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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臺灣傳統的布袋戲幾乎都是搭配南管、潮調、北管等戲曲音樂的表演。戰後

許多不同的戲班進入內臺商業劇場表演，有的以劇情的曲折離奇取勝，而重金禮

聘排戲先生進行合作，但也有的戲班則以女歌手駐唱作為號召。1970年代之後，

這些不同的戲班進入電視或廣播電臺表演，有些戲班將內臺商業劇場的歌手表演

制度發揚光大，結合唱片公司的流行音樂製作團隊，讓許多著名的角色主題歌不

僅成為當年暢銷的文化產品，甚至到今天的卡拉OK，依舊可以聽到許多不同世

代的臺灣民眾仍喜歡點播布袋戲歌曲。這種創作形式，隨著與電視、唱片等傳播

管道結合，而形成一股庶民的流行文化風潮。

1970年代的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是一種跨媒體現象，結合了布袋戲／電

視／唱片，而造成戲劇與媒體之間影響的網絡。這種現象，如麥克魯漢所說的，

媒體跨種與混血，孕育了巨大能量的激烈釋放。但我們卻似乎還未曾去思考它們

的時代意義，及其隱含的臺灣民間自發的文化創意。法國戲劇學者巴維斯曾頗細

緻地分析戲劇與電影、電視、廣播、錄影帶等媒體之間的交互影響。本文首先企

圖從跨媒體的角度來思考，布袋戲角色主題歌的主要發展模式，及其複數動員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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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70年代著名的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似乎都具備一種穿透力，不

但使得木頭雕刻的戲偶宛若真人一般有血有肉，甚至與布袋戲觀眾普遍的心理

一樣，有著一顆不安騷動的靈魂。一般的流行歌曲與布袋戲角色主題歌的差異在

哪裡，還有這種跨媒體的結合有哪些可能的模式，而其可能的侷限或優勢在哪裡

呢？從這種文化產物的史料釐清出發，雖看似古老引人懷舊眷戀之外，仍有值得

反省的空間，尤其是對於跨媒體的概念、戲劇本身的開放創作可能，都是值得我

們省思的課題。

關鍵詞：布袋戲、歌謠、媒體、電視、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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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lity, Role’s floating Signifier: Problems 
of Puppet’s Song in 1970s

Longting Ch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se music styles, there were three main traditions or“schools”of puppet 

theatres in Taiwan: Nanguan, Beiguan and Zhaodiao.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usicians of Beiguan created many new tunes for puppet theatre. The new style of music was 

more and more fashionable, which characterized by simple and variety. This tendency provided 

the more powerful and more improvisational performance.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 few of the 

glove puppet troupes had started making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manipulation, in the music 

of puppet, and they succeeded in the commercial theatre. 

Bu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bout the puppet’s song: how many it exist and how it could 

to be used in the performance. By analyzing the beta of my field work basically, we’ll intend 

to re-consider the subject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first, we’ll sketc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puppet’s song from commercial theatre to theatre on television, especially, the shift from a 

live demonstration to a disk record. More and more, we had seen that puppet theatre use tape 

recorders and phonographs and changed their performance style from quasi-opera into the 

narrative. 

Secondly, we should notice that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puppet’s song is not only 

a popular song, but also a hybridity of puppet theatre/ television/ disk record, as the word 

‘hybridizations of the media’of McLuhan, or‘intermediality’of Patrice Pavis. 

Finally, the song of disk record was been used to create the role of puppet theatr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more colorful and more ambiguous by the result of‘floating signifier’of 

Levi-Strauss. We’ll re-estimate the song as a‘ready-made’, the word of avant-garde artist 

Duchamp, and reflect the possibility of puppet’s creation. 

Keywords:　 puppet theatre, popular song, media, television, disk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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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的布袋戲幾乎都是搭配南管、潮調、北管等戲曲音樂的表演。日治末期的皇

民化布袋戲，曾出現過搭配西樂或留聲片的紀錄1。戰後許多不同的戲班進入內臺商業劇

場表演，有的以劇情的曲折離奇取勝，而重金禮聘排戲先生進行合作，但也有的戲班則以

女歌手駐唱作為號召。1970年代之後，這些不同的戲班進入電視或廣播電臺表演，有些戲

班將內臺商業劇場的歌手表演制度發揚光大，結合唱片公司的流行音樂製作團隊，讓許多

著名的角色主題歌不僅成為當年暢銷的文化產品。在短短四、五年之間，至少出現過三、

四十張唱片，一百多首以上確實能找到對應戲劇角色的作品2（見附錄），尤其是本文討

論的電視布袋戲。

布袋戲的角色主題歌與歌仔戲或電影有很大的差異。歌仔戲的主題歌，比較接近時

下連續劇的「片頭曲」或「片尾曲」；而布袋戲則與戲劇表演的創造有關，甚至可說是與

戲劇人物的個性、特質緊緊結合在一起。這種創作形式，隨著與電視、唱片等傳播管道結

合，而形成一股庶民的流行文化風潮。布袋戲表演逐漸與臺灣時下的流行音樂結合，開始

嘗試將臺語流行歌曲擷取來，甚至專門為特殊布袋戲人物量身訂做主題歌，從而引發另類

歌壇的流行。對戲劇表演本身而言，布袋戲主題歌是從戲劇人物出發的音樂概念，是一種

結合戲劇人物的性格、情感等特質所創造出來的歌曲。這種特殊性，使得它不同於一般的

電影主題歌或電視歌仔戲主題歌所對應的概念。

1970年代的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是一種跨媒體現象，結合了布袋戲／電視／唱

片，而造成戲劇與媒體之間影響的網絡。這種現象，如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

Luhan, 1911-1980）說的：媒體跨種與混雜化（hybridizations），孕育了巨大能量的激

烈釋放。既然我們關懷的研究對象，牽涉到媒體之間的跨種、混血，但我們卻似乎還未

曾去思考其時代意義，及其隱含的臺灣民間自發的文化創意。似乎受到文學批評互文本

性（intertexualité）概念的啟發，戲劇學者也開始發展出跨媒體性（intermédialité）的概

念（Pavis 2012 : 177），用來描述媒體之間的交換，特別是不同的媒體之間美學概念的整

合。戲劇研究者對於媒體，可說是又愛又恨。表演本身，可說是演員與觀眾共同處於活在

1　 太平洋戰爭階段的臺灣布袋戲，曾試演黃得時的《平和村》、近松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伴奏採用
西樂或留聲片，而表演時可用臺語，但也加入生活日語，或用日語說明。（呂訴上 1961：418）但當時的
音樂如何使用？是作為一種日本古裝劇氣氛的背景音樂，或日語宣傳歌曲的輔助？不得而知。以往曾聽
過非常大膽的推論，而直接認為這種表演形式對於戰後戲園布袋戲有重大的影響。但上述紀錄，很可能
只限於某些為取得官方信賴的特定表演而已，並不一定具備普及的特質，特別是使用留聲片一事，在中
南部布袋戲班裡卻幾乎未曾聽過。到底這些表演紀錄只是偶然的極少數，或大多數？若說有影響，到底
是如何影響？這些都尚待實證資料進一步釐清。

2　 本計畫的執行過程，對於唱片的收集過程整理備感困擾。一方面當年有太多的唱片雖然封面標榜「電視
布袋戲動聽歌曲」，但充其量可能只是一種唱片行銷的手段，而非最早發行的原始唱片。這些唱片如果
全部都收錄的話，可能某些特定曲目會一直重複。另一方面某些當年可能比較缺乏市場價值的唱片，雖
然具有研究價值，但事過境遷後已很難找到。附錄表格所收錄的唱片、歌曲，雖然力求其具備原始性與
代表性等價值，但當年臺灣唱片市場實際出現的全部相關唱片，當然遠遠超過我們以保守求證之下的統
計數量，因此本文僅以概括數字來描述。



陳龍廷　　跨媒體性．浮動的能指：1970年代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 101

當下的藝術。但表演結束之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剛才令人感動的戲劇似乎也已消失無

蹤，而只留下一些場景，或言語片段的感受。想要針對一個精彩的表演做更細緻的分析，

恐怕非得要藉助相當多的媒體輔助，無論是拍照、錄音、錄影等技術。而這些影音技術，

不就是各種不同的媒體？然而媒體，似乎並非僅止於一種完全透明的中介物而已。媒體本

身，並非很容易定義的詞彙。如麥克魯漢所說的（McLuhan 2006 [1964] : 36-37）：媒體

就是訊息。任何媒體都是人的延伸。媒體對個人、對社會造成影響，都是來自我們的延伸

所造成的。科技每當有新發展，便為人事物導入了新的規模層級。但我們往往很容易被媒

體的內容所吸引與蒙蔽，而看不到媒體本身的性格。當我們藉助不同的視覺、聽覺的媒體

來分析戲劇，是否意味著我們將這些「媒介」都視為透明的、工具的意義而已？如果這些

視聽媒體，隨著時代演變而發展為電影、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時，表演藝術與這些媒體

