洞房花燭滿天紅

Tōng pông hua tsiok muá thinn âng

不見新郎伊一人

Put kiàn sin lông I tsit̍ lâng

想著心肝挐氅氅

Siūnn tio̍h sim kuann lû tsháng tsháng

到底為著佗一項

Tàu té uī tio̍h toh tsit̍ hāng

予我蹛遮等規暝

Hōo guá tuà tsia tán kui mî

目睭斟酌看上天

Ba̍k tsiu tsim tsiok khuànn tsiūnn thinn

毋知郎君來到位

M ti lông kun lâi kàu uī

想著心肝足懷疑

Siūnn tio̍h sim kuann tsiok huâi g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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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場音樂之後直接轉成哀怨的曲調【嘆煙花】，此時陳寶貴的角色也轉

變成獨守空閨的新娘梁秀英，因為施馬力已經被灌醉而不省人事，而暗中搓

合的范路遙自然不會進房，所以梁秀英唱出一人在洞房、卻不見新郎，然後

一直空等到天亮。唱完之後便說到她是因施馬力來迎娶，才願意上轎嫁進門

來，既然是他踢轎門、和他一起拜堂，為何已經連續三天了都不見人影，是

不是被施馬力嫌棄而不願與她成親？每天傍晚只見他一個人獨坐於庭院，並

以白扇遮住臉，就算想要仔細看看他，施馬力也不敢與她相見，心裡的難過

真是無處傾訴，不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唉！梁秀英怨嘆已經空守洞房三

天，日夜都在思念著夫君，再加上初來乍到范家莊、人生地不熟，真叫她不

知如何是好。梁秀英抱怨完畢後暫時上床安歇，此時陳寶貴又瞬間回到范路

遙的角色開唱【七字調】。

No.25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路遙心肝有打算

Lōo iâu sim kuann ū tánn suàn

我知賢弟心艱難

Guá tsai hiân tē sim kan lân

新娘房中苦苦佇咧等

Sin niû pâng tiong khóo khóo tī teh tán

共伊刁三暗嘛無簡單

Kā I tiau sann àm mā bô kán tan

三暗也是無簡單

Sann àm iā sī bô ká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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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路遙在這一葩【七字調】之中，唱出雖知施馬力對梁秀英的情愛仍難

以割捨，卻故意惡整刁難他們三個晚上，所以每天都找施馬力喝酒，並且把

他灌得醉醺醺的。於是陳美珠所扮演的施馬力，一直在旁喊著：「醉死吧！

就醉死吧！」。范路遙還刻意告訴他小聲一點，旁邊就是梁秀英的房間，她

在裡面休息中所以不要吵。這時候范路遙將醉得不省人事的施馬力，送進新

娘的洞房之中，再輕輕地將房門關上。

No.26 【七字調】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秀英佇咧眠床睏一醒

Siù ing tī leh bîn tshn̂g khùn tsit̍ tshínn

毋過暝長難過更

M ko mî tn̂g lân kuè kinn

忽然中間鼻著燒酒的味 

Hut liân tiong kan phīnn tio̍h sio tsiú ê bī

使得奴家暗懷疑

Sú tit lôo ka àm huâi gî

奴家暗懷疑

Lôo ka àm huâi g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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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清晨梁秀英起床後，以哀怨地唱著慢板【七字調】時，卻聞到一股

濃濃的酒味，同時還聽到「醉死吧」的聲音不絕於耳，唱罷之後才發現施馬

力已經醉倒在房內，於是梁秀英幫他擦臉整理一番。待施馬力稍稍清醒之後，

梁秀英喚他數聲「官人」、「夫君」，施馬力聽見後立即回過神來。

施馬力以亢奮的語氣高唱【倍思調】，極力解釋自己不是有意擅闖兄嫂

的房間，純粹是因酒後失態而犯下大錯。但梁秀英仍然繼續喚他「官人」，

而且說他還在酒醉說酒話，她已經是施馬力拜過堂的賢妻，為何要讓她獨守

三天的空房？真是心裡相當難受。施馬力則急著說明這是一場誤會，緊接著

唱【七字調】來解釋。

No.27 【倍思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忽然聽著

Hut liân thiann tio̍h

來 peh 起忽然來看著嫂嫂伊

Lâi peh khí hut liân lâi khuànn tio̍h só só i

諒必是我酒醉煞來失了智意

Liōng pit sī guá tsiú tsuì suah lâi sit liáu tì ì

竄進你的房間毋是我刁持

Tshuàn tsìn lí ê pâng king m̄ sī guá thiau t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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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英聽罷施馬力的【七字調】之後，責問他到底是在說什麼？梁秀英

已經是嫁給他的人了，卻讓她獨守空閨，而這幾天卻只會喝得醉茫茫，要不

是幫忙醒酒回神過來，真不知道還要醉下去多久啊！尤其是為何口口聲聲都

要稱「阿嫂」？不知情的施馬力，還是堅稱其大哥范路遙是愛著她，只是因

為他工作忙碌，才請施馬力代他娶親、踢轎門和拜堂，至於洞房只能是范路

遙、而沒有他的份啊！梁秀英則明確告訴施馬力，洞房當然就是他了，並問

施馬力是不是因為受到父親的氣，所以才不願意和她成親？施馬力則解釋整

個事情的來龍去脈，當初將被逼退婚之事告訴大哥，雖然大哥一口答應會幫

他討回公道，事後卻反而向梁田提娶親，於是娶親的是范路遙、而非施馬力

本人啊！梁秀英聽完之後立即明瞭整件事的緣由，便為他分析大哥范路遙、

也是她的大伯重情重義、樂善好施，一定是看到這個小弟很可憐，所以故意

幫忙娶妻給他。此時施馬力才終於明白大哥的用意，於是興奮地開唱【七字

調】。

No. 28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叫你一聲阿嫂你毋知

Guá kiò lí tsit̍ siann a só lí m̄ tsai

新娘房我來是不應該

Sin niû pâng guá lâi sī put ìng kai

因為我酒醉毋知啥乜代

In uī guá tsiú tsuì m̄ tsai siánn mih tāi

感覺予我懷疑暗疑猜

Kám kak hōo guá huâi gî àm gî ts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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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9-1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明白大兄按呢來做

Guá bîng pik̍ tuā hiann án ni lâi tsò

不該我來暗恨阮大哥

Put kai guá lâi àm hūn gún tuā ko

也是秀英你的腦智好

Iā sī siù ing lí ê náu tì hó

我馬力真真攏想無

Guá má lik̍ tsin tsin lóng siūnn bô

No.29-2 【都馬調】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會做翁某是緣分

Ē tsuè ang bóo sī iân hūn

失去你親像鳥失群

Sit khì lí tshan tshiūnn niáu sit kûn

恁大兄做人有分寸

Lín tuā hiann tsuè lâng ū hun tshùn

下昏暗欲予咱講來結婚

Enn àm beh hōo lán kóng lâi kiat 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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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施馬力瞭解大哥范路遙的用意，以及梁秀英的聰明機智之後，遂以興

奮的快板【七字調】，唱出對梁秀英的讚嘆和誤解大哥的歉疚。緊接著梁秀

No.29-3 【都馬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大兄有情佮有義

Tuā hiann ū tsîng kah ū gī

反轉我馬力在怨恨伊

Huán tńg guá má lik̍ tsāi uàn hūn i

小姐你有影好腦智

Sió tsiá lí ū iánn hó náu tì

按呢阮這个大兄的人情是較大天

Án ni gún tsit ê tuā hiann ê lîn tsîng sī kah tuā 

thinn

No.29-4 【九甲都馬尾】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大伯做人有度量

Tuā peh tsò lâng ū tōo li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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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改以和緩愉悅的【都馬調】，感謝若無大伯范路遙的成全，她們倆也沒辦

