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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獻整理 

臺灣歌謠賞析： 

臺灣第一首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 

林翠鳳  

〈桃花泣血記〉(上) 

詹天馬   詞   /  王雲峰   曲   /  純純   唱  

人生相像 1 桃花枝  有時開花有時死  花有春天再開期  人若死去無活時 

戀愛無分階級性  第一要緊 2 是真情  琳姑出世歹環境 3  相似桃花彼薄命 4 

禮教束縛非現代  最好自由的世界  德恩老母無理解 5  雖然有錢都也害 

德恩無想是富戶  真心實意愛琳姑  免驚僥負來相誤 6  我是男子無糊塗 7 

琳姑自本也愛伊 8  相信德恩無懷疑  結合良緣真歡喜  兩心親近不甘 9 離 

〈桃花泣血記〉(下) 

詹天馬   詞   /  王雲峰   曲   /  純純   唱  

愛情愈好事愈多  頑固老母真囉嗦  富男貧女不該好 10  強激 11 平地起風波  

離別愛人蓋艱苦 12  相似鈍刀割腸肚  傷心啼哭病倒鋪 13  悽慘失戀行末路  

壓迫子兒過無理 14  家庭革命隨時起  德恩走去要見伊  可憐見面已經死 

 文明社會新時代  戀愛自由才應該  階級約束是有害  婚姻制度著大改 15 

 做人父母愛注意 16  舊式禮教著拋棄  結果發生啥代誌 17  請看桃花泣血記 

歌詞小注：  

1.相像：好像。 

2.要緊：重要。緊，臺語稱「急速」。 

3.琳姑出世歹環境：電影中的女主角琳姑，出生在牧場僱工之家，家境貧

苦清寒，從小協助牧羊，操持農務。出世，出生到人世間。歹，不善 ，

臺語稱「壞」。 

4.相像桃花彼薄命：就像桃花一樣的薄命。桃花美艷動人，自古常以桃花

比喻青春貌美的女性。彼，臺語稱「若彼」，像……一樣。薄命，指命

運不好，福分不大。 

5.德恩老母無理解：電影中男主角德恩的母親，無法理解兒子為何愛上一

位貧賤的牧羊女，對他熾熱的戀情無法體諒。 

6.免驚僥負來相誤：不必害怕男子薄倖辜負，耽誤女子。僥，輕薄貪求，不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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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負，辜負，背德忘恩。 

7.無糊塗：不會不明事理。糊塗，頭腦不清楚，事理混亂不清。 

8.伊：彼也，對方。 

9.不甘：捨不得。不，否也，臺語也作「𢗘」。甘，甘願，樂意。 

10.不該好：不太好。該，臺語稱「太」。 

11.強激：強烈的。 

12.蓋艱苦：太辛苦。蓋，臺語稱「非常」。 

13.病倒鋪：病倒在床。鋪，床鋪。 

14.過無理：太無理。過，過分。 

15.著大改：應當大改革。著，臺語稱「應當」。 

16.愛注意：要注意。愛，臺語稱「要」。 

17.啥代誌：甚麼事。啥，甚麼，疑問辭。代誌，臺語稱「事情」。 

〈桃花泣血記〉，是同名黑白默片的電影配樂和主題曲，是臺灣第一

首現代商業行銷性流行歌曲。  

民國 20 年(1931)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出品黑白無聲影片 (默片 )《桃

