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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貢獻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題為獨立唱片廠牌─小白兔橘子唱片之實際運作情況，及其音樂產

品由生產到消費的過程，由四類不同身分參與者的實作層次與意識層次觀點切

入，包括獨立唱片廠牌經營者、獨立音樂唱作者、獨立音樂產品消費者以及樂評

人。在本章中，我將分別從實作層次及意識層次，就研究所得進行綜合性的整理

與討論。 

一、實作層次：獨立廠牌及音樂之產製與消費 

    小白兔橘子唱片在 2000 年以「唱片行」的型態開始營運，於 2002 年正式成

為一個獨立唱片廠牌，目前的經營項目包括本地唱片的發行、國外唱片的進口以

及國外唱片的代理發行等三個主要類目；其中，國外唱片的代理發行因收益較

高，可說是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經營重心。然而本地唱片的發行收益不佳、發

行量少，廠牌方面未來希望僅擔負專輯銷售部分的通路鋪貨業務，專輯製作方面

則由樂團或唱作人自行完成，以降低本地唱片發行的成本與風險。 

    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人事編制仍相當精簡，廠牌與門市兩個經營系統合計

僅四名全職員工，負責人本身並且身兼廠牌之企劃與會計，擔負了大部分的廠牌

營運核心事務，僅將部分細節的執行以按件計酬方式外包作業，如專輯的美編、

影像部分，因此無論在規劃決策或實際執行上，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整體營運都是

以其負責人為中心。 

    此外，廠牌成立初期以類似社團的形式營運，不僅減少營運成本，增加廠牌

生存機會，也形成廠牌內部的扁平組織結構。從創立到後續的經營，廠牌與獨立

音樂圈的深厚關係是小白兔橘子唱片的重要依存脈絡，廠牌負責人既有的社會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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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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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其人脈與資源也不斷累積增加，支持了廠牌格局的擴展。這種以私人關係為

基礎所建立的扁平組織，一方面使廠牌與樂團之間的互動較為緊密，有利於兩者

之間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在廠牌邁向正式化與專業分工的過程中，會導致廠牌

本身面臨某種程度的挑戰，包括企宣人力不足，缺乏專職宣傳人員，以及部分員

工調適不良，心態無法順利由過去的非正式私人關係調整為正式的僱傭關係等問

題。此外，小白兔橘子唱片也一直與獨立音樂圈相關的個人或組織維持著共生的

關係，例如與其發行的樂團成員同時具有合作伙伴與廠牌員工的密切關係，並與

live house在經營空間與音樂相關活動上有相當頻繁的合作。 

    本研究將小白兔橘子唱片目前的實際運作狀況，分別以產製面、消費面及互

動面三個面向來討論。 

(一) 產製面 

    在產製面上，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本地樂團專輯產製流程主要可分為創作、製

造、企宣及銷售等四個部份。音樂產品最基本的元素來自音樂的創作，音樂內容

的創作包括作詞、作曲和編曲三個部份，這部份完全由樂團成員完成，各個樂團

雖有其相異的創作方式、理念與內容，但這些創作都是出自樂團本身，是他們自

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並且不希望自己的作品侷限於某一種類型，不會以某種特定

的「風格」來包裝自己。當作品進入商業製作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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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團對自己的音樂作品內容有相當高的自主性。 

    音樂內容的創作完成後，即進入商品製造程序，其中包括音樂製造和實體製

造兩個階段。商品製造的合作對象主要由廠牌方面接洽，小白兔橘子唱片在這兩

個階段都是以與外部合作的方式與負責各階段製造的組織單位合作。音樂製造階

段主要進行的是錄音、混音和後製三個程序，目前都有固定的合作夥伴。在選擇

音樂製造的合作夥伴時，對方與自己對聲音表現的看法、理念是否契合，是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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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橘子唱片的考量重點。而實體製造階段主要進行的則是封面與內頁的設計、印

刷、光碟壓製與包裝等步驟，這部份的合作對象較不固定，主要包括印刷廠及壓

片廠，廠牌方面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考量的是廠商所生產之製造物的品質是否符合

自己的要求。雖然商品製造過程的合作對象是由廠牌主導，但製造物的實際內容

其實仍是以樂團自己的想法為主，如聲音的表現方式、唱片封面的設計等，都是

由樂團自己決定或直接與合作對象溝通進行，樂團的「創作」並未在進入商品製

造程序時受到刪改或非出於樂團意願的包裝。 

    在商品進入製造程序的同時，唱片宣傳的企劃也開始進行。小白兔橘子唱片

在宣傳的企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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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走向以及企宣方式的想法，廠牌與樂團一同討論專輯的宣傳方式，決定作法

