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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愛妻燒炭自殺 原來她愛的是女人」（2004/8/4，TVBS 新聞）、「離了窮

夫結新歡  陸娘被出賣」（2004/8/4，中時電子報）、「假機師詐財 導演愛情騙

劇」（2004/8/4，中時電子報）、「外遇反咬性侵 婦人加重求刑」（2004/8/4，中

時電子報）、「同居老人遭砍  搶匪入侵？情敵傷人？」（2004/8/4，民視新聞）、

「婚外生子 名模告贊泰建設小開負責」（2004/8/3，TVBS 新聞）、「繼父繼兄

性侵害姊妹花  苗栗法院判刑」（2004/8/3，中廣新聞網）、「假結婚真賣淫  16

位泰籍女子被逮」（2004/8/3，民視新聞）、「狼人父親離婚  性侵女兒長達兩年」

（2004/8/3，民視新聞）、「5小孩分屬 3父親  生母不養棄如屣」（2004/8/2，

聯合新聞網）。 

近幾年來，無論是翻開報紙，或是收看新聞報導，社會新聞版上隨手拾來，

幾乎每天都是些令人怵目驚心、百思不解的標題。「離婚」、「外遇」、「同居」、「情

殺」、「性侵」⋯⋯，這些鬧劇天天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上演，甜蜜而單純的家

庭，似乎離現實越來越遠了。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台灣地區的離婚率在近年來

是以穩定地逐年增加的方式在成長中：民國八十二年的每日平均離婚對數為八

十二點九對，然而到了去年，全年離婚對數共計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對，平均

每日有一百七十八點一對的夫妻離婚，已經是八十二年的兩倍有餘。

（2004/10/21，自由時報第 21 版生活新聞） 

流行歌曲仍然高唱著「我決定愛你一萬年」（伍佰「愛你一萬年」，收錄於

「愛你伍佰年」專輯，滾石唱片 2004/5 發行），然而與此同時，排行上的新歌

也出現了「尋人遊戲  不斷約會誰猜對  真命天子到底是誰」（許慧欣「大風

吹」，收錄於「幸福」專輯，環球唱片 2004/6 發行）、「昨天誰對不起誰  明天

誰又為誰憔悴」（謝霆鋒「如果沒有感覺」，收錄於「Listen Up」專輯，新力唱

片 2004/5 發行）⋯⋯等的歌詞。似乎流行歌曲也感應到了現代人複雜的愛情狀

態，唱出了宛如「大風吹」一般流動不明的當代兩性關係。 

究竟現代社會的「愛情」是怎麼了？一些以探討「現代」社會為目標的社

會學大師，不得不開始紛紛對「現代愛情」做出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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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社會學一向予人艱深冷僻的印象，似乎只是學者們關在高聳的象牙塔內自

己創造出來的系統，和真實的庶民生活沒什麼關聯。常常當一些長輩們問起我，

「你唸的社會學是在學些什麼？將來是去照顧老人或孤兒的嗎？」這時我總得

費力的去解釋，但得到的往往仍是一些似懂非懂、放棄再深究的反應。 

然而社會學一定非得表現得這麼高不可攀嗎？當然未必。葛芬柯（Harold 

Garfinkel）的「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1984）就為我們呈現了截

然不同的社會學面貌。事實上，生活中無處不可以是社會學，舉凡人們所有的

言語行動或思想作品，上至階層差異、城鄉發展、經濟型態、政治活動⋯⋯，

下至個人的生活方式、親密關係、人際互動型態、飲食文化、遷移模式、衣著

打扮⋯⋯等等，都足以成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我相信社會學存在的意義，是為了幫助人類探究自身的來處和處境，更進

