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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起源於閩南地區的養媳之風，是父系繼嗣下「男尊女卑」、「重

男輕女」的產物，自清初轉移到台灣之後，到了日據時期結合

了由日本傳入的藝旦制度，衍構成了非常嚴重與複雜的婦女問

題，造成了父權體制下女性受擺佈、支配與不可翻轉的悲苦命

運。有鑑於此，日治時期（1920年代起至 1930年代），知識

文化界將婦女問題視為社會改造重要的一環，圍繞著「婚姻自

主」的議題，展開一連串熱烈的討論。在討論的過程中，可以

看見「自由戀愛」在如此的論述框架底下，成為協助婦女掙脫

父權宰制的積極性行為，並且象徵著文明、進步的新思潮，衝

擊著台灣的傳統社會。於此，「自由戀愛」與「傳統父權」之

間形成了巧妙的對立關係，同時也呈顯出日治時期新舊風潮間

的碰撞、雜揉與消長。 

歌仔冊《最新運河奇案歌》，是藉由日治時期男女殉情的

新聞事件為題材，改編而成的藝旦與恩客的愛情故事，本文首

先將藉由分析文本中女性悲苦命運的形成，去釐清父權體制在

其中的運作過程，進而探討受到如此宰制的女性，如何從隱

忍、順從、宿命消解到因愛情而產生的抵抗父權的可能，探究

其是否呼應了知識界以自由戀愛作為婦女解放的期許，最後延

續「自由戀愛」新觀念與舊有父權體制之間的衝撞，從文本中

愛情的塑造以及作者的意識涉入，討論作者在社會變遷、新舊



 
風潮衝撞的時局，如何與時代進行對話、進行何種對話，藉以

勾勒其內心潛藏的「自由戀愛觀」。 

 

《關鍵詞》：歌仔冊、《最新運河奇案歌》、自由戀愛、父權。 

 

一、前言 

    起源於閩南地區的養媳之風是父系繼嗣下「男尊女卑」、「重男輕

女」的產物1，自清朝領台時期與移民社會特質相結合，巧妙的轉移到

台灣，主要的原因是移民初期，經濟富庶、男多於女的現象，使得有女

之家趁機哄抬嫁娶條件，造成婚姻論財的風氣，男性娶妻機會因而渺茫

的情形；到了移民中後期，渡台禁令略為鬆弛，男女比例略趨向緩和，

婚姻論財的現象卻沒有因此而改善，在移民經濟轉趨窮困的現實之下，

婚娶依舊困難。養媳的方式使得出養與收養女孩的雙方各有所利2，有

助於解決現實的困境，因此，再度被人們所運用，使得台灣的養媳風氣

大為盛行。然而，原本屬於單純的婚配與收養的養媳制度，到了清嘉慶、

道光年間，卻變相成以收養女口為名，實際上卻充做女婢使喚或娼妓營

利等女口買賣的牟利行為，在日據時期更結合了由日本傳入的藝旦制

度，使賣女為娼的情形更為惡化，於是，假借收養「媳婦仔」之名，女

性有可能是養女、養媳、女婢或者是娼妓，抑或經過幾次轉賣的過程，

改變原有的身分與遭遇。至此養媳的制度構成了非常嚴重與複雜的婦女

問題，造成了父權體制下女性受擺佈、支配與不可翻轉的悲苦命運3。

                                                 
1 曾秋美指出，「溺嬰風氣」源於父系繼嗣下「男尊女卑」的觀念所導致的，庶民「重

男輕女」的生育態度。而閩南地區的養媳之風，以「易女而養」、「收養養媳」的方

式，解決現實經濟與婚配的問題，就是要取代早期「溺嬰」的殘酷做法，但還是延續

著父系繼嗣所締結的「男尊女卑」觀念，宰制著女性的命運。曾秋美，《台灣媳婦仔

的生活世界》，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年 6 月出版一刷，頁 24。 

2 出養的一方可以獲得聘金與減輕生活經濟的負擔；收養的一方可以解決將來的婚配問

題，又可以增加勞力，是現實層面上養媳風氣盛行的主因。 

3 楊翠在談論婦女解放所要抗爭的對象時，曾指出父系文化的凝成，主要是以男性為主

體的思維模式，造成不平等的兩性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在權力的運作以及經濟的變遷



 
根據楊翠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 1920 年代起至 1930 年代，知識文化界

將婦女問題視為社會改造重要的一環，在《台灣青年》、《台灣》以及

《台灣民報》等言論場域，圍繞著「婚姻自主」的議題，展開一連串熱

烈的討論。大多數的論者皆主張婚姻應該要建立在「自由戀愛」的基礎

之上，藉由婚姻走向自主，消弭舊式婚姻中聘金操弄、無視兒女心意的

媒妁之言等負面陋習，甚者解開父權社會結構中「家庭」對女性的不平

等對待，諸如：童養媳、婢女、女口買賣等不良慣習，使女性擺脫被禁

錮的枷鎖，達到女性的解放與自覺的目標。因此，「自由戀愛」在如此

的論述框架底下，成為協助婦女掙脫父權宰制的積極性行為4。另外，

據中西美貴的觀察，此時新知識份子的論述中，「自由戀愛結婚具有進

步與自由的精神，它與買賣婚為代表的舊婚姻制度之間產生對立的關

係⋯。在此可以發現知識份子所賦予的舊（舊制度）與新（新風潮）的

二元對立思考，也就是『男尊女卑的不平等、無視人性而非人道的買賣

人身與強制結婚的東方與從前的社會』對比『兩性平等、尊重人格與自

由及應該追求的文明社會』」5。由此可見，「自由戀愛」在當時的知

識文化界是一個象徵著文明、進步的新思潮，並且由此為起點向四方流

竄，衝擊著台灣的傳統社會。於此，「自由戀愛」與「傳統父權」之間

形成了巧妙的對立關係，同時也呈顯出日治時期新舊風潮間的碰撞、雜

揉與消長。 

歌仔冊是閩南歌仔的說唱腳本，亦稱為歌仔簿，以彰泉俗語土腔編

成白話，由手持月琴或二胡的歌仔先在廟口或市場演唱，並在演唱完後

                                                                                                        
之下日漸鞏固。筆者援引此概念，將父權體制視為「以男性主體思維運作的父系社會，

包括任何鞏固『父權價值』的觀念與政策」。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女解放運動－

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 年 5

月初版一刷，頁 10-12。 

4 關於日治時期婦女解放思潮，參考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女解放運動－以《台灣民

