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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分析戰後臺灣「客家音樂」唱片工業的興起與運作。我探討
這段時間一個與「客家」社會/音樂分類有關的唱片工業，如何在
1960年代至1990年代間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脈絡中成形、演變與沈
寂。我以活躍於1960-1970年代的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以及於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具主導地位的上發影視、吉聲影視、龍閣文化
、嵐雅影視傳播、漢興傳播等客家音樂發行廠牌為例，分析（1）音
樂製作者與演出者的參與邏輯與社會網絡；（2）唱片產製流通的方
式；（3）唱片使用與媒介的背景。我分析人們參與客語歌謠唱片生
產活動的脈絡與動機，探究他們所認知的客家音樂唱片工業發展史
，以及影響這段歷程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因素，並且從「使
用」與「媒介」的角度，來闡述這時期所發行客語歌謠唱片音聲的
社會、文化意義。

中文關鍵詞： 戰後臺灣、客家音樂史、唱片工業、使用中的科技、媒介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operation of the
"Hakka music" record industry in postwar Taiwan.
Specifically, I explore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a
record industr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o-musical
categorization of "Hakka" took shape, evolved, and declined
during the 1960s-1990s. I collected data through archival
work and interviews with people in relation to the record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ilu and Ring Ring Records
of the 1960s-1970s, and the Shangfa, Jisheng, Longer,
Lanya, and Hanxin Records of the 1980s-1990s. My analysis
is centered on 1) these social actors' participant logics
and social networks; 2) the ways through which these people
produced and disseminated Hakka music; 3)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sound of Hakka music and records were used and
mediated. I examine the context by which related cultural
production was made possible, and the record histories of
Hakka music recognized by these actors. In addition, I
analyze the socio-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sound conveyed
by the sound of the Hakka song records using a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use” and “mediation”.

英文關鍵詞： postwar Taiwan, history of Hakka music, record industry,
technology-in-us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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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這項研究分析一個與「客家」社會／音樂分類有關的唱片工業，如何在

臺灣戰後興起。我聚焦在 1960至 1990年代臺灣在地「客家」歌謠唱片出版廠
商的活動，分析主要參與人員參與「客家」唱片工業的邏輯與其社會網絡，唱

片生產流通的方式，以及唱片音聲的社會文化意義。我透過文獻探討、檔案與

報刊資料分析，以及訪談，來搜集相關資訊。透過滾雪球方式，我找到曾經參

與這段歷史的數十位音樂人，並且在訪談的過程中了解他們為何、如何進入與

參與客語歌謠唱片的產製與流通。此外，我探究他們所經歷的客語歌謠唱片發

展歷程，調查他們所認知的客家唱片工業史，以及影響客家唱片工業發展的政

治、經濟、社會、技術因素。最後，透過「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
use）、「媒介」（mediation）等概念，我檢視此時期客家唱片音聲所傳遞的訊
息，分析當中的「族裔想像」（Radano and Bohlman 2000）與「聽覺現代性」
（簡妙如 2002；石計生 2011；洪芳怡 2015）。 
 
貳、研究目的 

這項研究的動機，是彌補客家音樂唱片工業研究在臺灣錄音工業史研究

中的空缺。過去十年以來，已經有不少學者針對臺語（閩南語）與華語錄音工

業進行一系列研究，他們的議題遍及錄音科技發展以來臺灣商業錄音與田野採

集的發展（王櫻芬 2012），1930年代至 1940年代臺灣流行音樂工業的運作（如
王櫻芬 2013，黃裕元 2014，林良哲 2015，林太崴 2015）、日治時期至戰後
1970年代期間臺語（閩南語）歌曲的唱片灌錄與媒體播唱（如石計生 2011）、
日治時期至戰後 1970年代期間臺語（閩南語）與華語流行音樂的曲目與風格
（如徐玫玲 2011）、戰後初期臺灣國語流行歌曲的製作（如沈冬等著 2013）、臺
灣戰後「山地音樂工業」與「山地歌曲」的發展（如黃國超 2011，2012）、以
及個別原住民族唱片與卡帶文化所展現的現代性（如陳俊斌 2009，2011）。這
些研究已經初步勾勒出唱片問世以來臺灣境內華語與閩南語唱片工業的活動樣

貌，並且了解它們源自不同的脈絡。但是吾人卻難以從這些研究中，了解日治

時期至戰後客語唱片生產與流通的活動與脈絡。 
儘管目前已經有部分客家音樂學者，在探討個別音樂人的演出生涯或特

定客家曲藝樂種發展的歷史過程時，提及相關唱片的出版活動（如范揚坤

2000，林曉英 2001，何東洪 2004，鄭榮興等著 2004，鄭榮興等著 2010，楊寶
蓮 2015，楊清雅 2015），但這些作品的論述焦點並非客家音樂工業。少數以客
家唱片工業在臺發展為核心的分析，或內容簡略（如莊育振 2012），或僅關注
「新創」客家流行音樂（如劉榮昌 2011）而低估了早期客家唱片工業活動的創
造性與豐富內涵。 

