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歌仔先——陳再得
陳益源、林依華
作者簡介
陳益源，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長期從事台灣民間文學暨陳
再得、吳天羅等歌仔先的田野調查，主編《彰化縣民間文學集》
、
《雲林縣民間文
學集》等書。
林依華，在陳益源教授的指導下，2007 年 6 月完成《陳再得及其歌仔研究》
，
取得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學位。

摘要
本文介紹歌仔先陳再得的一生，及其寫歌仔、唸歌仔的過程、其歌仔冊的內
容及特色。彰化縣芳苑鄉的「歌仔先」陳再得(1929～2005)，一生喜好編創台語
歌仔，現存作品 26 首，凡六萬餘言，內容包羅萬象，有神話傳說、歷史事件、
社會奇案、其他等。其書寫主題可分為台灣書寫與家鄉書寫，透過陳再得的歌仔，
我們看到了台灣歷史的發展，許多跟芳苑及其鄰近地區的地名由來和寺廟沿革有
關的傳說，以及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和「二林奇案」的最新改編。總之，他
是一位本土意識非常濃厚的歌仔先。

一、陳再得的生平
陳再得，彰化縣芳苑鄉人，生於 1929 年 2 月 21 日，2005 年 1 月 19 日因肺
癌過世，享年 76 歲。他的父親陳九屎、母親陳林滿，育有四子三女，陳再得在
四兄弟中排行老三。陳家世代務農，家中貧困，陳再得曾於沙山公學校王功分教
場接受過日本教育，但只讀到小學二年級即因家貧而輟學。但他並未因此而停止
學習之路 。1951 年，陳再得與小他一歲的洪秋香結婚，婚後生有五女二子。他
生性樂觀，好交朋友，連任二屆村長，愛編歌仔，他曾以歌仔作過自我介紹：
小弟惦在彰化縣，芳苑鄉內新生村。
家庭貧赤無哀怨，心情不時真樂觀。
住所小弟順序報，敬請諸位朋友哥。
我住新生第二號，有閒請您來七桃。
溪湖出去無外遠，北邊粘著漢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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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名普通真快問，早年村長我塊當。
自小我是樂暢子，好交朋友甲弟兄。
專望列位來相疼，姓陳再得我小名。1
自稱「樂暢」的陳再得，雖無學歷，但記憶力強2，十幾歲起曾跟隨漢文先
生學習，練出一手好字，養成深厚的漢文底子，後來又受到二林竹圍前輩歌仔先
洪筆(人稱「竹圍仔筆」)的啟迪，引發他編創歌謠的高度興趣3，晚年並在同鄉作
家康原、文史工作者許明山的鼓勵下，以「歌仔仙」為筆名，自己把歷來創作過
的歌仔記錄了下來。

二、陳再得歌仔的創作歷程
根據陳再得的妻子、兄弟4、子女、朋友等的說法，皆云陳再得的創作時間
很早，早在他們對陳再得有記憶開始，他就開始說唱歌仔。陳再得說唱、創作歌
仔的真正起源以無可考，只能說陳再得愛鄉、愛土，加上對於七字歌仔的熱誠與
天賦超人的記憶力與敏銳的感官，用感情與生命描繪家鄉的地理、歷史、地貌、
人情而一一化為歌仔飄香鄉裏，這種生命的氣質是他創作最大的活水來源。

(一) 吸收沈蘊期
陳再得熱愛歌仔甚至七字歌仔來傳唱芳苑地區史地的緣起，我們不得不注意
到竹圍仔筆與鹿港先。由其竹圍仔筆這位相差 44 歲的忘年之交可以說是開啟了
陳再得的創作之窗5。據作家康原所載竹圍筆仔曾傳唱在中部地區極為著名的〈二
1

引自陳再得〈二林奇案――盧章打死石阿房〉篇末。

2

陳再得〈沙山追想曲之 1〉開篇唸道：
「小弟住在彰化縣，芳苑鄉內新生村。再得做人真平凡，
教育程度並無高。不過記性還麥醜，先輩若講乎我知，我就記在腦海內，必要時陣超出來。」

3

陳國勝〈陳再得先生簡介〉曾說陳再得：
「國校肄業，承彰化張滿堂先生及人稱鹿港先仔(姓名
不詳)兩位老師教授漢文。進而受二林洪尊明先生(人稱竹圍仔筆)之啟蒙，始對七字四句聯歌謠
產生濃厚之興趣。」載於《台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39：30。

4

2006 年 8 月筆者曾訪問陳再得妻子，她表示在結婚時陳再得已開始從事七字仔口頭創作的工
作，而起源於何時則不可考。2007 年 2 月 2 日筆者訪問陳再得堂弟陳清典先生(1939 生)，據陳
清典先生表示陳再得從事口頭創作的時間似乎從他有記憶時就開始，而真正的時間則已模糊而
不可考，只感到有陳再得就有七字仔示非常自然的。

5

竹圍筆是一位在地歌仔先，與作家康原有姻親關係。康原在書中是這樣介紹他的：
「明治十八
年(1885 年)二月四日出生在二林莊竹圍莊 145 番地的洪筆，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青年，他大康萬
居(作家康原之祖父)十四歲，兩人在二林莊的聚會中認識了，彼此談得很高興，洪筆平常喜歡
聊天，非常注意的事，喜歡把時事寫成七字歌謠，或寫些勸世歌，寫了以後就到處去吟唱，又
愛閱讀一些演義類的故事書，時常與好朋友『講天、講地、講黑、講白，講瓢、講飯笠，講甲
一布袋。』……後來竹圍筆的三女洪阿秀招贅康萬居姪兒康丁誥，兩家成為姻親。」《野鳥與
花蛤的故鄉漢寶村的故事》，(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05 年)，頁 67-68。
2

