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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知名的通俗音樂社會學者 Simon Frith（2001∕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 

50）曾指出，「如何用音樂賺錢」，以及「如何不斷適應新的科技」，這兩樣事情

形塑了通俗音樂產業的面貌。那麼讀了這本謝奇任教授的《國際唱片工業研究》

後，我們會發現，「如何用音樂賺錢」以及「如何面對數位科技」，都還不算什

麼。反而，看到「跨國唱片公司」這等工業巨獸，如何既用音樂在全球（包括台

灣）賺錢，又仍得疲於奔命解決數位科技不斷帶來的各式挑戰，才形塑了我們今日

所看到的音樂產業全貌。 

在近兩年坊間陸續出現好幾本精采的流行音樂學術譯作及評論專書後1，我們

終於又有另一本本土學術專書，為讀者直指通俗音樂令人愉悅表象下的工業活動本

質。尤其是，主導今日全球音樂市場，由早年的六大轉為五大，再整併為近年的四

大跨國唱片公司（環球、新力博德曼、華納、EMI），他們的「工業」原形。包括

其產業特質、經營模式，已愈集團化、寡佔的市場結構，彼此競爭也彼此勾結的市

場行為，以及多樣性與創新性備受質疑的績效表現，都在本書中被一一拆解、現

                                                   
*  作者為國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理教授，e-mail: telmjj@ccu.edu.tw。 
1  這裡指的是兩本很不錯的中文譯作，分別是 Andy Bennett（2004）的《流行音樂的文

化》，Simon Frith（2005）等人編的《劍橋大學搖滾與流行樂讀本》。以及國內的樂評作

家張鐵志（2004）創作的好書《聲音與憤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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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全書分為理論篇、歷史篇及數位篇三大部分，將 20 世紀以降的國際唱片工業

發展態勢，作了化繁為簡的清晰整理。理論篇引介傳播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以

及產業經濟學的觀點，說明傳播學界研究流行音樂的不同理論切入角度。歷史篇則

闡述、分析國際唱片公司的崛起，探討其如何進行全球整併，以及進入台灣市場的

歷程與帶來的影響。數位篇，則是以作者的長才，處理晚近跨國唱片公司面對數位

音樂的挑戰，尤其是科技與法律等爭議相互角力的歷程。作者不僅精準引述、整理

國內近十年來已累積不少的流行音相關研究論文2，也對國際及台灣唱片產業的發

展歷史、實務運作及產業現況，以豐富的文獻資料及文字表格加以呈現。對於向來

不易取得的唱片公司商業資料，以及各項統計數字都相當分散的音樂產業研究領

域，本書無疑是國內第一本如此有系統地討論音樂產業的學術專書，甚具參考價

值。 

當然，我們不能不注意到作者對本書立論基點的表態：讓政治經濟學與產業經

濟學相互補充，各取所長（p.2）。這或許是本書最特別的優點。 

作者在理論篇的安排，便已表達其立場。在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對流行音樂全

球化的相關批判後，作者便指出，關於全球∕本土、跨國∕地區，以及主流∕非主

流等經常被對立批判的爭議，不應「淪為過於簡化、單一層次與靜態的描述」

（p.41）。反而，研究者應「貼近資本運作的場域」，將「跨國資本與本地政治、

經濟與文化機構所形成的利益競爭∕共謀∕衝突的各種不均權力關係」，視為討論

的重點（p.42）。之後作者並引用一被視為較宏觀的「音樂交換理論」（p.43），

意指一種對雙方（跨國及本土唱片工業）都可能有好處的音樂文化互動模式，以作

為一較持平而務實的觀察視角。我們可以說，這種貼近資本運作場域的研究，便是

本書以傳播產業經濟學，尤其是 SCP 架構（市場結構、行為及績效）作為主軸的

分析策略。 

於是，我們不會一下子就陷入一種全球∕本土對立的國族主義情結中，也不會

                                                   
2 有趣的是，在作者所整理的近十年國內流行音樂研究論文中（pp.13-19），從政治經濟學

及產業經濟學的角度所作的研究數量（共 29 篇），相對於文本研究（12 篇）及閱聽人研

究（10 篇），也顯然一直是國內流行音樂研究的大宗。反而文化研究取向的流行音樂研

究，較無法放入這個「產業－文本－閱聽人」的傳播基本架構中，因而前註一所列舉的

著作，正好可稍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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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音樂創作的邏輯」與「唱片製作的邏輯」混為一談3。反而，就產業論產業行