有鑑於「客家」作為社會與音樂分類，在臺灣主要形成於 1945年之後，
因此本研究將焦點放在 1960s之後「客家」唱片工業的形成與發展。 

本研究原本設定針對苗栗「美樂唱片」（Meilou Records，1959-1981）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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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三重「鈴鈴唱片」（Ring Ring Records，1961-1979）兩大臺灣客語歌謠唱片
業者的人際網絡進行個案分析，希望透過它們來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並且對

兩家業者的產製與流通網絡形構進行比較，希望了解戰後臺灣客語歌謠唱片產

製與流通方式的區域特性與跨區域共通點。然而，透過第一年的調查與訪談，

筆者發現不僅現存曾經參與過「美樂唱片」、「鈴鈴唱片」錄製的音樂工作者已

經非常少，大多數受訪者只是參與過音樂內容的錄製，而不了解兩家業者在唱

片企劃、分工、壓製、流通過程中的決策過程，真正了解這些決策過程的人幾

乎都已經離世。另一方面，從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儘管美樂與鈴鈴的確是

1960年代至 197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客語歌謠唱片出版者，但大多受訪者較能
回應的，是 1980年代之前其他唱片業者的活動，以及 1980年代以後至 1990年
代後期臺灣客語歌謠唱片工業沒落之前的生態，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焦點，擴大

為 1960至 1990年代。一方面，本研究持續針對「美樂唱片」、「鈴鈴唱片」進
行調查，從文獻、檔案資料，與受訪者談話，來勾勒 1960年代至 1970年代客
語歌謠唱片工業的活動細節；另一方面，本研究探討 1980年代之後上發影視、
吉聲影視、龍閣文化、嵐雅影視傳播、漢興傳播的產製與流通狀況，藉此 1980
年代至 1990年代後期臺灣客語歌謠唱片工業沒落之前的生態。 
 
肆、文獻探討 

范揚坤曾深入研究美樂、鈴鈴、遠東等唱片的生產流通，他於〈目錄與

唱片〉一文中指出，鈴鈴唱片當年不僅製作、錄音、生產、發行、銷售自己旗

下樂人的產品，同時也與其他地區的同業合作，委託其提供特定音樂人的錄

音，或購買其先前發行過之暢銷專輯的平行發行權力，或為其他業者承製壓片

業務，因此得以廣泛取得「各地傳統音樂以及當地特殊時代歌曲聲音」，推出獨

特的產品如「客家流行歌」、「本土山地唱片」。至於美樂唱片的發行人彭雙琳原

本在苗栗經營國際唱片行、銷售包括鈴鈴唱片等廠牌之產品，1957年左右決定
自行發行唱片銷售，一開始復刻發行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於日治時期發行的蘇萬

松暢銷作品，包裝為《一代歌王蘇萬松傑作集》（HL-201）、《大舜耕田》（HL-
202）、《勸孝歌》（HL-203）等三部作品。范揚坤指出，後來美樂唱片顯然注意
到廣播媒體，尤其是以客語播音為主的中廣苗栗臺當時的影響力，因而延攬當

年電台戲曲節目時段，專演客家探茶戲的大中華歌劇團，灌錄了《劉伯溫得

寶》（HL-204~205）以至《三娘教子》（HL-209~211）等客家採茶戲專輯。此
外，美樂唱片也延攬當年中廣苗栗臺「山歌比賽」活動優勝選手，以及當地電

台節目歌手與歌唱節目主持人，邀請其錄製各種專輯（范揚坤 2017，4）。 
范揚坤之外，劉榮昌、劉楨也曾分析臺灣客語歌謠唱片的發展歷史。劉

榮昌以「新創」為依據，將客家音樂唱片出版分為「1945-1962台視開播前—傳
統山歌為主」、「翻唱與傳統山歌並存時期（1963-1981吳盛智出現前）」、「新創
歌曲時期（1981-20000年左右）」三個時期。劉楨同樣依據「新創」之有無，將
客家流行音樂史分為三大時期：「新曲初探時期」、「翻唱歌曲時期」及「親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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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時期」。其中，她認為「親創歌曲時期」過程變化最大，因此再依據「創作」

的性質分為「創作萌芽」、「流行興盛」、「新臺灣歌謠運動」及「多元化」等三

個階段（劉楨，2018，頁 224）。 
劉榮昌與劉楨對於客家歌謠唱片史的研究取徑，主要著重於「新創」技

術、曲目的發明，然而如 David Edgerton（2016）所述，對於科技的研究，必
須注重「使用」的歷史，才能避免「未來主義」的迷思，因此本研究主張，我

們必須注重客家唱片這種聲音科技在歷史過程，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被使

用；對於使用者而言，這些唱片又媒介了什麼樣的訊息。有鑑於此，本文以下

的分析將著重以「使用」與「媒介」的角度，來分析相關歷程。 
 
伍、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主要仰賴以下方法進行資料搜集： 
一、搜集現有新聞資料庫中與「客家」唱片相關藝人與社會活動的報導 
二、訪問曾經參與客語歌謠唱片產製流通歷程之相關人士 
在第一項工作中，筆者已經針對「聯合知識庫」（提供 1950年代以降聯合

