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的鄉土咱的歌─
文／林孟華  圖／台灣古篤戲劇學苑

歌仔戲是臺灣這塊土地孕育成長而茁壯的鄉土藝術，從以前鄉野「落地掃」的隨興表演，

到現在融入現代元素。歌仔戲內容的多元豐富，除有忠孝節義故事、古典詩詞外，多以臺灣

閩南語發音的歌仔戲，是臺灣本土戲劇的代表之一。

歌仔戲發展於臺灣約莫有近百年的歷史，歌仔戲發展之初，是為了酬神的演出。隨著

劇本內容的親土性、本土化，讓歌仔戲在民間大受歡迎，成為農業社會重要的娛樂項目。

2009年文化部公告指定「歌仔戲」為重要傳統藝術，其指定理由有三：反映古昔常民生活

型態或娛樂價值，並在藝術及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地方色彩顯著，並在藝術及藝術史上

具有價值且瀕臨失傳；傳統藝能之表現特別優秀，在全國具有領先地位。—可見歌仔戲的重

要文化價值。

傳統歌仔戲無論再劇本、服裝、舞臺戲劇、曲調部分，都有多元的包容性。如歌仔戲音

樂擷取了南北管曲調、福佬、客家民歌的活力，既為傳統也貼近日常。近年來，歌仔戲力求

在劇本、導演、舞台燈光等各方面的精緻化、現代化及藝術化，使歌仔戲已脫胎換骨非昔日

野台戲的吳下阿蒙，並進一步邁入藝術殿堂之路。而歌仔戲學習吸納、融合各種戲曲的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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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讓歌仔戲吸收不同世代的眼光。