林奇案盧章打死石阿房〉：
來自二林莊竹圍仔的洪筆，一般人稱呼他「竹圍仔筆」，因善於書寫與吟
唱「七字仔歌」
，也有人稱呼他「歌仔先」
，他常唱的〈二林奇案盧章打死
石阿房〉的歌謠，曾經傳唱全台灣，那個事件是事實的：這是發生在日治
時期，昭和十六年到十九年(1941-1944)間的殺人滅屍事件，是一件慘絕人
寰，破案過程又曲折離奇，被稱為台灣島七大奇案之一。6
作家康原並認為洪筆到陳再得以歌仔唱述芳苑鄉歷史可說是一脈相承：
這樣的一位民間文學傳承者，住在鄉間，很少人知道他的成就，除了才藝
之外，他育有二位孩子，其長子在草湖地區當中醫師懸壺濟世，次子為工
程教育博士，目前任教於高雄師範大學工程系，雖然教的是工程科系，卻
也很關心台灣的文化。算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教出了好的下一代。這樣
的一位鄉親能「做歌記代誌，唸歌講歷史」，實在另人感到敬佩。從洪筆
到陳再得先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在漢寶園以歌謠來記錄歷史，這兩個
人也該是民間文學的傳承者。7
由於這樣的因緣，陳再得對於歌仔的興趣與創作在很早的時候便萌了芽，七
字歌仔道這樣成為了陳再得生命的底蘊，這除了深厚的漢文基礎與接受竹圍仔筆
的啟蒙之外，陳再得母親「善編兒歌、順口溜，耳濡目染」8的「家學淵源」
，可
說是陳再得最早的啟蒙教師。據上種種描述，陳再得可說是一出生即開始了歌仔
說唱文化吸收與沈縕的時期。

(二) 穩定創作期
陳再得一生從事的創作的工作，他與師承的老師竹圍仔筆一樣，早年只是口
頭上的說唱，更遑論印行「歌仔冊」販售供人閱讀，只是有閒空的時候或在門前
的大樹下、或在雜貨店門口、或好友閒談時便拿起隨身攜帶的二胡說唱了起來9，
他以前從竹圍仔筆那裡得來的說唱技巧內容的真傳，加上自己的閱歷、聽說過的
6

康原，
《野鳥與花蛤的故鄉漢寶村的故事》
，頁 67-68。

7

同上註，頁 74-75。

8

2007 年 2 月 15 日陳必正醫師回答筆者問題電子郵件部分內容：
「沒聽說過正式拜師的事，寫
作技巧不知是否跟以下因素有關：1.祖母善編唱兒歌、順口溜，耳濡目染。2.十幾歲時曾跟隨
漢文先生學習，練成一手好字及深厚的漢文底子。3.曾閱讀竹圍先作品，引發興趣。」

9

2007 年 10 月 3 日筆者訪問彰化縣耆老楊桂枝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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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故事、閱讀過的歌仔冊、家鄉的歷史、地貌、人物誌、時事新聞透過自己的
心境映射、反芻成就了腦中一篇又一篇的「歌仔冊」。
這樣屬於口頭動作並沒有將歌仔自陳再德腦中下載下來，這種情況一值維持
到了民國 85 年(1996 年)陳再得結識文化界作家康原，以及後來的二林文史工作
者許明山先生、工程師詩人吳錦順、芳苑鄉詩人陳國勝為止。
這個時期的創作類別趨於多樣、且不僅止於取材於地方風土、民俗奇案，還
有勸世類的歌仔如〈時代勸世歌〉
、時事新聞如〈台灣集集大地動〉
、還會兼論政
治立場如〈政治明星陳水扁〉，幾乎所有說唱類別兼而有之，這除了從年輕時期
的累積，經過時間的淬礪的必然結果之下，這個時期陳再得的兒女已長成，並且
各有不錯的成就，在經濟及心境的寬裕之下，他的創作也在數量與質量上邁入了
穩定期。

(三) 考據綴文期
陳再得在民國 85 年(1996 年)與作家康原在參加一項為芳苑鄉撰寫鄉誌所召
開的耆老座談會中相識，康原對於當次陳再得提供他一首〈芳苑鄉姓氏分佈〉七
字歌而驚為天人，還將這首詩歌仔細考究、敘述了一番。10最後歸納後得到的結
論是：將陳再得的作品歸為「作歌記代誌」的史詩層面。而陳再得也在這個期間
吸收了許多關於芳苑鄉的文獻沿革資料，這為他後來為文說唱歷史、地理確立文
獻上的正確性，影響不可謂不小。
作家康原這個動作顛覆了陳再得之前僅以口頭為文的習慣，他開始積極的將
自己所創作的七字仔在腦海中整理一番，再次見到作家康原時便把自己的想法告
訴康原：
〈芳苑鄉志〉編撰完成了。匆匆兩年過去了，直到在陳鄉長母親的告別式
上，再次相遇，他說在腦海中，用七字仔編了許多歌，於是我又去採訪他，
並做紀錄。完成了一本〈芳苑鄉追想曲〉11，內容有芳苑名稱的由來、蚵
的故事、鑾井陳家、二林蔗農事件……等。12
自從陳再得加入了芳苑鄉的鄉志編輯、顧問工作之後，認識了作家康原，經
過康原鼓勵其將作品寫成文字以便於流傳於世之後，這個想法一直在陳再得的腦
10

康原，
〈作歌記代誌，唸歌講歷史─歌仔先陳再得兮心情〉
，《彰化青年》328：4-6。

11

據筆者 2007 年 2 月 2 日訪問陳再得長子陳必正醫師，陳醫師則說父親叫為屬意的名稱為〈沙
山追想曲〉，因芳苑鄉在日據時期名為沙山，故常有混有之情況，本論文為尊重作者原意，故
已下除引文之外皆一律稱為〈沙山追想曲〉
。

12

康原，
《野鳥與花蛤的故鄉─漢寶村的故事》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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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酵，所以他講由自己吟唱過的歌仔，他念，由他的長子陳必正醫師逐字記錄
下來，紀錄的考慮是以「字義」為先，若找不到與字義能搭配的漢字即以「音似」
處理。13
其間經康原介紹認識了二林文史工作者許明山先生。許先生是一個著名的文
史、照片收藏家、更是一位著名的書畫家，漢學基礎深厚。陳再得認識他之後，
為求作品的正確性，常將其所綴之七字歌仔交予許明山欣賞並檢驗七仔歌仔中的
用字正確性。又為了考據自己所做的七字仔音義是否正確，陳再得曾經向工程師
詩人吳錦順、芳苑鄉詩人陳國勝請益。
陳國盛對於漢詩的喜愛與堅持，與楊佳枝交換歌仔說唱心得，「講鱟靴、講
飯篱」，這些看似普通的人、事、物，但卻是常民生活最重要的建構要素，這些
人物也正是那些許許多多的民間友人縮影，這些縮影成為了薀孕陳再得歌仔內
涵、養分、輪廓的重要顏料。