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 年 5 月初版一刷。 

5 ＜大正後期臺灣新知識分子的世界--「新民會」雜誌中戀愛結婚議題為主要分析場域＞，

中西美貴著，《台灣風物》，54:1，民 2004.03，頁 25-46。。 



 
兜售這些由自己編印或是書局批來的歌仔簿6。歌仔冊內的詞句通俗押

韻，易學好唱，即使是目不識丁的市井小民也能閱讀，又因其內容以歷

史故事、新聞事件、趣味娛樂為主，在科技、文明較不發達的過往，深

受市井百姓的歡迎與喜愛，更在 1930 年代達到巔峰，因此，歌仔冊存

有非常強烈的庶民性，透過文本的閱讀，有助於感受與庶民十分緊密連

結的時代氛圍與脈動。扣緊前面所提到的，當知識界所掀起的自由戀愛

風潮正如火如荼的發燒時，民間有甚麼樣的回應互動？深入探析歌仔冊

《最新運河奇案歌》中的自由戀愛觀，正好提供了一個有別於知識文化

界的觀看角度，助於理解庶民面臨此自由戀愛新風潮的姿態與思維。 

歌仔冊《最新運河奇案歌》7，是藉由日治時期男女殉情的新聞事

件為題材，改編而成的藝旦與恩客的愛情故事8，故事的脈絡從女主角

金快「賣身葬母」到被賣入「藝旦間」，正是女性在父權體制下一連串

的商品化買賣過程，女性的個體自主在這樣的過程中被抹煞，並且長期

處於隱忍與蒙昧的狀態，但卻在遇見愛情之後，萌生了拒絕與抵抗的勇

氣，甚至毅然決然的選擇死亡，以「殉情」展現了女性反抗的能動性與

                                                 
6 曾子良，＜台灣閩南說唱文學-歌仔的內容及其反映之思想＞，《民俗曲藝》54 期 1988

年 7 月，頁 57-77。 

7《最新運河奇案歌》：作者為張新興，文林書局出版，1957 年 2 月出版。目前可看見的

關於「運河殉情事件」的歌仔冊，總共有五個版本，分別是《運河奇案新歌》（台中

瑞成書局、1935 年 1 月）、《金快運河記新歌》（嘉義玉珍書局、1935 年 2 月）、《台

南運河奇案歌》（新竹竹林書局、1957 年 5 月）、《台南運河奇案歌》（新竹竹林書

局、1957 年至今第九版）以及筆者所探討的文林版。戰前的兩個版本中，《運河奇案

新歌》的下本目前是缺漏的狀態，《金快運河記新歌》的版本篇幅卻又太過簡短，因

此，擬以戰後版本為主。戰後的版本中，根據周純一的研究，「竹林書局的版本幾乎

完全相同於文林出版社本，竹林書局不敢註記作者名姓，並且在文本前後有大段的文

字增加，可說是竹林本後出、因襲、做偽，真正的作者是萬華人氏張新興。」（參考

自＜台灣說唱文本之敘事研究－以台南運河奇案為例＞，周純一著，《南瀛人文景觀

──南瀛傳統藝術研討會◎第三場論文》，2002 文建會文化環境年，頁 16。），另外，

柯榮三的研究更詳細列舉出，竹林書局在一開始的版本中，還留有張新興的字樣，但

在之後的版本就刪改為「竹林品牌」，更加證明了竹林書局因襲的說法！（參考自《有

關新聞事件之台灣歌仔冊研究》，柯榮三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

頁 107-112）因此，筆者在此選擇張新興最原汁原味的版本，以《最新運河奇案歌》做

為主要討論的對象。 

8 文本中雖有作者聲稱是改編自民間故事，但若溯其源頭，應當是改編自 1932 年所發生

的「運河殉情」此社會新聞事件。 



 
維護自我主體的積極性。因此，連結上述的推論，「自由戀愛」是否成

為擺脫父權束縛的一個可能？值得深思與玩味。 

「奉勸教化」是歌仔冊這種說唱文類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除了具

有奉勸世人修善去惡的功能之外，更是作者意識介入文本最強烈的敘事

策略，若仔細去逡巡歌仔冊《最新運河奇案歌》的內容，不難發現作者

在塑造愛情故事的同時，也表達了自身的觀點與評價。《最新運河奇案

歌》的作者張新興，出生於萬華，除了此部歌仔冊外，尚有出版於民國

34 年的《西歐大戰記：光復新生台灣》9，因此，雖然無法掌握其詳細

的身家背景，但以其作品的出版年代，可以推測出張新興屬於跨越日治

與戰後的世代，而其青壯年則主要在日治時期。基於此，筆者想要試著

探討在《最新運河奇案歌》中，作者張新興塑造出了甚麼樣的愛情故事，

其透過「奉勸教化」的方式，與當時新舊風潮衝擊的時代產生甚麼樣的

對話，是大聲疾呼「自由戀愛」的重要？還是為了鞏固舊傳統父權而發

聲？抑或是站在新舊觀念溝通、調整的基礎點，採取適應現實社會的中

庸做法？ 

因此，本文的分析首先將藉由文本中女性悲苦命運的形成，去釐清

父權體制在其中的運作過程，進而探討受到如此宰制的女性，如何從隱

忍、順從、宿命消解到最後由愛情而產生的脫出父權支配的可能。最後

延續「自由戀愛」新觀念與舊有父權體制之間的衝撞，從文本中愛情的

塑造以及作者的意識涉入，討論作者討論在社會變遷、新舊風潮衝撞的

時局，與時代進行甚麼樣的對話，藉以勾勒其所內心潛藏的「自由戀愛

觀」。 

 

二、父權的禁錮－女性喪失身體自主權 

 

   《最新運河奇案歌》中故事的鋪展，主要是以女主角「金快」的際

                                                 
9 《西歐大戰記：光復新生台灣》，張新興編輯，台北市新興書局出版，民國 34 年（1945）。

目前館藏於台大圖書館 5 樓楊雲萍文庫。 



 
遇為發展的線圖，故事的開始由熱鬧的風俗節慶豋場，接著轉入金快身

家背景的淒涼，父親過世留下未清償的負債，而母親又身染重病，即將

撒手人寰，作者以樂景襯哀景的對比手法，不僅勾勒出十三歲少女的淒

涼悲苦，更隱約暗示著大環境的世態炎涼。母親過世之後，不知所措的

金快跑去央求鄰人長輩們協助母親的後事，而眾人一致的決定：「賣身

葬母」，雖然使得母親得到「善終」的結果，卻也導致金快成為被輾轉

買賣、交易的「商品」最大元兇，在往後的命運中喪失自主的能力！這

一連串的交易過程，不只是作者聲稱的「環境壓迫真怨嘆」10，其中隱

然還包含著傳統社會已然深化的父權意識的運作，於此，父權如何在適

應環境現實的狀態下，產生共構的交織網絡，將女性的身體自主權11徹

底剝除，以下將分為兩個主題來探討： 

 