之間產生哪些交互影響？這些都是很有趣且有待努力探索的課題。

從人的延伸出發，古典時代人與人之間，藉著書信往返來傳遞訊息，無非也是一種媒

體。然而當這種媒體形式結合到小說藝術時，是否即將產生一種顛覆的力量？有趣的是麥

克魯漢藉著法國18世紀的書信體小說《危險關係》，來隱喻媒體混種而生的能量。他很巧

妙地觀察到（McLuhan 2006 [1964] : 89-90）：藝術家可以隨意調配他們的媒體餐。如何

使得某一媒體，釋放出另一種媒體的力量，各行藝術家向來都是最先發現箇中訣竅的人。

例如詩人葉慈，就是利用農民的口語，創造了獨特的文學效果。默片演員卓別林，則是將

芭蕾與影片兩種媒體混在一起，而開發出類似俄國芭蕾舞伶巴甫洛娃那種忽而狂喜，忽而

搖擺的姿態。

法國戲劇學者巴維斯（Patrice Pavis）在〈戲劇與媒體：特性與干擾〉一文，更細緻

地分析戲劇與電影、電視、廣播、錄影帶等媒體之間的交互影響。他認為（Pavis 1992 : 

113）：將戲劇界定為「純藝術」是沒有意義的，而應將戲劇整合到媒體理論。媒體與戲

劇的差異在於：戲劇傾向簡化、最小化，基本上來說，可簡化為演員與觀眾之間的直接

交換，是一種有限制序列的藝術（art of limited range）；相對的，大眾媒體則傾向於複雜

化、精密化，拜科學技術發展，而其本質是趨向大量的繁殖。以錄影帶與戲劇做比較，錄

影帶是現成物（ready-made），幾乎是強迫的，不待召喚就立即出現的。媒體之間的影響

是錯綜複雜的，一種媒體的發展，可能藉助新技術的可能性而影響其他的媒體，因而他從

技術與美學兩種層面曾思考這些影響。技術的進步，藉著修改其意義或潛力，甚至創造出

新意義的方式，而對媒體產生美學的效果。新的散播可能性，影響了產品的美學品質。

這種美學影響，包括兩者具有競爭取代可能的直接對抗（direct confrontation），還有影響

其潛力的非直接改變（indirect modification）。例如電影或廣播的發展，影響了戲劇的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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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跨媒體產物，電視布袋戲與布袋戲之間，似乎具有一種競爭取代的直接對抗

關係，甚至布袋戲劇場的表演也逐漸受到電視媒體傳播美學的影響，無論是旁白的運用，

或戲偶的運用也不乏以攝影棚的審美為標竿。本文討論的布袋戲角色主題歌，則介於電視

布袋戲與唱片等不同媒體之間。因而我們要思考的是，是否因而發展出另一種技術與美學

層面的影響，如麥克魯漢所提到的：混種媒體的交配，也會產生令人驚訝甚至措手不及的

新媒體形式。他說：

兩種媒體混種、相會，乃是真理與啟示的一刻，從中誕生了新的形式。因

為兩媒體得以並置，使我們進入不同形式相交的邊界地帶，從水仙花式的

自戀麻醉之中彈醒過來。媒體令我們感官陷入昏睡、麻痺，可是媒體相

會的剎那，卻是自由的剎那，是我們重獲釋放的剎那。（McLuhan 2006 

[1964] : 91）

麥克魯漢的論文充滿這種詩人的隱喻，或預言家的箴言味道，也許讓有些人嗤之以

鼻，但是他所創造的詞彙「地球村」、「資訊時代」，從他的《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問

世之後，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甚至成為某些臺灣補教業者的招牌或廣告。但是他所提到的

媒體之間碰撞的威力與釋放的巨大能量，是否在臺灣布袋戲的史料裡，能找到具有啟發性

的範例？而史料的整理分析，對於當下的文化發展，或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具有什麼啟發性

的意義？這些都是本文關注的出發點。

從1970年代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為核心，以下將從幾個面向來分析，首先放在臺灣

布袋戲發展與社會脈絡來看，布袋戲如何從在戲院商業劇場駐唱的歌手，演變到結合音樂

唱片的可能，思考布袋戲與唱片媒體結合的可能。

其次、布袋戲角色主題歌出現過哪些主要的模式。我們將從技術的影響，來思考其

複數動員的意義。尤其是從表演的美學層面來思考，布袋戲角色主題歌加入戲劇表演，

產生什麼樣的化學變化？尤其是這些著名的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似乎都具備一種奇

妙的穿透力，不但使得木頭雕刻的戲偶宛若真人一般有血有肉，甚至與布袋戲觀眾普遍

的心理一樣，有著一顆不安騷動的靈魂。表面上看來，一般的歌曲與布袋戲角色主題歌

似乎沒差異，但是如果將歌曲視為一種能指（signifier；法語significant），那麼它所對應

的所指（signified；法語signifié），卻是隨著不同的戲劇角色與情境而有所不同，似乎是

移動的、漂浮的對應關係，如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所稱的浮動的能

指（significant flottant3）。從這種文化產物的史料釐清出發，我們要思考的是角色主題歌

3　 李維史陀為法國社會學家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論文選集所寫的序（Levi-Strauss 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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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布袋戲的表演創作結合？ 

一、從戲園駐唱到唱片發行

1960年代前期的布袋戲商業劇場，幾乎是脫胎換骨、百花競豔之壯觀氣勢。在經濟

上，臺灣走向「進口替代的內向階段」。（Crane 1986 : 43）在民生日益富裕的時代，文

化政策卻以「改善民俗」為由，對臺灣民間的廟會活動控制日益嚴苛4。這些種種交錯複

雜的土壤、氣候，正是促成布袋戲商業劇場得以由草創、成長走向金黃燦爛的重要因素，

也是布袋戲表演體系經歷激烈變革的生態環境。原本在戲園表演的機會只是點綴式表演的

布袋戲，現在幾乎是勝過歌仔戲或新劇，而成為時代的新寵。布袋戲表演體系勇敢地嚐試

變革，以適應新時代觀眾的品味，並回應經濟等外在環境的鼓舞。結合臺語流行歌曲的布

袋戲主題曲的傾向，似乎也開始由內而外的交互呼應，而逐漸形成時代的流行。

這些內臺布袋戲班，有的出現過聘請女歌手駐唱的紀錄5，但有的卻似乎很少聘請女

歌手。在商業劇場的表演裡是否聘請過歌手，其差異性似乎影響有限。堅持不聘歌手的戲

班，仍可以戲齣本身的曲折離奇來吸引觀眾，尤其是新興閣承傳系統的戲班與排戲先生吳

天來、陳明華共同合作的創作。但他們缺乏與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合作的經驗累積，在往後

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將布袋戲搬到電視時，這方面的差異所衍生的影響似乎也更顯著。當

然也不是據此推論說，所有聘請歌手的掌中班在面對跨媒體的合作過程當中，都必然意味

著能夠完全成功，而僅能說他們似乎多了一些可能發展的空間，至於是否能在那樣的領域

上，建築出什麼令人驚豔的作品，則已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從戲曲藝術所講究的「唱作念打」來考究，「作」與「打」是屬於布袋戲操作木偶的

「尪仔架」，而「念」與「唱」則是主演的口白表演與後場音樂的搭配關係。一般來說，

布袋戲的後場都是以傳統戲曲音樂為主，無論是做為戲劇表演段落之間的「過場」，或傳

XLIX），曾提到浮動的能指，不僅可以用來解釋巫術思想，也適用解釋所有的藝術、詩作、神秘的發明
與美學。浮動的能指，讓我們瞭解到布袋戲創作者所擁有的無限自由空間，任何的視覺與聽覺的因素，
都可以因主演的創新概念，而作為新角色的能指。

4　 當時的臺北，民生日趨富裕，而對民俗廟會的控制也日益嚴格。當年的萬華與大龍峒不約而同地分別舉
行慶祝祭典，展現民間經濟能力的強大，如萬華大拜拜的花費四千萬新臺幣，恐怕是臺灣光復以來，前
所未有的民生富裕景象。但相對的，政府的控制越來越嚴厲。1960年8月20日「臺北市政府改善民俗座談
會。決定中元普渡限舉行一天，演戲亦同」。以前規定不得超過2日，1952年的規定更嚴苛：「決定改善
民俗綱要如次：⋯⋯祭典必須數區聯合舉行，不得單獨舉行⋯⋯。因演戲限於選定祭典日及平安祭日，
一年各限一次，每次最多不得超過2日」。現在則明令規定民俗廟會中，演戲也只能演一天，這對於平日
依賴廟會慶典以維生的布袋戲業者，更是極為嚴重的打擊。（陳龍廷 2010：265） 

5　 從舊報紙的戲園布袋戲廣告，至少可以看到1952年後兩三年之間，臺灣各掌中戲班搭配過的女歌手，至
少包括東港全樂閣的巫秀鳳、鄭月娥；斗六福興閣的阿雪、碧霞；五洲園本團的蔡梅、洪金貴、陳來
春；五洲園第二團的廖玉瓊；五洲園第三團的蔡梅、洪金貴、阿嬌、許小姐；嘉義假成真的吳雪嬌、陳
月娥；鳳萊閣的黃秀枝、陳員滿；雲林閣的許金招、蔡芙蓉；玉泉閣本團的李玉屘；新復興的王明子、
陳秀鑾等。（陳龍廷 20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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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戲劇人物的快樂或哀傷情感。受過戲曲訓練的布袋戲主演，除了黃海岱等老一輩的師傅

