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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百菓歌》內容概述

一、版本

筆者所知有關《最新百菓歌》的版本有五種，都是台灣土產：

1.1932 年嘉義玉珍書局出版的《最新百菓歌》，分上、下本，作者麥田(麥國安)，共 201

葩。見錄於曾子良《閩南說唱歌仔(唸歌)資料彙編》。

2.1957 年竹林書局出版的《菓子相褒歌》分上、下本，共 195 葩。

3.1957 年華南書局出版的【歌仔調特集第五集】中《菓子相褒歌》分上、下本，共 163

葩。

4.1960 年竹林書局《百菓大戰歌》分上、下本，共 195 葩。

5.1987 年竹林書局出版的《菓子相褒歌》分上、下本，共 195 葩。

竹林版、華南版是根據玉珍版改編(只改一些字而已)。竹林版《菓子相褒歌》三種

版本都一樣。

本書根據嘉義玉珍書局《最新百菓歌》，1932 出版，作者麥田(麥國安)，在其所著

《最新手巾歌》(玉珍漢書部發行昭和七年 1932 年出版，最後署名「麥田續著」麥田就

是麥國安)中，自我介紹：

等日 好有利便，玉珍提來托我編，我个漢文亦淺淺，不敢甲人箱假仙。

我帶北部个地界，昭和四年落南來，早前講古西市內，我那無講省人知。

錢那是無着打拚，現時賣冊四計行。

作者原住北部，後來到嘉義，再遷往鳳山。其語言是混合腔。其著作都在嘉義玉珍

書局出版，筆者所知有：

《火燒紅蓮寺》七集，1934 出版。

《最新手巾歌》1932 年出版，最後署名「麥田續著」。

《嘉義行進相褒歌》上、中集，1934 年。

《農場相褒歌》，1934 出版。



- 2 -

《最新百菓歌》，上下本，1932 年。

1957 年 11 月華南書局《菓子相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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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6 月竹林書局《菓子相褒歌》

竹林 1960 年《百菓大戰歌》上本首頁及下本封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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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 1987 年《菓子相褒歌》封面及首頁

三種版本比較表(簡體字不列入)，最後二行是結尾。

玉珍《最新百菓歌》 竹林《百菓大戰歌》 竹林《菓子相褒歌》 說明

1.列位恁想奇無奇 有無奇 有真奇 玉珍版語氣較妥。

3.謝榴右相賢想計 肴想計 肴想計 由借義字改借音字。

4.柴檨正是文狀元 柴檨 檨仔 檨仔是時代較晚的

語詞。

5.凸柑皇后隻奏伊 來奏伊 來奏伊 隻是麥田的專用語。

6.就叫宮娥排酒菜 辨酒菜 辨酒菜 辨應讀作辦。

7.燒酒食未到三歐 甌 甌 歐是借音字，甌字較

正確。

9.看見五更一个到 一下到 一下到 「一下」音義較合。

11.楊萄禪師行出

來

楊桃 楊桃 桃是正字。

12.緊緊符咒那塊

摧

催 催 摧是借音字，催字音

義較合。

柑后病体醫好好，

相刣二仙煞廣和，

即欵一國廣百菓，

佛手釋迦藝術高。

柑后病体醫好好，

相刣二仙煞廣和，

兩平和解伊即返，

百菓大戰歌者斷。

柑后病体醫好好，

相刣二仙煞廣和，

兩平和解伊即倒，

這本菓子塊相褒。

竹林版把二葩合為

一葩。

竹林最後版書名是

《菓子相褒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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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个手變千丈，

去力眾仙在中央，

兩平和解伊即返，

代志到者編尽門。

把末行改為「這本菓

子塊相褒」。

二、故事內容

《最新百菓歌》可依劇情發展，分成「初戰期」、「二戰期」、「三戰期」、「四戰期」、

「終戰期」等五大篇二十五段落，如此可進一步了解故事內容。

(一)初戰期──楊桃貪色惹禍端。

故事起因於楊桃禪師貪念凸柑皇后的美色，而引起正、反兩派的戰爭，劇情以「酒

色財氣」中的「女色」為起因。

1、崑崙山頂出果子，柑后行香竹林寺。

內容 1 至 10 葩。此段落介紹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與皇宮內的人物。描寫凸柑皇