之後再由廠牌方面負責細節部份的執行。在商品製造完成後，宣傳與銷售相繼展

開，小白兔橘子唱片所使用的具體宣傳方式包括文宣品、表演活動、通路宣傳、

媒體宣傳以及網路宣傳等五個種類，小白兔橘子唱片一般在一張專輯上的宣傳經

費約七、八萬，而企劃與宣傳人員都是由負責人本身兼任。受到經費與人力限制

的影響，小白兔橘子唱片一直以來最為倚重的宣傳管道就是網路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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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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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了網路宣傳的功效。相較於網路的宣

傳，小白兔橘子唱片在媒體宣傳方面的使用率與曝光機會則相當低，與一般主流

唱片公司在各大媒體上花費大筆宣傳經費以增加藝人曝光率的作法不同。 

    在商品產製末端的銷售程序上，小白兔橘子唱片的零售通路包括實體銷售通

路、虛擬銷售通路以及海外銷售通路。小白兔橘子唱片初期的實體銷售通路大部

分是非連鎖性的店家或展售較多非主流音樂商品的唱片行，而目前則已擴展到全

台灣各地的連鎖唱片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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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這樣的大眾通路可以提高產品的能見度，因此對小白兔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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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在這些連鎖通路鋪貨，宣傳的意義大於銷售的成效。至於實際的銷售情況，

還是在展售較多非主流音樂商品的通路(如誠品音樂館)較佳，而這類通路與大型

連鎖唱片行(如玫瑰、大眾)相較之下仍是較為小眾的通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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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網路的銷售狀況卻遠

不及實體通路；目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發行專輯已在「博客來網路書店」的線

上訂購上架銷售，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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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通路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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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郵購通路，但基於自身經營零售通路的經驗，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認

為「主動」向海外尋求銷售通路並不容易獲得對方的青睞，再加上自己所發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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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白兔橘子唱

片目前沒有特別積極拓展海外通路的計畫。 

    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的音樂商品產製過程中，唱作者的參與程度與自主性都相

當高，產製者的「思考」與「執行」並未被區隔切割，是泰勒主義技術貶抑生產

模式(Braverman, 1974)的明顯對照。而其音樂商品的文化創作部份皆出自唱作者

本身，他們以手工業的方式創作出各自獨特的作品，在後續的複製量產上才進入

工業化階段，我們可以由此發現，在文化商品的產製過程中，文化的原始生產部

門是無法工業化的(林芳玫，1994)。另外，本研究之個案情況也與 Negus(1998)

所提出的「工業製造文化」、「文化製造工業」的相互影響觀點相符，一方面，小

白兔橘子唱片是一個製造文化產品的商業公司，其產製過程中包含了種種將文化

商品化的機制，但另一方面，由於其產品內容出自唱作者的創作，而唱作者及其

作品所涵藏的各種文化質素，都形塑了廠牌的文化模式及其音樂產品的產製方

式，以文化製造了工業。 

    獨立音樂商品的產製不同於主流的特色，主要表現在組織結構、產製模式及

流通方式上(Rowe, 1995)。在組織結構上，Rowe(1995)認為，獨立音樂偏向專門



 89

性的公司，並非如主流唱片般，其音樂產製部門常只是大型娛樂集團中的一個分

支，本研究個案的情形支持上述的觀點，小白兔橘子唱片是一個專門性的音樂公

司，其經營項目完全是音樂產品的產製、代理與發行，並不是大型集團中的分支

部門。其次，在產製規模上，如 Rowe(1995)的看法，認為獨立音樂採用小量生

產的產製方式，經營開支也較低，小白兔橘子唱片的本地樂團專輯，每張專輯發

行量約為 2000張，且其錄音、後製及企宣費用也較主流唱片來得低許多，此便

是採用小量生產並壓低產製費用的方式，降低其經營的生存門檻。在流通方式

上，如 Ryan and Peterson(1993)、Hull(2000)及黃皓傑(2003)的看法，小型廠牌缺

乏如主流大廠所擁有的雄厚資本，較不容易進入全國性及國際性的銷售通路，小

白兔橘子唱片早期的銷售通路便僅止於區域性或獨立的商家，主要依賴另類的宣

傳與配銷系統，主流的大型連鎖通路則是經歷了長期的努力才成功拓展。 

(二) 消費面 

    唱片產製完成後即進入消費市場，消費者經由各種管道接收產製者所發布的

宣傳訊息，經由一些參考依據以決定是否付費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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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網際

