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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現象 

2001年 10月時報出版了「五月天」樂團的自傳，廣告裏介紹著「從地下樂

團到台灣 NO. 1本土樂團… 」。2003年 8 月，「五月天」即將舉行服兵役成員歸

隊後的第一場復出演唱會。在這之前，雖然曾經沈寂一陣子，但說是當代台灣最

紅偶像樂團則不為過。1999年及 2000年，他們是中時「娛樂周報」讀者票選十

大偶像歌手、2000年明日報統計三大唱片通路 (大眾、玫瑰、亞洲唱片) 十大暢

銷專輯、2001 年「金曲獎」最佳樂團，叫好叫座。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們隸屬

於本土跨國唱片公司「滾石」1；但在未成名時，他們是「獨立唱片」(independent 

labels, or independent record companies，簡稱 indies) --「角頭」旗下的「地下樂團」；

他們發跡的過程，就跟英美流行樂界無數從「獨立唱片」開始走到主流樂界最頂

端的天王樂團一樣。 

2000 年 4 月的第十一屆金曲獎跌破大家的眼鏡，來自「角頭唱片」的原住

民歌手陳建年，這個大部分人聽都沒聽過的名字，抱走「最佳國語男演唱人」及

「最佳作曲人」兩項大獎。更讓人驚訝的是，「獨立樂團」「全自助」(DIY) 發片 

- 自行製作、錄音、壓片、發行的「交工樂隊」，抱走了非流行音樂類中「最佳

專輯製作」及「最佳作曲」兩項大獎。最佳演唱團體由 1998 年得獎的「魔岩唱

片」--「亂彈」再度獲獎，並與「五月天」、「脫拉庫」、「糯米團」、「董事長」、「四

分衛」這些同時入圍的新興樂團，以及早一點出線的「伍佰」連成了一股本土樂

團的氛圍。2002 年的第十三屆金曲獎，以美濃反水庫運動為宗旨而成立，並且

已將發行事務交由「獨立唱片」-「大大樹音樂圖像」負責的「交工樂隊」，改為

角逐「流行音樂類」獎項，擊敗了「五月天」，奪得「最佳樂團獎」。在這之前，

                                                 
1 從文化帝國主義觀點來看，滾石唱片來自西方文化邊陲國的在地資金，是「獨立唱片」(Yuan，
2002)；但從製作、行銷及配銷面來看，滾石唱片是在地跨國的「主流唱片」(major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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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唱片」多在金鼎獎獎項領風騷2，因為其所出版的類型多半屬於非主流類