三、陳再得歌仔內容分類
「歌仔仙」陳再得自己記錄，再由其長子陳必正中醫師、許明山協助打字整
理的歌仔，現存 26 首，凡六萬餘言。若依其內容來分類，大致可分為：
(一)改編台灣歷史與民間故事類：
〈沙山追想曲之 3〉
、
〈沙山追想曲之 4〉
、
〈沙山
追想曲之 5〉、〈麥嶼厝九天寺〉、〈芳苑白馬峰普天宮〉。
(二)改編當時該地社會新聞類：〈台灣集集大地動〉、〈二林奇案――盧章打死石
阿房〉、〈沙山追想曲之 2〉、〈農會 e 歌〉、〈溪門環保好變醜，濁水溪神訴悲
哀〉。
(三)勸善教化類：〈時代勸世歌〉。
(四)敘情歌類：〈給愛妻秋香〉。
(五)知識類：〈戲說中華五千年史，縮短一本作歌詩〉。
(六)台灣主題書寫：〈美麗的寶島〉、〈台灣光復半世紀，收集資料編歌詩〉、〈台
灣地名探源〉。
(七)家鄉在地書寫：
〈沙山追想曲之 1〉
、
〈芳苑五大姓氏分佈口訣歌〉
、
〈三代望族
陳家班〉、〈草湖中學的由來〉、〈草湖土地公〉、〈保安宮〉。
(八)贈答交際：〈二林真正好所在，地靈人傑出人才〉、〈政治明星陳水扁〉、〈陳
雷 e 歌〉。
(九)其他：〈新娘吃茶四句歌〉。14
以上的分類，第一～五類均見於曾子良「台灣閩南語歌仔的內容」的十類分
13
14

2007 年 2 月 2 日筆者訪問陳再得長子陳必正所言。
參見林依華，第二章第三節〈陳再得歌仔冊的分類〉
，
《陳再得及其歌仔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
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8～29)，並且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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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中15，不同的地方在於陳再得歌仔少有「改編中國傳統小說戲曲類」
、
「改編
中國歷史與民間故事類」
、
「褒歌類」
、
「趣味歌類」的內容，卻多出不少「台灣主
題書寫」
、
「家鄉在地書寫」和「贈答交際」之作，形成了他個人創作主題的一大
特點。
整體說來，陳再得歌仔具有巧妙運鏡明快敘事節奏、特有俚語表現真切感
情、通俗易懂傳達質樸感情、兼具鉅微觀的報導文學、運用時空交織投射自我、
承繼傳統養滋其歌仔等特色，富有地方歷史之重建、珍貴語料之保存、史詩地位
之確立、民俗文化之保存、本土意識之激昂的價值16。

四、陳再得歌仔的主題與內容
陳再得歌仔的主題可分為台灣主題書寫與家鄉主題書寫。其內容則以神話傳
說、歷史事件、社會奇案、其他等統攝其龐大的作品。
陳再得生於終戰前 16 年，看盡台灣日治、終戰、戒嚴、解嚴等各個時期的
風貌，而這 76 年間也堪稱是台灣政治變化最大的的時候，他以一個台灣鄉間小
人物微觀的角度去解析他遊目所及的人、事、物，而成就了〈沙山追想曲〉
、
〈草
湖國中的由來〉
、
〈草湖土地公〉等在地書寫的篇章。而他也以宏觀的角度、縱橫
交織的脈絡來編織以「台灣」為原點、以「家鄉」為單位的主題書寫，縱的歷史、
橫的地理、縱橫交錯的時空人物，〈用台灣光復半世紀〉、〈台灣地名探源〉、〈美
麗的寶島〉、〈政治明星陳水扁〉等架築起三度空間的「台灣立體新座標」。

(一) 台灣主題書寫
陳再得詳細記錄先民從大陸移民至芳苑附近一直到台灣光復前後的開墾
史，此時他的視角開始移到「台灣」這個議題，他的態度從激烈的控訴逐漸轉為
溫和的接納。他用縱的歷史連貫古今，用橫的地理交通南北，縱橫交錯出複雜而
爛然的家鄉風景。

1. 縱的連貫──歷史
他以政治事件的起落、政治人物的興替為著眼點，加上已逐漸沉澱的情緒，
15

曾子良將台灣閩南語歌仔依序分為「改編中國歷史與民間故事類」、「改編中國歷史與民間故
事類」
、
「改編台灣歷史與民間故事類」
、
「改編當時該地社會新聞類」
、
「勸善教化類」
、
「褒歌類」
、
「趣味歌類」
、
「敘情歌類」
、
「知識類」
、
「其他」等十大類，詳見其《台灣閩南語說唱文學『歌
仔』之研究及閩台歌仔敘錄與存目》上篇第四章(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6 月，
頁 31～42)，又其主持之《閩南說唱歌仔(唸歌)資料彙編》29 冊也同樣採取這十大類的分法(台
北：中華民國台灣歌仔學會，1995 年 4 月)。

16

林依華，〈第六章陳再得歌仔冊的特色與價值〉，
《陳再得及其歌仔研究》
，頁 133～171。
6

娓娓訴說光復半世紀台灣的變化。
當年糧食大勢欠

無米專食甘藷簽

無錢通買不是儉

部分的人攏攪鹽

甘簽通食算抹歹

無錢通買對都來

姑不得已食山菜

受苦不敢乎人知

無油不絲拍歹胃

囝仔全部不古錐

北肚大大那水櫃

胸坎無肉像樓梯

胃腸打歹尿集放

囝仔真爻生文蟲

放出一條撓撓動

哀爸叫母喊究人

五十一歲無夭壽

四十五歲老倒縮

專家學者塊研究

營養不良為理由

產婦遇著塊病子

看著物件逐項驚

為著麥救雙條命

受苦不敢說出聲

彼時無衫通好穿

布袋剪開做兩平

破衫破裘穿內面

布袋做衫穿外平

兩人相蛤三領褲

麥洗一人穿一晡

有人穿甲十八補

攏嘛穿甲破糊糊

彼時無柴通好燒

墓頂挽草嘛不驚

為著生活固生命

閣恰干苦嘛著行

真正柴空米糧盡

生活實在足可憐

陳儀無要甲無緊

省長抹曉顧省民

…

…

17

與其說他是在編詩歌以記敘當時的情形，不如說陳再得是在回憶當時困苦的
生活，對於生活的貧苦發出對當時眾生的憐憫之心、體恤之情。
再則他以他所擅長的「說故事」方式，將「二二八事件」以戲劇的全知視角
呈現，雖然陳再得沒有將自己的評論加在詩歌的敘述裡，然而字裡行間卻充塞著
悲憤的情緒，也堪稱是在台灣光復半世紀以來最令人遺憾的事：
陳儀做頭掌行政