網路這個新興媒體最為重要，是樂迷們最常使用且能夠提供最多資訊的管道，相

對的，主流大眾媒體則不是獨立音樂樂迷的資訊來源。對照於產製者所使用的宣

傳管道，可以發現兩者的狀況是有直接關聯的，由於主流媒體並不是產製者方面

的主要宣傳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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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的使用與曝光機會上，獨立音樂產製者與消費者所倚賴的並

不是主流大眾媒體，而是具有去中心化性格的網路媒體。 

    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方式首先是依賴實體店面或網路的歌曲試聽，若無法試聽

則參考該專輯之側標介紹或他人的聆聽心得，另外，消費者本身對於發行該專輯

之廠牌的印象也可能成為購買與否的參考依據，也有部分消費者是基於對「獨立

音樂廠牌」的支持而決定付費購買。在這些決策方式中以歌曲的試聽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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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聽覺判斷「好聽」與否，並進而決定是否購買，其決策基礎是自身從產

品中所體驗的價值與情感，屬於體驗性決策與愉悅性消費(Holbrook & Hirschman, 

1982)。 

    而在唱片的消費之外，獨立音樂的聽眾們也會購買廠牌或樂團的週邊商品，

而這些已經是「音樂」以外的商品，在此，獨立音樂產製者的商業手法與主流唱

片公司無異。消費者在購買這些週邊商品時，注重的是附加於商品的廠牌/樂團

之象徵意義與價值，而不完全是物品本身的使用價值，這是符號性消費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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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費者對廠牌

的觀感與其消費意願、頻率有一定程度的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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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類型的消費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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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小白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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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降低其消費意願，對於廠牌所發行之唱片的信心也較低。整體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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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面 

    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廠牌整體運作上，主要由廠牌、樂團、消費者及樂評人

等四種身分的參與者交織為一互動網絡，另外在產製者方面，音樂展演空間也與

此網絡有連結。 

    產製者，即廠牌、樂團與展演空間之間的互動是較為緊密的，互動關係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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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為中心，分別與樂團及展演空間在工作方面有頻繁的合作，廠牌與樂團之間並

且具有私人的互動關係。小白兔橘子唱片與樂團的互動，主要是由私人關係逐漸

延展至工作上的合作關係。在工作上，兩者之間是合作夥伴，而不是上對下的、

廠牌是老闆的工作方式，從唱片製作費用的支付到實際製作流程的進行，兩者之

間都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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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樂團的自主性是比主流

公司中的藝人高出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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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雖然廠牌與樂團之間在私人與工作上的互動都十分密

切，但隨著工作關係的出現，兩者的角色也產生轉變，當小白兔橘子唱片正式進

入「營利」的狀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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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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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製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頻率較低，關係強度也較弱。消費者與廠牌間的

互動管道主要是網際網路和小白兔門市。小白兔橘子唱片曾成功經營出一個以廠

牌為依據而產生的網路社群，其中的參與者包括廠牌、樂團以及消費者，但在該

社群網站因故關站後，目前還無法提出實際的社群經營方式。在樂團與樂迷的互

動方面，主要互動管道是網際網路或現場表演，但整體的互動頻率並不高，情況

也不很熱絡，樂團並沒有特別積極於經營屬於自己樂團的樂迷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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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團與其樂迷之間的連帶是建立

在「音樂」本身，並非以樂團的「人」為其間的主要連帶依據。 

    相較於產製者之間及產製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樂評人不論與產製者或消

費者的關係都是疏離的。廠牌、樂團與樂評人的合作僅止於專輯的側標文字，除

此之外，其他的合作與互動大都是基於該樂評人在樂評之外的身分而產生。而樂

評人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是四類主要參與者的互動之中最弱的，僅止於消費者閱

讀樂評人之音樂文字的單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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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產製到消費：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獨立音樂產品 

