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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西庄之俗諺

邱煇塘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閱覽組主任 )

壹、前言

臺灣各地都有通俗的諺語或農諺，透過優美或對仗的詞句組合，確實能

夠反映出臺灣的農村景象，鄉下人的勤儉、純樸與憨厚之面貌與心聲。優美的

諺語或農諺，同時也是記錄臺灣特殊人文景觀，以及臺灣人與大自然環境的互

動情況，也算是全民的生活經驗與智慧結晶。全臺各地所留傳的諺語，種類多

而有趣，例如：無轎用牛車、無頭紗就用手遮；無鑼無鼓、就成尪某；這兩句

諺語，都表示結婚雖然是人生大事，但是仍有很多貧窮人家，卻只能以克難方

式，草草結成夫妻。其它各種俗諺內容，還包括一般平民的生活寫照與百姓的

無奈心情，例如：人二腳、錢四腳；真鬼祭會走，酒鬼、賭鬼愈祭來愈多；庭

前出瑞草，好事不如無；豬來窮，狗來富，貓來起大厝；一審重判，二審減

半，三審豬腳麵線。也有老百姓對大自然與氣象的讚嘆與期待者，例如：四月

北風旱，五月北風水滿岸，六月火燒埔，七月好兄弟走濕路；六月吹海西，涸

旱涸到無水通好洗之眉；夜雨日晴，天下太平；一雷鎮九颱、無雷厚（多）風

颱(颱風)；六月初一有陳雷，今年風颱有較少（豐收年）；�四月芒種雨，五月

無乾土，六月火燒埔。在《全臺詩》中，就有呂宗健＜哀王孫＞一篇長詩歌，

中云：「又兼西北一聲雷，六月颱風靜不響。」�還有反映鄉村農人的苦與樂，

例如：雨打五更，日晒水坑；八月半，田頭田尾看；田水白波波，牛犁拿來

1… 本 (2006) 年陰曆六月初一日，在嘉義縣北部鄉鎮地區即有雷雨，已印證此諺。本年幾次颱風警報，

幸均未登陸，且各地農作物普遍大穫。

2… 呂宗健，〈哀王孫〉，《全臺詩》第肆冊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 年 )，頁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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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落冬真艱苦，收冬去七桃(旅遊)。以下收錄七則諺語，這是我們在進行編

修西庄陳氏族譜時採集到的，這些俗諺可以算是西庄與東庄人的共同記憶。從

這些俗諺內涵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傳統聚落的庶民心聲與鄉紳耆老的智慧，

也可以看到農業社會村民的勤儉個性，有些還能反映出西庄與其相鄰聚落間的

互動關係。這些寶貴的諺語，分別是由陳文祥、陳金來、陳竹聯、陳蔭、楊

西，及廖慶六等人所提供或報導的，特此聊表誌謝之意。�

貳、在西庄地區採集的俗諺

一、西庄人甘願牛車漆得紅記記，也不願為著請客來作戲

西庄在明末清初是屬於諸羅縣開化里管轄，目前則是官田鄉四十七個自然

村（庄）的一個聚落。西庄聚落住民之祖先，以從事耕農行業為主。西庄的主

要農產品，從過去的米、糖，到現在的綠豆、芝麻、菱角，以及柚子、芒果、

酪梨，不管是產量及品質，都是名聞全臺的。西庄的氣候可以讓農民有一年三

熟之利，加上這裡有嘉南大圳及葫蘆埤的水利灌溉設施，因此提供西庄人一個

非常好的農耕環境。但是更難能可貴的，就是西庄人的勤奮工作與節儉生活的

精神。西庄人除了自耕田地之外，還會利用農閒時期出去打零工賺外快，他們

更懂得利用牛車去賺錢。過去交通運輸不發達時代，大家得依賴牛車來載運大

宗的貨物，例如稻米、地瓜、甘蔗、煤炭、建材及各種農產品都有。牛車當然

是主要的生財工具，因此必須時時加以愛惜與保養，村民會把牛車照顧得很漂

亮，特別是漆上紅紅的油漆，把牛車裝飾得很醒目耀眼。在另一方面，西庄人

也頗節儉成性，他們一向不喜歡炫耀財富，就算參與每三年一次的麻豆割香廟

會活動，自古以來也都是採取「割么香」方式，也就是各庄相約只辦迎神遶境

而不設宴請客。在此節約風氣影響下，西庄村廟也就沒有舉辦建醮，而常年的

神明聖誕也不演戲請客，大家都不設流水席、不舖張浪費，這正是西庄人節儉

生活的最佳寫照。

3… 本文之諺語資料採訪時間，從 2005 年 8 月初起到 2006 年 10 月底止，曾以座談和個別討論等方式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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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過去如果是官佃之佃農，其雨暘順暢，耕作所得的農產品，收

