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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回顧並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將回顧流行音樂

工業與流行音樂商品產製的相關文獻。首先，我將著眼於流行音樂與文化工業，

以及流行音樂與文化全球化兩方面的理論與實證討論，接著，我將依相關文獻，

就流行音樂商品在主流及獨立兩種分類系統下的實際產製方式進行了解。第二節

將介紹消費者行為與消費價值之相關文獻，接著進行與流行音樂產品相關的消費

討論，包括體驗性決策與愉悅性消費，以及文化商品的符號性消費等。第三節將

檢閱流行音樂中，「主流」與「主流之外」這個區分的各種相關看法，以西方與

本地的情形加以分述。最後，在第四節中，我將對以上三節所回顧的文獻作一綜

合評析。 

第一節 流行音樂工業與商品產製 

一、流行音樂工業 

(一) 流行音樂與文化工業 

    在流行音樂與文化工業方面的討論，學者們有著各自相異的看法，大體而

言，這些論點分處於兩個立場。 

    一方面，以法蘭克福學派為主的學者們指出，現代社會中，人們的需求不斷

被資本主義體制所創造，並透過消費獲得滿足。資本家為了追求最大利益，而以

「複製」的生產方式，有效率地使大眾的消費需求得到滿足感。文化─包括音樂，

也在這樣的體制下成為消費型態的商品。 

    法蘭克福學派學者認為現代國家、大眾媒體與流行文化提供了更理性與更普

遍的社會控制，促進了資本主義的耐久性(durability)，他們提出了「假需求」(false 

needs)的概念，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力可以透過創造與滿足假需求來創造龐大的

財富，民眾可能會無意識地與資本主義妥協，因此而促進了資本主義的穩定與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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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但其實他們的自由是被侷限的，

只能「自由地」在不同的消費商品或相同商品的不同品牌之間進行選擇，這些由

廣告所創造的假需求壓制了人們對於實用產品的真實需求(Strinati, 1995)。 

    法蘭克福學派學者 Adorno認為，由文化工業所產製出的流行音樂，大約可

以包括「標準化」(standardisation)與「假性個人化」(pseudo-individualisation)這

兩種過程。流行歌曲會越來越相似，它們有越來越多的特徵是被同一個核心結構

所決定的，也因此某部份的流行歌曲，是可以彼此互相交換的，但這個核心結構

卻隱藏在各種絢麗的表面裝飾及風格變化中，並且將這些東西加入流行歌曲之

中，當成是它們獨特的符號。標準化是指各種流行歌曲間所存在的實質相似處，

而假性個人化則與流行文化伴隨的各種差異有關；標準化表現出文化工業如何從

音樂產製的過程中榨取挑戰性、原創性或智力的各種刺激，假性個人化則提供歌

曲外表的新穎與獨特的感覺給消費者，也就是提供了一個「陷阱」；標準化意味

著流行歌曲的實質會變得越來越相似，而歌詞和副歌也會變得越來越具有可交換

性，而假性個人化則幫助這個過程的偽裝，讓流行歌曲呈現出多變的外貌，製造

出彼此間的差異(Adorno, 1967; Adorno, 1976; Strinati, 1995)。 

    法國經濟學者 Attali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法蘭克福學派學者相近。他認為，

十九世紀末起，由於傳播科技的進展，音樂陸續透過錄音、廣播等技術大量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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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音樂的生產人工化與商品化。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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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則提出與上述觀點不盡相同的看法。Negus(1998)以兩

個論點勾勒出唱片公司在流行音樂產製過程中的涉入：工業製造文化，與文化製

造工業。「工業製造文化」的論點延續文化工業理論的討論，娛樂公司建立其組

織結構，並使其運作以生產產品和財富；唱片公司將其員工、藝人、作品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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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社會─文化所定義的標籤加以分類，直接介入了社會生活合理化的方式。「文

化製造工業」的論點則強調，產製不只發生在依據資本主義生產需求所創造的商

業環境中，也與更廣的文化型態和實踐有關，而這並不直接受制於公司的控制和

認知，一個公司所處的文化模式，例如階級經驗、種族、性別、地理位置等，都

會影響音樂被產製的方式；而音樂工業從業人員以兩種方式來理解音樂生產和消

費的世界：建構知識(透過各種形式的研究和資料收集)、將知識開展為引導企業

人員行動的「現實」。Negus認為，創作作品與歷史、社會和文化型態相互交織，

音樂工業形塑了創意實踐的可能，他也主張商業和創作之間的關係不只是簡單的

衝突，而是認為唱片工業對於創作如何被理解是擁有直接的影響力。 

    文化工業理論忽視了文化商品同時具有文化價值與商品價值的這個特殊

性，雖然文化商品本身即依循著商業的邏輯，並且成為強化剩餘價值的生產與資

本累積的工具，但這並不代表其文化價值的喪失。在產製層面上，文化商品的生

產過程裡，文化邏輯與商業邏輯之間以及各個行動者之間，一直存在著不止息的

對抗、拉扯、妥協、合謀與協同運作，構成了一個充滿變動活力的產製場域(張

維元，2004)。在消費層面上，Frith(1996)認為，文化工業理論過分貶低了消費大

眾的創造性，將其視為被動、缺乏自我意識的個人，也忽略了消費者在文化商品

消費過程中所得到的樂趣與滿足。 

    另外，在文化工業的具體運作上，林芳玫(1994)認為，文化工業有兩個特色：

第一，文化工業也具有與其他產業組織相似的科層體系，把整體工作的執行逐一

分解為許多細小的部份，然後分派給數個不同部門；第二，文化工業著重文化產

品的再加工、複製、企劃、行銷。她認為，文化工業有一個雙重特性：具備工業

形式的是權力、資源、利潤集中之所在的複製、行銷、傳送部門，而原始生產部

門，即創意部門，則是無法工業化的。除了少數明星或大師級的人物之外，這個

部門中的從業人員可謂「文化零工」，他們的待遇通常並不豐厚，且工作流動率

也相當高。文化工業的生產與複製部門間，其實存在著明顯的不平等與剝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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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謂的文化工業其實是複製、行銷、傳送部門，而從事文化生產的部門卻仍

停留在手工業階段。 

    雖然文化工業大量複製的產製方式影響了音樂的原真性，但從另一方面來

看，創作部門仍屬於「手工業部門」，在這個被文化工業佔據的產業裡保留了一

個自由呼吸的空間，使行動者仍能在其中展現相對的能動性(林怡瑄，2003：13)。 

(二) 流行音樂與文化全球化 

    資本主義的擴張，形成了全球文化產品市場體系，包括生產、流通與消費型

態的全球化，即「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現象(Robins, 1991; 