為，這使得對唱片工業的討論「單純」許多。退去音樂文化外形的糖衣（或戰

袍？），音樂產業才能赤裸呈現出其在商言商的工業製作過程，以及商業思考邏輯

（p.70）。 

因而我們可持平地看到，主流與獨立唱片公司並非是對立競爭的兩種音樂品

味。反而在一種可稱為「開放性系統」的市場中，二者是作為彼此合作共生的商業

伙伴（p.74）。而眾多對於唱片市場高度寡占所作的批判，也不甚公允。因為寡占

結構與音樂多樣性之間的關係，還尚未定於一尊（p.79-82）。而在跨國唱片公司多

層次的市場移動中，我們也總能看到歷史過程的一體兩面：比如，跨國企業的確會

透過國家機器，以國際著作權的貿易談判收編本土唱片市場；但其另一面卻是，台

灣唱片工業本身也在立法的保障下，由國際唱片的代理生意作起，開始台灣唱片工

業在 80 年代後的建制化商業模式（p.125-127）。 

全書最精采的資料，莫過於作者最嫻熟的數位音樂及法律爭議。在本書第六

章，清楚地描述了晚近國際唱片工業面對數位音樂衝擊，在法律及科技對策上的艱

苦纏鬥過程。在其中，我們看到唱片工業如何利用繁冗的法律訴訟，作為爭取時間

思考其它防堵辦法的策略（p.160-1）4。而對照國際唱片公司在美國的訴訟過程，

數位科技、唱片業及雙方的法律訴訟考量，也讓我們有機會反思，台灣在 2005 年

七月及九月所發生的 ezPeer 以及 Kuro 的判例意義（p.165）5。此外，國際唱片工

業作為一利益團體，在法律與科技的戰爭上，無所不用其極地涉入各國的立法過

程。這也讓我們更需警覺到，政府的立法行為如何為利益團體所左右，而成為被學

者批判的「產業贊助的立法」（p.165）。 

然而，就在作者以多層次的、動態的產業經濟分析，作為能兼及資本運作實情

與批判性的論述策略時，也難免還留有一些縫隙與曖昧。 

                                                   
3 比如作者在第三章的註四，清楚指出我們必須明察，唱片工業運作著兩種截然不同的邏

輯，一是創作音樂的邏輯，另一是製造唱片的邏輯（p.69）。這兩種邏輯的區分，其實一

舉可劃開對於流行音樂諸多交錯疑問的切割點。 
4 無怪乎，先前 IFPI（國際唱片業交流協會）彷若定期打針似的，既去立法院請願、主辦

反盜版遊行，也大動作地控告學生的 MP3 下載行為，並對沒有授權的 P2P 業者提起法律

訴訟。但日前卻又傳來與先前控告的 P2P 業者，談出了合作的雙贏模式（何英煒，

2006）。 
5  當時的新聞事件可見陳曉藍（2005），邱太煊、李娟萍（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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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五章，探討的是國際唱片工業進入台灣市場的歷程與影響。除了台灣唱