穫還要與官府三、七分帳，也有二、八分的�，是視土地之肥、瘠而定的章法，

後人自毋庸置言。通常當官佃的佃農，不是貧民、就是弱農，所耕作的田地又

是下下則田，在吏清民醇的社會，維持生活已經是每日的痛、生計維艱；更何

況尚有貪官污吏的上下其手。南部地區道光二十四年有郭光侯的抗租及上控

案�，即是血淋淋的教訓。清朝官吏征賦態度是很嚇人的，還有「將穀折銀」的

措施，並且以「穀二米一」折算。知名的臺灣歷史學者王世慶教授研究指出，

清代道、咸、同年間，臺灣北部穀價表（1843--1869），即是以「穀二米一」

為換算標準。�其實，穀二米一，是清朝治臺官吏吃定臺灣人瞞天過海的把戲之

一。

官田鄉西庄村的人，為了生活的免於匱乏，只好重視並好好保養唯一的生

財工具—牛車；張湄的詩中有一首＜牛車＞言：「短靷高箱服兩牛，柴車輓運

健於舟。五更殘月夢初醒，角韻嗚嗚生客愁。」�五更之前就要去工作，生活夠

艱苦、也夠勤勞的了；張湄替辛苦的農民感慨、同情，著詩予以舒發、慨嘆。

可見「人心都不是鐵鑄的」。人人都有同情心、同理心，設身處地的體恤、發

愁、感懷。什麼人應勞於形、什麼人應勞於心，似乎是已命定。自身必為稻粱

謀而遠渡臺灣、勞心的巡臺御史張湄，也深富道心，感懷的體恤勞力者的辛

勤，述之以憫恤詩語，不但至為可貴，且將被其同情的對象，以歌詠出之懷

想，詩詞經歷無情時光之嚴篩酷汰，其詩篇尚能流傳，供人傳頌，是必然的結

果；令後人感懷其仁恩。

4… 陳璸，《陳清端公文選》(臺北：臺灣銀行，1961 年 )，頁 21-22。

5… 國家圖書館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編者，2003 年 )，頁 471。

6… 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臺灣文獻季刊》，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 南投縣：

臺灣省文獻會，1988 年 6 月 30 日 )，頁 23-29。

7… 同註 2，第二冊，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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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南鯤身代天府收藏的牛車

二、做牛不硤蔗，做人不踏車�

西庄是一個典型的農村聚落，耕田當然要靠牛隻，而過去最多曾有超過

五百頭牛隻之盛況。西庄過去也有舊式的糖廍，村民辛勤硤蔗製糖並外銷各

地。同時，在清康熙末年，西庄與隆田之間，也興築了一處葫蘆埤，農人利用

它蓄水並灌溉很多農田，但有時還須借助於水車的汲水。硤蔗靠牛拖，水車靠

人踏。兩項工作都是相當吃力的苦差事，因此有做牛不硤蔗，做人不踏車之諺

語。

鄭經主政臺灣以後，由陳永華策劃，立廟、興學、燒瓦、曬鹽、植蔗。

清朝張湄於〈茅港道中〉，也提及甘蔗，可知臺南地方很早就是蔗糖的產地，

而西庄地方種蔗煉糖更有一段悠久歷史。硤甘蔗取蔗汁熬白糖，其工作是一系

列性的，每年十月開工以後就不能停頓，要直至翌年四月全部作物收穫完成；

才得結束、很累人。舊式「硤甘蔗」是以兩個有凹槽巨型石柱。以牛隻頸輓軛

弓、拉動環繩轉動石柱，夾硤甘蔗枝使碎裂出漿（糖水），將糖汁接起，加石

灰再燒、再煅，一再的過濾、再濾清，曬乾、使成為赤糖或白糖，過程十分艱

8… 硤甘蔗，為常聽之句，硤為生僻字，讀者鮮確悉。「硤」字，臺、華音、義皆殊。未若「窵遠」、…

「芫荽」、「旱魃」三詞，臺、華音、義、字皆同。恐不明其字，特說之。「硤」，臺語唸「客」( 與碾

米之碾同音，但義異 )。謂：以兩座豎立圓柱巨石互相滾動，強迫壓榨甘蔗桿，取其糖汁，再從而煉

製成糖粉。華語音俠，專指鄉鎮名而已。另有「啃甘蔗」一詞，與硤甘蔗音同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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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牛隻牽動石柱所旋繞的範圍，方圓不超過兩丈，久旋必暈，更何況要日、

