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刊臺灣陳辦歌》內容概述 

一、版本 
以發生於 1832-1833 年的「張丙武裝抗清事件」為主題的歌仔冊，據筆者目前所見，

有三種版本，封面都題名為《新刊臺灣陳辦歌》。本文採用李李 1985 年的碩士論文《臺

灣陳辦歌研究》版。依押韻的情形，並不是一葩(四句)一韻，因其韻字不是很整齊，姑

且以四句為一葩；並依文意組合成葩：有的是三句一葩，有的是五句一葩。 

陳健銘在 1996 年發表〈從歌仔冊看台灣早期社會〉1，文中指出：《新刊臺灣陳辦

歌》是「清道光年間木刻本」，典藏地點有三：「(1)英國牛津大學鮑德林圖書館藏本。

(2)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本。(3)楊氏習靜樓藏本。」(「楊氏習靜樓」指的就是台灣文

學作家「楊雲萍」的書齋。)接著陳健銘摘錄 14 句歌詞，但是沒有交代他所依據的是那

一個藏本。 

從《新刊臺灣陳辦歌》的內容與立場來看，作者應是台灣人。清領時期台灣出版印

刷業不發達，即使是台灣人的著作，台灣人創作的「歌仔冊」也都是在清國內地出版，

《新刊臺灣陳辦歌》也是如此。 

筆者所見的三種《新刊臺灣陳辦歌》，封面標題字都是「新刊臺灣陳辦歌」，都將「新

刊臺灣」與「陳辦歌」拆為兩行，字體滿版，沒有插畫。都沒有交代該歌的出版日期和

出版者。字數和句數完全相同，共 189 句，其中 180 句為每句七字，而有 9 句為每句 8

字，共計 1332 字。內容絕大多數相同，只有極少部份用字有所出入。在版面安排上，

可分為兩式：一是每行 3 句，有兩種版本；二是每行 4 句，有一種版本。 

以下將這三種《新刊臺灣陳辦歌》加以說明與比較。 

第一種版本，摺葉中間的題名為《陳辦歌》。除封面半葉外，內容共三葉半，每半

葉 9 行，每行 3 句。該歌的影本全文收在李李 1985 年的碩士論文《臺灣陳辦歌研究》2，

該論文第一章緒論指出該論文所引用的《新刊臺灣陳辦歌》來自「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東方圖書館」，據張秀蓉的說法，「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東方圖書館」所藏的

歌仔冊應是「清道光年間流行於閩南地區的民間歌謠。」3 李李後來又發表〈一首抗清

歌謠──「臺灣陳辦歌」〉4，將《新刊臺灣陳辦歌》全文重新打字，筆者比對李李〈一

                                                 
1 陳健銘〈從歌仔冊看台灣早期社會〉，《台灣文獻》v47n3(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6.9)，pp. 61-110。 
2 李李《台灣陳辦歌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1985.6)。 
3 張秀蓉指出：「牛津大學 Bodleian Library 東方圖書館藏有一批清代歌謠。該批歌謠均無作者署名，有些

有清道光某某年鐫刻之字樣，又從刻印之字體、黃色草紙之紙質、歌詞之樸拙、對男歡女愛赤裸裸之描

述以及用閩南語發音才能讀出歌詞之意境等判斷，應屬清道光年間流行於閩南地區的民間歌謠。」詳見

張秀蓉〈牛津大學所藏有關台灣的七首歌謠〉，《台灣風物》v43n3(台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93.9.30)，
p.196。 

4 李李〈一首抗清歌謠──「台灣陳辦歌」〉，《台灣風物》v42n4(台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92.12)，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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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抗清歌謠──「臺灣陳辦歌」〉與其碩士論文《臺灣陳辦歌研究》，認為其所採用的《新

刊臺灣陳辦歌》應該是同一版本。1993 年張秀蓉發表〈牛津大學所藏有關台灣的七首歌

謠〉5，介紹十九本藏於英國「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東方圖書館」的「歌仔冊」，據

張秀蓉的比對，她發現李李〈一首抗清歌謠──「臺灣陳辦歌」〉所引用的歌仔冊版本與

「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東方圖書館」所藏「仍有稍些出入」。在文中張秀蓉提及她

將向「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東方圖書館」訂製整批「歌仔冊」的微捲，並贈與國立

台灣大學圖書館收藏；但是，經筆者查詢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至今尚未發現此一館藏