報系下屬所有報紙的內容全文檢索）與「臺灣新聞智慧網」（提供聯合報以外之

臺灣主要報刊媒體如中央日報、中國時報的內容全文檢索）兩個資料庫，蒐集

與「客家」此一關鍵字相關的所有社會活動報導，並且篩選出 483（來自「聯
合知識庫」）＋324（來自「臺灣新聞智慧網」）總計 807篇文章，幫助筆者掌握
戰後至 2000年左右，臺灣幾個主要報刊對於「客家」的報導。此外，本文依據
手邊掌握的 1960-1990曾參與客家唱片製作流通人士，以及相關事件與物件的
清單，於上述兩個資料庫中逐一搜索，共找到超過 500筆資料。這些內容對於
本研究了解這些人、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在第二項工作中，筆者主要仰賴以下報導人的訪談： 
一、美樂唱片創辦人彭雙琳之姪子，「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所有產品版權

所有人彭文銘先生 
二、曾經為「美樂唱片」與 1960-1980年代期間其他家唱片業者錄音的鄭榮興
教授 

三、曾經為「美樂唱片」與 1960-1980年代期間其他家唱片業者錄音的邱玉春
女士 

四、曾經為「美樂唱片」與 1960-1980年代期間其他家唱片業者錄音的許學傳
先生 

五、曾經為「美樂唱片」、「雅曲唱片」、「龍閣唱片」錄音的李秋霞女士 
六、曾經為「美樂唱片」錄音的葉香蘭女士 
七、「全成唱片」、「雅曲唱片」共同創辦人，「上發唱片」董事長黃義桂先生 
八、曾經為「龍閣唱片」錄音的吳川鈴女士 
九、曾經為「嵐雅唱片」錄音的曾明珠女士、謝鎮煌先生 
十、曾經為「月球唱片」錄音的魏勝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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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曾經為「美樂唱片」、「鈴鈴唱片」、「月球唱片」錄音的徐木珍先

生 
十二、 家人曾經為「古倫美亞」錄音的彭宏男先生 

透過訪談，筆者不僅得以了解受訪者對於這段歷史的個人經歷與對於特

定事件的認知觀感，還搜集到與這些經歷、事件相關的報紙剪報、私人照片、

活動文書與影音檔案。 
 
陸、研究結果 
一、 音樂製作者與演出者的參與邏輯與社會網絡 

鄭榮興曾經多次參與「美樂唱片」的唱片灌錄活動，他指出，早期做唱

片，樂師一次錄好幾張唱片，可能錄個一整天，兩小時的演出工資約為 1000
元，一天大概可以拿到一萬元。那時一面唱片可收錄半小時音樂，等於錄 4張
才給 1000元，可以想見唱片公司有很高的利潤。除了參與祖父陳慶松的北管、
八音專輯錄音，鄭榮興也曾參與彭宏男的唱片錄音，當時他的角色是打鼓與電

子琴。 
魏勝松指出，民國 65年時，上班一個月才賺一兩千。錄唱片賺得多，但

是因為廟會會播音樂帶，不再請八音團演出，所以八音團不喜歡錄。但是唱歌

不會，因此歌謠演唱者多半願意錄。 
客家戲資深演員，曾為「美樂唱片」與其他業者灌錄唱片的葉香蘭表

示，過去受邀錄客語歌謠唱片的歌者大概可以分成幾種：第一種是劇團演員；

第二種是街頭賣藝者；第三種是所謂的觀光與娛樂產業工作者，如遊覽車小

姐、康樂隊演出者、茶室與酒店服務人員；第四種是於客家山歌比賽中獲得優

勝者；第四種是個人演唱於鄰里間獲得口碑的人。這四種人當中，只有第一種

是專業音樂從業人員，但是除非是例外（如受僱於大中華製藥廠、固定於中廣

苗栗臺演出客家戲的大中華歌劇團），一般活躍於內臺或外臺的劇團通常沒有太

多時間參與唱片錄音。  
邱玉春提到，她開始唱山歌、參與山歌錄音，主要是是因為擔任導遊工

作。「我們以前導遊小姐是要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要很會唱歌, 第二要對歷史文物
有了解很會介紹, 第三, 你會開玩笑, 講笑話。這三個是一定要具備的, 不然的話
你沒有什麼才華」。「以前是很競爭的, 工廠一個月才大概五百多塊，當旅遊小姐
出差的底薪才八百塊，但是你有小費, 以前的小費也是五十塊。但你知道嗎, 那
時候你七天要回家的時候, 以前環島是七天，不是三天。當客人覺得他滿意的時
候，要離開的時候會給小費。小費的錢比你出車的費用還多, 所以你賺都是賺小
費。那以前商店沒有回扣，但有糖果、禮物給你。你要賺的是小費, 也沒有旅社
可以抽傭, 我們就領出差費還有小費。甚至於小費有時候多於你的出車費。所以
有時候我們一個月有四五千塊, 工廠才八百多塊。那時候我們就賺很多錢。」 

