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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於閱聽與傳唱之間—歌仔冊中廖添丁
敘事的俠義化
吳勇宏＊＊
摘 要
廖添丁活躍於民間，在民間觀感中，廖添丁與「劫富濟貧」劃上等號，論及他
的相關事蹟，「義賊」、「俠盜」、「飛俠」等諸多稱謂便一一呈現，並深植在廣
大民眾認知中。
臺灣歌仔冊是一種語言所形成的文學，其表演形式、藝術境界雖屬通俗，傳唱
者與閱聽者的知識水準有限，但卻真實反映出最貼近民眾的文學樣貌。而作為民間
文學的一支，歌仔自然保有民間文學變異性的特質，亦即傳唱者必須考慮閱聽環境
之不同，針對歌仔內容進行調整，以引起閱聽興趣。換言之，傳唱者與閱聽者藉由
歌仔內容，進行最直接的交流活動。因此歌仔冊賦予廖添丁何種形象類型？又如何
將其形構呈現於讀者眼前？同時在傳唱者與閱聽者之間又存在著何種意圖，以進行
意念交換，最終滿足各自心理需求？諸多疑問皆是本文企圖釐清的核心問題。
因此本文將以廖添丁相關歌仔冊為主，論述分析其敘事內容，探究廖添丁在民
間歌仔冊中的塑形，乃是經由民間文學載體將其生平事蹟予以加工，使得原本單純
人名符號發生質變，同時通過閱讀接納，而生成新的能指。

關鍵詞：廖添丁、歌仔冊、俠義化、詮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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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歌仔冊塑造的廖添丁形象
參、歌仔冊中廖添丁的塑形模式
肆、聽眾與歌仔冊詮釋「廖添丁」的意圖
伍、結論

壹、 前言
廖添丁是活在民間的人物，相關的文學創作十分豐富，舉凡從民間故事、傳
說、歌謠、新劇、小說，乃至於廣播說書、電視、電影、戲曲、偶戲，不論雅俗，
幾乎囊括所有文化藝術的範疇。民間文學對於民眾的影響力，尤其對未受教育的一
般大眾而言，乃是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現今人們對於廖添丁的印象，也多得自於
民間文學。在民間觀感中，廖添丁與「劫富濟貧」劃上等號，論及他的相關事蹟，
「義賊」、「俠盜」等諸多稱謂便一一呈現，並深植於臺灣人民認知中，形成普遍
的形象記憶。
歌仔冊是臺灣民間文學頗具特色的一類，藉由漢字表記閩南音所編纂成的歌
本，以及彈唱者手中一把絃琴，搭配著曲調，或歷史故事、或社會案件、或道德
勸善等便錚錚鏦鏦地敷唱於聽眾面前。而目前坊間可見有關廖添丁的歌仔冊約有四
本，分別為：興新書局出版《新歌廖添丁》全六集，編著者為梁松林，出版於
年，版次不明，坊間已不流通，現僅存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新竹竹林書局
出版的《義賊廖添丁歌》全六集，編著者不明，筆者所存為0年月出版之第
版，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年版次不明的版本。黃勁連編註《義賊廖添
丁》則出版於 000年月，除標音字不同外，內容大致與竹林書局所出版的歌本相
同。楊秀卿、楊再興彈唱；洪瑞珍編註《廖添丁傳奇》一書出版於00年，故事內
容大致與竹林書局版相同，但形式以唸歌呈現，不同於前三本以整齊七字句為主的
版本。
其故事主要可分為家庭背景、離家北上，途中結識張富、板橋茶商江協源搶
案、大龍峒富商王振恭搶案、大和行辜顯榮搶案與杉木商國舍案六大部分。其間並
穿插日警追捕過程、濟貧與張富因謀害廖添丁，終遭報應等情節。大抵而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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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廖添丁運用武技與機智，搶劫富商救濟貧苦，並於犯下搶案後，在日警追捕下
往往能全身而退的故事。
興新書局與竹林書局兩家版本出版時間雖皆於年之後，前者雖比後者較早
出版歌仔冊，然此僅能表示書面文本的出現，卻無法得知民間是否於當時才流傳相
關歌仔內容。另外，柯榮三從兩書內容所進行之比較研究，得出兩點結論：其一
認為興新本早於竹林本；其二則從廖添丁自十六份驛搭車北上與「本省」二字推論
興新本最早可能成書於年。此兩點立論仍有值得思考之處。柯氏雖清楚比較兩
版本內容之不同，但亦提及竹林書局改編《二林鎮大奇案歌》時將自己改編的過程
入於歌中，若如此，何以改編興新書局本卻略而不言？況以目前資料無法判斷廖添
丁歌的原貌為何，且民間文學本身存在變異性，同一故事會隨著閱聽環境、敷唱者
與編著者而產生差異，故實難確言兩家版本孰為先後。由於相關資料不足，廖添丁
的歌仔故事究竟流傳於何時，此點不易論證，然以廖添丁為主的文本，如新劇與靈
異傳說，在日治時期為數不少，而歌仔冊貼近民眾生活，以走唱歌仔為生的歌仔仙
必定會注意其題材具備吸引力，進行編唱工作，因此可推知在日治時期已有廖添丁
歌仔傳唱於坊間。
現今關於廖添丁文本的研究，大致以其相關傳說為研究方向，如胡萬川〈亡
命好漢的生與死—莊芋、曾切、廖添丁傳說之研究〉 、柯榮三〈「迷信兇賊の
靈」—論廖添丁死後傳說的原始樣貌〉 、陳昱秀〈創造一個義賊－由廖添丁看
俠盜傳說的形成〉、駱香芸〈廖添丁傳說與信仰－以台北縣八里漢民祠為研究對
象〉駱香芸《廖添丁傳說研究》等。而以歌仔冊為研究對象者則有柯榮三《有關
新聞事件之臺灣歌仔冊研究》中的第六章，內容首先對《義賊廖添丁歌》的版本
與成書時間進行考證，援引歌本中的內容相互參照，歸納出最早版本與釐清成書時
間；其次利用歌本內容與史料及作家文學進行對照，論述兩者的不同與形成差異的


柯榮三，《有關新聞事件之台灣歌仔冊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六章，00.0，
頁-。

胡萬川，〈亡命好漢的生與死—莊芋、曾切、廖添丁傳說之研究〉，發表於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暨說
唱傳承表演，00..-，《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暨說唱傳承表演論文集》，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頁-。

柯榮三，〈「迷信兇賊の靈」—論廖添丁死後傳說的原始樣貌〉，發表於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
論文研討會，00.0.0-0。

陳昱秀，〈創造一個義賊－由廖添丁看俠盜傳說的形成〉，《新北大史學》第三期，00.0，頁-。

駱香芸，〈廖添丁傳說與信仰－以台北縣八里漢民祠為研究對象〉，《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集刊》
創刊號，00.0，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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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00。

同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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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最後則根據歌本內容整理出廖添丁的形象，並詮釋歌本所傳達的文學趣味與
關懷。
歌仔冊雖屬說唱文學，但從內容觀之，仍不離敘事的範疇。敘事是一種思維行
為的表現，而事件本身與整體社會文化密切結合，無法分割，米克．巴爾（Mieke
Bal）便指出：「敘事是一種參與文化進程的文化現象。」在此情形下，敘述者採
取何種方式表述事情，不僅表現出對於整體事件的理解，同時展現對於所處社會文
化的認識。如此進程不單體現在敘述者之中，接收信息的受述者亦參與其內，因
為文本意義乃是藉由敘述者與受述者相互交流信息與理解以完成，而若欲達成此目
的，文本即須呼應閱聽者內在經驗，才能使之投身於敘事內，豐富箇中意旨，最終
從其間生成文藝心理效應。
職是，歌仔冊作為敘事載體之一，本身亦存在此種信息交流過程，傳唱者與閱
聽者之間藉由歌本內容傳遞和建構彼此對於所述故事與人物的認知，並凝聚共同意
識。換言之，傳唱者與閱聽者的意念交換乃是透過歌仔冊擔任中介角色而完成，然
作品並非編者與讀者共同創作而來，編者必先編寫內容，才能使兩者間的交流過程
發生，在這前提下，深究傳唱者以何種動機為出發點進行材料編寫，如何編寫，便
成首要之課題。而當傳唱者完成歌本，閱聽者如何接受作品以進行閱讀，亦為不可
忽視之處。必須針對上述問題予以梳理，整體歌本內容的建構，以及當中意念傳遞
交流，終至形成共識等情況，才能得以窺見。
綜上觀之，與傳說相較，研究廖添丁歌仔冊的數量明顯不足，內容主要仍以
版本比較與內容所傳遞之意涵為主，尚未關注歌仔冊在傳唱者與讀者間如何形成意
念交流的問題，而歌仔使傳唱與閱聽兩者直接面對進行交流，擔任溝通中介角色，
若無法符合雙方需求，達到意念交換作用，歌仔便無法擁有文學生命。目前以竹林
書局出版之《義賊廖添丁歌》流傳較廣，仍在印行，故本文將以此版本為主進行研
究，企圖梳理廖添丁於歌仔冊中俠義化過程與如何塑形於閱聽與傳唱間。

貳、歌仔冊塑造的廖添丁形象
在民間觀感中，廖添丁是與「劫富濟貧」劃上等號，論及他的相關事蹟，「義
賊」、「俠盜」、「飛俠」等諸多稱謂便一一呈現，不難發現，俠義與盜賊於此結
合，這點得自民間對其生平事蹟的傳頌，尤其是民間文學如何將兩者融為一體，為