為了讓歌仔戲走向國際化並符合現代

觀眾品味，除了唱腔、編曲、服裝、舞臺

的改變外，由劇本為出發，改編耳熟能詳

的故事，以多元性、合理性、趣味性為基

礎，重新演繹、編排古戲碼，賦予傳統戲

曲新生命。以下選出幾個段子，分享老戲

新本。

多元性

以往的戲都著重在一兩位要角的表

演，其他的人只好淪為舞台上的跑龍套。

例如：【索糧招親】一劇，一般就只是楊

宗保與穆桂英兩人的互動表演，其實一個

故事的形成，所有人物的互動都是連貫性

且相互牽扯的，改編劇本中，保有原劇孟

良、焦贊兩個角色之外，還添加了穆桂英

身邊兩個丫環—穆花、穆里，一智一愚的

角色，藉由他們的有趣對話道出穆桂英的

心聲，讓觀眾更貼近主角的內心。例如：

宗保成為階下囚之後不但未被視為囚犯，

還被待之以上賓，令觀眾納悶，乃藉由穆

花、穆里之口道出端倪：

▼ 【香蓮告青天】是戲迷耳熟能詳的故事。

臺灣歌仔戲

May 2016 35



穆里： 妳猜啥米？

穆花： 我是在猜而已，也無確定！

穆里： 呀是猜啥米不講來聞香咧？

穆花： 齁！問甲一支柄，妳真吵呢！（看見

穆桂英走來）噓！小姐來了！

【香蓮告青天】這齣最為膾炙人口的

劇本，在加入陳世美赴京趕考取得狀元後，

一場太后親自面試的戲碼，陳世美不負飽

讀詩書古籍之名，以先帝勸示回答提問，

加深太后對自己的喜愛，也加深觀眾對陳

世美機靈應對的印象：

太后： 陳賢卿，哀家問你~自古荊州乃兵家必

爭之地，卿家以為如何？

世美： （略思）啟稟太后，當年太祖杯酒釋

兵權，就是為了天下安定、黎民安

居！當今皇上以仁孝治天下，我大宋

朝江山必能千秋萬歲，國泰民安，四

海昇平！

太后： （點頭微笑）嗯⋯有見智！哀家再問

穆花：【唱段】

 小姐行為費猜疑，要阮小心伺候伊，

 莫非對伊有愛意，莫怪歸工笑咪咪。

 ▲穆里端飯菜上。

 【唱段】

穆里： 賊婆賊婆叫不離，要我將伊來放開，

吃不吃隨在你，你若要死一刀送你上

西天！

穆花： 是啥人給妳氣到按呢生？？

穆里： 啊有啥人？還不是彼個不知死活的楊

宗保！若不是小姐叫我揣飯菜去給伊

吃，我才不愛去呢！

穆花： 這⋯

穆里： 哼！彼個楊宗保真是不知好歹！我的

手路菜，不是隨便人就吃得到呢？ 除

非喔⋯是我未來的阿那答！嘻~~ ㄟ！

我講歸嚗妳到底有在聽無？

穆花： 我在想講，咱小姐按呢做一定有什麼

原因？

▲ 【索糧招親】劇中楊宗保與穆桂英兩人的互動表現。 ▲ 【香蓮告青天】太后招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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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恁寒窗苦讀，總是為了光宗耀

祖、改換門楣，萬一若是應舉落第，

功名未成，也只不過是一個凡夫俗

子！如此多年苦讀，豈不是盡付流

水？

世美：稟太后，先帝勸示~（節錄宋真宗勸

學文）

【唱段】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另當丞相對世美說太后有意招他為婿

時，世美從開始的支吾其辭、愧對香蓮妻

的掙扎，到最後被公公利誘勸說，甚至威

脅，而被迫接受的心境轉折，讓劇情發展

明朗、更有說服力：

世美： 啊？【唱段】

      聞言可比如雷震耳，不由我世美暗

驚疑，(相爺示意內侍)太后雖有招親

意，可是我家中已有香蓮賢妻。

公公： 狀元公！皇姑天姿絕色，太后寵愛宛

如掌上明珠，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

會，你就要好好把握啊！

世美： 這⋯

公公： 狀元公，你想看麥，你進士及第，將

來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若

是招為駙馬，入了皇家之門，如此，

就能魚躍龍門、一步登天啊！ 

世美： 魚躍龍門、一步登天！哎呀∼

 【唱段】

 榮華富貴在眼墘，似錦前程好時機，

 我應該向前來接旨，（2弄）慢來∼

慢來啊！事跡若敗露我必死無疑。

      【唱段】

 皇家的富貴非等閒，香蓮對我情義重

如山，良機若失終身遺憾，若放下因

母子，我於心何安。

公公： 狀元公，你就愛想乎清楚，拒絕皇家

招親非小事！你若不答應⋯恐驚耶~

會惹來殺身之禍喔⋯（做殺頭手勢）

世美： 哎呀~~【唱段】

 我若向前來推辭，恐驚會斷送前程赴

陰司，唉！香蓮啊，休怪我僥心忘情

義！ 我不願貧寒受人欺。

合理性

 所謂「個性決定命運」劇情的發展

應該是依循主人翁的個性延展而成。

【歡喜冤家】是描述昇平公主與駙馬

爺郭曖的爭吵，駙馬爺竟出手打了公主。

打公主在當時可是殺頭之罪，然而事出有

因，從昇平公主在洞房的紅燈規定逐步鋪

陳，至缺席郭曖父親壽宴等，再由一位魯

直的二哥予以風言風語，故意恥笑郭曖是

被招贅，爾後發展出打公主的劇情，可就

順理成章了：

二嫂： 六弟，今啊日這麼重要的日子，公主

怎會沒回來？

郭曖： 這⋯（面露難色）

▲ 【香蓮告青天】太后招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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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惹你生氣啊？