邱玉春強調，「以前除了要介紹故事、風景、歷史之外，一定要會唱歌。

客家人（出外旅遊）就是要唱山歌啊！所以我們也要學山歌。我們遊覽公司就



 5 

是專載客家人的，每個導遊都要唱山歌啊！我們自己會做市調，看看客家的旅

客喜歡什麼。人家知道我們會唱歌，就會自己來找, 而且我們還有去比賽啊，我
參加湖口第一屆客家山歌比賽的時候冠軍啊, 唱片公司出片，就是要找冠軍，第
一、二、三名。就是這樣才會錄唱片啊。那要錄唱片也不是隨便錄，人家要找

你錄唱片，是很光榮的事情，又有錢賺，我們怎麼不錄？那公司老闆給你請

假，讓你錄唱片，你的歌哪裡都可以買得到，有些客家鄉親也會想說，我旅遊

要找某某會唱歌的小姐…」 
李秋霞指出，她會加入唱片演出主要是黃連添老師的介紹。「我爸爸會拉

胡琴，他會作詞我的歌就是從那收音機聽來的，我的哥哥堂哥們有些會打鼓，

拉胡琴也會，鄉下不像現在有卡拉 ok可以唱，完全沒有就是聽收音機拉胡琴，
後來他們都在唱歌我嘴巴跟著唱，我爸爸看到我嘴巴跟著動他就說:『秋霞秋
霞，你來唱唱看』，那我就跟著唱了，我就從那收音機裡面學了一些歌詞，唱一

唱我爸爸就說：『你會唱喔？』。他知道我會唱，就在家裡拉一拉胡琴，做一些

詞給我唱，因為那個時候黃連添先生也算是蠻有名的，他就把我帶去找黃連添

先生對了一下，黃老師就覺得小孩子會唱山歌實在不容易，他可能也認識苗栗

美樂唱片的老闆，他就帶著我去灌這個唱片。」 
關於 1980年代之後的情況，上發唱片創辦人黃義桂表示，早先他是在做

批發唱片，國台語的批發唱片，因為批發唱片的工作，而接觸過去出版過的客

家唱片。「我跟吉聲老闆劉家丁是同學，我在做批發，他上班兼在楊梅晶晶戲院

旁邊的夜市賣錄音帶」；「有一天我送貨看到他，我們倆是國中同學，他也很想

做生意啦，那我們兩就合在一起，叫全成唱片，做了一段時間到民國七十八、

七十九年的時候他成立吉聲唱片，我成立上發唱片是這樣的。」 
他指出，那時候曾跟惠美、樂城等唱片公司批貨，「因為我們要的量（比

較少），他們比較保守，沒辦法供應給我們，希望我們每次每一次一拿，一種要

拿兩百片，他們好像很保守， 生產一點點而已」，「後來我就想，那客家的東西
我自己生產」。之後音樂認識邱玉春、徐木珍這些早期參與錄音工作的樂人而開

始錄音。「當時市場上美樂、鈴鈴、月球的老東西還在賣，但是客家唱片只有我

一個人在做。」 
 
二、 唱片產製與流通的方式 

彭文銘指出，最早時期美樂唱片沒有自己的錄音室，必須借用中廣苗栗

臺的錄音室，或在自家中錄音。民國 55-56年左右，「美樂唱片」才在中正路上
建了自己的錄音室。美樂唱片成立之前，創辦人彭雙琳早期曾於自家「國際唱

片行」代售鈴鈴唱片的產品，後來美樂唱片的許多錄音，也透過「鈴鈴唱片」

重新發行。據彭文銘指出，彭雙琳與「鈴鈴唱片」創辦人洪傳鑫為生意上的夥

伴，彭雙琳曾帶著洪傳鑫進入客家莊，並且協助以日語和老一輩的樂手溝通。 
彭文銘提到，當年唱片公司找歌手，會從山歌比賽冠亞軍，或是口碑好

的素人演出者下手，比如林貴水的撮把戲很有名，美樂唱片後來就邀請他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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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美樂唱片」時代，唱片發行一版為 1500張，有些大賣的唱片可以賣好

多版，比如劉梅英的《春花夢》，楊玉蘭的《勸世歌》賣到一萬張以上。壓片

1500張之後，就要重新壓模，重刻母帶，才能再壓片。一般唱片公司沒有這種
壓片機，因此都要交給專業的壓片公司。但「鈴鈴唱片」當時有自己的壓片

機。彭文銘說，當時「美樂唱片」主要發行於苗栗、東勢、中壢、埔心、楊

梅、國姓鄉等地。一張原本定價 15元，後來漲到 20元。這樣的價格並不便
宜，當時公務人員的薪水約為一個月 500-600元。 

魏勝松指出，他於民國 65年、66年去月球唱片錄音兩次，當時一次錄
10張。他回憶，當時沒有簽約制，唱片公司有需求，就找人，由我們當中會作
詞的做詞，湊在一起，以前沒有抽成，是買斷，一天約 3000-5000元買斷。有
時唱片公司臨時要我們去錄音，事前還不知道對方是誰。後來變成唱片公司找

