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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 歌仔 kah Hakka 傳仔 

“中部地震歌＂e比較 kah 分析 
 

◎Tan, Ahim陳永鑫 
建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摘 要 

本文ui社會語言學、文學批評、民間文學研究，以及文體分

析等觀點，比較台灣Holo歌仔kah Hakka chhon-e以 1935年

「臺中、新竹烈震」為主題e創作，探討兩者e同異之處，並

論及台灣歌仔冊e作者kah讀者，透過創作以及閱讀形成e認

同。通俗文化e hit種「抵中心又偏主流文化」e邊陲文化特

質，tih歌仔冊laite anchhoan顯示？如何在現代解thao？這

是作者希望用bokang e角度來重看、研究歌仔冊e企圖。 

 

關鍵詞：歌仔冊、傳仔、民間文學、社會語言學、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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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35 年「臺中、新竹烈震」造成台灣人民生命kah財產重大e損失。

Ma促使社會各界對chit-le事件以各種bo-kangkoan e方式表示關懷。Tih

文學方面，文學家楊逵ma曾經深入災區參與救災，並寫作紀錄i所聞所

見1。而tih民間文學方面，事件發生e kang chit年，tioh u kui-loh本歌仔

冊e印行，包括holo語kah客語，總共tioh u 6本 7篇。Chia-e民間文學創

作者，利用in敏銳e觀察力，以及對語言kah創作形式e掌握能力，除了為

當時e情況做見證，ma留loh來珍貴e民間文學資料。 

一般對chit幾本歌仔冊e研究，long-si注重文體kah字彙e分析，iah-si

新聞事件kah文本內容e比較。當然，文本比較ma si本文e重點之一，但

是，除了che以外，筆者更加希望choe出另外e分析方向，比論kong：這

koah-ah作者e創作心態、讀者閱讀e反應，以及文字kah語言促成e認同感

等等。簡單ah kong，筆者心中siong基本e問題si：為sianmi tih報紙已經

出現e年代，iahkoh u lang e用chia傳統e文學創作形式來紀錄chit-le事

件？Tih後殖民e時空中，歌仔冊si-m-si對本土認同e建立u某一種影響力

ne？ 

 

二、Holo 歌仔 kah Hakka 傳仔 

 

Kong tioh漢人 e俗文學(民間文學、庶民文學)，Hololang u歌仔，

相對 e，Khehlang (Hakgnin) tioh si chhon-e ah。Tih chia，咱 kah 兩者 e

出版形式 long稱作歌仔冊。 

歌仔冊基本上是u作者e，尤其 1930 年代以後tiam台灣所出版e，尤

其是號稱「新」e、「新編」e，差不多long chai-ian作者身分2。所以，基

本上，歌仔冊算是chit種通俗文學，但是因為i e寫作格式kah部分作品演

                                                 
1 見須文蔚〈臺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導文學作品〉。 
2 這位講e基本上是holo歌仔，客語e傳仔則作者差不多long m-chai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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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形式e傳統性──比論《戶蠅蚊仔大戰歌》、《海棠山歌對》等等──，