（一） 傳統「孝道」觀念的鐐銬－賣身葬母 

    鄉里的長輩們認為金快的「賣身葬母」是「照理來行有相當」12，

作者也說明「這是對母行孝順，有守天理順五倫」13，於此，賣身葬母

成了「守天理」、「順五倫」、「盡孝道」的正面行為，這三個價值準則乍

看之下似乎不同，事實上含融於同一套民間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當中。

「五倫」指的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14，在《孟子》典籍＜滕文公章句上＞的篇章中，清楚說明此觀

                                                 
10 作者在踏話頭的部份，對於此事件有「環境壓迫真怨嘆」的評語。《最新運河奇案歌》：

作者為張新興，文林書局出版，1957 年 2 月出版，此文本內容參考自網頁-瀚典：【閩

南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料庫】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new/ftmsw3?tdb=kua-a-chheh），頁一。 

11 在此的「女性身體自主權」，指的是女性對於自己的身體擁有選擇與決定的能力。 

12 張新興，《最新運河奇案歌》，文林書局出版，1957 年 2 月出版。此文本內容參考自

網頁-瀚典：【閩南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料庫】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new/ftmsw3?tdb=kua-a-chheh），頁一。 

13 同上注，頁一。 

14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契為司徒，

教以人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四書章句集

註》，「宋」朱熹撰，鵝湖出版社印行，1998 年 10 月四版，頁 259。 



 
念的提出，是為了教化百姓、期許庶民成為道德主體所建立的一套社會

圭臬15。如此的觀念，經由民間群體性生活現實下，吸納轉換成為穩固

社會秩序與人際關係的倫常，基於善事父母所發展的「孝道」自然屬於

其中重要的一環。另外，「在民間的信仰上，天的神性義仍佔有相當重

要的地位，相信有一個權威而又萬能的主宰在監察民間，維護社會的秩

序與合諧」16，「天理」是人們必須要順應與遵從的，具體的行為即是遵

守社會的秩序，即「五倫」所帶引的倫常分際。由此可見，「盡孝道」

即是順了五倫、「順五倫」即是守了天理」，三者呈現了以「孝道」為基

礎、由上遞增的階層關係。緣此，筆者擬以「孝道」作為討論的焦點，

去剖析傳統孝道如何被變質運用，成為父權禁錮金快的開始。 

    金快的「賣身葬母」被鄰人等同於「孝道」的表現，應該是來自於

民間對於二十四孝故事中「賣身葬父」17的認知，在民間傳唱的歌仔冊

《二十四孝新歌》中對於此亦有所談論：「第七孝子是董永 賣身葬父出

真情 三年為奴奉差用 太白保奏上天庭 玉皇大帝真歡喜 賞賜仙女做

妻兒」18，可作為此故事廣被庶民熟知並且與孝道相連結的證明。雖然，

「賣身葬父」在現代的社會裡被視為非理性的「愚孝」作為19，但卻不

得不承認其在早期貧困的環境中，具有解決現實問題的功效，以這個角

                                                 
15 同上注。 

16 ＜第十四章 傳統社會的宗教思想－台灣諺語所反映的文化現象之ㄧ＞，《中國社會

與宗教》，鄭志明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89 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頁 315-316。 

17「賣身葬父」的故事內容大約為：漢朝有一個聞名的孝子，董永，家裏非常貧困。父

親去世後，無錢辦喪事，只好以身作價向地主貸款，埋葬父親。喪事辦完後，董永便

去地主家做工還錢，在半路上遇一美貌女子，攔住董永要求娶她爲妻。董永想起家貧

如洗，還欠地主的錢，並不答應。女子強調不愛錢財，欣賞其人品，董永只好帶她去

地主家幫忙。那女子心靈手巧，織布如飛，僅用了一個月的時間，就織了三百尺的細

絹，還清了地主的債務。在他們回家的路上，走到一棵槐樹下時，那女子便辭別了董

永。相傳該女子是天上的七仙女，因爲董永心地善良，七仙女被他的孝心所感動，遂

下 凡 幫 助 他 。 故 事 內 容 主 要 援 引 自 「 大 紀 元 文 化 網 」 ：

http://www.epochtimes.com/b5/cf357_1.htm。 
18
 《二十四孝新歌》，竹林書局發行，1986 年 3 月第六版，上本頁一。 

19
 如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所編印的「孝道與孝行研討會論文集」中，多位學者

提出了「賣身葬父」的不合時宜與愚孝行徑。《孝道與孝行研討會論文集》，中華文化

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編印，1983 年 10 月。 

http://www.epochtimes.com/b5/cf357_1.htm


 
度來理解「賣身葬父」，就能釐清鄰人長輩們建議金快藉以賣身來葬母

的主要緣由。然而，其中的屌詭在於兩者的「賣身」行徑，在根本上有

著極大的差異，甚至存在著迥然不同的意識作用！董永的「賣身」只是

暫時的交換條件，等到他以勞力償還了當初所借貸的金額之後，便可還

家、重獲自由；而金快的「賣身」卻是如商品般被買斷的、被擁有的，

若把時間脈絡還原在日據時期對於「女口買賣」習以為常的風氣之下，

足可觀察出眾人無視女性生命的個體自主，無意識的「有志一同」，正

是內化的父權意識涉入與干預的表徵。於此，金快的「賣身葬母」，可

以說是以傳統孝道來合理化父權操弄的美名，在女性受到極大的忽視與

主體的剝奪時，傳統孝道確實變向成為女性的鐐銬，與父權締結了共犯

的關係。 

 

