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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發現 

    你來這裡就是一種冒險⋯每一個人來，就是像去鬼屋一樣，都會有各自的經

歷和感受⋯。(KK，2005.09.22) 

第一節  個案介紹 

    本節將對本研究之研究個案進行整體概略性介紹，包括個案廠牌「小白兔橘

子唱片」之發展歷程及其所發行的三個本地樂團之簡要介紹。 

一、小白兔橘子唱片 

(一) 廠牌緣起與發展 

1. 廠牌緣起 

    2000 年 8月，小白兔唱片行在「聖界」8開張。負責人葉宛青(KK)表示，小

白兔橘子唱片的開始比較像是一個巧合，因為 KK本身是「宇宙城唱片行」的店

員，而且自己也有樂團，很想去做和唱片有關的事情(陳瓊妤採訪整理，2004)，

小白兔負責人 KK表示： 

    『那時候是聖界開啊⋯我們去那邊看一兩次表演就覺得⋯看完表演也不能

幹麻就走了，所以就覺得我們可以去那裡弄一家店，那個有一點是模仿 Vibe9跟

水晶10門市的那種關係⋯』(KK，2005.09.22)   

    小白兔唱片行就在聖界原本男生廁所的位置開始營運，當時的空間只有 1.5

坪大，營業時間也只有週五及週六的晚上，也就是聖界有表演的時段。 

    小白兔唱片行剛開始是從 KK在宇宙城唱片行認識的熟客手上接收一些 CD

                                                 
8 Live House，由閃靈樂團主唱 Freddy所主導的 TRA music(螞蟻暴走音樂事業有限公司)經營團
隊所開設，1999 年開幕，2003 年結束營業。 
9 Live House，由經營過許多 Pub與 Live House的凌威所開設，1997 年開幕，2000 年結束營業。 
10 獨立唱片廠牌，1988 年成立，負責人為任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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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賣，隨後也開始經營二手 CD的買賣，由於二手 CD的流動速度快、利潤高，

因此成為小白兔橘子唱片營運初期的主要經營項目。 

    負責人本身既有的相關背景與人脈是小白兔橘子唱片能夠成立的一個關鍵

因素，其開設地點「聖界」為同是樂團人的「閃靈」主唱林昶佐(Freddy)所經營，

而提供貨源與部分資金協助的則是 KK在唱片行打工所認識的熟客。 

    而當時小白兔橘子唱片能夠維持營運，則與其初期的公司型態及人力運作方

式有很大的關係，小白兔負責人 KK表示： 

    『那時候我們就很像社團，就是沒有在想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發展得比較

好，或是大家硬要拿到多少薪水，都沒有在想這個問題，然後就是說⋯我們這個

社團是很獨立的，不用跟每一個來玩的人收錢，就好像是有一筆基金那樣。』

(KK，2005.09.22)  

    剛開始唱片行營運所需要的人力幾乎都是由 KK自己以及她的朋友共同協

助，KK有事的時候就請朋友來幫忙，其中也包括後來在唱片發行上有合作關係

的壞女兒樂團及薄荷葉樂團的成員；而與開設地點「聖界」也維持一種互相幫助

的共生關係，聖界提供小白兔唱片行的經營場地，而小白兔則幫忙聖界負擔一些

勞務工作。因為節省了店租和人事的成本，小白兔橘子唱片因此可以將開店所得

的利潤用來支持後來的唱片發行等營業項目，將唱片行轉型為廠牌。 

2. 廠牌發展 

    剛開始只是一家唱片行的小白兔橘子唱片，經營主力為二手 CD買賣，因為

小白兔的資金並不豐厚，因此選擇現金流動的二手買賣，但是小白兔只收購符合

自己的口味與特定方向的 CD，選擇的東西跟一般市面上販賣的不同，因此數量

不是很多，經營一陣子之後市場開始乾枯，流動速度也逐漸降低。 

    2001 年，小白兔橘子唱片開始嘗試進口業務，於同年四月進口西班牙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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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arela」的唱片。因為當時二手買賣的流動速度變慢，而且二手商品的選擇

性有限，不能挑選自己喜歡的東西來推銷，而進口唱片的自主性就比較高(陳瓊

妤採訪整理，2004)，因此轉而經營進口唱片，但當時「Acuarela」的知名度並不

高，銷售的狀況也不是很好。而原本二手買賣的部份，因為唱片行從聖界的男廁

移動到樂團休息室，空間變小而進口 CD的數量卻增加了，因此將原本收購的二

手 CD脫手後，於 2001 年 12月結束二手買賣的經營。 

    在小白兔十分倚重的網路行銷的建構部分，網站於 2001 年 6月架設完成，

同年 8月開始經營唱片的網路郵購，並於 9月開始發行電子報，至今網路仍是小

白兔的重要行銷管道。 

    2002 年，薄荷葉樂團帶著錄製了一半的專輯到妮波寺團員小花11的錄音室錄

製專輯的後半部分，專輯錄製完成後，決定交由小白兔橘子唱片發行。小白兔橘

子唱片於 2002 年 4月發行第一張唱片，也是薄荷葉的第一張專輯「涼」，並於專

輯發行後設立公司，正式成為一個唱片廠牌。 

    2003 年，隨著「聖界」的結束營業，小白兔門市搬遷至位於公館的「The Wall」

12，開始擁有自己的獨立店面。 

    從小白兔唱片行以及之後「小白兔橘子唱片」廠牌的成立過程，我們可以發

現社會資本的重要性。獨立音樂圈中的相關人脈，是廠牌負責人在廠牌成立與經

營上的一項重要社會資本，從與 live house有共生關係的經營地點到以社團模式

開始的經營方式，都是廠牌負責人(與相關工作人員)本身所具有的社會資本所帶

來的經營資源。 

 

                                                 
11 小花與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同為妮波寺樂團成員，其所開設的 Noiz 錄音室為小白兔橘

子唱片的固定合作對象。 
12 The Wall這牆音樂藝文展演空間，由董事長樂團阿吉、春天吶喊主辦人 Jimi、閃靈樂團主唱

Freddy合資開設，於 2003 年開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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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牌經營理念與經營概況 

1. 經營理念 

    音樂商業組織的商業策略不僅是商業決定，亦根據許多價值判斷和文化信

念；那些被採納為商業決策的，實際上是基於許多文化的獨特信念和預設(Negus, 

1998)。小白兔橘子唱片的許多實際經營策略，便是基於其「分享音樂」的原初

理念。 

    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的負責人 KK 來說，音樂是一件需要分享的事，同時也

是一件可以專心去做的事情，但卻不希望它因此變得過於艱澀難懂： 

    『我也不希望說⋯既然它是一件要專心來做的事情，可能最後就會把它搞得

很學院，就是好像這個只有少數人可以懂，或是說你直接在談論它的時候就用一

些很⋯就是過於艱澀的語彙去講它，或是說一直烙英文、烙名詞，如果是那種狀

況大致上我會覺得太無聊⋯』(KK，2005.09.22) 

KK想做的是一個容易親近的廠牌，雖然產品是比較特別的，但同時也希望大家

覺得小白兔橘子唱片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 

    這樣的理念也落實在實際的經營策略上。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廠牌標誌圖樣就

是一隻線條簡單且具有手繪風格的小白兔(見圖 3-1)，希望傳達不自恃的可親形

象。另外，KK要求小白兔門市的店員主動與客人攀談，盡力幫客人介紹唱片，

店裡陳列的 CD也盡量讓客人試聽；而這也成為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廠牌特色。小

白兔橘子唱片是目前台灣小型獨立廠牌中少數擁有自己直營門市的廠牌之一，因

為有自己的門市，廠牌經營者可以直接接觸自己的顧客，因為廠牌規模小，與顧

客的互動相對容易，因此能夠迅速了解顧客的需求與反應，KK認為，這也是許

多人喜歡造訪小白兔門市的原因，因為小白兔提供了一般連鎖唱片行所缺乏的音

樂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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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獨立廠牌的東西還不比玫瑰齊，然後那種進口貨又不比誠品多，那為

什麼還會有人來，就是我們給別的東西，那這種東西才會⋯我自己覺得它才是比

較跟音樂有關，而不光是和銷售有關，光是和商業有關。』(KK，2005.09.22) 

    KK希望藉由廠牌的經營，將自己覺得好聽的、喜歡的音樂介紹給更多人，

免費的紙本刊物「小白兔通訊」也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而製作的；雖然認定小白

兔橘子唱片的音樂的確是小眾取向的產品，對於原本只依賴主流媒體吸收資訊的

人，小白兔橘子唱片雖然並沒有極力開拓這個市場的野心，但也不會直接排除這

類型的人接觸小白兔音樂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能負擔的東西只有店，就是比如

說我開這個店，然後我每個月賠一點點錢，然後會有很多人因為喜歡來這間店，

所以就越來越瞭解⋯』(KK，2005.09.22) 

圖 3-1  小白兔橘子唱片廠牌標誌 

 

    至於未來對廠牌的展望，目前只希望加強小白兔門市以外的通路銷售量，設

法提高市場佔有率，讓廠牌的經營更穩定，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特定的長遠目

標，『我就會覺得反正這家能做到哪裡就做到哪裡，那我還是按照我的作法，就

是事情做好就好』(KK，2005.09.22)。雖然對自己的廠牌抱著不強求的態度，但

KK還是認為整體產業的狀況是會慢慢改變的，不至於對廠牌的經營前景抱著死

路一條的悲觀心態。 

2. 經營項目 

    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主要經營項目可分為三種類型，分別為本地唱片的發

行、國外唱片的進口以及國外唱片的代理發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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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唱片的發行方面，截至 2005 年 10月為止，共有妮波寺、壞女兒和薄

荷葉這三個樂團的六張專輯交由小白兔橘子唱片發行；再者，小白兔也持續進行

「蘿蔔」系列合輯的製作與發行，以邀請或公開徵件的方式邀集本地以及國外的

新興樂團或個人參與合輯的錄製，目前已發行三張合輯，每張皆有不同的企劃方

式，未來也計畫維持每年一張合輯的發行；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曾發行一張日

本獨立樂團「Rico」的專輯，該專輯雖為日本樂團作品，但是在台灣本地進行錄

音製作，是台灣獨立廠牌與日本獨立樂團共同合作的作品，是比較特殊的一張專

輯。 

    國外唱片的進口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最早開始發展的經營項目，進口方式主要

是向國外唱片的中盤商訂貨，這樣可以少量多種的方式訂貨以分散風險，而這種

進口片主要僅在小白兔橘子唱片自己的門市販賣；另外也有直接向廠牌訂貨的情

況，這種方式下，單一品項的訂貨量就必須大幅提高，除了自己的門市，也會鋪

貨到「誠品音樂館」販賣，雖然這種方式對小白兔橘子唱片本身的形象有正面的

幫助，但因為進口唱片都必須買斷無法退貨，若是進口的唱片不合市場口味，由

於單一品項進貨量的提高，將必須承擔更高的滯銷風險。 

    所謂「代理」，即是指與國外藝人或廠牌洽談在台灣地區的發行權，由小白

兔付給權利金，取得專輯母帶後在台灣進行光碟壓製、包裝印刷等生產環節以及

後續的宣傳與銷售事宜。小白兔橘子唱片初期的代理片發片量每年僅一到二張，

發展到現在，2005 年截至 10月為止，已經有十張代理專輯的發行；而在合作方

式上，過去大多僅執行個別專輯的代理，目前也已經開始嘗試洽談整個廠牌所有

專輯的台灣地區代理權。雖然這種代理發行的模式比進口唱片的門檻來得高，必

須有更好的銷售量才能回收成本，但是因為代理片的單價比進口片低，廠牌可以

將 CD提供給各個媒體，此舉對於宣傳非常有利，因此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來

說，這種代理發行的模式在意義和實質效果上都比進口唱片更大。 

    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主要經營項目中，代理國外唱片的發行規模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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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其餘兩個項目更高，可說是該廠牌目前的經營重心；反之，本地唱片的發行

方面收益不佳，有時甚至連成本都無法回收，目前所佔的發行比重也明顯較代理

片來得小。因此，廠牌方面未來可能將調整作法，希望由樂團或唱作人自行將專

輯製作全部完成後再交由小白兔橘子唱片發行，小白兔只負責最後的通路鋪貨業

務，如此可減少專輯製作與宣傳上的成本，也降低廠牌在銷售上所擔負的風險。 

3. 人事概況與營運成本 

    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人事狀況與營運成本主要分為「廠牌」與「門市」兩

個經營系統。在廠牌經營部份，目前全職員工共三名，其餘工作以按件計酬的外

包方式進行，而營運成本包括人事、製作、業務與雜項等四個種類的主要支出；

而在小白兔的門市部分，目前全職員工一名，兼職員工兩名，其營運成本則包括

開店與進貨兩類支出(見表 3-1)。 

表 3-1  人事概況與營運成本 (本研究製表) 