型 (即傳統或藝術音樂、跨界音樂或另類音樂等等)。而其中一些非流行類的獎

項在 1997年以前，是合併在文教出版類的金鼎獎 (新聞局全球資訊網，2003a) 中

收納。經由金曲獎的效應，一時之間，「獨立唱片」、「地下樂團」一躍成為最新

潮的樂界符碼，媒體、音樂人直喻為「樂團」時代來臨 (黃秀慧，2000a)。 

台灣「地下音樂」的老廠牌，1986 年成立的「水晶唱片」，在 2000 年 9 月

推出《搖滾客》復刊號--「台灣獨立音樂版圖擊敗主流唱片工業巨人的 22 家獨

立音樂廠牌」專題，這本雙月刊走包裝精美的高價位路線；並且成立了「獨立音

樂線上新聞網」網站，生產「獨立音樂廠牌」的論述。 

同年 7月，模仿代表全球搖滾樂迷解放主義的Woodstock音樂節，開放給「獨

立樂團」爭取表演空間的第一屆「國際海洋音樂祭」，也取得了台北縣政府的經

費在貢寮海邊盛大舉行，活動現場並結合「獨立唱片大展」。到了 2002年第三屆

時，氣勢甚至凌駕已經行之有年的「野台開唱」，而使得地下樂界年度兩大拜拜

的口號變成了「北海洋、南春吶」3 (劉宇晴、林王祐，2002；田瑜萍，2002)。 

另一方面，在台灣一些從事國際「獨立唱片」代理的廠商，多從事世界音樂 

(world music)、原住民、少數族群音樂、中國音樂的進口或自製，在 1999 年 6

月底成立了「台北市國際獨立唱片協會」（Taipei Independent Label Association，

簡稱 TILA）（徐鵬博，1999：334）。這些廠商積極尋覓貨源，前往世界各地參與

唱片相關展覽。剛開始時，他們單槍匹馬；1995 年起，政府開始補助參加「坎

城唱片展」(MIDEM)；從 1999年起，他們成立協會，用台灣館的形象設攤參展。
                                                 
2 政府設置唱片業的獎項，最初將流行音樂類合併在金鐘獎；非流行音樂類合併在金鼎獎。金曲
獎在 1989年從金鐘獎獨立出來，獎勵流行音樂類；而 1997年起金鼎獎中的非流行音樂類也挪出，
合併到金曲獎中  (民生報，1997：19)。 
3 春吶--「春天吶喊」  (Spring Scream) 是 1994年起，由兩位當時在東海大學附近演唱的外藉人
士 Jimi Moe及Wade Davis 在墾丁所舉辦的戶外大型樂團演唱會，每年舉辦一次至今，稱為「南
春吶」；台北也自 1995年起開始有類似的由校園主導的「野台開唱」活動至今，所以本來口號應
該是「北野台、南春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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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只能做為買家，到近年來也試圖將台灣 (或中國) 的音樂以民族音樂或療

癒 (宗教心靈) 音樂的方向，推向國際。 

另一方面，「獨立唱片」--「玖玖文化」 (代理英國獨立廠牌 ECM產品)，1998

年在倫敦投資成立了 ECM 副牌 – 「November」；由台灣音樂/文字工作者王曙

芳擔任製作人，在當地邀集世界各地的民族樂手，以一個東方人的觀點，生產歐

洲的音樂人口所消費的世界音樂 (蘇重，2001a)。而資深音樂/文字工作者方無行

則是 1994年在北京設立了「獨立廠牌」--「直接流行」，開發製作中國搖滾樂，

但主要是引進中國藝人至台灣、香港、日本、星馬4，以及美國的部分書店 (粘

利文，2001：74)。 

產業行動結合官方資源，使得「獨立唱片」的論述在一個文化全球化的操作

模式中浮上檯面。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獨立」、「地下」、「非主流」與「主流」唱片之間的區別，自從 1950 年代

西方搖滾樂興起以來，便隨著國際貿易、人口及文化流動的途徑，逐漸形成了一

種全球性的聽眾品味區隔。本地唱片公司代理西洋音樂者，皆會定期收到英美暢

銷唱片樣品，也會收到一些其他「獨立唱片」的樣品，以及這些唱片的背景和樂

評資料，因此唱片公司中西洋部門的藝人與產品人員 (artists and repertoire, A&R) 

有機會接觸不同於主流音樂市場的唱片，這樣的背景也促成了 1986 年「水晶唱

片」及其前身「Wax Club」的誕生 (何東洪、張釗維，2000：212)。 

                                                 
4 中國藝人卻放棄中國市場的原因是，盜版太兇，市場無法控制  (粘利文，2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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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唱片工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之下，已被跨國唱片公司整編為「五大

唱片」加本地「一大」(滾石唱片)，然而各種小眾或小資本的「獨立唱片」廠牌

依然持續發展。這些「獨立廠牌」大凡幾類：藝人「全自助」 (DIY) 或半自助5

發行自己的專輯，例如地下樂團「閃靈」、「瓢蟲」，或社運團體「飛魚雲豹工團」、

「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等等；代理西洋「獨立廠牌」或中國的音樂產品，

如「台北國際唱片協會」會員的部分出版品、「玖玖文化」 (代理英國 ECM產品)

等；有自製作品者，如「角頭」、「水晶」、「大大樹」及「風潮」等公司的部分出

版品。每一個唱片公司的背景與生成方式都不盡相同，經營理念也不太相同，大

抵上是一種非主流或反主流的思考脈絡，有些唱片公司堅持獨立製作的理念，不

與主流匯合；有些也以子弟兵終究進入主流為傲。 

在台灣流行音樂工業的研究中，民歌運動的研究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代表性研

究，然而鉅觀來看，整個民歌運動在當時是流行音樂工業的一個變異，當時最熱

門的是西洋流行音樂的翻版事業，連國語歌曲都只是業者的玩票 (劉世鼎，

1999：23)。到了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民歌轉化成國語流行音樂的典型，

刺激了唱片產業的專業分工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民歌運動，從一個反抗的起

點，延展至整個運動建制化的歷史週期 (張釗維，1992)。 

民歌運動後，有部份音樂人走入主流體制，如吳楚楚成為「飛碟集團」的領

導人；有部份人繼續用音樂來反抗體制，如楊祖珺。到了 1990 年代後半期，部

份「地下樂團」浮出檯面成為偶像樂團；而如「交工樂隊」等樂團，則走入以音

樂幫助社會運動的另一條道路。民歌運動的歷史辯證，在民歌的商業化後劃下句

點；政治民主化之後，反省的或反抗的意識也在轉變，作為文化中介者的行動者，

接下來要對抗的是什麼？ 

                                                 
5 請參考本文第四章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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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何東洪等人 (2000：215) 所言，1990 年代的流行音樂從一開始就是在