米克．巴爾（Mieke Bal，荷，－）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00.0，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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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接受，進而深入民心，建構起根深柢固的形象概念，箇中頗耐人尋味。
俠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人群，指稱具備某種氣質特色、某種理想的人。這類人
格特質出自於俠本身行事作為所秉持的信念，顯現獨特個性化，劉若愚認為：「最
好不要把遊俠看成一種社會階級或職業集團，他們是具有強烈個性、為了某些信念
而實施某些行為的一群人。」0即言之，俠行為必然符合某些行事準則，展現出人
格個性行為，可視為一種精神產品，此外，這些氣質特徵必須滿足廣大民眾願望，
切合其內心深層意識趨向，才能確立俠於社會中之地位。
俠一詞最早可見於《韓非子》。〈五蠹〉指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從此處可看出兩點：一是俠與武密不可分：武代表著力量展現，亦為其犯禁之手段
工具，是俠之所以為俠不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二是俠對社會規範的侵犯：他們勇於
衝破秩序限制的牢籠，違背社會規範，這種不受桎梏之精神隱含有追求自由的性
格。
於俠的觀感，還可由《史記》窺其端倪。〈遊俠列傳〉提及：「今遊俠，其行
雖不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不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
存亡死生矣，而不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認為俠的行為
違背正義原則，此處正義所指稱的是社會價值標準，〈太史公自序〉論及寫作遊俠
列傳的用意時亦提到：「救人於戹，振人不贍，仁者有乎；不既信，不倍言，義者
有取焉。」強調俠為救他人危難，不惜付出生命、不仗恃自身能力與不誇耀自己
之德的形象。
太史公以為俠是有義者，使得後世談論俠，皆與義不可分割。李德裕作〈豪
俠論〉，便將俠與義鎔鑄為一體，認為兩者關係密不可分，其指出：「夫俠者，
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不立，俠非義不成，難兼之
矣。」俠之所以為俠，必因義成；義之能成義，乃現於俠；俠與義被聯繫並稱，
不可須臾離也。自此「義」成為俠用以樹立自身道德規範的核心概念，俠以「義」
為觀念中心，形成俠義道德和俠義準則，並將其作為一種觀念形態而擴大延伸，
最終使俠不僅成為一種行為方式，而且也成為一種人格特徵，兩者結合成行動信


此定義參見汪涌豪，《中國遊俠史》第一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版，00.0），頁-。
劉若愚（美）著、周清霖、唐發饒譯《中國之俠》（上海：三聯書店，.0），頁。
11
漢、司馬遷〈遊俠列傳〉，瀧川龜太郎編著《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十四，台北市：宏業書局，頁
。
12
同上註，頁。
13
唐李德裕，〈豪俠論〉，《全唐文》卷七百九（臺北市：大通書局），頁。
14
汪聚應，〈諸子思想與中國俠的人格精神〉，《中國文化月刊》第期，00.0，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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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劉若愚即論述俠義行為具備八種信念 ：（）助人為樂（）公正（）自由
（）忠於知己（）勇敢（）誠實（）愛惜名譽（）慷慨輕財。歸納此八項信
念無不涉及道德層面內涵，可見俠的行為奠基於強烈的道德意念與力量，同時構築
俠所以為廣大民眾崇拜的心理基礎。
若檢視現存廖添丁相關資料，可以發現，在官方資料與《臺灣日日新報》之
相關報導中，廖添丁乃為盜賊。然由於其生前屢屢犯案，日警數度動員大量人力
追捕皆無功而返，最終乃因遭朋友出賣而死，故其死後不久，民間便流傳其未死之
傳說，《臺灣日日新報》即提及：「不意昨日稻江市間忽生浮言，謂廖添丁勇力過
人，武藝邁眾，數十名警察，不能近身，楊林一鍬，更送殘命，談何易易。」，
可見當時民間已認為廖添丁定具備過人勇力與武藝。不僅如此，廖添丁的題材亦為
新劇的題材，劉枝萬於年於《公論報》發表〈廖添丁托夢〉一文，即提及當時
新劇演出的大致情況。
廖添丁的故事，在臺灣是家喻戶曉的。我自幼至今，看過關於他的白話戲，
或所謂文化劇，已不知幾次。記得每逢演此戲時，觀眾均非常擁擠，蓋因其
合於在日警壓制下的臺胞心理之故乎。尚記得當時文化協會員曾義演此戲，
場場客滿，熱鬧得很，在宣揚民族精神方面，當然它是效果卓絕。後來它被
禁止了，恐怕亦是由於此原因罷。
從上述可窺見，當時新劇演出的廖添丁已然帶有抗日精神，塑成抗日英雄形
象。而林清文於0年發表〈廖添丁與我〉一文中則回憶其於兒時所見戲劇之廖添
丁故事的梗概。他說：
遊手好閑的廖添丁，一日備受父母責罵，決意外求發展，遂淪落黑社會裏，
仗義勇為、除暴安良、劫富濟貧等幹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廖添丁」所
到地方惡霸強權聞風失色。因此免不了成為日警當局追緝的對象。

15
16

17
18
19

劉若愚（美）著、周清霖、唐發饒譯《中國之俠》，頁-。
在官方資料中，如：日本政府建檔之「竊盜及殺人犯廖添丁ノ所在搜查始末等報告ノ件（臺北廳外一
廳）」與廖添丁之戶口除戶簿；《臺灣日日新報》之相關報導，計有：明治年月日「五人組の強
盜」、月日「銃器彈藥の賊」、月日「神出鬼沒」、月日「兇賊の相棒捕る」、月日「廖添丁
の舊惡」、月日「兇賊護身用の武器」等皆明確將其視為強盜、兇賊。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號，版，標題「菊黃楓紫」，0..。
劉枝萬，〈廖添丁托夢〉，《公論報‧臺灣風土》，第四版，.0.0。
林清文〈廖添丁與我〉，原載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於黃勁連編《南瀛文學選》（台南縣立文化中
心，.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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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清文亦於文中提及其首次觀看「廖添丁」的劇乃是五十年前的事，與發表
日期相比，可知0年代劇本關於廖添丁的塑形已帶有濃厚「俠」的意味。綜上而
言，廖添丁形象塑造呈現由單純盜賊逐漸成為義賊，甚至為抗日英雄，箇中存在豐
富的立場意識。
在民間文學中，尤其是民間說唱歌仔冊，歌名與內容皆將廖添丁被塑造為義
賊、義俠，這樣的形象建構了民眾印象，並於其中帶有濃厚崇拜意味，所強調的重
點在於義而非賊，重在俠而輕盜，義與俠正面的意義取代盜與賊的否定表徵，換言
之，廖添丁被說唱者俠義化，形象塑造融入濃厚俠意味，箇中形象可從以下行為特
徵一窺究竟：

一、熱愛自由
自由是俠義精神不可或缺之要件，他們不受拘束、勇於反抗規訓，企望突破現
狀，以求優遊自在的生活，滿足了一般民眾渴求而不敢為的矛盾心理。《義賊廖添
丁歌》即描寫出廖添丁自小熱愛自由的形象：
添丁自小着真賢 囝仔朋友正興交 因爹土名廖阿九 帶著臺中牛麻頭
日本來即改清水 伊帶草地恰開圍 添丁真愛去外位 因爹不乎伊離開
說唱者道出廖添丁從小便想離家外出，但因父親不同意而無法離開，然廖添丁
並不因此打消念頭，積極等待可以離開的時機。歌仔冊接續寫道其終於掌握機會得
以離家：
想卜去都市 塊等路費候時機 勇馬縛在將軍柱 無塊提錢緊籠寮
小可乎我粘麼了 那閣有錢夏袂條 示大錢頭縛死死 無通加乎因子兒
這欵我真無趣味 不行無恰好時機 遇着蔡揚去散步 添丁即甲借三元
有錢今就行有路 車費那有免箱多 今有路費着緊行 不敢言起甲半聲
透早即袂人之影 天邊海角無塊听 看卜天邊野海角 不帶在厝人束縛
決心愛去帶台北 車費一元過一角 今有路費無要緊 驚因老爸困精神
箱晏走袂通過面 秤彩伐落緊起身 驚人起來卜煮飯 衫褲欵好就出門
離開是卜走真遠 赶緊離開臭水庄 我真無愛帶草地 希望台北大市街
「勇馬縛在將軍柱」將廖添丁追求自由的形象總括展現，廖添丁利用蔡揚散步
的機會，向他借三元以資路費，便趁其父親熟睡未醒，收拾行囊，同時為避免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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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而破壞計畫，未加以計畫周詳，便毅然決然離家遠行，追求自由夢想，擺脫父
親的束縛。這段文字呈現廖添丁不屈服於父親威權，勇於突破現狀、追求理想的行
為，將其熱愛自由的形象發揮極致，切中俠的行為信念。
廖添丁對自由的追求，除展現於不受拘束、勇於突破現況外，同時亦可呈現其
心中所懷抱的雄心壯志，它驅策俠為追求夢想不惜挑戰權威、反抗規範。而俠的豪
情壯志內容符合廣大民眾心理需求，甚者將其違背綱紀倫常的行為予以合理化，如
歌仔冊所言：
添丁汝即無腹內 廣甲靴明野不知 招汝允好感有呆 免本來去揭鳳梨
鳳梨免本逞好揭 這欵算是小濶賊 有想卜做着恰殺 無大入手真不達
…………
做小賊仔省路用 這欵我真無讚成 卜着展咱的本領 劫富助貧做犧牲
其間當張富提議偷盜，以供自己花用，廖添丁聽完後，便義正辭嚴地予以拒
絕，認為此行為無異是小賊，既然有計畫做，便要做大事，應該展現自己的本領，
劫富濟貧，幫助他人。盜賊本即是違法亂紀之行為，歌仔冊藉由「劫富助貧」，表
明廖添丁不願淪為雞鳴狗盜，其從事盜賊作為，並非貪圖一己之利，而是希望藉此
手段幫助弱勢群眾。此處內容企圖表明廖添丁與一般盜匪不同，是具備遠大志向之
人。