為何自己一支兵

警察勤務亂開槍

二八事件即發生

打死閒人亂開槍

在場的人起不平

外省頭先圍外省

甘藷芋仔分兩平

見面大家開始戰

戰甲喊休甲連天

長槍短棍巢出現

哀爸叫母足可憐

一日台灣打透透

雞籠燒打到阿猴

陳儀看破緊閃走

當然嘛麥避風頭

事件經過一禮拜

台灣優秀的人才

建議政策要修改

來向陳儀訴悲哀

陳儀每項攏應好

其實心內藏利刀

遂的點油做記號

以後生命攏傯無

18

陳再得在詩中對於政治人物得評述除了陳儀之外，多採「寬容」的態度，如

17

董忠司、城淑賢、張屏生編纂，
《臺灣閩南辭典》
，頁 928，撓，作「蟯」音：ngiauh，像蟲子
一般的蠕動。頁 255，
「簽」
，音：tshiam，成段細長條狀物。頁 663，姑不得已，同「姑不將」，
音：koo-put-tsiong，不得已，無可奈何。

18

同上註，頁 1249，遂的，作「隨個」
，音：sûi-ê，按順序，一個個。
7

盛讚陳誠的功績：
天光陳誠下決意

平均地權麥實施

甘願來乎好額氣

解救貧人出頭天

推動耕者有其田

前後無到三百天

佃農經濟大改變

貧困祖傳不該然

對於備受爭議人物蔣介石一家也多所稱讚：
蔣公伊某宋美齡

伊是國際女菁英

伊將蔣公來逗陣

正是蓮花配龜神

不但人才生得美

英語會講食會開

開羅會議有五位

伊參蔣公水相隨

蔣公五星的上將

不可成敗論英雄

國際的人皆尊重

近廟欺神無天良

世界將官者呢多

五星上將尋幾個

台灣海峽伊塊把

阿共不敢過來提

行政院長太子爺

出門路邊隨便吃

巡視經過並頭寫

無本預算外國賒

經國彼時下決意

十大建設總實施

這對台灣真有利

無本外國去借錢

無本外國借來用

日後有錢即麥還

外國的人敢肯定

十大建設總完成

…

…

對於其他的政治人物如宋楚瑜、林洋港、郝柏村、吳伯雄、李登輝、陳定南、
陳履安等在於政治角力方面的論述，是陳再得歌仔中品評人物的特色之一。總
之，台灣光復半世紀，給陳再得的感覺是充滿希望而值得期待的：
早年有工無塊趁

一日三頓當當緊

現在有心麥震動

食飯實在真簡單

早年無衫通好穿

布袋做衫穿外平

現在粗穿有夠省

除非美衫隨流行

早年無塊通好住

真多草厝箸塊龜

現在專是樓仔厝

比較員外無恰輸

早年無車通好駛

一村鐵馬無幾台

現在不但烏都醜

轎車麥買尚大台

早年便所竹腳有

風颱那來真歹株

現在材料真豐富

放尿順勢洗身軀

早年通信用寫批

最緊三日即覆回

現在每戶有電話

大哥大是踢倒街

早年尚界驚破病

貧人無錢看先生

現在健保納幾年

重症能得通住院

早年有工無塊趁

一日三頓當當緊

現在有心麥震動

食飯實在真簡單

早年無衫通好穿

布袋做衫穿外平

現在粗穿有夠省

除非美衫隨流行

早年交通足干苦

大路無石通好鋪

現在到處柏油路

出門直接到城都

台灣光復五十年

生活由苦變成甜

岸頭的人無亂柄

圓人能扁扁能圓

2. 橫的交通──地理

8

分別以〈台灣地名探源〉
、
〈美麗的寶島〉這種大範圍的家鄉概念，成為陳再
得勾勒台灣面貌的標示，他用近於「報導文學」的手法處理這個主題，投射他對
家鄉的遠景。
(1) 〈台灣地名探源〉
陳再得在〈台灣地名探源〉參考了許明山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將台灣由北而
南的地名作一簡略的概述，目的是：
台灣本省的代誌

舊名多數不知機

三百零九鄉鎮市

一一介紹恰合宜

就是新名換舊名

以前舊名嫌歹聽

時代改變換條件

環境不同改新名

多數鄉鎮名兩款

少年不識塊爭端

老人新名講不慣

大家相箭箭不完

聽我介紹免相箭

歷史只有幾百年

聽完大家就覺醒

原來就是按尼生
〈台灣地名探源〉

我們常發現有很多地名與當地民眾的習慣稱呼並不同，如沙鹿台語發音為
(sai-l
k)、王功台語發音則為「王宮」(ông-king)，也有很多行政區劃分之外的地名
或聚落因其約定成俗的習慣而仍保存其舊稱，學者林美容曾說：
認識地方從地名開始，地名應該尊重地方習慣，對於大家仍慣用的舊地
名，應該盡量恢復，盡量採用到行政區劃、車站、站牌的名稱上來，復活
我門對一地之自然、歷史與人為的重新認識。
欲認識一個地方的歷史、人文、地理、尤其是一個村莊聚落、最好的方式就
是從地名上著手、而重新認識一地。陳再得對新舊地名的釐清、說明如此堅持的
原因，由此可見一斑。
(2) 〈美麗的寶島〉
〈美麗的寶島〉一文主要是敘述的篇章，敘述台灣十八縣市的地理、風景以
及人文景觀、陳再得的寫作順序以他所居住的彰化縣為起點，向南出發，經雲林、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再由南而北回彰化，所以對當地的地質、歷史、
自然、社會等人為或自然景觀相當熟悉。
這種順序也剛好符合陳再得的「耕作軌跡」
，詩歌中提到雲林、嘉義、台南、
南投、高雄等縣市時，所注重的並非當地名產，如溫泉、水果等，除了描述顯而
易見的自然景觀外，也對軼事、或傳說等人文景觀做深入觀察：
彰化早年結布市