一個文化工業的體系6中，這個體系到了 1990年代末期，除了政治高壓的環境已

經透過民主方式和平轉移至本土政權，跨國唱片公司也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寡佔局

面。如此，何以在 1990 年代末期，一種文化論述上的「獨立音樂風潮」油然興

起？在 2000年以來的「獨立廠牌」風潮7，在產值上也許是整個台灣音樂工業一

小部分，無論這些小廠牌之中有多高的異質性，他們至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

是生存。就在地的角度觀之，它的確是一種對於結構抵抗下的產物。這樣的抵抗

所形成的「獨立廠牌」論述，如何去解讀，以及它對本地的唱片工業的意義，是

本研究認為有意義的課題。 

本地唱片廠牌在解嚴後逐漸發展出一種本土論述。大環境顯示，一方面是跨

國唱片公司進駐，對抗「五大唱片」的利基 (niche) 所在；二方面本土政權興起，

本土及少數族群市場浮現；三方面是全球人口文化流動，塑造了「世界音樂」8的

全球市場。在地廠牌與本土或民族意識的關連，是否代表著是本土或族群意識，

形成了在地廠牌的能動性？ 

令人注意的是，包括金曲獎得主「交工樂隊」在內的許多「獨立樂團」或藝

人，是以少數族群或母語的民族文化位置來創作，特別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等等，這些類型因應國內政治局勢改變而生，某程度上得而近用官方的補助；然

而，台灣市場太小又是另一個結構的不穩定。多數廠商積極探尋拓展歐美市場及

華文市場的可能性，並且在國際瀰漫原住民音樂風氣的今日，似乎有一種推出國

際的可能性，而官方也在 1995年開始補助國內唱片廠商參加「坎城唱片展」。不

                                                 
6 關於這一點，何東洪等 (2000：215) 認為 1990年代「新台灣歌」的發展，有點類似 1970年代
的現代民歌運動，形成典範轉換的效果，但不同於 1970年代的民歌運動，「新台灣歌」一開始便
與文化工業有直接的關聯，民歌運動中面臨的是「商業化與否」的爭議；而「新台灣歌」則出現
主流與非主流唱片間的競爭或合作關係。 
7 以 2000年金曲獎，若干獨立唱片獲得流行及非流行類大獎，所產生的金曲效應為起點。 
8「世界音樂」  (world music) 開始出現是在 1987年，11個英國「獨立廠牌」提出這個名詞做為
流行音樂的一種新類型，用於行銷那些出產自非西方(西方主要是指英美)國家，混合了西方流行
音樂元素與當地民謠基素的音樂類型  (Mitchell，19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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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台灣雖然有以民族音樂推出海外的契機，但中國音樂市場的逐漸開放又造成