記錄。本論文暫以「李李版」來稱呼此一歌仔冊。 

第二種版本，摺葉中間的題名為《陳辦歌》。除封面半葉外，內容也是三葉半，每

半葉 9 行，每行 3 句。收藏在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的《台灣俗曲集》中。本論文暫

以「台灣俗曲版」稱之。版面格式與用字習慣與「李李版」幾乎一樣，內容有八句與「李

李版」略有不同。筆者推測這兩個版本應屬同一個刊刻時期。 

第三種版本，影本收藏在國立台灣圖書館(原名: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影本最

後加註「中華民國柒拾玖年玖月拾伍日採購」，但是沒有註明購自何處。本論文以「台

分館影本」簡稱此一版本。6筆者比對歌詞用字，發現與 1959 年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
7一文中所介紹的《臺灣陳辦歌》打字版，可能是同一個版本；後經陳兆南指出確實是

同一版本，正本原收藏在南投縣中興新村的台灣省文獻會圖書館。這一批歌仔冊由賴建

銘在台南地區搜集，交由台灣省文獻會收藏，並影印副本供國立台灣圖書館(原名:國立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收藏。省文獻會的正本已經遺失多年。8 

從內容相異的句子看來，「李李版」與「台灣俗曲版」的《新刊臺灣陳辦歌》用字

有八句不同，「李李版」的用字比較符合整首歌的上下文意，而「台灣俗曲版」的用字，

除了「老『夫』一时有主意」這句以外，其它七句的用字造成文意不順，顯然「李李版」

應早於「台灣俗曲版」。再來，「台分館影本」的內容與用字與「台灣俗曲版」及「李李

版」有較多的歧異，除去用字習慣的不同之外，在內容上，「台分館影本」與「台灣俗

曲版」比較類似，而與「李李版」差別較大。筆者據此推測這三個版本刻行的先後順序

應為「李李版」最早，「台灣俗曲版」晚於「李李版」，但應屬同一時期；而「台分館影

                                                 
5 張秀蓉〈牛津大學所藏有關台灣的七首歌謠〉，《台灣風物》v43n3(台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93.9.30)，

pp. 188-185。 
6 該書的藏書碼為「T 539.1232/4370/79」，登錄碼為「302101」，書名登錄為「新刊台灣陳辦歌」。影本以

精裝本樣式的封面裝訂。  
7 賴建銘(收藏、註解)《台灣陳辦歌》，收錄在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中)〉，《台南文化(舊刊)》v6n4(台南

市文獻委員會，1959.10.1)，pp.87-89。 
8 陳兆南指出這一影本封面有「T33/31」的編號，與他在 1983、1984 年間在台灣文獻會圖書館所見到的

版本一樣(當時他曾影印封面，因此可以確知)，「T」就是「台灣(Taiwan)」的代號。後來陳兆南又到省

文獻會查閱這一批「歌仔冊」，館員告知已經遺失。詳見逢甲大學中文系：陳兆南〈台灣省文獻會藏善

本歌仔冊及通俗讀物敘錄〉(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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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不論是用字習慣或是版面型式，都比較特別，而在內容上又是誤刻最多的版本，所

以應該是比較後出的版本。可惜，這三種版本都沒有交代出版者與出版年代，因此，無

法再進一步探究其版本來源。 

 

台灣俗曲集版             李李碩士論文版 

 

二、特色 
1684 年台灣被大清帝國劃入版圖，採取消極的治台政策，清國政府始終不信任台灣

人，貪官污吏促使台灣人「三年一小反，五年一大亂」。在清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有三

件重大政治事件成為台語「歌仔冊」的歌唱對象：一是張丙事件，二是戴潮春事件，三

是法軍攻台事件，這三個事件都直接挑戰了大清帝國對台灣的統治權，是台灣戰爭史上

的重大事件，其中「張丙事件」和「戴潮春事件」屬於台灣人反抗清國貪官污吏的「民

變」，「法軍攻台事件」則是外敵入侵的國際事件。 

歌仔冊《新刊臺灣陳辦歌》敘述道光 12 年(1832)到道光 13 年(1833)發生的「張丙

事件」。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的第一手史料文獻如下：一是收錄當時各級官員與清宣宗往