二、武藝高強
俠以義為依歸，視仗義行俠為己任，為了濟危助困、拯民於難，俠必須具備
某些技藝、能力、方法及手段，以求完成先天賦予之內在使命。而從民眾觀點論，
俠是心中正義化身，為世間主持公道公平，必定擁有超乎常人的本領，不然何以達
至人民要求？故為滿足民眾企盼，克盡俠義精神，則必須透過「武」以為完成之手
段。換言之，讀者在俠客身上寄予的希望越大，社會越是需要俠客來主持正義，文
學中俠客的武功就必須越高超。0因此「武」即成為俠賴以行義於世不可或缺的工
具。
在歌仔冊中，廖添丁道出自己有劫富濟貧的志向，為實現此願望，必然須擁有
高強的武藝，因此彈唱者便設計相關故事加以呈現：
伊都即年小粒只 腳手靴好就真奇 人即無塊通看起 看伊塊試即知機
20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市：麥田文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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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廣無做嗎奉笑
…………
双腳一縱上厝頂 則時看無廖添丁 這號工夫駛煩惱 跳上厝頂遂看無
…………
確實腳手袂箱呆 看是普通的人才 胆量果然有影在 那無做堆簡的知
起初塊廣我不信 力準是塊廣風神 看伊這欵的勢面 腳手粒接身軀輕
看見一條的烏影 跳落塗角也無聲
內容是以張富的眼光進行描寫，表現出廖添丁身手敏捷，膽識過人之一面。張
富本以為廖添丁身材嬌小，似無過人之處，對其身手抱持懷疑，心中以為廖添丁只
是吹噓而已，直到見他俐落迅速地翻牆躍頂，不禁讚賞感佩。接著廖添丁簡單點出
自身武藝由來。如：
我是小漢着有練 阮公出名拳頭先 看就知影朗免展 我的暗器野恰遷
項我都練有着 下打暗器金錢鏢
此段說明其武藝得自家學淵源，當中拳法、暗器尤是拿手功夫招式。此外易容
術，亦是其拿手絕活，經常令人真假難辨。歌仔冊提到：
煞落卜偷大龍峒 去買衫褲來變裝 歸街刑事行無宿 就是添丁偷板橋
則時搜查拿無人 現在塊張警戒網 壬汝先走都無隙……
着買衫褲來變裝 二元外銀買門好 鬃排買來罩兮落 人不知伊客和老
改裝人看是客婆 變裝古然客婆派 通人來看嗎不知 客話兮廣即利害
騙人因著龍潭來 粧比客婆野恰水……
振恭看着正沙愧 人才袂須因阿昧 客婆簡有即年水 阿英參伊帶做堆
添丁假甲正細字 振恭全然無嫌疑
廖添丁卓越的易容技術，使他躲過日本警方嚴密的搜查，同時得以扮成客家婦
女，「改裝人看是客婆 變裝古然客婆派 通人來看嗎不知」稱讚其扮相神似，不露
破綻，呈現其易容術之精妙，得以順利潛進王振恭家，而不被識破原來身份，再次
展現其武藝過人之處。
歌仔冊尚有一段故事，同樣表現廖添丁武藝之高強：
古川看伊即格屎 出手就卜共伊獅 古川真氣卜皆煽 添丁起腳踏一偏
心肝想卜甲伊典 出手乎我汗一邊 柔道倦伊袂得倒 真正見少體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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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丁腳緊手又好 叫伊柔道着閣學 二人帶塊武一困 添丁真真好猴拳
古川下方大辭本 假廣今冥着伊巡 添丁無愛閣出手 咱有面子今着溜
此段描寫廖添丁與日本警部發生衝突，日警顏面盡失，最後假借當值巡查名
義，落荒而走。此處內容除凸顯廖添丁功夫之高，更重要的是對日警權威加以羞
辱，對長期受日警欺壓的聽眾／讀者而言，尤是大快人心之處。
由上述可見，武藝乃俠所必備，行俠重於對抗強權，這目的需憑藉武藝而實
踐，故欲塑造廖添丁成為一位俠，自然需描寫其武功高強、身手敏捷之形象，才能
符合為俠的標準。

三、臨危不亂
俠經常面臨充滿危難、情勢急迫的情況，除要有高強武藝以實現義的行動內
涵，亦需具有臨危不亂、沈著應付的性格特質，在危險時刻，能鎮定以對，解決所
遭逢的難題，表現出有勇有謀形象，不致淪為暴虎馮河之徒。因此臨危不亂是俠必
備性格形象要素。歌仔冊於此有所著墨：
添丁看著有烏影 胆頭真在全無驚 比較別人無生命 落水倚泅做伊行
添丁真正好腳手 溪流恰大嗎的泅。
張富欲獨吞贓款，起意將廖添丁推落淡水河鐵橋，面對水勢浩大，危及性命時
刻，他卻從容不迫，泅水以度難關，不禁稱讚其「胆頭真在全無驚」，表現臨危不
亂精神。而犯案後，面臨日警大規模嚴密搜捕，也能鎮靜回應，逃出天羅地網般的
特別搜查，令人為之稱快：
添丁真賢想計謀 石司去塊放屎尿 伊即變裝假打石 日本仔衫無愛穿
用空城計退魏兵 南部笠仔戴一頂 假做打石成成成 變裝打石兮司阜
腳手英甲專石灰 頭壳欺欺烟那巫 巴隻住衫假蹺龜 添丁石頭乙直打
刑事瓦來塊調查 一个青年好穿插 敢有來帶者宿腳 探偵瓦來青瑾瑾
門對問着伊本身 什麼代志化要緊 阮故打石看無真 人報走對這條路
一定走對三重埔 有看緊報派出所 此个警網大匪徒 胆量簡即靴年好
青天白日搶大和 知影我个緊去報 驚對別位這角無 打石恰無斟足看
那知即去報警官 探偵就者四分散 添丁胆在話賢攔 賊寨野未註皆敗
探偵對面看不知 實在幸運好加再 人廣賊計狀元才 真个司阜煞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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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塊替打石 閁著特務奚奚趙 塊赴省人拿無着 一个匪徒大代志
官廳警網卜拿伊
利用精湛易容技巧，化身刻石師傅，而日本刑事大肆偵查，嚴密追捕，其中危
急情況不禁令人捏把冷汗，然其仍能沈著鎮定應對，一副若無其事的樣貌，膽大心
細，順利矇騙日警，躲避追捕，大大凸顯冷靜、機警、沈著之神情。

四、有恩仇必報
「報」是中國文化重要傳統概念，以俠而論，所面對的問題在於報恩與報仇。
他們秉持的觀念是受人滴水之恩，必湧泉以報之，若有怨仇，定竭心盡力以復，形
塑出俠在恩仇上性格磊落分明的特質，抱處所謂「嘗有德者後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之行為信念。
有德必報是中國傳統倫理道德基本準則，建構人際間關係連結，《詩經．大
雅．抑》即言：「無言不讎，無德不報。」說明對有恩於己之人必加以回報的觀
點。因而俠視此為行事處世準則，將有恩德不報視為個人恥辱。在歌仔冊中即塑造
出這類形象：
下方專塊拿鱸鰻 歸路專是警察官 我提衫褲乎汝換 那乎嫌疑卜安盞
感謝朋友正好意 礁衫者袂乎嫌疑 那是嫌疑打半死 感謝朋友恩如天……
受著兄長賢痛疼 真有愛顧出外人 恩比泰山野恰重……
初回交倍即好面 比親兄弟野恰親 汝着小心恰要緊 不通乎人看咱輕
受著大兄真顧愛 閣二三工我就來 做堆不是廣這擺 省款後日汝着知
廖添丁被張富推落河中，遇到漁夫搭救，由於犯案後，日警緝捕甚嚴，凡有
嫌疑必逮捕審問，漁夫便提供衣物予以替換，並熱情招待，「感謝朋友正好意」、
「感謝朋友恩如天」、「恩比泰山野恰重」三句顯現廖添丁深切感懷恩情的形象，
將此德視為如山若天，並計畫加以回報。
除知恩必報外，報仇解怨亦為俠必行之事。俠特重自由、公平、正義，以及愛
惜名譽，所有行事風格建立於義之上，因此針對任何有辱個人名譽及違義之事，必
然加以報復。俠報恩仇重在以自身力量完成，不假手他人，若藉助旁人力量，即便
得報恩仇亦非光彩之事。於是乎，恩仇必由己親自報還，才是符合俠義作為。此俠
義形象，歌仔冊內容亦有所提及：
21

漢、司馬遷〈季布欒布列傳〉，瀧川龜太郎編著《史記會注考證》，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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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即甲伊瓊救 絕對無放伊干休
添丁那行那埋怨 也無流甲一元銀 人情全無仝我拵 看活到時艱苦吞
暫且乎伊快活用 時到即來甲伊瓊 不信伊有外本頂 一糸我都無諒情
錢頭捲得做伊行 我也無愛廣出聲 打草驚蛇的知影
張富獨吞贓款且欲加害其性命，此仇不共戴天，因此廖添丁道出：若有相逢之
日，定是「絕對無放伊干休」、「一糸我都無諒情」，必報此仇而後快。內容後續
提及張富因心懷不正終遭報應，不僅失去錢財，而且疾病纏身，朝不保夕，廖添丁
得知消息，不但不對其施予嚴厲報復，反而升起憐憫之心，表明願意提供協助：
添丁听川仔討論 廣伊有看着新聞 張富有錢無讓份 棟無數月斷乙文
張富走著花蓮港 汗汝靴錢今空空……
在着花蓮塊現勢 汝卜報冤去尋伊 伊閣解姓甲換名 從頭到尾廣汝听
奉打厝燒煞生痛 今也免甲伊輸贏 伊兮奪我即多錢 兮來現勢報應天
現做現報看見見 人即不通那精生 那甲這欵得報應 我也不閣甲伊瓊
遇着卜閣提乎用 代念初次願同情 換做不是花蓮港 我兮決定鬪幫忙
听伊症頭致靴重 平平是手染血人
當他得知張富「奉打厝燒煞生痛」的遭遇，即決定「今也免甲伊輸贏」，甚至
決定「我兮決定鬪幫忙」，不記前嫌地提供援助。報仇是俠重要信念，但上段歌仔
冊內容敘述明顯與此概念矛盾衝突，關於此點，陳平原認為這並非慈悲心發，而是
需要手刃仇敵一瞬間的「快意」，然而向仇敵伸出援手若非出自憐憫，僅是求復
仇快意之滿足，不啻將其貶抑為好勇鬥狠之徒，減損崇拜價值。再者，俠以濟困扶
危為信念，在此標準下，仇敵有難，若袖手旁觀，將個人私怨凌駕於義，豈非有違
個人信念？因此當仇敵陷入困境而援之以手，尤為俠「快意恩仇」性格境界昇華。
彈唱者如是設計，塑形出廖添丁拋開私讎、成就公義形象，更鮮活表述其愛恨分明
之俠義形象，而受民眾尊崇。

五、敢作敢當
俠標舉「義」的大旗，為追求自由、維護社會公義真理，經常採取激烈手段，
以挑戰奸邪威權，其行事作為因此不見容於社會法律與統治階級，是統治者欲滅除
22

陳平原指出：「武俠小說中常見俠客為仇敵之過早死去而痛哭，或者出手援救陷於絕境的仇敵，並非俠客
受到人道的感召而大發慈悲，而是因為俠客和讀者都需要手刃仇敵這一瞬間的『快意』。」參見陳平原，
《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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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快之人。他們勇於反抗，勇於濟危扶弱，對於自身所作所為同樣勇於擔當，自
承一切後果，寧願自處危難之中，也不願牽累無辜民眾，陷人困阨，因為這基本上
違背俠拯人於難的信念。正因為俠勇於任事、敢為敢當，促使民眾樂意將心理想望
寄託在他們身上，藉助俠的力量，企盼其主持公道，化身正義。此類形象在歌仔冊
中得到發揮：
煞寫字條有一張 不是阿英按宰樣 無影甲我帶同鄉 偷汝現金甲短槍
真正姓名廖添丁 汝都恰有借我用 不通官廳去聲明 汝那卜去報官廳
純然阿英不知影 冤枉卜乎汝無命
由於之前乃假託是王家婢女阿英同鄉，取信於王振恭，因此當廖添丁犯下王振
恭家搶案後，離去前留下字條，說明此事與阿英毫無關聯，表明真正身份，承擔一
切後果，同時威脅王家若是報警處理，牽連冤枉無辜阿英，定來要其性命。另外在
其被逮捕後，面對警方訊問，亦表現敢為敢當的形象性格：
板橋也是我添丁 敢作敢當免恁刑 錢乎張富捲去用 全是實在的口供
我乎張富捲這棟 喜時我人險起戅錢無即偷大龍峒 到者總認感有防
實在口供共汝認 敢做我無化小人
「敢作敢當免恁刑」描述廖添丁不逃避、不掩飾，不需日警刑求，便勇敢承認
兩次搶案皆是其所為；同時利用廖添丁親口說出：「實在口供共汝認 敢做我無化
小人」之語，再次凸顯其光明磊落，勇於承擔後果之俠義形象。