 廠牌 門市 

全職 負責人/企劃/會計 

業務 

音響技術總管 

全職 店長 
 

人

事 

按件

計酬 

美編 

企宣 

活動策劃 

專輯影像部分 

兼職 店員(兩名) 

人事 員工薪資，約占 50% 

製作 代理片的權利金、壓片、印

刷、設計費，約占 30% 

開店 店租、水電等，約占門市收

入的 1/3 

業務 與通路合作的成本，約占 10%

成

本 

雜項 郵寄費用等雜支，約占 10% 

進貨 進口唱片成本，約占門市收

入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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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樂團 

    本研究在樂團部分的受訪對象主要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三個本地樂

團，即妮波寺、壞女兒與薄荷葉三個樂團。 

(一) 妮波寺(Nipples)樂團 

    1997 年成團，有別於多數樂團以校園社團成員為組團基礎的方式，妮波寺

是在網路上尋找合作夥伴而組成，當時為吉他手小花(吳逸駿)、主唱兼貝斯手

KK(葉宛青)、鼓手蔡宜銓的三人編制。組團後開始向各 live house遞送自製 demo

並報名一些音樂比賽，1998 年參與春天吶喊後，開始於各大 live house表演。1999

年與其他樂團合作自費製作出版「夏恩的秘密」合輯，作品也曾收錄在水晶唱片

於 2000 年發行的合輯「《VIBE現場紀實‧壹》迷幻‧緩飆‧噪音特輯」。2003

年發行首張專輯「詹姆仕的秋天」，2005 年發行第二張專輯「Sorry」，兩張專輯

皆於樂團成員小花所開設的錄音室「Noiz」進行錄製，並交由 KK成立的小白兔

橘子唱片發行。另外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發行的「蘿蔔一代」、「蘿蔔二代」合輯中

也各有一首歌曲的收錄。 

    團員幾經更迭，目前成員除原始團員小花及 KK外，另於 2003 年加入第二

位吉他手小蘇(蘇啟文，原「78bpm」樂團吉他手)，而第三任鼓手黃志嘉於 2005

年 10月離團，目前正在徵募新鼓手。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為貝斯手 KK。 

(二) 壞女兒樂團 

    1997 年於左營高中熱音社成團，原始成員為主唱香菇、吉他手小倩、貝斯

手戴子及鼓手阿達，隨後並加入鍵盤手磨菇，成為一個五人編制的樂團。組團初

期做的是 Copy歌13，後來才開始有自己的創作，高中時期在社團自己辦活動自

己表演，大學時期大部分樂團成員都來到台北，也開始在各 live house表演。高

中畢業時曾與其他樂團合作自費製作出版「請勿對折」合輯，2002 年發行首張

                                                 
13 臨摹知名樂團或藝人的作品而非自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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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沒有毛的熊」，2003 年發行第二張專輯「小太陽」，兩張專輯皆由小白兔

橘子唱片出版，另外在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蘿蔔一代」合輯中也收錄了一

首壞女兒的歌曲。 

    團員幾經更迭，目前成員為香菇、戴子、磨菇，鼓手 Losie於 2002加入，

吉他手 DoDo於 2003 年加入，原吉他手小倩因赴美求學而暫時未參與樂團活動。

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為貝斯手戴子。 

(三) 薄荷葉樂團 

    1998 年於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成團，原始團員為主唱兼吉他手小倩(林倩)、

貝斯手冠伶及鼓手君霞，原本做的大多是 Copy歌，在吉他手鍾語桐加入後開始

創作，也開始參與如春天吶喊、野台開唱14等大型音樂活動，並在各 live house

表演。2002 年發表第一張專輯「涼」，並且也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正式成為廠牌所

發行的首張專輯，2005 年發行第二張專輯「的士房間」，仍舊交由小白兔橘子唱

片發行，另外在「蘿蔔一代」、「蘿蔔二代」合輯中各有一首歌曲的收錄。 

    團員幾經更迭，目前成員除原始成員小倩及鍾語桐(同為「八十八顆芭樂籽」

樂團吉他手)外，鼓手鄭凱同(原 Tizzy Bac 樂團鼓手)於 2002 年加入，貝斯手

Jubow(同為「朵莉的藥盒」樂團貝斯手)於 2005 年「的士房間」專輯發行後加入。

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為主唱小倩及鼓手鄭凱同。 

三、小結 

    從創立到後續的經營，獨立音樂圈內高密度的社會網絡是小白兔橘子唱片的

重要依存脈絡。首先，小白兔橘子唱片一直與獨立音樂的相關產業及其中的從業

人員維持著緊密的連繫，廠牌負責人既有的社會資本─人脈，使其在經營初期能

夠更容易地取得各種相關資訊與資源，而隨著廠牌經營的持續，其人脈與資源也

                                                 
14 1995 年起，由當時為輔仁大學搖滾音樂研究社負責人的許恆維所主導的「北區大專搖滾聯盟」

主辦，1997 年起由閃靈樂團主唱林昶佐(Freddy)接手，目前由 Freddy主導的 TRAmusic主辦，至
今已舉辦十一屆，除開放樂團自行報名參與外，也曾邀請許多國外知名樂團或藝人來台演出。 



 43

不斷累積增加，支持了廠牌格局的擴展。由於獨立廠牌較主流廠牌而言，資金通

常不如其豐厚，甚至是相當吃緊，因此在獨立廠牌的經營上，「人脈」這種社會

資本的重要性便更加突顯，雖然沒有大量資金作為營運的後盾，但卻能利用相關

人脈與資源以創發並維持其小規模的經營方式。 

    除了維持連繫，小白兔橘子唱片也一直與獨立音樂產業中相關的個人或組織

維持著共生的關係。在組織內部方面，小白兔初期是以類似社團的形式開始營

運，KK自己有事時就由朋友來當店員，其中也有後來廠牌所發行的樂團成員，

社長與社員共同維繫這個社團的生存。這樣的運作方式，也造就了廠牌較為扁平

的組織結構。即使到後來發展出老闆與員工的角色，其員工仍包含廠牌所發行的

樂團成員，彼此關係依然密切。而在廠牌與產業內其他相關外部組織的關係方

面，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前身「小白兔唱片行」的出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聖界」

live house這個空間的存在所引發的，而小白兔唱片行的實際開設地點也就是「聖

界」及後來的「The Wall」這兩個 live house，且除了地緣關係，實際經營模式上

也具有共生關係，如過去在「聖界」時以勞力代替店租，搬到「The Wall」後，

伴隨著廠牌的正式設立與規模的擴大而有了更多在相關活動上的合作情況，形成

了店面、廠牌與 live house三者的共生關係。 

    另外，樂團團員之間的社會關係也是促成樂團成立的重要因素，壞女兒及薄

荷葉兩個樂團都是在校園社團中組成，團員間原本即具有社團夥伴的關係，進而

再發展成為樂團的合作夥伴關係，只有妮波寺樂團的狀況比較特殊，是直接以組

織樂團為目的，透過網路尋找合作夥伴。 

    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經營項目中包括國外唱片的進口與代理，也就是國外

唱片的輸入，而這些海外的產品輸入合作對象多半是英美語系地區中的小型獨立

廠牌或樂團。以全球視野而言，英美語系國家處於核心位置，台灣則處於相對邊

陲的位置，但若就區域性而論，小白兔橘子唱片及其所合作的海外獨立廠牌皆處

於該區域的邊陲位置，因此台灣的小白兔橘子唱片與英美語系地區獨立廠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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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關係，可謂「邊陲的邊陲」與「核心的邊陲」兩者之間的合作。然而即使

兩者皆屬於該地區的邊陲廠牌，但小白兔橘子唱片仍是以接受產品輸入為主，本

地產品輸出的發展情況並不蓬勃，在這樣的交流關係中，「核心的邊陲」產品似

乎仍較「邊陲的邊陲」產品更具有文化影響力上的優勢。 

第二節  產製面 

    本節主要闡述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之本地樂團專輯的整體生產流

程，包括音樂內容創作的前製部份、產品內容與實體的製造部分以及商品的行銷

宣傳與銷售部分(見圖 3-2)。 

一、創作 

(一) 創作方式 

    詞曲創作可以分為個人創作與集體創作兩種方式。在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

的本地樂團中，薄荷葉在詞和曲兩個部份主要皆以個人創作方式進行，歌詞完全

由中文系出身的主唱小倩一手包辦，而樂曲的部份則包含了小倩和吉他手鍾語桐

兩人的創作。壞女兒是以不同的方式來進行詞和曲的創作，歌詞由主唱香菇以個

人創作的方式完成，曲則是所有團員在練團的時候互相激盪共同完成。而妮波寺

則是以兩段式的方式進行創作，成員以個人創作的方式先寫好一部份，然後其他

的團員再繼續延伸下去，經由團員的互動，最後是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而且

每一首歌都會經過多次的修改才能定型。 

    除了詞曲之外，編曲也是一個音樂作品不可或缺的創作環節，在這個部份，

三個樂團都是以集體分工的方式完成，每一種樂器的編曲由演奏該樂器的成員編

寫，經過練習與相互討論修改後定案。因此，雖然在詞和曲的部份有些是以個人

創作的方式完成，但以一個完整的音樂作品而言，仍是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

每一個樂團成員都實際參與了專輯音樂創作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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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作理念與內容 

    把玩團當生活的壞女兒樂團，希望聽者覺得他們是一個很快樂在玩團的樂

團，而他們在創作上也呈現著隨性而沒有特定目標的態度，歌詞的內容主要就是

表達寫詞者的心情，其他團員對於歌詞的內容通常也不會有意見。 

    薄荷葉的文字創作部份，主要包含了創作者個人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

與上帝、人與自然之間的對話和關係，這樣的創作內容主要是基於創作者本身的

個人經歷所發展而來，創作者因為親人、寵物的死亡而開始思考人與上帝之間的

事情，因為接觸社會學而開始思考人與社會之間的事情；而他們最少碰觸的主題

就是華語流行歌曲中最常出現的「愛情」題材，『因為我覺得戀愛的東西好多人

都在寫，那就不差我一個吧⋯』(林倩，2005.07.22)，對於這樣一種在使用率上

十分「主流」的題材，薄荷葉樂團沒有太高的興趣。 

    而在音樂上面，薄荷葉想要寫出自己覺得有趣的歌，『做音樂要自己先覺得

有趣，別人才會覺得有趣，如果自己沒有辦法樂在其中的話，就 high 不起來啊⋯』

(鄭凱同，2005.07.27)；另外，他們也希望自己不是一個「就是這樣」的樂團，

不願被歸類在某一個特定的類型中，希望自己的創作是很多變、很豐富的。 

    妮波寺的創作主要想表達的是自己主觀的所見所思，『比如說同樣的台

北⋯，那麼多人拍可是每張照片看起來都很不一樣，我覺得我們也只是那種數千

張一樣題材的照片裡面的其中一張，可是會有我們自己比較主觀的東西在裡

面⋯』(KK，2005.09.21)，這就是他們想藉由音樂表達的東西，而不是希望藉由

音樂讓聽者哭或笑或因此而注意到自己，這並不是他們的目的；這是一種十分強

勢的態度，聽眾的反應與接受程度並不在他們創作的考量之內。 

    妮波寺在創作上刻意要讓自己的每個作品都是「不一樣」的，『我們寫完一

首歌之後就不想再用那種方式再寫一首』(KK，2005.09.21)，因為不斷重複同樣

的情緒無法說服自己，因此十分介意「自我複製」的情況。另外，他們也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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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寫歌過程是很「實驗」的，沒有特定的原則，不為自己設下任何的限制，並

且認為任何東西都是值得被討論的。 

    妮波寺認為自己的作品沒有一個很單一的感覺，而對於在這樣的創作理念下

所產生的作品，樂迷也常有「不知所云」的反應，對於妮波寺作品的感想常是「很

奇怪」或是「不知道你們在幹麻」，而妮波寺本身對於樂迷這樣的反應則抱持著

欣然接受的態度，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一頭霧水的反應，正表示這樣的音樂是不

一樣的、值得被探索的，『你就會覺得這樣很有希望，那如果說什麼東西都很樣

板化，就很無聊啊！』(KK，2005.09.21)。 

(三) 創作的展演 

    除了唱片與音樂錄影帶這類聲音與影像的錄製品之外，現場表演是樂團最常

採用的展演方式，其作品藉此以最直接、最真實的方式展現在觀眾面前。小白兔

橘子唱片的樂團除了表演內容是樂團本身的創作外，表演時的服裝也是由樂團成

員自行決定，廠牌方面不會有任何干涉，甚至樂團本身通常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

定」，因此常會見到同一樂團的某位成員盛裝打扮，另一位成員則穿著短褲球鞋

上台表演的情況，成員們各自決定自己的服裝，只有在特定主題的演出時才偶爾

以同類型的裝扮登場。如同「唱自己的歌」一般，表演時的服裝，也是樂團成員

「自我」的展現。 

在主流流行音樂的產製方式上，歌曲的「創作」不一定出自唱片藝人本身，

多半是由詞曲創作者完成後，透過詞曲出版商的中介與專輯製作人、唱片公司的

篩選，才交由藝人演唱，而獨立唱作人則多半是自己創作、自己演奏或演唱，甚

至自己擔任專輯製作人，負責發行的廠牌所加諸的限制與干涉也不似主流唱片公

司般全面而直接。因此，獨立唱作人較之主流唱片藝人而言，在作品中表達自身

想法與觀點的空間是更完整的。在創作這個環節上，具有如 Rowe(1995)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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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產製流程 (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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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自主的「獨立」意涵。他們的創作，似乎也正呼應了小白兔橘子唱片的一