一步幫助我們對未來有更好的安排和準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我一直希望能

透過社會學的眼睛，來對自己的生活內容加以解讀和詮釋，好讓周遭的一切變

得更容易理解、更有邏輯，也更有準則可循。 

近年來，許多社會學的大師都紛紛開始將關注的焦點分散及於與大眾生活

更加貼近的領域，包括生活風格、自我認同、消費社會，以及特別是親密關係

中的愛情（如 Anthony Giddens、Ulrich Beck 和 Niklas Luhmann 等人）。對我

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值得玩味的現象。事實上，我相信愛情對人們而言，至少

在生命當中的某個階段，確實擁有著近乎壓倒性的影響力；這一點，只要走到

街上去晃一圈，翻一翻書店裡的暢銷書、看一場電影院上映的熱門電影、聽一

聽唱片行裡當紅的流行歌曲，或者觀察一下愛情作為一個消費名目，是如何被

商家和餐廳廣泛利用的，就無庸置疑了。 

中國人總說「成家立業」，成家還在立業之前，可見就傳統的認定而言，一

個人必須要先建立了家庭，然後以之為立足點，再致力於事業上的發展，如此，

個人的生命職責才算圓滿完成。因此，作為婚姻的根基，愛情對於社會的重要

性可謂是不容質疑的，儘管它長期以來一直被鄙棄為市井小民的膚淺玩意，似

乎不登大雅之堂；然而，我們卻很少去正視，當整個人類社會的愛情觀發生了

改變，連帶的會對婚姻制度造成多大的影響，而後再進一步對人類社會造成多

麼深遠的衝擊呢？再反過來思考，當作為生物本能的展現，以及人類社會最根

本又悠久的制度之一的婚姻、家庭制度都發生了轉變，這是否也意味著人類社

會已經產生了相當劇烈的變遷呢？ 

一直喜歡聽國語流行歌曲，也常常在美麗如詩句的歌詞中照見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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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者彷彿看見週遭朋友的身影。愛情的起起落落，所帶給人們的各種酸甜

苦辣雜陳情緒，常是這些流行歌曲的主題。但是有時候陪著父母聽一些老歌，

我又發現他們是如此投入在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情感方式中，那些歌詞所傳達

的意境或角色形象，對我而言是如此陌生，並且和我們現在所謂的流行歌曲，

就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代歌后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算是她的代表名曲之一，至今

這首歌仍然在兩岸三地流傳，受到許多後起之輩屢屢的翻唱或重新詮釋，在中

生代的心目中，堪稱是經典情歌的代表之作，因其傳達的是一種對感情的堅貞

和恆久不渝，有如天上的月亮般明朗，且永不會改變。歌詞如下：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愛也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不變  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輕輕的一個吻  已經打動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教我思念到如今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而，國語流行歌曲的天后王菲，在她 1999 年發行的「只愛陌生人」專輯

（百代唱片公司發行）中，收錄的一首主打歌曲「當時的月亮」，也是相當受歡

迎，在 KTV 的點播排行榜上始終維持不墜。歌詞如下： 

 

當時我們聽著音樂  還好我忘了是誰唱  誰唱 

當時桌上有一杯茶  還好我沒將它喝完  喝完 

誰能告訴我  要有多堅強  才敢念念不忘 

當時如果留在這裡  你頭髮已經有多長  多長 

當時如果沒有告別  這道門會不會變成一道牆 

有什麼分別  能夠呼吸的  就不能夠放在身旁 

（回頭）看  當時的月亮  曾經代表誰的心  結果都一樣 

看  當時的月亮  一夜之間化作今天的陽光 

誰能告訴我  哪一種信仰  能夠讓人念念不忘 

 
只不過，同樣以月亮作為寄託和譬喻的對象，這首歌的歌詞卻是直接的顛

覆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所傳達的堅貞而內斂的感情觀，以一種近乎反諷的語

氣相對的唱出了現代愛情的不穩定性：「回頭看，當時的月亮，曾經代表誰的心，

結果都一樣。」這樣的現象不得不令人進一步思考。 

於是我不禁開始好奇，現代人的愛情觀和上一代確實是有些不一樣了吧，

那麼，現代愛情究竟有些什麼特色呢？如果把流行歌曲的歌詞當作文本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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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跳脫個人經驗，更清楚且全面地認識現代愛情的特性，

進而也就更加了解我們所置身的現代社會吧。 

 

 

 

二、研究目的 

 

