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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詩以言志 

 

以歌聲來抒發情感，傳達想法，是人類從古至今不變的習性之一。從前的文

化中，不論是祭祀、出征、勞動、收割、嫁娶、喪葬、成年禮、集會⋯⋯等等各

種儀式或活動，都有其專屬的音樂和歌曲；透過歌聲，人們充分發抒了對於這些

事件的感受、期盼和想法等，從而也凝聚了整個社群、強化了族人的文化及價值

觀。這樣的習俗後來以詩歌的表現方式一直流傳到了現代，歌曲的內容當然也隨

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被賦予新的面貌，然而始終不變的，卻是「歌曲內容反應創

作時代背景，作為人們情感、想法之傳遞管道」這樣的一個特質。所以吟誦先秦

的詩經、漢朝的樂府、宋詞、抑或元曲，又或者是台灣早期的小調、現代的主流

國語歌曲，帶給我們的體驗都是截然不同的。 

《詩經》是中國最早有系統的收集民間歌曲的一部珍貴紀錄，因其內容的高

度價值性和可參考性，而被儒家列為十三經之首。《禮記‧王制》篇中說：「天子

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也寫道：「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見古代的帝王為了了解民情、考察自

己施政的得失，特地設置了「采詩之官」，廣泛收集民間的詩歌以定期上陳於天

子，好讓統治者得以了解百姓的生活、需求和好惡等等。《詩經》就是這種制度

下的產物，這樣一部民間詩歌的紀錄，卻能成為「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1]，

至聖孔子甚至屢屢向學生強調讀《詩》的重要[2]，《論語‧陽貨篇》也提到：「子

曰：『詩，可以興
[3]
，可以觀

[4]
，可以群

[5]
，可以怨

[6]
。』」，足可見詩歌這樣一種

通俗文化是多麼有價值了。 

考察一下「詩」字的淵源，《說文》開宗明義即謂：「詩，志也。」另外，楊

樹達的《說文十義‧釋詩》亦云：「篆文從言寺，『言寺』亦『言志』也。⋯⋯蓋

『詩以言志』[7]為古人通義。」換句話說，詩歌對我們的老祖宗而言，是用來抒

發個人想法和感受的，可見就中國的傳統淵源而言，詩歌與人心之間的關聯性是

相當的密切。 

若再就西方歷史的演變來看，從口語文化開始，吟遊詩句就扮演著記憶文化

和教育文化的工具角色，而到了西元五世紀時，希臘文化更是逐漸透過字母的書

寫來完成文化傳承的目的。文字對我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科學方面，以字

母書寫的方式可以適用於系統化、累積式的資料分析。在政治方面，透過對字母

的準確掌握，使文字成為超越時空、組織與爭論的來源，繼而使社會與政府系統

成為有意義的複雜體。」（Jensen & Jankowski 編，1996：9）總而言之，文字

不但可以記憶知識、紀錄知識，提供我們驗證和陳述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透過

了字母的排列組合，我們可以建構出所有的社會真實。因為真實只是字母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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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特定書寫系統往往可以再展現出其文化來源，以及重要的社會結果，從而

突顯出過去和現在的分野。因此，「這些書寫系統可以使我們感知、體會許多的

社會衝突與變遷的歷史條件」。（Jensen & Jankowski 編，1996：10）在文化研

究的領域中，文本研究和社會研究也就順理成章的有了結合的空間。 

    這樣的文化研究打破了傳統文本的概念而加以擴張，使得社會研究的文本分

析客體不但超越了高級文化巨作所設定的範圍，甚至加入了流行文化和每日生活

實踐；包括通俗小說、流行歌曲、報章雜誌的內容⋯⋯等等，都足以成為社會研

究的文本分析對象。 

  儘管到了現代社會，通俗文化中的歌曲成為資本主義下文化工業的一環，歌

詞的創作權掌握在一批唱片公司所扶植的寫詞人手中，流行音樂的歌詞內容不免

受到文化工業的控制，因而有如 Adorno 所言「偽個體化」、「標準化」等的意識

宰制之虞；然而，流行音樂的魅力和號召力卻不減反增，天王天后偶像輩出，KTV

的包廂裡充斥著人們的嘶吼或傾訴，廣播電台更是時興以聽眾點播歌曲作為節目

內容，就連盜版 CD 的猖獗都可以視作是人們對流行音樂的需求強烈之展現。 

事實上，就「行政院新聞局 2003 出版年鑑」網站資料的顯示，根據 IFPI（財

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所做的統計，台灣地區的唱片市場在 1997 年的

銷售金額高達一百二十三億三千多萬台幣，這還不包括盜版唱片的銷售金額。只

是自 1998 年開始，台灣唱片業的盜版狀況越來越猖獗，使得唱片銷售的年成長

率開始出現負數（參見表 3-1）。因為之前台灣的盜版市場佔有率一直控制在 15%

左右，但自 1997 年開始，盜版業者逐漸開始囂張，盜版比例在 1999 年高達 35%、

2000 年突破到 40%，2001 及 2002 年更分別躍升至 48%及 47%之譜，幾乎已到二

片（捲）音樂產品正版就有一片（捲）盜版品的嚴重地步。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透

過網際網路﹙Internet﹚與燒錄機所進行之非法下載與重製所產生的侵權產品（參

見表 3-3）。 

台灣唱片界受到盜版的重創，推出的華語新專輯數量因而也從 1999 年時一

年發行兩百四十八張的數字一直滑落到 2002 年僅有一百四十二張新專輯的慘況

（參見表 3-2）。[8]然而唱片業的不景氣並不代表人們對流行音樂的需求漸趨式

微，相反的，同時觀察盜版唱片的銷售數量及佔有比例之成長（參見表 3-4），

再加上 MP3 等音樂格式的逐漸普及，卻足以證明人們對流行音樂的需求強度並無

減弱，只是更多的轉換了取得管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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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灣地區正版唱片近年銷售概況 

