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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屬於台灣人自己創作的台灣歌謠，源於日據時

代。雖然第一首台語流行歌出版的年代，隨著曲

盤持續被發現，尚有爭議。但台灣歌謠界大多公認完成

於一九三二年的〈桃花泣血記〉，是第一首蔚為流行的台

語創作曲。隨後在優秀的詞曲創作者如周添旺、鄧雨賢

等人努力下，才有之後的〈雨夜花〉、〈望春風〉等名

曲。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年，可算是台灣創作歌謠發展的「黃金八

年」。

戰後，台語歌遭受一些困境；先是一九五○年代中期，台灣掀起一股

懷日風潮，唱片市場充斥日本曲調的台語歌。唱片公司直接引進日本曲再

填上台語詞，許多優秀的作曲家被迫封筆、轉行。一九六五年台灣電視開

播，台語歌星在國民政府積極推行華語的政策下被排擠、犧牲。

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國民政府明令禁播日本電影和日本歌曲，改寫

自日本曲的台語歌也受到波及遭禁唱。緊接著在一九七六年，當時的新聞

局長丁懋時在新公佈的廣電法中規定：「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一天只能播送

兩首台語歌。」所有靠台語歌生活的詞曲創作者、唱片公司、歌星，都成

了失業人口。直到一九九三年八月新聞局才將此惡法刪除。台灣歌謠整整

被無理地箝制了近十八年之久。

台語歌被無理箝制的時期，一九八○年代，台語歌以各種不同的曲風

出現，曾掀起一股嶄新的風潮，九○年代許多年輕歌手開始創作台語歌，

帶動台灣歌謠的第四個高峰期，不僅將台語歌帶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各種

形式的曲風也出現讓人驚艷的作品。其中，將台語詩改寫成具音樂性的

「歌詩」；透過優美易學的旋律，吟唱文學創作的詩體，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就是詩人莊柏林先生。

快樂童年 詩意起源

莊柏林，筆名柏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台南縣學甲鎮，隨

擔任教職的父親數次搬遷，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將軍鄉，喜愛大自然的

他，經常和玩伴到將軍溪戲水、釣魚，樹上的蟬鳴、鄉野間的小動物，比

課本更吸引他的目光。

十歲那年，莊父調回學甲鎮教書。莊柏林的祖先從唐山到台灣，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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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後的第十代。莊家第一代先祖來台時帶著六個