來公文的《大清宣宗成皇帝實錄》9；二是事後不久，曾在道光 13 年(1833)任職台灣道

                                                 
9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錄》中與台灣有關的部份收錄在《清宣宗實錄選輯》一書。(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編，《清宣宗實錄選輯》，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印行，1997.6.30。本書依據 1964 年 2 月台灣銀行發

行的台灣文獻叢刊第 188 種重新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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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周凱 (1779-1837) 10所整理的〈記台灣張丙之亂〉11；三是鳳山縣貢生鄭蘭在道光

15 年(1835)所寫的〈勦平許逆紀事(並序)〉12。 

1959 年賴建銘在〈清代台灣歌謠〉13一文中，介紹《臺灣陳辦歌》的歷史背景，指

出《臺灣陳辦歌》「實為『張丙』而作」，認為「張丙事件」是「帶有政治改革的民族革

命運動」，並肯定《臺灣陳辦歌》「是一篇抗清運動的敘事詩」。14 1959 年賴建銘在〈清

代台灣歌謠〉15一文中，介紹《台灣陳辦歌》的歷史背景，指出《台灣陳辦歌》「實為『張

丙』而作」，認為 1832-1833 年的「張丙事件」是「帶有政治改革的民族革命運動」，並

肯定《台灣陳辦歌》「是一篇抗清運動的敘事詩」。16  

《新刊台灣陳辦歌》，將論述重點放在起義的張丙等人身上，特別是帶頭反抗政府

的幾位領導者。相對的，官兵在這首歌中成為配角，而且論述單薄，一開始官員不是被

殺，就是狼狽不堪，雖然後來官兵開始打勝仗，但是在《新刊台灣陳辦歌》中也只是簡

單帶過。台灣的無辜百姓在《新刊台灣陳辦歌》中，得到不少同情的論述，創作者批判

張丙、詹通等人傷害百姓，特別是詹通強暴民女；因此，在《新刊台灣陳辦歌》最後，

對於台灣百姓合力捉拿詹通等人的行動，也有比較詳細的論述。由此可見這首歌應該是

站在老百姓的立場。 

對於客家人在張丙事件中的歷史角色，《大清宣成皇帝實錄》與當時清國官員的奏

摺與文書中，以及周凱〈記台灣張丙之亂〉、鳳山縣貢生鄭蘭〈勦平許逆紀事(並序)〉和

《新刊臺灣陳辦歌》都有所批評。特別是以台語寫成的《新刊臺灣陳辦歌》，稱客家人

為「客仔」，歌中極力突顯客家人的無理與蠻橫，並指出客家人賄賂官員，因此合理化

陳辦、張丙等人的戕官攻城行為。在筆者所見的台灣歌仔冊中，只有《新刊臺灣陳辦歌》

有描寫清領時期台灣福客族群的械鬥的歷史場景，從台灣 Ho7-lo2 族群的立場，為歷史

留下庶民觀點的見證。 

                                                 
10 周凱，字仲禮，學者稱芸皋先生，浙江富陽人，道光 13 年(1833)署台灣兵備道，11 月回任福建興泉永

道，道光 16 年(1836)9 月在權台灣道，隔年 7 月在台灣病逝。參見張子文、郭啟傳、林偉洲《台灣歷史

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北市：國家圖書館/編印，2003.12 初版)，pp.202-203。 
11 周凱〈記台灣張丙之亂〉，《內自訟齋文集》，1840 年(道光 20 年)印行(周凱，《內自訟齋文集》，台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文獻叢刊第 82 種，台北：台灣銀行/發行， 1960.5，pp.31-43)。 
12 鄭蘭〈勦平許逆紀事(並序)〉，盧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藝文二‧兵事(下)〉(1894 年(光緒 20 年)(《台

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高賢治/主編，第 28 冊，台北：宗青圖書出版公司/印行，轉印自：

台灣銀行「台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pp.425-433。 
13 賴建銘(收藏、註解)《台灣陳辦歌》，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中)〉，《台南文化 (舊刊) 》v6n4(台南市