六、慷慨輸財、樂於助人
俠視拯人於危、救人於難為己任，他們樂於助人，好善樂施，慷慨大度，這類
性格經常以濟困助貧之事展現，充分發揮「振人不贍，先從貧賤始」的救助精神。
廖添丁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即是「劫富濟貧」。「劫富」呈現於搶劫富商的
內容；「濟貧」情節則是歌仔冊內容中構成廖添丁形象的重要部分，更將搶劫這類
違法亂紀之行為，予以道德化：
五百外元真賢用 也有助人做犧牲 一个中年來死某 我去贈伊二百元
援助一位二佰五 六十外歲食伸勞 二十九歲死牽手 因厝帶著和尚州
三个子兒野真幼 名是號做劉鷄求 我卻甲伊不相識 死某袂得通身密
一个跳港卜自殺 做這二層真價達 這个名叫猪屎江 賬櫃差伊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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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來失落卜跳港 頭家閣是日本人 提錢贈伊港免跳
廖添丁將得手的五百元現款，一部份援助中年喪妻，獨力扶養三個年幼孩童
的男人；另一部分則幫助遺失雇主錢財，企圖投水自盡的勞工。兩位皆是廖添丁
「甲伊不相識」之人，但他同樣慷慨輸財，救濟危難困苦，尤其是「也有助人做犧
牲」，這點呼應廖添丁先前表明「卜着展咱的本領 劫富助貧做犧牲」的志向。
俠對旁人施加於自己的恩惠常牢記在心，但對別人有恩，總不圖回報。他們不
僅解救貧困之人，更肯救助危難之人。俠並不將自己施與他人的恩惠當成恩情，而
是將之視為天經地義、片刻不離其身的天職，既是應承擔之天命，自然無求回報，
充分發揮俠體恤眾生、樂於助人之性格。正如《義賊廖添丁歌》提及：
其一：
可惜呆命無子兒 看汝做只小生理 暗頭賣甲卯戌時 多歲野閣袂暈屯
塗豆即爛真賢群 提刈助贈伊做本 苦憐老叔無子孫 暗時絕對不通賣
咱人多歲目周花 那卜帶此巷仔底 大街去賣即有多 別項又閣欠資本
塗豆都着加忌群 暗頭出來到這拵 野未賣敢五角銀 听着替伊塊艱苦
歲頭又閣即年多 添丁真正有量步 緊提廿元乎暫度 銀票咱着夏伊好
萬一失落着花羔 賣小也着恰早倒 箱過勞動命兮無 我是看汝即年老
度的過日算真賢 不通冥賣甲日罩 勞動過頭人快糟 汝有可憐我呆命
恩人號做省大名 後日不即的知影 通說阮老牽手听 小人名叫廖添丁
汝着換款去耕營 生理那做有決定 無本我的閣贊成 拜託耳空斟足听
有人甲我號仝名 免閣外久就知影 話廣了後做伊行
其二：
那食話廣那好世 且問汝只老阿伯 恁厝治倒著立家 米糕炊去有到甜
一暗趁塊外多錢 東風恰利刀仔箭 食老骨力是卜年 老大人工加減賣
無趁看卜倒位提 厝內頭嘴靴年多 阮厝對面巷仔底 囝仔一捲簡仔粽
連阮老的六个人 伊也認真鬪相共 洗衫趁來鬪幫忙 囝仔野閣正細漢
父老子幼真為難 孤我一枝手塊趁 度食三噹野按按 添丁听着安年生
就卜援助淡薄錢 叫伊老人听人耳 我卜共汝鬪扶持
上引兩段情節相似，皆是廖添丁犯案後，在街旁所遇見的小販，兩人年紀理應
安享天年，然迫於家境，不得不早出晚歸，沿街叫賣，謀賺蠅頭小利以維生計，廖
添丁與之相談後，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故將劫盜所得分與兩人，資助本錢，使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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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謀安定生活。除此之外，內容呈現「話廣了後做伊行」的不求回報的性格精神，
將俠助人不求報之形象，明顯道出。

參、歌仔冊中廖添丁的塑形模式
一、二元對立書寫人物
所謂二元對立，指的是物件中整體意義的生成、掌握，取決於結構成分間相
互對立、聯繫後所形成的區別與對比，而凸顯其意涵。「二元對立」強調的是「差
別」――某個單位個體之所以有「意義」完全在於它與另一單位或個體有所分別，
有其獨特性。意義得自於個體單位間在相同結構位置相互對立、參照而生成，因
而具備獨特性，所以當相對關係消失解除，原本處於結構中的有機體因參照而生成
的意義也會隨之消失，自然失去獨特性。
「二元對立」原則展現基本二分法，透過系統中各相關基本元素彼此對立，藉
以產生價值和意義。當文本析理成許多相對立的結構元件，評論者與讀者得以從形
式分析結合內容分析，對整體意涵獲致全面性理解。
人物與故事是敘事文本重要組合元素，是分析敘事文本不可忽略的一環，藉由
對立模式，文本得以展示人物形象，建立其中所欲傳達的意念，引領閱讀者感知、
享受情節，同時自行從人物對立中形成批判與建立價值，進而認同文本的觀點。二
元對立關注文本中各成分對立關係上，以求達到理解內容意義的目的，因此，將之
套用於人物及其行為動作的分析，可以幫助讀者理解故事中人物形象意義。
將此項原則用於分析《義賊廖添丁歌》，不難發現，其中亦蘊含著三種對立的
層面，包含善／惡、貧／富以及官／民等面向，賴以構成故事內容，同時建構廖添
丁鮮明的人物形象。
（一）善與惡對立
在歌仔冊中首先呈現的是善與惡的對立，這是以張富與廖添丁在旅社中共謀犯
案的情節中展現：
添丁汝即無腹內 廣甲靴明野不知 招汝允好感有呆 免本來去揭鳳梨
鳳梨免本逞好揭 這欵算是小濶賊 有想卜做着恰殺 無大入手真不達
用風吹線倉竹廣 線頭皆縛草爾公 鷄吞過喉就兮戇 束着袂吼也袂藏
23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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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欵專拿掩鷄古 一隻賣着幾落元 半冥偷收衫仔褲 我是專門轉這徒
做小賊仔省路用 這欵我真無讚成 卜着展咱的本領 劫富助貧做犧牲
從道德面論，兩人商議從事犯罪，是不被容許的行為，從內容中可以窺見，
廖添丁鄙棄與不願從事張富那種「揭鳳梨」、「掩雞古」、「偷收衫褲」的小賊行
徑，「劫富助貧做犧牲」才是目的所在。張富犯罪為的是自身利益；廖添丁則是為
他人謀福；兩人行為出發點雖不符於「善」，但由於兩人動機目標不同，造成對
立情況－張富偷盜為己利、廖添丁盜竊則為民。兩人不同犯案動機顯現「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的對比情況（《論語．里仁》），因而使廖添丁原本應受批評
的部分，轉向「善」的標準規範靠攏。換言之，藉由善惡對立，濟貧的「義」便隱
含於內容間，成為評斷廖添丁形象的重要價值。
義確立了善惡分野，合義則善，違義即惡。在人類社會中，善賞惡罰早已根植
於道德價值上，法律即是此觀念中具體明文的執行工具，然對一般民眾而言，「報
應」才是賞善罰惡的根源概念，惡人得到懲罰才能確立人遵循善惡規範。歌仔冊中
亦展現此精神：
張富後面捲銀票 有想詐心的計謀 鐵橋行未過一半 張富早着想心肝
不管兮死野按盤 卜報伊嗎驚警官 手對添丁的肩甲 皆奢落去鐵橋腳
銀票四千過二百 有錢免驚閣袂飽 我是好意報趁錢 ……
是汝加忌卜討死 命底定帶你自己 陰魂不通相交纏 是汝性第箱押霸
即着來死鐵橋腳 担我免閣偷雞鴨 錢有免驚腹袂飽 張富錢提做伊去
……
錢頭共人捲這棟 事業做那下成功……
到處想塊人查某 又敢野閩卜食醋 乎人打甲塊叫苦 閣乎人罰二仟元
……
做磁仔店驚地動 正實遇着這號空 自想大碗小碗捧 無宜了甲斷一項
紙行也煞火燒厝 歸宮燒去正工夫 厝內物件搬袂付……
梅毒發甲歸身軀 梅毒身軀巢發生 橫玄便毒起雙平 簡下這欵來報應
敢是僥負廖添丁 街路奉看人兮笑 無甲一錢通食藥……
無甲一領通替換 褲底膿血朗堅肝 變甲無人通敢看想卜自尽吊深山
張富與廖添丁犯案得手後，因分贓而起衝突，張富因此起了歹念，欲謀害廖
添丁，以便獨吞錢財，捲款逃至後山花蓮，歌者設計三件事，令張富得到報應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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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先是貪圖女色而遭毆打賠錢；投資生意皆血本無歸；最後還因喜好漁色、花
天酒地，罹患梅毒，無錢醫治。文本中直接評論「簡下這欵來報應 敢是僥負廖添
丁」，將張富這般為惡之人盡情懲戒，唾棄心術不正、奸險狡詐之無義者，以此凸
顯廖添丁所代表的善，滿足民眾內心道德需求。
（二）貧與富對立
歌仔冊中第二種對立表現於貧與富，這是上階層資本家與下階層勞動民眾間的
對立。歌仔冊記錄廖添丁共犯有四次搶案，分別是：板橋茶商江協源、大稻埕茶商
王振恭、大和行辜顯榮、以及杉木商國舍等搶案。從清末起，茶、糖、樟腦等產業
成為臺灣島上重要經濟活動，是廣大勞動民眾賴以維生之標的，進入日治時期，官
方控制茶、糖、樟腦、稻米、木材等經營權，交由資本家經營並予以保護，尤其茶
在日治初期臺灣農村中呈現高利貸金融活動，嚴重剝削低下勞動階層，壓迫其經
濟生活，周婉窈即指出：
臺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受到國家力量的高度保護，因此對勞農階層利益
與權益的剝奪相當嚴重。……由於統治者與資本家往往同屬統治民族，
因此資本家的剝削就變成統治民族對被殖民者的經濟壓迫。
勞農階層面對資本家的壓榨，是充滿極深的無力感與不滿，在現實生活中，他
們無法改變現狀，只好求助於文學，希望獲得抒解。歌仔冊中廖添丁出身農家，搶
劫對象都是當時資本家，得款後又多有濟貧之事：
添丁真正有量步 緊提廿元乎暫度 銀票咱着夏伊好 萬一失落着花羔
賣小也着恰早倒 箱過勞動命兮無 我是看汝即年老 度的過日算真賢
不通冥賣甲日罩 勞動過頭人快糟……
換來廣起廖添丁 五百外元真賢用 也有助人做犧牲 一个中年來死某
我去贈伊二百元 援助一位二佰五 六十外歲食伸勞
上述表現出廖添丁具有憐憫心、關懷弱勢階級的形象，濟貧的情節緊接劫富
後登場，展示統治與被統治兩階級之對立，滿足被壓榨民眾的需求，正如柯榮三所
言：
中下階層的勞動人們對於讓資本家們嚐嚐苦頭的情節，當然大感有趣，
24
25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市：人間出版社，.0），頁-。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台北市：聯經出版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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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懲罰大資本家的最佳人選？現實中，讓日本警察頭痛萬分、甚
至心生畏懼的廖添丁，劫富濟貧、機智靈活又武藝高強的廖添丁，正足
以肩負中下層人們的心靈寄託。
廖添丁成為勞農民眾的代言人，其中形象建構，正是經由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
的對立，透過彈唱者口述，得以躍然於紙上。
（三）官與民對立
官與民對立亦是歌仔冊內容中重要的二元對立模式。日本領台初期，由於各地
抗日活動迭起，為加強控制社會治安，建立統治秩序，賦予警察相當大權力，包含
戶口普查、擴大偵察權、犯罪即決等，嚴加控管臺灣人民，形成高壓統治。歌仔冊
內容中描述廖添丁面對日本警察嚴密追捕下往往能全身而退，甚至將日警玩弄於股
掌上，將其俠的形象發揮淋漓盡致：
添丁真賢想計謀 石司去塊放屎尿 伊即變裝假打石 日本仔衫無愛穿
用空城計退魏兵 南部笠仔戴一頂 假做打石成成成 變裝打石兮司阜
腳手英甲專石灰 頭壳欺欺烟那巫 巴隻住衫假蹺龜 添丁石頭乙直打
刑事瓦來塊調查 一个青年好穿插 敢有來帶者宿腳 探偵瓦來青瑾瑾
門對問着伊本身 什麼代志化要緊 阮故打石看無真 人報走對這條路
一定走對三重埔 有看緊報派出所 此个警網大匪徒 胆量簡即靴年好
青天白日搶大和 知影我个緊去報 驚對別位這角無 打石恰無斟足看
那知即去報警官 探偵就者四分散 添丁胆在話賢攔 賊寨野未註皆敗
探偵對面看不知
上述呈現廖添丁面臨日警嚴密搜捕，化裝成刻石師傅，並與日警從容應對而不
露馬腳，展現臨危不亂，沈著化解危機的形象，而日警竟無法識破其偽裝，更是凸
顯廖添丁俠的形象。另有一段則是描寫廖添丁與日警交手過程，寫出其武藝高強，
挑戰日警權威：
古川看伊即格屎 出手就卜共伊獅 古川真氣卜皆煽 添丁起腳踏一偏
心肝想卜甲伊典 出手乎我汗一邊 柔道倦伊袂得倒 真正見少體面無
添丁腳緊手又好 叫伊柔道着閣學 二人帶塊武一困 添丁真真好猴拳
古川下方大辭本 假廣今冥着伊巡 添丁無愛閣出手 咱有面子今着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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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有食淡泊酒 那來人多不自由
古川警部為替藝旦阿免報仇，想藉警方身份欺壓廖添丁，不料交手後，身手不
敵廖添丁，反被羞辱，最後藉口巡察任務在身，落荒而逃。此呈現廖添丁武藝高強
之形象，並從廖添丁與日警間的對立，滿足聽眾內心慾望需求。
通過以上三組對立項，明顯將廖添丁與廣大群眾放於同一位置上，使讀者容易
認同其間所呈現的人物形象與作為，同時故事意念被烘托於其中，塑造整體氛圍，
提供閱讀過程中不可或缺的趣味感和參與感。換言之，故事主角行事作為藉由對立
情節被清楚展現，使讀者得以從中接納歌仔冊所塑形，以及理解廖添丁角色樣貌，
確立廖添丁的形象內涵。