    從本研究個案的討論中可以發現，獨立音樂的產製具有低資本與高自主性的

特色。獨立音樂廠牌的經營規模較小，廠牌資本也遠不及跨國唱片公司，在資金

並不充裕的情況下，獨立廠牌的營運便高度地倚賴人力資源與相關人脈，廠牌經

營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因此成為廠牌成立與存續的重要助力；而低資本的經營方

式也反映在實際的產製過程中，在相關合作對象(如後製公司)的選擇上產生一些

限制，且在宣傳管道的使用上有更顯著的影響，由於資金上的限制，獨立廠牌多

半選擇小眾媒體作為宣傳管道，在主流大眾媒體上的曝光機會非常有限，而宣傳

管道的選擇也向後延伸而影響了消費者的資訊來源與互動管道，連帶的也同樣以

小眾媒體作為主要媒介。再者，相較於主流音樂而言，獨立音樂的唱作人與消費

者的自主性是比較高的，在獨立音樂產品的產製過程中，從創作、製造到宣傳，

獨立音樂唱作人或可全權決定或可參與討論，對於產品與宣傳活動的展現方式有

相當高的自主性，但相對而言也必須更為自立，無法在所有環節上都依賴廠牌來

處理。獨立音樂的消費者在消費資訊的取得方式上是較為積極主動的，而不是被

動地依賴較容易取得的主流媒體資訊。高自主性的特色顯現了獨立音樂的「獨立」

性格，而小規模的經營則挑戰了資本密集的主流音樂產製方式，但如何面對資金

問題在經營上所帶來的限制與困境，是獨立音樂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 

二、意識層次：「獨立性」的探討 

(一) 對獨立廠牌及獨立音樂的看法與態度 

    何謂「獨立廠牌」？對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產製者而言，除了五大41跨國唱片

公司之外，世界上大部分的廠牌都是獨立廠牌，獨立與否只是一種比較下的分

類，相較於主流的大型唱片公司，獨立的小型廠牌是以較低的成本及銷售量維持

廠牌的營運，但兩者在獲得商業利益這個目標上仍是相同的；不過，獨立廠牌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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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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異於主流公司的特點，獨立廠牌發行一張唱片的出發點是基於對音樂的喜

愛與欣賞，他們所關注的是唱片的本質─音樂，不會用太多其他非音樂的包裝來

宣傳產品。 

    何謂「獨立音樂」？獨立音樂唱作人和樂迷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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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音樂是它們的創作者自己認為有趣、

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而不是基於商業利益的考量所製作的，也不是由消費大眾

的口味來決定音樂的內容與樣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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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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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獨立音樂唱作者本身則認為所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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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獨立性的實踐 

1. 「獨立廠牌」的實踐 

    負責人 KK對於獨立廠牌的想法，也可以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經營理念與實

際營運上看見；從決定發行哪些專輯到實際的行銷方式，都是由「音樂」這個最

核心的本質出發。 

    把喜歡的音樂介紹給更多人，是 KK經營廠牌的目的之一，從最初引進的第

一個進口廠牌「Acuarela」到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台灣樂團壞女兒、薄荷葉

的專輯，都是負責人 KK本身喜歡的音樂，因此也才會決定進口或發行這些唱

片。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之所以會發行蘿蔔系列合輯，其中一個原因具有一定

的理想性，由於看到市面上的合輯大多是收錄一些已經成名的藝人或樂團的作

品，很多雖然沒有名氣卻很用心在玩團做音樂的樂團沒有太多機會錄製自己的作

品，因此興起了邀集新興樂團參與合輯的想法，而藉由蘿蔔合輯的發行，也確實

讓許多樂迷接觸到一些原本相當不熟悉的樂團或唱作者，達到了推廣新興樂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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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而在實際的行銷與企宣方面，小白兔橘子唱片的宣傳也都著重在音樂本身的