 
 

 

 

表 3-2 台灣地區正版華語流行唱片近年發行數量 

 

 

 

 

表 3-3 台灣地區民眾取得盜版唱片之管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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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台灣地區盜版唱片近年銷售概況 

 
 

資料來源：表 3-1、3-2、3-3、3-4 皆取自「行政院新聞局 2003 出版年鑑」之網

站資料。 
 

 

因此，沒有人能夠否認流行音樂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力，它的確佔據了現代人

生活內容的一部份──儘管不是所有的人。若僅就 Adorno 等人的觀點來看待流

行音樂，將流行音樂所創造出來的文化意涵全然等同於資本霸權所製造的虛假意

識，未免失之偏頗及狹隘。美國曾有位學者 Zullow，他在 1991 年研究了從 1955

年到 1989 年的時代雜誌封面故事，與每年的美國告示榜（Billboard）雜誌[9]所

統計出來的最暢銷的四十首歌曲歌詞，他發現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呈現了每年

「當代人思考的主題與內容」，而這些故事又會影響到歌詞的創作，結果暢銷歌

曲竟能夠顯現、預警大約兩年後的經濟狀況，事實證明暢銷流行音樂的歌詞與經

濟狀況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Zullow,1991） 

上面這個研究就可以說明，就算填詞人有意或無意識的強化了資本家的價值

觀，但試想如果唱片公司推出的歌曲不能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吻合其生活內容或

道出其感受，因而打動聽者的心，這樣的唱片會有市場嗎？所以，我們沒有道理

完全否定主體的能動性，否定人們透過流行歌曲抒發之情感或想法的真實性；恰

恰相反的，我相信當代的流行歌曲一定能夠相當程度地反應這個時代的庶民生活

面貌，反應這個時代這個族群的思想、價值觀、生活重心、感受和情緒⋯⋯等。 

當然，流行歌曲和社會價值之間的關係絕不會僅只是單向的。不僅流行歌曲

是作為抒發人們的感受和想法的媒介，因此具有承載時代脈動的價值；事實上，

閱聽大眾也常在無意識之中潛移默化的接受了流行文化所宣揚的價值觀點，進而

將之內化成為自己的想法。於是常常某一種新的想法或價值觀，在一開始時只屬

於少數的特定群體所持有，然而當它們透過流行文化或大眾媒介開始傳播之後，

就會漸漸地影響到更廣大的群眾，於是越來越多人認同（或說熟悉）了這種新的

想法或價值觀，進一步的，這些新的元素就更容易成為主流文化的內容，而變成

是那個時代的代表特質了；於是，人們的價值觀點又會再度透過大眾媒介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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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來傳播，在這麼一來一往之間，這兩種作用力是無法明確劃分的了，充其量

我們只能肯定，流行歌曲和時代的價值特色之間，絕對有著相當密切、不可分割

的關連性。 

在西方社會，經過許多學者對流行音樂之歌詞所做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或「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之後，通俗流行音樂已經不

再被簡單的視為「文化工業」或「文化控制」這個單行道的產物，對歌詞的分析

顯示出它們和社會之間存在著「趨同──求異」、「宰制──抵抗」、「投影──反

射」等複雜的互動關係。正如同透過對羅曼史小說的內容分析，人們越來越發現

它不只是單純的複製著既有的性別支配關係而已，羅曼史小說同樣的還折射出了

女性讀者對理想的性別、家庭、行為模式等的定義。（南方朔，民 88：Ⅱ） 

因此，當我們想要測量這個時代的脈動，貼近這個世代人們的心靈活動時，

流行歌曲的歌詞就成了最好的文本之一。檢視一下流行歌曲的內容，輕易就能發

現「愛情」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愛情作為人們追逐的對象，

自古以來就是激起人們情緒或能量的主要動力之一。元朝詩人一句大哉問：「問

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見元朝元遺山「摸魚兒」一曲首兩句）引起

不知凡幾古今癡情兒女的共鳴；鄧麗君的名曲：「任時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氣息。」（乃鄧麗君名曲「我只在乎你」當中的副歌歌詞）更

是紅遍兩岸三地。然而，愛情普遍地成為人們心中最私密、最狂熱的信仰中心，

關於愛情的題材書寫佔據了流行歌曲幾乎所有的空間，而其所引發的愛恨情仇更

是屢屢成為社會新聞的頭條，席捲範圍也不再限於時值懷春的青年男女⋯⋯，這

些現象，卻是近十年來才有的事。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這篇論文做一個嘗試，結合近代社會學家 Giddens