貫理念：「獨立、好玩、好聽」，由樂團本身獨立進行創作，做出自己覺得有趣而

好聽的歌曲，並且追求作品的變化性，這才是「好玩」的音樂。 

二、製造 

(一) 音樂製造 

    一張唱片的音樂母帶製造部份，一般包括三個階段，即錄音、混音(mix down)

及後製(mastering)。 

    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與其所發行的本地樂團專輯合作上，錄音、混音與後製

公司的選擇與接洽主要是由廠牌方面主導。小白兔橘子唱片自從開始發行本地樂

團的專輯後，便固定與「Noiz 錄音室」合作進行錄音與混音的工作，至今所發

行的六張樂團專輯及三張樂團合輯，除了薄荷葉第一張專輯「涼」的鼓和貝斯部

份15，其餘都是在「Noiz 錄音室」完成。負責人 KK表示： 

    『其實要在哪裡錄都沒關係，只是說如果希望我出錢或出一半，就是小白兔

要出錄音製作的費用，就會希望是 Noiz⋯』(KK，2005.09.22) 

    之所以與「Noiz」成為固定的合作夥伴，一方面是因為KK與「Noiz」的負

責人兼錄音師小花相熟，再加上「Noiz」與小白兔門市開設的地點相近，因此廠

牌方面可以比較容易地與錄音師溝通以了解樂團的錄音進度與狀況，錄音的價錢

及付款方式也有比較彈性的商量空間，在這裡也可以發現，廠牌負責人的相關人

脈除了在廠牌成立的階段是一個重要幫助外，在後續的經營上也持續發揮著影響

力。而另一個選擇「Noiz」合作的重要因素，是因為廠牌與錄音師對「聲音」的

認知十分接近，這也牽涉到廠牌本身的理念。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專輯在聲

音處理上不會進行修飾，人聲的部份也比較小，這是廠牌對錄音的觀念，因此若

                                                 
15 薄荷葉專輯「涼」的錄音工作原本在「秘密地窖」錄音室進行，錄完鼓和貝斯的部份後，由

於該錄音室發生一些狀況而停滯，其後的吉他和人聲部份便轉往「Noiz」錄音室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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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對聲音認知相去太遠的錄音師合作，在溝通上就會出現困難。因此，小白兔

對於一些關係比較親近的樂團專輯，例如薄荷葉、壞女兒或是蘿蔔合輯，基本上

希望能夠保持這種觀念下的統一品質，不過如果是樂團自行完成錄音後再來小白

兔橘子唱片尋求發行的合作，那麼小白兔決定是否發行的重點就是音樂的部份，

而不會要求一定要在「Noiz」錄音。 

    而在後製公司的選擇上，小白兔橘子唱片的考量重點也在於對方是否能夠配

合自己對於聲音的要求，經過一些嘗試與比較之後，目前的合作對象已固定下

來，由於經過一段時間的合作，因此後製公司與廠牌及錄音師也已相熟，尤其後

製與錄音室兩方對於器材及聲音的想法、喜好都很接近，短期內不會考慮改變後

製的合作對象，『除非比如說我今天很發達，我想要以後都給國外的人做

mastering，可能他們器材又更好，經驗又更強，那是有可能，可是就目前來看

這個狀況我沒有說很痛苦或是想要改變它⋯』(KK，2005.09.22)。 

    雖然錄音室與後製公司的接洽是由廠牌方面主導，但實際的錄音與混音工作

進行時，關於聲音表現的方式還是由樂團方面直接與錄音師溝通，廠牌方面僅站

在建議的立場，主要仍是以樂團本身的想法為主。 

    小白兔橘子唱片在音樂製造方面的合作夥伴，包括錄音室與後製公司，皆屬

於獨立的自由工作者(free lancers)，彼此之間的合作是透過長期的人際關係網絡

運作，具有專案式文化產業(Powell, 1990)的特色，透過長期合作的方式，廠牌、

錄音室與後製公司三者形成了一個具有默契的生產團隊。 

    陳秀惠(2001)的研究指出，流行音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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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的個案情

況卻與上述說法不盡相同，小白兔橘子唱片產品的音樂製造過程中，許多生產角

色是重複的，如詞曲創作者本身同時也是演繹歌曲的藝人、樂手，樂團本身就是

專輯的製作人，並且也參與唱片的企劃工作，由一人或同一群人身兼數職，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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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流音樂工業般採取複雜而細密的分工模式。 

(二) 實體製造 

    在唱片的實體製造部分，包括封面與內頁的設計、印刷、光碟壓製與包裝等

步驟。 

    在唱片封面與內頁設計的部份，小白兔橘子唱片的作法有別於一般由廠牌出

面接洽設計師的作法，負責人 KK希望專輯的封面能夠由樂團本身自行構思設

計，就像表演一樣，如果上台要穿什麼衣服可以自己決定，那唱片封面想表現什

麼也要自己決定(陳瓊妤採訪整理，2004)。因此小白兔所發行的本地專輯中，專

輯封面的主導性幾乎完全落在樂團身上，『小白兔這邊其實不太會干涉你們封面

要做怎麼樣，或是你們要找誰幹麻，他們覺得這是樂團自己要處理的事』(戴子，

2005.08.09)，例如壞女兒的第一張專輯「沒有毛的熊」封面便是由團員構思，然

後請自己的朋友畫出來，第二張專輯「小太陽」的封面與內頁更是完全由樂團成

員親手繪製，而薄荷葉的第二張專輯「的士房間」的封面則是因為樂團主唱小倩

自己對於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十分喜愛，因此便請她繪製封面。專輯封面可以完全

由樂團自己決定，廠牌方面幾乎不會有所干預，但若是在封面設計的部分有額外

的支出，也是必須由樂團自己來負擔的。 

    接下來的印刷、壓片與包裝的接洽處理就回到廠牌身上。印刷的部份是由當

時合作的美編決定，前後曾換過十多家印刷廠，目前合作的印刷廠要價較高，但

是品質能夠讓廠牌滿意；而壓片廠便是由負責人 KK自己接洽，由於品質的問題

也換過五六家，目前合作的壓片廠和印刷的狀況相似，雖然價格較高但品質也比

較穩定。 

    小白兔橘子唱片在整個音樂產品的製造過程中，無論在音樂或實體部份，都

以表現創作的「本質」為依歸，在聲音的錄製上不會刻意修飾，在專輯封面的設

計上，也希望其概念是出自創作音樂的樂團本身的想法，而不是直接交由專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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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封面的專業人員製作，這樣的作法與主流唱片多半強調其製作物的「精緻」有

所不同，也因此形成了小白兔橘子唱片產品的整體風格，對消費者而言也具有一

定的辨識度。不過在產品大量複製的製造程序上，如壓片和印刷，則與主流音樂

無異，一樣都是以外包的外部市場方式完成(陳秀惠，2001)。 

三、企劃宣傳 

(一) 企宣概念與模式 

    小白兔橘子唱片在企宣執行上的基本概念是以樂團本身為出發點，經由與樂

團成員的溝通，了解他們對於專輯走向的想法，以及他們對於具體企宣方式與內

容的需求或希望，廠牌與樂團一同集思廣益來討論專輯的宣傳方式，決定作法之

後再由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細節部份的執行。 

    『我今天企劃並不是強勢企劃，並不是我說你今天要推出什麼樣的東西你給

我生出來，然後我幫你排歌序幫你定專輯名稱，並不是這樣，所以這個東西基本

上我們還是順著樂團在走的，所以那個決定就會變成比較是這個樂團他自己認為

他走到現在這個階段應該要做什麼，而不是說我們可以很強勢地去主導他⋯。』

(KK，2005.09.21) 

    『她(KK16)會問我們想要做怎麼樣的，那這一張我就說我想要辦一個跨界聯

展⋯。』(林倩，2005.07.22) 

    在實際執行的情況上，小白兔並沒有專職企宣的人力，企劃就是由負責人

KK本身擔任，只有在發行薄荷葉「的士房間」專輯時，目前擔任實習店長的戴

子曾短暫地做過企劃的工作，這樣的企宣人力在小白兔欲轉變企宣模式時，便造

成相當吃緊的狀況。過去小白兔的企宣方式主要是使用一些既有的宣傳管道，包

括小白兔通訊、文宣品以及表演活動等，一張專輯的宣傳支出大約是七、八萬，

今年因為希望藉由「的士房間」的發行來讓小白兔轉型，因此當時採用了主流的

                                                 
16 ( )為筆者所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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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宣方式，積極地與媒體接觸、準備不同版本的新聞稿以適合不同屬性的媒體、

在首賣活動時舉行記者會等，雖然這樣的作法的確讓一些媒體對小白兔橘子唱片

及其發行的作品有更高的興趣與接受度，但 KK卻對這樣的宣傳方式感到有些退

縮，因為小白兔橘子唱片並沒有專職的宣傳，而是負責人自己要兼宣傳，在與媒

體的接觸上顯得相當吃力，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表示： 

    『我後來覺得我們跑這套東西，它是遠超過我們能夠負荷的⋯那很多公司，

也不是大公司，獨立廠牌裡面比我們好的，他們會找一個真正的宣傳，他就是每

天排通告，提醒他們要講什麼幹麻的，排一大堆通告，然後他們本來就是混媒體

的，所以他去做這些事情根本不吃力，可是我做的話我累得半死，而且我還兼宣

傳，他們發片是五月嘛，五月十三號，我是從四月開始每天都睡三個小時，到後

來我已經不知道我在幹麻了⋯。』(KK，2005.09.22) 

而且因為這次宣傳的支出將近二十萬，超過原本的預算太多，因此也造成銷售上

的壓力。對於未來的企宣方式，小白兔橘子唱片最多只打算做到像這次的規模，

如果再繼續專業化下去，對於廠牌本身及樂團來說都將難以負荷。 

(二) 具體企宣方式 

1. 文宣品 

    配合專輯的發行或活動的舉辦，廠牌方面會印製一些傳單、明信片等文宣

品，放置在小白兔門市及唱片零售店供人免費取閱，過去也曾發行多期「小白兔

通訊」這個免費的紙本刊物，內容除了本身廠牌專輯的介紹之外，還有許多其他

的樂團、廠牌老闆、音樂名詞發明者的介紹等，負責通訊內容的主要是廠牌負責

人 KK，後來因為廠牌業務量的增加而沒有時間撰寫文章，因此目前並未繼續發

行。 

    另外，樂團方面偶爾也會自行製作一些簡單的傳單放置在各個展演空間、書

店等場所，內容便是樂團近期的表演資訊，例如壞女兒樂團則曾在表演時發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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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小問卷給樂迷，待樂迷填完之後會贈送一些小禮物，是兼具宣傳與互動功能

的文宣品。 

2. 表演活動 

    在小白兔經營的初期，妮波寺、薄荷葉和壞女兒三個樂團曾與 live house合

作舉辦多場門票附飲料收費僅一百元的表演，門票收入全歸 live house，樂團自

己負責宣傳、表演，並且不拿表演費，為的就是希望能夠達到宣傳的功效。 

    目前，除了樂團本身自行接洽的大小表演活動外，廠牌方面每年會固定在夏

天舉辦「小白兔夏夏叫」17，配合蘿蔔合輯18的發行，目前已經辦了四次，前兩次

因為希望能夠吸引 live house固定顧客群之外的聽眾，因此在戶外舉行免費的表

演活動，後來因為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還是決定回到室內，並且也開始收費，

表演團體原則上是參與蘿蔔合輯的樂團，表演收入由小白兔橘子唱片與表演場地

兩方拆帳。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也與 live house「The Wall」合作，每個月舉辦