后想到竹林寺燒香拜拜，祈求神明保庇枇杷皇帝長命百歲，卻因而引出事端。編者選取

帝王時代為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將水果擬人化，借用人類的身份，引出一齣寓言故事。

第一段落就運用「玉箸跋落塗跤兜」暗示往後必然發生死傷的事故。

2、楊桃意愛柑后媠，惹出禍端真無理。

內容 11 至 18 葩。楊桃禪師貪圖凸柑皇后的美色，用符咒引起飛沙走石，再抓凸柑

皇后入房間並戲弄她。季瓜太子為救凸柑娘娘，召集兵馬來對戰，正、反兩派因而起爭

端。此段落談及季瓜太子會排八卦，從而得知曾發生何事，經由這類法術的描述，可將

《最新百菓歌》視為神怪小說。而在第 18 葩初次運用水果的特色，描寫凸柑娘娘用「柑

汁」做武器。本段落表達出「酒色財氣」中的「女色」，女色自古以來就是人類鬥爭的

起因之一。凸柑皇后為祈求丈夫長命百歲，反而因為自身的美色，差一點引來殺身之禍。

3、楊桃禪師寶利害，芎蕉王萊通戰敗。

內容 19 至 25 葩。正、反派雙方出戰，楊桃禪師戰贏芎蕉元帥與王萊將軍。編者描

寫楊桃禪師，除了運用擬人化的身分以禪仗做武器外，也保留水果的特性，用楊桃葉做

武器；而描寫芎蕉元帥與王萊將軍就只保留水果的特性，並無人類使用的武器。芎蕉元

帥應用香蕉皮會滑倒人與香蕉葉大片的原理做武器；王萊將軍就用鳳梨皮粗又厚，鳳梨

心長又硬的現象做武器。可知《最新百菓歌》的編者雖然給水果擁有人類的身分，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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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留水果原本的特色。

4、荔枝仙姑無才調，太子用計大冇豆。

內容 26 至 33 葩。芎蕉元帥戰輸王萊將軍，逃到金峰崎，還好紅棗員外招待並收留

他們。季瓜太子請師父荔枝仙姑幫助，仍無法對付楊桃禪師。太子只好利用楊桃禪師貪

便宜的心理，運「大冇豆」假裝被偷，使得楊桃禪師的兵馬上吐下瀉。此段落談到「酒

色財氣」中的「財」，有錢的員外招待「正義之師」，符合民間故事有錢好辦事的題材。

除了描寫人類貪便宜的心態外，也描寫「大冇豆」的藥性。可知歌仔冊內容記錄民間對

植物藥性的認知，也是研究歌仔冊的題材。

5、林菝外皮治落屎，三界壇前無人愛。

內容 34 至 40 葩。楊桃禪師套用舊交情，請林菝大王幫忙醫治軍隊上吐下瀉的病症。

此段落描寫蕃石榴皮有醫治瀉肚子的藥效，由此可了解民俗藥物的療法。借用民間傳說

蕃石榴打死人的事件，認定蕃石榴是壞東西，因此民間拜拜不用蕃石榴，說明蕃石榴上

不了三界壇的原因。劇情進展到林菝大王涉入楊桃禪師的戰爭，是因為與楊桃禪師有舊

交情。也說明人世間運用舊交情要求有所回饋，是為人處事無可避免的。

6、李仔出面贏林菝，救回柑后用仙法。

內容 41 至 48 葩。王萊將軍又輸給林菝大王，還好李仔夫人出面打敗林菝大王，並

救回凸柑王后。李仔夫人因為有「福員鏡」，借重仙術寶物，才有辦法打敗林菝大王，

再次印證《最新百菓歌》可視為神怪小說。

7、楊桃戰敗心憂憂，招人欲來報冤仇。

內容 49 至 54 葩。楊桃禪師戰敗逃到水波山清水泉，說謊欺騙不認識的輦霧道人，

再經由輦霧道人引進關刀豆大王來為他拚命。此段落談及原本毫無牽連的輦霧道人，因

為路見不平，想展現英雄氣概而惹來是非。關刀豆大王更因為性急，無端為別人拼個你

死我活。這段故事印證：好口才是在社會上生存、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急性子與愛出風