花泣血記》，這部電影由卜萬蒼編劇導演，男主角德恩由金燄飾演，女主

角琳姑由阮玲玉飾演，男、女主角都是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劇情描

寫富家子金德恩愛上自家牧場僱工之女陸琳姑，雖然兩人青梅竹馬，兩情

相悅，自由戀愛，但這一對擁有新時代開放觀念的青年男女，卻因為身分

階級懸殊，始終無法突破封建禮教門當戶對的社會成見。德恩的母親嫌棄

貧女，堅持要二人分離。琳姑即使未婚產子，也無法嫁入金家。她對德恩

的感情執著，拒絕其他人的追求， 終含恨地在貧病交迫中香消玉殞。德

恩母子後來雖在墳前痛哭後悔，卻一切都已無法挽回，終究以悲劇收場。 

歌詞反映劇情與理念  

〈桃花泣血記〉全歌計有十段歌詞，篇幅頗長。主要是針對電影概括

簡介劇情，兼以闡述思想理念。  

「人生相像桃花枝/有時開花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若死去無活

時」，開篇第一段歌詞就破題。這首歌的題目「桃花泣血記」，以「桃花」

比喻青春人生，卻以「泣血」二字揭示結局的淒慘悲痛。電影故事的美麗

與哀愁，已寓含在題目之中。歌詞第一句就解釋了題目中「桃花」的意義，

既是媚艷華美的青春花朵，也是跳不開盛衰生滅的活跳生命。字裡行間雖

是對桃花淡淡的嘆惜，卻更感慨人不如花，花有週期再綻放，人無重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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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華。這開頭便是一記伏筆，暗示著整部電影的發展主調。 

「戀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琳姑出世歹環境/相似桃花彼薄

命」，這部愛情大悲劇的發生關鍵，便是緣於男女雙方門第身分的落差。

歌詞第二段首二句直接要求破除階級觀念，訴求真情的本質，無異於高唱

自由戀愛的精神。這對所有戀愛中及期待戀愛的人們，是多麼打動人心！但

對舊思想舊世代而言，卻同時是帶著破壞力的挑戰。女主角琳姑的名字首先

出現，歌曲中以薄命桃花概括了她的一生，預告著她不幸的未來。雖是清新

一佳人，卻怎奈自古紅顏多薄命。正是花好桃紅映春彩，可嘆東風不惜栽。 

「禮教束縛非現代/最好自由的世界/德恩老母無理解/雖然有錢都也

害」，傳統禮教曾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維護，但往往也容易扼殺了真性情的

發揮。二十世紀以來批判「禮教吃人」的聲量一直很大，新一代更積極企

圖從傳統桎梏中尋求鬆綁解脫。電影中男主角德恩的母親，就是傳統禮教

的形象代表。她老人家象徵著富貴權勢，也是僵化禮教的執行者，雖是愛

子深切，卻正是害子深重，而成為這段戀情的斫殺者。 

「德恩無想是富戶/真心實意愛琳姑/免驚僥負來相誤/我是男子無糊

塗。琳姑自本也愛伊/相信德恩無懷疑/結合良緣真歡喜/兩心親近不甘離」，

男主角德恩年輕多金，對自小相識的琳姑不能忘情，他真心實意地愛著純

真貌美的她，不在乎彼此出身的差距，以理性的男子漢之姿，誓言對愛情

忠貞，絕不會薄倖辜負。琳姑對德恩也很仰慕，絕對的信任他。兩人甜蜜

熱戀，期待喜結良緣，廝守一生。這情景真恰似桃花舞春風，燦爛綻放，

無比迷人。 

「愛情愈好事愈多/頑固老母真囉嗦/富男貧女不該好/強激平地起風

波。離別愛人蓋艱苦/相似鈍刀割腸肚/傷心啼哭病倒鋪/悽慘失戀行末路」，

怎奈富家嫌貧女，花好雨來摧。德恩的母親不能接受貧賤雇傭的女兒成為

自家媳婦，極力勸阻，強行軟禁德恩，驅趕琳姑，拆散一對苦鴛鴦。琳姑

摧心裂肺，從此痛哭病倒，竟至奄奄一息。好一個原本美麗的桃花戀情，

卻雨打花飄落，悽慘如同世界末日。一如唐婉〈釵頭鳳〉的感慨：「世情

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 

「壓迫子兒過無理/家庭革命隨時起/德恩走去要見伊/可憐見面已經

死」，德恩母親強勢管控，壓逼另娶，全然無視於德恩與琳姑深摯的感情。

德恩雖心繫琳姑，向母親力爭，卻遲遲掙脫不開。直到聽聞琳姑已屆病危，

才不顧母親阻攔，下鄉探望。可惜琳姑已是彌留， 終就在德恩的眼前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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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而去，陰陽兩隔，徒留此生難以彌補的遺憾。影片 後，金夫人接受了

