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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娛樂、資訊與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跨國公司迅速地向全世界擴張版圖，

從早期的麥當勞餐廳到近期的星巴克咖啡，只要稍加留心，就可以輕易地在日常

生活的食衣住行中發現跨國產業的蹤跡，而文化產業也無法自外於這股強大的全

球化潮流。 

西方資本主義式的文化工業，挾著全球化的巨大旋風日漸茁壯，台灣本土音

樂產業也無法倖免於這股強大外來力量的侵略，六大國際唱片集團1在８０年代

進軍台灣，收購了大多數的本地中小型唱片公司，幾乎壟斷了整個流行音樂市

場。目前我們在各大媒體以及各唱片主要通路中所能夠看到的音樂產品，大部分

都是由大型國際唱片集團所發行。這些跨國主流唱片公司佔有大部分的市場，批

評者認為，這些主流唱片公司是以謀取利潤為首要目的的音樂工業，他們將音樂

產製包裝為高同質性的商品，也將聽眾的需求日漸同質化，而在這些主流唱片公

司中的音樂產品產製者受制於市場的商業壓力，因而不斷產出迎合主流市場需求

的音樂產品，而另一方面，聽眾們對於市場上音樂產品的選擇也因此被侷限於「會

賺錢的」音樂產品類型。 

但是，在這樣強大的外資入侵及市場佔有下，一些小型的本地獨立唱片公司

其實並未完全消聲匿跡，甚至慢慢出現蓬勃發展的趨勢。2003 年 11月，台北的

幾個咖啡店開始陳列一張新單曲，但在一般連鎖唱片行看似豐富齊全的 CD貨架

上，卻唯獨少了它的蹤跡，這是知名歌手陳綺貞離開主流唱片公司「滾石唱片」

                                                 
1 寶麗金(PolyGram)、時代華納(Warner Music)、新力哥倫比亞(Sony Music)、科藝百代(EMI)、博
德曼(BMG Music)與環球音樂(Universal Music Group)形成六大國際唱片集團；８０年代進入台灣

市場時為六大集團，但目前寶麗金已併入環球音樂，新力音樂與博德曼音樂合併為新力博德曼，

從「六大」演變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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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的「魔岩唱片」後，獨立製作的首張單曲2。2004 年，曾製作許多主流唱片

的創作人林暐哲成立「林暐哲音樂社」，一家兼具製作與發行能力的獨立唱片公

司，目前該公司已有四組藝人3，其中並包括曾在主流唱片公司「福茂唱片」發

行多張專輯的歌手范曉萱。同年夏天，「Indie Soundcheck Project」(IS計畫)4成形，

分別於五月及七月推出兩張專輯，這是一個支持獨立音樂的計畫，專輯販售盈餘

將存入「鼓勵獨立音樂創作」的公益專款帳戶，參與這個計畫的不乏如陳珊妮、

林強、黃韻玲等相當知名的創作人。 

也許由於這些比較具有知名度的音樂人加入獨立音樂的製作或經營的行

列，因此讓「獨立音樂」得到了比過去更多一些的注目，但事實上，有更多也許

名不見經傳但卻才華洋溢的創作者，一直以獨立音樂人的身分默默堅守著屬於他

們的夢想。 

在充斥各大媒體的娛樂綜藝節目中，不太可能看到這些獨立音樂人的蹤跡，

就算是以音樂為主要內容的電視頻道，也很難聽見這些獨立音樂被播放，然而，

逛逛幾個熱門的電子佈告欄(BBS)，在屬於各個獨立音樂人的討論板上，卻絕對

不乏獨立音樂愛好者的熱烈討論，而在幾個由酒吧兼營的小型表演場地，例如「河

岸流言」、「地下社會」，或如每年於屏東墾丁舉辦的「春天吶喊」5及台北貢寮的

「海洋音樂祭」6等大型音樂表演活動，也可以看見獨立樂迷們以行動支持獨立

音樂的熱烈反應。 

在主流媒體與販售通路中，獨立音樂人是隱形的，獨立音樂是沉默的。然而，

他們其實擁有另一方屬於自己的舞台，也許不是那麼豪華炫目，但卻是許多獨立

                                                 
2 http://www.agoodday.com/music-cheerego.html 
  http://www.agoodday.com/ch-004.html 
  http://www.agoodday.com/buy-003.html 
3 http://www.willlin.com/ 
4 http://www.is-project.net/ 
5春天吶喊(Spring Scream)是 1994 年起，由當時在東海大學附近組團表演的 Jimi Moe及Wade 
Davis在墾丁所舉辦的戶外大型表演活動，至今每年舉辦一次，欲參與表演的樂團可自行向主辦