    「現代性」（modernity）這個名詞是當代社會學的關注焦點，從 Kant「論

何謂啟蒙」（1991）開始，一直到所有近代的社會學大師，包括：Horkheimer、

Adorno、Habermas、Foucault、Giddens、Taylor⋯⋯等人，都不斷在辯證、闡

述著現代性的特質與意義，甚至就連目前方興未艾、炙手可熱的所謂「後現代」

（post-modern），其實都還是不斷在與現代性做對話，試圖藉著與現代性的對

立，以豎立自己的疆界，肯定自己的存在。 

簡單的說，「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並

且在後來的歲月裡，程度不同的在世界範圍內產生著影響。」（Giddens,2000：

1）前所未有的，人類的生活首次出現了如此劇烈而普遍的轉變，沒有人能否認，

現代性的影響範圍無遠弗屆，甚至比所有過往時代的任何變遷更加意義深遠。

根據 Giddens 的說法（Giddens,2000；Giddens & Pierson,2001），資本主義、

工業主義、行政監控和軍事暴力，這四者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制度性面向。而

現代性的動力則有三種主要來源，分別是：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1] 、抽離化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 [2] 和制度反思性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3]；（Giddens,2002）就是這三者聯合起來的

作用力，讓我們得以理解何以生活在現代世界，比較像是置身於朝向四方疾馳

狂奔的、不可駕馭的力量之中，而非像是處於一輛被小心翼翼地駕駛且熟練控

制著的車輛中。（Giddens,2000：47） 

Giddens 曾指出，現代社會或說現代社會晚期的特徵，是透過兩種方式表

現出來的：在外延方面，是範圍十分廣泛的全球化方式；在內涵方面，則是一

種十分集中和個人化的方式，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

色彩的領域。（Giddens & Pierson,2001：95）換言之，在現代性的脈絡下，公

領域的重大變革也無可迴避地滲透入私人生活的領域了，而其中親密關係的民

主化正是最主要的轉變之一。 

    有鑑於此，Giddens 為現代社會裡親密關係的轉變專門著了一部書（即《親

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加以討論[4]，而屢屢和 Giddens 合作，

共同鼓吹「第二現代」（the second modern）、「反思現代性」和「風險社會」

等理論的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也和他同為社會學家的妻子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共同撰了《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來探討愛情

在現代社會的嶄新樣貌。可以說正是因為立基於對現代社會相近的觀察和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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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這兩本書中對於親密關係的論述也有著某種程度的親近性。 

    事實上，除了 Giddens 和 Beck 之外，包括 Luhmann 在內，這三位社會學家

不約而同在 1990 年代先後出版了關於愛情的研究專書[5]，正是因為他們都發現

面對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研究者需要理論典範的轉移，才能更充分掌握現代

社會發展的脈動及人們所面臨的問題。因此，他們所關照的愛情議題，也不再

單從家庭社會學或是女性主義思想的角度去討論愛情，而是根據他們對整體「現

代性」的分析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去探索愛情與現代社會兩者之間的關係。因

為對他們而言，從愛情，就可以看到整體現代社會運作的特色及發展的問題。（劉

維公，民 90：299-300） 

    延續上述「從整體現代性的脈絡中觀察當代愛情的特色，反之並從當代愛

情的樣貌中窺探整體現代社會的運作與發展」這樣的出發點，透過這篇論文，

本研究意圖把學術的觸角探入與庶民生活更接近的流行歌曲領域中。藉由對流

行歌曲之歌詞的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 西方的社會學者 Giddens 和 Beck 兩人都對當今這個高度現代社會的

愛情做出了相當細膩的論述，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最近這

一、兩年以來的國語流行歌曲之歌詞內容，透過大量的歌詞材料，深入去剖析

其中所透露的當代愛情特質和普遍意識，以玆對照Giddens和Beck他們對於「現

代性」之下的愛情之論述，驗證社會學理論的觀察是否得到支持；此外，也幫

助我們在理解歌詞中所傳達的想法時，有更深刻的視角和分析工具。 

(二) 本研究還將透過不同時期國語流行歌曲之內容的比對，從而檢驗現代

人關於自我與愛情的觀點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如果有，那麼又是怎麼樣的變

化；以求能更深入的對現代愛情做出觀察，理解「現代性」對台灣社會中的兩

性關係所造成的影響與作用。 

 