（二）商品化的展演－女性「物格化」的工具利益 

    賣身葬母的金快，透過媒人婆（英官、喜官）的轉介，以聘金20三

百元、七百元的價錢分別被買進餅店、賣出藝旦間，被當作商品式的輾

轉交易的過程，在很大的程度上將金快「物格化」21，剝奪了其身為女

性的自主意志。首先，從媒人婆協調買賣雙方議價的過程來觀察，「喜

官即來問柱英，兩方參詳真多程，愛卜外多汝即肯？卜碟七佰也一千？

一千全對不免講，七佰身價有相當，兩方弔準擔套棟，好勢媒人免閣藏，

兩方大家講好細，七佰馬上就現提，五十送汝媒人禮，明日來娶無問題。」
22「議價」的本身就是對待「商品」的作為，加上金快在此過程中完全

沒有發聲的權利，只有買賣雙方自顧自的估算商品的價值，藉以達到「不

虧損」甚至「牟利」的目的，媒人婆不顧後果的「亂點鴛鴦譜」，只貪

取事成之後的利益，於此，金快被剝奪身為人的權利，被眾人視為能因

                                                 
20
 日據時期的「女口買賣」大多以「收養女口」為名，因此，買賣的金錢即被視作婚娶

養媳的「聘金」，而直接以「聘金」稱之，文本後有「甲因餅店作親成」、「紅綢乎汝

做乾家」即是源於此。 
21
 「物格化」的概念，在此指的是獨立個體的人被視為物品般的對待，抹煞其本有的自

主意志的過程。 
22
 同注 12，頁四。 



 
之牟利的「物品」的情況就十分鮮明了。 

    再者，當金快被賣到餅店之後，老闆娘張桂英更是將其視為個人財

產，任意的虐待與荼毒。除了讓金快「每天做甲嬰嬰返」23、「做事親像

走買燈」24，從早到晚有忙不完的事情之外， 

只要金快稍有犯錯，更是動輒得咎，免不了一陣毒打。日常生活中輪到

金快吃飯的時間是早上九點鐘，吃的是「親像卜臭酸」的飯菜！即使感

冒也必須如常工作，足見在老闆娘張桂英的心中，金快的等級不僅在店

裡的僱傭之下，更搆不上身為「人」的標準。因此，當她發現長大成人

的金快似乎有更大的利益可以圖謀時，便不顧女性墜入煙花界的淒苦，

在議得好價錢之後，將金快的未來轉賣至藝旦間。 

    藝旦間的老鴇在決定要買進金快之前，曾邀著同行前往餅店觀看她

的條件，如此的作為就像是估算「物品」是否具有未來商機的潛力一般，

在金快全然不知的狀況下悄然進行。因此，金快一進入藝旦間之後，便

開始進行基本功的訓練與培訓，如南管、北曲、跳舞等等技藝的養成，

最大的目的就是培養金快成為出色的藝旦，開始招攬生意、販賣自己。

這一連串的過程，正可視為商品的包裝與販賣。 

    金快悲憐的命運起源於不斷的被視為「商品」輾轉交易，在「物格

化」的狀態之下遭受著不具備「人」的生存待遇，在商品化的一系列展

演中，徹底喪失了身體自主權！。然而，其中最令人匪疑所思的問題是：

為難著金快的人物竟然恰巧都是女性！女人究竟何苦為難著女人？筆

者以下將分成兩個面向來探討，試圖去釐清文本背後所透顯的複雜關

係： 

    第一、「不只」是女人為難女人： 

    作者在文本中所勾勒的女性角色，除了金快及其母親以外，其他都

是以負面的作用存在，因此，塑造出了一個「女人為難女人」的情境與

氛圍。然而，如果連結日據時期的社會背景來看，養媳之風以至女口買

                                                 
23
 同注 12，頁二。 

24
 同注 12，頁一。 



 
賣的變質，導使女性陷入困境的最大元兇，其實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男

尊女卑」觀念下的產物，如楊翠在觀察養女、女婢、娼妓等的性質與來

源時提出一個結語：「女子人身買賣問題，更嚴格地說，是男子以典、

雇、賣其妻女的方式換取所需，總之是讓其妻女去出賣肉體或勞動力，

而坐享收入。25」，十分清楚的說明了男性在很大的程度上主導、推動了

女口買賣的運作，影響了整個社會以犧牲女性來養活生計的趨勢。反觀

文本，作者完全排除、忽略了男性的主導運作，只以女性角色作為壓迫

金快情節的串聯，所導致的正是「女人為難女人」片面的錯覺，而其中

的媒人婆等女性，並非父權文化中真正的當權者，而是執行者與代理

者，她們的行為並非緣於「女人為難女人」的本質，而是源自於父權文

化中女性身體無自主性的既定思維，這或許就是男性身分26的作者處在

父權意識磅礡的社會，忽略了父權文化的深層結構與複雜的社會機制所

導致。 

    第二、「父權」體制下的共犯結構－女性因循「父權」？ 

    承繼著上面的說法，女口買賣是以男性為主導、在「男尊女卑」的

觀念下所產生的行為與現象，然而，就如同文本所勾勒出的那些為難金

快的女性角色，其實也是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事實！女性為何「接

受」、「認同」甚至因循這套由父權發出的支配女性的殘酷制度，是筆者

接著要探討的重點！長久處於父權體制下的女性，在經濟依附的狀態之

下，地位十分的卑微，除了消極的逆來順受之外，更在父系所建構的文

化土壤裡，慢慢的接受一套父權認定下的女性思維，建構出父權內化的

價值，諸如：《女戒》、《女論語》、《閨戒》等等書籍的編寫與流傳，都

是訓誡女性必須遵守三從四德、必須順從父權體制的展現27。對於文本

中的女性來說，父權體制下的「男尊女卑」是不被質疑的觀念與深化的

價值，再加上當時的功利主義大為盛行，社會呈現出追逐功利、自私的

                                                 
25
同注 4，頁 53。 

26
 此部歌仔冊的作者是「張新興」，筆者根據其男性化的姓名，推測其為男性。 

27
 《女誡－女性的枷鎖》，張福清編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 年 6 月第 1 版

第一刷。 



 
心態！28 促成了文本女性在面臨女口買賣、有利可圖的情況時，不自覺

維護了父權的機制，順勢大撈一筆。於此，「女人為難女人」其背後最

深層的原因，在於父權體制下的女性內化了父權文化慣性思維，並且在

無法擁有正當職業的經濟自主能力之時，在功利的驅使下從而自覺（或

不自覺）的成為父權文化壓迫弱勢女性的共犯結構中的一部份。  

    綜前所論，藉由分析文本對於金快遭遇的鋪陳，由「賣身葬母」的

行徑，將傳統孝道的內涵收納轉換，進而合理化女口買賣，接著將女性

「物格化」、一系列的商品化展演，可以明顯看出父權體制在整個過程

中的運作機制，才是促成金快喪失自主權利、悲苦際遇的主因。然而，

在這一連串被支配的過程中，女主角金快大多是無聲與順從的，如此隱

忍的情形在與恩人吳開利的戀情發酵之後，卻有了相當大的突破與轉

變，甚至最後採取「殉情」拒絕現世的一切，其中轉變的動因為何？轉

變前後的思維有何差異？受到父權禁錮的金快，是否真有脫離父權宰制

的可能？是否呼應了婚姻自主論述中以「自由戀愛」擺脫父權束縛的說

法？即是筆者接續討論的重點。 

 