頭的人會無端惹來殺身之禍。

(二)二戰期──雙方平手無人贏。

第二階段，正、反派雙方繼續交戰。此時兩邊尚未出現可獨當一面的主將，因此劇

情安排彼此之間互有輸贏。一直到第三戰期才出現反派的主角桑材夫人，第四戰期才出

現正派的主角葡萄仙娥。編者在第二戰期所要展現的是各種水果的特性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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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紅柿彩樓欲招親，意愛孟瓜來做陣。

內容 55 至 67 葩。故事發展至另外一條線路，紅棗員外的女兒紅柿在彩樓招親，與

西瓜左相的公子孟瓜結成連理。連接後階段水梨老祖通知西瓜左相，說楊桃禪師找人來

報仇的劇情。其間講到紅柿小姐十四歲就準備嫁人，也可了解古代女子適婚的年齡。此

段描寫紅柿小姐本身有很好的學問，想娶她的人，必須文武雙全。孟瓜公子文武雙全，

人又英俊，又是西瓜左相的兒子，與紅柿小姐結成連理，符合「門當戶對」的安排。

9、水梨通知賊欲來，孟瓜當選先鋒才。

內容 68 至 77 葩。劇情轉回主要路線，水梨老祖主動通知西瓜左相，受引見枇杷皇

帝，知道楊桃禪師又來糾纏。枇杷皇帝欽點孟瓜公子做正先鋒，王萊將軍做副先鋒，要

與楊桃禪師拚輸贏。本段考驗先鋒才的劇情中，顯示王萊將軍的能力不足，對照整個故

事的發展，王萊將軍後來每次出戰皆敗北。

10、孟瓜王萊通戰輸，水梨報仇贏輦霧。

內容 78 至 86 葩。兩軍出戰，孟瓜公子與王萊將軍輸給關刀大王，還好有水梨老祖

醫治他們。雙方繼續交戰，互有輸贏，芎蕉元帥贏關刀大王，輦霧道人贏芎蕉元帥，水

梨老祖又贏輦霧道人。這段也記載梨汁有醫治刀傷的功效。

11、樹梅助陣拍水梨，若無櫻桃敢會害。

內容 87 至 99 葩。反派的輦霧道人戰輸，就邀請樹梅仙姑來打敗水梨老祖；正派的

水梨老祖戰輸，也馬上有櫻桃聖母來解救。本段的發展還是互有輸贏，而劇情的編排不

嚴密，人物的來歷也無完整性的介紹。編者繼續介紹不同水果的特性與功效，如樹梅有

刺、櫻桃子較硬等。

12、紅白甘蔗來醫治，水梨感謝藥王伊。

內容 100 至 107 葩。因為水梨老祖受傷，櫻桃聖母要求同道宗的紅白甘蔗二藥王來

救水梨老祖，描寫甘蔗汁也有治傷的功效。這段故事的描寫就較完整，不但有地點，也

有人物詳細的介紹。紅白甘蔗二藥王答應搭救水梨老祖，是因為他們與櫻桃聖母同道

宗，在此也對照出宗親的關係在古時候是很重要的。

13、雙方毋願閣相刣，無人戰贏通刣敗。

內容 108 至 116 葩。雙方不願認輸，繼續出戰，櫻桃聖母戰樹梅仙姑，水梨老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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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霧道人，兩邊還是互有輸贏。此階段使用多種武器，有樹梅仙姑的峨眉刺、櫻桃聖母