小孩，其中五人住在學甲鎮，屬於莊柏林家脈系的

第二代先祖住在學甲鎮草 村，「草 村」由於逢

雨就積水，造成滿地泥濘而得名。莊柏林的祖父遠

赴澎湖釀酒致富，在草 買下三十多甲土地。

莊父調回學甲鎮教書後，每天騎腳踏車從草

載著他到學甲鎮讀書，而放學、休假時，鄉村的田

野則是莊柏林無限延伸的遊戲場：抓蟋蟀、撿苦楝

子當彈弓的子彈打小鳥、飼養鴨、鵝、羊等各種家

禽與動物。「雖然當時二次大戰的戰火猛烈，但在

草 仍平安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這些記憶成為我

日後詩作中《鄉愁》、《童年回憶》的起源。」

十四歲考入台南一中，離家住在台南，時值二

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發生二二八事件，台

灣社會局勢紊亂，瀰漫不安的氣氛。當時台南一中

留級率相當高，幾乎每三班就留級一班，莊柏林順

利升級，也養成喜歡閱讀的習慣。最喜歡的課外讀

物是中、日文的大河小說，包括《失樂園》、《紅樓夢》、《西遊記》、

《三國演義》、等，也涉獵英語文學，如《莎士比亞全集》、《約翰克里斯

托夫》、《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戰爭與和平》。就讀台南一中

時，曾投稿自由青年、中央日報副刊、新生報副刊。

少年時代是個文學青年，莊柏林原有意報考文學院，走向文學創作的

殿堂，卻遭到父親強烈反對。在那個動亂不安的年代，從事文學創作，幾

乎註定一輩子窮困，父親希望他考台大醫學院，當時有句民間諺語「第一

做冰，第二做醫生」，當醫生不但社會地位高，也有優渥的收入，莊柏林

順從父親的意思讀自然科，卻在畢業後，突然決定報考法科。

法界公職 正義化身

謙稱自己讀書是「無所用心」，因此，自覺無法考取醫學院，考文學

院父親又反對，法科應該是最有把握的選擇，就這樣，一九五二年他考上

台大法律系。大一暑假，他提著一大箱行政官普考的書，到新竹縣頭份鄉

獅頭山的勸化堂，由於同學的母親在堂內修行，得以借住讀書，「當時佛

寺內沒有電燈，夜間照明端靠蠟燭、月光，我每天晚上點三支蠟燭，就著

燭光苦讀，除了吃飯、睡覺外，一天讀十五小時，直到考試前一天才下山

應試。」

靠暑假苦讀，在學中，一九五三年考取普考行政官，一九五四年考取

高考行政官第一名，一九五六年台大法律系畢業後，考上司法官第二名。

在預備軍官服役期間，擔任軍事檢察官，當時的軍事檢察官都必須聽

命於上級指示。他在台南第十軍軍事檢察官任內，有人向他密告有位士兵

偷竊手錶被發現，營長不移送法辦，竟私設刑堂，將士兵整晚吊在榕樹上

還以棍棒. 毆打，為了怕遍體鱗傷的士兵被發現，還將受傷的士兵關禁

閉，等傷勢康復再釋出。

莊柏林接獲密報後，隨即驅車前往軍營，當場開釋驗傷，不顧軍長、

軍法組長的干涉，堅持起訴上校營長及上尉連長虐待士兵。莊柏林笑稱自

己當時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卻已展現出他堅持正義的人格特質。

一九六○年派往新竹擔任候補法官，其後近二十年的法官、檢察官生

涯，繁重的工作和責任感驅使下，莊柏林幾乎和文學脫節。但在司法界服

務期間，有幾件經手的案件至今仍讓司法界人士印象深刻。

一九六四年，在嘉義擔任檢察官，承辦一件轟動全台的「一支毛案

件」。莊柏林無意間在地方報紙上看到一則社會記事，報社居然登載風聞

為「地下首席檢察官」，司法黃牛劉堂坤醫生的家務事，因而偵破這起強

姦殺人命案，也是冥冥中注定的因果。

二十歲的謝夏是劉堂坤醫院裡的護士，已有論及婚嫁的男友，為何會

突然自殺？莊柏林就到醫院搜查，查到劉堂坤在謝女的病歷中填寫：患急

性大葉肺炎死亡，莊柏林當場扣押這張不實的病歷，並開棺驗屍，在謝女

的下體找到一支不同的陰毛，經送國內外檢驗機關鑑定確為劉堂坤所有，

且謝女全身有強力安眠藥的殘留反應，才得以偵破這起色膽包天，駭人聽

聞的姦殺案。

一九七三年，擔任台中高分院法官，判處台灣司法史上第一

個死刑犯的女性。主嫌黃金蘭和親家有姦情，後來親家向黃女的

丈夫借錢被拒，便唆使黃女毒死自己的丈夫。案發後，親家得知

被判無期徒刑後服毒自殺，評議時莊柏林雖主張將黃女改判無期

徒刑，但庭長和陪審法官不同意，堅持死刑。「三審確定判死刑

時，黃女在囚車內抱著法警痛哭，哀喊『救命！』的情景，令人

終身難忘。我雖然是主審法官，也救不了她一命，讓我感慨人生

的無奈。」

心繫薊花 投身文壇

至於為何在一九七七年為了文學創作而捨棄公職，莊柏林望向窗外隨

風搖曳的苦楝子，轉身從櫥櫃中拿出一只紙盒，謹慎地打開包覆的棉紙，

一朵乾燥的薊花靜靜地與莊柏林無言相望；雖無言，卻已語盡萬千。

但丁在創作「神曲」時，將自己對初戀對象貝德麗采的思念，藉由作

品將愛人幻化為樂曲裡的各種角色：天使、女神、少女。而促使莊柏林投

身文壇的最大轉折，正是這朵薊花的主人，故事要從一九六六年講起。

莊柏林年幼時所

拍的全家福，前

排右一戴帽子的

小男孩就是莊柏

林，無憂無慮的

童年，成為他日

後詩作的題材。

擔任法官公職時

的莊柏林，勇於

對抗權勢，堅持

公理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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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莊柏林擔任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奉派代表台灣參加聯合國設在東