之外，包括黃俊雄、鄭壹雄等布袋戲主演都能夠親自演唱戲曲音樂。但是在實際表演過程

中，主演者未必都親自演唱，有時則交由後場的北管師傅演唱，或者請歌手助唱，在這段

時間中主演得以暫時休息。

鄭壹雄在五洲園黃海岱的掌中班當學徒的時候，親身經歷這種歌手在戲園演出的情

形，他說：歌手只負責唱歌，不能登臺。如果劇中人物是女性的角色，歌手就開始在後場

演唱歌曲，而由後場樂師伴奏。歌手所唱的歌曲大多是歌仔或南管，並沒有唱流行歌曲

的。因為一旦唱流行音樂，就要用西樂伴奏，而需要另外增加聘請西樂樂師的成本。

1970年3月黃俊雄《雲州大儒俠》進入臺灣電視公司之後，藉著傳播媒體與唱片業者

的複數動員，整個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不僅將布袋戲推向一種流行時尚的高峰，同時也

挽救了逐漸衰敗的臺語流行歌唱片市場6。

這個布袋戲黃金時代，除了延續戲園布袋戲的創作功力，而結合電視、唱片等傳播媒

體形塑了一股民間自發性的流行文化，恐怕才是最值得我們反省的時代意義。布袋戲主題

曲，除了作為凸顯戲劇人物性格的功能，更結合了戰後臺北三重一帶的唱片產業7，不僅

透過銀幕吸引觀眾的目光，也透過黑膠唱片在街頭巷尾反覆放送，形成一種複數動員的時

代流行。不僅電視布袋戲的黃俊雄、黃俊卿、許王等主演採取相同的操作模式，廣播布袋

戲的鄭壹雄、陳俊然等主演也灌錄布袋戲主題歌唱片8。這些布袋戲主題曲留下來值得反

省的課題，可能已不止於單純的行銷模式，而對於臺語流行歌曲，乃至戲劇創作而言，都

很值得關注。

布袋戲角色主題歌灌錄為唱片發行時，往往以某戲齣「全部插曲」為名，例如《史

豔文全部插曲》、《六合三俠傳全部插曲》、《南北風雲仇全部插曲》或《金簫客全部插

曲》。但唱片封套在該歌曲名之後，仍標示為某戲劇角色的主題歌，故本文統稱為「布袋

戲角色主題歌」，指這類唱片的特質，雖具流行音樂的型態，但它們的存在仍與布袋戲表

6　 當年的臺語流行音樂，不但受到官方主導的娛樂政策壓迫了它的傳播管道，連報紙歌壇評論也相當不友
善，因而發行臺語歌的唱片業陷入衰退，即使連戲院、歌廳等表演環境也緊縮。當時臺語歌壇以舉辦公
演的方式自救，尤其是1968年十大歌星選拔會。（黃裕元 2000：136-140）不過1970年代使得臺語歌跳脫
廣播電臺、臺語電影的格局，真正帶來結構性轉變的是結合電視布袋戲主題曲帶動的新路線，可說是突
破流行臺語歌困境的一條新出路。

7　 三重在1960年代，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繁華的戲院，以及四十家以上臺灣相當著名的唱片公司，其原因
就在於眾多的民眾由中南部湧進臺北都會，而且以如三重等衛星城鎮為落腳處。（蔡棟雄 2007：221）這
些民眾不但為加工廠提供勞力，也帶動周邊娛樂事業的發達。而布袋戲主題歌創作的年代，三重一帶的
唱片公司也提供了一群音樂創作的生力軍。

8　 有位匿名審查委員提醒說，不應將這些電視／廣播布袋戲班、藝人等量齊觀，而應注意戲院、電視演
出唱片發行等諸多面相之間的強弱有極大的差別。當然從結果來看，黃俊雄的電視布袋戲《雲州大儒
俠》，當然吸引了全國觀眾目光關注遠勝於其他掌中戲班，但這並不意味其他布袋戲主演，如黃俊卿、
許王、鄭壹雄、陳俊然他們在臺灣各地戲園演出就必然屈居弱勢。相反的，他們當初也都是挾其高知名
度、高人氣而進入電視或廣播布袋戲，甚至灌錄相關布袋戲角色主題歌唱片。在此，僅將他們所經歷的
歷史現象做客觀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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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尤其是角色的創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早期的這些唱片封面，不僅包括布袋戲主演的

個人照片，還有布袋戲裡重要角色的戲偶。由此可知這類唱片的收藏者或購買者，並不限

定戲班的專業人士，而大都是廣大的戲迷，他們對於特定的角色及其主題歌相當熟悉。相

對的，以戲班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則是專業後場配樂唱片9。既然布袋戲本身存在這兩種

不同型態的音樂，包括使用在戲偶舞臺的時機（特定的戲劇人物／特定戲劇場合），甚至

唱片銷售的對象（戲迷／專業人士）也都有顯著的差別。

1970年代布袋戲角色主題歌，不僅包括了電視布袋戲，還有廣播布袋戲。廣播布袋戲

方面，最重要的是在中臺灣以《南俠》系列布袋戲齣，而奠定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南投

新世界布袋戲班的陳俊然10，還有在南臺灣一帶以《南北風雲仇》擁有廣泛觀眾基礎的寶

五洲掌中班的鄭壹雄11。

電視布袋戲方面，最早可能是隨著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在1970年3月所掀起的狂

熱，幾乎是一種蔚為風尚的文化行銷模式。不僅史豔文而已，隨著電視布袋戲的推陳出

新，1971年元月黃俊雄的《新西遊記》播出後，臺聲、巨世等唱片公司同時也發行相關的

主題歌唱片，尤其是後者發行的孫悟空、豬八戒主題歌紅遍一時，而後來還不斷地被翻

唱。同年2月播出的《六合三俠傳》，也同時透過麗歌、巨世、海山等唱片公司而發行唱

片。

1970年8月黃俊卿的《劍王子》在臺灣電視公司上演，同時也透過惠美唱片、巨世唱

片、泰利唱片發行該戲的主題歌，至少出現過五張以上的唱片。不過，惠美唱片的《魄力

劍王子》，卻同時也收錄了史豔文的主題歌，如恨世生的〈愛與恨〉、史獻忠的〈千里

尋媽咪〉、劉萱姑的〈慈母淚痕〉等，似乎也看得到黃俊雄的影子。1971年6月黃俊卿的

《忠孝書生》演出時，也都透過泰利唱片發行主題曲唱片。

1970年10月小西園的許王在中視播出《金簫客》，王子龍戲劇指導、高宜三編審，

9　 這些專業後場配樂唱片，仍依循傳統戲曲的使用慣例，其標示的樣貌，無論是【風入松】、【板仔
曲】、【慢頭】，或「走路用」、「陞堂用」、「悲用」等，大都顯示僅運用在特殊戲劇場合。這類
音樂以唱片型態發行時，往往稱為「戲劇後場」、「後場配樂」、「音樂旋律」或「後場專用最佳配
樂」。可見這類唱片的銷售對象，比較是針對布袋戲劇班的專業人員，而非一般的布袋戲迷。（陳龍廷 
2012：11）

10　 陳俊然，在中臺灣布袋戲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崛起也相當具有傳奇色彩。在早年臺灣各戲院以
《江湖八大俠》嶄露頭角，1964年後則透過中聲唱片公司陸續發行他的布袋戲唱片《南俠──無價值的
老人》，為他的演藝事業奠定深厚的基礎。（陳龍廷 2007：202-204）其轟動的程度與影響力，甚至草
屯中興電臺，曾經以陳俊然布袋戲為招牌，一夕之間亦成為當時廣播電臺最具號召力的節目，以致於當
時的中臺灣無遠弗屆，不論白天、夜晚、凌晨、午夜，隨時都能透過收音機收聽他的布袋戲節目。隨著
陳俊然《南俠》在廣播電臺放送，1971年5月鈴鈴唱片發行一張以主唱的吳南海照片為封面的唱片。

11　 鄭壹雄是五洲園黃海岱的得意門徒，1950年代在臺灣各地戲院相當活躍。他出身的嘉義新港，是有名
的北管巢，他的家族很多人都是很有名的北管先生，無論吹、打、唱等，樣樣精通。（陳龍廷 2010：
150）鄭壹雄在南部布袋戲界享有盛名，與黃俊雄並稱為「南北雙雄」。1970年代鄭壹雄開始往廣播布袋
戲發展，而創造出最著名的《南北風雲仇》，他還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布袋戲角色，其中一代情俠的主題
歌，則採自陳秋霖作曲的〈中山北路行七擺〉。參見1971年7月鄭壹雄透過三洋唱片公司發行《南北風雲
仇全部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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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泰利唱片也發行該劇的主題歌唱片。《金簫客》布袋戲主題歌唱片幕後的主唱之一，