法順利結為夫妻；其後換施馬力繼續以【都馬調】，唱出自己不應該誤解大

哥、怨恨大哥，甚至有情有義的恩情要比天高；最後梁秀英發自肺腑的心聲，

以長聲高亢的【九甲都馬尾】唱出對大伯的無比讚嘆。由於不知情而迴避洞

房的施馬力，害梁秀英白白空等了三天，因此她對施馬力發出嬌嗔式的抱怨，

不論如何要求今晚以後要好好陪她；而施馬力也感到很慚愧，當初氣頭一上、

酒一喝就不能自已，差點辜負了大哥的移花接木之計，已經清醒的施馬力許

諾會會好好陪伴梁秀英。

就在夫妻倆準備就寢時刻，扮演梁秀英的陳寶貴瞬間變臉、大聲喝斥，

也就是角色又轉換成范路遙，藉口捉姦衝進洞房來阻止他們，並厲聲質問倆

個人到底是在搞什麼？要不是他發現得早，自己的新娘就要被小弟給霸佔去

了。這樣的情景著實讓施馬力一時傻眼、不知如何是好，他真得不知道這究

竟是怎麼一回事，大哥到底是他自己要娶妻，還是為了幫助小弟完成娶妻的

心願？陳寶貴瞬間又扮演梁秀英，在旁替她的夫君施馬力求情、請大伯不要

翻臉，但又馬上跳回范路遙的角色，氣憤地回覆翻臉就翻臉！怎樣？他責備

施馬力竟敢趁自己不在的時候，私下跑進房間跟兄嫂獨處、成何體統？不然

這樣好了，這個新娘他已經不想要了，如果施馬力喜歡的話就帶走吧！面對

盛怒而口氣堅定的范路遙，施馬力還試圖想解釋這一切的誤會時，梁秀英則

在旁搭話，既然大伯要把她送給施馬力，那麼就請把她一起帶走。然後范路

遙還對施馬力嗆聲，把新娘帶走之後，就不永遠要再回來這裡，咱們的結拜

兄弟之情也從此一刀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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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0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諒必你共我受氣我欲義煞來斷

Liōng pit lí kā guá siūnn khì guá beh gī suah lâi 

tn̄g

馬力聽著我心肝酸

Má lik̍ thiann tio̍h guá sim kuann sng

有路我嘛無厝通好轉

Ū lōo guá mā bô tshù thang hó tńg

你欲叫阮兩个來蹛何方

Lí beh kiò gún nn̄g ê lâi tuà hô hng

受到這樣突如其來的震撼，施馬力不得不以哀傷慢板的【七字調】，無

心得罪大哥而斷絕情意，夫妻倆人又被大哥轟出家門，無家可歸的他們不知

將要何去何從啊！梁秀英則安慰他不要那麼沒志氣，既然如此他們夫妻就不

要依賴別人，再加上她自己也有一些私房錢，再怎麼樣清苦的日子還是可以

過下去，所以出來就出來吧！走！不要被人瞧不起。

范路遙在轟走小弟夫妻之後卻哈哈大笑，原來他早就事先做好安排，差

人將施家破落的茅屋拆除，重新建造嶄新的大宅，同時還吩咐僕人搓好湯圓，

以及廚師辦好一桌宴席，等著施馬力夫妻回到故居時，好好辦理入厝與圓滿

成婚。原來天性好打抱不平、卻又戲謔成性、喜愛作弄人的范路遙，自言此

番戲弄小弟之後可能會生氣一陣子，但希望他不要生氣一輩子就好，不論如

何總算是他們夫妻有緣，身為大哥的願意成人之美、樂觀其成，此刻難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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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1　【丟丟銅】　天雄（主唱：陳寶貴）

透早起來　佇椅坐

Thàu tsá khí lâi　tī í tsē

官人交代　我一个

Kuann lâng kau tài　guá tsít ê

我叫天雄　佮阿富

Guá kiò thian siông　kah a hù

大兄替我　鬥久久

Tuā hiann thè guá　tàu kú kú

興奮的心情。緊接下來陳寶貴轉換成故范家的僕人天雄，快樂地歡唱宜蘭民

謠【丟丟銅】。

從【丟丟銅】的唱詞中得知家僕天雄，以及陳美珠飾演的阿富，是奉范

路遙老爺之命執行所交辦的任務，至於這兩個角色名字的來源，其實就是取

材於後場樂師的椰殼絃高樂富，以及獨挑司鼓大任的簡天雄，由此反映唸歌

臨場表演的幽默性。在兩人答嘴鼓的過程中，說明在施家蓋好的新厝之中，

已經搓好湯圓和辦妥一桌酒席，並等待著二少爺夫妻、也就是施馬力與梁秀

英的歸來。此時的場景又立刻轉到施馬力夫妻倆人，還沉浸在被趕出家門、

兄弟情斷義絕的情緒低落中，是故施馬力以相當哀戚、接近哭腔的【悲悶的

古箏】唱出對大哥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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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1 【悲悶的古箏】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就叫愛妻著綴我來

Tsiū kiò ài tshe tio̍h tè guá lâi

想我這樣做不應該

Siūnn guá tsit iūnn tsò put ing kai

大哥氣憤在心內

Tuā ko khì hūn tsāi sim lāi

進退兩難怎安排

Tsìn thè lióng lân tsuánn an pâi

No.32-2 【悲悶的古箏】　梁秀英（主唱：陳寶貴）

我叫官人免煩惱

Guá kiò kuann lâng bián huân ló

毋免目滓雙港落

M bián ba̍k tsáinn siang káng lo̍h

無地安居也是好

Bô tè an ki iā sī hó

毋通來怨嘆阮大哥

M thang lâi uàn tàn gún tuā ko

進退兩難怎安排

Tsìn thè lióng lân tsuánn an pâ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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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馬力唱完【悲悶的古箏】之後，再由梁秀英繼續接唱，除了安慰他夫

妻同心一起度過難關，就算沒地方可住也無所謂，順便勸勸夫君千萬不要怨

嘆大伯。論及【悲悶的古箏】是最能夠詠嘆內心戲的曲調，透過唱詞反映劇

中角色的抒情感懷，或是悲歡離合的情緒表現。施馬力聽罷則自怨自艾無處

可住，如今又能夠走去哪裡呢？梁秀英則樂觀地說有樹就有鳥有葉，不用怕

沒地方可以住，現在先隨便找個地方度過一晚再說。況且她身上起碼還有些

私房錢和金銀首飾，拿去當鋪換一些錢之後，依然可以清苦地過日子，就算

艱苦一時終究會熬過去的。施馬力很欣慰娘子願意吃苦，所以決定先回到已

經殘破的老家茅屋，暫時住下來之後再做打算。

抵達之後卻發現茅屋已經不見了，眼前竟是一棟嶄新的大宅，施馬力當

下驚叫、然後既難過又緊張，以為連自己最後落腳的破茅屋都沒了。所幸范

家的僕人阿富跑過來迎接，嚇得施馬力以為范家的人追到這裡來，但是阿富

卻很高興地說等他們等很久了，回報是奉大少爺的命令，改建這一棟新的大

房子，裡面的廚師已經辦好一桌酒菜，還有搓好湯圓讓夫妻倆入厝拜祖先，

祝福他們新婚團團、圓圓和滿滿。確認過這的確是個事實的施馬力，一時興

起以急速的快板【七字調】，唱出對大哥無限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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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3 【七字調】　施馬力（主唱：陳美珠）