台灣廠商一大考驗，也須要國家政策面更進一步的配合。 

另一方面，隨著唱片複製科技的發展，以及經濟的不景氣造成的唱片實體消

費市場萎縮，又使得唱片工業中的權力態勢有所變化。部分以網路做為商務思考

的新興廠牌或老廠牌，利用網路做為宣傳及銷售的平台，是另一種抵抗資本的邏

輯。 

出現在這些中小型唱片公司中間頗為耐人尋味的是公司規模的拿捏，許多公

司堅持用一種打游擊的產製方式生存，也有公司從小型進展到中型甚至建立跨國

銷售據點。 

    此外，自由市場與媒體的商業邏輯，使得媒體無法提供有效的篇幅、版面給

非主流、小眾的唱片產品，也沒有辦法形成公正、有權威的樂評制度，加深了小

廠牌的邊緣性；吊詭的是，在大眾媒體上的缺席又是邊緣性論述建立的利基。 

文化的主體性 v.s. 市場機制 

法國經濟學怪才阿達利將整部西方音樂史解讀成一部「噪音」如何被控制成

為「音樂」，進而創造新社會秩序的政治經濟史。他認為十九世紀末起，由於傳

播科技的進展，音樂陸續透過廣播、錄音等技術大量複製、流通，進入了「重複」

的階段。擁有重製工具的資本家，以著作權及明星的機制，使音樂的消費大眾化、

音樂的生產人工化、商品化，並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斷製造音樂的需求。這種

複製科技對於噪音掌控更甚，造成了樂曲所要傳達訊息的腐敗，模糊了創作的本

質 (Attali著，宋素鳳、翁桂堂譯，1994)。相對地，在音樂的生產活動中，持續

不斷被提及的反動力來源，就是音樂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但是，無論政經結構如何運作，不同的文化，究竟是會被主流文化所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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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永遠有它存在的能動性 (agency) 及自主性？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作下，

文化主體性若不被消滅，究竟會選擇什麼樣的方法繼續生存下去？另一方面，音

樂做為文化商品的一環時，我們又無法僅僅討論美學及藝術性的問題，並非其中

沒有美學，關鍵在於資本的宰制，文化霸權的壟斷，以及小文化如何對抗大文化；

也就是說，每一種出現在市場上的音樂產品，它的內容之所以以這樣的美學安排

來呈現，都是在生產過程精密設計，層層關卡篩選修正，以及音樂工作者與生產

機制妥協的結果。 

在流行文化瀰漫的社會空間中，大眾媒體上看不到的分眾、小眾文化，固然

受到階級或文化意識型態的支持而持續存在；從政經結構面來看，優勢文化之外

的次文化，也隨著戰後社會的開放、文化的民主化而開展。以台灣為例，處於戰

後的後殖民時代，伴隨著威權的解體、本土政權的茁壯，我們看到隨著社會的變

遷，文化似乎顯得多元而活潑，除了弱勢族群文化議題不斷浮上檯面，本土文化

也儼然爬升到主流位置，隨著政治正確的轉移，新的文化霸權也逐漸成形，改變

了整個文化生態結構。不同的文化，反應在不同的文化產品中，而這些文化產品，

都有它的代理人(agent)，也就是扮演整個文化工業中的「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角色。本研究的目的即企圖以「獨立唱片」這樣的符號機制為例，

來探討這些代理人如何發揮在結構中的能動性。 

分眾市場的存在代表一種品味的階層化及支持，分眾市場由於不經大眾媒體

宣傳，一般人不管是在知識上或是經濟上的進入門檻頗高；也由於這樣的門檻，

使得分眾市場維持它獨特的存在價值。然而這樣的門檻又是一種市場範圍的圈

限，造成生存上的困境，其中的吊詭是耐人尋味。而經營者如何在商業利益及藝

術理念間取得平衡，並且在全球資本的壓迫中求得生機？堅守「獨立」陣營者，

是否可以一直因為品味的區隔而生存？ 

「獨立唱片」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是一個眾說紛云的概念，它的所指也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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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以這個概念為出發只是想建立一個討論的基點，企圖做一種系統性的觀

察。無論是 1980 年代已經成形的類似西方將製作與行銷分工的國語唱片工業，

以至於解嚴後五大唱片進駐與本土唱片形成的市場競爭狀態，都並未形成台灣

「獨立唱片」產業或論述的檯面化。因此本研究傾向從 2000 年以降，音樂文化

現象中國家機制介入及文化霸權移轉來探討「獨立唱片」論述的出現。 

而總結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將放在「獨立唱片」論述的浮現對本地小廠牌的

意義，以及台灣有聲出版業在「獨立唱片」論述形成過程中的再生產機制，以及

生存法則。經由回溯本地音樂刊物及音樂活動，來分析台灣地下音樂、音樂節及

「獨立唱片」老廠牌— 「水晶唱片」的脈絡；另以訪談方式了解本地「獨立唱片」

的經營模式、困境及因應方式。 

 

第三節  研究取向及方法 

由於政治經濟學致力於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樣式的關懷，以及執著於經濟與生

產因素的決定性，因此Murdock (1989：246) 提出修正，建議去處理「結構」、「文

化」、「行動者」及「認同」等範疇之間的辯證關係，讓理論對於物質與論述、經

濟與文化兩方都能予以概念化，如此文化帝國主義才不會侷限於鉅觀層面，而是

一門能兼顧微觀活動、解釋文化生活的辯證知識。本研究即擬在政治經濟學的取

向中，翻轉觀點致微觀的行動者的層面，去看文化對行動者的影響，以及這樣的

影響在結構中的能動性所在。 

一、結構 (structure) 與行動者  (agent)  