我們時，我們會私下找人搭檔，因為一高一低不行，要對，要練。以前我們唱

歌，中間有口白，即興，隨口，才會生動。戲班會對歌。唱山歌也會對歌。 
李秋霞回憶早期客家歌手即興的實力，「我也很服貼黃連添先生，我這樣

唱他都可以不用看歌詞，他也看不到啦其實，但是他的歌詞就在腦海裡面，老

前輩都是這樣，像我的學生有八十幾歲的，他能夠隨口念出一些歌詞出來，而

且都是有押韻的。」 
邱玉春也提到早期前輩具有「隨口來」的絕技，「有些人說邱玉春很沒有

格調跟（徐木珍）那個瞎子，唱的有來無去的，我們不能去忽略那個瞎子啊。

徐木珍他的才華是一流的，你要唱得過他是不簡單。他隨口來喔，他要你怎樣

就給你怎樣，要你笑就給你笑，給你生氣就給你生氣，要給你哭就給你哭。黃

連添也是看不到，所以我跟兩個瞎子一起合作過。一起工作時，我不知道他們

有沒有劇本，但我不知道他唱什麼東西出來，我是蠻緊張的，等到他出了一句

的時候，我就要趕快想，要出什麼來回對他。」 
關於 1980年代之後的唱片錄製與出版，黃義桂指出，當時錄音跟現在不

一樣，當時錄音還是樂師一起來，一錄就十幾張，樂師來一天就給他 5000元，
樂師大概是五六個，打鼓的啦，BASS的啦，兩隻胡琴，那時候算天的，一天
大概 5000元，那製作費的話，像邱玉春製作費一張給他一萬，你錄十五張我就
給你十五萬，樂師他自己去叫，她自己去分，有的歌手一天給她三千就夠

了。」 
「早期都在台北。以前錄音室一小時兩千多元」，「早期是這樣的：吉他

來一下，打鼓的來一下，是一軌一軌一直搭進去的」；「早期的樂師生意很好，

假如我們約兩點來，他們都大概三點才會來，等他一小時也要算我們的錢，反

正算班的就對了啦，一班就是下午一點開始到七點，那是一個班，晚上七點到

十二點是一個班。」 
「有時候還會有配唱那些，有時候配唱歌首唱兩首就沒聲音了，沒聲音

就回來了。然後還要再去，歌手一次都要跑五六趟就對了啦，早期錄音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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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錄得好不好我們也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不懂，但是我們是批發

國台語的，認識一些老闆都是做國台語的，他們都比較海派，錄音室都比較大

間的，錄回來之後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做，反正母帶他們就拿去拷貝（成為當

時流行的大號匣帶）。當時做這比較有名的只有「金聲拷貝廠」。 
關於客家流行歌曲的新編創作，黃義桂指出，「以前的山歌都是用這個胡

琴，我就想說，可以把山歌改編，用流行歌曲的樂器伴奏。後來我請的編曲的

人在錄音的時候說，他認識一個會寫歌的客家人，我說那你把他叫過來，他就

是林子淵」；「我就請林子淵寫歌。那時候我提供賴碧霞出的書（歌本）給他，

他就寫了（知名歌曲）〈我是你的人〉。」 
關於唱片出版，黃義桂指出，早期做批發很簡單，「你只要請個商號就可

以了」，「但是以前發行不是，要去新聞局登記」；「我最早的出版公司就是雅曲

音響公司，後來又改全成。申請雅曲的時候那時候只是申請唱片，那時候只有

唱片錄音帶，那後來又有什麼錄影帶，營業執照要改，那我就想乾脆重新申

請。後來全成唱片就可以做錄影帶」；「八零年代的時候MV就很流行了，我們
有拍很多。山歌也拍了很多，那個時候可以賣一兩百萬。賣給路邊攤」；「後來

我們也有很多的影像賣給有線電視台，像台北的海山一個月給我們 20萬，因為
他們早期沒有片子，他要買節目，一個月要給我 20萬。但這沒有幾年時間，大
概兩三年而已。後來就改一個月給 2、3萬，再後來變成是我們要付錢給他」；
「為什麼變化這麼快你知道嗎？因為他的影像！你有線電視什麼都可以放，什

麼大陸啊一堆，他早期買很便宜，早期拍了很多電影，他就買影片的使用權，

他買了幾年以後就很多了，他就可以一直重播，他就不需要你的東西了。」 
 

三、 唱片使用與媒介的背景 
魏勝松指出，小時候沒有外來的娛樂，種茶、耕田之餘，吃飽飯，若有

長輩拉弦，大家就會匯集在一個地方，唱歌。以前沒譜，自己去揣摩該怎麼

唱。比如曾經為美樂等廠牌灌錄唱片的李祥意，原本從事彈棉被的工作—鋪在
木板上，用弓，把棉花彈鬆之後才做成棉被—當初他學會拉弦，也會唱山歌，
晚上沒事就在棉被店拉弦唱歌，有興趣的人就會進去，一堆人就聚在一起。 