我感謝大哥這呢好

Guá kám siā tuā ko tsiah nī hó

對我的情份我永難無

Tuì guá ê tsîng hūn guá íng lân bô

暗暗犧牲來為我做

Àm àm hi sing lâi uī guá tsò

對我兄弟情份這呢和合

Tuì guá hiann tī tsîng hūn tsiah nī ha̍p hô

情份這呢和合

Tsîng hūn tsiah nī ha̍p h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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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罷之後施馬力雙手合十謝天謝地，然後誠摯遙謝大哥的義助；梁秀英

也回應不是早跟你說過，這位大伯做人相當好，他這麼做一定是有他的用意。

施馬力實在想不通，原來大哥對他是這麼好，還有娘子梁秀英果然是比較聰

明，才能想到這麼周到。最後夫妻倆人放下所有的顧慮一起進屋，進去之後

發現屋內家具齊備、陳設豪華，正在心情振奮之餘，陳寶貴立即變成另外一

位僕人（姓名不詳）的角色，稟報員外（即施馬力）現在已經到了良辰吉時，

已經請阿富、天雄等人準備好吹唱（伴奏），即刻正式進行祭拜祖先的儀式，

於是在一聲令下開始奏樂，而背景音樂則是輕快節奏的【百家春】（無唱

詞）。

接著陳寶貴跳出劇中角色而成為報幕員，為前段大哥幫小弟娶親的故

事，以口白方式做一結尾，說明施馬力夫妻後來生活幸福美滿。同時范路遙

特別交代施馬力，說他既有滿腹的詩文才學，應該要進京趕考、求得功名後

大展抱負。於是三天之後，施馬力辭別新婚妻梁秀英，出發前往京城參加應

試，並為接下來的故事發展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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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見鍾情

《路遙知馬力》合輯 05 - | 一見鍾情 |

［劇情說明］

自從施馬力成婚、拜別大哥赴京趕考之後，范路遙一人頓覺

孤單寂寞，於是獨自出遊，並在西街鬧市的杜家高樓，值遇千金

杜秀鳳之後，兩人一見鍾情、互留好感。

范路遙返家之後，即刻請託媒人前去杜家提親，杜母因盛聞

范路遙之名，欣然同意這門婚事。

但隨後又有別人來提親，原來是當地太守之子，也是不務正

業的紈褲子弟王岐生，在同一天看見杜秀鳳之後，也心生愛意而

差人提親。但杜母除了嫌棄對方言行無禮之外，並以允諾范路遙

的提親而回絕。

慢人一步提親的王岐生，不想就此罷休，竟然派人前去范家

莊，要求范路遙將這門親事讓出來。范路遙對此無理的要求，不

但不肯同意，並且決定捉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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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 【扣仔板】　王岐生（主唱：陳美珠）

人古早人佇咧講無空激無通

Lâng kóo tsá lâng tī leh kóng bô khang kik bô thang

一日食飽走西東

Tsit̍ jit tsia̍h pá tsáu sai tang

搪著一个翁仔某 

Tn̄g tio̍h tsit̍ ê ang á bóo 

某拍翁

Bóo phah ang

兩个相拍搝頭鬃

Nn̄g ê sio phah giú thâu tsang

我著共伊問　

Guá tio̍h kā I mn̄g

問看拍啥空

Mn̄g khuànn phah siánn khang

講是六月天　

Kóng sī la̍k gue̍h thinn

一茭破破破火窗

Tsit̍ kha phuà phuà phuà hué thang

破火窗

Phuà hué t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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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樂過場之後劇情進入另一階段的發展，陳美珠咳嗽幾聲之後，改以

輕浮的聲音念完【扣仔板】，這個角色是玩世不恭、舉止怪異的官宦子弟王

岐生，從念白中荒誕不經的內容來看，以及念完之後胡言亂語式的自報家門，

和前一段登場的梁田，在角色個性上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年紀上的大

小差別。雖然王岐生的父親官拜當地的太守，家族的財力富賈一方，但是老

大不小了仍然尚未娶妻成家，看著路上雙雙對對的夫妻而心生怨懟，為了排

解無聊而決定到山上出遊。此時的陳寶貴則扮演他的家僕「空仔」（傻子），

被王岐生大呼小叫地叫喚出來，在互相答嘴鼓之間主僕一行人出遊散步。

No.35 【古七字仔】　王岐生（主唱：陳美珠）

我就叫來家童等咧來去

Guá tsiū kiò lâi ka tông tán leh lâi khì

落街來去看查某伊

Lo̍h kue lâi khì khuànn tsa bóo i

若予我清心才看合意

Nā hōo guá tshing sim tsiah khuànn ha̍h ì

娶來阮兜通 oo inn

Tshuā lâi gún tau thang oo inn

恁姊予人看

Lín tsí hōo-lâng khuà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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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生在節奏輕快的【古七字仔】之中，觀眾即可得知他的意圖是在看

妹、找尋合意的人選做老婆。唱罷之後場景則回到范家莊，陳寶貴飾演的范

路遙再度登場，並以【相思引】唱出想念賢弟科考是否順利，以及悶悶不樂

之下出門散心的心情。

No.36 【相思引】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悶悶不樂我來想街頂

Būn būn put lo̍k guá lâi siūnn kue tíng

今仔日天氣清

Kin á jit thinn khì tshing

望欲我賢弟會寸進

Bāng bueh guá hiân tē ē tshùn tsìn

望欲賢弟會寸進

Bāng bueh hiân tē ē tshùn tsìn

免得我操心袂清

Bián tit guá tshau sim buē t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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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相思引】是引自南管的曲牌，其特色是轉音時綿密優雅，尤其婉

約的尾音相當耐聽。唱罷之後讚嘆眼前的孤山遠影、鳶啼鳥叫，果然是風景

優美的好地方，自從施馬力進京趕考之後，頓覺無人可以對話而感到寂寞，

只好遊山玩水來排解思念之愁，聽聞西街的風景不錯之外，也是相當商賈雲

集、繁華熱鬧，不如趁此機會前去逛遊一番。於是再接續開唱【七字調】象

徵前往西街鬧市，即便如此沿路上依然掛念著賢弟的事情。

No.37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一路欲去看光景

Tsit̍ lōo bueh khì khuànn kong kíng

想著賢弟去得功名

Siūnn tio̍h hiân tē khì tit kong bîng

功名成器才有路用

Kong bîng sîng khì tsiah ū lōo īng

盡忠報國保朝廷

Tsīn tiong pò kok pó tiâu tî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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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貴唱完【七字調】之後，換陳美珠以小旦的口吻叫喚一聲：愛𡢃，

帶路！即新的角色杜家千金杜秀鳳正式登場，並以【深宮怨】曲調唱出年輕

小姐的天真與孤獨，礙於傳統禮教的束縛，雲英未嫁的小姑娘只能待在自己

的家裡，逛遊花園、欣賞百花來排遣寂寞。

No.38 【深宮怨】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就叫𡢃婢帶路去

Tsiū kiò kán pī thuā lōo khì

欲去看花愛張持

Bueh khì khuànn hue ài tiunn tî

想阮爹娘永定期

Siūnn gún tia niû iōng tīng kî

人生敢是過一時

Jîn sing kám sī kuè tsi̍t sî

咱賞花來解心悶

Lán siúnn hue lâi kái sim būn

想阮二八的青春

Siūnn gún lī pat ê tshing tshun

踮在繡房袂愛睏

Tiàm tsāi siù pâng buē ài khùn

看欲解阮心悶悶

Khuànn bueh kái gún sim būn b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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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9 【七字調】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想欲花園來看花 