二、敘述干預引發認同
除前段所述的二元對立塑形模式外，敘述者亦經常向講述的故事與本文進行干
預，藉以陳敘故事和人物形象。敘述者干預一般以通過敘述者對人物、事件、以及
文本本身等角度進行評論為方式而運用，表明敘述者面對故事諸要素所呈現的意識
型態、見解看法與評價論斷，主要企圖在於展示與統一其價值觀。
歌仔冊中常見歌仔仙進入內容，形成敘述干預的情況，藉以博取聽眾情感認
同。歌仔說唱者與敘述者角色是合為一體的，歌仔冊是彈唱者編寫說唱內容的書
籍，也是其賴以維生的工具，為吸引讀者購買歌仔冊，賺取利益，經常於內容中，
針對主要人物展開直接評論，藉此強化人物形象，引發共鳴，使讀者依循他所給定
的意念，深入理解事件與人物，從而達到講述與接受情境中價值評論上的一致性，
喚起讀者認同感與購買慾，因而產生許多敘述干預的情形。即如歌仔冊起始便說：
歌名風聲透真闊 多人愛听此本歌 不是做人賴惡霸 希望社會出來拋
此處敘述者明顯將自己顯露於內容中，說明故事極受歡迎，末二句則希望閱讀
者能針對故事進行評價，因為廖添丁是盜賊，所以「不是做人賴惡霸」不僅是編者
自己的看法，同時亦有引起閱讀動機的效果，令讀者思考廖添丁若非「賴惡霸」之
人，究竟為何許人物的問題，進而展開閱讀活動。
敘述者的介入會中斷敘述過程，使敘述者與接受者同時跳出敘事情境，表面
上如是行為似乎破壞接受者沈浸於故事場域中，然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於敘事間參
雜評價意味的敘述，由於箇中隱含敘述者對故事情節和人物行動所作的評價判斷，
故將當受述者從故事拉回現實時，反而提供其一個思考空間，加深其對敘事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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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接納敘述者所欲傳達的評價意念。譚君強便提及：
敘述者對人物與事件作出評價性評論是試圖使隱含讀者接受其所作的判斷與
評價，按照他或她所給定的意義去對事件和人物加以理解，以使隱含作者欲
敘述接受者在價值判斷上保持一致。
因此，敘述者每進行一次敘述干預，便是企圖讓讀者一層層深入故事之中，藉
此強化人物形象，引發共鳴，使讀者依循他所給定的意念，深入理解事件與人物，
從而達到講述與接受情境中價值評論上的一致性，喚起讀者認同感與購買慾。因而
產生許多敘述干預的情形。明顯之例，則是故事描述廖添丁在日警追捕過程中，往
往能全身而退，甚至令日警束手無策，此時敘述者評論廖添丁勇敢、臨危不亂的形
象：
姓曾刑事做頭前 出手卜拖廖添丁 乎伊倒跳落厝頂 大人汝請我無榮
飯岡松本參竹下 密偵伏著樓梯腳 驚伊短槍亂亂打 不敢瓦去共伊柵
伊對厝頂乙直行 念歌唱曲大武聲 逐个嗎卜顧生命 伊有短槍省不驚
添丁確實胆真大 一步一步腳那拖 無甲一个敢近瓦 膽量真在腳手好
返越連影都看無
文中前二行先敘述日警追捕的過程，末三行則為敘述者的評價敘述，清楚表明
其對主角的直接評價與對日警的嘲諷。除此之外，歌中如：「特務街巷去密査 添
丁確實真不驚 閣拋返來大稻埕」、「閁者特務奚奚趙 塊趇省人拿無着 一个匪徒大
代志 官廳警網卜拿伊」、「日本探偵正飯桶 則時搜查拿無人 現在塊張警戒網 壬汝
先走都無隙」等皆是帶有相同意味的敘述干預部分。可以發現，此時故事敘述被跳
脫，將讀者視線引導於敘述者所呈顯的意念上，使他們關注主角形象，接受故事內
所表明的判斷與價值，進而掌握故事中所欲傳達有關人物形象的信息，對內容產生
認同。
歌仔冊中尚有一種預告性敘述干預。由於故事本身呈現直線時間序列，而其
間所發生之事件又存在因果關係，為使事件群能符應如是要求，敘述者便須將其進
行安排，以呈現完整的故事結構，故敘事帶有對人物事件予以加工的性質。正因如
此，在敘事過程中，敘述者必須建立一種敘事情境，引導受述者進入其中，以之展
開意念交流活動。如歌仔冊一開始便明示讀者，此歌即將敷唱的內容為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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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廣添丁兮古代 有看新劇着兮知 恰早無看真無彩 阮緊翻歌印出來
傳唱者開宗明義地揭示此歌仔冊為廖添丁故事，緊接兩句則提及新劇亦有相關
故事，而從本文上節論述可知新劇中的廖添丁已具備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等形象，
且新劇演出時，觀眾反應踴躍，當下定然形成一大新聞，因此翻寫廖添丁歌仔冊對
已看過新劇的讀者，便能知悉歌仔所欲表達的故事內容，甚至重新回味一番；若無
觀賞經驗的人，「恰早無看真無彩」此句則明顯可引發其閱聽興趣，告訴他們這是
一部極為精彩的故事，不看可惜，以誘使其接受歌仔冊之後所編唱的內容。
由於廖添丁是真實人物，其偷盜行為引起整個社會階層的注意，故編唱者欲講
述其故事，自然需確保講唱內容的真實性，同時為使閱聽者能對內容保持興趣，敘
事便需持續聚焦於具備刺激性的情節事件。如下所示：
伊的秘密免閣廣 一鏨一鏨扣甲通 煞落卜偷大龍峒 去買衫褲來變裝
此處「伊的秘密免閣廣 一鏨一鏨扣甲通」是編唱者欲結束上段情節，開啟另
一情節的話語，後二句則暗藏伏筆，用以引發閱聽者繼續閱聽的興趣。相同之處仍
可見於下例：
先來廣起張仔富 銀票縛治伊身軀 改名換姓恰允住 詐心無惜伊面子
張富埋名去隱姓 驚遇着伊廖添丁 以後宰樣來報應 且看到尾就分明
此段出現於第二集末。第二集描述張富謀害廖添丁，將之推落河中，為將江上
漁夫所救，廖添丁後因走投無路，而準備再度犯案。故事發展至此並未破壞順序，
但若就此忽略張富往後的故事，定會產生閱聽疑問，即張富逃亡後發生何事。故
歌者於此先加提示，表示後續將編唱張富受報應之事，希望閱聽者「且看到尾就分
明」。關於張富一事的預告性敘述干預尚有一例：
張富報應宰樣報 這鏨卜廣測袂落 箱捷奉看袂清楚 秤秤彩彩人听無
錢頭共人捲這棟 事業做那下成功 閣再落去就卜廣 順勢來編即有通
此處呼應第二集末所言，先表明張富受報應之事亦是廖添丁故事極重要之一
部，故需仔細道出，接著便敘述其用不義之財而事業不成功，最終則告訴閱聽者無
須心急，故事即將敷唱張富報應故事，以引起閱讀興趣。
仔冊中預告性干預明顯帶有引發閱聽興趣之意味，唯有持續讓閱聽者對敷唱內
容保持興趣，並引領其進入主角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環境中，故事背後隱藏的意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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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傳達於閱聽者心底，主角的形象認知亦因此建構於其間。
以上敘述干預若移出故事內容，並不影響故事推展，卻使人物形象遜色幾
分。因此，敘事中加入敘述干預，可以有畫龍點睛的功效，同時吸引聽眾注意，喚
起認同，增加參與感。浦安迪曾說：「偉大的敘事文學一定要有敘述人個性的介
入。」從《義賊廖添丁歌》對廖添丁所進行的敘述干預觀之，經由敘述者直接干
預敘事進行，對人物形象進行塑造與評價，令讀者得以深入故事氛圍，理解、認同
內容人物行事作為。
人物是敘事不可或缺之一部，而其形象得自於敘事中。由於敘述權屬於敘述
者，他對人物事件如何呈顯便掌握著權力。然而這並不代表敘述者擁有至高無上的
權力，相反地，它必須取得認同――即閱聽者的參與。欲達成此目標，敘述者便需
提供空間，藉由敘述干預，可使閱聽者於一連串敘事刺激中獲得喘息，而對故事進
行思索與反應，當敘事再度進行時，更能引領其深入故事內，讓他們不僅被動地接
受訊息，亦對內容進行主動思考，藉此共同建構對廖添丁形象的統一認知，最終完
成閱讀審美過程，構成美感。