與 Beck 等人對於親密關係的觀察，以及當代流行歌曲所反映的感情世界之實

況，兩者相互驗證而互為詮釋，以期拼湊出一個更完整、更詳實的當代愛情圖像，

而能對於現代人感情的特質、形式等轉變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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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詮釋取向的社會研究 

 

    詮釋學（hermeneutics）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早在公元前四世紀

時，希臘文中就已經出現了「詮釋學」這個詞彙，它是由希臘神話裡的信使 Hermes

之名所演變過來的。傳說中 Hermes 是奧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眾神的信使，

他除了必須穿梭於眾神的領袖「宙斯」和世人之間，為雙方傳遞訊息之外，還需

肩負起演譯和解說宙斯意旨的使命。因此「詮釋學」一詞乃蘊含了將一些不明確、

不清晰的訊息加以演譯或解說清楚，以達到較為深層之理解的意思。（曾慧佳，

民 86：7） 

到了中世紀，詮釋學則成了一門專用於理解聖經或古文獻的方法學，目的是

要將神的旨意正確地傳遞給人類。它強調對文本的詳細閱讀和解釋，思慮其所傳

達的訊息和字句間的關係，以便發現蘊藏在文本中的意義。受到了詮釋學傳統的

影響，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m Dilthey）在他的鉅著「人性科學

導論」一書中，曾經主張有兩種在基本型態上不同的科學：自然科學

（Naturwissenschaft）和人性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前者是植基於抽

象解釋，後者則紮根於對生活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人們之生活經驗所予以同理心

的理解，或稱為體悟（Verstehen）；因為構成人類社會現象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意

義和人的價值思想，因此他主張我們不能夠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瞭解社會現

象， 而提出了演譯理解才是社會研究特有的方法。後來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也主張社會科學必須研究有意義的社會行動或是有目的之社會行動，它

信奉的是同理的解釋；韋伯並強調，我們應該去認識的是那些塑造一個人的內在

感受，並且決定了其特有行動方式的個人推理和動機。這就是「詮釋取向」的社

會科學之源起。（Neuman,2002：132-133）  

但是詮釋學的傳統一直要到二十世紀的六、七Ｏ年代，伽達默（Gadamer）

提出了哲學詮釋學之後，詮釋學才開始被非實證論者廣泛的借用為社會研究的理

論基礎。此後詮釋取向的研究多年來一直扮演著實證主義的忠實反對者，和量化

研究起著相輔相成的互補作用。荷蘭的大眾傳播學者 Jankowski 就認為：「在整

個社會科學歷史中，特別是六Ｏ年代以後，以詮釋取向進行的社會問題研究，已

經成為質化研究的核心。」（Jensen & Jankowski 編，1996：48） 

就詮釋學而言，因為社會現象是由文化意義或價值體系所構成，因此要了解

或把握這些意義，就絕不能單用自然科學的客觀觀察模式，而必須加入研究者的

演譯理解。一般而言，相對於實證取向的社會科學，詮釋取向的社會科學是表意

的（ideographic）與歸納的（inductive），它們能針對事件提供一種符號化的

表徵或豐厚的描述。（Neuman,2002：139）  

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正是詮釋學所謂正文的分析，筆者將針對國語流行

歌曲的歌詞作更深入的演譯與分析，以求理解歌詞當中所蘊含的兩性關於自我與

親密關係的價值觀，以及當代人感情世界的普遍狀態和主要困境等幾個面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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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行歌曲所傳達的愛情面貌，並不見得能和現實社會中，當代兩性關係的實況

達到百分之百的吻合與對應，然而，一如 Giddens 是透過自助手冊和相關治療書

籍等來發展他關於當代親密關係的論述，一如採取無論是深度的訪談以求獲得資

訊的深度，亦或採取廣發問卷以獲得資訊的廣度，這樣的對當代愛情所做的研究

依然都只是某種程度的抽樣而已。因此，流行歌曲作為一種資訊的來源，我相信

透過深入的內容分析，同樣能夠幫助我們對於愛情的「現代性」發展，產生更為

豐富的描述與詮釋，進而獲得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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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歌曲的選擇與研究方法 

 

    因為本研究的主要宗旨在於，探求當代台灣社會的愛情樣貌，為了達到這個

目標，本研究將採取的研究手法有二。首先，本研究將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最近

這一、兩年來所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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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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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為了幫助我們對現代愛情有更透徹的理解，本研究還將選取 1980 年代（即民國

七十至八十年左右），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一步步擺脫了民歌的形式，唱片工業

也終於發展至成熟，流行歌曲開始具有反應社會現況之特色的時代，收集在這十

年中膾炙人口的情歌歌詞，再用來與前一部份的研究中，2003 到 2004 年的最新

國語流行歌曲進行比對，透過這兩個不同時期流行情歌之內容的對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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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又讓我們對於當代

的愛情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因此，本研究將分成兩個部分先後進行，前者是一種橫斷性的特質研究，後

者則是一種貫時性的比對研究；以下分而詳述之。 

 

 

一、當代的愛情圖像──橫斷性研究 

 