夜輪流，休息很少；當然，做牛不硤甘蔗；苦也、沒有甜頭也。

日治時期臺灣開始啟用新式製糖方法，但民間卻有「第一憨，種甘蔗給

會社（糖廠）磅」之俚語，它正代表著無數蔗農的無奈心聲。過去糖廠採收甘

蔗，通常是委託推廣種蔗之「原料委員」，再由「請負（包作業）」負責甘蔗

採收作業。甘蔗砍下後，先由牛車載運到蔗場，然後再由糖廠小火車運到糖廠

製糖。新式製糖過程繁複，糖廠「動廍」期間相當忙碌，採蔗工作職務分成好

幾班。採蔗現場有專砍甘蔗工、修蔗根女工、專運甘蔗牛車、及專飼牛隻等

等。西庄附近還有大片甘蔗農場，不但可以親睹採蔗流程，莊內還有小火車線

路及裝運蔗場等設施，頗令人回味。

踏水車完全靠腳力，通常是兩人一組，並以一炷香、約兩小時為一班輪

替。水車是挽救高灘地，無水可供灌溉之辛苦措施；或是適遇旱季，必須汲水

灌溉的不得已作為。汲水送往高處，不但受水量、水源的牽制；要是嚴重乾

旱，所汲起來的那一點點水，馬上被蒸發，再怎麼努力以赴也灌溉不了整區的

田地，如果整區田地不能灌溉足，等於「白幹」。所以心急，心急則「易失覺

查」，搞不好會受傷，因為汗流、水滑之原因，如滑腳，後果嚴重；汲水、踏

水車很讓人視為畏途，常常會弄到全身濕漉漉，不好受。衡之於很普遍的一句

諺語「逼水無流」。可見從低處往高處汲水的「踏水車」是多麼辛苦。另一層

意義是「涸埤」的踏水車，把池塘的儲水汲乾，叫做涸埤；恰好與前面的踏水

車相反，前面是汲水進去灌溉田園；後面則將水抽出，護池、捕魚、清底。

捕魚作為菜餚；保埤，讓埤塘的魚吃起來不會有臭土味，護池唯一的方法，就

是定期的清理池塘；而池塘底累積的污泥，車運至地勢較低的田地，不但可

以改良土質、增加肥腴，而且可以墊高田園。但是，都是很累人的工作。汲乾

池塘水的踏水車工作，大約都在冬季實施，冬季比較不會下雨。如果踏水車不

夠賣力，則附近田園的滲水流入，本身池塘潭底的泌水，其生水的速度，要是

比汲水快，等於「做白工」；苦也！踏水車汲乾水塘，更含有另一層的見證意

義在。如果該項工作是因商販標購池中物，而汲乾池水，因為池中物眼觀無所

見，臆測也不確，到底要出多少價錢才能標到、才算合理？很難拿捏；低標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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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誠所喜，踏水車的人也無份；標高獲寡，商販不堪損失，踏水車者會被惡臉

相向，連工資都無處申領。所以，「做牛不硤蔗、做人不踏車」，此俚諺是

「秉性惡勞的腳註」。

北門代天府收藏硤甘蔗用石車

雙人踏水車�

三、西庄人若飲到大井水，伊不肥也會水（漂亮）�

這是指日治時期曾任西庄保正陳老之家，在過去因得地靈之利，他們家

9… 吳明韞編，《嘉南大圳建築工程簡介》（嘉義縣：編者，1998 年 )，踏水車照片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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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口大井水，不但井大、水深，而且水質甜美、還可以供應村人的飲用需