鹿港出名賢做詩
9

織布製藥靠和美

芳苑王功蚵七耳

佛祖坐在八卦頂

慈航普渡最有靈

坐東向西看全境

慧眼如電觀眾生

〈美麗的寶島─彰化縣〉
雲林有縣無庄頭

東面隔界清水溝

南側草嶺至海口

所出人物嘛真賢

美國總統艾森豪

卜找四湖萬居哥

學友兩人特別好

蔣家不敢看伊無

論起西螺廖文毅

一人三博無幾個

相差依去無著勢

險險說要被抄家

西螺七坎二五庄

無輸大陸精武門

個個功夫有上算

阿善師傅敢擔當

〈美麗的寶島─雲林縣〉

(二) 家鄉主題書寫
陳再得的歌仔包羅萬象，其中涉及彰化地方傳說者也不少，主要集中在「改
編台灣歷史與民間故事」
、
「改編當時該地社會新聞」和「家鄉在地書寫」這三類
當中，內容有王功地名的由來、芳苑地區的寺廟沿革與神明故事、地方特產的來
歷、二林地區的社會事件等等，茲分述如下：

1. 王功地名的由來
陳再得的家鄉――芳苑，舊名「番挖」、「番仔挖」，大正九年(1920)改名為
「沙山」，民國三十五年(1946)再改為「芳苑」。芳苑鄉有 26 個村，其中王功村
因有王功漁港而頗富盛名，其地名由來的說法也最多。據說「王功」本名「王宮」
，
清朝嘉慶年間海盜蔡牽在此劫虐，「王爺宮」的池王爺顯靈逼退，事後蔡牽為了
感謝池王爺開恩，通令海盜，船每次航行至此，要向王爺公遙拜才能通過，後來
漁船航經於此就大喊「王爺宮庄」到了，村民感念王爺的護莊功勞，特將「王宮」
改為「王功」19；又有一說是，嘉慶十七年(1812)彰化縣令楊桂森到王宮巡視，
認為這個地名有冒犯皇宮的嫌疑，所以下令以同音的「功」字代替「宮」字20。
關於王功地名的由來，陳再得如此唱道：
王功地理算無醜，部分姓林台先來。………
認為生活能安定，隨時落起王爺宮。
王爺能得蔭庄境，庄名箸靴自然成。
日本不用王爺宮，王爺中國的神明。

19

說見林宜慈《朝露絲雨：風情王功•
蚵畫人生》
，頁 15。

20

說見魏金絨《甦醒中的王功》
，頁 35。
10

伊改王功咱不用，路尾大家講王宮。21
唱詞中王爺庇蔭庄境的背後，可能隱藏著一段和王爺顯靈逼退海盜蔡牽一樣
的故事，至於是日本人把「王宮」改為「王功」的說法，則與眾不同。

2. 芳苑地區的寺廟沿革與神明故事
擔任村長的陳再得，平日熱心公益，經常參與地方上的寺廟事務，對於芳苑
地區的寺廟沿革與神明故事如數家珍。
例如他的〈芳苑白馬峰普天宮〉提到媽祖顯靈：
聽見先輩塊講起，二次大戰彼當時。
媽祖伊能擋槍子，伊對信徒足慈悲。
媽祖現身穿女裝，可比一個小女童。
炸彈槍子伊敢擋，表明伊帶白馬峰。
這個媽祖接炸彈的傳說，在台灣各地普遍流傳。不過，
〈芳苑白馬峰普天宮〉
一開始先解釋了「白馬峰」地名的由來，背後尚有一白馬傳說22；接著回顧普天
宮的廟史，說是明鄭時期將領陳四方兵敗投降無處可去，後來得到媽祖庇佑渡海
來台替人醫病，眾多信徒紛紛捐款建廟23，則是該廟特有的歷史傳說。陳再得用
他的歌仔為這種台灣寺廟文化現象留下了一些生動的記錄。

3. 七耳蚵的神話故事
在「七耳蚵」故事中，他以現實生活和生產生活為基準，不自覺的對客觀世
界加以形象化、人格化：

21
22

清宮食譜有記載 七爾蚵仔的由來

古早仙女下凡界 七個姊妹共同栽

姊妹一個栽一耳 栽塊福海港溝邊

溝水慢退閣早鄭 蚵仔才會即爻生

七耳七種的口味 綜合起來這麼甜

若配漢方治百病 七耳蚵仔上值錢

引自陳再得〈沙山追想曲之 3〉
。
內容是說：
「白馬偷飲水缸水，主人看著便起追。每回追到這一位，目周酸澀展抹開。恰早鹹
山有人講，以後人講白馬峰。範圍靈氣真正旺，起宮建廟攏能通。」

23

內容是說：
「自從媽祖來了後，真正庇祐歸角頭。無論囝仔亦是老，頭燒耳熱伊總包。媽祖化
單真好用，無輸權威的醫生。引起信徒的肯定，歸日爐單拔無停。媽祖照顧老百姓，不免吃藥
看先生。歸日的人踢踢鄭，四方不識共提錢。四方逐日做義工，吸引真多外地人。無論症頭帶
外重，來到本地隨輕鬆。外地信徒先籌備，就要建宮恰合宜。合著四方的心意，開始尋日挖地
基。自從地基開了後，寄付信徒相叩頭。起宮的錢存有夠，種種設備有出頭。」
11

〈沙山追想曲之 3〉
透過蚵仔有七耳而懸想是七個仙女共同栽種，將蚵仔形象化，可說是一則十
分典型的神話，符合故事內容複雜化、系統化、美麗化。
這個故事是根據王功蚵仔的特徵—─有七耳蚵傳說是天上七個仙女下凡栽
種而成，加上嘉慶君遊臺灣的傳說軼事來增添七耳蚵的傳奇特性，傳說嘉慶君在
竹山吃到七耳蚵的美味，因而落筆寫字讚賞，沒想到因而洩漏了皇帝的身份，蕭
坤蕭、碧勾結番人來圍攻，縱有李勇的驍勇善戰，依然無法化解這場危機，七仙
女在天上感應嘉慶君是因為七耳蚵才引來這場危機，所以出手相救，場面十分戲
劇化：
得祿單劍保嘉慶 真正九死唯一生