Siūnn beh hue hn̂g lâi khuànn hue

花木開透真整齊

Hua bo̍k khui thàu tsin tsíng tsê

𡢃婢你隨我對路過

Kán pī lí suî guá tuì lōo kuè

想欲去高樓通繡花 

Siūnn beh khì ko lâu thang siù hue

挑花刺繡無問題

Thio hue tshiah siù bô būn tuê

妳徛一个阿婢啊

Lí khiā tsi̍t ê a pī a

彼个花園開了誠媠

Hit ê hue hn̂g khui liáu tsiânn suí

蘆薈開甲遮大矇

Lôo-huē khui kah tsiah tuā moo

我看著心肝誠歡喜

Guá khuànn tio̍h sim kuann tsiânn huann 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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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過花園、賞完百花之後，杜秀鳳已略顯眼酸疲憊，於是主僕兩人就登

上高樓休息，順便居高望遠、觀賞四周的風景。此時扮演杜秀鳳愛𡢃的陳寶

貴，又改以小生的語氣喊一聲「走啊」，即范路遙再度登場，然後以敘事性

較強的【清風調】開唱，一面逛街閃躲擁擠的遊客人潮，另一方面則又思念

起賢弟施馬力。

No. 40　【清風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縱身來到到街市

Tshiong sin lâi kàu kàu kue tshī

男大老幼滿滿是

Lâm tuā nóo iù muá muá sī

路遙心內暗歡喜

Lōo iâu sim lāi àm huann hí

希望佮賢弟早相見

Hi bāng kah hiân tē tsá sann kìnn

在街風景真美麗

Tsāi kue hong kíng tsin bí lē

思念小弟伊一个

Su liām sió tī I tsit̍ ê

思念馬力我賢弟

Su liām má lik̍ guá hiân tē

當時兄弟會做伙

Tang sî hiann tī ē tsuè h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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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范路遙唱完【清風調】之後，正在讚嘆這裡的街市熱鬧繁華，店舖的

貨架上琳琅滿目時，抬頭一望看見這棟富麗堂皇的高樓，並納悶著這棟高樓

的主人是誰？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前往觀看。此時已經坐在高樓休息的杜

秀鳳，一時打開窗戶張望，正好看到前來參觀的范路遙，於是以【日出東山】

唱出對他一見鍾情的愛慕之意。

No. 41-1　【日出東山】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拍開樓窗看詳細

Phah khui lâu thang khuànn siông sè

看著一位少年家

Khuànn tio̍h tsi̍t uī siáu liân ke

生做瀟洒又撇洒

Sinn tsuè siau sà iū phiat sè

心內愛慕伊一个

Sim lāi ài bōo I tsit̍ ê

No. 41-2　【日出東山】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小姐生媠有人緣

Sió tsiá sinn suí ū lâng iân

較媠唐朝武則天

Khah suí tông tiâu bú tsik thian

看著心肝誠欣羨

Khuànn tio̍h sim kuann tsiânn him siān

又閣生媠倒少年

Iū koh senn suí tò siáu li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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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秀鳳唱完之後，范路遙也以【日出東山】繼續接唱，同樣也被清秀

美麗的杜秀鳳吸引而心生愛意，就在這樣的巧妙機緣之下，兩人各有好感、

各自留下深刻的印象。范路遙當下決定託人打聽這位姑娘家，並且即刻進行

說媒提親的事宜。而杜秀鳳也喜歡上英俊瀟灑的范路遙，自言如果有緣的話，

希望能夠嫁給他為妻，若是這樣的話真不知道該有多好啊！正當她們主僕倆

人，看著風度翩翩的范路遙離去時，卻又同時閃過來另外一對主僕，不論外

貌、氣質和長相真是天差地別，這兩人也就是王岐生和僕人空仔。扮演王岐

生的陳美珠，用其最擅長的搞笑念白念出這一葩【扣仔板接都馬尾】。

No.42 【扣仔板接都馬尾】　王岐生（主唱：陳美珠）

船若欲划雙頭尖

Tsûn nā beh kò siang thâu tsiam

行去外海欲載鹽

Kiânn khì guā hái beh tsài iâm

娶著媠某驚人佔

Tshuā tio̍h suí bóo kiann lâng tsiàm

不時褲帶結相黏

Put sî khòo tuà kiat sio li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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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岐生【扣仔板接都馬尾】的念白中，即可知紈褲子弟的輕浮性格，

念完之後還誇張地哈哈大笑，因為他看到了高樓上美麗動人的杜秀鳳，故而

不斷地向樓上施以挑逗式的眼色，藉此要吸引杜秀鳳的注意。此時扮演王岐

生的陳美珠，又立刻轉回杜秀鳳的角色，於是瞬間收起輕浮的語氣，而改為

小旦的溫柔與含蓄，並對旁邊的女僕說阿婢啊！這個男的很不要臉，一直色

瞇瞇地盯著她們看，於是一時生氣關上窗戶。接著陳美珠又立刻跳到王岐生

的角色繼續搞笑，這下子他也看上了杜秀鳳，興奮地說到決定趕快回家託人

說媒。

No.43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樓頂的姑娘真美麗

Lâu tíng ê koo niû tsin bí lē

害我心上佮意伊一个

Hāi guá sim siōng kah ì I tsit̍ ê

毋知嫁翁抑是未

M tsai kè ang iah sī buē

我著探聽對方是佗一家

Guá tio̍h thàm thiann tuì hong sī toh tsit̍ ke

對方是佗一家

Tuì hong sī toh tsit̍ 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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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再轉回范路遙這一邊，透過【七字調】唱出他對杜秀鳳一見鍾情、

念念不忘，迫切想要知道是哪一家的姑娘，於是詢問僕人阿富打聽一下西街

高樓是哪一家，正好阿富知道這一家姓杜，主人在過去曾是朝廷命官，並反

過頭來詢問老爺，想問的該不會就是這一家的千金杜小姐？經得知與確認尚

無定有婚約之下，范路遙高興地請託阿富處理提親的事宜，如果對方願意的

話，就交給阿富全權代為主張辦理。

No.44 【留傘調】　杜　母（主唱：陳寶貴）

老身坐落大廳內

Lāu sin tsē lo̍h tuā thiann lāi

阮翁早死無轉來

Gún ang tsá sí bô tńg lâi

毋知當時有家婿

M tsai tang sî ū ka sài

心內煩惱無人知

Sim lāi huân ló bô lâng tsai

阮囝對我有孝義

Gún kiánn tuì guá iú hàu gī

共伊配親才合宜

kā I phuè tshin tsiah hap gî

老爺早早著來死

Lāu iâ tsá tsá tio̍h lâi sí

放阮母囝咧傷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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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過場之後陳寶貴又以新的身分登場，變成杜秀鳳的母親、即杜家老

夫人的角色，雖然所唱的是節奏明快的【留傘調】，但歌詞卻是自己一路以

來面對老爺先走、女兒長大未嫁而操煩。然後自報家門本姓陳、嫁入杜家為

妻，跟隨老爺在朝為官、告老還鄉，沒想到返鄉之後病逝，留下一個女兒讓

她養育長大，只是很奇怪怎麼都沒有人來說媒呢？對死去的老爺真是過意不

去。話音一落扮演阿富的陳美珠登場，說明范家莊老爺范路遙提親的來意，

所幸杜夫人聽聞過范老爺疏財仗義、為人大方的美名，於是進一步問說范路

遙曾經見過女兒杜秀鳳嗎？阿富以誇張的口氣回說看過看過，因此回家之後

非常想念她的美麗，於是杜夫人相當爽快地一口答應。

既然這門親事就這麼順利底定，阿富立刻送上聘金和聘禮，著實讓杜夫

人嚇了一跳，問說有這麼急嗎？阿富便說要訂的話，當然下手就要快啊！萬

一被別人訂走了怎麼辦？故而杜夫人也就不再客氣，直接收下范路遙所準備

的禮金。完成任務的阿富便興高采烈地回去，瞬間陳美珠又變成動作遲緩、

說話口吃的空仔，也就是轉成王岐生的僕人隨後前來提親，因為講話相當不

得體而惹怒了杜夫人，帶著氣憤的口氣問其有何來意，空仔回答說是奉王岐

生公子之命前來提親。但杜夫人回覆說對方來晚了，已經有人先前一步來提

過親，並且已經答應許配給來提親的范路遙了，空仔聽罷惱羞成怒、破口大

罵地回去。這個舉止讓杜夫人相當感慨，世間的人真是百百種，有些人是非

常有禮貌，也有些人是沒大沒小，不論如何只要女兒嫁對人家，婚姻幸福美

滿的話她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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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劇情發展，則是由陳寶貴與陳美珠所扮演的王岐生與空仔等主