要，這是多麼難能可貴之水資源。可是看看鄰海的北門鄉，該鄉的地下泉水卻

含砷量高，那裡不是烏腳病的高危險地區嗎？為何地靈獨鍾於西庄村？也難怪

會生出臺灣第十任總統陳水扁先生，並得民眾的力挺再度連任。說實在話，現

在人的生活太方便了，家家都裝有自來水，因太方便取得，因此不用再天天去

做汲水、挑水的勞動工作。有福氣的現代人，口頭禪就是：「減肥」兩字，也

真奇怪，整天電視媒體都是這種廣告。男男女女為了外在美而來減肥，只做到

兩個字「少吃」就好了，也要多做些運動才行啊。鄉下人飲用自家村莊的大井

水，婦女們天天圍在井邊打水洗衣服，鄉下人的物質生活雖然比都市人清苦

些，但左鄰右舍、阿嬸阿姆，天天都能在大井邊碰面、問好，這是多麼溫馨感

人之場景。西庄有大井水之小故事，相信在很多別的地方，也同樣會有古井鄉

情之畫面與回憶，井水讓人懷念起農村的樸實生活，同時也讓人體會到，做人

必須懂得飲水思源之大道理。

四、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

這句諺語不只在西庄流傳著，在三、四十年前的臺灣諸多鄉村地方，也

是隨時可以聽得到的一句俗語，但它卻是語帶喜悅、無奈、諷刺、警惕，令人

感到五味雜陳。過去的農村人家，因為生活清苦，環境衛生又差，醫療也不普

陳家百年古厝(地號312)前院有一口古井，現在已經加蓋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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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此每當婦人要臨盆生產時，往往就要面臨一個生死重要關頭。「生贏雞

酒香」，表示產婆已經順利為你接生了，而在你做月子期間，家人也天天為你

準備一鍋麻油雞酒，做為身子進補之用。但以現代人來說，物質條件很優渥，

誰還稀罕雞肉？只是舊時物力短缺，因此豔羨香噴噴的麻油雞，也冀望因生產

而享點口福，才有此諺語之產生。婦女懷胎十月，然後產下兒女，是何等的大

事、喜事！補補身、也理所當然，不必羨慕他人而出諸酸語，流一流口水就好

了，產婦可是拼老命才得「生贏」。否則，生輸四塊板，草草入棺埋葬，賠掉

老命一條。生為女人，命運是多麼的可憐、可悲啊！

祖先時期，醫院、醫藥、醫學、醫護、醫師、醫生、醫療、醫界、醫術

等等都不若現在進步，夜間又沒有電燈，生產胎兒當然冒很大的危險。因生產

而亡，所在皆有。記得吾師喬衍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自序＞之末，記日期

時，總是寫「記於母難日（即指他的生日）」。我們應當時時懷念母親，感恩

母親，這才是對的。「失去娘」是多麼嚴重的事，當事者昏頭轉向、錐心泣

血、六神無主、任人擺佈、不能自主、哀毀逾恆、悽悽切切、慘不忍睹。竟然

有人以此時機特贈送超大厚賻，此一行為可以反證喪家主人平時樂於助人，及

不受回餽情操。然而致賻者後來伺機故意打擊落水狗，最最不道德，不判其罪

已經有失天理；但願這一種人早遭天討、冥誅、天譴，不要留在社會上污染他

人。依臺灣人的習俗，在喪事未滿周年之前，親戚之間要是有同樣的不幸事件

發生，守制的喪家其「紙敬」都不能親自送到新喪的親友家，要由旁人轉送

才合乎禮數。就是在那個周年祭之前的時間範圍內，喪家連最普遍的「七月普

渡」都不可以舉行，更何況其他吉事。人一旦遭逢母喪，心神已夠亂的了，難

道致送厚賻是來慶祝，不是弔唁、不安好心。

五、拔仔林賴瑞，伊在生害四方，死了敗東庄

東庄舊聚落，三面有番子橋埤（葫蘆埤）環繞，因此村民出入都靠撐竹

筏，對外交通確實相當不方便。過去一直有「東庄有簰無篙，有篙就不驚敗」

之傳說，此話表示東庄進出都靠竹簰，可惜該村住戶中，就是沒有姓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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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因為高、篙同音，如果該庄有高姓人家，就表示村民有長竹篙可撐竹筏，