本研究試圖以政治經濟學對「生存」之社會關係的關照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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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較廣義的定義為，「研究社會生活的控制與存活」。控制特別指涉

了個別及團體成員的內部組織，而存活則指涉這些成員運用手段來生產他們再生

產自己所需的東西。大大小小的控制過程大致是政治屬性的，因為它們涉及了一

個社群之內，各種關係的社會組織。大大小小的存活過程則根本上是經濟屬性，

因它們涉及了生產與再生產 (Mosco著；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43)。 

然而，政治經濟學是從較高層次的社經複雜性來定位傳播學科，因此微觀或

人際層次的關懷，往往會被忽略掉。人們在以下兩個層次的體驗，經常存在巨大

落差。一方面他們察覺到了運作在制度層次的力量 (這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

核心)，另一方面他們的日常經驗，也由一連串在小團體之間的遭遇 (由文字及

影像中介，也由他們自己中介) 所構成。許多年來，對於制度的與親身的中介，

在社會科學論述認同方面的研究日漸增加。然而，政治經濟學派也認為資本主義

一直鬆動認同，並且教育、收入、權力、一般的生活機會、階級、種族，以及性

別的重要性，比起以前都還要來得顯著，因此，也不宜一昧耽溺在主體之中。 

媒體商品除了能夠生產剩餘價值以外，它還包含了形象符號，具有特定意

義，以塑造人們的意識。媒體的生產具有個人的創造面向，這也使得媒體部門與

許多同樣具有工業特徵的職業部門，產生了差異。例如作家撰寫書籍，導演能夠

率性地按照自己的意思拍攝電影，明星造就了電影或電視節目等等。強調這些現

象是有相當顯要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媒體工業需求的構思層次，相對較高。但政

治經濟學也認為不宜過於強調個人的創造力，畢竟媒體生產過程無論再怎麼複

雜，無論其內各部門再怎麼不均勻發展，它都愈來愈像一般經濟部門的勞動過程

了 (Mosco著，馮建三譯，1996：206-34)。但是，我們仍應活用政治經濟學，不

忽略意識或物質任一層次，以免於決定論的偏狹。 

以行動者的角度來看，本研究試圖以下列架構為思考模式，來看行動者的相

對自主性： 



10 

 

 

社會條件 A 

認知者  

社會理論 A 

        行動者  

 

歷

史

進

程 

社會條件 B  社會理論 B 

資料來源：黃瑞祺 (1996：37) 

 

「社會」絕非獨立於我們對它的認知，因為人同時是認知者與行動者，隨著

歷史進程，有不同的社會條件，形成人對當時社會的認知；但社會現實又是人的

行動 (agency) 及其後果造成的，所以行動者會造成另一種社會條件，而創造出

另一種社會認知。1990 年代的台灣音樂環境，固然因為跨國資本的進入，市場

的集中，而使內容趨於一致；然而隨著台灣政權的在地移轉，以及唱片工業本身

諸多可容中介的環節，也賦予行動者反抗的空間及相對自主性的發揮。 

二、文化中介者 

Bourdieu (1986：359) 提出的文化中介一詞，是指從事有關表現與再現 

(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同時也是生產符號商品及服務的工作者。這些

人並不只是文化產業生產線上的一員而已，他們更佔據了一個創作者與閱聽人之

間的位置。Negus (1996：62) 引申至音樂工業，指出這些人長期透過一些娛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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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及文化文本，如唱片、影帶、廣告、廣播、書籍雜誌、電玩遊戲及周邊商品等

等，來重組、流通及中介音樂產品的文字、聲音及影像。Negus認為，音樂工業

的工作者特別符合 Bourdieu所指出的文化中介者職業身份的模糊性： 

(1) 工作與休閒/製造與消費 – 休閒時消費音樂會、樂吧、閱聽音樂及相關影像；

同時也在工作的時候製造它們。 

(2) 個人品味及專業判斷 – 受雇成為音樂或相關工作者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音樂