單位報名，可說是台灣獨立音樂一年一度的盛會之一(羅悅全，2000；林怡瑄，2003)。 
6 每年夏天於台北縣貢寮鄉福隆海水浴場舉辦，為一戶外大型表演活動暨獨立音樂競賽，由角頭

音樂與台北縣政府合作舉辦，自 2000 年至今已舉行六屆(http://www.tcmusic.com.tw/ho-h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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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迷心中最嚮往的地方。在這個幾乎被主流音樂壟斷的台灣流行音樂市場中，獨

立音樂缺乏強勢的宣傳與行銷系統，但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中，卻未完全被消音，

這樣的情形必有其特殊意涵存在其中。 

根據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IFPI)的統計資料(行政院新聞局，

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台灣的唱片市場在 1998 年之後

急遽萎縮，每年皆呈現負成長，2004 年的銷售金額已不及 1998 年的二分之一強，

在這樣不被看好的市場情況下，即使是資本雄厚的大型公司也越來越不易生存，

但近年來反而陸續出現了不少的小型獨立唱片廠牌。獨立唱片廠牌在資金與營運

規模上都與大型的跨國唱片公司有相當大的差距，在實際經營層面上也必定發展

出不同的邏輯。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的是：獨立唱片廠牌如何在競爭激烈的台灣唱

片市場中生存？其實際經營狀況與運作方式為何？這些製作與購買獨立音樂產

品的人們所建構出的關於獨立音樂產品的獨立性，呈現出什麼樣的面貌？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主要為獨立唱片廠牌之實作層次，依據文化產品由生產到

消費的過程進行獨立唱片廠牌之實際運作情況的考察，其中包含三個主要分析層

面(見圖 1-1)：(1)產製面，即獨立唱片廠牌音樂產品之整體產製過程；(2)消費面，

即獨立唱片廠牌音樂產品之被消費情況；(3)互動面，即獨立唱片廠牌之各類不

同身分參與者間的互動情形，包括經營者、唱作者、消費者及樂評人等。另外，

在處理實作層次之餘，也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展到意識層次，即探究獨立音樂產品

「獨立性」之意涵。 

    在實作與意識這兩個層次上，本研究皆以四種不同身分類型的參與者觀點切

入，即獨立唱片之廠牌經營者、唱作者、消費者以及樂評人。首先，在實作層次

上，在廠牌經營者方面，瞭解其經營理念、經營策略，及其與唱作者、消費者、

樂評人的關係。在唱作者方面，瞭解其創作理念、製作方式與內涵，及其與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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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樂評人的關係。在消費者方面，瞭解其消費動機與途徑，及其與廠牌、

唱作者、樂評人的關係。在樂評人方面，瞭解其對獨立廠牌之經營及唱作者之創

作與演出的看法與評論，及其與廠牌、唱作者、消費者的關係。其次，在意識層

次上，則分別瞭解經營者、唱作者、消費者及樂評人對獨立唱片「獨立性」之論

述與定位的看法(見表 1-1、圖 1-1)。 

表 1-1  研究問題 (本研究製表) 

經營者 

1. 經營理念 
2. 經營策略 

(1) 公司規模、人事編制 
(2) 產製模式：製作、發行、配銷、宣傳；科技的影響 
(3) 目標市場 

3. 與藝人、聽眾及樂評人的關係 
4. 對獨立唱片「獨立性」之論述與定位的看法 

唱作者 

1. 創作理念 
2. 製作方式與內涵 

(1) 製作與表演方式 
(2) 音樂內容 

3. 與廠牌、聽眾及樂評人的關係 
4. 對獨立唱片「獨立性」之論述與定位的看法 

消費者 
1. 消費動機、途徑、頻率 
2. 與廠牌、藝人及樂評人的關係 
3. 對獨立唱片「獨立性」之論述與定位的看法 

樂評人 
1. 對獨立廠牌之經營及藝人之創作與演出的看法與評論 
2. 與廠牌、藝人及聽眾的關係 
3. 對獨立唱片「獨立性」之論述與定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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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研究架構 (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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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主要是根據三項考量。首先，如果

研究的議題仍處於模糊不清的階段，研究者對於此一社會現象或行為想要進一步

深入探索，釐清現象或行為間之關係，那麼質性會比量化研究方法更為適合(潘

淑滿，2003：25-26)。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是台灣獨立唱片廠牌的實際運作情