僕二人，約有十分鐘左右一連串搞笑的答嘴鼓口白，甚至發現許多是她們二

人即興式的脫稿演出，故意說些口誤的諧音詪來激出爆笑的爆點。陳美珠以

舉止輕浮和口齒不清的方式來詮釋王岐生，說他這個人腦袋瓜笨歸笨、但家

裡有權又有勢，尤其是一路以來胡說八道、胡編亂唱，也沒有人敢對她說什

麼，所以不相信沒有女人不想嫁給他，自信到杜家提親必然是十拿九穩的。

這時候僕人入內回報提親的結果，原本這個角色是陳美珠扮演的空仔，但為

了接下來便利兩個人的互動答嘴鼓，於是由陳寶貴扮演空仔的大哥登場，然

而唯恐觀眾一時無法連戲，王岐生還故意問他空仔呢？怎麼換成這個大哥過

來；而陳寶貴飾演的大哥就說他小弟很忙，所以叫他過來稟報，並告知杜秀

鳳已經被范路遙提早提親訂親了。

在他們抱怨動作太慢的對答中，倒是二句即興拋出的有趣諺語、俏皮話

值得品味，例如：「慢一腳步、站無路」和「日本棕簑，吃毛（無）」。勃

然大怒的王岐生卻心生一計，想要憑藉他們家在地方上的權勢，要求范路遙

將杜秀鳳轉讓給他，也就是既然這門親事已經訂定，只好請范路遙聲明放棄，

改由王岐生自己前去迎娶就好。因此書寫一封信、交代這位家僕跑一趟范家

莊，要求范路遙將杜秀鳳讓給王岐生，如果提出賠錢要求的話、不論多少都

給他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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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5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叫人做親我欲娶牽手

Kiò lâng tsuè tshin guá beh tshuā khan tshiú

實在孤枕也無憂 

Sit̍ tsāi koo tsím iā bô iu

小姐生媠面肉清秀

Sió tsiá senn suí bīn bah tshing siù

看著個性嘛足溫柔

Khuànn tio̍h kò sìng mā tsiok un liû

場景回到等待阿富提親的范路遙，並藉【七字調】反映對杜秀鳳念念不

忘的心情，唱完之後自言極為期盼能夠有緣與她共結連理。此時陳美珠扮演

的王岐生家僕、空仔的大哥登場，之前這個角色原本是由陳寶貴扮演，但為

了接下來與范路遙互動，於是改由陳美珠來充當。范路遙詢問來者何人、有

何貴幹？家僕告知來者是奉王岐生公子之命，送來書信一封敬請詳閱便知，

范路遙給予僕人奉茶、並請稍坐片刻等候，然後拆開信封、詳讀書信的內文。

看完之後范路遙即刻氣上心頭，以極為憤怒的語氣開唱【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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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葩引自南管曲牌的【將水】，最能夠展現激憤難扼的怒氣，之前施

馬力被岳父逼迫簽署退婚書時，也是以【將水】來表達對他的無情無義之情

緒。范路遙怒罵王岐生膽大包天，實在是欺人太甚、太瞧不起他范路遙，尤

其是自己先一步提完親、訂好姻緣，竟敢有臉來信叫他讓出自己的新娘？罵

完之後即冷冷地哈哈一笑，自言說王岐生看錯人了，於是在這一封信紙上直

接寫下回信，並交代這位家僕轉達他的話，請王岐生帶他的老母來換老婆。

至於扮演這位家僕的陳美珠，則以誇張搞笑的口氣回應說，「用老的來換個

小的」之主意太划算、太好了。

No.46 【將水】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我罵聲  罵聲畜生你較無理

Guá mā siann   mā siann thik sinn lí khah bô lí

叫我阮某讓你膽大包天

Kiò guá gún bóo niū lí tánn tuā pau thinn

看我路遙遮無起

Khuànn guá lōo iâu tsiah bô khí

毋放你干休一時

M pàng lí kan hiu  tsit̍ s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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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知馬力》合輯 06 - | 救兄報恩 |

［劇情說明］

等待范路遙回覆的王岐生，因范路遙蓄意的羞辱而氣憤難

消，為此決定報一箭之仇、用計陷害范路遙。

於是勾結擔任太守的父親，誣指范路遙勾串江洋大盜而被捕

入獄，同時在偽造罪證、與嚴刑拷打的脅迫之下，公堂上不得不

畫押認罪，最後被判死刑、等候問斬。

杜秀鳳聞知未婚夫被捕，探監之後始知遭人構陷，在傷心之

餘決定進京，尋求小叔施馬力的救助。適時已求得功名的施馬力，

授命欽差大臣、奉旨出巡地方，杜秀鳳攔轎伸冤，施馬力才知大

哥被人陷害，於是火速前往相救。

待沉冤昭雪、事情平息之後，施馬力卻有意刁難范路遙，原

來他還是很在意過去，范路遙曾經對他的惡作劇。

七 救兄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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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7 【七字調】　王岐生（主唱：陳美珠）

阮堂去這久無回報 

Gún tông khì tsiah kú bô huê pò

我心肝感覺真雜慒

Guá sim kuann kám kak tsin tsa̍p tso

天頂佇咧落雨誠毋好

Thinn tíng tī leh lo̍h hōo tsiânn m̄ hó

頭殼沃甲澹澹欲如何

Thâu khak ak kah tâm tâm bueh lî hô

場景轉到等待回覆的王岐生，陳美珠以快節奏的【七字調】反映焦躁的

心情。唱完之後王岐生便撂下狠話，假如范路遙同意將新娘讓出的話，他一

定會很高興；如果敢不答應的話，因為父親是擔任地方的太守，他一生氣范

路遙就要倒大楣了。接著從范家莊歸來的家僕又改回陳寶貴扮演，然後遞交

回信、順便轉達范路遙的留話：說若想要新娘杜秀鳳，請他帶老母前來交換！

轉達完畢之後家僕請公子王岐生慢慢看回信，因有要事而必須先行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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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王岐生還在搞笑說這個主意很不錯，反正老母已經老了沒什麼用，

拿來換一個年輕的女人當做老婆更是划算，故而心情上非常的愉悅。但是當

他看到回信時候，發現他的名字被寫成「王」字多一撇、「岐」沒有變，而

「生」沒有出頭，也就是前後二個字都變成了「玍」。因為自己的名字王岐生，

被寫成「玍岐玍」而勃然大怒，在盛氣之下又開唱這一葩【七字調】。

No.48 【七字調】　王岐生（主唱：陳美珠）

我看著這个字條誠怨嘆

Guá khuànn tio̍h tsit ê lī tiâu tsiânn uàn tàn

范路遙做事真野蠻

Huān lōo iâu tsò sū tsin iá bân

按呢甲我號做玍岐玍

Án ni kah guá hō tsuè lān kî lān

訂袂當在世間

Kuānn tiānn buē tàng tsāi sè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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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玍」除了在國語中的發音為「ㄍㄚˇ」，是指性情乖僻、行為