由於每年在台灣發行的國語流行歌曲數量多如過江之鯽，本研究囿於個人時

間、心力的有限，無法一一檢閱，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就必須有所割捨。一

般而言，排行榜上的歌曲都是較受歡迎、較有知名度的，因此為了能在有限的能

力範圍內，收納入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橫斷性研究這個部分的研究對象之選

擇，抽樣的母群體將以排行榜上的歌曲為來源。 

然而，相對於前面曾經提過，已有超過百年悠久歷史的美國「告示榜」傳統，

台灣的流行音樂排行榜卻並沒有像西方那麼有制度性和權威性，發展也晚得多。

針對台灣地區之流行音樂所進行的排行榜統計資料，最早是由民生報、中廣〈亞

洲之聲〉、警廣〈平安夜〉與華視〈綜藝一百〉於 1980 年共同舉辦的「創作歌謠

排行榜」票選活動，每週透過民生報影劇版及上述廣播電視節目揭曉成績，然而

該活動自 1983 年即更名為「國語流行歌曲暢銷排行榜」，並在 1985 年隨華視〈綜

藝一百〉節目的停播而結束。此後台灣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就由各媒體或唱片公司

自行計算，呈現出一片混亂、各自發聲的局面。其中民生報從 1990 年開始，又

與華視〈金曲龍虎榜〉、ICRT〈Taiwan Top 20〉合辦了一個較具代表性的排行榜

──「金曲龍虎榜」，只是這個活動仍只延續到 2000 年三月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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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環顧流行音樂領域現有的、較知名的排行榜，則有：「UFO 飛碟聯播網」

流行音樂電台的「幽浮勁碟榜」、「Hit Fm 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Hito 排行

榜」，以及「錢櫃」和「好樂迪」KTV 所各自統計的點播排行榜，另外也有由台

灣最大的兩間連鎖唱片行──大眾唱片和玫瑰唱片所共同統計的銷售排行

「G-Music 風雲榜」等等。 

至於其他華語音樂的排行榜，則還有香港的一些當地排行榜，以及範圍涵蓋

整個東南亞的華語歌曲之排行榜，亦即在台灣也享有名氣的「Channel V」及「MTV」

兩個音樂電視頻道所各自舉行的排行榜。由於香港的廣東歌曲和台灣的國語歌曲

是不同的兩個系統，因此本研究並不考慮香港的排行榜，而「Channel V」的「華

語音樂 20 強」或「MTV」的「MTV 封神榜」也由於涵蓋範圍太廣，未必能代表台

灣人的閱聽喜好，因此亦不納入考量。 

    然而刪除了非台灣地區的流行音樂排行榜，以及已經停辦的民生報「金曲龍

虎榜」之後，近一兩年來各家爭鳴的排行榜資料仍需要一番取捨的功夫，以得到

最能同時兼具效率及代表性的研究對象。回顧之前曾提過的諸多排行榜，可用的

尚有：１.「UFO 飛碟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幽浮勁碟榜」、２.「Hit Fm 聯

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Hito 排行榜」、３.「錢櫃」KTV 所統計的點播排行榜、

４.「好樂迪」KTV 所統計的點播排行榜、５.「大眾唱片」和「玫瑰唱片」所共

同統計的銷售排行「G-Music 風雲榜」。 

其中由於「錢櫃」和「好樂迪」的 KTV 點播排行只統計到前去 KTV 消費的族

群，因此不列入選擇。此外，大眾和玫瑰唱片的銷售排行統計雖然有其可靠性和

代表性，但是由於現在盜版唱片、MP3 網路下載等其他音樂取得管道的普遍猖獗，

導致會購買正版唱片的人口在年齡上有趨向性的分布（參見下表 3-5），而可能

影響到統計結果，加上該銷售排行榜的統計單位是以專輯為單位，而非單一的歌

曲，這將導致在資料分析上的困難，因此筆者也決定捨棄代表銷售量的「G-Music

風雲榜」。 

 
 

表 3-5 台灣地區購買盜版 CD人口之年齡統計 

 
 

資料來源：取自「行政院新聞局 2003出版年鑑」之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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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其他可選擇的排行榜就剩下「UFO 飛碟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幽
浮勁碟榜」和「Hit Fm 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Hito 排行榜」了。比較兩個