就是郭大誠。他除了以演唱「糊塗系列」、「流浪系列」等幽默歌曲聞名，也曾經灌錄許

多臺語笑料劇唱片。（陳龍廷 2011）收錄在這張唱片裡的角色主題歌〈金簫客〉，與郭

大誠本身擅長吹奏洞簫的專長結合為一體，而將楊三郎的〈勸浪子〉當作布袋戲主題歌。

其前奏的洞簫樂音，與歌詞「吹出簫聲，奉勸浪子知」搭配起來，確實使得這個戲劇角色

「金簫客」讓人印象深刻。

二、兩種創作模式：現成與特製

臺灣傳統的布袋戲幾乎都是搭配南管、北管、歌仔調音樂等，但是這些音樂注重的是

共通性，比較少與特殊的角色有關。戰後布袋戲卻直接將臺語流行歌曲擷取來，應用在布

袋戲的角色概念上。作為角色能指的主題曲，最主要的是讓人印象深刻的音樂旋律，製造

出無論是歡樂、哀愁的戲劇性氣氛，進一步形塑角色的內心世界。有些布袋戲角色是某些

相當流行的臺語歌曲，主演才因而創造相關的角色。（陳龍廷 2010：457-459）

布袋戲角色主題曲隨著舞臺上的新面孔、新角色登場，立刻驚豔四方而讓人耳目一新

的，往往是印象深刻的音樂旋律，無論是營造出歡樂、哀愁的戲劇性氣氛，或進一步形塑

角色的內心世界。然而這種型態的音樂，仍有其發展的歷程。它們的創作模式，至少是從

最原始的擷取現成歌曲或現成音樂，演變到為特殊角色量身打造。

（一）擷取現成歌曲

據田野調查的報告顯示，有些布袋戲角色可能是受到某些相當流行的臺語歌曲的影

響，主演才因而創造相關的角色。例如〈可憐戀花再會吧〉相當流行的時代，寶五洲掌中

劇團的主演鄭壹雄就曾創造過一個同名的戲劇角色「可憐戀花俠」。這首葉俊麟填詞，而

由洪一峰唱紅的名曲，是1958年亞洲唱片發行的。據此推斷起來，結合臺語流行歌曲的

布袋戲創作很可能是1950年代末或1960年代初。這個時代的創作模式，可能開始將流行

的臺語音樂與布袋戲新角色結合在一起。1969年南投新世界掌中劇團陳俊然灌錄的《南

俠──無價值的老人》，已提及搭配文俠孔明生的主題曲〈無情之夢〉，而1971年5月

鈴鈴唱片發行的《吳南海唱集：新世界木偶團插曲》收錄了「南俠」主題曲〈無聊的男

性〉（RR6146）。

從上述諸實例可知，布袋戲主題曲的發展，一開始幾乎都侷限於現成音樂的挪用援

引，而並未採取灌錄全新唱片發行的方式。當時布袋戲沒有灌唱片的風氣，一方面製作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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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布袋戲配樂不容易找得到適合的現成唱片。據鄭壹雄指出，他

們考慮的是劇團的經營成本，寧可聘請歌手駐唱，而非灌錄唱片。如此一來，簡單又省

本。12 

擷取現成歌曲，可說是最早的布袋戲主題曲創作模式。生於1954年的王藝明，約1970

年代，他欣賞過關廟布袋戲主演黃秋藤在大潭國小表演，「可憐戀花渡身俠」搭配的日文

版的〈可憐戀花再會吧〉，「鳥聲千鶴子」搭配的日文版的〈可愛的馬〉。而王藝明到黃

俊雄劇團當學徒時，曾在戲園裡演過女魔頭的狠角色「空中月娘夜觀音」，一出場搭配的

歌曲就是尤雅唱的〈給無良心的人〉。這首歌充斥著極盡咒罵的言詞，如：「啊！無良心

的人！可恨你無情無義搶人的生理，人面獸心的壞東西，狼狽為奸社會的毒蟲，人人罵你

無良心的人13」，而王藝明印象最深的就是這首歌的第一句「啊！無良心的人！」。他們

劇團的主題歌曲，大都是來自他的師娘陳美霞，從唱片行蒐集來的各式各樣音樂14。

這種毫無拘束，甚至可以天馬行空的音樂與戲劇的合體，對於忠實的布袋戲觀眾來

講，他們的感受如何？臺灣戲劇研究先驅的邱坤良，可能是很少數曾經親臨臺北西門町的

今日世界育樂中心看布袋戲的學界老前輩。他對年輕時代看布袋戲的記憶，很重要的一部

份是來自布袋戲的主題歌。他曾以身為布袋戲迷的身份，在〈金光傳習錄〉裡相當細緻地

描述青少年時代在戲園看布袋戲的奇妙經驗，他說： 

每個重要人物都有固定的主題歌，角色一登場，就帶著極強烈的「造勢」

效果。「賣唱生走風塵」出場時，彈唱一首〈求愛的條件〉，十分的唯

美。〈噢，媽媽〉的樂聲傳出，披麻帶孝、手持白幡的白如雙出現了，觀

眾情緒不自覺地受到這位萬里尋親的孝女感染；當〈內山姑娘要出嫁〉的

前奏「喂！扛轎的啊！」響徹舞臺，整個戲院頓時活躍起來，而觀眾也知

道「神秘女王夢中神」神秘轎出現了，武林將可以化解一場大劫難。（邱

坤良 1999：218-219）

從布袋戲觀眾心理出發的精彩描述，與一般著重戲偶雕刻、造型等角色觀點，顯得相

當不同。據邱坤良的看戲經驗，「神秘女王夢中神」有聲無影，從未看過她走出神秘轎。

換句話說，觀眾在舞臺上所經驗到的，並非戲偶本身，而是神秘轎（道具）與〈內山姑娘

12　 見筆者2000/4/16採訪鄭壹雄田野調查筆記。
13　 這首歌曲的咒罵言詞，其原始的動機無關於男女之間感情糾紛的怨恨情愫，而據說是1965年7月廣播界名
人侵犯了雷虎唱片原始股東的權益，而不甘權益受損的那一批股東另外成立五虎唱片，並由尤雅演唱這
首歌。（黃裕元 2000：99）

14　 見筆者2006/5/13採訪王藝明田野調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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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嫁〉（音樂）。如此將角色與音樂、道具緊密地連結而產生新的戲劇表演內容，確實

是布袋戲舞臺上所發展出來的有趣現象。布袋戲角色的創作，可說是由木偶的外貌、動

作，或主演者的口白，或主題曲音樂，或道具所引發的一對多的對應關係。布袋戲角色的

概念，可以濃縮成角色所指，以及聽覺、視覺的角色能指。這種視覺、聽覺的角色能指與

角色所指的結合，會製造出一個角色的概念。15從這種角度來看，角色主題歌可說是布袋

戲的一種聽覺的角色能指，它喚起了一種角色能指的想像。

這種現成音樂的挪用，似乎很容易落入當代人的權利爭議。然而從美學層面來看，卻

是開放的。從音樂本身來看，這首曲子是日本曲臺語歌的結合體，而從媒體來看，又何嘗

不是唱片與布袋戲之間跨媒體所激盪出來的力量？

以一首可能是1970年最早的電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為例。孝女白瓊的主題歌〈噢！

媽媽〉（LW2002），可能是受到1930年代美國音樂家蓋希文（George Gershwin, 1898-

1937）音樂歌劇的影響，而更直接的來源恐怕是1959年好萊塢拍攝的同名音樂片《夏日時

光》。電影裡這首“Summertime”，是一首黑人靈魂爵士風格的搖籃，而經過黃敏的改編

傳唱，幾乎已經成為臺灣民眾耳熟能詳的音樂。〈噢！媽媽〉這首歌最原始的版本，是文

鶯主唱的。據前海山唱片製作人陳和平認為：這首歌的原始創作背景，是作詞者黃敏（即

文鶯的父親）的親身經歷。這首歌曲的潛藏目的，很可能是希望能喚回一度拋家棄子的愛

妻回到身邊，而藉著女兒文鶯的口吻來呼喚她的媽媽。不過這首歌發行初期，並未造成轟

動。沒想到藉著黃俊雄布袋戲的渲染，竟一炮而紅16。

然而從實際的表演來看，〈噢！媽媽〉這首布袋戲主題歌曲，不但早已經脫離蓋希

文為百老匯歌劇所做的文本脈絡，甚至早也脫離了臺語流行歌曲作詞者黃敏的可能創作動

機，而與臺灣民間喪葬儀式的披麻帶孝、手持接引西方幢幡的孝女形象結合在一起。無論

《電視週刊》的摘要，或從布袋戲唱片的表演文本來看，唱著這首〈噢！媽媽〉的孝女白

瓊，她的初衷並非真的要尋找她的母親，而是要尋找父母骨灰的安葬地金佛塔17。從歌詞

15　 符號學理論的奠基者索緒爾，他發現言語循環過程，除了發聲、聽覺屬於生理過程，其餘音響 形象與概
念的對應，則屬於心理現象。音響形象與概念結合起來的整體，稱作「符號」（sign）響形象稱為「能
指」（signifier; 法語signifiant），指符號的外在形象，是可察覺、純物質、聽得到或看得到的信號。而概
念稱為「所指」（signified; signifié），指符號所指涉的概念，是由符號的外在形象所喚起的抽象心靈意
象與概念。（Saussure 1985 : 99）筆者曾經嘗試從表演藝術的視覺元素，及聽覺元素進行歸納，木偶外
貌、動作、道具、視覺化特技等，可稱為「視覺角色能指」，而口白、主題曲、音效等元素，可稱「聽
覺角色能指」。（陳龍廷 2010：454）

16　 有匿名審查委員提到：〈噢！媽媽〉應該在1960年代中期，已隨著黃俊雄的布袋戲班在臺灣各地戲院流
行，而且是「專為孝女白瓊（內臺戲時叫白如霜）量身訂做的主題歌」。按筆者掌握的布袋戲史料顯
示，1969年10月至12月期間黃俊雄在臺北西門町的今日世界，表演六合系列布袋戲《三子會聖血記》，
確實曾經出現過「孝女白如霜」。這個時間點，很接近他在1970年電視布袋戲孝女白瓊出現的時間，很
有可能這兩個版本的孝女主題歌與表演方式幾乎一樣。但陳和平依照他當年執行唱片製作的經驗判斷：
〈噢！媽媽〉早已先存在，而後才被黃俊雄運用在戲劇表演，參見筆者2012/07/29陳和平田野調查筆
記。此外，從這首歌的歌詞內容與實際布袋戲表演的結合情形來看，這種看法應有其可信度。