三、脫出父權的可能－愛情激盪下的女性主體 

 

（一）宿命觀－女性自主的矇昧 

    文本裡絕大部分的鋪陳都在勾勒著金快淒苦的遭遇，不僅賣身為婢

受人凌虐，更被轉賣藝旦間淪落於出賣肉體的窘境。令人不禁思索，面

臨種種壓迫的金快，究竟如何自處？又為何總是隱忍與順從？透過逡巡

文本中以金快為視角的篇幅，發現她對於其他人的惡意作為，除了述及

                                                 
28
 楊翠在論及日據台灣娼妓的問題時，曾提出日本在台灣所實行的資本主義化，使得功

利主義大為盛行，導致娼妓的問題更為嚴重，假借著「媳婦仔」進行女口買賣的情況甚

為普遍（＜日據台灣娼妓問題初探＞，楊翠著，《婦女研究通訊》，32 期 1984 年 6 月，

頁 6。）以及邱旭伶指出「藝旦」每個月的收入高達四、五百元，遠超過於娼妓的四十六

元七角、採茶婦女的一元二角或最高四元八角（參見《台灣藝妲風華》，邱旭伶著，玉

山社出版事業有限股份公司，1999 年 4 月初版一刷，頁 52-53。），在在說明著日據時期

的台灣民間社會在艱困環境下所呈顯出的遭受功利主義所扭曲的心態。 



 
張桂英的惡毒虐待之外，並沒有太多的責怪與怨懟，反而是著重在自己

命運的乖舛，諸如：在憂心母親即將過世，留下自身孤苦無依時，金快

便慨歎著「天地怎樣來打派，乎我呆命真不該」29；在理解賣身葬母是

孝順該有的行為之後，也是用「萬項都是人運命，甲因餅店結親成」30來

接受賣入餅店的決定；在受到老闆娘毒打之後，金快趕緊擦拭眼淚，悲

傷無力之餘，只好「怨嘆命運醋催排」31；到了萬花樓，在賣笑生涯的

淒苦裡，金快也以「運命支配真克開」32、「自恨命運這層代」33來舒緩、

消解自己所受到的不平等待遇。 

    根據鄭志明的研究，民間百姓將天視為知曉一切的大神靈，並且以

因果報應的方式來維持社會的秩序，使得人民展現「順天」與「聽天」

的情懷。又因為肯定命是天所決定，因此，生死壽數、災厄疾病、富貴

貧窮等生存條件，皆是早已註定，並非人力所能改變！因此，「人們相

信世間的一切，人不能與天爭，也不能躲避先天註定的命運，只好盡人

事，聽天命，以求平平安安的渡過一生。」34。換句話說，人在現世的

一切全由上天所命定，無論好壞，人無法改變上天所決定的命運，只能

順應現實，盡最大的人事努力生存下去。這正好說明了金快將一切歸諸

於上天「命運醋催排」的緣由，以及其用來合理化逆境，從而忍耐、順

從、繼續生存的思維模式。然而，金快的宿命式消解其中亦暗藏著父權

思維運作下的成果，此部份必須從女性的生命歷程來談起，女性的地位

在父權社會的設定之下是卑微的、被決定的與必須順從的，加上生活空

間遭受非常多的限制，如「女處閨門，少令出戶」35、「好婦女，知禮義，

                                                 
29
 同注 12，頁一。 

30
 同注 12，頁一。 

31
 同注 12，頁三。 

32
 同注 12，頁三。 

33
 同注 12，頁三。 

34
 ＜第十四章 傳統社會的宗教思想－台灣諺語所反映的文化現象之ㄧ＞，《中國社會與

宗教》，鄭志明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89 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頁 319-321。 
35
 ＜女論語＞《女誡－女性的枷鎖》，張福清編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 年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18。 



 
從不見她去看戲。又莊重，知貴賤，輕易不與人會面」36、「莫輕見外人、

莫輕赴酒席」37等等，導致其生處在十分封閉且狹小的世界，一切只有

「在家凡是惟父聽」38，因此，慣於去接受、順從由父權社會所給予的

規範與標準。楊翠曾指出：「當女性與外界（人或制度）有所矛盾衝突，

並且感到挫折憂悶時，她習慣『反求諸己』，退回自己封閉的內在，甚

至透過『原罪』的自責，合理化自己的受苦。」39，即是當自我與外在

環境有所衝突時，女性往往會採取屈從自我以符合外在環境要求的現

象。文本中的金快便是被放置在如此的情境之中，父母雙亡後，她還是

以順從為依歸，屈從自己接受外在環境的安排，即使生活際遇十分的艱

苦，仍舊把一切回歸到自我身上，怨懟上天與命運。於此，金快所內化

的父權思維，加上所採取的宿命式消解，正好移除了她正面衝撞、質疑

父權的可能，導致其身為女性的自主意識長期處於蒙昧不明的狀態。 

 

（二）為「愛」衝撞父權體制：女性自主展現 

    金快第一次接觸男女之間的愛情，是在餅店與僱工阿榮若有似無的

互動之間產生，在還來不及發展的同時，便受到老闆娘張桂英的阻撓，

甚至懷疑兩人「做瘦氣」、「吹甜粿發粿」40有渝越禮教的嫌疑，使得金

快在還不及釐清自己對阿榮的感情時，就背負著女性不守貞節的污名而

慘遭毒打，在阿榮的出走之後宣告戀情的結束。傳統父權觀念中對於女

性的言行舉止皆有所限制，特別是婚前的貞節保守，更是再三的強調與

規勸，如「一須要，守節貞，稍有差池最可輕。你要想，婦女身，如珠

如玉值千金。倘不正，最可丑，人人把你當豬狗。」41。 

                                                 
36
 ＜醒閨編＞《女誡－女性的枷鎖》，張福清編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 年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255。 
37
 ＜女訓約言＞《女誡－女性的枷鎖》，張福清編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