排行榜的統計方式，其中「UFO 飛碟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幽浮勁碟榜」在

網站上清楚的公佈了它的統計方式：網友的網路票選（且限定每週每人只能投票

一次，每次只能投一首歌曲，重複投票者將遭刪除）佔 30%，該專輯的市場統計

銷售量佔 35%，另外聽眾透過電台節目點播該首歌曲的比例則佔 35%，三者合計

共 100%（參見「UFO 飛碟聯播網」的網站：http://www.uforadio.com.tw/）。 

相對的，「Hit Fm 聯播網」流行音樂電台的「Hito 排行榜」在網站上則註明

其統計方式是：唱片行銷售量佔 50﹪（包含全省玫瑰、大眾、亞洲、大地等大

型連鎖唱片行），「HIT FM 音樂聯播網」之 AIR PLAY 佔 50%（包含聽眾點播、網

站票選、電台播出率等等，其中網站票選亦有限定每週每人只能投票一次，但每

次可投三票，且只有該網站會員方可投票），合計共 100﹪（參見「Hit Fm 聯播

網」的網站：http://www.hitfm.com.tw/）。 

由於「幽浮勁碟榜」依據的統計資料有明確的三個名目，不像「Hito 排行

榜」的統計資料，在佔了 50﹪的「AIR PLAY」的部分卻同時又混合了好幾項資

料，而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究竟如何合併統計，相較之下「幽浮勁碟榜」就顯得

比較公允且具代表性。因此，在當代情歌研究這部分，本研究將以「幽浮勁碟榜」

作為研究抽樣的母群體，依據現有能得到的，從 2003 年第十一週開始，以迄於

2004 年下半年，本研究著手進行時的最新排行榜資料，再從其中作抽樣，以得

出分析對象。 

    由於「幽浮勁碟榜」是每週統計一次排行，公佈最受歡迎的十五首國語流行

歌曲，而其中相鄰的幾週，上榜的歌曲總有許多是重複的，只是名次會有些起落

出入，加上囿於心力及時間的限制，因此在這個部分將採取每隔七週抽樣一次，

從 2003 年第十一週開始，預計抽出 2003 年第十一週、第十八週、第二十五週、

第三十二週、第三十九週、第四十六週、2004 年第一週、第八週、第十五週、

第二十二週、第二十九週，共十一週的排行統計資料，以一週十五首歌曲為計，

因此一共將有一百六十五首歌曲作為分析的文本。然而若抽樣到的歌曲，其內容

非關愛情，則略去不做討論，但會統計共有多少首這類的歌曲，審慎評估其是否

影響到本研究的結果，或者它們又透露了什麼樣的訊息。 

    針對抽樣出來的歌曲，為了分析上的條理清晰，首先將依照其歌詞中所呈現

的愛情狀態加以分類，按照愛情事件的先後過程，分為「追求」、「獲得」、「衝突」、

亦或是已然「失去」等四類，不能歸入以上四類者則另外放在「其他」一類。接

著再詳細檢視這些不同的狀態中，又蘊含著哪些關於愛情與自我意識的想法，是

否呼應了 Giddens 或是 Beck 對現代性與現代愛情的觀察。 

由於兩位學者的論述都相當細緻，因此為了檢證時的順利，以下先分別將

Giddens 和 Beck 的說法都加以歸納整理，簡化並條列之，分析時則依據這些歸

納後的要素來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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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iddens 的論述： 

    １、「自我的反思性計畫」：每個人一生自負其責、自覺的生涯形塑。 

２、「純粹關係」：自發、內在滿足、只對個人心靈感受與自我實現負責。 

  ３、現代愛情是兩個人全權創造的唯心主義。 

  ４、現代愛情意味著自我認同與自我軌道的改寫。 

  ５、現代愛情處於不斷流動、更新的狀態，以配合雙方變動的反思結果。 

  ６、現代愛情的基礎在於平等、開放的對話、協商、自我揭露與相互信任。 

  ７、個人的選擇權受到尊重與解放，拆夥不等於犯罪。  

  ８、純粹關係的內在矛盾：承諾/自由意志、信任/不安全感、自主性/依賴

性，如何避免「相依共生」的關係是難題。 

    ９、新趨勢──「匯流愛」：隨機變化、不一定要一對一，重要的是特別的

關係。 

 

（二）Beck 的論述： 

  １、個人化：生命史的書寫回歸個人責任，造成「自己的空間」的戰爭。 

  ２、愛情是現代人的終極信仰、現世救贖，因而越發重要了。 

  ３、現代愛情完全由愛侶自行填充內容、創造規則，以求滿足雙方需要。 

  ４、現代愛情意味主體之間的相互創造、賦予其未來新的輪廓、佔有俗世又

脫離俗世。 

  ５、現代愛情失去外在憑依，必須不斷對抗種種的擾動、不安及人心的易變，

加上背負過多期望，顯得異常脆弱。 

  ６、個人的選擇權受到尊重與解放，真愛成為信仰，分手去道德化。 

  ７、「親密關係的恐懼」正在滋長。 

  ８、現代愛情的弔詭：自主與親密之間的兩難。 

 

 

 

 

                     

流行  分類       透露 

歌曲 

 

 對   照 

 

 

 

 

圖 3-1  當代情歌研究架構圖 

        追求   
愛情    獲得 
        衝突 
狀態    失去 
        其他 

   自我意識 
   愛情觀點 

Giddens：1~9 
     Beck：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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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情觀的趨勢研究──貫時性研究 

 

    為了能對當代的國語流行歌曲之內容有更深刻的解讀，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

將比對台灣較早以前的流行歌曲，用來和第一部份的研究作對照。但是在決定所

選擇的研究對象之前，有必要對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之發展歷程作一番回顧，以

便做出最適當的研究對象之選擇。 

 

（一）台灣國語流行歌曲的發展歷程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市場開始出現，是在 1940 年代末期，政府播遷來台，