織女天庭有感應 報答嘉慶一點情

這次嘉慶惹大禍 完全為著七耳蚵

寡不敵眾真無保 恐驚嘉慶性命無

織女腰帶戍一下 扭來倒下歸十個

得祿主公顧好勢 閃在下坪陳家宅

七色腰帶真好用 真正一馬抵萬兵

伊卜下凡無申請 犯著天條罪不輕

看見李勇來接應 伊無時間緊收兵

一步踏起白雲頂 兩步伊隨到天庭

李勇返來到原地 尋無嘉慶因兩個

想甲心肝亂馬馬 皇上討人對兜提

當塊發火的時陣 可比猛虎入羊群

東西南北直直奔 先找找無嘉慶君

青番走入竹林內 李勇愚愚全不知

青番發箭做一擺 李勇先格格不開

李勇人死身無倒 兩蕊目周奶隴鵝

青番認為真無保 若無緊走性命無

李勇人死無倒地 心電感應因兩個

兩人山路悽慘爬 看見李勇孤一個

嘉慶佣人找林杞 收埋代誌交待伊

墳墓雖然無舒適 只豎一塊青石碑

嘉慶預算卜福海 李勇出事煞無來

站在山頂真感慨 表明幾句給人知

王爺宮地算無醜 壽山福海頂下排

後看壽山前看海 利取東西南北財24
〈沙山追想曲之 3〉

這則傳說將福海宮的石碑「王爺宮地算無醜 壽山福海頂下排

後看壽山前看海

利取東西南北財。」和七耳蚵作了一個巧妙的連結。

4. 二林事件
陳再得在〈沙山追想曲之 2〉中詳細的紀錄了二林事件發生的原因、人物、
過程、結果，結構非常嚴密完整，宛若「二林事件」跨時空的再次顯影。
茲分析陳再得的歌仔〈沙山追想曲之 2〉中關於「二林事件」的敘述，他先
24

董忠司、城淑賢、張屏生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
，頁 1058，拔音 pu

h，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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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發生的遠因：
當時滿清真著病 戰輸日本甲午年

馬關條約打真硬 才將臺灣割給伊

想著當時真苦嘆 西后未戰先投降

忍心將咱臺灣放 日本親像管犯人
〈沙山追想曲之 2〉

近因則是因為日據時代日人採用「採收區域制」，致使蔗農被權益剝削而產生暴
動25。
返來一季卡平靜 二林事件隨發生

本源會社車盤稟 鬧甲雞犬都不寧

採收甘蔗不講價 採收了後由伊提

蔗農捉賊哭無爸 拒絕採收起冤家26
〈沙山追想曲之 2〉

導火線則是因為當時「文化協會」的鼓舞之下而成立「蔗農組合」與林糖對
抗，蔗農事件係得到「阿罩霧三少爺」林獻堂在大正 14 年(1925 年)4 月 19 日至
二林演講，民眾受到鼓舞，紛紛向林糖交涉，要求改善不合理的剝削，並成立「蔗
農組合」，以團結的力量對抗會社這種不公平的待遇。
後來因為交涉無用，才會爆發一波波的武力衝突，陳再得在詩中仔細記錄當
時文協與二林仕紳交通的情形，也記錄了直接或間接參與二林事件的人物：

25

聽見先輩箸塊講 日本時代謝南光

文章會寫話會講 本身武術真靈通…

臺灣人民無地位 實在強卜食麥開

加在一位蔣渭水 伊參獻堂八做堆…

批信寫出三日後 一百十個有出頭

便有接批總有到 集合霧峰獻堂兜27

五路齊到開會議 推荐獻堂落主持

臺灣總督真無理 管咱親像管畜牲…

嘉義一位劉啟光 聽甲強強卜抓狂

歸棄看卜按怎創 財產開乾嘛無妨

清水肇嘉笑咪咪 目屎照常含目漧

對付日本要鬥智 若用武力穩輸伊

姓蔡培火加肯定 南光讚聲全贊成

會議到這做決定 大家緊尋沈葆禎…

洪長源、魏金絨著：
《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頁 72：
日本統治台灣，此經濟榨取政策，為營造「糖業帝國」
，特實施「採收區域制」
。此制度即是將
某區內所產的甘蔗指定由某「製糖會社」採收，在此區內不得設立其他糖廠，甘蔗原料亦不得
賣往其他區域之「製糖會社」，且價格皆由片面決定，採收時亦由會社雇工排定順序，再由蔗
款中扣除工資，甘蔗運往糖場過磅時，蔗農也不能參與，任由會社偷斤減兩。」二林地區屬於
林本源會社採收區域，這種制度在陳再得眼中看來是「車盤稟」的行為。

26

董忠司、城淑賢、張屏生編纂，
《臺灣閩南語辭典》
，頁 777，
「季」作「氣」音 khùi，氣候變
化，用以表示一段時間，同「這一陣子」之意，頁 253。車盤稟作「捙跋反」
，音 tshia-puah8-píng。
(一)本意指翻轉打滾(二)引申為在人生旅途中翻轉打滾或指為了做一件事折騰不休。

27

同上註，頁 1283，兜，音，tau，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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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緊組織文化會 合法組織無問題

委員就咱些人做 推選會長通掌作…

二林一位李應章 正是民族的英雄

伊作醫生兼有量 本身武勢嘛真強

蔗農返來甲報告 趕緊叫人去打鑼

甘蔗若是不給錯 大家著要講通和

應章彼陣真趕緊 拜請南光來相挺

隨時寫了一封信 報告經過的原因

本源會社真過分 官商勾結無單純

伊的地磅全不準 三個委員十八斤28

南光動員宋江陣 個個目周青銀銀

會社這歹阮不信 打甲屎尿騎塊渟29

這段詩句說明當時謝南光參與二林事件的情況，加上「文化協會」成員蔣渭
水、林獻堂當時以全省巡迴演講的方式鼓吹民族思想，蔗農因為長期的壓迫、剝
削而覺醒的農民意識，才會引發這次的事件。
陳再得所述二林事件的過程、結果，也十分符合當地耆老的口述，以及歷史
資料的記載30。證明陳再得對於家鄉歷史事件考究之用心：
巡查是代表總督府執行公權力，角色應是中立，且是保護百姓才是，如今
卻反過來幫助不法剝削蔗農的「林糖」，當然引起蔗農的不滿，也因此因
發下一波更大的抗爭。……遠藤巡查部長見狀便拔出配劍，欲借劍來懾服
蔗農，其他六名巡查亦隨著遠藤部長而將配劍拔出，…...其中小野、高木
兩位巡察見農民怒不可遏，恐懼的又把劍收回，其他四人則繼續的耀武揚
威著，此時有兩位膽大、力大的蔗農蔡琴、謝衢不但不後退，反而上前去
將大石、諸富兩位巡察的配劍奪了下來。混亂中，「矢島」及其中五名巡
查受傷，蔗農見事態嚴重紛紛散去。31
另外，在《彰化縣口述歷史(三)》關於〈日據時代農民運動二林蔗農事件〉
的訪過程中，談及的事情發生的原因、經過、結果：
蔗農見巡查公然袒護林糖，所以更加氣憤，高喊：「價格未公布前，不准
採收甘蔗」，有些人並拿起土塊及甘蔗擊向矢島，遠藤見狀拔出配劍，欲