「Lobo Index」的表演活動，由小白兔負責安排表演樂團並宣傳，收入則由表演

樂團與 The Wall拆帳。而在單一樂團專輯的宣傳上，曾為薄荷葉樂團「的士房

間」專輯與誠品書店接洽巡迴表演，在全台灣數個地區的誠品書店門市進行不收

費的表演，誠品方面則將「的士房間」專輯在誠品的書店部分上架銷售。 

    另外，在宣傳代理的國外樂團專輯部分，小白兔橘子唱片也會不定期與 live 

house或一些大型音樂活動合作，邀請國外樂團來台灣表演，如此可以刺激廠牌

所代理的專輯銷售，對 live house或音樂活動主辦單位而言，也可以增加聽眾的

進場意願，兩方皆可收宣傳之效。 

 

                                                 
17 小白兔橘子唱片主辦的現場表演活動，通常配合每年蘿蔔合輯的發行舉辦，表演團體包括參

與蘿蔔合輯的樂團及其他獨立樂團。 
18 小白兔橘子唱片製作發行的樂團、唱作人合輯，以邀請或公開徵件的方式邀集本地以及國外

的新興樂團或個人參與合輯的錄製，目前已發行三張合輯，分別為「蘿蔔一代」、「蘿蔔二代」及

「蘿蔔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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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路宣傳 

    小白兔最直接的通路宣傳就是小白兔唱片門市，由於這是廠牌本身所開設的

零售通路，其中部分店員同時是小白兔所發行的樂團成員，甚至是負責人自己，

因此對廠牌所發行的專輯有深入的瞭解，推薦的意願自然也比其他通路的店員更

高。另外小白兔唱片門市也提供店內所有音樂產品的試聽，相較於其他通路大多

僅提供特定唱片的試聽，小白兔門市的試聽服務是較為特殊且更為全面的通路宣

傳方式。 

    而在其他的通路部份，有一些特案會以降價的方式與零售通路商合作，降低

給通路的批發價，要求通路提高進貨量，並且在唱片的陳列上給予較醒目的擺放

位置，加強介紹推銷。另外，廠牌業務與零售通路店員所建立的關係也十分重要，

若關係良好，廠牌的唱片不會被堆置在唱片行不起眼的角落，店員也會比較積極

地向顧客推薦。 

4. 媒體宣傳 

    在媒體宣傳的部份，偶爾會在平面媒體上購買廣告版面，也會將發行的專輯

寄給一些特定的電台 DJ和平面媒體，而曾在電台節目中播放的 DJ大多是與獨

立音樂頗有淵源的音樂人，例如同樣曾在獨立廠牌發行專輯的朱約信、何欣穗，

以及與小白兔橘子唱片有零星合作的樂評人小樹等。 

    另外，若該專輯的歌曲有拍攝音樂錄影帶便會寄給電視台，專輯的首賣活動

會邀請平面媒體和電台 DJ，不過出席的狀況並不多，通常會報導相關消息的記

者大概都是主動與小白兔接洽的，小白兔早在唱片行開設於聖界的時期，就因為

相當有特色而不乏媒體19的主動採訪，而這些陸續而來的採訪也成為廠牌的媒體

資源。 

                                                 
19 這些媒體的報導內容主要針對「小白兔唱片行」或「小白兔橘子唱片」本身的特色，對於廠

牌的音樂產品內容較無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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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gel(1994)認為，唱片事業屬於流行性的時尚產業，產品週期很短，產品推

出後須配合密集的宣傳促銷，並需要龐大宣傳費用的投入。陳秀惠(2001)的研究

則強調媒體的把關人角色；唱片產品必須通過大眾媒體的篩選才能夠進行宣傳。

唱片公司為了影響媒體的決策，就必須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如企宣人員、行銷費

用等。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宣傳費用相當有限，甚至沒有一個專職的企宣人員，而

是由廠牌負責人兼任，經費與人力皆十分吃緊，因此其產品推出後的宣傳活動並

不多，並且幾乎沒有在大眾媒體上曝光的機會，尤其是電視頻道。然而，像這樣

資金有限的獨立廠牌，仍可以利用其他門檻較低的宣傳管道，讓消費者有機會接

觸到他們的產品資訊。 

5. 網路宣傳 

    由於網路宣傳的成本便宜，進入門檻相對較其他方式來得低許多，再加上寬

頻網路近年來發展迅速，對於資料與數位音樂格式的傳輸相當有利，而且台灣的

網路使用率相當高，尤其年輕人上網的情況非常普遍，因此網路可說是小白兔橘

子唱片非常倚重的宣傳管道。 

    早在唱片行開設的初期，小白兔橘子唱片就開始使用網路宣傳的方式。小白

兔網站的內容主要是廠牌所發行的專輯介紹，無論是本地樂團專輯、代理的外國

樂團專輯，甚至是單一品項數量相當少的進口唱片，小白兔網站上都提供豐富的

文字介紹，部分專輯也提供歌曲的線上試聽，另外使用者可以針對每張專輯個別

留言與廠牌或樂團互動，網站也具有線上購物的功能。而在小白兔網站的首頁也

可以訂閱小白兔電子報，另外也在 BBS站「台大批踢踢實業坊」開設「WWR」

版，這兩個媒介的內容主要是發行專輯的介紹以及表演活動資訊、小白兔門市特

價與活動資訊等，而 BBS的部份也提供了另一個與樂迷和消費者互動的管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曾經營一段時間的「小白兔森林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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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結合網誌20與奇摩交友21型態的網站，使用者可以免費註冊申請帳號，介

面支援文字與圖片的張貼，提供了樂迷們一個音樂交流的平台，甚至廠牌、樂團

的成員也都參與其中，可說是成功經營了一個立基於廠牌的社群，並且這個虛擬

社群成員的頻繁交流也增進了廠牌的虛擬通路交易量，刺激了當時小白兔橘子唱

片網路購買的銷售量。「小白兔森林小學」後來因為使用者與資料量過於龐大，

造成主機不堪負荷而停止運作，廠牌方面曾打算改版並以付費的方式重新上線，

但一方面因為原本幫忙做網站的壞女兒樂團鍵盤手開始工作而無暇顧及，一方面

線上刷卡付費的機制無法實行，因此目前還未有替代方案。 

    唱片屬於一種經驗產品，消費者必須體驗後才知道產品的價值，因此唱片公

司必須設計許多讓消費者體驗產品的行銷方式，以促進其購買意願(陳秀惠，

2001)。相較於主流唱片公司以大量資金換取歌曲在媒體上曝光機會的方式，小

白兔橘子唱片在宣傳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則以自家門市的實體通路試聽、網路試

聽以及現場表演活動三種方式替代，使聽眾有機會聽到這些歌曲，使消費者能夠

體驗其產品價值，增進購買的可能性。 

    近年來，網路媒體的興起與頻繁的使用，可說是獨立廠牌在宣傳上的一大助

力。獨立廠牌一方面因資本與人力有限，不似資金雄厚的大型跨國唱片公司般，

能夠運用「綜效」策略以控制不同的媒體，使自家產品有大量曝光的機會；另一

方面，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來說，慣於以主流媒體作為唯一資訊來源的消費大眾

並非其主要目標消費群。因此，小白兔橘子唱片的主要宣傳管道是具有去中心化

性格且使用門檻較低的網路媒體，另外搭配獨立音樂展演空間的現場表演活動，

以及自行印製的文宣品。由於資源的限制與其本身對目標消費群的設定，對主流

唱片公司而言相當重要的大眾媒體宣傳，並不是獨立廠牌的重要宣傳管道。 

 

                                                 
20 Weblog，網路日誌。 
21 Yahoo！奇摩網站所經營的交友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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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銷售 

(一) 實體通路 

    小白兔橘子唱片初期的實體零售通路包括小白兔門市、「誠品音樂館」、「淘

兒」(Tower)唱片行、「佳佳」唱片行以及一些咖啡店等零星的店家，後來再增加

了連鎖的通路如「大眾」、「玫瑰」、「光南」、「五大」等唱片行。 

    在前期所接洽的通路中，「誠品音樂館」及「佳佳」唱片行這兩個系統的通

路之所以能夠成功談定，廠牌經營者本身既有的背景及與通路方面負責採購之相

關人員的淵源是一大關鍵因素，一些複合式的店家則是因為本身對這方面的音樂

相當支持，至於後來增加的連鎖通路部份，就花了比較多的時間與心力與其交

涉。在大型連鎖通路的拓展上，小白兔橘子唱片花費了較高的溝通成本，也就是

與唱片行聯繫與訂貨的交涉，這部份通常是依靠人際網絡與經驗所累積而成，新

進廠牌的進入門檻很高(黃晧傑，2003)，小白兔橘子唱片雖然擁有獨立音樂的相

關人脈與資源，但卻缺乏這類較為「主流」的大型通路方面的人際網絡。 

    然而，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品在這些大型連鎖通路的銷售情況並不好，『比

如說誠品四家店，一個月可以賣的數量就超過玫瑰大眾，它四十幾家五十家，全

盛時期五十家⋯』(KK，2005.09.22)，對小白兔來說，在這些連鎖通路鋪貨，宣

傳的意義還大於實際的銷售成效，因為小公司仍須借助大眾通路來提高產品的能

見度(林怡瑄，2003)，『鋪出去一般唱片行我覺得⋯那時候的感覺是宣傳意義比

較大，就是讓人家覺得真的有這個東西，就不要說好像你說有什麼東西，可是想

找都找不到⋯』(KK，2005.09.22)。相較之下，「誠品音樂館」這個通路的銷售

情況顯然是比較好的，因為「誠品音樂館」與一般連鎖通路的經營取向有很大的

差異，它賣的是品味和品牌形象，需要的就是像小白兔橘子唱片這類有自己風格

的廠牌所提供的唱片貨源，而吸引的顧客自然也是喜歡尋找這類所謂「非主流」

音樂的消費群，因此像小白兔橘子唱片這樣「非主流」廠牌的音樂產品在這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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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的銷售量也就比連鎖唱片行高很多。 

    而在與實體通路的實際合作模式上，小白兔橘子唱片以寄賣的方式與各個通

路合作，也就是不論唱片行訂多少貨，實際賣出後再結帳給小白兔即可，賣不掉

的貨也可以退回給小白兔，而小白兔向通路收取的價錢是比小白兔門市售價更低

的批發價，通路可以自行決定自己賣場中的實際售價。 

(二) 虛擬通路 

    虛擬通路方面，小白兔橘子唱片在自己廠牌的網站上建置了線上購物的功

能，直接在每張專輯的介紹頁面上標明價格及存貨數量，介面的使用簡單便利，

並且提供大量購買免運費的優惠。儘管如此，網路郵購的銷售狀況卻遠不及實體

通路，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的銷售量大約是十比一(黃晧傑訪談整理，2003)，負

責人 KK認為，這可能與付款方式的不便有關，因為消費者無法在網路上完成所

有的購買程序，還得出門轉帳或劃撥，因此降低了使用網路購物的消費意願，然

而，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信用卡網路消費功能，卻不是小白兔短期內能夠建置

的，小白兔負責人 KK表示，「現在線上刷卡機制很混亂，你如果直接跟銀行連

線，結帳時候用他的金鑰系統，直接收到他那邊的話，他要直接跟你設一個連線

和防火牆，然後一個月要付兩萬塊，所以我們短期內不可能做得到」(黃晧傑訪

談整理，2003)。 

    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發行專輯已於 2005 年 12月在「博客來網路書店」

的線上訂購上架銷售，「博客來網路書店」提供「ATM轉帳/匯款」、「信用卡線

上/傳真付款」及「便利商店取貨付款」等三種付費方式，其線上購買程序的便

利性將比小白兔本身的網站購物更高，未來也許會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虛擬通路

銷售情況有所幫助。 

(三) 海外通路 

    目前小白兔在日本、中國大陸和香港都有幾個零星的實體通路，另外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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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個郵購通路，這些通路大部分都是對方看到小白兔網站後主動接洽，表示

希望能夠販賣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品，或原本即為小白兔的進口唱片貨源供應

商，進而促成寄賣的合作。 

    對於海外的通路，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沒有特別積極拓展的計畫，一方面由

於本身也時常接到許多國外廠牌表示想要在小白兔寄賣的意願，但是自己幾乎沒

有認為能夠與對方合作的例子，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表示： 

    『我覺得那是一個文化認同的問題，比如說他在國外他是某一種場景，然後

他可能覺得你們很相配，可是對方可能不覺得，我收到很多信⋯可是老實說通常

自己寫來的我幾乎都沒有談成過，就也許我跟他說好那你 CD 寄來聽一聽，然後

我就不會再給他下文⋯』(KK，2005.09.22) 