伴隨著大量中國人口亦遷徙而來之後的事，在此之前，台灣所普遍使用的語言只

有日文和其他台灣方言，如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原住民自己的語言等。 

回顧台灣國語流行音樂的演進過程，1950 年代的台灣還不具備製作自己的

唱片的能力，因此在 1960 年代之前，都是先取得香港或國外的母片，再在台灣

製作翻版唱片，傳播管道也只有蟲膠製唱片和透過廣播，算是台灣流行音樂界的

翻版代工時期。 

自 1960 年代開始，大量的上海藝人離開中國大陸而避難香港，造成電影明

星、流行歌星、導演、詞曲人才齊聚香港的現象。由於此時台灣的音樂工業已經

逐漸具有自行錄製歌曲的能力了，然而尚未培養出本地國語流行歌星及詞曲創作

人才，因此台灣的唱片公司大量邀請香港、上海的歌星錄製歌曲，形成所謂「海

港派」的時代。然而隨著這個時期一些唱片公司所培植的第一代詞曲創作人及演

唱歌星的出現，加上 1962 年台視開播，其「群星會」的節目以百老匯舞台的方

式捧紅了許多具代表性的歌手，屬於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才在 1960 年代後

期開始出現。 

然而這時候的台灣音樂工業體系仍不十分穩定，一方面由於民眾的娛樂消費

能力偏低，且盜版風氣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此時期的唱片公司仍多為家

族經營，普遍缺乏錄音製作設備及基本歌星，歌星出片也多採片約買斷方式，而

無整體行銷的觀念，因此此時期的台灣音樂工業雖已進入自製生產時期，仍以代

工、製造為主，完整的產銷體系並未出現。 

就在 1960 年代國語流行歌曲逐漸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之後，對其反動的聲

浪也漸漸擴大。拜越戰之賜，台灣在此時成為美國大兵的後勤地區，一些 Pub、

小酒吧等行業的興盛，也將西洋熱門音樂帶進了台灣。當時的國語流行歌曲及台

語流行歌曲吸引的分別是不同族群的成年人，而西洋流行音樂明顯的節奏、歌手

叛逆的色彩，則促使其成為當時年輕人前衛的象徵，因此國語流行歌曲始終無法

跨越界限、吸引到消費能力日高的年輕族群。 

猶有甚者，對於主流國語流行歌曲日趨「糜爛」的批判，在 1970 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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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局勢丕變，台灣退出聯合國、各友邦陸續與台灣斷交，加上保釣運動所引發

的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後，遂化為政府一系列的社會風氣重整運動。從 1971 年的

十大革新運動、1972 年的淨化電視節目，直到 1976 年淨化歌曲的政令，都使國

語流行歌曲受到了打壓；取而代之的，則是由知識青年發聲的「民歌時代」的來

臨。 

1970 年代的台灣歌壇可以說是民歌的天下。主導於青年學子的民歌，由於

也在尋找民族音樂的意涵上，契合著統治政權的意識形態，因此成為疏解青年學

子的熱情，及作為民族文化尋根活動的一環。這種肇因於政治變局的背景，卻使

得民歌由早期僅為少數青年學子的宣洩管道，突然成為一個全民關切的民歌運

動。這樣的社會背景，為民歌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一個優沃的環境，同時也使

其取代了西洋流行音樂在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 

民歌的出現，可視為台灣流行音樂發展過程的一次斷裂，意謂著民歌的音樂

形式，與前期的「國語流行歌曲」，不僅因音樂創作者、演唱者不同，而造成不

同意涵的新音樂風格，就連閱聽人也由成年人轉變成青年學子，造成消費族群移

轉的現象。但不論是在 1975 年出現的現代民歌路線，或 1977 年出現的「淡江－

夏潮」民歌路線，都反映了年輕學子對於民族、自我追尋的熱情，而成為音樂界

的一股清流。 

然而政治的涉入，卻對民歌的發展造成了兩極化的結果：一、加速「現代民

歌」與商業勢力的結合，即去除其中過多的政治、民族意識，而後轉成「商業流

行歌曲」；二、使「淡江－夏潮」路線的民歌與反對勢力結合，為反對運動而效

力，成為所謂的「政治反對歌曲」。這樣的結局，預告了民歌的式微，在商業與

政治勢力的併吞下，民歌再也無法單純的只是「年輕人唱自己的歌」，它必須成

為商業的一支或政治的附屬品。 

在商業的考量下，民歌逐漸被轉化為流行歌曲，並以符合年輕人口味為首

要。1977 年，新格唱片公司透過舉辦「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會」，採取「歌手

徵選－唱片灌錄－發行及巡迴演唱」的推廣方式，將民歌運動引入了商業運作之

內。「金韻獎」的成功，誘發其他唱片同業跟進。這股熱潮由唱片公司年度的選

拔，延燒到媒體採每週票選的方式來製定「排行榜」（即前面曾提及的「創作歌

謠排行榜」）。 

  從唱片公司到媒體的推介，民歌的內在意涵，在商業勢力的侵蝕下，日益被

轉型及挪用，從早期「民族」、「年輕人」的民歌，轉成以「年輕人」為主的校園

歌曲，終至被商業勢力所挪用，成為流行商業歌曲中，「清新」「創作」歌曲的一

支。而早期的校園民歌手也紛紛進入流行音樂市場，有的自組工作室，擔任詞曲

製作，再將成品交由唱片公司行銷；也有的進入大型音樂唱片公司，擔任音樂總

監、製作人、詞曲作者等職，擔負起培育新人、塑造音樂風格的工作。 

因此，1980 年代之後，台灣正式宣告進入國內音樂工業時期，新式大型的

音樂公司如滾石、寶麗金、飛碟等陸續成立，它們引進歐美專輯式的企劃觀念及

多媒體的行銷手法，並以抽版稅的方式計酬。加上政府對著作權、版權等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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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重視，削弱了盜版的風氣，使得唱片公司在掌握了上游音樂人才之後，利潤