荒誕之外，在古漢語中又等同於「卵」（lān），也是在男性的生殖器之意，

因此王岐生才會這麼地生氣，唱完之後大喊數聲的可惱啊！在怒氣難消之下

決定要報仇，於是召請教師過來，此時陳寶貴便以王府的教師身分登場。王

岐生遂把范路遙侮辱他名字的回信給教師看，這位教師竟然回說自己又不識

字，給他看幹什麼？王岐生好氣又好笑地回罵說：靠么！既然不識字怎麼來

當教師？原來這位教師是王府聘請的武師（拳頭師傅）。無奈的王岐生只好

把跟范路遙的結怨，從頭到尾地的講述一遍，尤其是對這個侮辱性的名字「玍

岐玍」相當氣憤，武師聽完之後認同「一丈差九尺」，意思的確差別太大了，

而且武師也曾聽聞范路遙的筆刀相當犀利，果不其然隨便一筆就有這麼大殺

傷力。王岐生吞不下這口氣而急於報仇，仗勢自己的父親就是地方太守，所

以請這位武師幫他出出主意。

表演到此而暫時中斷劇情，改由陳寶貴擔任報幕員，以第三人稱的方式

解說接下來的發展，為了要制伏文筆比刀利的范路遙，於是誣陷他與江洋大

盜勾結，並以三七分帳的方式抽取劫盜的所得，同時預先在范家莊的後花園，

埋藏一批刀叉劍戟等做案的武器，假托證人舉報的藉口派兵緝拿范路遙。逮

捕歸案之後交由王岐生的父親、也就是太守問案中，並擬以屈打成招的方式

來逼迫認罪。報幕解說完畢之後，場景轉到遭受苦刑迫害中的范路遙，於是

很委屈地唱出下一葩的【七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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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路遙唱【七字調】喊冤過程中，陳美珠扮演問案的太守、也就是王

岐生的父親，還在旁威脅說：沒打沒有罪、一打之後就會有罪啦！由於范路

遙未曾參與犯案，認罪口供實在不知從何招起。但是太守持續威脅要用刑逼

供，並喝斥范路遙與江洋大盜勾串、打家劫舍和造反滋事等，所有犯案的罪

證有人指證歷歷，因此嚴厲逼問他到底招或不招？范路遙也非常生氣地回覆，

他在洛陽縣的為人如何，誰人不知、無人不曉，怎麼可能會是個江洋大盜？

直言太守不可栽贓嫁禍、誣賴在他的身上。太守為了舉證范路遙犯案的事實，

同時范路遙也想要證明自己的清白，於是雙方一起回到范家莊搜查，果不其

然查獲一批武器和贓款，范路遙見狀似乎一時無法洗清冤屈、不得不被迫招

認，於是傷心地以【安安趕雞】唱出他的無辜與沉痛。

No.49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我路遙也無犯著啥乜罪

Guá lōo iâu iā bô huān tio̍h siánn mih tsuē

將我押到恁公衙

Tsiong guá ah kàu lín kong gê

你在通欺大來壓細

Lí tsāi thang khi tuā lâi ap sè

從中遮是為著啥問題

Tsiông tiong tuà sī uī tio̍h siánn būn t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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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0 【安安趕雞】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明明我著無造反

Bîng bîng guá tio̍h bô tsō huán

按怎無事生禍端

Án tsuánn bô sū senn hō tuan

共我冤枉我不滿

Kā guá uan óng guá put buán

太守大人你愛放寬

Thài siú tāi lîn lí ài hòng khuan

共我冤枉我毋願

Kā guá uan óng guá m̄ guān

關於【安安趕雞】原本是一齣悲劇《安安趕雞》，在早期的南管戲齣中

又名為《麵線冤》，其故事主角名叫安安是一個忤逆媽媽、甚至會動手毆打

的不孝子，然而平時的三頓飯卻是由媽媽固定送餐。某日看見老鷹捉小雞、

母雞拚死拚活地保護小雞，安安被這樣的場景深受感動，於是開始懊悔自己

過去對媽媽的惡行，正當他拿起棍棒要幫母雞趕走老鷹時，送餐延遲的媽媽

以為是兒子生氣要打他，因而相當恐懼地往回逃跑，已經改過自新的安安在

後緊追，正想要好好地道歉、並立誓孝順媽媽，但不明究裡的媽媽一時大意，

跌進湍急的河水中而沉沒，傷心不已的安安一邊痛哭，一邊以【安安趕雞】

曲調唱出無比的哀戚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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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范路遙在此便以【安安趕雞】彰顯出當下的悲傷，自嘆明明就沒

有犯罪，如今到底要如何認罪招供？太守已經耐不住性子，命令手下重打

一百二十大板。范路遙聽罷便大喊且慢！自忖他是文生詩人之身，如今招致

冤屈在公堂之上，如若不從其所願招供認罪，只會換來一頓的毒打酷刑，到

最後可能就被活活打死。念頭一轉不如暫時招供以求偷生，但寄望他的賢弟

考取功名當官，來為他沉冤昭雪、洗刷冤屈，於是不得不答應認罪畫押，太

守見過口供畫押之後，責令押入大牢聽候問斬。

No.51 【操琴調】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聽著我君你來受刑

Thiann tio̍h guá kun lí lâi siū hîng

予我受苦足傷心

Hōo guá siū khóo tsiok siong sim

為何頂司這殘忍

Uī hô tíng si tsiah tsân lím

來去探監才知原因

Lâi khì thàm ka tsiah tsai guân in

誰知夫郎添一憂　

Siánn lâng tsai hu lông thinn tsit̍ iu

予我受苦心憂愁

Hōo guá siū khóo sim iu tshiû

仝君見面才知因由

Kāng kun kìnn bīn tsiah tsai in iû

若無夫郎命會休

Nā bô hu lông miā ē 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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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過場之後扮演太守的陳美珠，轉換成傷心欲絕的苦旦角色，也就是

范路遙的未婚妻杜秀鳳登場，以哀戚的語氣開唱【操琴調】，聽聞未婚夫遭

受苦刑而前來探監。唱罷之後原本要拿出小費買通衙役，以求順利進入大牢

探望范路遙，這位衙役是由陳寶貴所扮演，還向杜秀鳳透漏范路遙是被栽贓

嫁禍、屈打成招，因此也為他的遭遇感到不捨，是故不收她的錢財、並放行

進入探監。當杜秀鳳與范路遙見面之後立即當面對泣，杜秀鳳以慢板【七字

調】唱出對范路遙的心疼。

No.52-1 【七字調】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咱翁某見面監牢內

Lán ang bóo kìnn bīn ka lô lāi

怎叫我秀鳳袂悲哀

Tsuánn kiò guá siù hōng buē pi ai

No.52-2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佮你見面是頭一擺

Kah lí kìnn bīn sī thâu tsit̍ pái

No.52-3 【七字調】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君你為啥事你嘛著愛講我知

Kun lí uī siánn sū mā tio̍h ài kóng guá tsai

啥事著愛講我知

Siánn sū tio̍h ài kóng guá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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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鳳唱完【七字調】之後，范路遙也以相當哀怨的語氣僅僅回唱一句，

便因心情低落無法繼續唱下去，緊接著再由杜秀鳳接唱來關懷范路遙的遭遇。

事實上范路遙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不知道他到底犯下哪些罪

刑，太守誣陷他與江洋大盜勾結，而且財產都是強奪劫掠而來的贓款，然後

范路遙再從這些贓款拆帳收取七分，太守在公堂之上把他屈打成招，但實際

上他的確是冤枉啊！杜秀鳳知悉之後氣憤難抑，決定自己走一趟京城去尋找

她的小叔，也就是范路遙的賢弟施馬力求助。范路遙雖知他的賢弟求取功名

有望，但是擔心杜秀鳳還是個單身的小女子，此番前去路途遙遠，又不知如

何找起？然而杜秀鳳已經下定決心，就算是再大的艱辛，她也要冒險去找小

叔施馬力，於是打起精神唱起快板【七字調】。

No.53-1 【七字調】　杜秀鳳（主唱：陳美珠）

翁某算來共一體

Ang bóo sǹg lâi kiōng it thé

我毋才甘願來展奇題

Guá m̄ tsiah kam guā lâi tián ki tê

No.53-2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寶貴）

感謝賢妻這賢慧

Kám siā hiân tshe tsiah hiân huē

也望小弟頭插金花

Jā bāng sió tī thâu tshah kim 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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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鳳唱完【七字調】二句之後，范路遙接唱後二句，誠摯感謝這位有