文獻委員會，1959.10.1)， pp.87-89。 
14 見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中)〉，《台南文化 (舊刊) 》v6n4(台南市文獻委員會，1959.10.1)，p.87。 
15 賴建銘(收藏、註解)《台灣陳辦歌》收錄在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中)〉，《台南文化(舊刊)》v6n4(台南

市文獻委員會，1959.10.1)，pp.87-89。 
16 引自賴建銘〈清代台灣歌謠(中)〉，《台南文化(舊刊)》v6n4(台南市文獻委員會，1959.10.1)，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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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概要 
《新刊臺灣陳辦歌》共 189 句，其中 180 句為每句七字，而有 9 句為每句 8 字，共

計 1332 字。第一句為「聽唱新編一歌詩」，這是早期「歌仔」常用的開場語，也顯示「歌

仔冊」是用耳朵來「聽」的，而不是用眼睛來「看」的；是用「唱」的，而不是用「說」

的；「歌仔冊」的內容既是「歌」又是「詩」，而且是「新編」的歌詩。第 2 句到第 34

句描寫張丙等人起義抗清的導火線。在這首歌仔中，認為張丙武裝抗清的起因在於閩客

械鬥，由於官方(地方總理)站在客家人那一邊，導致福佬人中漳州人與泉州人的團結攻

打客家庄，由於客家庄久攻不下，為了壯大力量，最後演變成異姓兄弟結盟的革命組織。

最後一句為：「正是台灣反意歌」，點名題旨，並重申這是一首「歌」。 

以下摘要條列內容大意： 
 

（一）嘉義縣：陳辦與張阿凜的福客械鬥 

1.陳辦的基本資料 

2.客家庄民欺凌陳辦及其庄民 

3.陳辦招集福佬莊民預備攻打客家庄 

4.客家庄民請出地方總理當靠山，欺凌陳辦家人 

6.陳辦等人無法攻破客家庄，因此與張丙等人結盟革命 

（二）陳辦與張丙的起義抗清 

1.張丙等人戕殺貪官，高舉「復漢滅滿」旗幟  

2.張丙等人攻嘉義城，官兵及義民敗亡 

3.張丙命詹通攻嘉義城，詹通藉機勒索百姓與姦淫民女 

4.張丙從鹽水運來大砲攻嘉義城，百姓受苦 

5.台灣鎮總兵劉廷斌固守嘉義城 

6.張丙請黃城攻打斗六門汛，斗六門官兵被義民出賣 

7.張丙請南路鳳山縣許成共同攻城開國 

8.海防同知王衍慶派蔡長青往救劉廷斌，官兵在曾文溪被張丙軍隊追殺 

（三）清廷派兵來台平亂 

1.台灣道台平慶向朝廷討救兵 

2.福建省陸路提督馬濟勝帶兵到達台灣府城，整軍前往嘉義縣城 

3.馬濟勝在茅港尾與鐵線橋擊敗劉仲、蔡恭軍隊 

4.蔡恭、劉仲為提振士氣，傳假訊息請張丙帶兵來助攻 

5.詹通的軍隊戰敗多次，姦淫民女出氣 

6.詹通的軍隊被殺，詹通被百姓擒獲 

7.張丙、劉港被擒，黃番婆、黃城、張洪、黃奉、江七、侯虎 被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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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尾：勸戒世人不要謀反 
 

從「勸恁世上忍一時，不通思量只謀意，八月間內回榜止，骨肉慢慢痛半死。」這

四句歌詞看來，也可以發現這首歌詩的作者之所以勸人不要造反，並不是因為統治者至

高無上，也不是要台灣人尊敬、服從清國天子；而是因為統治者的武力與軍隊遠勝過台

灣人，台灣人如果想要反抗，無異是「以卵擊石」，白白犧牲生命而已。也就是說，如

果台灣人的武力真得能贏過統治者，那麼，這首歌詩的作者，可能就會贊成台灣人起來

反抗清國統治者。 

世事無法盡如人意，世間事總有「知其不可而仍為之」的情況。台灣人不是不怕死，

然而，在清國統治期間卻始終「三年一小反，五年一大亂」，這實在是因為清國統治者

將台灣人當作不可信任的次等國民；於是台灣漢人的起義層出不窮，發動革命的人總是

以自己生命為賭注，號召台灣群眾，企圖推翻清國政權，直到 1895 年大清帝國將台灣

永久割讓給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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