介紹與推薦上，例如撰寫文字介紹、在網路與店面提供歌曲試聽、舉辦現場表演

活動等；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與樂團合作的方式是簽訂唱片約而不是經紀約，

因此也不會有如主流公司般透過藝人經紀賺取代言費用的行銷方式出現。 

    鄭凱同(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獨立」與「主流」之間最明顯的差異，主

要表現在文化創新的可能性上。在本文的個案研究中，小白兔橘子唱片負責人認

為獨立廠牌較之主流唱片公司而言，是更專注於唱片的本質─音樂，也就是專注

於商品的文化本質。而在小白兔橘子唱片的音樂產品產製過程方式上，音樂創作

者的自主性相當高，而創作者本身也以「不一樣」的音樂創作為目標，拒絕不斷

地自我複製，並且不以某種特定的風格侷限自身的音樂樣貌，此可謂追求音樂「創

新」的表現，即追求商品之文化價值上的創新。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的經營與

發行規模較主流公司來得小許多，音樂產品的製作成本比較低，如此一來，銷售

上的壓力也比較小，可以較低的銷售量攤提其製作成本。因此，獨立音樂產品產

製者雖然也必須面對商業市場的考驗，但他們可以較低門檻的銷售量為生存低

限，可以「小眾市場」而非「大眾市場」作為其目標市場。若能受到某種類型之

「小眾」口味的青睞，獨立音樂產品就有生存的可能，在銷售目標要求較低的狀

況下，創作者面對的商業壓力相對較低，因此獨立音樂產品產製者在音樂文化上

創新的可能性相對而言自然是比較高的。 

2. 「獨立音樂」的實踐 

    在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台灣獨立樂團作品與相關活動上，可以發現一些

獨立樂團與樂迷關於獨立音樂想法的落實情形。 

    妮波寺、壞女兒和薄荷葉這三個樂團的作品都是直接出自樂團成員的創作，

詞、曲及編曲皆經由團員本身的個人或集體創作而完成，內容就是樂團本身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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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東西，如妮波寺樂團貝斯手 KK所言，妮波寺的作品表達的就只是團員們

的主觀概念，而不是以讓別人注意到自己作為創作的出發點；而樂團所創作的內

容也不會受到廠牌方面的干預，如薄荷葉樂團主唱林倩表示： 

    『我們就是製作人，所以我們決定所有的東西，錄音師跟小白兔，可能 KK

他們只是會給一些建議或參考，最後決定權還是在於我們自己。』(林倩，

2005.07.22) 

    除了音樂內容的創作外，當音樂進入商品製作與行銷過程時，樂團團員還是

可以在許多環節上依照自己的想法來進行。如妮波寺樂團的作品是在團員小花所

開設的「Noiz 錄音室」錄製，錄音師就是同為妮波寺樂團吉他手的小花，因此

錄製的方式也是依照團員本身對於聲音的想法來進行，而另外兩個樂團在與

「Noiz 錄音室」合作時，也是以樂團本身的想法為主。而在唱片包裝的設計上，

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台灣樂團專輯封面都是由樂團本身主導，或由團員自己

親手繪製，或邀請團員本身喜愛的藝術家代為設計。另外，在宣傳方面，也是以

樂團本身的想法來策劃，例如「的士房間」專輯的首賣活動，就是樂團方面先提

出自己的構想，然後再與廠牌討論後定案執行，而首賣的表演舞台也是團員本身

所設計製作的。 

    然而，並不是所有的情況都可以完全依照樂團本身最原初的意願來進行。由

台北之音廣播公司發行的合輯「FC5-118」42中收錄了一首壞女兒樂團的歌曲，樂

團原本創作的是一首前奏約 1分 46秒的歌曲，這樣的前奏長度比一般主流流行

歌曲來得長許多，由於發行公司預計在自家經營的以播放主流流行歌曲為主的商

業電台頻道大量播放，因此認為聽眾對這樣的歌曲接受度不高，便與樂團協調前

奏長度的問題，經樂團方面修改後，最後收錄的歌曲前奏刪減為 46秒。另外，

小白兔橘子唱片在「的士房間」專輯發行時為薄荷葉樂團接洽了「誠品書店」的

                                                 
42 Hitoradio開站紀念盤，為慶祝由 Hit FM 聯播網與台北之音兩家廣播電台合作成立的音樂網站

開站所發行之合輯，收錄 18組獨立唱作人作品，2005 年 6月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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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演出機會，但樂團成員對這個表演空間的場地與設備並不滿意43，對其風格、

形象也不認同，因此原本的表演意願不高，但後來考慮到宣傳的效果以及通路的

擴展44，因此還是完成了多場的巡迴演出；在音樂成為商品的產製過程中，終究

還是存在著創作者基於宣傳或銷售效益的考量而做出的妥協。 

    鄭凱同(2005)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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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個案情況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整個獨立音樂商品的產製過程