Thompson, 1995)。 

    Held等人(1999)認為，文化全球化使意義建構這個脈絡產生了一個重大的改

變。在以往，社會行動者的生活知識、觀念、態度與價值主要是由在地的文化象

徵系統所提供，由當地的各種制度機構，例如家庭、族群、學校、宗教等，以面

對面的方式進行教化，其過程與效果受到特定地理空間的侷限，而文化全球化便

破除了這方面的限制，跨越時空而流通的強度、容量及速度都是大大超越過去，

使象徵性的意義與物品發生了全球性的生產與流動(劉維公，2000)。 

    全球文化將帶來人類文化在全球的範圍上日趨一致或是更加地多元化發

展，是目前文化全球化議題研究論爭的主要核心(劉維公，2000：195)。其討論

立場常表現出二元對立形式，如全球(the global)與在地(the local)、普全(the 

universal)與殊異(the particular)、國際本位(the international)與民族國家本位(the 

national)等；雖然這些形式的分析意涵互有差異，但全球文化的「同質化」與「異

質化」發展趨勢問題，是它們共同的焦點。這兩方立場所依賴的理論分別為「文

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及「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這兩個觀點。文

化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全球化是西方霸權國家以更細緻的方式進行更全面

的殖民侵略，在這樣的發展下，非西方社會將面對在地文化遭到同化甚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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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而另一方面，多元社會觀點則認為，全球化並不會促使單一文化世界的出

現，反而能夠使各種不同的文化盡皆展現，彼此之間的差異也能被看見(劉維公，

2000)。Featherstone(1995)認為，西方文化將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被迫面對

來自非西方文化的衝擊與挑戰，並且將促使文化的去中心化及複雜化。 

    然而，這種二元對立的思考模式近來逐漸受到質疑。Robertson(1995)便認為

不應將全球化視為在地化的對立面，也不應認定全球化與在地化絕對是互相排斥

的，相反地，他認為全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進行，而全球化也是在地的構成

條件與存在脈絡；全球化增加了在地性的創造及落實，而這些過程本身會將世界

壓縮成一個整體，因而廣義而言，全球化即「世界的壓縮」(the compression of the 

world)，因此他選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此一特殊名詞，意指全球與在

地套合(telescoping)成一混合物，以突顯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密切關係，他認為，

全球化過程中，普全性與殊異性如何進行綜合(synthesized)，是相關研究的重要

課題。Tomlinson(1999)認為，雖然目前西方世界佔有經濟上的優勢，但沒有人能

保證這樣的優勢可以持續多久，而全球化也並不意味著西方文化會永遠處於優勢

地位。另外，全球化也伴隨著文化交流的增加，鬆動了文化與地區間的依附關聯，

加深了文化混合的情形，全球文化是各種文化互相融合而誕生的文化，此即去領

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混種融合(hybridization)的概念。 

    流行音樂是相當具有文化滲透力的一種媒介形式，由於流行音樂在語言、教

育程度和知識能力的限制上較其他跨國媒介形式來得低，是最適合全球化的大眾

傳播形式(Negus, 1997)。流行音樂全球化的現象，不僅在於流行音樂藝人與產品

透過跨國界的電子媒體向世界各地傳播，並以無時差的速度在各地同時被消費。

更進一步而言，流行音樂的全球化也意味著音樂工業正以全球的規模進行生產組

織的建構與市場的開發(Burnett, 1996)。近年來，全球流行音樂工業出現相當明

顯的集團化與集中化發展趨勢，可說是文化全球化現象的一個重要縮影。 

    當前國際間流行音樂工業的發展趨勢可由下列幾個面向加以辨識：大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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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市場、企業整合與集中以及全球性娛樂公司的出現(Burnett, 1992; Burnett, 

1996; Longhurst, 1995; Negus, 1992)。首先，目前全球的流行音樂市場已掌握在少

數幾家大型音樂集團手中，分別是英國的科藝百代、日本的新力音樂、德國的博

德曼音樂、美國的華納音樂以及結合寶麗金與美希亞而成的加拿大環球音樂等，

在 1990 年代初期，這幾家音樂集團在全球音樂市場的占有率已超過百分之七十

(Negus, 1992)，新力音樂與博德曼音樂並已於 2005 年 1月正式合併為新力博德

曼音樂，而這四大集團分別隸屬於擁有媒介、消費電子、娛樂等部門的跨國傳播

娛樂集團。另外，從８０年代晚期以降，大型唱片公司開始將本身定位為全球性

的娛樂公司，他們除了尋找地方性的音樂人才外，更致力於發展全球性的明星，

另一方面，唱片產品已逐漸與錄影帶、電影、電視、雜誌等傳播形式結合成推銷

明星的娛樂產品，現今的音樂商業活動已逐漸成為全球娛樂工業網絡中的一部份

(Negus, 1992; Burnett, 1996)。 

    從流行音樂工業的發展趨勢中可以發現，音樂工業持續進行所有權與市場的

集中，並與其他傳播媒體進行合併或結盟，以便將文化工業中的「不確定性」

(uncertainty)降低，使供給與需求都能夠納入企業的有效控制範圍內。９０年代

之後，媒體市場呈現出更甚於前的集中化、集團化景象，以及「綜效」7(synergy)

策略的運用，這種「向內集中」的趨勢強化了企業本身的體質，並且使這些跨國

傳播集團得以其豐厚的資源「向外延伸」，完成其全球性的資本累積(丁寶山，

1998)。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生產成本的降低，在跨國音樂工業發生地如歐、美、日以

外的地區，也出現屬於本地的音樂工業，而這些新興音樂市場的發展也吸引了跨

國集團的注意力，成為跨國集團向海外擴張的目標(Longhurst, 1995)。

                                                 
7 90 年代跨國媒體工業採行多角化經營，經由同一家母公司對不同媒體的控制或擁有，以期能

使整個集團的綜合生產效益比各個獨立部門相加的總和更高。綜效策略使文化工業中的跨媒體連

結(tie-ins)情況不斷增加，媒體集團在陸續併購相關產業部門之後，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傳播鏈，

同一個產品可以在集團所屬的各個不同部門中接續利用，或是生產出相關的周邊商品來增加收益

(丁寶山，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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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ett(1996)認為，在９０年代後，國際音樂工業的組成部分，形成了核心與邊