年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318。 
38
 同注 28，頁 250。 

39
 同注 4，頁 18。 

40
 「做瘦氣」、「吹甜粿發粿」：閩南語發音，兩者都是民間發生性關係的比喻。 

41
 ＜醒閨編＞《女誡－女性的枷鎖》，張福清編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 年

6 月第 1 版第一刷，頁 255。 



 
足見貞節是傳統婦女非常重要的德行，為了避免瓜李之嫌，嚴重的敗壞

名聲，男女分際成了女性必須遵守的規戒之ㄧ。金快在阿榮表示好感的

一開始，就抱持著傳統的「男女分際」的觀念，要求阿榮不要「膏膏纏」，

因此，當張桂英嚴厲的指責其敗壞女貞時，她甚至願意用生命來證明自

己的清白，「阿娘我是無作呆，若有甘願乎汝台刂，不信阿榮問看覓，

人伊不敢湳滲來。42」，可見，這短暫且朦朧的戀愛情事著實受到現實中

龐大的傳統禮教束縛。然而，等到金快成為藝旦之後，成為傳統禮教所

放逐的邊緣人，在束縛之外反而擴大了自主的個人空間，擁有了追求自

由戀愛的契機，甚至可以選擇自己的愛情。這就如同柯榮三在談論到《台

南運河奇案歌》時，曾提到「日治時期，台灣開始流行自由戀愛的風氣，

然而，傳統觀念中似乎仍並不允許男女自由戀愛，所以男子發生戀愛的

對象通常是在花街柳巷遇見的藝旦歌妓。」43，成就了藝旦金快與恩客

吳開利的愛情。 

    與吳開利的相戀，使得金快在黑暗的煙花界中看見了希望，並期許

吳開利能帶她脫離，並且由愛情走入婚姻。為此金快產生了相當大的勇

氣，並決定護衛自己的愛情與未來幸福的契機。因此，當老鴇令其接客

並且威脅若不順從要讓她成為「乞食婆」時，金快便一改往昔的隱忍、

順從，以「乞食婆嗎無要緊，目的即未奉看輕，來甲乞食同做陣，恰贏

箸塊落花間」44來展現自己欲脫離煙花界的決心，這是金快第一次為「自

己」來發聲與爭取，以自我的意志堅持自己所想要的，正是潛藏在金快

身體內的女性主體意識，在愛情的激盪下慢慢的在萌生、發酵的証明。

可惜的是，不久之後，吳開利走私被日警查獲，不僅破產更無錢繳交貳

萬元的罰金，陷入了走投無路的困境，使得金快孤擲的想望：由戀愛到

從良結婚，瞬間被打破，並且再度感到現實的逼迫與不得翻身的困窘！

只是，受到了愛情激勵的金快已經不一樣了，即使怨嘆命運捉弄的想法

                                                 
42
 同注 12，頁二。 

43
《有關新聞事件之台灣歌仔冊研究》，柯榮三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46。 
44
 同注 12，頁四。 



 
依舊浮現，她也不願向現實低頭！為了追求精神永續的愛情，在脫離藝

旦間的監控之後，以「殉情」對外在的環境發出抗議，表現了以自我為

主體、以及不願再受到支配的覺醒。日治時期知識文化界在談論到婚姻

自主時，認為自由戀愛是「自主意志」的展現。因此，對於金快來說，

愛情的催化使她意識到自己是有追求幸福權利的獨立個體，更不惜結束

生命來維護自我主體的意識，就如同楊翠的研究指出，「在日據時期的

二 0、三 0 年代，不少淪落綠燈戶的女性，雖然所受教育不多，但潛藏

內心的對自主、尊嚴的要求，仍然使得她們勇敢地與命運搏鬥，不論結

果是贏是輸，我們終究看到了她們所煥發的生命光輝。」45，為愛衝撞

父權禁錮的金快，在此不僅展現了女性追求自我主體的堅定，更證明了

女性亦具有反抗的能動性。於此，與吳開利的愛情催化，使得金快奪回

女性身體的主導權，造就了脫出父權禁錮的一個可能性，同時亦呼應了

自由戀愛的提出是為了協助女性挣脫父權束縛的要義。 

    金快與吳開利的愛情，是她展現女性自主的關鍵，成為劃分其順

從、隱忍父權的女性自主蒙昧與為愛衝撞父權的明顯界線，甚至成為脫

離父權禁錮的一種可能性。在自由戀愛風潮衝擊台灣社會的情境之下，

作者以新聞事件為題，添枝加葉，賦予了金快在愛情裡的積極能動性，

也建構出了一段堅貞的愛情悲劇。然而，對於作者來說，自由戀愛的風

潮在其愛情故事塑造的過程中產生了甚麼樣的影響？其本身對於自由

戀愛又有著甚麼樣的想像？作者又用甚麼樣的立場介入，新舊風潮衝撞

之下所產生的對立緊張關係？接下來的部份，筆者便以此為焦點去探討

作者處在自由戀愛與父權的雜揉消長間，如何去觀看、揉合與適應。 

 

四、新、舊風潮下的揉合與適應 

 

（一）自由戀愛圖景形塑 

     以「運河殉情」的事件為題所編寫而成的歌仔冊，總共有 5 個版

                                                 
45
楊翠，＜日據台灣娼妓問題初探＞，《婦女研究通訊》，32 期 1984 年 6 月，頁 6。 



 
本：戰前有《瑞成本》、《玉珍本》，戰後為《文林本》、《竹甲本》、《竹

乙本》。46根據柯榮三的研究，「限於《瑞成本》僅存上本，無法將其內

容與《玉珍本》做全面的比對，但從僅存的內容來看，《玉珍本》似乎

可說是《瑞成本》的濃縮版。」47，因此，戰前的兩個版本中，同為一

個故事架構。戰後的三個版本中，《文林本》、《竹甲本》、《竹乙本》的

作者同為張新興，因此，內容稍有刪改，但大同小異48。於此，便可發

現張新興的作品是在戰前的既存版本之外，開展成被人所因襲、沿用的

重要作品，其所編寫的愛情故事有何特殊之處？和日治時期所盛行的戀

愛風潮有何相關？在此，筆者擬以《最新運河奇案歌》為本，透過以目

前全文可見的《玉珍本》來作比較，並且把焦點鎖定在愛情故事的樣貌

上，探討愛情故事的形塑有何特點，試著去勾勒出潛藏在作者心中的自

由戀愛圖景。 

    愛情故事的展演，主要是集中在陷入愛戀的男女主角身上，童話故

事中的「白雪公主跟白馬王子」就是男女主角「身分」被美化的結果，

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身分」的合宜與否，更是成為眾人評斷愛情，給

予祝福或是斥責的重要指標！而這男女主角「身分」的合宜與美化，即

是《玉珍本》與《最新運河奇案歌》最關鍵的差異。 

  《玉珍本》中的男主角吳開利，是一個有了妻子卻在煙花柳巷沉迷的

男子，已婚的身分不僅犯了「外遇」、「不顧家庭」的道德危機，更削減

了自由戀愛的正當性。再者，吳開利因為在娼妓間虛華，不知不覺將會

社的公款揮霍殆盡，後來由母親典當金器替他償還，如此行徑如同母親

對他的怒斥：「子汝在通行只路，往堀乎汝做查埔」49，已經失去了身為

一個男人該有的擔當與責任感，讓人懷疑是否值得金快為之前的相助而

                                                 
46
為便於論述，此處將歌仔冊的名稱簡略稱呼。 

47
 《有關新聞事件之台灣歌仔冊研究》，柯榮三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16。 
48
 關於版本問題，可參考注 7。 