中，創作者作為產製者而言，其自主性是相當高的，但當產製過程進入與音樂工

業、甚至「娛樂工業」關係較深的「宣傳」階段，或是當獨立音樂創作者與主流

媒體合作時，商業的考量與限制仍是無法避免，而產製者本身的能動性也受到一

定程度的挑戰。在推展這些具有創新性格的音樂商品時，即使生產者本身的行動

是關鍵因素，但整個環境所加諸的限制也絕對不可忽視，如何在既有環境的各種

利害條件下保有行動者的能動性與自主性，是獨立音樂產製者在進入商業市場時

所必須面對的考驗。 

三、全球化時代的台灣獨立廠牌 

    Burnett(1996)以核心與邊陲的關係來描繪國際音樂工業的組成，認為居於核

心位置的全球性跨國娛樂工業，以及處於邊陲的地方性音樂活動，兩者之間正逐

漸由競爭的關係轉變為合作的關係，以「共棲」的型態存在，各自擁有相異的生

存利基，並且能夠互利合作：跨國大企業由小公司得到創新的產品，而小公司則

可與大企業簽訂發行與行銷合約。在本研究個案中，相對於跨國性的大型集團而

言，小白兔橘子唱片作為一個地方性的小型廠牌，在這個關係中處於邊陲位置：

在經營策略上，一方面廠牌所發行或販賣的產品，絕大多數帶有小眾/非主流的

                                                 
43 誠品系列巡迴部份場次在書店的室內空間表演，並非專門提供樂團表演的場地，表演時必須

大幅降低音量，再加上該場地設備不足，因此樂團無法採用平時慣用的編制與表演方式，其中一

個場次還必須自備所有的表演器材。 
44 誠品方面會將各參與演出的樂團專輯在誠品書店門市上架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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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或帶給聽眾這樣的印象。另一方面，經營者所設定的主要目標消費群是小

眾/非主流音樂愛好者，而不是僅以主流媒體作為其唯一資訊來源的主流音樂聽

眾。獨立廠牌與跨國唱片集團分別擁有其不同的生存利基，兩者同時存在於台灣

的音樂市場中。不過，小白兔橘子唱片至今並未發展出與大公司之間的實質合作

關係，小白兔橘子唱片一手包辦由唱片製作到發行、宣傳與銷售的所有業務流

程，並未將唱片交由大公司發行或進行行銷操作。在此，「邊陲」與「核心」之

間並沒有出現合作關係，與 Burnett所提出的「共棲」型態不盡相符。但是，小

白兔橘子在唱片的進口及代理上，與英美語系國家的獨立樂團或廠牌已發展出合

作關係，可說是「邊陲的邊陲」(台灣獨立廠牌)與「核心的邊陲」(英美語系國家

獨立廠牌)45之間的合作，另外，小白兔橘子唱片所發行的「Rico」樂團專輯，則

是台灣獨立廠牌與日本獨立樂團兩者之間的合作成品，此可謂兩個「邊陲的邊陲」

46之間的合作。從這樣的關係上看來，邊陲之間的合作關係，較邊陲與核心之間

的合作關係有更大的發展機會，這也許是一股與核心抗衡之嶄新力量的可能性。 

    小白兔橘子唱片作為一個本地獨立廠牌，雖然擁有與跨國集團有所區隔的獨

特利基，能夠在日漸萎縮的台灣唱片市場中生存，但若細究其實際經營項目之比

重，卻可以發現如 Negus(1992)所指出的「不均衡的」運作型態：英美語系音樂

產品的輸入，仍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最為倚重的經營項目。相較之下，本地製作的

華語音樂產品，不僅輸出十分有限，甚至在本地市場中也沒有很好的銷售情況。

對台灣的獨立音樂產業而言，如何活絡「本地音樂產品」的發展，而不只是存在

著「本地廠牌」，需要各方參與者及政府機構更多的投入與努力。 

    雖然英美語系音樂產品的輸入是小白兔橘子唱片最倚重的經營項目，如

Ho(2003)所言，本地聽眾受到英語系作品的影響是比其他形式更甚，但小白兔橘

                                                 
45以全球視野而言，台灣處於邊陲位置，英美語系國家處於較為核心的位置，而就區域性而論，

獨立廠牌與樂團則又處於該區域中的邊陲位置，因此謂台灣獨立廠牌為「邊陲的邊陲」，而英美

語系國家獨立廠牌則為「核心的邊陲」。 
46以全球視野而言，台灣、日本皆處於邊陲位置，而就區域性而論，獨立廠牌與樂團則又處於該

區域中的邊陲位置，因此謂台灣獨立廠牌與日本獨立樂團兩者皆為「邊陲的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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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唱片也曾發行一張在台灣本地製作的日本樂團專輯，雖然在數量上與英美語系