肆、聽眾與歌仔冊詮釋「廖添丁」的意圖
分析文本不能侷限於文本自身，由於文本並非由作者獨立完成的世界，讀者參
與亦為重要因素，閱聽者必須能接受與思索文本，存在於其間的個別認知才得以交
流，故文本整體意念乃是於建構傳遞與接納回饋中完成，因此必須針對文本自身與
閱聽者同時進行梳理，才得以窺見文本意義如何成形。而歌仔冊的傳唱與閱聽呈現
即時交流情況，歌仔冊內容好壞與否直接為閱聽者所反映，此促使編唱者格外注意
對題材內容的處理，尤其編唱極富話題性的人物故事時，更須小心翼翼地掌握題材
本身與閱聽者心理，以期編唱出符合閱聽與自身需求的歌仔。職此，以下將分別從
聽眾與歌仔冊梳理雙方詮釋「廖添丁」的意圖。

一、聽眾的閱聽心理需求
文學作品與閱聽者之間存在著「刺激」與「反應」的關係，作品藉由文字表
述傳遞內容信息，再經過閱聽者解讀理解，內化為自身心理效應，然這不代表閱聽
者必須概括承受來自作品的信息，對於作品，他不再處於被動位置，而是具備選擇
閱聽與是否接收文本信息的主動性，擁有拒絕與選擇的權利。因此，作品欲使其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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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則必須召喚人們閱讀興趣，整個訊息交流的過程才可能發生，即作品是傳遞
者，也是接收者；閱聽者為接收者，亦為參與者。由是觀之，「刺激」與「反應」
的關係並非單向運行，而是雙向循環模式，文本訊息乃藉作品與閱聽兩者協力而致
之。
於作品如何引發閱讀興趣？關鍵在於能否符應民眾審美經驗。閱聽者內在存著
一種衡量與取捨的標準，驅使其對於作品產生選擇，這不僅發自於本身心理需求，
同時與所處的生活環境脫離不了關係。意即人們運用過往經驗所凝聚成的心理內
容，以作為衡量、區分與取捨事物的參照模式，而人與社會息息相關，其本身所處
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自然會影響個人面對事物的價值判斷。當其作用於閱讀活
動之間時，不僅使得社會文化對於群眾心理產生影響，同時支配作品與閱聽者之間
所存在的刺激和反應關係。
在早期，歌仔冊的敷唱場所經常是在寺廟廣場、市場間與田間小路中，只要
民眾聚集之處便可見到歌仔仙敷唱歌仔，它是極為貼近群眾的文學載體，也因為如
此，其閱聽者身份便離不開販夫走卒之人，他們身處社會底層，對於社會各種壓迫
力量感受尤為深刻，而欺壓來源正是處於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其代表為日警）及大
資本家，更何況，低下階層面對社會壓力往往無能抵抗，使得其對於勇於侵犯統治
階級的人與事蹟產生敏感且有著極大興趣。
廖添丁多次犯下重大搶案，由於其偷盜搶劫對象為富商大賈，甚至警察亦成犯
案目標，此在當時引起政府極大的關注，報章屢屢刊登相關新聞，警方動員大量人
力進行追捕。傳媒大肆報導與警方嚴密追捕行動，使得群眾對於廖添丁產生好奇，
進而注意相關事件發展。但是日治時期，一般民眾識字率不高，受限於自身教育水
準，他們無法自行於報章雜誌與書籍等書面載體中汲取所需知識，口耳相傳便成為
重要傳播媒介，透過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以口語解說方式，將生活訊息與知識傳達給
民眾，使民眾得以獲取生活所需的各種資訊，而社會中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尤為
吸引人民關注目光，故那些編自新聞事件的歌仔冊，便擔任廣大人民攫獲資訊與知
識重要來源，組構成一種社會教育系統，使民眾與社會脈動接軌，理解自身周遭環
境事件，產生思考情感作用。
因此，當彈唱者傳唱廖添丁相關故事時，所有聽眾是隨著故事內容而牽動心中
一切情緒。當他與張富共謀犯案，飛簷走壁，人們敬佩他身手矯健、武藝高強；而
被推入水中，千鈞一髮之際，又不禁為之捏把冷汗；其在日警嚴密搜捕下往往全身
而退，聽眾怎能不鼓掌稱快，一吐長期受欺壓之氣憤；又搶劫富商、接濟貧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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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困苦之聽眾滿足想望、燃起希望，亦是情感的抒解；最後壞人受到報應，窮困
潦倒，疾病纏身，滿足民眾心中「惡有惡報」的觀念。可見，《義賊廖添丁歌》所
敷講內容，滿足廣大聽眾內心需求，人們隨著主角事蹟或喜或樂、又怨又憎，所有
在現實世界不能成真的部分，在歌仔冊中都借主角而實踐，廖添丁成為被壓迫階層
的代言者，替人民完成心中想為卻不敢為的部分，擔負起群眾抒情的管道。
在歌仔冊內容中，與日警周旋和劫富濟貧是廖添丁敘事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日
警代表著殖民政府，被搶劫的富商則是當時依憑殖民政府而有錢有勢的台人，這些
人屬於統治階級，佔有極大社會資源，對當時貧苦大眾而言，如此利益分配不均，
正是他們困苦生活的根源，因此，當他們聽到廖添丁相關敘事，如：令日警束手無
策；將搶自富商的錢財援助貧苦之人。凡此種種，無不引起群眾內心的情感，廖添
丁的事蹟似乎帶來一絲曙光，撫慰民眾面對社會不公義所產生的無助感，使人民感
覺到俠盜可以實踐社會公理，進而產生心理想望。霍布斯邦即論道：
盜匪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組織化的社會抗議形式，或許是我們所知的最原始形
式。無論如何許多社會中的窮人的確如此認定。所以他們保護盜匪、視盜匪
為他們的鬥士、將盜匪理想化成為一個神話。
視盜匪為他們的鬥士，即是將盜匪視為替廣大受壓迫的階層爭取正義公理、反
抗壓迫的代表，亦為人民自身心理的投射。人民將自身所不敢、不能做的行為寄望
於盜匪身上，盜匪的所作所為正是人民自身心靈深層的反抗強權的衝動欲望，藉由
盜匪，人民得到心理上的抒發與慰藉。當歌者傳唱廖添丁與日警周旋的情節，或將
日警撂倒於地；或在嚴密偵察、緝捕之下從容脫逃，以聽眾角度觀之，這無疑地提
供撫慰其內心不平之作用，使其獲致心理補償，故進而將盜匪人物的不法行為轉化
為正義。
因此《義賊廖添丁歌》形塑出的俠盜形象，雖然其行事作為不完全合乎傳統
道德，但由於深切地符應民眾內在情感，切中內心對理想生活的渴望，使得俠盜敘
事，為閱讀者普遍接納，甚至給予崇敬。如龔鵬程所言：
崇拜俠的人，並不是因為俠有什麼值得仰慕之處而崇敬他，而是由於內在有
某種道德的需求，才會將俠神話化，形成迷思。這種道德的需求，可能即是
人在政治社會方面對正義與公道的渴望。0
29
30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Eric Hobsbawm，-），楊德睿譯《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
樸形式》（臺北市：麥田出版，），頁。
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臺北市：風雲時代，00），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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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公道是人面對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俠為公眾主持正義、維護公理，此作
為無疑具備心理撫慰功能。當歌仔冊將廖添丁塑形成充滿俠意味的人物，無形中滿
足貧苦群眾心靈欲念，因為整體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壓迫，群眾們有著極深的無力感
與無助感，人民期盼正義公理能夠實現，故廖添丁的違法亂紀便成為一種不法的正
義，促使民眾支持與崇拜此類盜匪人物。
藉由歌仔冊傳唱與閱聽，民眾個人情感與意識進行再內化和再結構化過程，群
眾透過閱聽敘事文本內容，結合本身得自社會生活的心理情感，建構出評斷廖添丁
行事作為所需要之感知模組，這是基奠於廣大人民反抗強權的情緒上。民眾透過歌
仔冊，抒解得自生活壓力的不滿，將之視為心靈寄託與抒解的管道，因此衍生出人
們對廖添丁的認知和崇拜心理。胡萬川提及：
廖添丁偷大戶的事情，在以貧苦大眾為主的民眾想像中漸漸的就會加上濟貧
苦的情節。而日本警察追緝不到，在口耳相傳之下，就可能會被轉化為武功
高強敢與強權（日本人）對抗的行徑。
廖添丁的事蹟所以能引起群眾注意，並廣泛流傳於坊間，原因在於他帶給貧苦
大眾一種想望，讓人民期待自己某天亦能得到廖添丁的救助，脫離自身苦難，而廖
添丁屢屢逃脫日警嚴密緝捕，令官方頭痛不已的行為，更讓民眾認為其勇於對抗強
權，為之欽佩、崇敬，職此之故，廖添丁是群眾面對社會困境的寄託與渴望，具備
濃厚社會實踐意味，反映出當時民眾心靈需求。故其義賊形象認同顯現著群眾情感
意念與群體認知集合形式，並內化為自身適應社會生活的生存心態。