因此簡而言之，本研究希望能夠回答的問題意識主要有兩個面向： 

首先，在描述性的層面上，在流行歌曲的闡述中，這個高度現代社會中的

愛情，究竟呈現出了怎樣的面貌和特質，從而與以前的愛情觀有著區別。 

其次，在檢證性的層面上，學者 Giddens 和 Beck 兩人所持的關於現代愛情

的看法及論述，是否分別能夠在當代國語流行歌曲之歌詞中得到印證；如果有，

是哪些部分，又有哪些部分和歌詞中所呈現的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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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一、「愛情」的定義 

 

    愛情究竟是什麼，從文學家、社會學家到科學家都無法給出令所有人滿意

的答案。關於前人學者對愛情的闡釋將在相關愛情理論的回顧時再作說明。在

本研究中，對於愛情所下的操作型定義，則係指：「一個人對特定對象所持有的

某種感情、態度以及行為，其中包含著強烈的喜歡、著迷，以及性方面的慾望，

和因此衍伸出來的排他性與獨占性的親密需求，甚至願意為了愛情犧牲、奉獻

自己，並願意為了共同的生活作出承諾。」然而事實上「愛情」的範圍是如此

廣泛，因此上述對愛情的定義也只能是片面性、因時地而制宜的界定而已，下

一章將會談到的當代社會學家眼中的愛情趨勢，其中「犧牲奉獻」、「獨占性」

和「承諾性」等愛情的特質就已經逐漸有了鬆動的現象。 

 

 

 

二、「親密關係」的定義 

 

    依照心理學的說法，「關係」指的是兩個人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與依賴，

而有別於一般只是在路上擦身而過的陌生人、從報章雜誌上知曉的名人，或者

一些在我們每日繁忙的生活中，偶然地與我們產生表面且短暫接觸的他人。因

此，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關係」可能包含有：家人、親戚、朋友、同事、上

司、部屬、同學、師長、鄰居⋯⋯等等。而「親密關係」的定義，顧名思義，

就是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中，屬於關係更為親密的那一部份了。 

    事實上，「親密關係」的定義還可以被區分成狹義與廣義的兩種。狹義的「親

密關係」通常被用來特指愛情與婚姻；而本研究對於「親密關係」的定義則採

取較為廣義的界定。本研究對「親密關係」所下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兩個人

之間有長時間且頻繁的互動，並且在他們的互動內容中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活

動與事件，而非單一類型的接觸，因此他們會享有許多共同的活動與興趣，並

且有很深的相互影響與依賴。」因此，廣義的「親密關係」除了包含愛情，至

親的家人或知己好友也都能夠包括在內；換言之，愛情只是廣義的「親密關係」

當中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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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性」的定義 

 

    前面一小節曾經提過，「現代性」是當代社會學爭論的焦點，其牽涉的範圍

是如此廣大，影響又是如此深遠，因此關於「現代性」的定義也是困難重重。

本研究對於「現代性」所下的操作型定義，乃依照 Giddens 在《現代性的後果》

一書中所做的說明：「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

洲，並且在後來的歲月裡，程度不同的在世界範圍內產生著影響。」（Giddens, 

2000：1）根據 Giddens 的說法（Giddens,2000；Giddens & Pierson,2001），

正是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行政監控和軍事暴力，這四者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

制度性面向。而現代性的動力則有三種主要來源，分別是：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抽離化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和制度反思性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Giddens,2002） 

 

 

 

四、「流行歌曲」的定義 

 

關於「流行歌曲」的定義可謂是眾說紛紜，而若究其來源，則這個名詞是

從歐美流行的一種樂種之名稱翻譯得來的──popular music（陳柰君，民 80：

25）。根據陳柰君的整理（民 80），對於流行歌曲的定義約可以歸納成以下十種： 

 