    由於自身經營零售通路的經驗，對於主動向小白兔橘子唱片接洽寄賣的國外

廠牌產品，KK通常都認為不適合與其合作，因此當情況逆向，自己站在廠牌的

立場時，也認為「主動」向海外尋求銷售通路並不容易獲得對方的青睞。 

    另一方面，小白兔橘子唱片認為自己所發行的唱片品質還不夠整齊，廠牌調

性不足以在海外市場引起注意，負責人 KK認為，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本地

專輯並不特別具有某種異國情調，例如像閃靈樂團在音樂中加入二胡這種中國的

音樂元素，所以其實就是在學國外的東西，因此除非累積到一定數量的作品，做

出自己的特色，否則外國人並不會特別對自己的東西感到興趣。 

    小型獨立廠牌不像主流大廠有足夠資本進行全國性或國際性銷售通路的控

制，因此經常與一些分眾性或地方性的另類銷售系統合作(Ryan and Peterson, 

1993)。在小白兔橘子唱片初期的零售通路中，小白兔門市及「誠品音樂館」都

屬於較為分眾性的通路，而小白兔門市與「佳佳」唱片行僅開設在台北市，是地

方性的通路；在經過長期的努力與交涉後，才能夠擴展到全國性的連鎖唱片行，

然而即使擴展出這樣的連鎖通路，其實際銷售情況卻並不好，主要效益僅在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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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產品的能見度。而在海外通路方面，Burnett(1996)認為，擁有發行能力的跨國

唱片公司已是全球流行音樂產業中最具權力的機構，若沒有跨國公司發行網絡的

支持，任何音樂產品將難以在世界各地流通、流行(王英裕，1999)；小白兔橘子

唱片目前的海外通路僅止於一些零星的獨立通路，並且是以直接將產品出口至該

地販售的方式，並未如許多跨國唱片公司般擁有全球性的發行網絡，能夠以代理

的方式，取得音樂母帶後直接在當地製造販售。 

五、小結 

    在創作的層面上，樂團有其各自相異的創作方式、理念與內容，但無論如何，

這些創作都是出樂團本身，不管是樂團中的幾位特定成員或是整個樂團，他們自

己寫、自己唱，這是他們自己的作品，這是他們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在內容上

從自身出發，寫的是自己的心情、自己的主觀想法，或是自己對社會、人群的觀

點與關懷；而在理念上，希望作品是有變化的，不願侷限於一種特定的類型，拒

絕陷入自我複製的固定樣貌，也不特地標榜某種「風格」，除了作品內容，這樣

的理念似乎也顯現在樂團表演時的穿著上，不似主流藝人皆穿著公司準備的一系

列搭配服裝上台表演，這些樂團成員們通常各自決定自己的表演服裝，並未以特

定「風格」來包裝自己。 

    接下來的製造與企宣過程中，也都不乏樂團成員本身的參與。在音樂製造的

程序上，即使進入商業製作階段，由於唱片製作人由樂團本身擔任，因此仍可以

自由決定整張專輯的樣貌，廠牌方面也不會對作品內容加以限制甚至進行刪改，

在實體製造部分，唱片封面的設計或製作也是由樂團成員的想法為主，甚至由樂

團成員自行製作完成，而商品的宣傳方式，也是由廠牌與樂團兩者共同討論決

定，再由廠牌方面負責細節的執行。整個商品的產製過程中，僅最末端的銷售程

序完全由廠牌處理，負責實體、虛擬及海外通路的開拓與維持以及商品的流通，

以使消費者能夠在各個通路中接觸到自家發行的音樂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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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整體產製方式，是泰勒主義的技術貶抑產製模式

(Braverman, 1974)的明顯對照。在整個音樂商品的產製過程中，產製者的「思考」

與「執行」，並未如泰勒主義生產模式般受到區隔。唱作者是能夠展現自身想法

與技藝的「創作者」，而不是技術喪失的「人肉機器」，這樣的情形也如同林芳玫

(1994)的觀點，文化的原始生產部門是無法工業化的，創作部門仍以手工業的方

式存在著，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獨立音樂唱作者擔負了商品的文化創作部份，以手

工業的方式創作每一件獨特的作品，在後續的量產複製階段才真正採用工業化的

產製形式。Negus(1998)認為，不僅工業製造了文化，文化也製造了工業。一方

面，小白兔橘子唱片作為台灣音樂文化生產者的一員，其文化產品的產製過程中

涵納了將文化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種種機制；特別是在實體製造、商品企宣與銷售

通路部分。另一方面，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品出自唱作者自身相當自主的創作，

而唱作者的背景、文化內涵與其所創作的作品質地，都是廠牌文化模式的形構因

素，進而影響了音樂產品的產製方式，以文化製造了工業。 

    本研究發現，獨立音樂商品的產製在組織結構、產製規模及流通方式上，有

不同於主流音樂商品的特色。首先，在組織結構上，小白兔橘子唱片是一個專門

性的音樂公司，全心致力於音樂相關產品的經營發展，不像目前的主流跨國唱片

公司，其母公司常為一大型娛樂集團，而音樂產製部門僅只是整個科層體系中的

一個分支。其次，在產製規模上，小白兔橘子唱片在本地樂團專輯方面，每張專

輯的發行量約為 2000張，採用小量生產的產製方式，而相較於主流而言，其錄

音、後製及企宣等產製費用都比較低，使其能以較低的發行與銷售量攤提其製作

成本。再者，在流通方式上，小型獨立廠牌沒有足夠資本進行全國性或國際性銷

售通路的控制。小白兔橘子唱片初期的銷售通路便是一些區域性或獨立的商家

(如佳佳唱片行、零星的咖啡店等)，或是本身便以另類音樂為重點商品的通路(如

誠品音樂館)。小白兔橘子唱片雖擁有深厚的獨立音樂相關人脈，然而卻缺乏「主

流」通路的相關人際網絡，因此在大型連鎖通路的拓展上經歷了長時間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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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慢慢培養其與連鎖唱片行之間的關係，才能成功在這些主流零售點上架販

售。上述三項發現，均呼應了多位學者─包括 Rowe(1995)、黃皓傑(2003)、Ryan 

and Peterson(1993)及 Hull(2000)等─對獨立音樂廠牌特性的看法(參見本文第

24-25頁)。 

第三節  消費面 

一、從聆聽到消費 

(一) 資訊取得管道 

    獨立音樂樂迷的資訊取得管道大致包含網際網路、同好推薦、表演場地文宣

品及實體通路等。 

    首先，網際網路這個新興媒體可說是獨立音樂愛好者的一大重要資訊來源，

其中，電子佈告欄(BBS)是許多樂迷最常使用的介面，例如台大批踢踢實業坊BBS

站中的各個樂團版及各類型的音樂討論版，樂迷們可以從這個管道獲得許多樂團

的最新表演或作品資訊，並且可以與樂團成員及其他樂迷進行交流，是一個雙向

的資訊傳播管道。另外，有些樂迷會固定訂閱某些廠牌或樂團所發行的電子報，

或利用搜尋引擎尋找國內外的獨立音樂資訊或相關討論，而近年來崛起的個人網

誌(blog)也是重要的網路介面之一，幾位音樂文字工作者或「資深樂迷」所經營

的部落格是許多樂迷們共同的資訊來源。 

    再者，許多樂迷是經由朋友的引介而接觸到獨立音樂這個領域，並且也持續

經由同好之間的交流以增進彼此對獨立音樂相關資訊的了解。而在表演場地方

面，各樂團或廠牌會將自己製作的各種文宣品放在各 live house供人免費取閱。

另外，有些樂迷則是使用最傳統也最直接的方式─逛唱片行。一般連鎖唱片行會

以試聽機的方式提供部分特定唱片的試聽，另有一些小型非連鎖唱片行會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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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聽的服務，而專輯上的側標22文字也是許多樂迷的資訊來源；在目前各實體

通路中，「誠品音樂館」由於擁有數量豐富的進口唱片及國內的獨立廠牌唱片，

因此成為許多樂迷最常造訪的唱片零售通路。 

    在獨立音樂樂迷的資訊取得管道上，幾乎看不到電視、廣播等電子媒體，只

有華視近期開始製播的「Taiwan ROC」23提供國內獨立音樂唱作者一個在大眾媒

體上展演的機會，但該節目仍是在較為偏僻冷門的深夜時段播出；而在平面媒體

上，只有以小眾藝文資訊著稱的「破周報」24是樂迷們獲得資訊的來源之一，而

破報的放置地點除了校園外，也多為書店、咖啡店、live house等藝文空間，至

於在一般大眾商業通路可以看見的報紙、雜誌則不是能夠提供獨立音樂資訊的媒

介；雖然主流媒體並非完全看不見獨立音樂的相關報導，但這些報導內容大部分

較為片面而粗略。例如雖然一直有媒體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門市或廠牌本身

感到興趣，但卻對其發行的音樂產品種類及內容缺乏暸解，這類的報導自然無法

提供詳細的音樂產品資訊。因此，在資訊取得的管道上，獨立音樂也顯現了它的

「非主流」特性，主流媒體並不是樂迷的資訊來源，而獨立音樂唱作者似乎也無

法在主流媒體上獲得太多的發聲空間。若與獨立唱片廠牌的宣傳方式對照，這樣

的現象是其來有自的，由於產製者方面所使用的宣傳管道是以現場表演及網路宣

傳為主，主流媒體的使用與曝光機會相當少，因此處在資訊接收端的消費者自然

也不是以主流媒體作為其主要資訊來源。在此也可以看見獨立樂迷的積極性，由

於主流大眾媒體所提供的資訊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轉向小眾管道或網際網

路這樣一個去中心化的媒體，以更主動的方式去挖掘資訊，而不僅只是被動地接

受資訊。 

 

                                                 
22 唱片包裝上對該專輯內容及其唱作者的簡要介紹或評鑑。 
23 現場演唱節目，表演者多為獨立音樂唱作者。 
24 1995 年創刊至今，由世新大學經營的「台灣立報」副刊轉型，標榜「青年文化」的免費報紙，

關心社會邊緣議題，並提供大量藝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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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習慣 

    從認識一個音樂作品到花錢買下一張唱片，樂迷們須要憑藉一些消費決策的

參考依據。 

    首先，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聽聽看」，即使不花錢買唱片，還是有許多機

會可以聽到專輯內所收錄的歌曲。在實體店面中，大部分的唱片行都會在店內設

置數具試聽機，提供一些專輯的完整試體，而小白兔門市則提供店內專輯的全面

試聽，消費者可以主動向店員要求試聽服務。另外，隨著網際網路頻寬的擴增，

數位音樂檔案的流通也變得更容易，目前許多國外獨立廠牌或樂團會直接在自己

的網頁上提供專輯中部分歌曲的完整試聽或下載，國內獨立廠牌大部分仍僅提供

歌曲的片段試聽，而小白兔橘子唱片在其網站上所提供的完整歌曲下載與試聽可

說是在國內獨立廠牌中最豐富的；在這樣的網路試聽管道上，獨立音樂的試聽機

會是比主流音樂更容易取得的，獨立廠牌會在本身的網站上主動提供專輯歌曲的

線上試聽，甚至直接供聽眾下載，主流唱片公司則幾乎完全不提供如此容易取得

的線上試聽管道。除此之外，各種 P2P25軟體也是樂迷們取得數位音樂檔案的管

道之一；數位格式音樂檔案的複製流傳一直有智慧財產權上的爭議，主流唱片藝

人或公司幾乎完全站在反對流傳的立場，但部分獨立音樂唱作人或廠牌則對此抱

持樂觀其成的態度，認為音樂是可以共享的，而數位音樂檔案的流傳其實是一種

宣傳自己音樂的方式。薄荷葉樂團表示： 

    『我覺得藝術這種東西本來就是共享的，音樂也是藝術啊，那版權這種東西

是很奇怪的，我會要求，譬如說我出唱片我應該要拿版稅，因為公司販賣東西我

應該要有我的回饋，但是我不能去強迫別人說，你一定要買我的專輯，或是你一

定要看我們現場演唱，或是你不能拍我們的照片或是你不能錄影，我覺得那種東

西都是共享的⋯』(林倩，2005.07.22) 

                                                 
25 點對點網路技術(peer-to-peer)，使用者可以直接連接到其他用戶的電腦進行檔案交換，不須連

接到特定伺服器進行瀏覽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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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辦法去阻止數位科技的潮流啊，那種鋪天蓋地的，你今天給這檔案

加密，就一定會有人去破解嘛，再怎麼樣 mp3 還是到處流傳啊，這沒有辦法去防

堵的⋯這還有積極的意涵在裡面，就是說它可以幫我們宣傳我們的音樂⋯』(鄭

凱同，2005.07.27) 

    聽過以後覺得喜歡才買，這是許多消費者決定購買一張唱片的重要依據。如

果遇到一張完全無法試聽的唱片，有些樂迷會參考專輯上的側標，或者利用網路

搜尋其他樂迷聽過以後的感想或評論，藉由文字來瞭解一張唱片的音樂類型與內

容，以作為是否購買一張唱片的決策參考依據。在這樣的狀況下，促使消費者決

定購買的因素可能不僅止於「好不好聽」，例如該專輯在數量上的稀少，便可能

成為消費者的購買因素之一： 

    『有些是聽口碑的，在網路上他們就會推薦說甜梅號26是在台灣做後搖27很成

熟的團，然後那張是他們唯一出過的專輯，又是絕版品，我就會一直很想得到它。』

(惠純，2005.09.04) 