人員進出及日常生活，都比較會有安全感。此地村民也傳說，小偷強盜都不敢

進東庄，因為小偷進入東庄若被發現，就有如甕中捉鱉，只要封住唯一的出入

口，其它三個方向因為都是一、二丈深的埤水，就算跳進去也是死路一條。另

外更有一件很無奈的傳說，就是外庄女子都不願嫁給東庄男人，因為日後她們

若想回娘家，都必須先坐竹筏過埤水，再走一段很長的田間小徑，路途不但遙

遠且很危險，這也是造成東庄年輕人，比較不容易娶到老婆的原因。

官田鄉的拔仔林庄，是以賴姓為最大姓氏，但分屬三個不同淵源系統，

而賴瑞就是其中的一個系統。賴瑞家族之祖籍在福建泉州府，在臺裔孫分成七

大房派，他們聚居在拔仔林庄的西北角。據說在前清乾隆年間，他的家族已

富甲南臺，為臺灣府轄下的豪紳。賴瑞本人懂得地理勘輿術，而其胞弟賴營

（1743-1768）又是諸羅縣學的一名秀才。�0拔仔林庄和西庄、東庄，三個傳統

聚落相距不算遠，過去明末清初時期，同屬於諸羅縣開化里之轄區，村民互相

往來，倒也沒有聽說有械鬥等恩怨發生。

根據耆老傳說，賴瑞生前雖然相中東庄附近一塊「仙人獻手」地理好穴，

但是死後子孫所聘請的風水師卻弄錯方位，他把賴瑞之墳墓風水，正面朝向東

庄楊姓五落大厝。自從賴瑞墳墓葬在東庄村附近以後，因它與東庄氣脈相衝，

不但有剋東庄之弊害，同時也對賴瑞墳墓本身造成不利，所以東庄就因此日漸

沒落，該村人口也逐漸外移而慢慢減少；而賴瑞之墳墓，不久也就改葬他處去

了。事實上，在東庄舊聚落地區，原本住有楊、陳、王、何等姓氏，到目前為

止，就只剩下一戶楊姓第三房的人家。東庄楊氏其他四大房都已遷居他地，聽

說在臺北大東庄一地，就有三千多戶楊姓人家遷入，另外有何姓人家，也遷居

往隆田路東邊的現址。過去鄉下人知識文化水平較低，一般人對於勘輿師也

都懷著敬畏心理，他們對風水仙一向是必恭必敬的伺候著，因為未來家族的

禍福命運，一切都由他操控著。因此，半吊子、騙仙仔、自私自利的「地理仙

仔」，在社會上就時有所聞，人們對具有私心的風水師，也常以「背封金（骨

10…井迎瑞編，《官田鄉志》(臺南縣：官田鄉公所，2002 年 )，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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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看風水」之諷刺話對之。賴瑞在世時，其為人處世與勘輿造詣如何，因時

間距今已久，我們不得而知；但如果硬說風水是被他一個人給破壞了，並使東

庄幾乎變成一處廢墟，就顯得有點太過誇大其詞了。另一方面，在東庄、西庄

也有一種傳說：「有庄頭就有東庄人、有埤圳就有下營人、有港口就有雞籠人

（基隆）。」前兩句諺語所代表的意思，可能是東庄因地理環境改變，才造成

人口大量外移他鄉另謀發展。而下營人最會開埤造圳，他們是懂得利用水利池

塘養殖或種植謀生的人，臺灣最早引進菱角種殖的就是姜姓下營人，據說他在

回福建漳州謁祖時，也順便攜回幾株菱角種。��

六、搖訝搖，東庄做戲輸瓦窯

有廟、有厝才成庄，這是形成傳統聚落的共同現象。西庄及東庄、瓦窯

庄，三個傳統聚落緊鄰著，過去在道光年間，同屬茅港尾保轄區，但都有自己

的村廟（公厝）與奉祀的神明（主神）。現在的西庄惠安宮，主祀天上聖母及

李府千歲王爺，東庄是奉祀玄天上帝的北極殿，而瓦窯庄先民也是祭祀媽祖，

現在的雙龍宮始建於日治時期。根據村民的傳說，過去東庄村比較旺、人口也

多，但風水疑似遭到破壞後，人口就嚴重外流。可是，瓦窯庄雖然村小，卻曾

有村民考中舉人並豎立旗竿，他們的耕地也是相當的遼闊。民間每逢神明聖誕

節日，村民都會演戲慶祝一番，西庄因為是東庄與瓦窯庄的鄰村，對於兩庄演

戲酬神之場面看得最清楚，因此從趕場看戲人潮，就可分出兩庄演戲表現之勝

負。「搖訝搖，東庄做戲輸瓦窯」這一句諺語，就是告訴大家，過去東庄及瓦

窯兩庄之村民，因好面子而演戲酬神及辦桌請客，可是瓦窯庄因其生活條件較

優而要略勝一籌。在包含部份西庄及全部東庄、瓦窯庄之現行東庄村(行政村)