京的犯罪處遇學院見習，專攻「少年犯罪心理學」。在東京大學時，經朋

友介紹認識一位就讀東京女子醫科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兩人用日語、英語

交談，相當投機。幾次相約郊遊途中，日本女孩經常唱一首北海道的民謠

〈薊花〉給他聽，並利用等車的時間教他唱，莊柏林從未看過薊花，日本

女孩答應寄樣本到台灣。

或許是異國的距離美，相識幾個月內，兩人保持精神上的友誼，返國

時，日本女孩到機場送行，雙眼含淚，不忍道別。並在他回台後不久，寄

來她專程回到故鄉愛知縣採下的薊花，雖然經過三十幾年，莊柏林始終保

存已乾的花顏。

當時已婚的莊柏林只能將這份情愫當作生命中曾經擁有的美好，卻在

四年後接到日本女孩的電話，竟是偕夫婿來台新婚旅行，希望回日本前和

他見個面，莊柏林帶她參觀法庭和自己的辦公室，離去前，日本女孩要求

和他合唱這首民謠〈薊花〉，歌聲中含著悲傷的眼淚。

「薊花」，從此成了莊柏林心中的牽掛，也是他日後寫詩的觸媒和詩作

的靈感來源。為了能每年欣賞盛開的「薊花」，莊柏林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尋覓薊花芳蹤，從馬祖南竿到台北縣三芝鄉，細心呵護的薊花綠葉，等待

花期，綻放美麗與相思。 一九九四年，他將發表的詩作「薊花」拿給作

曲者王明哲（筆名車城人），並訴說背後的故事，當時王明哲正遭逢婚

變，想著自己的傷痛和〈薊花〉背後的淒美，王明哲整夜譜曲，流淚到天

明。

要將薊花放未記，卻在夢中雨水滴，

恬恬徘徊，山峰綠葉，今世未凍再相會。

白天律師 夜晚詩人

一九七七年，莊柏林離開司法界後，自組律師事務所，兼淡江大學、

文化大學教授，「寫現代詩初期，特別感謝當時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的

女詩人沈花末，剛開始寫華語詩時，沈花末常打電話表示意見，經修正

後，常會刊登，讓我產生信心，持續創作。」

在詩作上，莊柏林特別欣賞李商隱的象徵主義意象，例如《夜雨寄北》

中「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錦瑟》的「此情可待成追

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無題》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

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辭去公職後，養成白天處理法律工作，夜晚創作文學的習慣，白天