陲的關係：以全球為發展基礎的跨國娛樂工業(核心)，以及地方性或國家性的音

樂與媒介活動(邊陲)。這些全球性的核心/地方性的邊陲，或全球性的大企業/地

方性的小公司之間，正逐漸由競爭的關係轉變為合作的關係，他認為國際性的大

企業與地方性的小公司兩者間是以「共棲」(symbiosis)的型態存在，兩者皆能在

唱片市場中獲得其生存的利基(niche)，通常大企業專注於主流市場，小公司則開

發新市場或那些被大公司視為無利潤的市場，另一方面，大企業可以由小公司得

到創新的產品與方向，小公司則可以與大企業簽訂發行與行銷合約，以助其自身

產品往主流或海外市場推銷，形成一種互利的合作關係。 

    相對於 Burnett強調核心與邊陲互相依賴的觀點，Negus則在針對歐洲流行

音樂工業的研究中指出，流行音樂工業中所呈現的全球化過程是一種不均衡的運

作型態(Negus, 1992; Negus, 1993)。在８０年代以前，歐洲音樂市場中數量最龐

大的輸入產品，是來自美國的音樂工業。而在歐洲地區之內，英美語系的音樂產

品是歐洲當地流通最廣的文化產品之一，英國向外輸出的音樂產品也是歐洲地區

的主流音樂產品之一。但 Negus並不認為能以文化帝國主義的模式來解釋歐洲地

區在跨國資本全球策略下的音樂生產活動，因為英美的流行音樂並非單一文化所

組成的音樂形式，因此並不存在「單一文化」的宰制問題。而且，歐洲許多國家

都積極推動由國家或社區所支持的音樂創作活動，以期能夠保護本地文化或本地

音樂創作，因此本地文化產品的創作仍得以在跨國資本與產品的大量輸入下保有

其發展空間(Negus, 1993)。 

    另外，Wallis和Malm則認為，跨國音樂公司的擴張與進駐，以及相伴而來

的科技擴散與全球性的行銷網絡，將會在本地造成「跨文化」(transculture)的音

樂文化景觀(Wallis and Malm, 1990)，在跨國資本與媒介的影響下，已無法清楚指

出音樂產品所蘊含的文化是源於哪一個特定的種族團體，而是呈現出結合了多種

風格元素的音樂文化，這種跨文化的景觀是由本地的音樂文化與跨國音樂工業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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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音樂元素共同組成(Malm and Wallis, 1992)。 

    不過，在台灣的流行音樂發展經驗上，Ho認為，Wallis和Malm所提出的

「跨文化」概念並未在此被驗證，我們受到英語系作品的影響比其他形式更甚，

文化交換所呈現的是單向的交流。音樂工業的全球化提供台灣聽眾聆聽英語系音

樂的好機會，但同時也帶來了制度和意識形態上的壟斷，妨礙了其他形式的音樂

的交流(Ho, 2003: 263)。 

    丁寶山(1998)也指出，跨國唱片集團進駐台灣，收購了大部分的本地唱片公

司，改變了本地音樂市場的生態結構，進而使本地的音樂產品逐漸呈現標準化及

無差異性的商品特性。而在跨國工業的強勢主導下，全球與本土之互動所產生的

文化混血認同，其實突顯的是外來的文化經驗與價值，侵蝕了本土文化的主體

性，認為跨國資本仍是轉變本土流行音樂之經濟與文化想像空間的最關鍵力量。 

    李天鐸(1998)則認為，在台灣的流行音樂市場中，由於本地音樂工業的體制

缺乏全球行銷管道，只能夠在本地市場與鄰近區域進行有限的業務開發，因此幾

乎無法與跨國公司對抗。當跨國公司大舉進軍台灣市場，併吞了原有的本地公

司，並重新鋪設宣傳管道與行銷模式，創造了對其本身相當有利的商業環境，市

場空間於是受到嚴重擠壓，首當其衝的便是邊緣發聲/另類音樂形式。主流音樂

同時企圖納編另類市場，於是取材於另類音樂，最直接的作法就是以販賣「奇觀」

來表現主流音樂的「包容性」，這些商品受到以商業為首要目的的包裝後，與原

創的音樂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跨國音樂公司也曾進行「本土化」策略，網羅台灣

本土的創作者，希望能夠開闢主流音樂之外的市場空間。台灣新力之品牌─「諳

譜」(Amp)曾企圖建立一套機制，刺激台灣流行音樂多元化，但在市場上遭到挫

敗。李天鐸認為，諳譜失敗的主因是製作錄音品質上的嚴重瑕疵，這也揭露了另

類音樂缺乏資源的窘困，其癥結在於整個流行音樂的生態文化根本無法支持小眾

取向的音樂類型。而他也認為，本地自主力量與自發文化創意在「全球化」的台

灣音樂市場中被削弱了，在跨國唱片集團的遊戲規則下，這些在主流之外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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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困難，台灣音樂市場於是充斥著高同質性的音樂商品。 

    在台灣流行音樂於文化全球化面向的討論上，Ho(2003)、丁寶山(1998)與李

天鐸(1998)等幾位學者的看法雖各有其細緻的差異，但主要仍是持較為悲觀的看

法，認為跨國企業與本地原有公司是呈現一種明顯的強勢/弱勢關係，並未支持

較樂觀的看法，如 Burnett所言之「共棲」的核心與邊陲相互依賴的情況，或

Wallis and Malm所提出的「跨文化」音樂景觀。但是近年來，我們可以看見在

現今的台灣音樂市場中，主流之外的音樂並未完全銷聲匿跡，小型的獨立唱片公

司甚至有日益蓬勃的跡象，並且已逐漸累積出一群喜愛「獨立音樂」的聽眾與消

費者，另外，在音樂的實質內容方面，許多本地的獨立唱作者開始使用具有台灣

本土特色的音樂元素(如樂器、聲音效果、語言等)，或將之與本源於西方的搖滾

音樂融合。我們在現今的獨立音樂產業發展、聽眾累積與實質音樂內容三方面，

在在都可以看見「本地/小眾力量」的展現，小眾取向的音樂是否真的無法得到

足夠的支持，而本地文化是否完全受到外來強勢文化的壓制而無法發揮，值得進

一步以實證研究考察。 

二、流行音樂商品的產製 

(一) 流行音樂作為文化商品 

    根據 Hirsch(1972)的定義，所謂文化商品是非物質性的(nonmaterial)，對於消

費者而言，這是屬於美學的(aesthetic)或情感的(expressive)滿足，而不是一般純粹

效用或實用上的(utilitarian)功能。文化商品能夠創造與滿足消費者對於流行時尚

的情感性需求，而流行音樂便具有這樣的文化商品特質。 

    Garnham(1990)認為文化商品具有三種經濟特性。首先，「新奇性或差異性」

(novelty or difference)是文化的一種商品價值，因為文化商品的消費是分眾化且難

以預測的。商品的新奇性必須依靠高度的資本或勞動力的投入，生產各種不同類

型的音樂商品來吸引各種不同的分眾消費者。第二，由於複製與再生產的成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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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製音樂光碟的成本)是相對低廉的，使得文化商品走向「最大化閱聽人」的策