中，人口數還是以西庄聚落的人家為最多。目前東庄、瓦窯兩個聚落都已呈衰

落現象，在兩庄設籍者雖然各有二鄰四、五十戶人家，但留在東庄聚落（自然

村）原址者，目前卻僅剩幾戶人家了。

11…黃淵源，〈茅港尾紀略‧農物志〉，《臺灣輿地彙抄》(臺北市：臺灣銀行，196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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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營有錢要作戲，人客走來又走去；你若想要吃魚和吃肉，就等到寮

仔的四月十二

農業社會的百姓勤勞憨厚，居家時他們可以任勞任怨，俗話說，厝內吃

好吃壞沒人知，但是外出旅遊或工作時，就要和周遭的人能夠比一比。比什

麼，當然是比錢財，比田園、比力氣，比子女、比面子。此外，更有村莊比村

莊的情況，好的是比比彼此的人才、陣頭、農作物；次者比廟宇、演戲及請客

場面；最不好的卻是，透過比武拼庄、打架械鬥來收場。人比人、氣死人，人

一旦有了差別心或嫉妒心，對待事情態度就會大改變，雖然只是拿言語來相刺

激，但偶爾也會製造出不愉快的尷尬場面。過去的諸羅縣開化里茅港尾保，是

一個漢人最早入墾的地區之一，而茅港尾街是此地最熱鬧的地方，素有「小揚

州」之美稱。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在清道光27年（1847年）以前，除了茅港尾

街外，轄區內村庄還就有23個之多，其中包括：中營、南廍、北廍、東庄、西

庄、瓦窯庄、五禮庄、寮仔廍等八個村莊。��這幾個村莊都圍繞在葫蘆埤的四

周，各村庄間又近在咫尺，當地農田過去也是依賴靠埤水來灌溉的；因為比鄰

而居，各庄間難免會有競爭或相比之情況發生。

探索村庄的名稱與居民姓氏，就可以知道各庄都有一段很風光的歷史背

景，據說中營是明鄭馮錫範部將的屯田所在地，目前該庄還有很多馮姓裔孫居

住。寮仔廍則以種蔗煉糖出名，寮仔廍鄭姓就是該村的望族。事實上，茅港尾

保各漢庄都算是明鄭遺民，村民之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頗為相似，但在他們的

心中，也有同中求異或競爭相比的現象。昔日農村廟會大拜拜，常有打腫臉充

胖子的歪風，因為「輸人不輸陣、輸人歹看面」，村民寧可舉債辦桌宴客，殺

豬宰羊也在所不惜。趕廟會吃拜拜，也有一句「喫肥走瘦」之俗諺，意指鄉下

人平常苦哈哈，可以挨餓過日子，一旦有他庄演戲請客，就大魚大肉吃得飽飽

的，肚子撐壞是常有的事。「中營有錢要作戲，人客走來又走去；你若想要吃

魚和吃肉，就等到寮仔廍的四月十二。」是一句略帶嘲笑性的諺語，因為外地

12…廈門大學編，〈嘉義縣輿圖注說〉，載於《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五冊 (廈門市：九州出版社，200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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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趕來中營庄看戲，本想大吃大喝一番，卻想不到只有演戲而不設宴請客，因

此興沖沖的跑來、卻餓昏昏的離去。在另一端，寮仔廍卻揚言演戲酬神並辦桌

請客，但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有「寮仔廍四月十二大水流坪板（戲臺）」之傳

說��，因為戲臺雖然搭好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一陣強風大雨就把戲臺都給沖走

了，當然演戲請客之豪語，也無法兌現落實了。

參、結語

最近一年，為了修譜而在官田西庄舉辦耆老座談及進行俗諺採集，雖然在當地無

法獲得較多數量的俗諺案例，但現已徵集到者都具有較強的地域性色彩，所以仍可視

為研究本土文化的一項珍貴素材。這些諺語都是從祖先或村民日常生活中所積累下來

的，但目前卻已面臨到逐漸失傳的危機。近年來，由於鄉村地區人口的嚴重外流，加

上鄉紳長輩老成凋謝情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為了能夠傳承先人的智慧，所以就必

須採取一些比較妥善的保存對策；而加緊採集各地方上的俗諺，更有賴於民間與學術

界的重視與合作。事實上，當民間在進行編修姓氏族譜時，是可以考慮另闢一個「鄉

土志」篇章，並在此章當中著錄當地之民俗諺語，這樣不但可以豐富族譜之內容，還

可以達到保存地方上諺語之目的。

13…四月十二日係伏信將軍誕辰日，當地有演戲酬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