49
 閩南語發音，意思是「兒子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枉費讓你生做男兒身。」此文

本內容參考自網頁-瀚典：【閩南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料庫】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new/ftmsw3?tdb=kua-a-chheh），頁一。 



 
傾心？於此，吳開利在《玉珍本》裡所呈顯的是相當負面的男性形象，

周純一甚至給予「像這種男人實在不值得提及，更沒有懷念的理由」50的

評語，也連帶導致了原是文本最高潮的「殉情」，作者也只能寥寥一句

「金快老母哭呆命」51當作殉情的歌泣，而兩人所締結的愛情故事，實

在不易獲得激賞與共鳴！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張新興在《最新運河奇案

歌》中，對於男主角的部份作了相當大的刪修與調整。他的書寫手法是

將焦點轉而集中在女主角金快的身上，將吳開利的身分背景模糊化， 

藉以刪去「有妻室」與「挪用公款」的負面敘述，並且擴充描寫「吳開

利以五元救助金快」的事件，如「有省麼代　緊講，對我來講有相當，

有省事情說冤枉，替汝報仇嗎無皇。」「我的名姓不免問，平平台南的

地方，後日有時行相斷，緊買螺肉通入門。」52，增添吳開利「為善不

欲人知」並且「大方救急」的正義形象，如此一來，故事中的男主角便

由原本的負面不堪，頓時躍為正義仁慈的鮮明代表，可見作者筆法的高

明！然而，如此美化角色的手法，也出現在女主角金快的部分。除了擴

充《玉珍本》已有的孝道德性之外，在描述金快的藝旦生活時，以「南

北翹腳學真久，金快聰明好功夫」、「金快實在有利害，無論省款跳下

來」、「在萬花樓好人氣，花選算來第一枝，眉清眼秀真玲利，紳士相爭

卜愛碟。」53增添了金快才色出眾的特質。在藝旦間的金快雖然身價不

凡，卻沒有養成崇尚虛華的習氣，在遇見吳開利之後，以甘願淪為乞食

婆的說辭，拒絕老鴇令其接客的要求，更表現出了金快欲維持自尊的志

                                                 
50
周純一提及「男主角吳開利家中有妻竟然勤走煙花，最後在金盡無路可走境地卻誘拐可

憐妓女一同投運河，留下了老母和妻子孤獨度日。像這種男人實在不值得提及，更沒有

任何懷念的理由。」其中，筆者不認同吳開利誘拐金快一同投運河的說法，但這應屬個

人解讀的不同，在此不加以探討！但筆者十分認同，文本中的吳開利是「不值得提及、

更沒有理由懷念的理由」。參考自＜台灣說唱文本之敘事研究－以台南運河奇案為例＞，

周純一著，《南瀛人文景觀──南瀛傳統藝術研討會◎第三場論文》，2002 文建會文化

環境年，頁 20。） 
51
《金快運河記新歌》，戴三奇著，嘉義玉珍書局出版，1935 年 2 月。此文本內容參考自

網頁-瀚典：【閩南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料庫】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new/ftmsw3?tdb=kua-a-chheh），頁一。 
52
 同注 12，頁二。 

53
 同注 12，頁三。 



 
氣。於此，吳開利與金快的個人形象，在張新興的塑造下成了「才子」

與「佳人」的典型，兩人在外在環境的逼迫下為愛而亡的「殉情」，更

因而增添了浪漫的懷想與唏噓嘆息。因此，與《玉珍本》的對照之下，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張新興所塑造出的運河奇案，理想的人物典型、悲

苦的鋪陳或許是為了增強歌仔冊的可看性，強化娛樂性而促進商機，卻

成功烘托出了浪漫、唯美、淒苦的自由戀愛。然而，其所塑造出來的自

由戀愛中，金快遇見多年前的大恩人而與其互訴情衷，此種因報恩而「以

身相許」、「才子佳人」式的情節，相當符合傳統情感故事的基調。因此，

作者以愛情故事作為編寫的主題，抓住了時代脈動中，透過戀愛而激發

的女性主體，增進自由戀愛的革新意義，卻也在其中保留了傳統式愛情

元素。若從當時熱切討論戀愛議題的社會風氣來看，言論精英花了很多

的努力企圖闡明「自由戀愛是甚麼」，可見民間對於「自由戀愛」仍處

於眾說紛紜的想像，而作者張新興在此所展演出的自由戀愛圖景，不僅

彰顯了自由戀愛的進步性，也呈顯出了部份鮮明而穩固的傳統性，如此

巧妙的雜揉了傳統與新思潮的色彩，正好突顯出作者所面臨的時代處

境。 

 

（二）與時代的對話－衝擊與適應 

鄭志明曾提出：「常民文化往往是精緻文化在特定環境下的一種調

適應實現」54，庶民在接受與認同精緻文化之前，必須經過與環境現實

相應的調適過程，才能將精緻文化轉而落實在民間的生活之中。而李正

治更在＜中國民間處世思想探論＞進一歩提出，這樣的高元文化在成為

民間生活態度的指導之前，中間必須有一段移轉的過程，這移轉的過程

中有賴士人階級的連接，再加上社會經驗的實踐，才形成了基層文化的

形態55。其中的士人階級，即是與民間接觸密切的讀書人。若將此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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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章 結論－疏導通俗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與宗教》，鄭志明著，台灣學

生書局出版，1989 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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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中國民間處世思想探論＞，李正治著，收錄於《中國社會與宗教》，鄭志明