漸漸成長。這個時期開始，歌手的文化符碼日益繁複，競爭也益趨激烈，因此為

了提高知名度，歌手個人的生活瑣事、心理狀態等都由早期的隱密轉為刻意曝

光，不同的歌手演唱的歌曲更成為特定社會文化的代表，傳遞著社會各階層、不

同族群的心聲。這種強調流行歌曲與社會脈動的結合，和早期「花好月圓」式的

流行歌曲內容，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同。 

事實上，流行歌曲轉而反應社會現況，尚有一方面是受到民歌運動的影響，

強調歌詞內容的「言之有物」，不但希望能夠開始反省、批判社會，也在情歌聲

中探討不同感情模式之下的心態。另一方面，處於所謂「社運黃金十年」的鬆綁

年代，整個 1980 年代政治大環境的益趨開放，也讓詞曲作者得以「解嚴」，不用

再擔心自己的創作動不動就被官方冠以「違背善良風俗」、「誤導人心思想」等的

大帽子，而遭到禁唱的處分。因此，這時期的歌手開始勇於結合時事、塑造個人

風格及形象，讓自己成為特定族群的代言人，甚至出版書籍、參加公益活動、擔

任廣播電視的主持人或來賓，具有社會示範的作用。 

1980 年代的音樂發展，奠定了台灣流行音樂的工業體系，完整、分工細密

且高度效率化的運作模式之下，製造了蓬勃的商機，但也因為這樣生產線式的音

樂創造，侷限了流行音樂的可能性，而導致歌曲風格、內容的越來越大同小異，

於是歌手的形象塑造、唱片的外在包裝，便成為音樂之外的必要添加物。 

1990 年代以後，台灣的流行樂壇開始國際化，除了跨國音樂工業的形成，

使台灣同步行銷國外音樂產品之外，國外藝人也紛紛來台發展，搶食國語流行歌

曲的大餅，而使台灣進入了國際音樂工業的時期。而這個年代同樣顯著的特徵，

還有歌手年輕化以及歌迷的低齡化兩個趨勢。（以上台灣國語流行歌曲之發展歷

程，參考自：曾慧佳，民 87，第五～八章）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 

在趨勢性研究的的部分，也是由於前面曾經提過的，台灣並沒有像美國的「告

示榜」這樣悠久又具權威性的排行榜傳統，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就必須更

費周章了。 

為了能夠和當代的國語流行歌曲有著最佳的對照性，以達到更進一了解當代

愛情之特質的目的，回顧過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之發展歷史後，本研究選擇以

1980 年代流行的國語歌曲作為比對的標的。理由有四： 

１、雖然 1960 年代國語流行歌曲在台灣開始有了相當的市場空間，然而六

Ｏ年代許多歌曲仍深受「海港派」的影響，只是延續上海或香港的流行音樂內容，

而非反應台灣的真實情況，並且更充斥著配合電影劇情的電影主題曲，內容也多

「花好月圓」式的唯美詩詞風格，因此比較難以符合本研究所欲追求的、貼近社

會現實的主題。 

２、1970 年代屬於民歌崛起的時代，雖然民歌都是由年輕學子依據生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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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自行創作而來，不再有如六Ο年代的「空中樓閣」之虞，然而早期的民歌多以

抒發年輕人的心聲、強調民族意識為主，一直到後期校園民歌時才逐漸增加了情

歌的比例，因此七Ο年代的民歌也不是本研究欲觀察的對象。 

３、1980 年代是台灣自己的流行音樂工業終於發展至成熟的年代，加上隨

著工業化、資本經濟的發展，帶動著都市的興起、中產階級的形成，都使得台灣

進入了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社會體系。反映在 1980 年代的流行歌曲上，除了

前面曾經提過，民歌的影響、歌手的競爭加上政治的解嚴，促使流行歌曲開始講

求反應社會現狀之外，八Ο年代的流行歌曲還開始貼近了中產階級的思維，並以

中產階級所居住的城市作為流行歌曲的主要背景。這些特質，與最新的國語流行

歌曲較為相符，在做對比時較能有共通的基礎，從而突顯出欲比較的單一主題─

─「愛情」。 

４、1990 年代的國語流行歌曲同樣具有和當代國語流行歌曲相同的基礎，

然而這個時代和 2003、2004 年的時間差距又更小了，在現代性已漸漸滲透入我

們私領域的個人生活之後，這兩個時段的對比恐怕難以看出較明顯的差異了，因

此在時間精力有限的考量之下，本研究將不對 1990 年代的流行歌曲做回顧分析。 

 