17　 1970年5月巨世唱片發行的《雲州大儒俠史豔文》，其中唱片編號LW3010B應該接近最早期孝女白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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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脈絡來看，〈噢！媽媽〉充滿了對不告而別母親的懷念情緒。但是從布袋戲表演來

看，以孝女白瓊的觀點來唱：「妳敢真正遐無情？媽媽喔！乎阮找無妳！」，原始語意蘊

含的女兒對無情離家母親的抱怨，似乎已轉換為對往生者的深深追念，但絲毫並沒有提及

對往生父親的感傷。從藝術實踐層面來看，擷取現成的歌曲，有時並不是那麼恰當，可能

僅幾句歌詞很能襯托出該角色的特殊性格，而其餘卻容易顯得自相矛盾，或少了那麼一點

點精準。然而，這首布袋戲主題曲伴隨著全身披麻帶孝的角色上場，卻是創造出另類的新

式「哭調」。

以這種情況來看，臺語流行歌曲與布袋戲的關係，已經不是單純的擷取，而是一種挪

用（appropriation），是一種挪借現成物的元素，而別具慧眼地賦予另一種觀點。這種後

現代主義喜歡談論的挪用觀點，具有批判與戲謔的意味，而被挪用的現成物本身的價值已

被改變。因此這種創作的價值，並非在於被挪用的現成物本身而已，而是創作者所賦予的

一種全新的觀點。當然這類的挪用無可避免的，就是必須面對被挪用的現成物本身的權威

性，或特殊的創作背景。「擷取」或是「挪用」，這兩者之間可能僅有一線之隔。

（二）為角色量身訂做的主題歌

擷取現成歌曲，無論是〈噢！媽媽〉、〈求愛的條件〉或〈內山姑娘要出嫁〉的創作

模式雖有其便利性，但大部分的現成音樂未必都能夠很恰當地搭配戲劇角色，卻是很顯著

的問題。或許有鑑於此，後來傳唱一時的布袋戲主題曲，其歌詞幾乎都是特別為角色量身

訂做的。

雖然一開始，布袋戲創作者可能無意間「挪用」某些現成唱片而造成轟動，例如

〈噢！媽媽〉與孝女白瓊的結合雖可能是無意間造成的，但1970年6月巨世唱片發行編號

LW2002的《史豔文全部插曲》熱賣，卻是不容忽略的事實。1971年元月開始播出的《新

西遊記》，卻轉而變成刻意營造為一種創作的模式：每個主要人物搭配一首主題歌，（鳳

尾1971：14；戴獨行1971）不僅唐三藏、孫悟空、沙悟淨等主角有主題曲，甚至連天豔公

主、豬八戒之妻都還因〈荒城姑娘〉等主題歌的悅耳動聽而廣為觀眾所熟悉。1970年之後

開始出現將這些歌曲集結發行的唱片。唱片封面通常以該布袋戲團最風行的戲齣作為顯著

的標題。如果說這種唱片是一種流行音樂的類型，那麼它們與布袋戲創作緊緊結合在一

起，不僅布袋戲主演也掛上唱片監製的頭銜，連同他們的個人照片，也與戲劇重要角色同

時出現在封面。對唱片購買者而言，布袋戲主題歌讓他們感受到的不僅是旋律、歌詞而

表演紀錄。當劉三等人逃避歹徒怪貓王、金錢王的追殺，突然出現一位披麻帶孝、唱著〈噢！媽媽〉的
孝女。她自己說明是要尋找父母骨灰的安葬地金佛塔。（陳龍廷 2012：73-74）



戲劇學刊110

已，恐怕還有更多是對於戲劇或對特殊戲劇角色的熱愛。

隨著唱片行銷的成功，這種結合角色與主題歌的創作模式，幾乎為布袋戲的反覆操作

模式。此後的電視布袋戲表演，每當出現一個新人物，按往例搭配一首代表性的歌曲同時

播出，其所造成的轟動，甚至連臺灣各地播放電影的戲院也受到影響，而不得不承認「史

豔文、藏鏡人、恨世生、苦海女神龍、小金剛、天涯男子漢、三缺浪人等這些沒有生命的

木偶，目前比一些最紅的明星還更具有吸引觀眾的力量！」（謝鍾翔 1970）

不僅黃俊雄如此，許王、黃俊卿，甚至廣播布袋戲鄭壹雄、新世界掌中劇團的陳俊

然，他們發行布袋戲主題歌唱片時，甚至是以主角名號作為歌名。這種轉變的現象可從同

一首曲子，歷經不同的時期唱片公司的重新填詞翻唱，甚至更改主題取名，即可見出端

倪：例如早期巨世唱片的〈為何命如此〉、〈合要好合要爽〉、〈浪人的目屎〉雖紅遍大

街小巷，而到海山唱片時代，卻改為與主角同名的主題歌〈苦海女神龍〉、〈醉彌勒〉、

〈三缺浪人〉18。

此外，曾參與布袋戲主題歌企畫與作詞的呂金守，提到〈冷霜子〉（CS9006）的創

作與唱片行銷過程。當年這首主題歌，他原本是設計給當時《六合三俠傳》的紅角色「秘

雕」，但因緣際會而來不及。這首主題曲雖早已完成，但缺乏搭配的角色。呂金守建議黃

俊雄說，只要設計一個頭綁黑巾的布袋戲尪仔，先不要讓觀眾看到臉孔，每當主題音樂

播出時，才剛現身很快轉身就走，眾妖道就乒乒乓乓地慘死。等到這首歌紅，才讓觀眾看

清戲偶臉孔。即使戲偶不夠漂亮、不夠出色，只要主題歌好聽，就能夠捧紅這個角色。

1971年12月中外唱片聘請葉啟田灌錄〈冷霜子〉後，唱片公司以八千元的代價，約定在電

視布袋戲接連二十天播放主題歌，每次播幾秒鐘就可。沒想到才播放兩次，就已經大紅特

紅。19

流行歌曲的創作有時也能夠回頭影響布袋戲創作，而非永遠僅屈居於附庸地位。有個

例子是，呂金守先完成了主題歌之後，才回頭建議布袋戲的表演。因為他的提議，而使得

即使挑到不夠漂亮的戲偶，也能夠因採取悅耳動聽的主題歌而捧紅了這個新角色。冷霜子

這樣的新角色，顯然並非布袋戲主演個人的想像創作而已，而可說是結合臺語流行音樂的

幕後工作者共同創作出來的。如呂金守所提到的〈冷霜子〉創作，無非是塑造一種「不在

現場的」的聯想關係。這種關係，如索緒爾所論述的（Saussure1985 : 174），在話語中無

法直接被看見，而是存在於心理層面，因此聯想關係的各項要素並沒有一定數目，也沒有

一定的順序，有多少種關係，就可以產生多少個聯想的系列。布袋戲角色概念所包含的能

18　 黃俊雄布袋戲與海山唱片合作，是1970年11月20日談妥合作條件，1971年2月發行第一張唱片《臺視布袋
戲全部插曲》，收錄了〈可憐酒家女〉、〈可恨的愛人〉、〈秘中秘〉、〈孤單老人〉等膾炙人口主題
歌大受歡迎（陳和平 2012：336）

19　 見筆者2012/7/24呂金守田野調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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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目，並非完全一致，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布袋戲的創作舞臺上，不見得所有的布袋戲

角色能指都必須同時出現，有時反而是經過局部顯現與隱藏的關係組合而成。有時則隱藏

了大部份的組合元素，只單獨出現某元素，而來引發觀眾的「聯想」，如「有聽見聲，無

看見影」。例如冷霜子的角色能指，與角色所指的結合，其實是透過聯想的關係。

不過，主題歌的創作者所想像的布袋戲舞臺場景，未必都能實踐。據說呂金守寫的

流行歌〈斷魂嶺鐘聲淚〉20，本來是設計給藏鏡人唱的主題曲，還有相關的布袋戲情節。

他將萬惡罪魁的藏鏡人設想為：雖是凶惡之徒，但藏鏡人對家人、妻子卻是很溫柔的。他

們在斷魂崖邊居住，每當鐘聲響起時，藏鏡人都施展輕功飛過斷魂嶺去禮佛。不料有一

次，仇家要前來尋仇，正值藏鏡人不在，而他妻子在斷魂崖採藥，驚嚇之餘，卻跌下斷魂

崖。等到藏鏡人回來，才發現囝仔在哭，卻不見妻子。因而他自己跳下斷魂崖，抱回妻子

屍首安葬。從此藏鏡人自己背著囝仔，唱著這首〈斷魂嶺鐘聲淚〉，他發誓甘願犧牲自己

這一輩子功力，也都要撫養這個小孩長大成人。可惜的是呂金守的這個構想，據說黃俊雄

一度很欣賞他的原始構想，但終究不曾在布袋戲舞臺上實現過。這也是為什麼呂金守作詞

的〈斷魂嶺鐘聲淚〉，雖然由方瑞娥主唱，但第二葩歌詞卻是唱著「愛妻」，而非「我

君」。其歌詞如下：「想著子細漢，無娘通疼痛，天光哭甲日頭暗，乎阮傷心目眶紅。啊

！目眶紅，愛妻妳來放捨乖子，敢未苦痛？」，田野調查的訪談人提及當年設想藏鏡人在

斷魂嶺痛失愛妻的哀傷場景並以此來寫詞，仍舊非常入戲，感情之深，甚至忍不住落淚。

但他的原始構想，卻未曾在舞臺上真實再現過。21

在此，似乎可以看到這種創作模式的另一種可能的隱憂。布袋戲主題歌創作者的原

始構想，雖有其獨特美感，但未必被布袋戲創作的主演所採用，其原因恐怕也是在於太過

獨特、太過具體，而必須牽動整個戲劇發展的走向，而限制了舞臺表演發揮的可能。從布

袋戲角色創作來看，臺語歌曲作為一種浮動的能指，或許著重於抽象的情感抒發，或者揭

露一種角色身上所產生的矛盾與張力，如此的浮動、不確定，反而讓布袋戲主演可以擁有

更寬廣的創作想像空間。例如〈萬毒美人女暴君〉（TKL1032）將一般正面的形容詞，如

「美麗」、「妖嬌」、「面露笑容」、「鶯聲燕語」、「文雅優秀」、「細膩又溫純」，

與「癡情怨恨」、「殘忍無情」等負面形容詞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張力。或者如〈為何命