情有義的未婚妻。唱罷陳美珠以吆喝聲叫板，然後正式來一段過場音樂，象

徵隨從人馬雜沓與高官蒞臨的陣勢。從這一段起一直到劇終，扮演施馬力和

范路遙的角色開始互換，也就是陳寶貴飾演已經考取功名、在朝為官的施馬

力，而陳美珠則飾演被屈打成招的范路遙。此時施馬力以相當莊嚴肅穆的語

氣來一葩【四念白】。

No.54 【四念白】　施馬力（主唱：陳寶貴）

奉旨有令出帝宮

Hōng tsí iú līng tshut tè king

特舉百日就啟程

Tik kí pik git̍ tsiū khí thîng

五湖四海民安樂

Ngóo ôo sù hái bîn an lo̍k

蒼生高輝樂太平

Tshong sing ko hui lo̍k thài pîng

本官施馬力正是

Pún kuann sī má lik̍ tsiànn s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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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一葩【四念白】得知此時的施馬力，已經貴為欽差大人、奉旨出

宮巡察地方，念完之後詢問左右輦轎是否備妥，確定備妥之後正式啟程，施

馬力並以雄渾的聲腔開唱【大調】。

No.55 【大　調】　施馬力（主唱：陳寶貴）

我叫三軍回故鄉

Guá kiò sam kun huê kòo hiong

頭插金花見皇上

Thâu tshah kim hue kìnn hông siōng

大哥有情我遵從

Tuā ko ū tsîng guá tsun tsiông

如今我欲回家鄉

lî kim guá beh huê ka h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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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調】宛似北管曲調的莊嚴隆重，因此唱出施馬力一行人的陣仗

與氣勢，唱完之後聽到有人半路攔轎喊冤，施馬力心想一回到家鄉就有人喊

冤，於是趕快下轎一探究竟。此時左右將喊冤的女子帶入，也就是陳美珠所

扮演的杜秀鳳，一進入便大喊大人救命啊！施馬力問道一位手無敷雞之力的

小女子，為何大喊冤枉呢？杜秀鳳向大人遞上狀紙，並請大人閱覽即可明白。

施馬力看完狀紙之後，驚覺遭受冤屈的苦主正是范路遙，而詢問該女子與范

路遙的關係為何？問罷始知范路遙即是杜秀鳳的夫婿，施馬力趕緊尊稱一聲

嫂嫂、並請兄嫂趕緊平身起立，然後向她自我介紹，他就是范路遙的結拜小

弟施馬力，聽罷杜秀鳳相當激動地叫聲小叔，並請他趕快拯救夫婿范路遙！

施馬力安慰杜秀鳳並請其放心，然後準備一頂小轎送她回去老家，也就是施

馬力和梁秀英成婚居住的大宅，順便差人告知她的小嬸（即梁秀英）要好好

款待她。

接著施馬力一行人直接趕往太守衙門，陳美珠扮演的太守見到欽差大人

駕到，一時驚訝有失遠迎而懇請大人恕罪。施馬力請他免禮，並告知奉旨出

巡、前來查察案件，於是太守拿出辦案卷宗請施馬力過目，閱覽完畢之後直

接詢問太守，范路遙是身犯何罪？太守仍是回覆他與江洋大盜勾結，家產來

自強奪劫掠的贓款。施馬力喝斥可惱！責問其他的案件都寫得清清楚楚，為

何這個案件辦得不明不白？施馬力召喚證人來招認實際的案情，查明太守為

了包庇兒子王岐生的劣行，進而栽贓嫁禍忠良，誣陷范路遙與江洋大盜勾結

等情事。於是施馬力把辦案不明的太守押赴京城問罪，再把不打自招的王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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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押起來審問，但不知死活的王岐生，還在仗勢凌人、頂撞欽差大人，施

馬力按奈怒氣而取出尚方寶劍，直接將王岐生斬首示眾。

其後打開監牢釋放范路遙，然而剛被釋放之初還一時不敢抬頭，施馬力

則請他抬頭看看無妨，范路遙抬頭一看正驚訝地要叫喚時，施馬力則制止說

公堂之上不論親疏，確認范路遙含冤昭雪、無罪釋放之後，施馬力立刻下令

退堂。退堂之後施馬力即刻前去探望大哥范路遙，並不捨地安慰大哥受苦了，

范路遙則哭訴等他等很久了，若無小弟出面拯救的話，他可能會含冤而死了。

施馬力則說他們兄弟結拜，你有情、我有義是天經地義，如今大哥開赦無罪、

王岐生斬首伏法，被充公沒收的財產也歸還范家莊。

得知一切無事的范路遙，正急得想要去見其未婚妻杜秀鳳，卻被施馬力

阻止，因為他奉旨出巡正缺一位特使，打算聘用范路遙擔任這個職務，一同

前往湖廣地區巡察三年，任務結束之後才允許他返家。范路遙聽罷大叫一聲，

便激憤地唱著【七字調】。

No.56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美珠）

聽到言語足煩惱

Thiann tio̍h giân gí tsiok huân ló

想著心肝足誠慒

Siūnn tio̍h sim kuann tsiok tsiânn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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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罷范路遙問小弟有必要如此嗎？施馬力則說我給你性命、你幫我做

事，這又有何不可？范路遙卻滴咕他的娘子在家等他，施馬力回說他的娘子

也同樣在家等他呀！於是下令左右準備，正式啟程前往湖廣。

接下來陳寶貴再度跳出劇中人物，以報幕員的身分解說接下來的發展。

有關施馬力為何要拉著范路遙，出任公職跟隨巡視湖廣三年的原因，就是施

馬力想要報復大哥，當年害他的娘子梁秀英獨守空閨三個晚上，所以換他也

來個惡作劇，讓大哥嚐嚐看與新婚娘子分別三年的滋味。說明完畢之後，傳

出陳美珠所扮演的范路遙，因太過思念杜秀鳳而開唱【七字調】。

No.57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美珠）

思念阮彼个秀鳳踮在厝

Su liām gún hit ê siù hōng tiàm tsāi tshù

予我路遙的心肝足誠挐

Hōo guá lōo iâu ê sim kuann tsiok tsiânn jû

小弟予我等三年

Sió tī hōo guá tán sann nî

不時著來怨嘆頭挐挐

Put sî tio̍h lâi uàn thâu jû j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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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罷之後劇情直接跳到結束三年的公職，思鄉情切與想念新婚娘子的范