二、歌仔冊題材的虛構設計
探究《義賊廖添丁歌》的情節內容，除第一集以介紹廖添丁家世背景與離家北
上為內容，其餘各集內容大抵為其搶劫富商、與日警周旋，以及濟貧情節。而歌仔
冊將廖添丁定義為義賊，不禁令人思考其所謂的「義」在何處？究竟從何而來？從
前文所論，在歌仔冊中針對廖添丁的形象塑造確實帶有俠的意味，這已傳達初步對
廖添丁的「義」的認知。在敘事文本中，人物形象與情節同等重要，故進一步則須
思考歌仔冊內情節設計的問題，此處先將歌仔冊事件與官方資料臚列於下表：

31
32

胡萬川，〈亡命好漢的生與死—莊芋、曾切、廖添丁傳說之研究〉，頁。
表中官方資料有關廖添丁的犯案過程，乃援引自李季樺的研究。參見李季樺，〈從日文原始檔案看廖添丁
其人其事〉，《臺灣風物》：，.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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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案內容
《義賊廖添丁歌》

官方資料

.江協源搶案

.板橋土城庄茶商江眄旺搶案

.王振恭搶案

.謀偷六館街當鋪豐源號、錦厝街陳玉清、南街

.歐打日警古川案

廣慶記與大龍峒王慶忠等家

.大和鵠仔搶案（辜顯榮案）

.士林街茶商王文長金庫搶案

.國舍搶案

.大稻埕屠獸場警察廳宿舍、日新街派出所，村
田式警槍、彈藥、配劍被竊案
.林本源家搶案
.基隆槍殺密偵陳良久案
.八里坌堡五股坑庄保正李紅家搶案

兩相對照，犯案性質相同，對象皆為富商大賈與日警，至於歌仔冊在編唱廖添
丁事蹟時，選擇的材料除前兩項相同，其餘則有極大差異，即使材料一致，內容上
亦有差異。以江協源案為例，根據李季樺的研究，江協源搶案乃是與張富同夥所
犯，搶得贓款三千元，脫逃過程中，張富被捕，廖添丁逃脫；在歌仔冊中，則是兩
人搶得四千二百元，逃逸途中，張富為私吞贓款，將廖添丁推落河中，最後敘述者
表示將會敘述張富為惡必有報應的情節。由上述可見，歌仔冊敘述廖添丁的故事，
除人名與少數案件為真實外，其餘情節內容都是敘述者加油添醋，甚至是憑空編造
的結果，而組成與實際情況迥異的「廖添丁」。
敘事是一種呈現事件的方式，從中組合事件構成故事。故事並非忠實地記錄已
發生的事件，反而展現如何將事件再現的性質，由於敘述者不一定能親身參與事件
經過，陳述間必定加入自身的認知、理解與想像，所以故事是一種對事件加工而還
原的結果，於是描述中便離不開虛構成分。歌仔冊明顯地表現此種虛構加工過程，
這非但未破壞整體敘事所營造的真實性，相反地它創造出新的事實解說，建構成另
類的現實敘事。對此，周純一論道：
臺灣歌仔冊本身是一種寫作事實，是一種建構另類現實的手段，絕不存在和
意識型態無關的許多像「精確」、「明晰」那種普遍而絕對的真實。它屬於
民間非常主觀的書寫，絕非是中立的或是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某種「人為客
觀」，但是文本中卻充滿了最為壯觀的編造跡象和「虛構」美感，當然也處
33

李季樺，〈從日文原始檔案看廖添丁其人其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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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洋溢著民間的真情。
「意識型態」即是編唱者創作意圖，自然充滿主觀意味，尤其是廖添丁相關事
蹟原本即具備特殊性，這得自於其所處時代、家世背景與行事作為，凡此種種，驅
使編唱者主動瞭解事件，形成自我認知，進而以此組構出相關事件，生成屬於歌仔
冊的「廖添丁」。
歌仔冊劫富情節中最特殊者非辜顯榮案莫屬。辜顯榮能夠發跡完全依憑日本政
府所致，而日本政府亦有意利用他進行宣傳，因此使其成為臺灣民眾抗日民族意識
批判的箭垛。若以文學性觀之，如此人物便有敘述設計的價值。借用林清文敘說自
身所見到的廖添丁故事為例，他說：「還有一幕和大台奸辜顯榮的對台精彩好戲，
造成劇情的高潮。」林文此處是追述其所見到0年代廖添丁新劇內容，可見當時
一般民眾對辜顯榮的印象與對相關情節所產生的反應。在官方資料中，廖添丁犯案
對象皆為富商，身為臺灣第一富商的辜顯榮竟能不蒙其害，自然引人玩味，再加上
辜顯榮相關事蹟具備爭議性，有親日色彩，仇日的民眾自然希望廖添丁能給予「懲
罰」，故歌仔冊編唱者當然不會且不能忽略這極具吸引力的情節，而對之加以編
造。
此外，歌仔冊還加入廖添丁毆打日警案，這同屬虛構情節之一。故事發生在
酒家妓院，衝突起因是酒家老闆因有日警撐腰而賴帳不還，廖添丁為替朋友討債，
大鬧酒家，正好遇上警部補古川前來酒家，兩人便大打出手，廖添丁使展武藝，將
日警打得落荒而逃，最後古川回警局召集刑警欲將其逮捕。如此風月事件應該摒除
於內容中，才不致造成對主角廖添丁形象的損害，但歌者仍編唱這樣一段故事，動
機頗耐人尋味。實際上這段故事的效果顯而易見，閱聽者關注點並不會聚焦於風月
場所上，而是廖添丁打贏日警，因為一般民眾經常受到警察壓迫，使其心理產生想
望，期盼有人能使日警獲得教訓，故編唱者將此不登大雅之事形諸筆墨，並獲得閱
聽接納時，正充分展現群眾心理情感。
濟貧亦為廖添丁故事中不可缺少的部分，歌仔冊描述濟貧事件計有：土豆伯、
劉雞球、豬屎江、米糕伯等人。在濟助過程中，皆有略加鋪陳之處，但仍明顯展現
虛構痕跡，其原因即在於為了使情節生動逼真，敘述者從中設計廖添丁與受助者間
對話，將閱讀者拉進故事內，除非敘述者即是當事人，否則何以清楚得知兩人交談
內容？如此明白的虛構設計便不言可喻。然閱聽者並未因此排斥歌仔內容，反而形
34

35

周純一，〈臺灣說唱文本的女性敘事〉，收於《00年說唱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五結鄉：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00），頁。
林清文，〈廖添丁與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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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於廖添丁的共同認知，其間自然出於自身心理需求。
再從劫富與濟貧的事件數相比，兩者數量一致；而以描述的篇幅觀之，差距實
為不小，然若將濟貧情節刪除，廖添丁故事變成純粹盜匪故事，便無可觀之處，何
來生成崇拜心理？在日治時期，相關新聞資料都指出廖添丁盜匪的行為，這是無法
否認與改變的真實記錄，於是造成編唱者在敷唱故事時產生困境，使得其必須思考
如何將盜匪行為合理化。當然盜匪行為已成形無法合理，可著手之處便在行為動機
之上，故在歌仔冊中，對廖添丁動機有所點明：
做小賊仔省路用 這欵我真無讚成 卜着展咱的本領 劫富助貧做犧牲
此一小段文字道出廖添丁從事盜賊活動的原始動機，而後續濟貧事蹟往往緊接
於廖添丁犯案後脫逃途中，一方面讓貧苦群眾產生想望，另一方面亦令其敬佩廖添
丁於自身危險時仍不忘救濟貧苦的行為。
編唱的困境還發生於閱聽者的身份上，並非所有閱聽者皆是被壓迫者，因為搶
劫是不正當行為，單憑濟貧事蹟形塑廖添丁為義俠人物，將難以取信大眾，同時單
憑濟貧將盜匪善化，易有鼓勵為惡之嫌，故歌者運用歌仔冊常用的善惡因果報應情
節，為廣大民眾進行道德教化，設計張富於搶劫板橋茶商江協源之後，因欲獨吞所
得贓款，下手謀害廖添丁，最後得到報應的情節，不僅提醒人們，諸惡莫作，「奸
雄不通學」，同時可映襯廖添丁濟貧事蹟令人欽佩，並將其行為合理化，因此，設
計報應情節不僅可完備歌仔的勸善功能，亦從中印證廖添丁俠盜、義賊之形象。
歌仔冊運用因果報應進行道德勸說，周純一認為這是一種「虛構情節的道德虛
構」，並且認為此乃不道德的虛構。而從前述觀之，《義賊廖添丁歌》虛構斧鑿
之跡顯而易見，既然如此，閱聽者為何仍願意接納歌仔冊呢？對此，周純一的論點
極具思考價值：
為何臺灣歌仔讀者或聽眾能夠心甘情願的在這種露跡的敘述樣式下進行人性
的對話？理由很簡單，應是敘述者始終要披著「勸世者」的外衣，用神聖的
氛圍進行露跡式敘述，大家在某種約定俗成的契約下，臺灣聽眾早已習慣的
自願忽視這些敘述痕跡，自願與敘述者所帶來的虛構文本取得價值認同。
所謂約定俗成的契約即是廣大群眾心理意念，這是歌者在編唱故事情節時必然
審慎思考的因素，唯有掌握此要素，歌仔冊才可製造出逼真無疑的效果，使得閱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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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純一，〈臺灣說唱文本之敘事研究――以台南運河奇案為例〉，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主編《南
瀛人文景觀：南瀛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00），頁。
周純一，〈臺灣說唱文本之敘事研究――以台南運河奇案為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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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深入故事中，進而接受內容所欲傳達之意涵。
職是之故，歌者虛構情節時，必須能預期箇中所產生的閱讀效果，同時更須
提供如此效應，當然，由於他在傳唱過程中積累的豐厚經驗，使其得以輕易發覺閱
聽者感興趣之處何在，故於大肆描寫劫富、於日警追捕下逃脫、濟貧與報應等情節
裡，便引導群眾主動將自己類化為書中被濟助的人物，而富商被劫與日警束手無策
自然被視為快意，最終，廖添丁的義賊、義俠形象便從中栩栩如生地展現於閱聽者
眼前。