    上述的消費決策依據都是出自於對音樂或唱作者本身的了解與喜愛，而有些

消費者在看到自己不熟悉的唱作者的專輯，又沒有試聽機會時，這張唱片在哪一

個廠牌發行，便成為他們的參考依據之一。如果消費者過去在購買某個廠牌唱片

的經驗大多是正面的、愉快的，或該廠牌所發行的唱片風格與自己的喜好相符，

那麼這個廠牌可能成為一個品質保證的象徵，提高了消費者對於不熟悉專輯的購

買可能性，也有樂迷因為認同廠牌的理念，因此與該廠牌產生一種連結的感覺，

這更增進了他對該廠牌唱片的信心與購買意願： 

    『我現在越來越覺得消費這種東西⋯那個東西必須跟你有一些

connection⋯比如說我覺得水晶或角頭28，至少他給我的感覺是想要介紹某一種

                                                 
26 台灣獨立樂團，2001 年出版專輯「是不是少了什麼」，水晶唱片發行。 
27 後搖滾(post rock)，音樂類型名詞。 
28 獨立唱片廠牌，1998 年成立，負責人為張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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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讓你去聽，或是說他是很 care 一些特別的族群的東西，比如說恆春兮29的東

西，或是說原住民音樂的東西，對我來說這不只是在消費音樂而已，在某個程度

有很多其他⋯至少讓我覺得是很社會的東西在上面，那水晶其實也給我同樣的感

覺，比如說他會做鵝媽媽出嫁30，做一張紀念楊逵的專輯，即使這裡面的歌手我

一個都不認識，但我還是會買⋯』(Kuo，2005.08.23) 

    另外，除了喜歡音樂本身、喜歡這個音樂的唱作者，或者是對於發行的廠牌

有信心，有些樂迷會以「買唱片」這個行動來表達自己對於獨立廠牌的支持： 

    『講實際一點，這種(獨立廠牌31)不太能賺錢，我是覺得他們(小白兔橘子唱

片32)怎麼能撐下去，就是資金上面，我覺得蠻厲害的，所以有時候買⋯會有點是

贊助心態⋯』(黃欽農，2005.08.20) 

因為喜歡這個廠牌的音樂，又認為獨立廠牌在財務上的維持並不容易，因此願意

付費購買其產品，希望這樣的獨立廠牌可以繼續經營下去，維持這些音樂產品的

產製。 

(三) 唱片消費之外 

    除了購買唱片之外，樂迷對於樂團及其作品的支持與注意也以其他不同的形

式表現。首先，現場表演除了是消費者決定是否購買一張專輯的決策依據外，也

有許多人是接觸到樂團的錄音作品後才產生聆聽現場表演的興趣，而現場表演便

是大部分樂迷在唱片消費之外最常表現的支持行為。再者，有些樂迷會購買樂團

或廠牌所製作的各種週邊商品，例如印有樂團、專輯或廠牌之標誌、文字的衣服、

手提包等產品，樂團或廠牌分別製作屬於自己的商品，樂團的商品會配合其專輯

發行的活動販賣或贈送，或在現場表演時作為贈送給樂迷的禮物，也有部份會陳

                                                 
29 恆春兮「工商服務」系列專輯，藉用地方電台廣告形式所創作的台語脫口秀，對社會時事與

政治多所著墨，角頭唱片發行。 
30 楊逵紀念演唱會實況錄音作品，水晶唱片發行。 
31 ( )為筆者所加註釋。 
32 ( )為筆者所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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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在小白兔門市販賣，廠牌的商品則主要在小白兔門市販賣，或搭配門市特賣活

動贈送。另外，樂迷平時除了會留意樂團的表演或作品資訊之外，對於樂團參與

或推動的活動與議題也會較為關心。 

    如同創作與表演，樂團在其週邊商品的製造與販賣上也擁有極高的自主性，

與大部份主流唱片中由廠牌主導的情況不同。不過，週邊產品的製造與消費，都

已經是「音樂」以外的事件，消費者所購買的並不是「音樂」，而是一個具有樂

團或廠牌之象徵意義的物品，在這點上，獨立唱片產製者所使用的手法則與主流

唱片無異。再者，這些週邊商品通常印有具有樂團或廠牌之代表性的標誌、文字，

消費者購買這些商品，主要是著眼於其所隱含的樂團或廠牌之象徵意義，買的不

只是一件衣服，而是「某樂團/廠牌」的衣服，注重的不是物品的使用價值，而

是物品的象徵價值、符號價值，是符號性消費的明顯展現。 

二、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消費者 

(一) 如何知道小白兔 

    網路以及小白兔門市，是消費者認識小白兔橘子唱片的兩大重要途徑。有許

多消費者是無意間在網路上的各種獨立音樂相關資訊中首次聽聞「小白兔橘子唱

片」，再經由廠牌本身的網站加深其對小白兔的認識。另外，小白兔門市也是消

費者接觸廠牌的一個重要管道，有些人是經由網路或小白兔橘子唱片本身所製作

的文宣品接觸到小白兔的相關資訊，然後循著地址前往一探，有些人則是因為參

與現場表演活動而發現小白兔門市，進而認識這個廠牌，從過去的「聖界」到現

在的「The Wall」，小白兔門市一直與 live house開設在一起，因此這些 live house

的觀眾也成為最容易認識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客源之一。 

(二) 消費者眼中的小白兔 

    同樣的小白兔橘子唱片，卻在不同類型的消費者眼中展現出不同的形貌和落

差極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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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與小白兔橘子唱片這個廠牌接觸時間較長且頻率較高的消費者而言，他

們對小白兔的認知與廠牌經營者本身對廠牌的描述是十分接近的。在對音樂的看

法上，這類型的消費者認為小白兔橘子唱片所製作的本地樂團專輯，在錄音方面

不會以電腦技巧加以修飾，而在唱片封面的設計上也多以手繪或樂團自製方式呈

現，『我覺得是比較質樸，然後有一點刻意不要那麼精緻化的取向，但是會感覺

他們還是很有獨立的那個味道，就是因為東西沒有那麼精緻，然後感覺好像比較

粗糙⋯』(楊雅馨，2005.08.25)，從音樂到包裝，這是小白兔所發行的唱片帶給

消費者的整體印象。在對廠牌經營的整體印象上，這類接觸較頻繁的消費者普遍

認為小白兔橘子唱片是具有推廣小眾音樂熱忱的一個廠牌，在進口和代理國外唱

片的部份，消費者認為小白兔所選擇的是較為冷門偏僻的唱片，也因此可以讓他

們接觸到有別於主流唱片公司產品的音樂類型，使消費上的選擇更為多樣化，對

於音樂的認識範圍也更加廣博；而在本地專輯的發行上，消費者認為小白兔橘子

唱片所發行的一系列蘿蔔合輯，表現了這個廠牌對於推廣本地新興樂團或唱作人

所投注的心力。另外，這類消費者與小白兔門市人員接觸的經驗普遍也是較為正

面的，認為小白兔門市的店員都很樂於為消費者介紹店內的唱片、分享音樂資訊

與感想並提供試聽服務。 

    然而，也有消費者因為在小白兔門市的接觸經驗不佳，而形成了與前述情況

完全相異的印象，『我去逛的感覺非常不好，我覺得那店員不太理我⋯我看不出

來他(小白兔橘子唱片33)有介紹好音樂給人家聽的熱情⋯』(Kuo，2005.08.23)，

因為在門市有過幾次較為負面的經驗，除了以後不會想再去那裡消費之外，也連

帶使消費者無法建立對於廠牌所發行之唱片的信心。 

    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這個廠牌的觀感，與消費者的消費意願及頻率有一定程

度的相關。早期接觸經驗良好的消費者會持續留意小白兔所發行的唱片與相關活

動資訊，對於廠牌的了解較深入，認同廠牌的經營理念與風格，對廠牌的產品有

                                                 
33 ( )為筆者所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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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信賴度，消費意願與頻率也比較高。反之，接觸經驗不佳的消費者，對廠

牌印象較為負面，消費意願與頻率也相對較低。 

(三) 消費者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建議與期許 

    對於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各個經營面向，作為消費者的樂迷們也有一些建

議與期許。在進口與代理國外唱片的部份，消費者認為小白兔所選擇的唱片逐漸

出現偏向某一些固定類型的情況，雖然這些類型也是自己所喜愛的，但還是希望

能看到不同於原有類型的唱片出現，以保持聽覺上的新鮮感。而在本地樂團的專

輯發行方面，消費者認為雖然目前小白兔所發行的樂團作品都有一定程度的音樂

品質，但未來對於本地樂團的發行還是應該審慎選擇，維持廠牌產品的水準，以

免品質不佳的作品對廠牌的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另外，也有消費者認為小白兔

橘子唱片是一個具有理想性格的獨立廠牌，例如曾參與「AMG另類媒體發電機」

34所主辦的表演活動以支持 AMG所推動的議題，再加上小白兔目前主要發行的

有三個本地樂團，可以集合出比較大的力量，因此期許小白兔能夠成為有能力在

公共議題上發聲的一個獨立唱片廠牌。 

三、小結 

    獨立音樂樂迷的資訊取得管道主要包括網際網路、同好推薦、表演場地文宣

品及實體通路等，其中，網際網路這個新興媒體的相關資訊最為豐富，是樂迷們

最常使用的管道，而一般使用最為廣泛的主流大眾媒體，卻不是獨立音樂樂迷的

資訊來源，而這種資訊取得模式也對應了小白兔橘子唱片主要仰賴的行銷方式。

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方式主要有四項：第一、實體店面或網路所提供的歌曲試聽；

第二、參考該專輯之側標介紹或他人的聆聽心得；第三、消費者本身對於廠牌的

印象；第四、基於對「獨立音樂廠牌」的支持而決定付費購買。其中，歌曲試聽

                                                 
34 Alternative Media Generator緣起於 2004 年 7月的「音樂人支持媒體公共化連署」活動，為擴

大議題串聯可能性，於 2005 年初正式轉型為「AMG另類媒體發電機」，旨在呈現被主流商業媒

體所忽略的社會議題與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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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主要的決策方式，在自己的聽覺感受上覺得「好聽」才會購買，以自己對產

品體驗的價值與情感作為決策的基礎，以感官接收外在刺激與產品使用經驗，屬

於體驗性決策與愉悅性消費(Hirschman & Holbrook, 1982)。 

    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這個廠牌，消費者大多是經由網路和小白兔門市這兩個

途徑認識。不同類型的消費者對這個廠牌有著差異極大的印象，而這也與其消費

意願、頻率產生關聯。對於與小白兔橘子唱片接觸時間較長且頻率較高的消費者

而言，他們對小白兔的認知與廠牌經營者本身對廠牌的描述是十分接近的，認為

小白兔橘子唱片是具有推廣小眾音樂熱忱的一個廠牌，其門市的店員服務態度親

切且樂於與顧客分享音樂資訊；但也有消費者因為在小白兔門市有過幾次較為負

面的經驗，因此使其消費意願降低，對於廠牌所發行之唱片也比較沒有信心。而

消費者也期許小白兔橘子唱片能在進口與代理的唱片方面增加多樣性，在本地樂

團的專輯發行上保持一定的水準與品質，並能進而參與公共議題的推動。 

第四節  參與者的互動 

    本節闡述獨立唱片廠牌運作過程中各方參與者之間的互動情況，包括廠牌、

樂團、音樂展演空間、消費者及樂評人等(見圖 3-3)。 

一、產製者間的互動與合作 

    在此主要討論的是各產製者之間在工作上及工作之外的互動情形，包括廠

牌、樂團以及獨立音樂相關從業人員等。 

(一) 廠牌與樂團的合作與互動 

1. 互動情形 

    在小白兔橘子唱片與其所發行的樂團之成員的互動方面，關係較為緊密的包

括負責人 KK自己的妮波寺樂團，以及壞女兒與薄荷葉這兩個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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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波寺樂團與小白兔的互動發展主要是由樂團團員間的互動關係延伸至廠

牌各項經營業務上的工作關係。妮波寺樂團貝斯手即為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本人，除此之外，吉他手小花所開設的 Noiz 錄音室為小白兔橘子唱片在專