使得大部分e研究者猶原將i視為民間文學或者是庶民文學。 

至於客人 e Chhon-e到底 si sianmi isu? Ui-e lang kong si ai寫做“串

仔”， 因為唸起來 long 連 chohoe koh lohlohtng，所以 ho chit-le名。Ma 

u lang kong ai寫做“傳仔”，因為親像 teh講古，講一篇一篇 e故事，boe

輸古早中國小說《水滸傳》一類 e，所以 tioh si“傳記”、“傳奇”e意思。

總講一句，這是一種 Hakka民間文學 e形式，但是 kah傳統山歌、小調

esai即興演唱 e方式 bo完全 kangkhoan。 

通常，歌仔冊e讀者買這種出版品，esai閱讀，ma esai當做說唱表

演e範本。但是，說唱表演並msi所有e讀者long u e能力。因此，chhinchhiun

呂興昌教授所講e，這類e冊有可能是「案頭書」e功能。  

台灣早期e歌仔冊通常以傳統故事為本，以中國上海、福建等地e

出版印行e為主，罕得有台灣本地e作品。但是，tui 1932 年開始，日本

政府因為對華戰爭而實施物資禁運，tui中國進口歌仔冊ma hong禁止，

結果顛倒造成台灣本地歌仔創作e興盛。(陳兆南；柯榮三：1)除了傳統

題材、歷史故事、民間趣味故事以外，反應社會民情、重大事件e作品

ma來出現。基本上，holo語tih這方面e作品khah choe過客語e作品。Nasi

以「客家歌本全文瀏覽」e網路資料來看，根本只有有關「中部大地震」

e三篇。所以，本文選擇holo kah客語以「中部大地震」3為題材e歌仔作

品來做比較。 

 

三、Holo 歌仔 kah Hakka 傳仔“中部地震歌＂e基本比較 

 

因為本文重點bo tih版本比較，為tioh分析e方便，四本holo語e歌仔冊

laite，咱只選 1935 年玉珍漢書部出版e《最新中部地震歌》4，來kah客

                                                 
3 關於「中部大地震」e資料，參看柯榮三：84-88，以及張憲卿。 
4 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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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e三篇(<中部地震歌>、<地震勸世歌>、<續地震勸世歌>5)做比較。 

1. 格式(體例、語言、文字)e比較 

a. 玉珍漢書部出版 e《最新中部地震歌》 

《最新中部地震歌》遵守多數 e歌仔冊寫作格式，七字一句，四句仝韻。

基本上，傳統漢詩文，甚至包括籤詩，long e將第 1、2、4三句用仝韻，

第 3用別韻(原則上 ai合平仄，但民間一般只以 soahchhui為原則)。但

是 hologi e歌仔並無遵照傳統漢詩格律，tak 句尾 ah long liah kang韻。

這真有可能是為 tioh 演唱所發展出來 e；ma 有可能受到是以兩句為

chit-le單位 e民間俗語所影響，kah i擴展至 4 句 e方式。Nasi用唸 e，

e感覺 u一氣呵成 e順暢感，口語感 kah親切感 ma khah足。 

漢字tih chia tiantian有訓讀kah音讀e用法。Kana以前十句來講，音讀

借字tioh有 20 goa字(正、甲、梨、賣、呆等等)，訓讀e只有三、四字(能、

凸等)。可見nasi tu tioh所謂「有音無字」e sichun，文字使用e原則，是

依照作者記音、讀者譯讀方便為主e。當然，tih漢人民間文學中，che

並不是真特別e。但是，咱iah etang發現「同義(音)異文」kah「同文異

義(音)」e情形，比論kong，[koh]有「卻」kah「閣」兩種寫法，「正」

有「[tCjã] “正”」kah「[tCj‹N] “眾”」兩種讀音kah意義等等。 

Tui作者 e選字，除了 etang看 e出作者 e區域性，utangsi-ah ma esai

顯示作者 e語言知識。親像「厝瓦擲着叫『安哖』」，意思 si「安娘」iahsi

「俺娘」。但是為了避免讀者讀成[an nio] iahsi [an niu]，變做走韻去，tioh

寫做「安哖」來讀做[an nia]，koh etang表現出中部 e口音。 

另外，外來語 masi chit-le 重要 e 特色，親像「寫真」等詞彙。但

是 kah別本歌仔冊比起來，《最新中部地震歌》並無算特別 choe。Tih chia

無作討論。 

b. 客語三篇 e情形 

一般來看，傳仔e寫作形式long chian傳統，ma chin適合用平板、或

者是山歌子來演唱。客語e <中部地震歌>、<地震勸世歌>kah<續地

                                                 
5 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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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勸世歌>是傳仔laite唯一以時事cho背景e。Ttiliau te 1 phin e<中部