郭曖： 哼！惹我生氣的沒別人，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

 【唱段】

 爹親大壽~是重要的日子，七子八婿攏

回家慶團圓，獨獨不見第六媳婦妳，

妳為人兒媳竟然不知禮儀。

昇平： 喔！原來是為著這小寡代誌！

郭曖： 妳！（音樂加快）

 講啥麼無去拜壽毋要緊？講啥麼君去

拜臣給人看輕？妳目無尊長實在太可

恨，根本是藐視阮郭家的門庭。

昇平： 哼！你給我斟酌聽！

 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駙馬，靠我昇平

郭旰： 唉！【唱段】

 看來做駙馬並無輕鬆，人若講西不敢

往東， 公主 水會結凍，真是人比人

芎蕉比樹欉。

郭曖： 二兄！勿講囉！（不悅）

郭旰： 也都有影擱驚人講！我早就講過了，

怹皇家有啥米了不起？

 若毋是咱郭家為怹在出生入死，皇帝

早就換人做啊！

郭曖在宴會受辱，盛怒之下衝回家，

公主依然刁蠻不認錯，兩人起了一番爭執，

昇平公主咄咄逼人氣勢，怒打金枝乃水到

渠成：

昇平： 駙馬，為何回來怒氣衝衝？呀是啥米

▲ 【風流才子唐伯虎】。

YUAN MAGAZINE38

臺灣
戲劇

w
w

w
.t

aip
ower.com.tw



才會當享榮華， 阮皇家的勢力比天擱

加大，你著好好給我記心肝。

郭曖： 妳！

昇平： 按怎？驚到了喔？不要緊，你若是跪

落去給我磕頭會失禮，本公主就原諒

你，予你保住你這粒頭殼！（用手去

戳郭曖頭）

郭曖： （撥開昇平的手）昇平你不要太超

過！那無我就對你不客氣！

昇平： 你若敢你就打啊！你打啊！你打啊！

▲昇平向郭曖步步逼近。

郭曖： 可惡！⋯（向前狠狠搧昇平一巴掌）

昇平： 唉喲~（憤怒）你！你真實打我？

趣味性

礙於禮教主角的個性往往多沉悶、中

規中矩，新編會增設甘草人物角色，運用

俚語道出觀眾的心聲，讓觀眾會心而笑。

如【歡喜冤家】一劇中，多了一位活潑可

愛的清平公主及一位與郭曖感情很好的同

父異母弟弟郭萊，洞房花燭夜由他負責強

押郭曖入新房，藉由兩兄弟對話道出郭曖

不願入房的內心掙扎，異於一般傳統表演

程式由郭曖一人獨唱獨白，更讓對劇本無

概念的觀眾能快速的進入主角的內心：

▲ (郭萊扶滿臉醉意的郭曖。郭曖欲轉回頭)

郭萊： ㄟㄟ！你要去哆位？

郭曖： 我⋯我大廳還有人客，我應該擱來去

跟他們招呼！（轉身欲走）

郭萊： ㄟㄟㄟ（拉住郭曖）我看你是飲酒醉

啊啦，當現在已經是亥時，人客早就

轉了了啊啦！

郭曖： 喔？已經是亥時？⋯ㄟ⋯啊！我還沒

跟阮爹娘請安！這違背人子之道，我

要來去⋯（轉身欲走）

郭萊： ㄟㄟㄟ（拉住郭曖）人阿爹、阿娘早

就去歇睏了，你是要去請什麼安？

郭曖： 喔！按呢喔？也無⋯我來去書房研究

兵法，阿爹隨時攏會給我考試！（轉

身欲走）

郭萊： ㄟㄟㄟ（拉住郭曖）今晚是你的洞房

花燭夜，阿爹不會給你考試啦！

郭曖： 喔！ㄟ⋯不過⋯

郭萊： 不過啥米？行啦！六哥！人新娘在房

間內等你足久啦！行了！

老戲新本，除了讓傳統的歌仔戲劇注

入新生命外，更豐富劇本內容，讓角色更

生活化，讓看戲的人更能融入劇情，跟著

演戲的人一同經歷七情六慾的起伏。在歌

仔戲盛行的臺灣，選一齣喜歡的劇本，跟

著搬戲的人，走入戲中角色栩栩如生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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