如此22〉（LW2007），所揭露的苦海女神龍內心複雜而矛盾的世界等。這種情感、心理

20　 這首歌發行的中外唱片公司老闆陳朝晉，當年為宣傳方便，而將這首歌詞作者掛名為「林樂」。林樂，
是桃園先聲廣播電臺當年主名的播音員。（陳和平 2012：357）

21　 參見2012/7/24呂金守採訪影音紀錄。
22　 原日文歌是1969年的〈港町ブルース〉，歌詞大致是描寫面對港口繁忙景致，卻懊悔找不回愛情的女性
心聲。而布袋戲的〈為何命如此〉，卻創造出一個行走在無情冷漠的社會，卻找不到身心歸處的矛盾女
性。例如她不喜歡柔弱的女子形象，而偏好男性風流瀟灑的姿態。男人在她看來是那麼討厭，以致於她
喜歡交女朋友；她打從心底不願意打扮成女人的模樣，卻又不得不屈服而偏要以女人的形象出現。（陳
龍廷 20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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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主題歌，不僅可增加戲劇張力，比較不會限制了戲劇創作，反而是開拓了另一層可

能性。

三、來自戲曲的角色主題歌

1970年代布袋戲唱片的現象，深受整個流行音樂主流的影響。以音樂旋律來源而論，

布袋戲主題歌唱片越來越多樣化，不僅吸收了外來的音樂旋律，甚至日治時代鄧雨賢、楊

三郎的臺語流行歌曲，甚至臺東原住民的音樂23，也經過重新包裝而成為一種文化流行的

時尚。這些日治時代以來，直到戰後的臺語流行樂創作者的音樂。因此布袋戲角色主題歌

的旋律來源，至少可以歸納為傳統戲曲、臺灣流行曲、日本曲、西洋曲等四類型。（陳龍

廷 2012：54）

布袋戲主題歌從傳統戲曲吸收靈感的作品數量也不少，包括北管曲的布袋戲主題歌

〈秘中秘〉、〈孤單老人〉、〈萬毒美人女暴君〉，來自南管曲的〈相思燈〉、〈苦秋

風〉等，還有來自說唱藝人的【江湖調】的〈勸世歌〉等。布袋戲與傳統戲曲的結合，理

應是天經地義。但實際上卻直到1971年才出現這樣的呼聲。1971年2月黃俊雄與海山唱片

合作的第一張唱片，其中兩首來自北管的〈孤單老人〉、〈秘中秘〉大受歡迎，而同年7

月28日，陳和平與黃俊雄、洪連生、西卿、莊啟勝等五人，在北投溫泉旅館討論之後，黃

俊雄提議以南管的〈相思燈〉作為主打歌。（陳和平 2012：342-343）顯然這些提出結合

戲曲音樂的原始構想，是來自布袋戲主演，而非臺語流行音樂的創作者。但是如果回到歷

史現場，同樣電視布袋戲的主演，至少包括了李天祿、許王、鍾任壁、廖英啟、黃秋藤、

黃順仁、黃俊雄、黃俊卿等不同承傳系統的布袋戲主演，為什麼是黃俊雄，而不是其他的

布袋戲主演？這是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源流來看，黃俊雄所承傳的是黃海岱的五洲園布袋戲，屬於北管系統。他個人深厚

的北管素養，變成是他參與布袋戲主題歌創作的豐富資源，甚至是他的布袋戲重要特色之

一，可能是始料所謂及的。

黃俊雄十三歲時跟父親學唱北管，有一天大早，他在掃庭院，口裡哼著北管，他父親

黃海岱聽到，衝出來看是誰唱的，看到他時，很驚訝地說：「這個不成材的囝仔，竟唱得

這麼好！」。據說當時他的哥哥黃俊卿已經獨掌一團掌中劇團，黃俊卿脾氣大，常常把手

下氣走，正好缺頭手鼓，所以黃俊雄幫忙打鼓，在北管中，打鼓是很重要的。布袋戲表演

23　 1970年7月巨世唱片發行的唱片，其中呂金守以「敏郎」藝名主唱的醉彌勒主題曲〈合要好合要
爽〉（LW2007），曾轟動一時。這首樂曲的原始創作者，是出身自卑南族的陳清文，當年南王村的村
長。（陳龍廷 2012：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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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馬龍頭」指揮後場樂師，馬龍頭是一種暗號，暗示文武場接下去演的是什麼場戲，

但是黃俊雄的頭手鼓卻總是跟不上大哥的馬龍頭而被罵笨，因而後來離團自己出來闖江

湖（何佩芬 1982）。

黃俊雄、鄭壹雄他們當初學習北管戲曲時，整套戲包括口白、鼓介、譜、詞全套都

必須念熟，然後試演給黃海岱鑑定，通過之後，才開始開口演戲。每個人所學的劇目是

根據個人音色特質不同而有差異。黃俊雄的音色比較屬於中音24，所以當初學的北管戲是

《斬瓜》，而他的同門師兄弟鄭壹雄音色屬於粗口，開口戲學的是《蘆花》。（陳龍廷 

2010：149-150） 

以往田野調查時，鄭壹雄可以很自然地哼出〈孤單老人〉的音樂，並指出這是來自北

管的旋律。即使他與黃俊雄是同門師兄弟，而他自己不但出身自北管世家，也學過亂彈戲

《蘆花》，然而這些學藝背景並無法解釋：為什麼在走向布袋戲主題歌創作時，即使擅長

北管音樂的鄭壹雄、黃俊卿，或具有潮調淵源背景的鍾任壁，或大量採用京戲後場的許王

等布袋戲主演，似乎都未曾萌發過將傳統與流行結合在一起的構想。對當時的布袋戲主演

而言，很可能他們自己認為傳統戲曲已經與整個時代氣氛脫節。因而他們不敢貿然躁進，

而在觀念或想法上劃地自限，是可以理解的。從結果論來看，雖然也能自圓其說這種一枝

獨秀的現象，而仍無法解釋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的原始構想如果視為一種創意，那麼它不見得是完全無中生有的發明，而可能只

是一種觀念的徹底改變。那麼這種將傳統戲曲音樂與流行結合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

黃俊雄認為25：有的傳統戲曲音樂很悅耳動聽，但是如果新一代的觀眾不再有機會去

接觸這些音樂，那麼再怎麼好聽的音樂，一旦失去聽眾再也沒有生命力。好的東西如果沒

機會讓更多人欣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此他總是不斷地搜尋他個人所學過的音

樂，努力地要找到如何讓觀眾印象深刻的主題歌。以〈萬毒美人女暴君〉為例，這首原是

北管曲調的【陰調】雖然音樂本身很好聽，但依照亂彈戲演出慣例，大半僅限於使用在出

現冤魂的場景。如此一來，除了類似的戲劇場景還可唱這首曲調之外，其他的場合幾乎都

不再聽過，反而可惜了那麼好聽的音樂。他因而開始著手將這樣的傳統戲曲，改編為適合

特定布袋戲角色傳唱的主題歌。

這樣的構想結合了三個層次的考量：首先，打破了傳統戲曲音樂的成規，不再受到

使用戲劇場合規範慣例的拘束，即使冤魂場景才會使用的音樂，也可以單獨抽出來重新改

造。其次，因為北管音樂的學習背景，使得他瞭解傳統音樂的美妙。但他不想讓傳統僅停

24　 在此的「中音」，是延續田野調查報導人的措詞。如果相對於《蘆花》花臉戲（張飛）的「粗口」，北
官福路《斬瓜》的小生戲（劉知遠），則屬於「幼口」。

25　 見筆者2012/7/12採訪黃俊雄的田野調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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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過去的回憶，而是想要將傳統音樂推廣出去。他想到的方式，就是讓傳統音樂成為一

種流行。最後，為了適應布袋戲獨特的表演方式，他擷取這種北管曲重新填詞，來當作戲

劇人物的主題歌。

這些不同層次的構想必須同時具備，才可能產生一種翻天覆地的觀念革命。在這種創

意觀念的引導下，才能使得逐漸被人遺忘的北管曲調變身為另類的流行音樂，也確實使得

更多的人有機會能感受戲曲音樂的美。依照這樣的創作理念，他結合不少傳統北管音樂旋

律來創作的主題歌，例如：〈秘中秘〉、〈李白〉的主題歌是採自《斬瓜》的【倒板】；

〈萬毒美人女暴君〉與〈梅君子〉，是來自北管的【陰調】；〈孤單老人〉則取自北管的

【流水】。

作為一種浮動的能指，臺語流行歌曲與布袋戲角色的結合，無非具有一種活潑的能

量，它讓我們看到的並非原始的能指所對應的所指而已，而是一種移動的、具有其他可能

性的開放空間。當然這種開放空間，並非完全可以毫無限制，而恐怕更多的考量是，回到

戲劇本身去考量，如黃俊雄所說的「歌不離戲、戲不離歌」。如何能夠扣緊劇情、角色性

格，讓觀眾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可說是每一首布袋戲角色主題歌都必須反覆推敲的。一