地震歌>看起來kha傳統ichugoa，<地震勸世歌>kah<續地震勸世歌> 

2 phin long出現「奇句」(bo kau 4 ku) kah「長短句」：Utangsi-ah 3

字，utangsi-ah 5字，utangsi-ah 7字，甚至koh u 9字(親像「一夜不

敢睡到天大光」，「父母兄弟扻死真悽慘」，「今日孤單存我一個人」)，

甚至 11 字(比論：「去埋之人看見也會淚淋淋」)。這種寫法實在bo

適合以傳統山歌旋律(包括老山歌、山歌子kah平板)來演唱，ma kah

一般e小調格式boe合。筆者懷疑che si受到漢文詞曲e影響。其實tih

旗人子弟書一類e通俗文學中，ma u這類長短句e情形，但是因為地

理上e距離，這兩種民間文學應該bo sianmi關係。 M-ko咱etang解解

做漢詩詞形式對民間文學共同e影響6。 

另外，傳仔kah holo歌仔kangkhoan，tiantian用數字、月份等等開句

法lai鋪排。比論： 

「十二月花歌」 

正月排來梅花開 舊年過了新年來 風吹娥眉成雪白紅羅

帳內望郎來 

二月排來柳花開 柳花抽心葉下來 柳花抽心葉下去間房

照鏡望郎來 

⋯(中略) 

十一月排來雪花開 手拿掃子掃開來 手拾掃子掃開雪 掃條

大路望郎來 

十二月排來枕花開 鴛鴦枕上無人睡 鴛鴦枕上無郎歇 踏出

踏入望郎來 

 

「十送情人歌」 

一送情人轉唐山 打伴來去妹先行 辭別庄中左右鄰大家

                                                 
6 當然，u lang e提出民間文學影響「士人文學」(或古典文學)e講法。因為本文並m-si討
論這方面e問題，不做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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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笑連連 

二送情人淡水河 遇著水細伙船過 阿哥濕褲妹濕裙兩人

牽手來過河 

⋯(中略) 

九送情人三斷尾 人人說妹臺灣轉 老妹有話不敢講恐怕

行到日落西 

十送情人轉屋家 大家接哥笑呀呀 爺娘接到心肝肉來看

臺灣學老嬤 

 

乞食苦諫歌 

為人君子壹十三 爺娘養子甚艱難 爺娘渡子愛讀書讀書

容易背書難 

為人君子二十三 看見屘姑繡牡丹 看見屘姑繡花好看花

容易繡花難 

⋯(中略) 

為人君子九十三 死在閻王心不甘 日落西山無回轉水流

東海轉頭難 

九條歌仔都唱清 唱條歌仔解勸人 山中也多千年樹世上

難逢百歲人 

 
Chian明顯e，客語e <中部地震歌>ma延續chit le傳統，hologi e新創作tioh 

khah chio有這種情形。但是真奇怪，<中部地震歌>開頭e數字到 11突然

斷去，應該是作者siun boe出 12 beh寫sian。但是，一方面ma說明tih新e

時代寫新e題材，跳脫傳統一sut-a是無妨e。 

押韻方面，這三條傳仔基本上是 1、2、4三句同韻，第 3 句 e換韻，

utangsi-ah用入聲。 Che si khah傳統 e一種詩 e體例。  

Tih文字 e使用方面，這三條傳仔 iahsi kai保守，或者講是 khah重

視漢字 e原義及使用法。使用訓讀 e比例明顯 khah koan。 M-ko，ti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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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ơ 閱讀困難度降低，尤其對非客語使用者來講。這應該是因為 laite e