的桃劍、輦霧道人的毒霧、水梨老祖的七寶仙釘。最後輦霧道人與櫻桃聖母皆受傷，正

派這邊收兵，紅蔗藥王醫治櫻桃聖母，第二階段到此為止。第三階段繼續描寫反派又想

找人來戰，出現反派的主角桑材夫人，主宰整個劇情。

(三)三戰期──桑材利害反派贏。

第三階段，反派的樹梅仙姑受傷嚴重，還好遇到老朋友桑材夫人，靠這對夫妻，此

階段反派戰贏。

14、樹梅受傷日月洞，拄(tú)著桑材菱角王。

內容 117 至 123 葩。樹梅仙姑受傷墜落日月洞，遇到好朋友桑材夫人和她的夫婿菱

角天王，就好話求這對夫妻幫忙。編者介紹菱角天王的個性，應用菱角的兩支角會戳人

的特性，將他描寫成「人雄愛卜甲人觸」。這段也描寫雙方排八卦、排陣勢爭鬥的情形。

15、菱角鐵甲無塊閃，桃仔身裂尾尖尖。

內容 124 至 130 葩。這段主要描寫菱角天王的利害，靠他本身的硬殼，與兩支角會

戳人的特色，戰贏水梨老祖與櫻桃聖母，由此聯想櫻桃(桃仔)裂痕與歪尾的原因，是受

菱角所傷。

16、芎蕉戰輸咧煩惱，李仔助陣人呵咾。

內容 131 至 137 葩。芎蕉元帥戰輸正在煩惱，剛好李仔夫人與紅柿小姐來助陣。

17、桑材翁某真利害，菱角驚某通人知。

內容 138 至 149 葩。雙方再戰，櫻桃聖母先輸給桑材夫人，李仔夫人與紅柿小姐也

輸給菱角天王。菱角天王看到紅柿小姐漂亮而起淫心，還好桑材夫人來阻擋；以這件事

說明菱角天王怕太太。第三戰期到此為止，靠桑材夫妻，這個階段反派戰贏。

(四)四戰期──葡萄出戰正派贏。

第四戰期，正派最厲害的葡萄仙姑出現，打遍天下無敵手。

18、葡萄出陣戰桑材，救回紅柿笑咍咍(hai)。

內容 150 至 160 葩。櫻桃聖母戰輸，想請龍眼娘娘來助陣，龍眼娘娘推薦葡萄仙娥，

隨後戰贏桑材夫人，救回紅柿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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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帶念養蠶桑材放，望伊解勸菱角降。