28

「三個委員十八斤」是一句後來成為形容生意人偷斤減兩的話。據洪長源、魏金絨著：《二林
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頁 72，也作「三個保正五十斤」，有一次農民實在不相信一台車
的甘蔗才那麼一點點重量，所以三個「保正」(里長)同時跳上台車過磅，結果才增加五十斤。
而陳再得在這裡更是運用誇張法將這句話寫成了「三個保正十八斤」。

29

同註 27，頁 1326，渟，作「糽」，音 tin，繩索或細長條狀物體由高垂下。

30

陳再得於 2005 年 1 月 19 日過世。在他過世之前(民國 90 年)已有對於二林蔗農事件敘述詳盡
的洪長源、魏金絨合著的《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一書出版，陳再得所述的二林事件
與此書記載大約相同，只是過程多了戲劇化的表述。

31

洪長源、魏金絨著：
《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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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劍威折服蔗農，蔗農卻無懼其威，繼續以土塊、甘蔗直擊矢島及會社員，
並大罵巡查是林糖的走狗，與林糖狼狽為奸，欺壓蔗農，竟然隨便拔出配
劍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小野、高木見蔗農怒不可遏，恐懼的又把劍收
回，但大石、諸富二人的劍則被膽大、力大的蔗農蔡琴、謝懼奪走。32
相較於陳再得的敘述：
二林蔗農隨時到 沙仔一人提一包

見面灑去隨越走 二林蔗農佔風頭

警察枷司提孤手 一手那塊揉目周

蔗農那會這夭壽 沙仔英著流目油

目周無看想要走 續參大成相碰頭

閣有路上塊迫後 竹塘起來四面包

打甲茫煙甲散霧 血流血滴歸身驅

第一出名路上厝 臨陣才知真功夫

戰鼓越打越愈緊 個個隊員真認真

打甲霞烏無看面 聽著鑼聲才收兵

此次事件結果逮捕 93 人，被送預審的有 47 人，雖經考察懲處名單中並無詩
人謝南光(謝春木)，然而謝南光也因此事件而走避北京就讀33。李應章也趁隙逃
走、群龍無首、日人秋後算帳的情形34。陳再得如是描寫：
自從南光去了後 二林地方亂操操

應章看破伊也走 蔗農內底續無頭

蔗農一人帶一位 放尿超沙麥做堆

暗時若聽狗塊吠 就是警察閣來圍

本源會社靠官勢 動員警察歸百個

抄甲歸庄亂馬馬 雞母雞角打咯雞

早去的人真僥倖 未曾問話打台先

冤枉的人不承認 著要灌水兼睏冰

32

曾慶國等訪談：《彰化縣口述歷史(三)》
，頁 94-95。

33

洪長源、魏金絨著：
《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
，頁 105-109。參考二林蔗農事件「判決」。

34

李子麟，〈二林社會主義之先鋒李應章〉，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第一輯》
，頁 126-132。
李應章，又名偉光，西元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民前十五年)十月八日生於彰化縣二林街
(鎮)，祖父李森浮，在青少年時期(一八四０年代)由福建同安老家浦園到臺灣謀生。先作人家
長工，後改作中醫舖學徒，而終於成為中醫師，後與藥鋪老闆的女兒結婚。育有三子二女。父
親李木生排行老三，繼承中藥鋪業而行醫，性溫和，行仁術，頗具口碑。應章幼小得祖母寵愛，
常與她一起食宿。祖母常向他講述日本對臺灣人的殘暴情狀。他平常又常目睹日本警察來騷擾
父親中藥鋪，百般凌辱或罰款，因而種下了日後反抗日本政府的種苗。於明治三十九年進入二
林公學校就讀，一九一四年上了彰化商業實業科，此時時常和校外人士吟詩作對，九一六年考
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此時組織了「弘道會」抗日，又經常吸取國外民族自決朝流的書籍如「新
青年」等。於一九一九年回鄉開了「保安醫院」
。一九二一年四月認識了蔣渭水、林獻堂等人。
李應章當時提出「青年會章程」而成立了後來的「文化協會」。後因「二林蔗農事件」被起訴
而避居大陸，遂成社會主義先鋒。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因高血壓併發腦溢血而逝世，享年五十
七。
15

定罪無論輕也重 至少拘留二九工

著關夠額才有放 彼陣隴無有勢人35

二林蔗農除了之前林糖剝削之外，又要受日人欺凌的雙重痛苦。所幸日人最
後因世界大戰敗走的情況。這篇作品是陳再得細心考察史實，經由自己心象的再
現而成就的史實戰役他以農民的角度看待農民因被剝削而產生反抗的事件，他所
要抒發的已經超過了一個說唱藝術家所要表達的範疇，而是民族意識的再現。

五、社會奇案─陳再得的〈二林奇案盧章打死石阿房〉
二林奇案是臺灣四大奇案之一36。發生在日治時期昭和 16 年到 19 年間
(1941-1944)，轟動全台的滅門血案，由於犯案過程曲折因而傳頌一時，許多民間
說唱家紛紛將之編成歌冊，版本流傳甚繁。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人洪月善於編唱
歌詩，將家鄉奇案編成歌冊而引起注意37。之後竹林書局因為認為洪月38所寫的
詩句「嘮梭」而將之另編歌冊〈二林大奇案歌〉39。柯榮三曾於其論文「有關新
聞事件之臺灣歌仔冊研究」40表示二林大奇案歌的版本只有一種。其實，二林奇
案已出現了另一種改編過的新版本，陳再得所編寫的〈二林奇案盧章打死石阿房〉
故事梗概、主角姓名，與竹林書局版皆大致相同，只是比較起來陳編則將時代背
景更清楚的描述。
像二林奇案這些民間傳唱曲目，經過多人傳唱已多具穿鑿附會的傳奇色彩，
為了引起聽眾的興趣，多半是強調真實不虛，陳再得寫來也似身歷其境，用字遣
詞時有與竹林書局版本雷同，例如陳再得在詩中常用的：
「知機」
、
「是真不是假」
、
詩文開頭或結尾的贊詞等，研判陳再得應讀過二林奇案歌的諸多版本，加上師承
35