字義 iah si khah偏向傳統。 除了少數 e字，親像：「『扻』死」，「『磧』

死」，「無『奈』尋」，「『歪』草寮」，「『恁』可憐」等等，可能 boetang

見字識義(音)以外，一般來講，讀起來並無問題。因此，像<地震勸世

歌>kah<續地震勸世歌>作為呂興昌老師所講 e案頭書 e可能性真大。 

另外，nasi照 chit三篇 e用語 kah寫作體力來看，有可能<中部地

震歌> e作者 kah<地震勸世歌>、<續地震勸世歌>是 bokang lang。後兩

篇應為一人所做。 

2. 內容 e比較 

Tihle描寫筆法頂頭，客語 e三首 kah holo e <最新地震勸世歌> 比

起來 u khah簡單 chitkoah-ah。看 e出作者 long si u 參考新聞報紙來寫。

客語版 koh可能加減 u 參考 hologi版 e鋪陳 kah內容。運用資料 kah想

像力，兩種語言 long kah當時 e情境做了描寫，tihle場景 e轉換 etang

算是 kai 流利。 

作為民間文學，Hologi e《最新中部地震歌》laite對事件發生當時

e真 choe單一事件做 khah深入 e描寫：除了官廳 e處理方式以外，對

內埔庄長張堪 e家變、清水醫生館、中年婦人 lang、賣菜出外兄、一个

囝仔漢…等人 e描寫，long e增加讀者 e 臨場感。而客語三篇 laite，只

有「子孫出外做頭路」一段是 khah個別 e描寫。Chit種差別 na m-si作

者寫作能力 e差別，或者是作者本身對事件了解 e程度 bokang所致，tioh 

si作者有意 e筆法：Holo作者對新聞傳播 e方向來寫、客語作者對勸世

e方向發揮。 

3. 作者心態 e比較 

歌仔冊 e作者 tihle寫做 e時，一定是 na寫 na唸、na唸 na寫 e。

所以，通篇 e文字，主要 m-si beh創作一篇 kah傳統漢文 kangkhoan e 

mngkian，而是 ai表現 i個人對族群語言 e掌握能力，kah使用這 e能力

創作 e手法。Tihle hologi歌仔冊，咱 tiantian看 tioh作者 kah家己 e名

寫入去文本 laite，除了宣示智慧財產權 e意味以外，應該 ma u彰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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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能力 e意思。但是，客語 e作品，並無任何一篇 u anne e做法，tak

篇 long si 匿名之作。 

這種情形，有可能是因為客人對正統文學、漢字 khah重視，ho寫

作傳仔 e人並 boe因為 kaki ehiao寫這種作品而驕傲，因此 bo ai 列名。 

基本上，歌仔冊e作者tih民間文學e意義上，longsi積極e傳承者iahsi

傳播者。對家己作品u信心e創作者，tiantian e tiam作品laite，表示kaki傳

播e能力kah功勞。Hololgi作者(文中自稱陳玉珍)e做法，hơ《最新中部地

震歌》chianchoe 「作家文學」，具備「報導文學」e雛型。客語e作家則

hơ新時代e新作品，繼續保持民間文學e匿名傳統。Holo歌仔冊作家e做

法e鼓勵lu che lang e參與(事實上masi如此)，Hakka傳仔e創作則無以為

繼。 

4. 小結：兩種語言作品 e分析 

基本上，咱看 tioh kang chitle主題 bokangkhaon e筆法 kah文字使

用。Tih hologi作者 e作品中，要求 e si身歷其境 e生動感，koh ai表示

出 i對這 e事件口語化 e 說明能力，所以文字必須 ai etang直接反映 i e

口語。借字借音 e情形 tioh khah che。但是 Hakka作者要求 e是 khah

接近古典漢詩文「見文知義」e、而且 khah古雅、khah seng 讀書人寫 e

文章 e格式，所以用字 khah「謹慎」，避免不文 e批評。 

 

四、為sianmi歌仔冊long採用韻文？--韻文e「正統性」 

 

為sianmi歌仔冊long採用韻文？或者講，是anchoan long bo純粹口

語化、散文體e歌仔？這e問題，當然第一e解說tioh si：歌仔當然ai seng

詩歌；何況，歌仔冊本來是唱「歌仔」e時leh看e範本，歌仔anchoan唱，

歌仔冊tioh anchoan寫。但是，anne e回答並bo解thao筆者心內e疑問。筆

者提出這e問題e基本想法是，既然有法度識字、寫字，是anchoan hit-chun 

e 歌仔冊作者bơ lang使用這種文字來寫故事、講taichi。 

Kah Homer e Iliad 、Odyssey ，Milton e Paradise Lost，或者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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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tiankhoan e 民間口傳文學(像印度三大史詩)kangkhoan，歌仔冊採