路遙，急著跟施馬力告別返鄉，此時施馬力卻只給他二個銅錢當路費。范路

遙抱怨說此番路途遙遠，二個銅錢怎麼有辦法支付吃的住的費用？施馬力則

說這二個銅錢已經很多了，保證絕對花不完。因此請他好好放心地出發吧！

趕快回去我的家，嫂子就在我家等你，你的小嬸梁秀英正照料著她的生活。

范路遙知悉後很無奈地大叫罷了，施馬力一行人也啟程打道回府。

接下來陳寶貴再度跳出劇中人物，以報幕員的身分解說為什麼又是二個

銅錢？原來也是在計較范路遙，當初幫忙包給岳父的紅包就是二個銅錢，害

施馬力為此被岳父羞辱，還被強迫逼寫退婚書。於是故意只給范路遙返鄉的

路費二個銅錢，但是施馬力已經事先差遣他的僕人紅番薯，假扮同行的路人

沿途陪伴范路遙，協助一路上打點住宿、膳食和渡船等費用。另一方面施馬

力另走捷徑，提早回家等著范路遙的歸來。

No.58 【七字調】　范路遙（主唱：陳美珠）

這个小弟非常殘忍無情分

Tis̍t ê sió tī hui siông tsân lím bô tsîng hūn

佳載無做乞食共人分

Ka tsài bô tsò khit tsia̍h kā lâng pun



157

最後劇情轉到返鄉途中的范路遙，抱怨起這個小弟忘恩負義、無情無

義，於是悲憤地透過這葩【七字調】一吐怨氣，並提及幸得一位朋友紅番薯

的協助與照顧，所以這二個銅錢就一直沒有花到，甚至怨嘆小弟連這個朋友

番薯兄都不如。歷經路途艱辛返家之後，竟然發現施馬力已經到家等候多時，

於是質問為何比他先到？施馬力只好招認這些年對他的捉弄，雖然有點計較

與報仇之意，但也希望大哥不要生氣和介意，至於這位紅番薯就是他派去伺

候大哥的啦！不論他們如何的相互作弄，以及記仇式的報復，畢竟兄弟情深

的范路遙與施馬力，到頭來也都盡釋前嫌、重歸舊好。

一个朋友會當體諒阮 

Tsit̍ ê ping iú ē tang thé liōng gún

我兩个錢攏無用閣有暙

Guá nn̄g ê tsînn long bô īng koh ū t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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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首江湖

在過去教育不發達的時代裡，

一般常民社會可以從走唱詩人唸歌仔的歌詞中，

或是具備識字能力者透過閱讀歌仔冊（歌仔簿），

不僅聽到或看到歷史的故事，

更學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藉以傳承了歷史與文化的脈絡。

即使撇開這一層較為深刻而嚴肅的問題，

至少唸歌仔直接提供庶民社會的生活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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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臺灣傳統唸歌仔的表演形式，原本是活動在民間的社會底層，既無

固定的舞臺、也無固定的觀眾，於是乎靠著不停地走村串社，自行尋找演出

的機會和生存的空間，因此又成為「走唱」或「遊唱」藝人的類型。在過去

教育不發達的時代裡，一般常民社會可以從走唱詩人唸歌仔的歌詞中，或是

具備識字能力者透過閱讀歌仔冊（歌仔簿），不僅聽到或看到歷史的故事，

更學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藉以傳承了歷史與文化的脈絡。即使撇開這一層

較為深刻而嚴肅的問題，至少唸歌仔直接提供庶民社會的生活娛樂。

從前文《路遙知馬力》唸唱與故事的整理得知，主唱陳美珠與陳寶貴二

人分飾好幾個角色，並且在節奏明快、劇情緊湊之下，毫無間段與冷場地將

二小時的唸唱節目表演完畢。這樣精采絕倫的表演功力，除了基本唸歌仔的

技藝養成之外，又須仰賴絕佳的默契，才能在夠合作無間的搭配之下完成。

▲ 臺北年貨大街活動演出，2011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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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欣賞《路遙知馬力》之後，深深體會到陳美珠除了個性開朗，具備

幽默風趣的功力之外，發現她在詮釋受盡委屈、一派無辜的哀怨角色時，依

然會有博人同情、令人同悲的惻隱之心。可是面對劇情急轉直下時，又瞬間

變臉展現性格荒誕、言行乖僻的怪咖，或是與陳寶貴相互打渾插科，展現最

佳「逗哏」的搭檔。至於陳寶貴在劇中真可謂最好的互補關係，相對於陳美

珠的角色特質來說，又可詮釋飽讀詩書、才學橫溢的文生，或是成熟穩重、

疏財仗義的仕紳，同時又可以演出含情脈脈、憧憬愛情的千金閨秀。除此之

外，陳寶貴的口條清晰、敘事流暢、在劇中數度扮演報幕人，跳脫劇中角色

而以第三人稱來說戲。

綜合前述的整理歸納，僅只二位歌仔先的先後登場與串場，即可將觀眾

導入到彷彿眾多演員演出的劇場之中，令人再度回味臺灣民間說唱藝術「口

白歌仔」的精采。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該劇的演出，除了保留陳美珠與陳寶貴

紀實演出畫面之外，還有另一位藝師王玉川，為本劇擔任後場大廣弦的伴奏，

事實上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歌仔先。不論如何，這三位都是新北市民間說唱的

重要文化瑰寶。

▲

 臺灣念歌團應邀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演出，201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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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2、2013 年「臺灣唸歌團」接受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的邀請，

參加臺南興濟宮和國立成功大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並由陳美珠和陳

寶貴老搭檔演出臺灣唸歌，當時還有王玉川擔任大廣弦的伴奏。就在這個機

緣之下林明德教授提出建議，何不為陳美珠、陳寶貴和王玉川他們申請文化

資產保存者？於是時任「臺灣唸歌團」團長的葉文生老師，於 2013 年年底

準備好所有的資料，再委請林明德教授協助提出申請。最初是以「保存團體」

名義申請，但唯恐不符當年《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 的認定基準，於是改為個人為主的「保存者」來申請。

▲ 好戲開鑼活動照片，2007 年 2 月 3 日 ▲ 好戲開鑼活動照片，2007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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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美珠和陳寶貴的表演形式，雖然後場的樂器都是傳統常見的類

型，但因陳美珠是以電吉他演奏而聞名，一開始的確讓文化局的承辦人員擔

心，會不會因為電吉他不屬於傳統樂器，而會有審查委員無法接受？葉文生

老師回憶到當時候的抉擇，於是先為王玉川提出保存者登錄的申請。關於王

玉川的表演專長與特色，除了本身專擅唸歌仔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廣弦的伴

奏，幾乎國內外重要的唸歌仔演出，王玉川是無役不與。是故在 2014 年王

玉川順利通過審查，指定登錄為「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正好也可與 2008

年最早被登錄「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的楊秀卿老師有所區隔。

▲ 新北市文化局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登錄前訪查

 　2016 年 9 月 19 日攝於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 臺灣念歌團受邀綠色和平廣播電台訪問

　 2011 年 1 月 8 日

　 前排：王玉川（左）、陳美珠（右）

　 後排：葉文生團長（左）、鄭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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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珠老師使用電吉他唸歌是最大的特色

接下來要克服的便是陳美珠和陳寶貴的技藝形式，如何說服審查委員的

認同，以及如何安撫她們為何暫時不能提報的理由。所幸到了 2015 年事情

終於出現轉機，當時應新北市文化局的主動邀請，再請「臺灣唸歌團」葉文

生老師為陳美珠與陳寶貴提出申請。於是從隔年的年初起開始進入審查的作

業，在審查的過程中葉老師曾經多次向審查委員表達，陳美珠和陳寶貴兩位

藝師一搭一唱了幾十年，表演形式可以說是彼此分不開。最後在審查委員的

一致同意之下，兩位藝師同時並列為「傳統藝術說唱保存者」之指定登錄，

也是新北市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實施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業務以來，至

今是首見也是唯一的案例，在此更加說明她們二位一體表演的重要性。

▼ 陳美珠（左）受邀綠色和平廣播電台訪問

 　2011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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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 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表

教育部 /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公布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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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成果發表會
陳寶貴台灣唸歌傳承教學成果發表活動照片

2018 年 9 月 9 日攝於林家花園定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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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9 年全國古蹟日
來！新北市看古聚蹟

2019 年 9 月 22 日攝於林家花園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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