略。第三，為了達成這個目的，商品來源的取得必須加以控制，一方面以掌握文

化商品著作權的方式創造商品的「稀少性」(scarcity)，另一方面則透過異業的整

合及跨組織的統合分工，將文化商品的再現集中於少數寡佔或獨佔的企業手中。

然而，商品來源取得的控制與市場競爭風險的降低這種雙管齊下的作法卻是無法

預知及預得的，而是必須經過漫長且複雜的過程。因此，文化商品消費市場的不

確定性促使公司生產各種「常備曲目」(repertoire)，以求降低投資的風險，形成

了文化商品的第三種特性。 

    當流行音樂成為一種文化商品，其產製與消費也就如其他文化、時尚商品般

充滿了不確定性。為了因應這樣的特性，業者必須針對潛在消費群進行產品的過

濾，首先經過唱片公司選擇性的發行與促銷，其次再透過媒體的傳播，這個階段

就淘汰掉一些曝光率不高的作品，最後留下來的商品才能供消費者進行選擇與購

買(Hirsch, 1972)。 

    從流行音樂的商品特性和過濾機制，可以窺見如 Negus(1998)所主張，唱片

工業對於創作被理解的方式，擁有其直接的影響力；為了對抗消費市場的不確定

性，降低其自身的經營風險，唱片工業掌握了文化商品的再現，並發展出產品的

過濾機制。於是，哪些創作能夠在大眾媒體上展現、以怎樣的形式展現，唱片工

業自有其可觀的影響力，進而也影響了消費大眾理解這些創作的方式。 

    陳秀惠(2001)在其研究中指出，生產流行音樂這個文化商品的產業包含了幾

個特殊的性質： 

(1) 與科技發展密切相關─唱片工業屬於營利性的文化事業，其產品是對某

項創作進行大量製造的產物，製作的形式須視當時的科技水準而定；一

首歌除了詞曲的創作，還必須經由製作人、歌手、錄音師及其他技術人

員將這些作品轉化為音樂母帶，並交由光碟壓製廠商複製後才能上架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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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同時，消費者也必須透過一些硬體設備才能夠使用這些音樂商品。 

(2) 成本結構特殊─音樂產品的再製成本相當低，一張 CD的成本可能不到

新台幣十元，但音樂製作與相關行銷的成本相對而言便是相當高的，包

括藝人簽約金、製作人酬勞、邀歌(詞曲)費、編曲費、樂師費、錄音室

酬勞、錄音室費用、廣告宣傳等；在這樣的成本結構下，音樂產品不是

以成本來定價，而是以消費者的價值為定價基礎。 

(3) 需要多樣化的人才─大部分的文化產品都需要一群具備多樣化專長的成

員共同完成，音樂產品從創作到錄製完成的過程中，會動用到許多不同

的專業人才，如企劃、藝人、錄音師、樂手等；由於牽涉的領域廣泛，

為了維持彈性，文化產業的工作者較少簽訂正式的契約，而是透過人際

網路的關係運作。 

(4) 以專案為基礎的網路關係─在文化產業中，雖然許多工作者是屬於獨立

的自由約聘人員(free lancers)，但實際上彼此之間卻是透過長期的人際網

路關係在運作，Powell(1990)稱具有此種組織特色的產業為專案式的文化

產業(project-based craft industry)；在這種網路組織中，產製的一方通常

會有一個中間的協調者負責召集與連結其他工作者，透過長期合作的方

式，形成一個具有默契的生產團隊，在唱片工業中，製作人就是商品產

製的核心人物，他通常會和某些特定的詞曲創作者、錄音師、樂手等專

業人員合作，如此能減少製作唱片時的搜尋與溝通成本，可以增加生產

效率並累積學習效果。 

(5) 屬於時尚性產品，產品生命週期短暫─Vogel(1994)認為，唱片事業屬於

流行的時尚性產業，產品生命週期很短，產品推出後須配合快速而有效

率的配銷以及密集的宣傳促銷，需要龐大宣傳費用的投入。 

(6) 屬於經驗產品─音樂產品的每一次消費都是經驗產品，消費者必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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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知道產品的價值，為了讓消費者願意購買，唱片公司必須設計許

多能夠讓消費者體驗產品的行銷方式，如媒體播放、唱片行的專輯試聽

等，另外，建立唱片公司的品牌知名度，也可以降低消費者不確定的心

理。 

(7) 具有高度不確定性的需求─Gans(1972)認為，唱片工業需求的不確定性

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流行音樂產品屬於時尚產品，消費者的偏好經

常轉變；再者，法令對產業垂直整合程度的限制也會導致需求的不確定

性；最後，掌握宣傳關鍵的傳播媒體在選擇播放音樂產品時，常有許多

不同的評估標準，使需求受到影響；這樣的不確定性造成了「沒有人知

道何種產品會暢銷」(nobody knows anything)的情形(The Economist, Dec. 

23, 1989)。 

(8) 媒體的把關人角色─唱片公司推出新產品時，必須通過大眾媒體這道關

卡的篩選，才能夠進行宣傳，讓消費大眾接觸到產品的內容，所以唱片

公司往往希望能影響媒體的決策，也因此必須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如企

宣人員、行銷費用等。 

(二) 主流音樂商品的產製 

    一張唱片的完成必須經過繁複的人員參與和產製流程。Frith(1978)指出，音

樂產製流程中的參與人員包括樂者、藝人與廠牌管理(Artists and Repertoire，

A&R)、經理、歌曲出版商、製作人、製造部門、宣傳部門、宣傳管道(廣播電台、

迪斯可舞廳、現場表演)及零售商等。樂者負責音樂內容的創作與演出，由經理

人員向唱片公司的 A&R人員推介，唱片公司與樂者的合約即由 A&R人員負責

處理，他們必須評估樂者能夠為唱片公司帶來多大的利益，也決定了唱片公司音

樂產品的方向。歌曲出版商是詞曲創作者與唱片藝人之間的連結點，出版商委託

唱片公司錄製這些創作者的作品，也為唱片藝人提供音樂商品內容的來源，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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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歌曲公開後的版權管理者。製作人負責唱片錄製工作中的企劃與協調，並且

負責聲音效果與唱片整體風格的創造。唱片錄製完成後，便交由製造部門進行唱

片實體部份的設計、包裝與量產，而宣傳部門則透過宣傳管道進行各種對消費者

的介紹與推銷活動，零售商則是消費者購買的直接端點。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陳柰君(1991)的研究整理指出，一張唱片的完成有賴於