三、編唱者創作的原始動機
臺灣歌仔冊是早期民間重要休閒娛樂媒介之一，透過歌仔仙生動說唱故事，引
發聽眾閱聽興味，具有濃厚社會性。而歌仔仙的身份以賣藝乞丐、走唱藝人、賣藥
仙與茶樓歌者為多，敷唱歌仔冊時，有時會順道推銷歌仔冊，以賺取微薄金錢，故
其與書商編印歌仔冊，皆將之視為獲利謀生工具。茲舉歌仔冊內容為證：
到者事由說明细全廣添丁伊个人 諸位看了那合格 愛買且恁即寫批
頂集者止扣閁好 話長紙短印袂落 竹林印歌小千套 且恁愛看免驚無
此段位於歌仔冊內容結束之後，表明這本歌仔冊是敷唱廖添丁的故事，告訴聽
眾如果喜歡，可以購買，而且印書數量很多，不必擔心向隅。
歌者是走唱江湖的藝人，透過在坊市間傳唱歌仔冊，賺取金錢，以供所需，而
他們擁有高於一般民眾的知識能力，能夠掌握報章中有關廖添丁的新聞，並藉由加
工方式，組織出歌仔冊內容，再經由敷唱歌仔冊，吸引聽眾，藉此賺取自身生活所
需。故是，在處理素材時，作者不能僅從自己角度為思考，尚須思索哪些材料能引
起聽眾興趣？聽眾內心想法與情感趨向為何？作家須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以編唱受
歡迎的歌仔冊內容，達到謀得金錢的初衷。換言之，他必須對周遭事物保持高度敏
銳感，掌握群眾深感興趣的部分，並運用本身擁有的文化資本，編寫出呼應群眾心
理的敘事內容，以便向聽眾換取經濟資本。
因為傳唱者直接面對聽眾，所接觸的聽眾身份皆屬於低下階層，故歌仔冊內容
受歡迎與否，決定他所能賺取的金錢，其中的經濟效益反應是明顯且快速，於是便
促使其在理解事件與創作過程中不容許有所閃失，一旦解讀偏差，獲取經濟的目的
將難以實現。即言之，歌者必須審慎思考聽眾內心真正意圖何在，唯有發掘、掌握
民眾意識趨向，才能確保他所編唱的內容吸引聽眾，進一步獲致生活經濟需求。
由於經濟資本掌握於閱聽者手中，購買慾望又取決於閱聽歷程所產生的好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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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歌仔冊傳唱者所面對的閱聽者身份和閱讀情境具有限制性，而促使其採取迎合
聽眾的敘述呈現模式。正如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
行動者的策略取決於他們在場中的地位，即在特殊資本的分布中的地位，取
決於他們對場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則取決於他們對場所採取的觀點，而且是
立足於場的內部的觀點。
歌仔冊傳唱者面對的聽眾屬於低下階層民眾，他們教育程度低，且身處於社會
中權利被壓迫的位置，其無力反抗整體社會結構所施加於身上的一切剝削、壓榨，
故產生不滿足社會生活的心理，並期盼自身所處境遇的苦悶能得以抒發，所以，
當社會發生廖添丁搶劫富商、日警等擾亂秩序的事件，自然引發民眾高度興趣，此
同樣會引起歌仔冊傳唱者的注意，促使其編唱相關歌仔冊。為令歌仔冊生動有趣，
引發閱讀興趣，故在編唱故事的過程中，經常忽略事件真實性，運用自己的編造能
力，而選擇虛構或誇大部分情節描述，以喚起閱聽者對此題材的想像與心理需求，
使故事內容符合聽眾口味與期待。如《義賊廖添丁歌》便提及：「歌詩好呆免相箭
人客希望即達錢」為達到「人客希望」的目標，歌仔冊內容必然選擇「廖添丁」相
關事蹟中較具劇情性的部分加以著墨，甚至多加虛構，期盼藉由講述精彩的內容，
以吸引聽眾，提供娛樂功能，滿足其心理需求，達到獲致經濟資本的目的。
以此觀點檢視歌仔冊內容，不難發現，歌仔冊傳唱「廖添丁」著重於「劫富濟
貧」、「與日警抗衡」兩大層面，這些內容是當時受壓迫的貧苦大眾內心最樂意閱
聽之情節，尤其廖添丁的相關報導已於坊間形成傳聞，對群眾極具吸引力，於是傳
唱者在編唱歌謠時，便會將內容導向情感化、娛樂化等層面，正如胡萬川討論廖添
丁傳說時提及：
傳說雖然也是講人世間可能真實的人或事，但其導向認知的機制卻是感性，
而非理性。因此講述或傳述的人往往就會把傳說中的感情朝向他所認為「應
該怎樣」的方向發展，而不必依照「本然如何」的現實來講述。
歌仔冊塑造關於廖添丁的傳說，奠基於情感需求，唯有將之塑形為「應該怎
樣」的方向，才能與群眾情感產生共鳴，引發聽眾閱聽興趣，使現場敷唱行為得以
進行，並拓展歌仔冊的銷售量。
然而並非所有聽眾皆為感受社會壓迫之人，他們不免對歌仔冊所編唱的廖添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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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法，Pierre Bourdieu，0-00）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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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產生疑惑，無法接收與理解來自故事背後的意涵，造成閱聽行為中斷，甚至影
響他人閱聽興趣，使得編唱者欲藉由敘事敷唱以謀取利益的目的難以實現。為避免
遭受質疑，破壞閱讀者購買慾，編唱者即必須尋找支持故事的外部權威，而廖添丁
是真實存於歷史的人物，故歷史便是證明自己所言非假的有力支柱。如：
歌入人目看現現 敝號不敢箱甲仙 ……
四句着兮扣相連 此部歷史朗有影 乎人貢打也不驚 ……
歌句就愛不通拖 不才出版兼編歌 阮是歷史扣來看 義俠添丁無虛花
藉由陳述自己所言皆有史可考，為其所編造的故事進行一場辯護，使質疑者得
以被說服，同時令已接受的讀者更深信不疑。
面對「廖添丁」這般極具吸引力的題材，在處理上，歌仔仙自然需營造一種逼
真感，進而產生趣味感。由於敘事本身乃重現真實事件，當編唱者繪聲繪影地敷唱
廖添丁故事，帶領閱聽者有如身歷其境般觀看著主角行事作為，引發閱聽質疑於是
在所難免，故證明自己所言並非「虛花」便成為不可忽略之處，而箇中目的無他，
乃是希望「諸位看了那合格 愛買且恁即寫批」。此正說明「經濟」乃是編唱者纂
編歌仔冊之最原始考量動機。

伍、結論
在民間歌仔冊中，內容著重呈現廖添丁行事作為，並透過對立書寫模式與敘述
干預傳遞評價，將其塑造為極明顯的俠義化形象。當歌者傳唱廖添丁如何令富商、
日警束手無策等情節時，在貧苦民眾耳中無疑是種快意，撫慰人們心中之不平，
提供出想像與希望的空間，期盼俠為其解決困境。此外，由於廖添丁有明顯盜匪色
彩，歌仔冊設計了張富為惡不善，終遭報應之情節，對應廖添丁劫富濟貧行為，使
廖添丁行為予以善化，進而建構民眾認知。
文學本身擁有交流作用，在作者與閱聽者間進行著知識傳遞與交換，然閱聽者
對於來自文本內容的信息並非一味地接收，而是有意識地判斷，如是價值標準起自
於閱聽者相關之社會文化與內部情感，滿足之後，意念交換才得以開始。故歌仔冊
所形塑的角色內容，在影響閱聽者對廖添丁的認知觀感之前，必先符應其內在心理
要求，再經由閱聽者心理意念回饋，造就自身對「廖添丁」之形象認同。這同時使
歌仔冊編唱者在編唱素材中不得不正視此問題，思考如何將題材編唱成他們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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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讀的內容，以使歌仔冊被群眾所接納而進行閱聽活動。於是在文學交流活動
中，存在於作者與讀者雙方外在或內在種種要求都必需獲致滿足與完成，文學作為
中介的角色才可說是完備，也才能經由它充分連結作者與讀者間的意念，最終凝聚
出共識。
人們從相關事蹟傳述中所獲得的資訊，轉化為對「廖添丁」的詮釋，體現符號
起於社會群體需求的特徵，藉由文學載體和社會群眾意識的相互解碼、編碼過程，
使廖添丁相關敘事內容經由主觀意念交流作用，將其所指稱之意念編解成民眾內在
認知，因此歌仔冊中廖添丁形象從盜賊、義賊、乃至於義俠，其中激盪融合著豐富
的群眾意念，體現著群眾意識之總集合。換言之，歌仔冊中廖添丁義賊、義俠的形
象，乃是編唱者與閱聽者雙方意念經由交流而共同形塑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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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lk hero Liao Tien-Ding is still alive among people. He and “robbing the
rich and helping the poor” are closely related in folk impression. Numerous names like
“righteous thief”, “heroic robber” and “Fei Xia” pop up and are deep-rooted in people’s
mind when his heroic deeds are mentioned.
Ketzai, books of Taiwanese narrative songs, is verbally-formed literature. Though
its performance form is common, its artistic standard is not high, and the singer and the
readers and listeners are less educated, it is a form of literature that is closest to people.
As one form of the folk literatures, Ketzai holds the qualities of variation in itself. That
is, the singer must consider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adjust the contents of the song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who read and listen to it. In other words,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the song, the singer is carrying on the directest flow with his readers and
listeners. Thus, what image does Ketzai present for the folk hero Liao Tien-Ding? And
how does it present the image to its readers and listeners? Meanwhile, what intentions do
the singer and the readers and listeners bear to finally meet their own mental needs? All
of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what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clarify.
Based on the Liao Tien-Ding Ketzai,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the
narration and to find out the image of Liao is cultivated when his deeds is exaggerated
in the folk books, which chang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imple name and, through
people’s reading, the new image is thus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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