為金家留下血脈的琳姑，眾人在她的墳前祭拜。此時正值桃花盛開，電影

螢幕寫道：「花瓣、淚珠一點一點的落在琳姑的墓前。」淒美心酸的畫面與

影片名稱完全呼應。桃花嬌豔盛開，一片片的花瓣飄落，像是青春生命的

殞逝，也宛如一滴滴椎心淌落的鮮血般。即使是花開燦爛的春天，琳姑的生

命卻已經宛如秋風中的枯葉殞落，她的內心一如冬季冰雪般的淒寒死寂。怎

能不吶喊禮教殺人，世間無情啊！所有觀眾無不唏噓垂淚，也深深啟人反思。 

「文明社會新時代/戀愛自由才應該/階級約束是有害/婚姻制度著大

改。做人父母愛注意/舊式禮教著拋棄/結果發生啥代誌/請看桃花泣血記」，

劇情告終後，歌曲至此直言核心理念，訴求戀愛自由，破除階級約束，改

革婚姻制度，認為應該如此，才是文明新時代。歌詞精練如口號，簡潔有

力，直動人心。同時勸諫為人父母者要以此片為借鏡，速拋舊式禮教，以

免發生憾事。歌詞 後二句恰如章回小說的慣

例，每每在章節 終時說道：「欲知詳情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二者如出一轍。就此牽引群眾

進戲院繼續觀賞詳情，讓宣傳歌曲與電影戲劇

之間，有了 佳的銜接。  

創造流行的開山典範  

電影出品的翌年昭和 7 年(1932)，《桃花泣

血記》在當時臺灣 繁華的大稻埕永樂座公開

首映。電影業者為加強宣傳，吸引觀眾前來觀

看，創意地發想了為電影量身打造廣告歌曲的

點子，以強化宣傳效果。於是請來當時臺北大稻埕地區 著名的黑白默片

解說員、人稱「辯士」的詹天馬，依據電影宣傳單的劇情本事寫作歌詞。

詹天馬運用臺灣民間四句聯的傳統手法，以每句七言的七字仔創作敘事歌

詞，再敦請作曲家王雲峰為之譜曲，電影主題宣傳歌曲〈桃花泣血記〉於

是完成。  

此後，業者精心訓練數位妙齡少女，組織成一支宣傳隊伍，每天在臺

北的繁華地區進行踩街，美麗的少女們打扮成劇中主要角色們的造型，由

樂團隨行伴奏，在穿街走巷中大聲演唱〈桃花泣血記〉。這種踩街遊行宣

唱的手法，是前所未見的創新，確實非常吸睛，果然立即奏效。〈桃花泣

血記〉很快地就風行各地，轟動全臺灣，電影與歌曲雙雙紅極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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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 (Columbia)負責人日籍栢野正次郎，正急於尋