硬體與軟體兩大系統的配合。硬體部分主要是音樂載體(如卡帶、光碟)的製造，

軟體部分則較為複雜。首先，唱片製作人必須依據當下的市場狀況來決定欲完成

的策略性目標，接著規劃達成該策略性目標的方案，方案確定後交由行銷與製作

人員執行，而在唱片的實際錄製工作進行上，製作人也必須決定擔任各樂器演奏

的樂手、歌曲的編曲者以及歌曲樂句的呈現方式等。除了製作人，歌曲的產生還

需要作詞、作曲與編曲者，詞、曲完成後交由編曲者將單一旋律的曲調加以裝飾、

點綴，加入各種樂器與合聲，最後再由演奏者與演唱者實際演繹錄製。除此之外，

還需要唱片封面的設計以及各種包裝工作(包括藝人的造型設計及宣傳品設計

等)，並且配合由行銷人員所執行的各項宣傳與促銷活動。 

    而根據林欣宜(2000)對台灣音樂工業產銷結構的研究，一張唱片在工業產製

鍊中可依其時程分為「前製」、「中期製作」與「後製」三個生產階段。前製生產

期的主要目的是音樂商品的「概念產製」，並為後續的中期製作與後製作準備，

工作包括尋求資金、蒐集市場情報並分析市場趨勢、製作人與樂手的選任、專輯

曲目的選定、錄製 demo並進行審核、確立唱片整體概念並確認接下來的錄音時

間與設備等細節。中期製作期的主要目的則為音樂商品的「物質產製」，承襲前

製階段對唱片概念的整體企劃與籌備，進行錄音與行銷宣傳過程中各種物質產品

的產製，由製作人、錄音師、樂手及藝人共同完成錄音工作，完成母帶後便進行

唱片實物的量產，行銷宣傳所需的物質產品準備則包括藝人造型設計、唱片包裝

設計製作與各種視覺或影像宣傳物的製作，並依據當時的媒體與市場狀態研擬唱

片發行的宣傳策略與預算。後製生產期的主要目的便是「完成音樂商品的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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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唱片零售交易的達成與行銷宣傳的實際執行，零售事宜與宣傳活動兩者相互

伴隨進行，以便掌握商品的供需狀況並活絡交易。 

    陳秀惠(2001)則認為，音樂產業的生態體系可分為上游的音樂製作系統、中

游的音樂生產單位及下游的音樂流通及消費子系統。在音樂製作系統中，詞曲創

作人為音樂產業提供了產品的內容，他們有時先行創作而成為既有的素材，有時

可能針對不同的市場需求決定創作方向，而創作成品可能交給詞曲出版商，由其

與詞曲需求者如唱片公司、製作人或藝人接洽，有些則由創作者自行接洽。製作

人根據其與唱片公司的合作關係，可以分為獨立製作人(independent producer)和

編制內製作人(in-house producer)，前者有較大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想要製作的歌

手或形式，收入是以件計酬，後者通常只能製作該公司所簽約的歌手專輯，有固

定的薪資和版稅的抽成。目前唱片公司大多以專輯的每一首歌曲為單位來尋找製

作人，增加專輯的多樣化以因應消費者快速變化的口味。負責藝人和產品的 A&R

則連結了上游的音樂創作系統與唱片公司，通常 A&R 隸屬於唱片公司的製作企

劃部門，掌握了上游的產品來源，負責規劃音樂產品從創作到上市的整個流程，

工作範圍包括尋找藝人、蒐集歌曲、為藝人選擇適合的曲目和製作人、試聽母帶、

編列預算、與企宣人員討論行銷計畫、監督製作品質與時間、成品的包裝等，並

為藝人塑造最適合的形象定位。整體而言，在音樂製作的系統中，藝人和詞曲就

像音樂生產的原料，製作人是將這些原料轉變成音樂產品的核心人物，而 A&R

人員則為唱片公司搜尋這些原料，並為其尋找合適的企劃人員。接下來的音樂生

產階段，是將錄製完成的音樂母帶大量轉錄成唱片產品的過程，雷射唱片(CD)

是現今市場上最主要的音樂產品形式，唱片公司多是透過外部市場交易的方式來

完成唱片的生產。最後，音樂產品進入流通與消費的階段，在消費者購買之前，

這些產品必須透過媒體的宣傳與播送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力，同時藉由經銷體系

的配送，將產品送達各地的零售點。在媒體的流通方面，唱片公司一方面必須投

入大量的廣告費用以引起消費大眾的助益，另一方面則可以向播放其音樂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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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收取權利金。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媒體發展日漸蓬勃多元，音樂產業的行

銷費用支出也越來越龐大。在銷售通路方面，一般包括唱片行與便利商店，也有

一些較特殊的通路如會員俱樂部、郵購、書店等，唱片公司方面由其業務部門負

責此項與通路相關的工作。 

(三) 獨立音樂商品的產製 

    獨立音樂與「叛客」音樂之間有著密切的關係，叛客搖滾在音樂產製上呈現

「自己動手幹」的態度，拒絕仰賴既有音樂工業的建制(Rowe, 1995)。

Braverman(1974)提出技術貶抑(degradation)理論，批判泰勒主義式的現代資本主

義生產模式，使「勞心與勞力」的工作遭到強制分離，由管理階層決定整個工作

流程，勞動過程變得不須要依賴勞動者知識與技能的投入，並剝奪了勞動者培養

技藝的可能性，勞動者在只從事單調機械性動作的情況下，容易產生技術退化，

甚至技術喪失(deskilling)的結果。叛客廠牌的產製方式，可謂是對於此種技術貶

抑生產模式的反動。早期的叛客音樂廠牌，對當時讓音樂技藝日漸退化的產製體

制感到厭煩，他們不願擔任其中的文化勞工，這樣的態度成為獨立廠牌產製的意

識形態基礎，在搖滾樂的產製過程中促進了新的安排方式與網絡(Rowe, 1995)。 

    獨立音樂商品的產製在組織結構、產製規模及流通方式上與主流流行音樂商

品的產製有明顯差異。首先，在組織結構上，獨立音樂偏向「專門性」的公司，

完全處於音樂領域中，或以音樂作為其最重要的經營主力；相對於此，主流公司

則擁有大型科層體系，音樂產製部門僅是整個企業集團中的一個分支(Rowe, 

1995)。 

    其次，在產製規模上，獨立音樂採用小量生產(small-batch)的產製方式，相

對於主流音樂而言，其公司資本與經營開支較低，在銷售上的收支平衡也遠低於

主流音樂，產製費用的降低，使攤提製作成本所需的發行與銷售門檻也得以降低

(Row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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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在流通方式上，小型獨立廠牌不像主流大廠有足夠資本進行電子媒體