邱玉春回憶其幼時生活，「想當初，民國五十五年，在山上要去考試的時

候，走路要一個鐘頭，而且還下霜沒有鞋子穿，走到腳趾頭都紅了，麻木了。

我們在山上都是要採茶，還要搬秧苗，當時聽到廣播節目裡主持人黃杏說，新

光旅遊公司要招考導遊小姐，高中畢業以上就可以報考。然後我就去，沒有穿

什麼漂亮的衣服，穿著我媽媽的鞋子，然後穿我媽媽的衣服。只是媽媽的衣服

上面有一些金蔥的，老人家的衣服。我媽媽那時候好像五、六十幾歲。我就穿

我媽的衣服去考試。那時候我們在採茶，我嫂嫂都會唱山歌。她唱山歌我就這

樣聽啊。我說，三嫂你換一條歌好不好，都是同一條啊。後來我去考試的時

候，居然用上（她那條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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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了唱片，彭文銘指出，當時客家村的鄉下人，有些有受過日本教

育，日本話很溜，有些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也不會說日本話，他們的語言就是

客家話，這些人的嗜好就是聽客家山歌、採茶、北管。傳統山歌、戲曲唱片對

他們來說，聽的就是日常生活當中的東西，流行歌則有所差別。 
魏勝松提到，後來電視台開播，開始邀請客家歌手上節目演唱，只是當

時沒有太多電視節目能演出客家歌謠：臺視「快樂農家」節目曾經請他去唱，

節目要穿插客家、原住民歌曲。此外，台視「田邊俱樂部」也曾路過。當時還

沒有常態性的方言節目，只有特別節目。直到客家電視台成立才有常態節目。 
李秋霞指出，衛星電視台出來的時候，有一群音樂人在新埔義民廟那邊

有一個攝影棚，一起在那邊做「客家衛星電視台」。客家衛星電視台有辦歌唱比

賽。像古崇立，他也是客家衛星電視台出來的。 
黃義桂指出，「1980年代後期山歌的錄音帶還是很好賣，那個時候我賣

山歌一歌月可以賣 60~80萬」。「你流行歌一張花了 70、80萬製作，但連 500張
都賣不出去啊；我山歌隨便錄一錄都賣 500張！因為那個時候工業正發達，大
家都買車子，大家都買卡匣，因為那個時候電視一開你只有中視、華視、台視

三台而已，有線電視也沒有。」至於源頭，黃義桂回憶，經常去士林的南國唱

片挑片。「鈴鈴我沒有批它的東西，美樂那個時候已經停掉了，遠東也停掉了。

鈴鈴好像是自己跑唱片行鋪貨，跟月球一樣」；「因為我們做批發，這些我們都

認識，他有時候沒有通路，就會拿過來，那時候可能一下兩萬、三萬張全部過

來，因為那個時候他沒有通路，我們有通路啊！」「早期我們批過來一張是 60
元，我們賣出去大概是 70元到小販的手上，然後他們在賣大概 80~90元一
張。」 

關於利潤，黃義桂回憶道：「月球早期出的〈愛在夕陽下〉很流行、賺很

多錢」；「早期一張國台語的流行唱片可以賺好幾千萬，大概民國八十幾年，路

邊還有一萬多家錄音帶攤販，你一張唱片流行的時候，一家賣一張，一天就賣

一萬多張，拷貝廠連拷貝都來不及」；「一張可以賺多少錢你知道嗎？製作費不

要算，你大概是 25元左右，大概是 30元之內，你批 60元賺 30元，一流行的
時後，你一家一張就好，一天大概一萬張。早期一張專輯流行可以賣很久，可

以流行將近三四個月、半年，賺翻了！所以說，早期這麼多人要做唱片就是這

個原因，但是你要流行也不簡單。」 
「在民國 80年的時候，著作權還是歸出資人所有，反正我出錢就是我的

東西。民國八十年之後就是改採新法，但唱片公司就會去找一些對他們有利的

作詞作曲人，像現在來講，你寫歌，唱片公司就要你寫（著作權）讓渡書，要

不然我不要啊；你紅起來的時候版權是你的，那我幹嘛花錢做唱片？」 
「山歌的利潤就很平均，沒什麼巨星；那時候的巨星就是邱玉春、徐木

珍啦」；「它沒辦法像國台語這樣子，但它就是一個月幾百張幾百張這樣子賣，

很平均，可以賣很久，十幾年。」 
「民國八十五年到民國九十年這中間，還有很多這個客家的歌謠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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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支持流行歌曲，大概是八十五年以後，流行歌曲很受歡迎。我們也發整套