開始觀眾也許被音樂旋律吸引住了，接著被歌詞所呈現的複雜心理世界所震撼，而開始關

心唱出這種歌曲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角色？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議題。藉著戲劇舞臺所

塑造的情境與主題歌的感染力，布袋戲不再僅是木頭雕刻的戲偶，而是有血有肉的，甚至

能動人心弦的戲劇人物，甚至能讓戲迷產生「移情作用」（Einfühlung）。依照字面的意

思，移情作用即「感到裡面去」，也就是把我的感情移注到物，去分享物的生命（朱光潛 

1969：37）。以布袋戲審美而言，這裡的「物」相當於戲偶。戲偶原本是木雕品，即使有

雕刻家所刻出來的表情，也不會如活生生的人那麼豐富細膩，變化多端。因此如何讓缺乏

生命力的戲偶，產生如真實一般的幻覺（illusion），其實是布袋戲入門相當基礎的美學要

求。一旦在戲劇欣賞經驗產生真實的幻覺，而觀眾竟也可隨著木偶與歌曲所幻化的世界一

同歡樂，一同悲傷。如果缺乏這種接近真實的幻覺，觀眾比較不容易產生移情作用，於是

道具仍只是道具，木偶仍只是木偶，而角色主題歌充其量也僅止於一個音樂作品而已。

四、結語

戰後臺灣的布袋戲班，並非每個戲班完全都主動參與跨媒體的合作。進入內臺商業劇

場表演的戲班，有的以劇情的曲折離奇取勝，而重金禮聘排戲先生進行合作，例如新興閣

承傳系統的掌中班在臺灣各地戲園表演時，幾乎未曾看過聘請歌手駐唱的紀錄，但是包括

小西園、五洲園等承傳系統的戲班，則往往以女歌手駐唱作為號召，以招攬喜好音樂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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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女性歌手演唱布袋戲南北管配樂，雖然是來自戰後某些戲園布袋戲班的傳統，而1970

年代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甚至與唱片公司的行銷結合為一體，終於發展出

媒體的複數動員的新文化型態。這種新的傳播網路，將布袋戲角色主題曲推向一個文化的

新紀元。作為一種創作的產物，雖然曾因過於氾濫而為人們所詬病，但1970年代電視布袋

戲角色主題歌所透露出來的現象卻是值得分析的。

這種跨媒體的嶄新創作，如果以前衛藝術的「現成物」（Ready-Made）來釐清，

可能更容易發現其異曲同工之處。現成物的觀念，最著名的應該是法國前衛藝術家杜

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所提出的。他認為透過藝術家的慧眼，可以將現成的日

常用品當作藝術創作的載體，重要的是以顛覆的審美角度，或藉著陌生化的視覺感受來完

成其創作（Cabanne 1986）。他相當驚世駭俗的作品《噴泉》，其實是將一個小便斗翻轉

角度，並簽上他的大名予以展示。小便斗，並非他創造的，而是早已存在的現成物。

傳統戲曲的音樂旋律，或曲調，可說都是歷代不同創作者所累積的成果，而很不容

易能指認出個別的創作者。這些早已存在的音樂旋律，無非都是一種現成物。將現成物翻

轉而賦予新意，對臺灣民間藝人而言，卻可說是一種創作的慣例。常見的情形是，他們在

舞臺上隨手拈來傳統的舊旋律，而賦予適應新的戲劇情境的新歌詞。如果將這些古老的旋

律當作一種現成物，那麼從現成物吸收靈感，而重新填詞，甚至翻轉其意義而發展出他們

的創作，似乎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面對戰後傳來的美國或日本音樂，是否也被視為一種

「小便斗」？對於講究智慧財產權的時代而言，這種創作觀點似乎有些奇怪。前衛藝術家

的觀點對一般民眾而言，總是頗具挑戰性的，但如果換個角度看世界，或許杜象透過他的

作品所試圖要告訴我們的是：現成物的存在，並非依靠其本身而存在，而是取決於我們的

思想和意圖。如果賦予新的標題，意味著換個角度觀看的重新出發，那麼即使陳腐不堪的

現成物也有可能在轉瞬間，如魔術般地變成另一個嶄新的東西。

從跨媒體的角度來看，這種角色主題歌的創作，從一開始可能只是無意識地跟隨音樂

流行，到後來卻發展出為個別戲劇角色量身打造的創作型態。從複數動員的觀點來看，它

結合了唱片與布袋戲等媒體，結合了不同的創作者，特別是作詞者與布袋戲主演，而且動

員了不同層次的觀眾／聽眾，而結合為一股流行文化的潮流。在表演美學的意義上，布袋

戲角色主題歌可說是一種浮動的、不確定的能指，無論是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音樂旋律，

製造出無論是歡樂、哀愁的戲劇性氣氛，或歌詞所輻射出來的意涵，深刻地激發可能的戲

劇表演的發展潛力。從擷取現成的歌曲作為創作的模式開始，如〈噢！媽媽〉之類的典型

範例，可能都早溢出了原有的創作預設框架之外。但現成物並不見得都能夠如此適切地顯

示出角色的特殊性格，因而逐漸產生了為特殊角色設計的主題歌。

這些為特殊角色創作的主題歌，有可能是布袋戲主演自己的創作概念延伸，之後才

交付音樂製作完成。例如將傳統戲曲音樂重新填詞、編曲，而成為特殊的角色主題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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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美人女暴君〉、〈秘中秘〉、〈孤單老人〉等，或源自日本曲而重新填詞的〈為何命如

此〉。但也有可能是來自音樂詞曲創作者的概念，而為布袋戲主演所採納，例如〈冷霜

子〉。但也有可能僅是歌詞創作者的構想，卻從未透過舞臺表演來實踐的一種可能性。

〈斷魂嶺鐘聲淚〉就是一個饒富趣味的範例，這首歌曲即使已經完成，但其相關的角色概

念卻未曾在布袋戲舞臺上實踐過。

這些布袋戲歌曲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使得戲偶舞臺上戲劇角色概念更鮮明動人，甚至

可能早已超越傳統戲曲音樂所及的，而打開了刻畫戲劇角色內心世界的可能性。當然，這

種創作模式也有其可能的限制，或許就在於其原始構想可能太過獨特、太過具體，反而限

制了舞臺表演發揮的可能性。從布袋戲角色創作來看，歌曲作為一種浮動的能指，無論是

著重於情感抒發，或揭發心理層面的矛盾與張力，如此的浮動、不確定，或許才是讓布袋

戲主演可以擁有更寬廣的創作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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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70年代布袋戲角色主題曲唱片

說明： 以各唱片公司發行的原始唱片封面與圓標為基礎。早期的海山唱片的圓標，並未

載明發行日期者，特別感謝陳和平提供的詳細資料填入。而國語歌曲者，則標以*

號。   製表人：陳龍廷

歌名 角色 戲齣 出版 編號 作詞 演唱者 發行年月

噢，媽媽！ 孝女白瓊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2 黃俊雄 藍燕 1970/6

孝子流浪記 史獻忠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2 黃俊雄 高泰 1970/6

小金剛 小金剛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2 黃俊雄／

葉俊麟

平松／藍

燕

1970/6

金剛風雲記 小金剛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2 黃俊雄／

葉俊麟

平松 1970/6

異國英雄 史豔文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2 黃俊雄／

葉俊麟

夏心 1970/6

浪人的目屎 三缺浪人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5 黃俊雄 黃俊雄 1970/7

萬里尋媽咪 史獻忠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5 黃俊雄 高義泰 1970/7

泣壯士 史豔文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5 黃俊雄 黃俊雄 1970/7

慈母淚痕 劉萱姑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5 黃俊雄 許瓊芳 1970/7

合買好合買爽 醉彌勒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7 呂金守 敏郎 1970/7

為何命如此 苦海女神龍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7 黃俊雄 邱蘭芬 1970/7

失意的人 史豔文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7 黃俊雄 黃俊雄 1970/7

魄力劍王子 劍王子 劍王子 惠美唱片 ATP1031 謝麗燕 郭金發 1970/8

鴛鴦怨 白秀英 劍王子 惠美唱片 ATP1031 謝麗燕 小燕 1970/8

為君愁 一劍秋 劍王子 惠美唱片 ATP1031 謝麗燕 小燕 1970/8

愛與恨 恨世生 史豔文 惠美唱片 ATP1031 黃國隆 尤雅 1970/8

萬里尋媽咪 史獻忠 史豔文 惠美唱片 ATP1031 黃文正 小燕 1970/8

慈母淚痕 劉萱姑 史豔文 惠美唱片 ATP1031 黃俊雄 小咪 1970/8

浪人的眼淚 三缺浪人 史豔文 惠美唱片 ATP1031 黃俊雄 陳乙 1970/8

劍王子 劍王子 劍王子 泰利唱片 TLA319 　 　 1970/8

愛你一世人 白秀英 劍王子 泰利唱片 TLA319 　 劉燕燕 1970/8

為君愁 一劍秋 劍王子 泰利唱片 TLA319 　 劉燕燕 1970/8

盲女神劍 盲女神劍 劍王子 巨世唱片 LW2017 　 邱蘭芬 1970/8

鱸鰻查某 鱸鰻查某 劍王子 巨世唱片 LW2017 　 邱蘭芬 1970/8

罪俠 罪俠 劍王子 巨世唱片 LW2017 　 呂敏郎 1970/8

金簫客 金簫客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許王 郭大誠 1970/10

碎骨崖 白花女俠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謝麗燕 劉燕燕 19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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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 角色 戲齣 出版 編號 作詞 演唱者 發行年月