的併購，以及全國性或國際性銷售通路的控制，因此在宣傳與配銷上常必須依賴

另類的組織系統(黃皓傑，2003)，經常與一些分眾性或地方性的另類媒體及銷售

系統合作(Ryan and Peterson, 1993)。因此，非主流音樂較常在印刷媒體以及校園

或另類電台曝光，並經由獨立的批發商販賣，而獨立批發商大多是區域性的經營

規模，只有少數是全國性的大盤商(Hull, 2000)。如果獨立廠牌或樂團想拓展至全

國性的市場，他們必須與流通業者協商，以減少自己利益的方式來換取產品更大

的流通範圍，可以選擇與既有唱片工業的流通部門合作，或設立、發掘自己的獨

立流通體系。把產品交由主流體系發行，就是讓它接受主流市場的「文化菜單」

定義，以及排行榜、大量銷售的文化。若是倚賴獨立發行體系，就必須超越一般

對於市場價值與市場力的堅持，且能夠提供更多不同的音樂定義，給予聽眾更多

的位置與角色(Laing, 1985)。 

第二節 流行音樂商品的消費 

一、消費者行為與消費價值 

    Zaltman & Walendoff(1979)指出，所謂「消費者行為」指的是個人、群體或

組織為了使用產品、服務及其他經濟資源，在社會中與他人互動的一種行為、歷

程或結果。Engel, Kollat & Blackwell(1982)認為，消費者行為涵蓋整個「消費歷

程」，這個歷程受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而「購買行為」(buying behavior)是整

個消費歷程中的其中一個階段。Schiffman & Kanuk(1983)則指出消費者行為的內

容包括消費者為了滿足需求，而對產品所進行的一連串搜尋、購買、使用、評價

等行為。 

    Sheth(1991)提出消費價值論(consumption values theory)，用以解釋消費者的

購買動機。消費者之所以會購買某項產品，是因為該產品或品牌能提供消費者「消

費價值」，消費價值可分為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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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性價值(function values)─產品具有的屬性所能提供給消費者的效

用。 

(2) 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s)─產品能彰顯消費者的社會身分或地位。 

(3) 情緒性價值(emotional values)─產品能牽動消費者喜怒哀樂之心情變

化；所謂「衝動性購買」即由情緒價值所引起，能提供短暫的快樂。 

(4) 嘗新性價值(epistemic values)─產品能提供消費者新奇的感覺，或激發其

求知的欲望。 

(5) 制約性價值(conditional values)─指產品在某些情況下能提供較大的價

值，如雨具在雨天較能提供效用。 

    流行音樂商品的消費者多屬於衝動型購買的消費者，通常也較喜歡追求新奇

的事物，因此流行音樂商品能提供消費者情緒性價值與嘗新性價值(黃顗穎，

2003)。 

二、流行音樂商品的消費 

(一) 體驗性決策與愉悅性消費 

    Hirschman & Holbrook(1982)認為，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會經歷一定順序

的歷程：首先經由問題確認找尋相關資訊，再評估各個可行方案並進行選擇，最

後即進行購買行為。在各種消費決策模式中，體驗觀點(experiential view)之下的

消費決策所針對的產品是以愉悅性和情緒性為主要屬性。當消費被視為涉及幻

想、感覺和歡樂的穩定湧出，就將其稱為體驗觀點。體驗觀點之下的決策模式著

重於愉快、幽默和幻想等愉悅性反應，當產品的外在屬性與消費者的內心產生情

感交流時，就會產生一股追求的渴望，換言之，體驗性決策係指消費者購買產品

時，以自己對產品體驗的價值與情感作為決策的基礎，強調在消費過程當中獲取

愉快的感覺與內心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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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悅性消費的意涵即來自於體驗。Hirschman & Holbrook(1982)提出了愉悅

性消費的定義，認為消費者行為的各個面向，皆是由各種感官、幻想與產品使用

經驗情感所組成，意即消費者所感受到的體驗，是以多樣的感官形式接收，包含

味覺、聽覺、觸覺印象和視覺影像，個體除了透過多重感官接收外在刺激，自己

本身也會產生多重感官的意象。愉悅性消費的目的除了找尋歡樂之外，亦有表現

自我象徵的意義，Arnould, Price & Zinkhan(2003)認為，愉悅性可以透過公開展

示的方式呈現，透過產品表現自我形象。愉悅性消費強調個人內在心理層面的刺

激與滿足，包括感官刺激所帶來的幻想和歡樂，以及透過產品表現自我形象的獨

特性，消費者藉由產品與服務獲得情感上的共鳴，創造出愉悅的滿足感(徐達光，

2003)。音樂、電影及各種娛樂服務，都是與愉悅性消費相關的產品。 

(二) 符號性消費 

    流行音樂商品是一種文化商品，而符號性消費，是文化商品的特色之一。

Baudrillard(1983)將消費定義為：「不是物品功能的使用或擁有，而是作為不斷出

發、接收而再生產的符碼(symbolic code)」，並認為：「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

必須成為符號」(Baudrillard著，林志明譯，1997)。 

    物品具有兩種價值：第一、商品的「物的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品質、功能

及性能等所塑造出的價值；第二、「符號的價值」，即商品的設計、顏色、品牌、

廣告及企業認同等所塑造出的價值。前者可謂商品的「使用價值」，後者則是「象

徵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表面的意義(外延意義)，象徵的價值則是被隱蔽在商

品中的意義(內涵意義)(星野克美等著，黃恆正譯，1988)。後現代的消費不再是

以物品使用的價值為目的，而是以如何具有差異性的符號價值為目的，消費者不

再將消費性商品視為純粹的物品，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消費者消費的不只

是物品，也是符號(Baudrillard著，林志明譯，1997)。 

    陳坤宏(1990)認為，「符號」代表兩種主要意義：第一、商品逐漸不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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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純粹的「物品」，越來越具有「文化」的意味；第二、消費的符號化現象是以