產品的輸入相差甚鉅，但卻已並非是全然單一文化的單向輸入，並且是以「台灣

廠牌」與「日本樂團」共同製作的方式合作，而不僅只是單純的進口或代理。即

使目前仍僅限於兩個「邊陲的邊陲」之間的合作(台灣獨立廠牌與日本獨立樂

團)，但也許我們可以期盼這個小規模合作的例子，可以促發未來更深更廣的音

樂文化交流，使Wallis and Malm(1990)所提出的「跨文化」景觀成為一個可見的

期待。 

第二節  研究貢獻 

1. 在現有文獻中，關於音樂產品的研究多著重於主流流行音樂工業的描述與探

討，「非主流」或「獨立」音樂產品實際產製情形的研究數量相當少，或已為

多年前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可在此面向上提供較深入，且較符合當前狀況的

瞭解。 

2. 目前已完成的相關研究，大部分著重在產製者，尤其是經營者的觀點，本研

究能夠在產製者方面補充唱作者的觀點，另外也加入消費者以及樂評人的觀

點。由於獨立音樂廠牌的運作不僅要依靠經營者的維持，唱作者更是唱片能

夠完成的靈魂人物，而若沒有消費者，廠牌便無法生存，另外，樂評人的觀

點與台灣目前的音樂文字發展狀況也相當值得觀察，本研究在一個個案的研

究中同時探討四類參與者的觀點與行為，可使相關研究之討論更為全面。 

3. 本研究結合實作層次與意識層次的探討，一方面討論其實際運作方式，另一

方面，透過對各類型參與者關於獨立音樂廠牌、產品之想法的瞭解，更能看

見市場利基何在，因此可提供獨立音樂產業作為經營行銷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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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台灣獨立音樂廠牌的實際運作過程，在研究進行過程中

曾面臨一些困難與限制，以下分述並提出建議。 

    首先，本研究之資料收集方式為深度訪談與相關實物、文件資料收集，研究

本身無法獲得相關的大量數據資料，而過去的文件或研究中，台灣獨立音樂的統

計資料如廠牌產值、實際銷售量等，也都十分缺乏，因此在研究進行過程中無法

以確切的統計數據相互對照。產業或廠牌在商業方面的大規模統計資料，可能必

須依賴政府單位或相關組織來進行，但仍建議後續研究可以量化研究的調查方法

進行，對於獨立樂團、廠牌等進行涵蓋面更廣的調查研究，如此可有助於建立台

灣獨立音樂發展情況的巨觀瞭解。 

    再者，本研究僅選定一個台灣獨立音樂廠牌及其相關參與者作為個案研究對

象，這樣的資料收集方式本身即對研究發現設下限制。由於目前的台灣音樂市場

中，非跨國唱片公司的獨立廠牌並不在少數，近幾年更有持續增加的趨勢，而且

目前在音樂市場中的各個獨立廠牌皆有其各自相異的產品類型與廠牌風格，背後

自有其不同的經營模式與互動情形，由於本研究僅選定其中一個廠牌與其相關參

與者作為研究對象，無法深入了解其他廠牌的實際運作情形，因此建議後續的相

關研究可選定多個廠牌為研究對象，如此可以瞭解各廠牌的運作方式，並可做深

入的對照與比較。 

    另外，本研究是以獨立音樂「廠牌」作為研究的中心對象，但一個廠牌的經

營其實是鑲嵌在整個獨立音樂產業的運作脈絡中，本研究因研究主題與研究者能

力的限制，因此對獨立音樂產業中的其他類型產製者較為忽略，如音樂展演空間

經營者、音樂展演活動策展人等，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致力於獨立音樂產業中，

「廠牌」之外的產製者與各相關產製活動的研究，如獨立音樂展演空間的經營、

獨立音樂展演活動的籌畫與進行等，如此可描繪出更為全面性的獨立音樂產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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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