用韻文 e形式。韻文除了一般研究者分析 e，會 khah好記、khah好唱、

甚至 khah 好排版印刷等理由以外，實在無實用性。因為，作家 tioh ai

刪減、添加、改變平常時講 e話，將心 laite所想 e，化作字數受限制、

koh tioh ai ao 韻 e 詩 e 格式，實在 chin bo 自然。但是，親像

Chapman(1989：5)所講 e，Milton e Paradise Lost，na m-si用韻文寫作，

根本 boe 受 tioh 注意 kah 討論。因為，韻文 e「詩」u 一種自然形成 e

韻律感 kah文學性，看 e出作者 tih受限制 e格式之下高度發揮 e敘述

功力。所以，全世界 e文學，long曾經經過一段非常注重韻文 e時代。

Tioh算是所謂 e白話作品，親像中國 e白話小說，比論「三國演義」、「水

滸傳」、「西遊記」、「紅樓夢」等等，作家 tih篇頭卷尾 long會 koh加上

一首詩。現代作家 tioh算是寫小說，utangsi-ah ma會 tih冊 lai某 chit-le

所在引用經典 e詩句。Etang kong因為詩 e文學性 kah i所代表 e正統

性，永遠 leh影響所有 e文學創作。 

Tih傳統漢詩文e影響之下，台灣e歌仔冊作家當然ma希望kaki e作

品，具備「正統」e形式。真正e、完全用口語、白話形式來寫，顛倒會

hong看輕。筆者認為，tioh是這種傳統e束縛，hơ歌仔冊文字bo法度

chianchoe真正e系統性、標準化e文字，永遠tih社會上佔bo地位。Tih文

字建置相當方便e今日，esai比歌仔冊記音koh khah正確e系統早tioh出現

ah，所以，歌仔冊以原在e形式beh進入教育系統，可能ma真oh ah。 

但是，歌仔冊 e內容 na經過譯寫(比論講用 Peh-oe-ji)，應該 etang

做為真好 e一項文學材料。而且，因為 i韻文 e體裁、活潑豐富 e用詞，

作為一項母語文學教材也並無不可。 

 

五、作者 kah讀者：文字、語言 kah 認同 

 
語言是一e族群文化siong簡單e辨識工具之一，但masi siong複雜

e。大家long the kong後殖民，但是，依照定義，全世界根本bo任何ch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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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m-bat經過殖民統治。Tihle後殖民情境中，被統治人民e語言受殖民

統治者壓迫，社會上弱勢族群e語言，受tioh優勢族群e輕視。語言如此，

文字亦然7。所以，族群，甚至國家，tiantian以建立kaki e文字為重要e

認同工具8。 

歌仔冊e作者，雖然不一定有現今學者所謂e抵抗意識iahsi本土意

識，但是，歌仔冊印行e數量hiah toa，普及化e結果，對讀者一定有影響。

Sianmi影響呢？在筆者來看，tiohsi我群認同e建立，甚至是台灣本土意

識建立e開始。因為，作者tih chia，作者kah讀者是完全用kangkhoan e

語言來溝通。M-si chhiun古典文學，仝一篇文章etang用所有e「方音」

來讀，卻完全無法反映作者kah讀者e語言。所以，筆者認為，tih日本殖

民統治之下e台灣(Holo & Hak)人民，leh讀這種作品e時，有可能比讀日

語作品9khah simsek，ma khah容易產生對本土e認同。這種認同是建立tih

民間語言kah「無標準化但是家己人看有」e文字之上。以當初時e日本

殖民統治者來講，雖然看有漢字，但是根本讀無。Nasi hơ這種書寫發展

khah長e時間，無的確etang系統化，chianchoe標準化e本土文字。換一句

話來講，ma有可能成為解殖民e一種重要策略。 

雖然，筆者對其中olo殖民統治者kah hogialang e段落，感覺chia-e

歌仔冊作者e政治意識kah階級意識實在真欠缺。親像柯榮三e論文中認

為地動發生了後，日本政府e救災kah賑災行動，變作日本人宣揚皇民化

e樣板(柯榮三：106)。歌仔冊tih這方面是不是顛倒chianchoe殖民統治者e

宣傳工具ne？但是，話講倒轉來，hit-chun上重要e是救災，而歌仔冊這

種文學作品beh傳達e，masi chit種關懷、撫慰人心e功能niania。所以，

歌仔冊會變做宣傳工具是ai批評e，tansi masi etang理解e。Che應該是一

種tih殖民統治之下「早知一定會發生」e意外啦。 

 