公道伯仔 公道伯仔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許王 郭大誠 1970/10

俠女流浪記 玉琵琶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劉燕燕 1970/10

薄命的花蕊 彩虹仙女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許王 劉燕燕 1970/10

緣投囝仔娶某

未

醉美人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許王 郭大誠 1970/10

稻草人 稻草人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郭大誠 郭大誠 1970/10

小俠龍捲風 龍捲風 金簫客 泰利唱片 TLA317 許王 劉燕燕 1970/10

神秘夢中人 夢中人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8 黃俊雄 邱蘭芬 1970/11

正義者 萬勝劍 史豔文 巨世唱片 LW2008 黃俊雄 1970/11

風流豬八戒 豬八戒 新西遊記 臺聲唱片 TSR145 　 林松義 1971/1

新西遊記 片頭曲 新西遊記 臺聲唱片 TSR145 林松義／

李靜美

1971/1

三藏取經 唐三藏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2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1

孫悟空 孫悟空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2 黃俊雄 李祝惠 1971/1

天豔公主 天豔公主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2 黃俊雄 邱蘭芬 1971/1

荒城姑娘 豬八戒之妻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2 黃俊雄 邱蘭芬 1971/1

慷慨仙 慷慨仙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5 黃俊雄 呂敏郎 1971/2

尾仔才想著哩 沙悟淨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5 黃俊雄 馬里奧 1971/2

逍遙姑 逍遙姑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5 林天恩 邱蘭芬 1971/2

嚚嚚大褲呆 豬八戒 新西遊記 巨世唱片 LW2015 黃俊雄 呂敏郎 1971/2

大節女 大節女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黃俊雄 邱蘭芬 1971/2

忍 六合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2

矮冬瓜 矮冬瓜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林天恩 呂敏郎 1971/2

賣唱生 賣唱生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林天恩 呂敏郎 1971/2

醉俠 醉神龍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林天恩 呂敏郎 1971/2

勸世歌 賣唱生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黃俊雄 呂敏郎 1971/2

江湖女劍客 天劍女王 六合三俠

傳

巨世唱片 LW2016 林天恩 邱蘭芬 1971/2

漂泊的男子漢 南俠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藝昇 吳南海 1971/5

回頭是岸 變化千萬招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藝昇 吳南海 1971/5

慈悲王 慈悲王殘忍

祖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藝昇 吳南海 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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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 角色 戲齣 出版 編號 作詞 演唱者 發行年月

無聊的男性 南俠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藝昇 吳南海 1971/5

小神童 小神童崔猛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藝昇 吳南海 1971/5

流浪的盲俠 盲劍英 南俠 鈴鈴唱片 RR6146 義常 吳南海 1971/5

天南豔姬 天南豔姬 忠孝書生 泰利唱片 TLA321 　 劉燕燕 1971/6

孝子孤獨俠 孝子孤獨俠 忠孝書生 泰利唱片 TLA321 　 林松義 1971/6

為情為愛走天

涯

忠孝書生 泰利唱片 TLA321 　 劉燕燕 1971/6

神秘書生 神秘書生 忠孝書生 泰利唱片 TLA321 　 林松義 1971/6

劍海女俠 劍海女俠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周嘉麗 1971/7

牡丹望春風 牡丹望春風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雅惠 1971/7

流浪渡一生 流浪渡一生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林峰 1971/7

盲目遊俠 盲目遊俠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林峰 1971/7

一代情俠 一代情俠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林峰 1971/7

白馬金刀 白馬金刀 南北風雲

仇

三洋唱片 SAL023 黃敏？ 周嘉麗 1971/7

為何命如此 苦海女神龍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邱蘭芬 1971/9

萬里尋媽咪 史獻忠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文正 小燕 1971/9

愛與恨 恨世生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國隆 尤雅 1971/9

恨你一世人 神秘夢中人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邱蘭芬 1971/9

失意的人 失意人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9

正義者 萬勝劍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1971/9

合要好 合要爽 醉彌勒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呂金守 敏郎 1971/9

雲山秀士 雲山秀士 金簫客 東昇唱片 STA040 1971/9

浪人的眼淚 三缺浪人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9

慈母淚痕 劉萱姑 史豔文 東昇唱片 STA040 黃俊雄 小咪 1971/9

冷霜子 獨愁先生 史豔文 中外唱片 CS9006 黃俊雄 葉啟田 1971/12

多刺的玫瑰 黑玫瑰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47 蜚聲 麗娜 1972/2

大眾情人 女醫生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47 黃俊雄 方瑞娥 1972/2

大頭和尚 老和尚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47 黃俊雄 黃俊雄 1972/2

孤獨的流星 孝俠孤零星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47 　 余天 1972/2

天涯純情花 天涯純情花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57 麗歌 方瑞娥 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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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 角色 戲齣 出版 編號 作詞 演唱者 發行年月

影 ！ 你 在 哪

裡？

南宮形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57 蜚聲 葉啟田 1972/3

為錢賭性命 錢鼠海棠紅 六合三俠 麗歌唱片 AK857 黃俊雄 劉燕燕 1972/3

可憐酒家女 胭脂虎（江

湖一閃光）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西卿 1971/8

可恨的愛人 黑俠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8

少年進行曲 小亡命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三小貓合

唱團

1971/8

勇伯賣米粉 統一勇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8

孤單老人 孤 單 老

人（秘中秘

之母）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8

秘中秘 秘中秘 六合三俠 海山唱片 TKL102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8

苦海女神龍 苦海女神龍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陳和平 西卿 1971/10

南國情歌 牛車姑娘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黃俊雄 西卿 1971/10

相思燈 相思燈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黃俊雄 西卿 1971/10

醉彌勒 醉彌勒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陳和平 黃西田 1971/10

三缺浪人 三缺浪人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陳和平 林玉峰 1971/10

勇敢的小金剛 小金剛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陳和平／

陳林泉

張美惠李

美華

1971/10

風雨斷腸人 風雨斷腸人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1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10

波娜娜的夢 苦海女神龍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黃俊雄 西卿 1971/11

釣魚歌 南海釣叟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黃俊雄 黃西田 1971/11

無情無義的人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李玉桂／

陳和平

西卿 1971/11

夢中的媽媽 孝女白瓊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陳和平 丁一蘭 1971/11

恨我命苦 史豔文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黃俊雄 黃俊雄 1971/11

萬毒美人女暴

君

女暴君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黃俊雄 蔡慧卿 1971/11

恨你一世人 恨世生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陳和平／

陳林泉

西卿 1971/11

媽媽在哪裡 史菁菁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陳和平 張美惠 1971/11

可口的蛤仔餅 可口的蛤仔

餅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2 黃俊雄 丁一蘭 1971/11

中國強進行曲 中國強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6 黃俊雄／

陳和平

黃俊雄 1971/12

為你癡情 冷霜子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6 　 　 1971/12

君子三嘆 醜君拾字郎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8 陳和平 黃秋田 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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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 角色 戲齣 出版 編號 作詞 演唱者 發行年月

小二齒三兄弟 小二齒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8 黃俊雄／

陳和平

三小貓合

唱團

1972/2

男子中的男子

漢

天涯男子漢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8 黃俊雄 黃西田 1972/2

豬哥仔兄 豬八戒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38 陳和平 黃西田 1972/2

昔時賢文 教讀 六合 海山唱片 TKL1038 黃俊雄／

陳和平

三小貓合

唱團

1972/2

失戀亭 苦秋風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40 黃俊雄 西卿 1972/3

港邊傷心曲 大浪子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黃俊雄 1973/3

離別 金絲雀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李千慧 1973/3

黑道懷情* 藏鏡人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黃俊雄 1973/3

廣東花 廣東花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西卿 1973/3

無韁馬 史豔文？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黃俊雄 1973/3

心涼脾土開 怪紳士 史豔文 海山唱片 TKL1053 黃俊雄 三小貓合

唱團

1973/3

永遠難再會 李香蓮 大唐五虎

將

海山唱片 TKL1057 西卿 黃俊雄 1973/6

錯戀 玉蝴蝶林沖 大唐五虎

將

海山唱片 TKL1057 黃俊雄 黃俊雄 1973/6

叫我怎樣活下

去

奈何生 史豔文 海山唱片 LS1051 陳和平 黃西田 1973/9

命運青紅燈 史菁菁 雲州四傑

傳

海山唱片 TKL1066 黃俊雄 西卿 1974/3

憶無情 逃名客 雲州四傑

傳

海山唱片 TKL1066 黃俊雄 黃俊雄 1974/3

春風* 無名姬 雲州四傑

傳

海山唱片 LS2332 莊啟勝 陳盈潔 1974/6

神童* 神童 華視國語

布袋戲神

童

聲享唱片 SS3003 秦揚 楊文淑 19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