董忠司、城淑賢、張屏生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
，頁 263，超作「抄」
，音 tshiau，在成堆
的物品當中翻動，使其分佈均勻。

36

王釗芬碩士論文〈「周成過台灣」故事的形成及演變〉 附錄三〈訪林燕山先生〉
。言四大奇案
為「周成過台灣」
、「林投姐」
、「二林奇案」
、「運河奇案」
。

37

柯榮三：
《有關新聞事件之臺灣歌仔冊研究》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7。日治時期發生的兇殺案何其多，比起「二林奇案」更曲折離奇的並非沒有，例如：
1930 年代，台南地區就有所謂「白鼠奇案歌」
，但為何戰後皆不見有「白鼠奇案歌」的流傳，
而卻有「二林大奇案歌」呢？恐怕與「二林大奇案歌」早期編著者之一「洪月」本身即是彰化
縣芳苑鄉人有關。《二林鎮志》中告訴我們，「兇手盧章是本鎮鄰近今芳苑鄉碑北的人士」，換
言之，「二林奇案」可說是在洪月家鄉真實發生的兇殺案，生為在地人，又懂得編歌仔，自然
會想到將自己家鄉的殺人事件編成歌仔，奉勸世人，諸惡莫作。

38

2007 年 2 月，筆者曾訪問洪月鄰居林來水先生，林先生表示的確有洪月且善編歌詩，然而所
編歌詩經多年搜索皆已亡軼。

39

網路展書讀
http://tsls.admin.yzu.edu.tw/southernmin/minnanbooksong/bin/minnanbooksong_all_next.asp?sBook
_id=000042〈二林大奇案歌一集到五集〉下載時間 2006.10.25，以及本人藏書。

40

柯榮三：《有關新聞事件之臺灣歌仔冊研究》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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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筆仔41。又是在地方的奇案討論人數眾多，陳再得本身善於交際，所以他所
呈現出來的二林奇案背景更接近當時案發現場，如在時代上的交代，陳再得對於
事件發生的遠景描述是較竹林書局來得深且廣，對於徵兵遠因、時代背景交代得
較為清晰，對於時空背景的描述也較為有條理：
二林發生大代誌 貪財害命兼滅屍 做法真正有神祕 辦案困難足離奇
奇案若是卜講起 就對事變彼當時 日本東條足無理 戰爭起事就是伊
東條陸軍總司令 伊的個性真橫行 高峰會議做決定 主張中國打台先
日本陸軍最有勢 近衛首相不敢架 枉費裕仁做皇帝 專聽東條伊一個
東條分析有理由 目前中國分四州 介石手段足夭壽 學良被禁無自由
中國國家雖然大 失和一片像散沙 論真性命恰薄紙 預定三月卜亡華
時間昭和十二年 北京上空變暗天 七月初七的日子 盧溝橋頂日連暝
開始戰爭無外久 強迫志願做軍伕 放出相當的待遇 比較做官無恰輸
(〈二林奇案盧章打死石阿房〉)
然而，越是近距離觀察現場，疑惑、矛盾與不合邏輯的案情就呈現得越清楚，
這種不合邏輯又矛盾的案情只能用「超自然的」輪迴、因緣說來解釋；而這種超
自然之說穿鑿在社會案件中，正是民間說唱文學的趣味之所在。比較兩個版本的
內容，可以觀察出歌仔冊的內容因時代、功能所呈現的差異性，有助於研究臺灣
歌仔的演化過程。

六、結語
歌仔冊是以一般民眾熟悉的母語，記載貼近大眾的歷史、文化、生活、民俗
的實況，台灣的歌仔也因此曾在台灣民間風行一時。
陳再得的家鄉在地書寫，以常民歷史觀點建構圖騰，如：〈溪門環保好變醜
濁水溪神訴悲哀〉
、
〈沙山追想曲〉
、
〈芳苑白馬峰普天宮〉
、
〈麥嶼厝九天寺〉
、
〈草
湖土地公〉
、
〈草湖國中的由來〉等翔實紀錄當地地理景觀、變遷、開發史，對於
人文發展、史實紀錄也著墨不少，也因此承襲了歌仔冊記述小地方鄉土史料、語
料、風俗等傳統。另外，他以歌仔來記事述志，並且以歌仔贈答交際、記載沿革、
人物評等，極易使人透過這些形式的語言，了解鄉土歷史進而凝聚鄉土意識，使
鄉土語言與鄉土意識再度接軌。
陳再得以務農為生，在他的一生中跟這塊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情感，這些對

41 康原《野鳥與花蛤的故鄉-漢寶村的故事》
，頁 67-71。認為最早寫作《二林大奇案歌》的應是
出生於 1885 年人稱「竹圍仔筆」的二林庄竹圍庄 145 番地人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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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沙山地貌變遷、生活風貌及名人軼事的描述，內容融合作者的自我體認觀察、
摻雜正史、野史的記載相互滲透、融合，成就了陳再得心中的家鄉圖騰。
陳再得趕上了歌仔冊出版的黃金時代(1932 年代)，當時歌仔冊在台灣流傳與
編輯相當廣泛，後來 128 事變造成大陸系歌仔冊禁運臺灣，也因為如此，許多臺
灣出版社或歌仔先將臺灣人自己創作的歌仔印行成冊，以供應台人對於歌仔冊的
需求，是歌仔冊生根的年代42。筆者推測陳再得對於歌仔冊或熟悉歌仔冊的人接
觸應該非常多43，如竹圍仔筆，雖然陳再得對於歌仔冊流傳、出版或許並不十分
清楚，然而陳再得創作歌仔冊卻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價值。
後記：
本文寫於 2010 年。2011 年 1 月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陳益源、陳必正、陳芳

慶編《陳再得的台灣歌仔》。
村長陳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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