片工業的被收編與建制化，以及愈加高額無上限的行銷宣傳戰外，作者對於國際唱

片公司如何以著作權的保護談判，進行「圈地」現象（p.143），以及所謂的「跨

國資本與本土資本的新關係」（p.145）等議題，都只是輕輕點到便未再細究，殊

為可惜。 

此外，跨國唱片工業進入本土市場經常面對的一個重要的爭議是：音樂市場的

多樣性及創新性是否相對減弱？作者以具有清楚操作型定義的「多樣性」（專輯或

單曲發行量），以及「創新性」（新人的專輯或單曲發行量）（p.78），作為評估

指標。在第七章的分析中，先指出「多樣性」因發行資料闕如無法討論外，也指出

從 1999 年以來，台灣唱片市場的新專輯及新人數量明顯減少，的確在「創新性」

上有所不足（p.185）。但隨即又以 1997 至 2004 的金曲獎得獎名單，指出跨國唱

片公司僅能掌握最佳國語男女演人獎項，反而其它獎項「多由本土唱片公司、製作

公司、工作室瓜分」（p.188），因而印證了中小型製作公司負責創新、培養新

人，而四大跨國公司主推銷售型單一歌手，二者的分工是一種「水平合作關係」。 

但作者在第七章的結論小結中，卻還有再釐清的空間。作者總結 1996 年跨國

唱片公司全面進入台灣後，台灣唱片市場的行為變化及趨勢。第一個小結的論點卻

是：「台灣唱片市場儘管目前看來產權集中度高，但透過生產策略仍可達成產品的

多樣性」，原因是「生產體制維持在一種開放系統所致」（P.198）。如此的推

論，似正好與上述頁 185「多樣性無從得知，而創新性則有不足」的分析有所矛

盾。而即使作者是依據頁 188 對金曲獎得獎名單的分析，而有此生產體制具有開放

性的推論，但跨國∕本土唱片公司，一個重行銷、一個重創新的角色分工結構，與

主流市場可被批判的創新性不佳的績效表現，似乎是可分開來看的兩件事。而對照

該章所描述的台灣 90 年代後半期的市場行為變化，國際唱片公司一方面以裁員及

刪減預算來降低成本，另一方面又以重金挖角及高額的宣傳行銷手法來操作市場。

我們似乎也可以想像，這種產權集中的音樂環境，對於音樂工作者及音樂創作者在

「多樣性」及「創新性」上，也許有更多值得挖掘的限制與影響。但作為本書的論

述策略，SCP 的分析架構便似乎無法處理創意產業中的工作者，比如其勞動條件以

及影響創意生產的可能因素等問題。 

而最後在作為全書總結的第八章，作者指出了數位趨勢下唱片工業可能的新經

營模式：也就是新興的合法網路音樂經營模式（p.212）。然而這個模式的曖昧處

在於，該模式的本土脈絡在哪裡呢？對照作者在第六章曾指出，數位音樂發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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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就是各個利益衝突集團之間的權力平衡問題（P.180），這些衝突，不僅是

創作者、唱片公司、授權組織、科技業者、消費者…之間的，恐怕也很可能是跨國

與本土之間的。然而作者對於數位爭議中的「利益競爭∕共謀∕衝突的各種不均權

力關係」，尤其是科技業者與唱片公司在法律上的鬥法，絕大篇幅還是著重在介紹

各個重要的國外經驗與判例。但相對於台灣市場的經驗，諸如跨國公司的數位經營

有何本土化策略？跨國的點對點傳播有何發展？數位音樂爭議在台灣又哪些發展經

驗與法律判例？比如國際公司如何對抗本土網站業者？如何介入可能的遊說立法等

歷史資料與歷程？相較之下，這些國內經驗便只有較不成比例的零星提及（P.165, 

P.196），而較無深入的分析討論。可以說，這也是本書另一個令人意猶未盡的小

缺憾吧！ 

其實，作者在秉持客觀甚至相當自抑的產業分析下，偶一為之的小評論，常令

人眼睛為之一亮。比如作者評論唱片業的「高失敗率，讓唱片工業普遍有『買股

票、押寶、中樂透』的心態」（p.75），相當傳神地捕捉了今日業界想像力愈趨貧

瘠的氛圍。但類似觀察，在以國際唱片工業為介紹主體，也在以文獻資料整理為主

的寫作策略上，只能成為令人驚鴻一瞥的小小點綴。或許，在較是作為音樂產業教

科書的考量下，以及較以國際唱片產業為介紹主軸的論述限制下，一個更能放手展

現批判力道的觀點，一個反向的，以台灣唱片產業出發的「全球化、本土化及數位

化」議題，恐怕還需作者另書處理？讀者或可再拭目相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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