是硬梆梆的法律人，到了夜晚，一個人在獨立的房間，想像的翅膀自由飛

翔，飛向宇宙、銀河，飛向童年、故鄉，在思緒自由飛翔的世界裡，沒有

理性的法律，也沒有理則的邏輯，在我詩作的字裡行間，嗅不到絲毫法律

8

這朵乾燥的薊花，

有著一段美好卻無

緣的情愫，也是促

使莊柏林投身文壇

的最大轉折。

的氣息，除了有人建議我寫理性題目的詩時，我才會恢復知性的感覺。」

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第一本華語詩集《西北雨》（台笠出版社）。對於

早期用華語寫詩，莊柏林表示：「台灣受國民黨威權統治半世紀，並以華

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透過教育體系強制推行，就現實層面來看，華語有

統一的文字和注音，加上數十年的華語文學訓練，用字思想一致，較容易

發揮運筆的力道。台語文學因為沒有標準用字的背景下，創作時用字的斟

酌、推敲即發生嚴重困難，這也是我先華語後台語創作的原因。」

莊柏林出生於日治時期，高中以前用日語，國民政府來台後，又被迫

學習華語，台語對他而言，是最親切卻又疏於親近的鄉愁。「小時候，母

親不會講日語，也不會說北京話，母親的一言一語，就是我學習台語的基

礎，例如『無半滴雨』、『目屎掛目墘』，這種語言，成為我生活的每一個

細胞，直到我一九九○年開始用台語寫詩，這些蘊藏在生命底層的語言，

如火山爆發般，靈感如泉湧，變成我台語詩的主要結構與詩想。」

促使他用台語寫詩的最大動力，是為了追求台灣的獨立人格，「這種

想法在彭明敏一九五六年教我國際公法的時代就已經萌生。我決定離開公

職時，已經是四十幾歲的人，讓我開始思索台灣要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

的前提就是語言的保存，語言應該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目前，台灣的族

群裡，外省、客語、原住民語言，都有標準的文字及注音，佔總人口數七

成以上的閩南族群，竟然沒有統一的文字和注音。」用台語寫詩面臨用字

問題時，莊柏林會參考王育德著《台語入門》和廈門大學周長楫所著《普

通語閩南方言辭典》。

一九九三年出版《苦楝若開花》詩集，故鄉的景色、花草、雲雨、日

月星辰，以及母親講的故事，自己讀書的歷程和各種冒險經歷，都成為這

本詩集的題材。例如：「落雨的日子」、「一步珠淚」、「苦楝若開花」、

「阮若想起」、「五王過海是眠夢」、「萬善爺囝仔仙」、「五分車之戀」

等，都和這塊所生長的土地息息相關。

該詩集在詩界引起廣泛討論，詩界於一九九三年在台北市耕辛文教院

舉辦的研討會上，對這本詩集作出以下的結論：「一首詩就像一朵花的世

界，莊柏林的詩篇中，盛開著本土與母語並列的雙蕊，讓雜草和亂泥烘托

出它的存在，在『題材』和『語言』交互重疊的土地上，散發著詩人入世

掙扎的光譜。」莊柏林於一九九四年榮獲南瀛文學詩獎，九七年獲鹽分地

帶新文學貢獻獎及南瀛文學獎。

詩曲結合 精緻曲風

「從一個詩人的立場，希望將不易瞭解的詩想，讓一般人可以接受，

我想起古代詩經，甚至以後的辭、賦、詩、詞、曲等，都是和音樂結合，

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在妻子李三嬌的建議下，將我的詩作和樂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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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真實叫出我的名叫做台灣，