求新的唱片製作方向，他想突破以往都是以臺灣傳統戲劇和南北管音樂為

素材的困境，為影片成功造勢的同名主題曲〈桃花泣血記〉，讓他眼睛為

之一亮，十分驚豔。於是由奧山貞吉編曲，並禮聘本名劉清香的歌仔戲唱

將純純小姐擔任主唱。純純本名劉清香，原是歌仔戲班的藝人，演唱七字

仔自是十分熟練。然而她在傳統的功底上調整唱腔，注入現代感，歌喉樸

素明亮，將歌詞意境詮釋得相當到位，賦予了七字仔新的音樂情趣。透過

曲盤的傳唱，臺灣史上第一首臺語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正式誕生。這

一首成功的歌曲，也推動了芳齡將屆 20 歲的演唱人純純，一躍成為臺灣流

行音樂史上第一位的玉女紅星。隨後邀約不斷，她灌錄的唱片數量幾乎超

越了當時所有的歌手，也成為臺灣音樂史上 早的流行音樂天后。  

三○年代當時留聲機 78 轉蟲膠曲盤，單面 長只能錄製 3 分 30 秒。

電影《桃花泣血記》是長達 1 小時 28 分鐘的黑白默片，主題曲的長度也超

過 5 分 30 秒。受到曲盤錄音技術性的限制，〈桃花泣血記〉一曲因此須作

上、下二集，分錄成兩片曲盤。所幸〈桃花泣血記〉的出品頗為成功，栢

野正次郎發現臺灣人很喜歡臺語鄉土歌曲，也因此越加大力鼓吹臺灣人創

作臺灣味的歌。得此唱片界發行人的助力，藉由媒體傳播的巨流，臺灣歌

謠更加快步邁進了創作的鼎盛時期。  

〈桃花泣血記〉原始的歌曲創作目的在行銷宣傳影片，在吸引觀眾的

好奇，勾起興趣與共鳴， 終能激發起進戲院看電影的行動。所以歌詞固

然是依劇情而鋪寫，卻是點到為止，處處隱藏伏筆。讓人雖知其梗概，卻

亟欲進戲院一探究竟。這部電影雖然是愛情大悲劇，劇情與歌詞描述的是

社會禮教的沉重悲哀，但主題曲的旋律則是相當輕朗簡明，很容易朗朗上

口，並不沉悶。兩者之間有明顯的對比性，頗有衝突之美的趣味。或許作

曲者欲將青年男女戀愛的愉悅表現在音律上，藉以來反襯戀情婚姻受到約

制壓抑時的痛苦。〈桃花泣血記〉很快地在一時之間傳遍大街小巷，是名

符其實的流行歌曲，成功的達到廣告行銷的目標。  

〈桃花泣血記〉之所以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電影議題的對話性極高，

主題曲挑明批判舊禮教的開放思想，要求新世代加大力度的省思。三○年

代的中國和臺灣，都同樣處於新舊文化交替、東西方思潮激盪之際。傳統

社會的婚姻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時代的小兒女嚮往的卻是感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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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婚姻自主。這部電影直指時代交替時期的典型衝突，題材雖是高富帥與

貧賤美的愛情故事典型，內容卻是對舊世代的顛覆，對中世代的衝擊，是新

世代的嚮往，但 終是尚待解決的門第圈限與制度束縛。電影《桃花泣血記》

鎖定婚戀革命的焦點，提出了一個跨世代關心的熱門話題，人們不只是享受

看電影的娛樂，更像是參與了一次大規模的公共議題討論。這一部具有話題

性的電影，有效帶動了票房成績的上揚，更留下了不朽的藝術經典。  

一部電影反映一個時代，一首歌創造一個永恆。  

附錄：〈桃花泣血記〉紙上音樂會  

◎讀者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便可立即欣賞。 

◎本文 QR code 及圖片等資料，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工系許華青教授熱

情提供，敬致衷心謝忱！  

 

〈桃花泣血記〉曲盤由古

倫美亞唱片公司製作，聯

華映畫公司出品。共二

集，此為上集。內容約是

電影的前半部，講述兩人

相識到相戀的甜蜜。  
 

 

〈桃花泣血記〉曲盤下

集。內容約是電影的後半

部，講述兩人相戀卻難相

守的坎坷。上下集歌曲一

氣呵成，由純純演唱，是

臺灣第一首流行歌。  
 

 

著名的臺語歌手文夏演唱

〈桃花泣血記〉，他穿著

時髦的吊帶褲裝，抱著吉

他邊彈邊唱，身體輕快擺

動，就是一位高唱自由戀

愛的青春少年兄。  
 

 

陳淑萍演唱。〈桃花泣血

記〉原始歌詞長達 280

字，是以相同的旋律，填

上十段歌詞。舞臺上為配

合有限的演出時間，常見

只擷取部分段落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