內容 161 至 165 葩。菱角天王心有不甘，還要挑戰，葡萄仙娥第一次戰輸，吃過仙

丹後，馬上回頭抓桑材夫人，要殺之前，眾人感念桑材夫人養蠶的功勞而放她走，叫她

勸菱角天王出來投降。

20、桑材邀請金柑姑，戰輸葡萄無法度。

內容 166 至 172 葩。桑材夫人原性不改，又去請金柑仙姑來助陣，葡萄仙娥雖然戰

敗，卻馬上反攻，用葡萄藤抓金柑仙姑，反敗為勝。

21、閣請金桔來助陣，猶原輸佇葡萄藤。

內容 173 至 179 葩。劇情解析：桑材夫人又去請金桔仙姑來助陣，還是輸給葡萄仙

娥。

22、再派林菝關刀豆，拄著葡萄無塊走。

內容 180 至 187 葩。桑材夫人這邊戰輸，又派林菝大王與關刀豆大王出戰，雖然戰

贏王萊將軍與孟瓜公子，最後還是被葡萄仙娥縛走。第四戰期到此為止，正派靠葡萄仙

娥一人戰贏反派所有的人。

(五)終戰期──二仙出面兩爿(pîng)和。

終戰期，故事開始交代不清楚，並沒寫明新出現的角色的身分與如何輸贏。只簡單

描寫佛手大仙與釋迦大仙出面調解兩派的紛爭，故事就此結束，並沒交代惹禍的楊桃禪

師的下落。

23、櫻桃聖母閣戰輸，甘蔗葡萄贏斗柚。

內容 188 至 191 葩。桑材夫人請柚仔(斗柚)來打贏櫻桃聖母，但還是輸給甘蔗二藥

王與葡萄仙娥。並沒描寫柚仔的身分，只簡單說她用柚汁打贏櫻桃聖母，然後輸給甘蔗

二藥王與葡萄仙娥，而被關在監牢。

24、桑材油柑車跋反，頻苞嘛是無路用。

內容 192 至 196 葩。這段較潦草，忽然間出現花菓仙師這位仙長，卻又輸給葡萄仙

娥。然後出現沒寫身分的油柑為救花菓仙師而戰輸龍眼仙姑，然後又被抓。另外簡單描

寫頻苞戰輸紅棗，並無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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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佛手釋迦下凡間，兩爿和解人平安。

內容 197 至 201 葩。佛手大仙與釋迦大仙下凡間，醫治凸柑皇后，也順便調解兩派

的紛爭，故事就此結束。
從五階段的編排可看出《最新百菓歌》故事的結構，起因於楊桃禪師貪念凸柑皇后

的美色而惹出禍端，而後正、反兩派找親戚朋友來助陣，進行兩大黨派的戰鬥。起初雙

方分不出輸贏，然後反派贏，再來正派贏，最後雙方和解，是單路線的劇情編排。

三、《最新百菓歌》的寓意

《最新百菓歌》的故事內容以植物為主角，利用植物的外形、特質、藥效，經過擬

人化的處理，描寫庶民生活，並借用水果的特性描寫人類的人生百態，探討平民百姓的

人生經驗。編者描述相當人性化的心理，將庶民的生活思想，用一般百姓的生活語言表

達出來，如此可與聽眾在語言與心理上進行意象的溝通。

《最新百菓歌》另一個特殊的結構，是編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利用「寓言」傳達人性，

再經由故事中情、色、性的紛爭，在笑談中批判人性，達成娛樂與教育的目的。

曾永義對「寓言」的定義是：

「寓言」一般來說是屬於較為精緻短小的故事，運用散文體，以比喻的方式，使

抽象深奧的事理，通過淺顯具體而有趣味的故事傳達出來，使之達成教訓或諷刺

的目的。因為它以形象傳達，所以有時會「見仁見智」，體悟不同的旨趣；又因

為它往往言簡意賅，……所以會「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1

「寓言」的特色是以「精緻短小」、「散文體」與「比諭的方式」來描繪故事。曾永義再

補充說明：

如果光就「寓言」一詞而言，它的命義就只有「作者另有寄託的故事」所能涵括，

因為用作「寓言」的文體很多，並非精緻短小或散文不可。2

《最新百菓歌》既然將植物擬人化，就已經符合以「比喻的方式」來描繪故事的原

則，只是歌仔冊的文體屬於「長篇韻文體」，並非「短篇散文體」。如將《最新百菓歌》

分割成幾個段落，可解析各段故事的情節發展與蘊涵的寓意，如此《最新百菓歌》也可

視為寓言。

《最新百菓歌》將植物擬人化，以多種水果為主角，描寫水果的習性與功效；也通

1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207。
2 同上註，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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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物剋一物的劇情，編排一齣恩怨情仇的故事。了解劇中每一個角色，研究編者如何

運用水果的特性，以擬人法來描寫劇中人物，並賦予不同的個性，展現不同人物為人處

事的方式。將人生百態寄託於一般人熟識的水果身上，將人類的舉止行動反映於趣味的

故事中，在故事中寄託寓意，在喜怒笑罵中描寫人際關係，點化為人處事的道理。《最

新百菓歌》除了趣味性的書寫外，也對社會有所「教訓或諷刺」。

《最新百菓歌》也屬於兒童說唱文學，請參見《戶蠅蚊仔大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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