輯錄音上的固定合作對象，而小花也負責小白兔橘子唱片在音響技術方面的工

作，例如舉辦「小白兔夏夏叫」活動時，便是由小花擔任現場的音控工作。 

    小白兔橘子唱片與壞女兒樂團及薄荷葉樂團的互動，主要是由私人關係逐漸

延展至工作上的合作關係。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於 1999 年在高雄的一場

表演上與壞女兒樂團團員結識，當時 KK 便曾向壞女兒樂團表達未來希望能發行

其專輯的意願，壞女兒團員來到台北後，當時開設在「聖界」的小白兔唱片行便

成為雙方互動的重要媒介，『那個時候已經有小白兔唱片，我們就每天賴在那邊，

賴久了以後就⋯好就來錄音吧⋯』(戴子，2005.08.09)，而除了專輯製作發行上

的合作之外，壞女兒的鼓手及貝斯手皆曾擔任過小白兔唱片門市的店員，而貝斯

手戴子也曾做過小白兔橘子唱片的企劃工作，目前則是小白兔門市的實習店長，

因此，除了專輯發行上的合作外，壞女兒樂團團員也參與了廠牌本身的營運。而

薄荷葉樂團與小白兔的互動過程也與壞女兒樂團類似，KK在宇宙城唱片行工作

時與薄荷葉樂團主唱小倩有了初步的認識，後來也是因為團員們常去「聖界」的

小白兔唱片行而有了更多的互動機會且成為朋友；至於專輯發行上的合作，薄荷

葉樂團剛開始是預計採用全自助的方式發行，也就是由樂團本身自己完成所有的

製作與發行工作，後來因為原本合作的錄音室發生一些狀況，便轉而到妮波寺成

員小花所開設的錄音室繼續錄音的工作，直到專輯的錄製全部完成後，薄荷葉樂

團才決定交由小白兔橘子唱片代為發行，也因此與他們產生了工作上的合作關

係，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表示： 

    『找小花錄的過程我就有問他們(薄荷葉樂團35)要不要給小白兔發，然後他

們就沒有說好或是不好，我記的很清楚，就是到他們已經交貨，已經全部弄完了

                                                 
35 ( )為筆者所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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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才突然說⋯就是已經錄完以後才說可以給我們發，我覺得那時候可能有一點

是因為⋯就是整個過程大家就變成好朋友⋯』(KK，2005.09.22)   

    因為原本即存在的私人關係進而在錄音工作上有了合作的機會，又因為這樣

的合作過程而使彼此更為熟識，促成了廠牌與樂團在唱片發行上的合作關係。 

    此外，不僅是廠牌與樂團間存在著私人與工作上的互動，這三個樂團彼此之

間的互動也十分頻繁。在其他樂團發行專輯時會互相幫忙，別團表演時也會到場

聆聽並互相給意見，平常也是以朋友關係相處。另外，也有共同參與相關活動的

情況，例如「催生公共媒體校園演唱會」系列活動，該活動係「AMG另類媒體

發電機」協辦，而 AMG發起人之一即為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主唱小倩及妮

波寺樂團吉他手小花也同為 AMG成員，在此系列活動中，薄荷葉、妮波寺及壞

女兒樂團皆為演唱會中的表演團體。 

    雖然廠牌與樂團之間的互動十分密切，但由於兩者間最初的互動是建立在非

正式的私人關係上，後來才發展出工作方面的合作，隨著工作關係的出現，兩者

的角色也產生轉變，除了原本的朋友關係之外，又增加了「合作夥伴」的關係。

同時，小白兔橘子唱片也從原本的社團型態轉變為一個正式的商業公司型態，原

本「社長與社員」的關係轉變為「老闆與員工」的關係，這樣的角色轉變使得雙

方之間出現了一些適應不良的情況，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表示： 

    『我就變成要去煩惱錢的事情什麼的，可是其他人可能還是用一種參加社團

的態度，他可能會覺得你是社長，今天我們社團要幹麻，這些東西我們是不是應

該要大家討論然後大家都同意才做，就是有一點過於理想化，可是當我開始煩那

些資金的問題以後，我的想法就變了，就跟他們已經格格不入⋯』(KK，

2005.09.22) 

    『你從一個社長變成一個老闆，你去要求員工的時候他根本聽不下去⋯』

(KK，200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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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牌的運作勢必牽扯到財務的問題，當小白兔橘子唱片正式進入「營利」的

狀態，處理廠牌事務的方法也隨之轉變，兩者對廠牌的理念與認知開始出現差

距，並且也影響了原本的私人關係。不過，在經過角色上的適應調整後，雖然有

些人選擇離開，但留下來且在工作上與廠牌關係較為緊密的人，則逐漸凝聚了對

廠牌的認同。 

2. 合作方式 

    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認為，樂團和獨立唱片廠牌應該是合作關係，而

不是那種上對下的、廠牌是老闆的感覺(陳瓊妤訪談整理，2004)；這樣的想法也

可以從小白兔橘子唱片與樂團的合作模式中發現。 

    在唱片發行的實際合作方式上，早期小白兔橘子唱片與樂團的合作大部分是

以口頭協議的方式進行，後來才發展成與樂團簽訂單張唱片合約的方式，合約內

容僅包含與該專輯發行有關的事宜，主要是版稅的分配、廠牌對外授權所得之權

利金分配等，其他如樂團要接哪些表演、參加哪些活動等，廠牌皆不予干涉。 

    在專輯製作費用的負擔方式上，小白兔所發行的台灣樂團專輯，大部分都是

由樂團成員和廠牌共同分擔製作費，以 2005 年所發行的「的士房間」及「Sorry」

兩張專輯為例，製作費都是由樂團及廠牌各分擔一半的費用，這個費用包含錄音

及後製，大約在十五萬元左右，而接下來的壓片、包裝及宣傳費用則全由廠牌負

擔，壓片、包裝的費用約五萬元左右，宣傳費用則視該專輯情況而定，過去一般

的預算約七、八萬元，「的士房間」專輯則因廠牌希望藉該專輯轉型而增加到將

近二十萬元，另外若有一些因樂團的需求而產生的額外支出，例如專輯封面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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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音樂錄影帶拍攝數量增加而衍生的費用等，則大多由樂團自行負擔；另外，

銷售後的版稅如何分配，也是取決於樂團與廠牌在製作費上如何分擔，製作費負

擔的比例越多則版稅分配到的比例也越高。而「蘿蔔」系列合輯的情況則與單一

樂團專輯不同，「蘿蔔一代」和「蘿蔔二代」都是由小白兔負擔全部的製作費用，

因此銷售後的版稅也全歸小白兔所有，「蘿蔔三代」則改為將製作費用視為由小

白兔預支給樂團的版稅，還是由小白兔先支付給錄音室及其他相關廠商，銷售後

的所得方面，若未來銷售量超過四千張後才會與各個參與合輯的樂團分攤版稅收

入，沒有達到這個銷售量則所有版稅皆為小白兔所有。 

    而在各環節的工作分擔方面，專輯的前製部份，即歌曲的創作與編曲，皆完

全由樂團自行完成，廠牌方面不會主動進行干涉，僅在樂團詢問時才會給予一些

參考意見，而錄音時則是由樂團直接與錄音師進行溝通；在企劃與宣傳方式的決

策上，小白兔與樂團兩方大致是以討論的方式進行，廠牌方面會先詢問樂團本身

對於宣傳方式的想法，經過討論定案後，再由廠牌負責執行，小白兔橘子唱片負

責人 KK表示： 

    『我今天企劃並不是強勢企劃，並不是我說你今天要推出什麼樣的東西你給

我生出來，然後我幫你排歌序幫你定專輯名稱，並不是這樣，所以這個東西基本

上我們還是順著樂團在走的，所以那個決定就會變成比較是這個樂團他自己認為

他走到現在這個階段應該要做什麼，而不是說我們可以很強勢地去主導他⋯』

(KK，2005.09.21) 

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表示： 

    『就是我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然後就跟她(KK36)討論，討論完之後他們(小

白兔橘子唱片37)把它執行出來，基本上當然還是以我們的意願為主，如果我們不

願意這樣做的話，那她也沒有辦法去往這個方向操作。』(鄭凱同，2005.07.27) 

                                                 
36 ( )為筆者所加註釋。 
37 ( )為筆者所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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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來的後製、壓片、包裝、零售通路等合作廠商則完全是由小白兔方面負責

接洽。 

    從唱片製作費用的支付到實際製作流程的進行，小白兔橘子唱片與樂團都是

以「協調合作」的方式進行，樂團本身必須負擔部分的製作經費，而相對地也在

音樂創作與產製過程上擁有相當高的主導權，較之主流唱片大多由公司出資，並

且也擁有大部分決定權的作法，獨立樂團的自主性是高出許多，但同時也必須更

為「自立」，無法在產製過程上完全依靠唱片公司。 

(二) 廠牌與音樂展演空間的合作 

    從過去的「聖界」到現在的「The Wall」，小白兔唱片的門市一直與 live house

開設在一起，兩者的合作與互動也十分密切。過去小白兔唱片行開設在「聖界」

時是以勞力的方式代替店租，雙方維持一種合作的共生關係；搬遷至「The Wall」

後，小白兔橘子唱片在廠牌部分的發展也日漸蓬勃，開始與「The Wall」合作舉

辦活動，例如「Lobo Index」、「的士房間跨界聯展」38等，並不定期在「The Wall」

舉辦小白兔橘子唱片代理發行之國外樂團的演唱會。除此之外，小白兔橘子唱片

及「The Wall」目前正與「AMG另類媒體發電機」合作進行一本青年文化誌「大

聲誌」(Big Sound)的發行事宜，更加延伸了合作的範圍。 

二、產製者與消費者的互動 

(一) 廠牌與消費者的互動 

    小白兔橘子唱片與其消費者互動的管道，主要是透過小白兔門市和網路這兩

個途徑。小白兔門市是小白兔橘子唱片與消費者互動最直接的管道，也是大部分

消費者與這個廠牌僅有的互動機會，在小白兔門市，店員可以面對面與消費者接

觸，除了介紹和推薦店內的產品外，也會與消費者互相交流各種音樂資訊，除了

                                                 
38 薄荷葉「的士房間」專輯首賣活動，結合畫家吳詠潔、黃慧鶯的作品展覽及獨立唱作人張懸、

薄荷葉樂團的演唱活動，2005 年 5月 13日於「The Wall這牆音樂藝文展演空間」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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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產品，消費者可以從這樣的互動中得到比產品本身更多的資訊，而廠牌方面

也可以藉此了解消費者的愛好和需求，並且也是建立廠牌本身親和形象的一個重

要方法，再加上門市的店員中不乏一些與小白兔關係緊密的樂團成員，甚至也包

括廠牌負責人本身，因此提供了廠牌、樂團與消費者三方交流的機會。 

    在網路的互動管道方面，小白兔橘子唱片過去所經營的「小白兔森林小學」

網站曾是一個重要的互動場域。「小白兔森林小學」網站是結合網誌和奇摩交友

的一種型態，使用者註冊後可以在該介面上張貼文章並留言與其他使用者互動，

『每個人都有自己的版，然後分族群，同好之間就是開始聊天、看別人的感想，

就是你看別人的文章，每個人都會推薦自己喜歡的東西，那你就看一看啊⋯那又

有試聽，聽一聽若覺得還不錯聽，很合我胃口就會花錢買下來』(黃欽農，

2005.08.20)，消費者可以透過這個介面互相交流音樂資訊，因此「小白兔森林小

學」網站的經營也刺激了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網路購物交易量。而使用者除了消費

者或樂迷之外，也包括廠牌及樂團的成員，壞女兒樂團貝斯手戴子表示： 

    『那個時候就大家都在自己的版上⋯亂寫亂貼，然後我們也在那邊亂留言，

就認識到一些本來不認識的人⋯』(戴子，2005.08.09) 

    這個網路介面也增進了廠牌、樂團及樂迷之間的互動。因此，「小白兔森林

小學」網站曾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成功經營的一個以廠牌為依據而產生的社群，其

中的參與者包括廠牌、樂團以及消費者。 

    「小白兔森林小學」網站後來因為電腦主機無法負荷日漸龐大的資料量而關

閉，目前廠牌與消費者在網路上的互動管道主要是依賴小白兔橘子唱片本身的網

站以及開設在「台大批踢踢實業坊」BBS站的「WWR」版，互動內容大部分僅

止於小白兔產品與活動相關資訊的詢問與提供，小白兔方面雖有心經營以廠牌為

中心而衍生的聽眾社群，但在「小白兔森林小學」關站後，目前還無法提出實際

的社群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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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樂團與消費者的互動 