六、抵中心又偏主流文化 e邊陲文化特質 

                                                 
7 Diglossia kah Digraphia e討論，請看蔣為文 2005：ch.3。 
8 見蔣為文<漢字文化圈e脫漢運動>一文，收於《語言、認同與去殖民》2005。 
9 比論日本時代大多數台灣作家e日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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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頭前講tioh歌仔冊有可能成為解殖民e一種重要策略。但是，i有

一種「抵中心又偏主流文化」e邊陲文化特質，在在hơ i bo法度真正達

成解殖民e效能。Tih文學上，i e文字使用算是一種alternation，利用主流

文化e文字，作為表達自我e書寫工具10。Tih社會上，這是庶民kah優勢

階級e對抗；tih民族上，是tui當時e殖民者同化政策e反動。 

但是，對所謂「傳統」e堅持，soah表現tih文學形式不改，以及封

建社會e階級意識e傳承。差不多tak篇歌仔冊laite long看etioh對統治者e

歌功頌德、對(經濟與文化上)優勢階級e欽羨，甚至看etioh對下階級e凌

遲kah侮辱。11Tih這方面，當時e作家，親像賴和、楊逵、張文環、呂赫

若等，雖然使用日文，但是作品laite e意識是khah清楚e。親像楊逵講： 

「雖說地震造成的嚴災害是無法防範的，但如果國家力量真正

代表國民大眾，加以整頓，地震的預測方法或預測機構更加充

實，或者所有的建築都依專家充分考量過耐震結構才建造的

話，即使蒙受同樣的災害，理應不致如此慘重。導致如此慘重

災害的主要原因乃出於建築失當，這是一目了然的。」 

「通過這次經驗，讓我確信窮人才會真心關懷窮人，有錢人之

間，除了具有社會意識的少數人之外，幾乎都是極端自私自利

之徒，拿出多額的義捐，就想獲取某種效用，真正關心災民處

境的人少之又少。」 (以上引自須文蔚) 

這種批評 kah體悟，並 bo出現 tihle歌仔冊以「臺中、新竹烈震」

所寫 e作品 laite。基本上，歌仔冊 tih Holo文化 laite，主要是娛樂；而

tih Hakka 文化 laite，是實用性大過娛樂性—作為演唱用歌本。親像英

國文化研究學者所指出，庶民(通俗)文化經常是統治階級 e 無知擁護

者。但是，che kam m-si文化被殖民者(不管是外來殖民 iahsi內殖民)共

                                                 
10 參考Ashcroft等。 
11 雖然呂興昌教授等，認為有少數e作品中，已經出現關懷弱勢、男女平等…e觀念，但
是，筆者文中所指e iahsi佔khah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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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悲哀 ne？ 

 
結 論 

 

Ui Hologi《最新中部地震歌》kah客語e <中部地震歌>、<地震勸

世歌>、<續地震勸世歌>e同異比較看來，in代表台灣民間文學的一項特

色—傳統的維持與當代性的即時反映。In對母(族)語e運用kah紀錄，至

少在語言上，比siami《台灣通史》iahsi「正(本)字派」研究者貢獻koh khah

大。Nasi etang累積kau chit-le程度，一定esai u koh khah成熟e作品出現12。  

這種 tui 真實語言產生 e作品，會 hơ作者 kah讀者之間產生一種聯

結，tngtang 數量到一 e 程度之後，自然 e 產生質變，也 tiohsi，相對於

壓迫性 e 主流文化(優勢族群、殖民政府等)，讀者 kah 作者所屬 e 群體

會產生我群e認同。雖然咱 tih這四篇歌仔 laibin確立通俗文化e一種「抵

中心又偏主流文化」e邊陲文化特質，beh 如何對這種社會上普遍存在 e

矛盾心理作改進，相信是比 kana 批評前人 e作品 khah 重要。 

                                                 
12 現代作家，比論周定邦、陸耳門漁夫等等，longsi接續chit項khangkhoe e lang，作品深
度ma增加boe chio。但是實在是真少數。評論見呂興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