況，但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並不豐富，音樂產業實際經營面向的相關研究大多是

針對主流流行音樂，而關於獨立音樂的研究則多半並非專注於廠牌之實際經營，

或已是距今遠久之研究；同時，本研究另一個研究重點是「獨立性」這個概念的

面貌，雖然「獨立音樂」這個名詞已被廣泛使用，但目前仍沒有一個受到各方認

定的明確定義，而對於所謂獨立性所指為何，各方說法也屢有分歧，因此這個議

題仍處於較模糊而缺乏實證研究的階段。在此情況下，質性研究方法有助於本研

究進行此現象的探索。第二，本研究希望能了解整個廠牌經營的詳盡細節，而質

性方法較適合作為研究「歷程」的細緻分析工具。第三，當研究者想要透過被研

究者的觀點，來探究現象或行為的意義時，質性是比量化研究方法更為適合(潘

淑滿，2003：26)。本研究欲瞭解被研究者，即獨立音樂產品之經營者、唱作者、

消費者及樂評人對於獨立音樂產品及其獨立性之相關議題的行為與觀點，他們製

作或購買獨立音樂產品之行為的各種現象與意義，他們如何詮釋他們所做的或他

們所聽的獨立音樂，也就是希望能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來看世界。因此，本研究

以質性研究方法進行，資料分析與資料蒐集策略，請見本節三及四之說明。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台灣地區獨立音樂產品市場，其中包含獨立唱片廠牌經

營者、獨立唱片唱作者、消費者及樂評人等四種類型的行動者，以及這些行動者



 7

所從事的與獨立音樂產品相關的各種行動。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小白兔橘子唱片」為研究對象之個案。由於本研究主題為「台

灣」獨立唱片之產製過程，因此希望能夠選取具有製作與發行台灣本地唱作人之

音樂產品的唱片廠牌。小白兔橘子唱片成立至今已發行六張台灣樂團專輯，以及

三張由廠牌製作且大部分收錄本地唱作人作品的合輯，符合本研究之選取原則，

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經營項目還包括國外唱片的進口與代理發行，可使研究

面向更為豐富廣泛。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見表 1-2)包括廠牌之經營者、消費者，以及與廠牌有合

作關係的唱作者及樂評人。廠牌經營者方面，我選取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消

費者方面，我選取曾購買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之台灣樂團專輯的樂迷。唱作人

方面，我則在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三個台灣樂團成員中，選取其主要創作者

或該樂團成團即參與至今之原始成員。樂評人方面，我則選取與小白兔橘子唱片

在音樂文字上曾有合作經驗者。 

    在受訪對象的接觸途徑上，本研究主要循滾雪球的方式，由廠牌經營者著

手，再進而尋得該廠牌之相關唱作者與樂評人。而在消費者方面，除了由唱作者

推薦的方式外，並由研究者方面發佈電子郵件以尋得合適的受訪對象。 

三、資料蒐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以及實物蒐

集法(archival strategies)進行資料蒐集。一方面與研究對象進行面對面的深入訪

談，針對研究問題瞭解其個人主觀想法及行為。另一方面，研究者搜集實物資料

如唱片歌詞及專輯內頁文字、出版品之官方統計資料、報章雜誌上的新聞或樂評

文章、以及平面或電子媒體上的各種宣傳品如圖文宣傳或影音資料等，可與訪談

資料相互對照，提供更為多元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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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處理與分析 

    在訪談資料的蒐集上，研究者在訪談進行時錄音存檔，訪談結束後將錄音檔

案轉譯為文字訪談記錄，並將訪談記錄寄給該受訪者，請各受訪者檢視是否扭曲

其原意，修改完畢後，依照訪談記錄之內容加以編碼，從中歸納出各層次的類屬，

最後再進行分析工作。 

表 1-2  本研究受訪對象 (本研究製表) 

類別 受訪者 日期 地點 
經營者 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葉宛青(KK) 2005/09/22 The Wall 

薄荷葉樂團主唱林倩(小倩) 2005/07/22 品客咖啡 
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 2005/07/27 Cat’s咖啡 
壞女兒樂團貝斯手戴子 2005/08/09 The Wall 

唱作者 

妮波寺樂團貝斯手 KK 2005/09/21 The Wall 
Wu 2005/07/28 Cat’s咖啡 
黃欽農 2005/08/20 丹堤咖啡公館店 
楊裕仁 2005/08/20 丹堤咖啡公館店 
Kuo 2005/08/23 Cat’s咖啡 
胡耿維 2005/08/24 丹堤咖啡公館店 
楊雅馨 2005/08/25 Starbucks辛亥門市

消費者 

惠純 2005/09/04 Starbucks 羅斯福門
市 

樂評人 小樹 2005/12/01 院子咖啡 
(以上受訪者之姓名表示方式已徵得其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