品味及收藏，這也代表個人投資在所喜好的某些活動的時間、精力及熱忱，有可

能換來一紙唱片公司的合約。 

(3) 藝人、行政人員、閱聽人 – 這些本來截然分明的角色已經被音樂工業給攪

和在一起。樂迷、消費者都可能變成唱片公司的一員，而歌手、樂手、DJ 及經

理人也同為唱片公司的職員。 

    Negus對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建立了比較正向的看法，依照馬克思主義政經學

派對文化商品的看法，音樂商品的背後有著隱含的社會關係，諸如種族、性別、

性向、階級等等，影響著商品的創造及接收；但正因如此，每一項商品都代表著

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及權力鬥爭的網絡。是以，文化中介的概念正讓我們可以去

思索在製作端與消費端的中間所發生的抵抗行為及過程，特別是關於意義的產製 

(ibid.，70)。 

「主動的閱聽人 (樂迷)」(active audience) 這樣的觀點其實是植基在一個生

產者與消費者同在一個商業的共生結構所產生的。所有的創作者，也都是從樂迷

開始的，這也就是這個產業的特殊之處，因為這裏面的文化工作者是隨時準備在

這個光譜裏流動。而從樂迷開始，人就一直同時在消費與製造意義 (羅悅全，

2000：19)。從 Negus 的觀點，相對的來說，這樣的共生結構卻提供了行動者的

能動性發揮。正因為這種結構的動態性 (消費與製造間的再生產循環)，文化中

介者得以在文化工業的生產邏輯下塑造不一樣的文化論述，這正是文化中介者之

所以產生能動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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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工業的中介機制 

Negus (1996：66) 根據 Raymond Williams對詞源及字義的歷史性轉變的討

論，對於音樂工業「中介」下了三個定義：(1)中介行動，例如唱片公司員工、

DJ、記者、影像導演、版稅計算者、零售業門市人員，這些人都是一種「守門

人」的角色；(2)傳送媒介，亦即傳佈音樂、文字及影像的媒介科技，包括了錄

音的媒材、載具、廣電媒體、數位科技、樂器；(3)社會關係，這個指涉的是在

中介組織或社群中運作的權力關係，以及其如何衝擊著藝術作品的製作與接收過

程。這種觀點是源於馬克思主義來分析社會階級在社會關係與文化形式中形成的

中介作用。而行動者正可在中間任一環節進行反抗、創新或再生產。 

林芳玫 (1994：13) 認為，1980年代崛起的台灣文化工業，把原本 (文學類

型) 明顯的區隔打破了。她說，文化工業有兩個特色：第一，就如同其它的產業

組織，文化工業具有科層體系，把工作的執行分解為許多細小的部分，由不同的

部分來執行；其次，文化工業著重文化產品的再加工、複製、企劃、行銷。傳統

文化生產方式中，創作幾乎就等同於生產，但文化工業的生產方式大幅度提高非

創作的部分，這促成了「文化中介者」的興起。文化中介者的膨脹，意味著文化

生產越來越有集體性及組織性，而加工、複製、再生產也益形重要。     

她更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看待文化工業的缺失之處，並認為應該用政治經濟學

的觀點來補足。她的研究發現文化工業有一個雙重特性：原始生產部門「是無法

工業化的」，除了少數大師或明星人物之外，均為待遇微薄、流動率高的「文化

零工」，而複製、行銷、傳送部門則具備工業形式，是權力、資源、利潤集中之

所在。所以文化工業的當務之急是生產 (production) 與複製 (reproduction) 部門

間的嚴重不平等與剝削關係。文化生產仍停留在「手工業階段」，所謂文化工業

其實是複製、行銷、傳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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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原真性雖然透過大量複製的文化工業被抹殺殆盡；從另一方面來看，