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89 年 11 月第二次印刷，頁 351。 



 
置入日治時期自由戀愛言論風行的社會情境裡，將知識文化界所提倡

的，能將社會帶往更好境界的自由戀愛視為「精緻文化」，那麼庶民要

接受此風潮必也必須經過一個調適的過程，根據鍾慧玲的研究指出，「日

治時期的親權與婚姻抗爭的問題，由知識份子的精英言論開始，但礙於

文字與語言的隔閡，其效果受階級與地域之限，難以全面普及於全體大

眾。」56因此，為解決此一困境，便由編寫歌仔冊的歌仔先，轉化成庶

民能夠接受、簡單易懂的語言，俾能深入民間傳達與推動理念。奉行新

思潮的知識份子，比民間的庶民百姓更早察覺到父權意識的限制，因

此，在知識份子具有改善社會的使命下，大力推動能朝向進步社會邁進

的「自由戀愛」，然而，庶民百姓「接受」並進而「認同」新思潮的速

度十分的緩慢，更別說必須撼動行之已久、約定俗成的父權價值體系，

因此，知識份子所提出的「理想」與庶民百姓所具體依存的「現實」，

存在著極大的落差，進而在新舊風氣雜揉間造成了悲劇、傷害與適應不

良。因此，編寫《最新運河奇案新歌》的作者張新興，在此正透過「奉

勸教化」來達到這最具關鍵的銜接與轉介的過程。 

    歌仔冊的行文中，歌仔仙在敘述故事的同時，在故事的情節中，有

時會加入「奉勸教化」的字句，藉由針砭故事透顯正確的社會價值，達

到感化人心、教化社會的積極意義。而「奉勸教化」也成了作者意識介

入文本最鮮明的敘事手法。觀察《最新運河奇案歌》的文本內容，可以

看到作者將「奉勸教化」的字句集中在男女主角因愛而殉情的情節，並

且站在一個協調的基礎，勸戒世代間應該要有良好的互動與溝通，如：

「是大若是有慷慨，青年男女未悲哀」、「是大是小愛參詳，若來強制就

可傷、男女大家著尊重，不通為情變奸雄」57，說明著為人家長應該要

開明，過於強制可能會導致悲劇的發生，而青年男女也不應該為愛過於

衝動，應該要與家長溝通與商量。其中作者也提到了「女大當嫁男配妻，

                                                 
56
 鍾慧玲，《台灣民間歌謠婦女婚姻與角色研究》，東海中文碩論，2004 年，頁 50。 

57
 同注 12，頁四。 



 
男女情殺大問題，做人是大有關係，拜託官廳罩提攜」58，更是暗示了

男女情殺的事件在當時的社會是個很嚴重的問題，而父母在事件之中是

相當重要的關鍵。日治中後期，知識文化界提出「自由戀愛」之說，造

成傳統父權社會的衝擊，導致台灣社會的內部慢慢的產生矛盾，如楊維

命所觀察到的「父母固然還保守著親權至上論，子女們卻已經逐漸接受

新觀念，於是經常在婚姻的對象上與方式上產生很大的爭執，有些子女

在無法說服父母的情況，採取了比較激烈的手段，或者私奔，或者殉情」
59，可見，當時的「自由戀愛」和「父權」之間形成了緊張對立的關係，

除了呈顯出「自由戀愛」並不完全自由，也預告著親權高張的父權體制

在衝撞間漸漸的被鬆綁。我們可以看見，作者張新興在如此的社會氛圍

裡，關切著現實的社會問題，以通俗淺顯的語言，試圖舒緩世代間的對

立，取得平衡以達到社會的和諧。 

若與另一部歌仔冊《茶園相褒歌》互為比較，張新興想在對立中求

取平衡的態度就更為鮮明！根據鍾慧玲的研究，《茶園相褒歌》的編者

宋阿食刻意在文末補述「婚姻自由權」，以向聽眾引介「婚姻自主」的

時代思潮，其中先以「為著婚姻不合意，生命即來歸陰司」，勸誡父母

要改變原本傳統的思維，並且提出「今是文明个時代，婚約自由即英

皆」，達到宣揚改革的理念60。然而，在《最新運河奇案歌》中，並沒有

出現宣揚婚姻、戀愛自由的語句，只是站在傳統和事佬的角度，在「女

大當嫁男配妻」的傳統理念下，勸諫「是大是小愛參詳」、「不通為情變

奸雄」61。由此可見，張新興並不是站在宣揚自由戀愛的基礎點上，而

是藉由故事的陳述，關切著現實中沸沸揚揚的社會議題，相較於宣揚自

由戀愛所帶來的新思潮，其立場較接近於在傳統的思考架構下，找出適

應此新風潮的路徑。於此，可發現歌仔冊所扮演的銜接與轉介的過程，

隨著編者不同意識的涉入，即使是相同的議題也有不同程度的解釋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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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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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56，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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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12，頁四。 



 
化，高元文化、歌仔仙、常民文化，這三者之間，不是單純的直線的關

係，歌仔仙個人的理解與編寫歌仔的意圖，更是影響民間接受、理解新

風氣重要的關鍵。因此，當整個社會急遽變動的同時，張新興以調適、

順應的態度，來提醒新風潮中無法邁開步伐的人們。 

 

五、結論－時代的縮影與反映 

 

    處在日治時期自由戀愛言論風潮的時代氛圍下，《最新運河奇案歌》

的作者張新興改編男女殉情的新聞事件，敏銳的抓住了時代的脈動。在

其所塑造的愛情故事中，女主角金快所遭受的一連串的悽慘的命運，正

是日據時期在男尊女卑觀念作祟下女口販賣猖狂、女性身體自主喪失的

證明，然而，作者在此脈絡下賦予金快因愛情而激發的女性自主，呼應

了知識界以自由戀愛協助女性獲得自主的論述，也展現了其對女性悲苦

命運的關懷。張新興雖然以帶有進步、新穎特質的自由戀愛為發揮的主

題，卻不時流露出其本身所保有的傳統思維，以報恩、才子佳人的傳統

感情基調，來形塑其想像中的自由戀愛圖景，最後更在傳統的架構下，

提示民眾順應新風潮的中庸之策！於此，可看出《最新運河奇案歌》所

透顯的自由戀愛觀，即是一種新舊風氣的雜揉、對立，並且是在傳統的

基調下的協調與適應。 

    歌仔冊是以庶民大眾為對象所編寫的歌本，除了娛樂的性質之外，

在潛移默化中轉介了重要的理念，甚至不覺間形成了一套庶民所接受的

社會態度與模式，在教育未普及、識字率不高的社會中，成了民間獲悉

世事的重要媒介與窗口。因此，當自由戀愛風潮襲擊著民眾習以為常的

父權社會時，《最新運河奇案歌》的作者張新興著眼於社會的現實問題，

以實際的人際關係作為考量的基準，運用庶民所能理解的傳統思維，從

最簡單的具體作為出發，正是以漸進的方式協助庶民找到自我調整、順

應現實的策略，進而接受社會的遽變，有所遵循與依歸。不僅展現了民

間務實的處世哲學，更加證明了歌仔冊具備著鮮明的庶民文化與意涵，



 
讓我們在歷史的進程中，有機會窺見平凡中不平凡的庶民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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