舉起玉山的肩胛，泅過海洋的胸坎，

踢開擋路的石頭，打開百年的鎖鏈，

大聲叫出我的名台灣。

大聲叫出我的名台灣。

莊柏林強調，他的每一首歌詩的前身都是現代詩，許多譜

曲者在副刊上看到他發表的詩作，自動寫曲，有一部分是創作理

念相符持續合作，為他的歌詩或現代詩譜曲者包括王明哲、王美

雲、黃南海、郭孟雍、郭芝苑、郭建霖、郭大誠、林福裕、蕭泰然、

鄭煥壁等人。其中，較常合作的譜曲者如王明哲約五十曲、王美雲近百曲、黃

南海二十曲，均分別於一九九六年出版「莊柏林台語詩曲集」，一九九七年

「台灣藝術歌曲集」，二○○二年「南瀛的歌聲」，大部分是台語詩。

生命榮枯 設立詩獎

一九八八年加入本土設立最久遠的《笠》詩社，九一年獲選為社長，同

年，設立「榮後文化基金會」，每年頒發「榮後台灣詩獎」。成立「榮後文化基

金會」，有著一段感人的故事和莊柏林對生命的體悟。

父親莊後，村人都稱呼他「榮後」，在莊柏林求學過程中，父親經常用腳

踏車載他，從小學直到國中畢業。父親是一位教育家，曾任校長多年，薪資不

足養家。課餘種田，一年只從鹽分地帶收成一牛車的稻穀，都讓孩子帶到台南

的宿舍煮食，三餐和祖父母吃著參雜大量蕃薯芊的米飯，樂天知命，對生活充

滿希望。父親的生活態度帶給他相當大的啟示，他在司法公職前途看好之際，

毅然退休，投入現代詩創作，就是有意學習父親，尋求正確的心靈方向。

一九八六年秋天，莊柏林罹患良性腫瘤，開刀治療期間，父母的掛慮，讓

自己備感愧疚與痛苦，病痛中他從泰戈爾的詩境中得到慰藉，也讓他思索如果

以父親「榮後」的名義成立基金會，或能給認同這塊土地的詩人一些實質的鼓

勵，透過詩作，拯救為拜金主義所麻醉的社會，也算為這塊土地略盡棉薄。便

在九一年成立「榮後文化基金會」，至今仍每年設文學獎、成立台語文學營，

散播台語文學、台灣文化的種子。

投入現代詩壇二十幾年，莊柏林創作不輟，成績斐然，著有詩集《西北

雨》、《苦楝若開花》、《火鳳凰一、二》、《莊柏林台語詩集》、《莊柏林詩

選》、《莊柏林台語詩曲集》及《民訴法》、《強制執行法》、《商事法》等

書。二○○三年獲青商會頒發文化薪傳獎，台南縣政府文化局預計出版他的著

作，包括「台語現代詩」、「台語七字仔詩」、「華語現代詩」、「華語散文詩」。

在台北都會區辦公大樓的陽台上，莊柏林種出一片空中花園：苦楝、金

桔、菅芒、茶花⋯⋯，還有幾盆專程買回的「薊花」；泥土的芳香、情愛的牽

繫，莊柏林的「台語歌詩」，譜寫出台灣這塊土地最精緻的詩篇。

合，才有『台語歌詩』的曲風。」

一九九一年，和王明哲合作第一首歌詩〈自汝離開了後〉，將文學型態的

現代詩，譜寫成讓人容易理解又能朗朗上口的歌詩。在王明哲的建議下，刪除

現代詩不容易作曲的部分，並且將意象、情感連貫的部分詩句，重新編排修

潤。如果將原詩與修改成歌詩的歌詞兩相比較，歌詩較有韻律感和音樂性。這

首〈自汝離開了後〉是在母親過世後，目睹父親思念母親的情景，所寫的歌詩：

自汝離開了後，天色漸漸暗，

汝的形影，汝的形影，是阮寂寞的暝。

自汝離開了後，露水漸漸重，

汝的形影，汝的形影，是阮傷心的夢......

十五年前，莊柏林的母親罹患肺癌末期，就醫期間又跌斷腿骨，開刀補

釘，為了就醫方便，莊柏林勸母親留在台北，母親雖勉強同意，但心繫故鄉，

莊柏林只好開車送母親回台南老家，當車子停在家門前，母親自己打開車門，

踏著故鄉的泥土，大聲說出：「我的病好啦。」但相隔幾天，仍緊急送醫，最

後安息於故鄉老家。母親過世後，他寫下〈故鄉捌佇遙遠的夢中〉歌詩，表達

對母親的想念：

故鄉捌佇遙遠的夢中，小火車送走遠去的童年，

彼時有雨也有詩，雨的終點是遠遠的玉山，

詩的起點是遠遠的思念，

情相連，心相牽，如何編織故鄉的美夢，

故鄉捌佇遙遠的夢中。

除了將台語詩改寫成台語歌詩外，莊柏林也會將華語詩作改寫成台語歌

詩。收錄於《火鳳凰》詩集中的華語詩〈等待〉，就曾改寫成台語歌詩，由身

兼教職的音樂家王美雲譜曲，詩評論家呂興昌教授將這首歌評為「最有意象的

敘情詩」：

汝講的點點滴滴，究竟是風亦是雨，

行過多少的街路，也是看未出前途，

漫漫的長眠，算未清的天星，

即陣是寒天，汝在佗位，

等待啊等待，汝在佗位。

另一首改寫自華語詩的台語歌詩為〈叫出我的名台灣〉。莊柏林強調，自

由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制度，為世人所肯定。在這首歌詩中，有鄉村、有城市，

有北台灣、有南台灣。這首由音樂家蕭泰然譜曲的歌詩，在台灣正名運動中被

選作主題曲，進行曲的曲風，突顯台灣的國格：

不管佇草地的暗暝，不管佇都市的日時，

愛就真實叫出我的名叫做台灣，

不管佇下港出世，不管佇北部大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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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現代詩壇二十

幾年，莊柏林創作

不輟，成績斐然，

並於一九九四年榮

獲南瀛文學詩獎，

九七年獲鹽分地帶

新文學貢獻獎及南

瀛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