屬於「手工業部門」的創作部門其實某程度上算是個自由呼吸的空間，作為一個

行動者，在這個部門可以展現相對的能動性 (agency)。張維元 (2002：229) 據

此觀點研究流行音樂製作個案，發現製作文化商品的過程中，行銷策略、成本控

制、企劃包裝等環節的同步運作。「創意」、「行政」從來不是分立可切割的兩個

階段，在「產製」的過程中，不只有「創作者 / 製作團隊」的相互複雜關係，

文化工業的其他部門也進入其中，造成文化商品產製時多個行動者— 創作者、製

作團隊、唱片公司行政人員— 的聚合，與多向力量的交互拉扯、協作。  

Sirivuyasak 指出泰國在 1970 年代末期，因為全球五大唱片工業的入侵，以

及智慧財產權法的建立，在當地政府仍舊檢查音樂內容的情形下，卻意外地造成

了當地廣播新聞節目及當地通俗民謠商業化的結果。在唱片工業方面，音樂創作

者雖然必須依賴主流唱片公司的資金，可是由於唱片公司希望開發符合大眾口味

的新樂種，於是「pleng luktoong」這種深獲農民、窮人、底層人民認同的俚俗民

謠出線了；為了逃避政府對於歌詞內容鄙俗、猥褻的審查，創作者很巧妙地將暗

示性愛的字眼用曖昧的方式串入歌曲中，結果獲得廣大民眾的迴響。這樣的過

程，雖然是商業化及政府箝制言論的結果，但卻為泰國的民謠及底層聲音提供了

出路。因此她認為生產與意義的模式之間有些中介與辯證的關係，亦即專家、創

作者等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intermediaries)，以及主動閱聽人等的相對自主性。

她認為急遽的社會變遷與新傳播科技雖然加大了知溝 (資訊溝)，但也吊詭地提

供了反抗主流意識的管道 (Sirivuyasak，1990)。這其實是行動者對結構的再生

產，但也發揮了相對的自主性，而影響了結構。 

Swingewood (1977：123，轉引自 Siriyuvasak，1990：46) 對大眾文化的概

念提出質疑，他認為假如文化是人類賴以建立認同所攜，則大眾文化的概念是一

種做為正當化中產階級以民主與整體性整編大眾的迷思，它其實是一種空洞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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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任何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都認定社會的結構是具有辯證性的，亦即社

會實乃包含了分立但相關的「層次」，而各個層次具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完全

呼應於特定的生產模式。個人在意識形態這個層次上，並不只是外在社會與經濟

過程的消極而被動的承受者；意識形態是在許多民間制度的中介之下而存在的，

他指出葛蘭西在分析霸權之時，再三強調了這一點 (Swingewood著，馮建三譯，

1993：135)。 

大眾媒介與生產模式的關係，以及大眾媒介與馬克思主義之社會形構理論之

間，有什麼樣的關係，也就意含著種種文化機構，並不是被動地反映了主流支配

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這些文化機構，事實上具備了局部的自主性，它們與資本

主義階級之間處於一種半合半離的狀態。因此一個文化中介二階段說法即是：大

眾媒介在轉化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之時，同時也把意識形態建構為實際的作為與

理論參照形式；大眾媒介把社會現象再現，來傳達價值觀期許時，也把意意識形

態轉化為有利於流行意識的種種概念，而這樣子的結構則進一步為社會其他制度

與組織所中介 (ibid.，137-8)。 

Murdock與 Golding (1977：20，轉引自 Siriyuvasak，1990：48) 則認為，對

於物質資源及分銷通路的掌控固然是操作文化產品的最終決定因素，但是這種操

作不總是直接作用於閱聽人身上，也不會對這些產品有立即而直接的成效。換句

話說，中間一定有一些中介及反抗。 

Garofalo提出了社會形構與葛蘭西的文化抗爭理論，來解釋「獨立唱片」與

主流唱片之間的關係。他修正 Althusser 的超結構論點，認為經濟層面並非單獨

有決定性力量，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各層結構各具有創生力，同時彼此

聯結，在社會形構過程中互相影響；領導權的維持是一種不穩定的均衡，隨時在

變動與重整中重建，故音樂的經濟活動中也存在著文化抗爭 (Garofalo著，張育

章譯，1994：43-5)。若說創意部門的成果為生產部門接收，使得創意部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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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斷地創新，相對也是創意部門在社會上尋得就地戰鬥的一個文化位置。 

除了參考報章雜誌等文獻，本研究亦進行訪談。 

四、訪談 

本研究對象為「獨立唱片」(independent labels) 產業。訪談對象為列名「《搖

滾客》復刊號二十二家『獨立唱片』」(附件一)，以及「台北國際唱片協會」(附

件二) 名單的成員，旁及與「獨立唱片」有業務關係之相關人士。  

本研究訪談進行期間為 2002年 10月至 11月間，共進行 12次訪談。訪談名

單如表一，包括了 11 位「獨立唱片」負責人及 1位與「獨立廠牌」有合作關係

的跨國唱片前高層主管。 

訪談的運作前提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上，所以是用一種熟人牽線的方式，而運

作的過程其實等同於交朋友，建立一種熟悉的關係。 

訪談過程為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包括六個面向：

(1)訪談內容是隨機應變的，乃受、訪雙方在過程中共同做成的決定；(2)採取開

放互動的談話過程 (本研究中研究者只準備了訪談大綱 (表二))，並隨機增刪問

題)；(3)著重訊息的全面及深度；(4)視受訪對象為獨特的個體；(5)訪員的角色是

投入主動的；(6)在訊息的詮釋上深植入生命的與地方的脈絡中。 

訪談所使用的技巧包含幾方面：(1)訪談提網的周密性：然而越前面做的個

案，越是 pilot study的性質，因此問題會不斷修正；(2)個案的便利性：訪問對象

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對象，重點在於符合資格，做出深度來；(3)訊息取得：利用