的書（歌譜）」；「但是後來歌謠班都唱國、臺語歌了，唱客家歌的很少」；「一些

學生認為臺語的比較好聽，客家歌曲沒那麼好聽，因為臺語的選擇比較多，發

行的比較廣，教課的老師也有問題」； 
邱玉春表示，客家人自己越來越不唱傳統客語歌謠，的確也影響了客家

唱片的發展；「我在山歌班教歌教了幾十年，到了遊覽車上，發現居然沒有人要

唱我們客家歌，都是唱閩南歌，你心裡不會難過嗎？」「新竹縣的客家人，對客

家歌完全就沒有興趣！我們教那麼多學生出去，我很認真教， 一字一句的。但
教出去的時候，會唱歌的寥寥無幾。教的時候那些人會唱一些，但是他們沒有

穩，怕會歪掉，所以就不敢唱。你第一次不敢唱，第二次不敢唱，那就沒了。

越久不唱，就越沒有了。你說做老師的能不失落嗎？現在都是唱流行歌，流行

歌好唱啊！台語歌好唱啊！琅琅上口，聽幾遍就會。（傳統）客家歌有韻味, 很
難。」 

關於客家唱片的式微，黃義桂也談到唱片公司的問題：「像龍閣、吉聲喜

歡告人（用盜版），我說你幹嘛不你拿書去給學生影印？一般客家人你讓他印他

就可能會幫忙一下買個書嘛！你不要！那別人就每次上課就印一張，印一張兩

塊錢而已，他還不是不買書？」「但是像最近他們（客家）就問我還有沒有再寫

歌？我說寫歌幹嘛？他們說，沒有寫歌我們就不能唱了，我就說，我寫一首歌

曲，你一張都沒有買，那你是從哪裡學來的？」「所以有時候也不全是唱片公司

喜歡告人，因為大家若不捧場，我們也難以維持。現在的山歌班老師因為怕被

告，不敢在課堂賣東西，就變成這樣的心態了。其實我們 1本（歌本）賣 150
元，3本 450元，一餐就吃掉了。如果大家捧場，客家音樂還是可以延續下
去。」 

儘管如此，黃義桂對客家語文的傳承還是非常悲觀。「我說，客家就是癌

症啊，怎麼救。我說我講得很實際的，我問你啦，你家小孩會不會講客家話？

一定不會！我說很簡單，老的客家人一天死一百個，年輕的就算一天出生一百

個，死掉的一百個每個都會講客家話，出生的一百個看看有沒有十個會講，那

你一天不是滅了九十個？那這不是癌症這是什麼，你投資再多也沒有辦法」；

「大環境不同了，像早期我大概民國七十八年的時候我就一直去大陸那邊做唱

片，放眼一片都還是講客家話，現在過去就不是這樣了。」 
「其實客家山歌大概民國九十幾年才退掉，民國九十年以前還很好賣。

後來蕭條是因為有線電視出來，頻道那麼多一開電視就有人唱歌了，賣唱片的

人就越來越少，後來沒有人賣了，沒賣我們就沒有通路了」；「娛樂的方向改變

了。」 
「客家歌沒落比較不是翻版的問題，因為沒有人要翻啊」；「早期國、台

語的暢銷唱片還沒出，有人就可以先賣你翻版，翻版的價格大約 30-40元一
張，原版的 60-70元一張。」 

「現在自己要出唱片的話，就要自己花錢。製作好，自己拿去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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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不想出啊！出幹嘛呢？賣給誰啊？」 
 
陸、結果與討論 

1960s-1970s客家唱片工業的發展，與「客家」此一新興社會與音樂分類
受到歡迎有關。「比賽選秀—灌錄唱片—素人追星」之商業模式的成型，使得
「客家」唱片工業得以興起，但稍後因主要發行的公司停止營業而停滯。

1980s-1990s客家唱片工業的發展，與歌謠班傳唱、伴唱帶發行、有線電視節目
製播有關，1990s後期因盜版、版權爭議、唱片與節目無法盈利而再次停滯。
2000s之後，客家唱片的發行與演出不再為 1990s末期之前的五大客家唱片廠牌
所主導，原本並不出版客家唱片的廠牌，此時紛紛出版相關內容，但它們偏重

「非客家」的聽眾，流通則仰賴媒體、公私機構所組織之賽事與節目，或許可

說是客家音樂工業的另一階段發展。 
從「使用」與「媒介」的觀點看來，1960s-1990s的客家唱片的生產流

通，與其說是追求利益與呼應流行趨勢的模式化歷程，不如說是回應生產者、

聆聽者社會網絡所需，經濟活動作息，以及族裔認同想像的創造性活動。這些

活動反映了臺灣客家人每日生活所面臨的挑戰，所思思念念的關照與渴望，是

吾人理解臺灣客家社會與文化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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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8 年會  

地點：美國華盛頓特區Marriott Wardman Park Hotel 

時 間 : 2018/3/22-25 

科 技 部 計 畫 編 號 : 106-2410-H-160-017-MY2  

⼼得: 

本⼈此次於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8年會參與了 panel

「Cultural Flows and Boundaries: Music and Sound in Cold War East Asia」，並於 panel 

中發表了個⼈論⽂〈Transnational Resonance and the Cold War: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Audiophile Culture in Taiwan〉。這場 panel談討聲⾳與⾳樂媒介如何在冷戰