過度充裕的消費為其存在背景，現代社會已超出維持基本生存水準的消費，加入

了文化、感性的因素。 

第三節 流行音樂的「主流」與「主流之外」 

一、他山之石 

    在世界流行音樂市場中，大型跨國唱片廠牌擁有大多數的傳播管道與銷售據

點，進而佔有了大部分的市場。然而，在這樣近乎被跨國公司壟斷的情況下，西

方的流行音樂仍然發展出許多不同於這些主流公司的音樂，這些企圖對抗主流商

業市場制約的音樂或被稱之為「地下音樂」、「非主流音樂」、「新音樂」或「另類

音樂」(alternative music)。 

在西方，搖滾樂和激進政治的連結，從６０年代以來即有深厚的傳統，在許

多政治的理想與激情中，音樂往往是青年反主流體制文化中最重要的能量來源。

在６０年代的美國搖滾樂運動與７０年代末期的「叛客」浪潮期間，出現了為數

不少的獨立公司，堅持「獨立」而不受商業價值主宰的美學價值觀，使得音樂創

新與獨立幾乎劃上等號。「獨立」同時具有名詞與形容詞的雙重意義：在名詞上，

代表著一種組織關係，是相對於「主流」的團體或公司；在形容詞上，則代表著

搖滾樂的「獨立」意涵─自由與自主(Rowe, 1995)。 

Gillett是第一個宣稱以「主流的」廠牌(major label) 和「獨立的」廠牌

(independent label) 來了解唱片工業動力的人。在他的區分中，主流廠牌是指那

些自己擁有行銷系統的公司，而獨立廠牌則是將行銷事務以簽約方式交給其他公

司。他認為，獨立廠牌具有和進步文化運動相關的創新特質，而主流廠牌則較可

能會反向地抗拒這些改變，或只是選取一些他們認為合適的元素，將其整合進入

主流文化之中(Garofalo,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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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廠牌有他們自己理想主義(idealism)的權威。他們把注意力從市場轉移到

藝人的身上，以及音樂如何象徵社群、集中社群注意力的方式上，他們將一種明

顯是反專業的態度連結到唱片製作裡面，進而把音樂當作一種生存模式，而不只

是利潤工具(Frith,1981: 156-7)。 

亦有些學者指出，主流廠牌對於藝人的創新或獨立廠牌創造性的衝擊，其實

已不再以抗拒的態度面對。Negus(1992)認為，獨立與主流的二元對立關係，應

以「主流與次級公司的網絡關係」來取代，較能貼近兩者間的實際情況。主流公

司是將其半自主性(semi-autonomous)的廠牌部門或工作部門獨立出來，再藉由合

資、併購、經銷或策略聯盟等方式與獨立廠牌形成連結，或者是收編獨立廠牌所

經營的成功藝人。 

獨立廠牌在新音樂類型的發展上，通常是扮演先鋒的角色，例如叛客(Punk)

和饒舌(Rap)音樂的興起，而如此一來也就能夠發現新的市場之所在，這對主流

廠牌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服務，獨立廠牌可謂是主流廠牌的新市場探針，為其測

試並開發消費市場中對於新音樂類型的需求；而當一個獨立廠牌展現了某種程度

的市場上的成功時，主流廠牌便會嘗試將其吸收，通常是採用取得其產品發行權

的方式。為了生存，獨立廠牌必須持續致力於發掘新的、與過去不同的音樂，這

是獨立廠牌相對於主流的一個優勢，這是他們可以提供的較主流迅速的音樂

(Garofalo, 1987)。 

由於主流廠牌瞭解到獲取利潤的關鍵主要在於發行(distribution)，只要扶植

出成功的獨立廠牌或藝人自己擁有的廠牌，與他們分享利潤，或者是和他們訂約

取得其產品之發行權，即可獲利。在這樣的合作關係中，主流廠牌可免於考慮那

些關於音樂製作的創造性面向，而獨立的音樂產製者也更能夠專注於創作上

(Garofalo, 1987)。於是，獨立廠牌的生存法則便是在音樂上保持其獨特性與試驗

性，隨時發掘與刺激消費者的品味，一旦發現一種新類型的音樂具有市場潛力，

則大公司便會與該獨立廠牌合作發行，同時大公司也將此音樂類型吸收，並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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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的宣傳經費造成熱潮，最後將其收納為主流音樂型態中的一種類型(鄭淑

儀，1992)。獨立廠牌的產製方向，提供了主流大廠有潛力的新興藝人和新的產

製方向(Negus, 1996)。 

雖然大型跨國唱片公司不斷藉由併購、挖角等策略增加其市場佔有率，但是

閱聽人的消費模式(產品的多樣化程度)也會引導市場集中度的變化。因此，在美

國這個音樂需求多樣化的環境下，各大型唱片公司仍保留著小型獨立廠牌的自治

地位，希望藉由副牌、小廠的音樂創意作為前導市場，利用小廠既有的形象來吸

引區隔的聽眾，許多小廠便以樂風獨立但財務附屬的狀態存在(Burnett, 1992)。 

另類音樂透過商業機制而能夠存在，就表示有一群支持它的消費人口在維繫

這個市場；在國外，另類音樂能夠不斷地推陳出新，就是因為它的消費人口足以

支持它的生存。雖然資本主義中的任何商業行為，是離不開市場與資本的，但若

僅由商業利益的考量來看待另類音樂，卻是過於片面了。相對於主流音樂而言，

許多型態的音樂可能永遠停留在小眾取向，支持與消費的人口較少，因此發行這

些音樂的公司往往必須面對較為艱困的財務狀況，或因為與當時處於主流的社

會、政治或文化觀點不同而面臨較大的生存阻力。因此，透過音樂來實踐音樂的、

情感的、文化的或社會批判的種種理想，是這些另類音樂能夠在此困境之中存續

下去的重要根源之一(鄭淑儀，1992)。 

二、台灣經驗 

    台灣在音樂類目上的指稱，過去多以「地下」、「非主流」或「另類」來代表

與「主流」有所區隔的音樂。鄭淑儀(1992)在《台灣流行音樂與大眾文化》研究

中指出，另類音樂與主流音樂不同之處表現在下列幾個特點： 

(一) 音樂文本 

1. 音樂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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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來說，非主流廠牌所製作的音樂產品較之主流產品而言是更為多元的。

以水晶唱片為例，曾出版龐克搖滾、藍調與爵士搖滾、台語說唱搖滾、搖滾歌仔

戲、台語新民謠、揉合南北管與電腦音樂的台語新歌謠、爵士民謠等不同音樂語

言的產品，西洋音樂、台灣音樂與中國音樂彼此結合，為傳統音樂形式創造新義，

並與一般主流音樂的同質性產生尖銳的對立。 

2. 歌詞 

    非主流音樂通常會透過歌詞表達音樂以外的意念，它包含對政治權力與道德

規範的挑戰、對現實社會現象的揭露、對生命意義的探討和對人性的嘲諷等等，

它除了談主流音樂中比例奇高的歌詞題材─愛情─之外，還關心生活、文化與政

治，強迫人們從虛構的夢幻麻痺中回到兼具墮落與光明的現實。歌詞在此超越了

它在主流音樂中的附屬地位而顯露出它的意義，題材的多元化更反映出真實生活

的多種面貌。 

(二) 音樂文本之外 

1. 藝人 

    大型主流廠牌通常將藝人視為用以販售的商品，販賣與藝人連結的形象及產

品；由於主流廠牌中音樂產品的製作程序是先有藝人的存在，然後才根據公司為

該藝人所設計的形象去尋找或創作出相配合的歌曲，歌曲的主體性與存在的必要

性變得非常薄弱，只不過是將音樂與藝人硬生生地結合在一起。而新音樂在這點

上則與主流廠牌不同，音樂與藝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生產關係，音樂通常便是該

藝人本身的理念之衍生產物，藝人創作或演唱歌曲的目的常是個人理想的實踐；

藝人及其音樂透露著一種整體感，音樂與藝人為共同的主體。 

2. 商品行銷 

    商品的行銷對於唱片公司的營運是非常重要的，大型主流廠牌常以龐大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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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援與大眾媒體的利用為主要手段，而這正是發行另類音樂的公司最感吃力的