自我暴露的方式來當作誘因，或是用他人的相反意見來當做激將法；(4)漏斗式 

(funnel) 問題：先以較廣泛的問題開始，然後朝著特定重點縮小範圍，以便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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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參考架構 (Kerlinger & Lee著，黃營杉等譯，2002：415；耿曙，2002)。 

 

表一  本研究之受訪名單 

 受  訪  者 日期 地  點 備註 

1 水晶唱片負責人任將達 2002/10/24 古亭水晶唱片 a 

2 五四三音樂站負責人馬世芳 2002/10/26 古亭五四三音樂站 c 

3 阿帕唱片負責人簡立明 2002/10/31 西門町阿帕分店 a 

4 韻順唱片負責人王輝峰 2002/11/03 民生西路韻順唱片 b 

5 風潮唱片負責人楊錦聰 2002/11/12 永康街「回流」餐廳 a,b 

6 交工樂隊團長林生祥 2002/11/13 淡水瓦窯坑交工練團室 a 

7 金革唱片負責人陳建育 2002/11/15 中和金革唱片 b 

8 飛魚雲豹工團發言人陳明仁 2002/11/19 公館飛魚雲豹工團 a 

9 角頭唱片負責人張議平 2002/11/22 重慶北路角頭唱片 a 

10 新力唱片前總經理李岳奇 2002/11/22 南港 Sonet辦公室 d 

11 大大樹音樂圖像負責人鍾適芳 2002/11/27 木柵大大樹唱片 a,b 

12 閃靈樂團及 TRA負責人林昶佐 2002/11/27 公館 TRA辦公室 a 

a 列名《搖滾客》復刊號二十二家「獨立唱片」之一 
b 「台北國際唱片協會」成員 
c 未列名 a,b 中，但在 2001年獨立出版該公司第一張藝人專輯 
d 與「獨立唱片」--「大大樹音樂圖像」合作發行之五大唱片前高層主管 

 

使用訪談的缺點是，因為是非隨機抽樣，樣本小，而且是非結構化的，因此

受訪者的答案也無法標準化，故難以推論回母體。優點是非結構性的訪談能長時

間觀察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並深入探究受訪者為何如此回應某些問題，因而獲

得受訪者對某些主題的參考架構，以及其「動機」的相關資訊  (Wimmer & 

Dominick著，黃振家譯，2002：164-6；Kerlinger & Lee著，黃營杉等譯，2002：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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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談大綱 

1.  入行背景 

(1)  文化背景、文化資本、物質基礎。 

(2)  成立品牌的因緣 (有反抗或反省意識？或是現實考量？)。 

(3)  公司歷史。 

2.  生存關鍵 (產製層面) 

(1) 與軟硬體的關係 (製作上 DIY的程度：包括寫作、錄音等)。 

(2) 成本控制 (製程、獲利模式)：製作 (錄音)、發行 (生產、行銷企劃、版權、

零售)、配銷 (鋪貨)、人事、發行規模。 

(3) 市場 (區隔)：類型、語言、目標消費者 (往海外發展嗎？)。 

(4) 生涯經紀：另有正職或其他收入嗎？與出版唱片的比例如何？ 

(5) 與媒體的關係：宣傳之必要性、效果、版面篇幅、需求、代價、另類方式。 

(6) 與藝人的關係 (如簽約、合作方式)。 

(6) 對運用網路科技的看法 (如做為傳統行銷通路的替代；整合製程、宣傳與銷

售在網路上)。 

(7) 與政府關係 (公部門補助狀況)。 

(8) 與通路的關係。 

3.  遭遇困難與解決方式 (與理想的差距) 

(1) 對主流唱片的看法：與主流唱片的關係； 

(2) 對「獨立唱片」的看法：對「獨立唱片」論述及其定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