時期的東亞不同地區—韓國、⽇本、臺灣三地進⾏政治、社會、⽂化建構。本⼈的⽂

章探討 1970年代臺灣以⿊膠為核⼼的⾼傳真（audiophile）聆聽⽂化，是在何種經濟

社會脈絡下形成，冷戰時期臺灣政府作為美國的盟國所衍⽣出的地緣政治，又如何影

響在地各種唱⽚、唱機、相關唱⽚評論與消費資訊的⽣產與流通。 

除了本⼈之外，這場 panel 的發表者還包括 Ohio State University⾳樂學博⼠

Hye-jung Park、紐約⼤學⾳樂學博⼠候選⼈Ｃhui Wa Ho、⽇本北海道⼤學傳播研究學

系副教授 Sunmin Kim等三位發表⼈，以及擔任綜合評論的紐約⼤學⼈類學教授

Thomas Looser。這場 panel 由 Hye-jung Park博⼠擔任主持⼈，四位發表⼈逐⼀發表，

每⼈發表 20 分鐘之後，接著有 10 分鐘左右的現場提問與回答，最後由 Thomas Looser

教授做綜合評論。議程進⾏順利。 

透過Ｃhui Wa Ho的引介，本⼈得以認識並與 Hye-jung Park、Sunmin Kim、 

Thomas Looser博⼠結識並共同呈現這場發表。在會議之前我與 panel籌組⼈ Hye-jung 

Park博⼠進⾏了許多討論，剛獲得博⼠學位畢業的她已經獲得許多獎項，儼然是學術

新星。 



本⼈除了發表論⽂，也於民族⾳樂學會 2017 年會的其他場次旁聽，並參與⼤會

系列活動。 在四天的會議中，本⼈特別聚焦參與⾳樂與政治、⾳樂與全球流動、⼈⽂

的社會實踐等相關場次。特別印象深刻的包括 UCLA民族⾳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Katherine L. Lee對於⾳樂節慶與社會抗爭的分析、匹茲堡⼤學⾳樂系教授 Shalini 

Ayyagari對於透過音樂來協商傳統種姓制度對自我的壓迫、艾默瑞大學音樂系助理教
授Meredith Schweig對於臺灣嘻哈歷史的重新解讀等。 

除此之外，本⼈也得以與幾位朋友請益或商討合作計畫，如向密蘇⾥⼤學歷史

系助理教授楊孟軒、賓州⼤學東亞語⾔與⽂明系助理教授鄭⼩雯請教如何透過國外頂

尖⼤學出版社出版專著；以及向柏克萊加州⼤學歷史系博⼠後研究員謝明達（Jack 

Chia）博⼠請益新加坡的客家宗教活動與族群問題。 

此外，本⼈參與了 Keynote speakers的演講，以及「亞洲地區亞洲研究協會」

（AAS-In-Asia）的年度聚會，和與會學者共同討論社群未來的發展。另外，本⼈參與

了⼤會安排的影展、書展，盡可能的了解最新的影⾳出版狀況。最後本⼈也參與了會

員⼤會，了解學會的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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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等期刊。發表於《傳播與社會學刊》上的文章將著重「媒介
」與「使用中的科技」之觀點對於分析聲音媒體的啟示。發表於發表於《全球
客家研究》上的文章將著重客家唱片工業史的重新建構，與1960s-1990s所發
行之客家歌謠唱片所傳達的的社會文化意義。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重新勾勒戰後臺灣客家唱片工業的發展脈絡，並提出新的詮釋方式。過
去學者已經從「創新」、「流行」的角度來理解客家唱片工業史的發展，他們
較少關注到唱片的生產流通，如何與臺灣客家人的日常社會與經濟活動相構連
。本研究從「使用」與「媒介」的角度，嘗試彌補這部分分析的匱乏：1960s-
1970s客家唱片工業的發展，與「客家」此一新興社會與音樂分類受到歡迎有
關。稍後「比賽選秀—灌錄唱片—素人追星」之商業模式的成型，使得客家唱
片得以持續生產，稍後因主要發行的唱片公司停止營業而停滯。1980s-
1990s客家唱片工業的發展，則與歌謠班傳唱、伴唱帶發行、有線電視節目製
播有關，1990s後期因盜版、版權爭議、唱片與節目無法盈利而再次停滯。
2000s之後，客家唱片的發行與演出不再為1990s末期之前的五大客家唱片廠牌
所主導，生產著重針對「非客家」的聽眾網絡，流通則仰賴媒體、公私機構所
組織之賽事與節目，開啟了另一階段的發展。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文化部,客家委員
會,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從「使用中的媒介」與「媒介」的觀點看來，1960s-1990s的客家唱片的生產
流通，與其說是追求利益與呼應流行趨勢的模式化歷程，不如說是回應生產者
、聆聽者社會網絡所需，經濟活動作息，以及族裔認同想像的創造性活動。客
家委員會與文化部的政策制定者可多加關注這過程中的社會性與文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