部份。由於另類音樂的市場比起主流來說是小得多了，因此發行此類音樂的公司

較難擴大利潤，經費不足的結果便很難與大公司在宣傳上競爭；因此，他們便捨

棄充斥著主流音樂的一般大眾媒體，轉而選擇其他管道來進行產品的推廣，例如

校園演唱、街頭或小型場地表演等面對面的親身接觸，或者在與其立場與風格相

近的媒體上發表評論或推薦產品，以引介其音樂理念、培養屬於他們的音樂品

味，進而建立固定的消費人口。此外，產銷分工也是發行另類音樂的小型廠牌時

常採用的方式，也就是本身僅負責音樂的製作，而將宣傳與發行授權給大型唱片

公司。 

3. 發行 

    在發行方面，若以台灣第一家發行在地非主流音樂的公司─水晶唱片為例，

其作法是以選點長賣代替一般常見的全面性占架，防止量產的庫存壓力，以爭取

藝人更長的生存空間。 

 

    近年來，「獨立」這個音樂類目的指稱方式逐漸浮上檯面。若採用相對於大

型跨國唱片公司的區別而言，這些「獨立廠牌」主要可分為三大類：(1)藝人「全

自助」(DIY)或半自助發行自己的專輯，例如「閃靈」、「瓢蟲」，或社運團體「飛

魚雲豹工團」、「黑手那卡西」等。(2)代理西洋「獨立廠牌」或中國的音樂產品，

如「玖玖文化」。(3)有自製作品者，如「角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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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各自有其不同的

經營理念，不過大致上是循著非主流或反主流的思考脈絡，有些唱片公司堅持獨

立製作的理念而不願與主流匯合，有些也以子弟兵終究進入主流為傲(林怡瑄，

2003)。 

鄭凱同(2005)在《主流與獨立的再思考：文化價值、音樂產業與文化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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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與探討》研究中指出，人們對於音樂的價值判斷會隨著歷史的演進與社會的

變遷而有所轉變，台灣音樂文化的改變受到眾多內外在因素的牽動，糾結了西方

音樂文化、搖滾精神、在地創新以及商業力量，「主流」與「獨立」的意義是社

會性的產物，從「民歌」、「地下」、「另類」到「獨立」，這些名詞都承載了特定

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然而在這些名詞與社會意義的轉變過程中，商業力量仍

是影響音樂生產與消費的主導因素。 

在目前的台灣音樂生產環境中，「主流」與「獨立」兩者之間其實存在著相

當大的模糊性與曖昧性，並不存在純然的「主流」或「獨立」音樂，兩者之間也

非簡單的對立關係，而是以一種相互辯證的方式同時存在。在獨立音樂的實際運

作層面上，「獨立」與「主流」之間存在著模糊的灰色地帶，若將台灣的音樂商

品生產狀況視為一條光譜，兩端分別為「獨立」與「主流」，那麼各種音樂生產

型態便散落在這條光譜上的各個位置，這並且是一個流動的狀態，其位置會隨著

態度與實踐方式的轉變而移動，而這些多樣化的音樂生產型態也各自擁有不同的

核心價值、生產條件、生產邏輯、運作方式及社會功能(鄭凱同，2005)。 

「主流」與「獨立」間的差異並非壁壘分明，在發行和市場控制上幾乎沒有

什麼不同。我們不能夠以一個廠牌的「獨立」與否來判斷其進步性，較獨立的廠

牌不必然秉持反商業操作的姿態，所謂的主流廠牌也不是完全無法生產出具有進

步意識的音樂，但在經營上較獨立的廠牌，仍是具有較高的文化創新可能性。雖

然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只在乎哪些文本能夠為其增值，並不在意這些文本是否具有

反抗或革命意識，但無論在商業化或理想化的文化生產環境中，音樂生產者都具

有一定程度的自主性與想像空間，因此生產者本身的行動表現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鄭凱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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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本章第一節關於流行音樂與文化工業的討論中，法蘭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

理論對於工業化產製下的音樂商品，抱持著相當悲觀的態度，認為資本主義所創

造的「假需求」會壓制了人們對產品的真實需求，而流行音樂商品則呈現了「標

準化」與「假性個人化」的狀況，以各種多變的包裝來掩蓋實質內容的相似性。

相對於此，後續的其他觀點則不再抱持著如此絕對的悲觀看法，雖然工業製造了

文化，但文化同樣也製造了工業，商業與創作之間的關係不是簡單的衝突對立，

文化商品並未喪失其文化價值，在商品產製與消費的過程中，作為行動者的產製

者與消費者仍擁有其創造力與能動性，文化邏輯與商業邏輯之間的互動是複雜且

多變的。 

    觀察當前的台灣流行音樂市場，近年來對於主流音樂商品之間的高度相似性

與同質化的批評從未間斷，但我們仍可以在許多「非主流」、甚至部份主流音樂

商品的實質內容中發現創新與進步的光點。雖然商業考量的影響力確實是商品內

容的關鍵性主導因素，但那些具有新意的音樂元素也代表了產製者在商業掛帥之

環境結構下的自主能動性，而這些創新元素與商品能夠在商業市場中存活，則顯

示出消費者仍有其自我意識，並非完全受到「假需求」的矇蔽。因此本研究據此

假設，台灣的流行音樂商品與市場並不是呈現如文化工業理論所描述的悲觀情

況。而在其中，「獨立」音樂廠牌所生產的音樂商品，雖不代表其便具有絕對的

進步性，但相對於主流的跨國大型唱片集團，在經營上較為獨立的廠牌，仍具有

較高的文化創新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獨立音樂產品之實際產製與消費過

程，以及各相關行動者的看法與行為，了解產製者及消費者是否/如何在商業環

境的條件下展現其自主能動性，在商業與文化之間又存在著何種互動與拉扯，並

了解「獨立」這個社會建構的論述所具有的實際面貌與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