（一）「流行歌曲」是一種通俗、易懂、易記、輕鬆、活潑、易於流傳、

擁有廣大聽眾的音樂；同時它還是順應時代潮流，配合當時社會情況而產生的

音樂，因此其歌詞的內容大多以我們日常生活中切身的人、事、物為對象，加

上大眾傳播媒體的廣告促銷，造成強烈的普遍性，因此使得人們更樂於哼哼唱

唱。 

（二）有的人認為凡是流行的歌曲都可以稱做「流行歌曲」，然而這樣的說

法不夠精確，因為可能包含一些民謠在內。 

（三）「流行歌曲」也可以定義為：凡電影插曲（主題歌曲）、舞台劇插曲、

唱片歌曲，唱時以輕音樂團伴奏者。 

（四）「流行歌曲」是一種為人民而創作、為人民而歌唱、並且受到人民之

喜愛，而在千百萬群眾中傳唱的一種音樂體裁。 

（五）所謂「流行歌曲」，是指以特定歌詞與曲調相配，而以商業力量製作、

推廣、販售，以資圖利，並流傳於社會之歌曲。 

（六）「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甚至可以標價出售，可以肯定它是一個商

品。它的創作者接受整個社會現象或情感的激發，產生靈感而將情感放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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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聽眾又從音樂中重新詮釋，產生新的情感，因此形成微妙的循環。 

（七）「流行歌曲」又可以說是一種「製夢的工業」，它生產多采多姿的夢，

提供了大眾更寬闊自由、且可以提升現實生活之內涵的商品。 

（八）「流行歌曲」是由簡單的旋律、和聲及歌詞所組成，讓聽眾聽過幾次

就能夠記憶下來；它的商業味道濃厚，且比任何形式的音樂更容易為時間所淘

汰。現今流行歌曲已經成為年輕一輩每日所不可或缺的調劑品，操縱流行歌曲

的唱片界更是懂得捉住群眾喜歡新奇的心理，不斷引進新面孔的歌手和新的聲

音。 

（九）「流行歌曲」敏銳的反映了人們當前的生活現實，並以清新的風格和

生動活潑的形式而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因此是音樂藝術的主流。 

（十）「流行歌曲」也可以定義為是一種「娛樂事業」。儘管唱片公司可以

生產偶像、生產流行歌曲，卻無法創造文化；因此創作者必須是自己誕生的，

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夠感動並且影響到與他同一時代、同一階層的人。 

 

陳柰君（民 80）總結上述定義而提出自己的意見：「『流行歌曲』表現其通

俗易懂的基本特色給予社會大眾，表達了民眾的心聲，以淺顯白話的文字（詞）

加上簡易清晰的旋律（曲），兩者共同合作的結果，就是大眾所熟知的流行歌曲。」 

然而本研究認為其定義忽略了當代流行歌曲商業化的一面；因此在本研究

中對於流行歌曲所下的操作型定義，係指「一種透過唱片工業所製作、銷售，

並且結合大眾傳播媒體的力量加以推廣、宣揚，不斷推陳出新，內容配合當時

社會潮流，以求吸引消費大眾當下的青睞，而獲得銷售數量之佳績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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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意指「對『虛空的』時間和『虛空的』空間的被分離開的向度的分解，

這使得在不確定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上，社會關係的抽離化成為可能。」

（Giddens,2002：231-2。） 

【2】 「是一種把社會關係從特定特定場所的控制中解脫出來，並通過寬廣的

時空距離而對之加以重新組合的機制。」另外，抽離化機制乃「由象徵

標誌和專家系統（它們合起來等於抽象系統）所組成。抽離化機制使互

動脫離了場所的特殊性。」（參見 Giddens,2002：18。） 

【3】 意指「定期地把知識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情境上，並把這作為制度組織和

轉型中的一種建構要素。」（參見 Giddens,2002：18。） 

【4】 根據黃瑞祺的說法，Giddens 自始就關注現代性的問題，因此在九Ｏ年

代初期陸續完成了他現代性的三部曲：《現代性的後果》、《現代性與自我

認同》及《親密關係的轉變》。參見黃瑞祺導論：〈紀登斯現象〉，Giddens,  

2002：XII。 

【5】 Luhmann 於 1944 年出版了《作為激情的愛情：論私密生活領域的符碼化》

（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