    小白兔橘子唱片三個主要樂團的團員與其樂迷互動的管道大致包括表演現

場與網路。表演現場是樂團與樂迷之間最直接的互動管道，但在本研究的個案

上，這種方式的互動內容一般來說較不深入，大多是樂迷找樂團成員拍照、簽名

以及一些簡單的問候。而網路的部分是以「台大批踢踢實業坊」BBS站內的各

樂團版為主要互動管道，樂團成員及樂迷會在版面上張貼文章或互相留言回應，

有些樂迷也會在樂團各自的網頁或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網頁上留言，但實際的參與

者僅限於特定的小部份樂迷，人數與頻率都不高，另外薄荷葉樂團自 2003 年起

開始發行自己的電子報，但目前的發報頻率也不高；除了這些較為公開的互動管

道，另外也有一些比較個人化的互動，例如有些樂迷會寫電子郵件或信件、卡片

給樂團成員，或是會互相瀏覽彼此的個人部落格或在 BBS站上的個人版，這類

個人化的互動內容相對而言是較為深入的，例如薄荷葉樂團主唱小倩便表示，有

些樂迷會向她傾訴自己的心情，若樂迷有一些情緒上的困擾，她也會試著開導對

方。 

    在樂團與樂迷的互動方面，雖然雙方存在著一些互動的管道，但整體的互動

頻率並不高，情況也不很熱絡。根據研究者本身的觀察，樂團在表演的舞台上與

台下觀眾並沒有很多的互動，樂團成員在歌曲間的談話不多，台下的觀眾大部分

也只是安靜地聆聽，而表演結束後，樂團成員和樂迷間也沒有很多交談的情況，

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也表示： 

    『不知道是我們歌迷太少還是歌迷太害羞，來跟我們聊天的不多，互動⋯在

台上也沒什麼互動，就是⋯我們大概知道有一群人是支持我們的，但我們不清楚

到底是誰。』(鄭凱同，2005.07.27) 

    在樂團方面，除了現場表演、在 BBS站上開設樂團版與製作樂團網頁外，

樂團並沒有特別積極於經營屬於自己樂團的樂迷社群，也並未出現如許多主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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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公司的藝人設立「歌友會」的作法；而在樂迷方面，大部份樂迷在表演現場是

一個安靜的聆聽者，在樂團版上大多也只是單向地閱讀文章，較少在版面上發言

與樂團成員或其他樂迷進行雙向的互動，互動較多的只有少數幾位因緣際會與樂

團成員相識的樂迷，樂迷本身也不會特別希望自己與樂團成員建立更深的關係： 

    『其實就一個 fan來說的話，我覺得我自己是比較舒服的，假設我很喜歡

Radiohead39，可是我不會因為這樣子而很想去跟 Radiohead 的主唱或什麼搭上關

係，我聽音樂的時候就是我喜歡他的音樂，至於比如說他的人品怎樣什麼的我都

不會管⋯比如說我因為很喜歡壞女兒，那我會特別很想去跟壞女兒的團員做互

動，這我覺得還好，會不會互動完全只是說如果有一個機會去碰到他們講話，那

就可以多聊聊⋯』(胡耿維，2005.08.24) 

    Grossberg認為，音樂具有在藝人與聽眾間創造出「情感同盟」(affective 

alliance)的能力(轉引自 Garofalo, 1987:84)，在本研究的個案上，樂團與其樂迷之

間的連帶便是建立在「音樂」本身，並非以樂團的「人」為其間的主要連帶依據。 

三、產製者、消費者與樂評人的互動 

(一) 產製者與樂評人的互動 

    整體而言，無論是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製者或消費者，他們與樂評人之間的

關係都是疏離的。在廠牌與樂團方面，工作上的合作僅止於專輯的側標文字，也

就是在樂團專輯發行時，廠牌方面會代為接洽樂評人來撰寫側標，另外，薄荷葉

樂團曾在發行第一張專輯時請樂評人 Ricardo撰寫樂評並刊登於破報；除此之

外，產製者與樂評人之間的其他互動大都是基於該樂評人在樂評之外的身分而產

生，例如與小白兔橘子唱片互動較頻繁的樂評人小樹，由於小樹從事媒體工作，

因此與廠牌及樂團有較多的合作機會，小樹提供小白兔橘子唱片的音樂產品及樂

團在媒體上的曝光機會，而小白兔橘子唱片則提供小樹製作節目或活動所需要的

                                                 
39 英國搖滾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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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而在消費者與樂評人方面的接觸則大都是間接而單向的，也就是消費者單

方面的在各種媒體上閱讀樂評人所書寫的音樂文字。 

(二) 台灣的音樂評論文字 

    無論是產製者、消費者或樂評人本身，都認為台灣非常缺乏真正的音樂評論

文字，因此也就非常缺乏真正的「樂評人」；目前的音樂相關文字大都僅止於「唱

片介紹」而還未達到真正的「評論」，只有破報和網路上的個人網誌(blog)是目前

少數還能夠看見「評論」的管道。 

    對於這樣的情況，樂評人小樹認為發表管道的缺乏是一個重要因素，台灣的

音樂文字刊物始終相當缺乏，甚至從未出現任何一份僅專注於華語音樂的刊物，

而綜合性的報紙等刊物也不注重真正的音樂文字，佔據版面的多是藝人的各種花

邊新聞，雖然有一些時尚雜誌提供零星的音樂版面，但內容大多是服務唱片公司

的文字。音樂文字寫手與唱片公司的關係太緊密，再加上缺乏具有公信力的媒

體，因此無法出現真正的音樂評論文字。樂評人小樹表示： 

    『因為所有寫音樂文字的人都仰賴唱片公司，就像台灣也沒有影評，沒有人

敢寫那部電影不好，因為你寫不好下次你就沒有電影可以看，因為所有人都離這

些東西⋯靠得太近了，沒有一個大的媒體擋住，假如我今天是 New York Times，

我可以擋住這些東西，比方說我就算給你的電影一顆星，你下次還是得請我們家

的影評人去看電影⋯可是台灣沒有這樣的媒體，也沒有足夠的發表空間⋯』(小

樹，2005.12.01) 

四、小結 

    在廠牌的實際運作中，不同身分的參與者間產生了不同程度與內容的互動關

係。廠牌與樂團間的互動是由私人關係延展至工作上的合作關係。在唱片發行工

作方面的互動是以「夥伴」的方式合作，另外並有部分樂團成員同時任職於小白

兔橘子唱片，兩者間的互動頻繁而緊密。然而隨著小白兔橘子唱片經營模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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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由早期的「社團」型態逐漸轉變為正式的商業公司，雙方也面臨角色及理念

上的衝突與調適。另外，廠牌也與音樂展演空間具有合作關係，合作範圍包括實

際經營空間、活動舉辦與刊物發行等。 

    相較於廠牌、樂團與展演空間等產製者之間的關係，產製者與消費者之間的

互動頻率就比較低，關係強度也比較弱。廠牌與消費者的互動主要是透過網路和

小白兔門市，小白兔橘子唱片所成立的「小白兔森林小學」網站，曾是其成功經

營的網路社群，廠牌、樂團與消費者可透過該介面進行互動。而樂團與消費者間

的互動管道主要是網路和現場表演，但雙方都沒有積極的互動態度，整體互動狀

況並不熱烈，兩者間的連帶並非建立在樂團的「人」，而是「音樂」本身。 

    樂評人與產製者及消費者之間的關係都是疏離的。樂評人與產製者之間，僅

在側標文字上曾有過合作機會，而樂評人與消費者之間甚至不存在雙向的互動關

係，僅止於消費者對樂評人所書寫之音樂文字的單向接收。而對於台灣的音樂評

論文字，每一種類型的參與者都認為台灣缺乏真正的樂評和樂評人，樂評發表管

道的缺乏，導致樂評缺乏的情況難以改善。 

第五節  對獨立廠牌及獨立音樂的看法與態度 

一、「獨立廠牌」的獨立性 

    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而言，除了五大40跨國唱片公司之外，世界

上大部分的廠牌都是獨立廠牌。若以個別區域來看，每個區域會有屬於該區域的

主流廠牌，例如台灣地區的滾石唱片公司、艾迴唱片公司等，但這些區域性的主

流廠牌若放在全球的視野下來看，其實仍然是獨立廠牌。 

    作為一個獨立廠牌的經營者，KK認為，獨立與否只是一種比較下的分類。

由於數位錄音技術的發展，錄音成本大幅降低，使得獨立的小型廠牌可以較低的

                                                 
40主要跨國唱片集團經多次合併，由早期的「六大」轉變「五大」，再轉變為目前的「四大」，此

處因訪談對象之談話內容為「五大跨國唱片公司」，故表示方式以實際訪談內容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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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銷售量維持廠牌的營運，而相對於此，主流的大型唱片公司在商業操作上

的規模則是比獨立廠牌來得龐大許多。然而，即使獨立與主流廠牌在公司與營運

規模上存在著差異，但他們所進行的各種行銷與宣傳策略同樣都是為了得到商業

利益，因此兩者在這個目標上其實是相同的。 

    雖然認為獨立與主流廠牌同樣都是商業導向的公司，但 KK仍談到獨立廠牌

不同於主流公司的特點，即是能專注於唱片的本質─音樂，不用太多其他非音樂

的包裝來宣傳產品。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 KK表示： 

    『獨立廠牌的話就是比較會去保留事情原來的樣貌，然後去嘗試很直接地把

這些東西帶給每個人⋯』(KK，2005.09.22)  

    她認為，獨立音樂產業是靠音樂起家的，它的核心是以文化為基礎，而並非

凡事皆以商業考量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身在其中的音樂唱作人才能夠唱自己想

唱的歌而不受到廠牌或他人的干預與控制。相對於此，主流的流行音樂產業則比

較像是一個娛樂事業，唱片公司獲得利潤的方法是以大筆宣傳經費塑造出藝人的

知名度，然後再為藝人尋求商品代言的機會，以藝人經紀的方式來賺錢，這樣的

行銷方式其實與音樂本身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則認為，獨立廠牌與大型跨國唱片公司的運作邏輯不

同，獨立廠牌是因為認為那樣的音樂是有趣的、好玩的，所以才想要發行這些唱

片，他們以較低成本的方式發行，設法回收成本甚至獲得一些利潤以維持廠牌的

營運，不是以賺錢為唯一的目的。 

二、「獨立音樂」的獨立性 

    在音樂的本質方面，獨立音樂唱作人和樂迷們對何謂獨立音樂的看法大致是

相符的，其中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做自己想做的」，認為之所以能被視為「獨立」

音樂，是因為這樣的音樂是它們的創作者自己真的認為有趣、真正想要表達的東

西，而不是基於商業利益的考量才被製作出來的音樂，也不是由消費大眾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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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決定音樂的內容與樣貌。薄荷葉樂團鼓手鄭凱同表示： 

    『自己作決定，然後自己可以決定⋯什麼是你想要的，什麼是你不想要的⋯

自己的想法都可以充分地表達出來。』(鄭凱同，2005.07.26) 

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消費者惠純也表示： 

    『我覺得獨立音樂就是一種精神，就是說你能夠不去顧慮市場樂迷能不能接

受這樣的音樂，可是你就是盡全力地去發揮，在音樂上，我覺得這樣就可以算獨

立音樂了⋯』(惠純，2005.09.04) 

    再者，「不一樣」也是獨立樂迷心目中的獨立音樂所具有的特色之一，認為

獨立音樂的實際題材、表現方式與主流音樂不同，例如會有關懷原住民的作品，

也會有偏離「模範兒童」、「健康形象」的作品，取材較主流音樂廣泛多樣，聽起

來也比主流音樂更有新鮮感與變化性，『一些主流作品聽到後來怎麼聽都是那個

樣子⋯雖然說這是一首新歌，但是你聽起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熟悉度⋯』(楊

裕仁，2005.08.20)。另外，也有樂迷對於「不一樣」的看法是「跟別人不一樣」，

認為獨立音樂唱作者是希望能做出與別人的東西有區別的音樂。但是在這個看法

上，獨立音樂唱作者本身的想法卻與樂迷不盡相同，妮波寺樂團貝斯手 KK 便表

示： 

    『我覺得跟別人一樣很難避免⋯因為你根本不知道別人在做什麼，所以可能

主要在避免的東西是自我複製⋯』(KK，2005.09.21) 

對他們而言，所謂的「不一樣」是著眼於自己作品上的變化，而不是標榜要和別

人的作品不一樣。 

三、小結 

    對於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製者而言，所謂「獨立廠牌」雖然只是與主流的大

型跨國唱片公司對照之下的分類，但仍提出了獨立廠牌的特點：基於對音樂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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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而發行專輯，關注於唱片的本質─音樂，不在宣傳上使用太多非音樂的包裝。

對於獨立音樂唱作人和樂迷而言，所謂「獨立音樂」就是能夠「做自己想做的」，

而不是僅基於商業考量而製作，並且做出「不一樣」的音樂，題材與表現方式與

主流音樂不一樣、與其他作品不一樣，或是與自己過去的作品不一樣。「不一樣」

的音樂，便是獨立音樂唱作者與廠牌相對於主流的一個優勢(Garofalo, 1987)，他

們發掘、生產新的、與過去不同的音樂─「不一樣」的音樂，這是「獨立性」的

特色，也是獨立音樂商品的生存優勢與市場利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