選定了 1980 年代的國語流行歌曲作為第二部分研究的對象之後，接下來要

考量的，就是如何從整個八Ο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做出抽樣了。雖然八Ο年代開

始，台灣的流行音樂工業已經趨於完備，也開始有了作為行銷方式之一的排行榜

活動，然而這個年代僅有的，也只是前面曾經提過的，由民生報、中廣〈亞洲之

聲〉、警廣〈平安夜〉與華視〈綜藝一百〉於 1980 年共同舉辦的「創作歌謠排行

榜」票選活動，該活動在 1983 年更名為「國語流行歌曲暢銷排行榜」，並在 1985

年就隨著華視〈綜藝一百〉節目的停播而結束了。 

之後的台灣流行歌曲排行榜就由各媒體或唱片公司自行計算，呈現出一片混

亂、各自發聲的局面，並且如今也已經無法得到當時的相關統計資料了。若就現

在我們能夠得到的排行榜資料而言，那麼最早的就是民生報先後辦過的兩次排行

榜，第一次從 1980 年到 1985 年，第二次則是從 1990 年到 2000 年的「金曲龍虎

榜」。其他現有的排行榜幾乎都只提供最新的當周資料，就算是找得到較早之前

的排行榜的，無論是台灣的「幽浮勁碟榜」或「Hito 排行榜」，最早也都只能得

到 2003 年第十一週起的資料；而根據唱片銷售排行而來的「G-Music 風雲榜」

則是從 2002 年六月（第二十七周）才開始舉行的。另外像是「華語音樂 20 強」

則最早能找到 2002 年第二十五週以來的資料，「MTV 封神榜」就又更晚了，目前

能找到的只有 2003 年第四十一週以來的資料。 

因此，1980 年代的流行歌曲是無法從市場上的排行榜統計來做抽樣了。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決定透過市場上現有的，對八Ο年代國語歌曲製作精選

合輯的產品來下手。經過一番搜尋之後，敲定了市場上一套精選自民國七十至八

十年間暢銷之國語流行歌曲而製作出的伴唱合輯：「遊走視界唱不停─國語十年

回顧」，這是由在這個商品領域上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沙鷗多媒體公司所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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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共八輯、一百五十六首歌曲。在這所有的一百五十六首歌曲中，本研究將一

一過濾，除了刪去其中非關愛情的歌曲，以及部分民國八十年之後才發行的歌曲

之外，剩下的情歌仍將與市面上一些唱片公司所製作的合輯加以比對，檢驗每一

首歌曲是否曾被收錄於其他類似的合輯唱片中，或被其他的歌手翻唱過，若其中

某一首歌不曾被其他合輯收錄或歌手翻唱次數共達三次以上，那麼該首歌曲也將

被淘汰，而不列入研究的對象中。這樣的過濾程序，就可以確保所有保留下來待

研究的歌曲，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絕對是受到歡迎並廣為傳唱的。 

雖然這種先以某一合輯中的歌曲作為基本對象，再從中刪除不適合的歌曲，

留下作為研究對象的歌曲的做法，可能會因為一開始挑的合輯就遺漏了部分歌

曲，因此有無法全面了解八Ο年代國語流行歌曲的疑慮，但是被遺漏的歌曲一定

是很有限的，加上這個部分的研究只是用來做為前一部份研究的對照，目的是在

幫助我們更了解前一部份所分析的歌曲，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忽略的。 

得到了代表八Ｏ年代的國語流行情歌樣本後，同樣再將其依照五大類的情歌

型態做出區分，接著再著手針對歌曲內容進行分析，目的在於比對第一部份當代

情歌研究的結果，比對的重點則包括有： 

 

 五種型態的情歌所各佔的比例有無不同 
 同型態的情歌，在不同的年代有無不同的表現 
 情歌中透露的自我意識有無不同 
 情歌中透露的愛情觀有無不同 
 愛情遇到的困境有無不同 
 

透過這樣的比對，我們可以再次驗證 Giddens 和 Beck 對於現代性之下的愛

情所做的論述，亦即 Giddens 的九點要素和 Beck 的八點要素，看看他們所持的

論點是否確實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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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愛情趨勢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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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文心雕龍》：「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2】 《論語季氏篇》：「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論語泰伯篇》：「子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3】 意指可以感發意志，使人受到感染，得到啟發和鼓舞。 

【4】 意指有助於認識社會現實，考證得失，了解各時代各地方的風俗人情。 

【5】 意指可以通過情感的交流達到人際間的和同，彼此感染、互相提昇。 

【6】 意指可以抒發怨氣，諷刺社會或政治的黑暗面⋯等。 

【7】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志。」 

【8】 以上數據及圖表取自「行政院新聞局 2003 出版年鑑」之網站資料。 

【9】 Billboard 雜誌，是美國最具權威性也是最專業的流行音樂雜誌，歷史相

當悠久，創刊於 1894 年十一月。而其因應不同音樂類型所發展出來的排

行榜，更是成為唱片業界、傳播界乃至於音樂消費者最重要的參考工具，

其網站上至今仍公佈十五年以來的流行音樂排行榜。（參見李岳奇，民 85：

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