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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流行音樂工業 

隨著全球五大唱片陸續進駐國內市場卡位，各據山頭態勢底定，國內的學位

論文在 1990 年代，特別是末期，出現了分析或批判流行音樂工業產製及全球化

運作的熱潮。 

「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的歷史分析 1980-1998」（劉世鼎，1999）以政治經

濟學的觀點，批判跨國唱片公司的文化帝國主義入侵，以及以智慧財產權作為壟

斷及剝削第三世界的工具。 

另有如「台灣唱片事業國際化之研究」（池祥蓁，1993）、「臺灣流行音樂產

製之研究」（林怡伶，1995）、「台灣唱片業競爭策略之研究」（朱珮瑛，1997）、「全

球與本土：臺灣流行音樂工業的演變」（葉淑明，1998）、「台灣流行音樂的全球

化歷程與本土性轉變」(丁寶山，1998)、「當代台灣音樂工業產銷結構分析」（林

欣宜，1999）、「環境與組織因素對產品多樣性的影響 - 以台灣地區國語流行音

樂市場為例」（王珮華，1999）等等，以主流 (major) 音樂及廠牌為分析對象，

來探討流行音樂工業的問題。 

1970 年代的世界各地，由於跨國唱片公司已經佔據各大小國家大部分的市

場，小國家既是邊緣口味的消費市場，又是邊綠文化內容的提供者，在大吃小的

原則下，大者恆大，小公司紛紛倒閉，因而在地 (尤是是小國家) 紛起反動。以

瑞典為首的一項「小國家的音樂工業」( music industry in small country, MISC) 研

究計畫 (Walis & Malm，1984)，在全球 12個小國家展開。採樣以五大洲平衡為

標準：加勒比海域— 牙買加、千里達；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非洲— 坦尚尼亞、

肯亞；亞洲— 斯里蘭卡；北歐— 瑞典、芬蘭、丹麥、挪威；南美— 智利；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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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研究結果發現，在地的力量不容小覷。小公司雖然被大公司兼併無法生

存，許多音樂工作者開始做起製作公司 (production house) 或錄音室，使得這樣

的組織異常蓬勃，原因有二：(1)認同危機；(2)科技的發展。在地的不同文化不

願被同質的音樂產品淹沒，因而產生了認同危機，欲保護自己的文化；傳播科技

的發展，使得音樂傳播的普及率提高，更能吸收消費不同文化音樂的人口。 

「全球整編與本土共謀:台灣流行音樂工業轉變之政經分析」（王英裕，1999）

一文，將本土政經環境的特殊性放在全球經濟的脈絡中，去理解台灣流行音樂產

業與市場結構的轉變。該文指出本土流行音樂工業依附跨國唱片公司進行全球化

的發展，在全球與在地間發展資本集中化、音樂同質化的整合事業。其分析重點

在於，以跨國音樂集團為主的全球資本，究竟如何在台灣進行其「全球-本土化」

策略，從而影響台灣流行音樂工業的轉變。 

1998年起，出自美國、歐洲、日本三地所謂「五大唱片」--全球五大音樂集

團：包括美國的華納 (Warner)、加拿大的環球 (Universal)、英國的科藝百代 

(EMI)、德國的博德曼 (BMG) 以及日本的新力 (Sony)，即囊括全球百分之八十

以上的市場占有率。台灣的本土唱片公司，1980 年代曾經蓬勃發展，後來逐漸

減少。在外來資本的衝擊下，本地的音樂市場於是走向過度宣傳導向，而導致市

場的惡性競爭，就《廣告雜誌》發布的「1997年台灣三百大廣告主排名」來看，

本土的滾石 (第 147 名) 與上華唱片 (第 144名) 所投注的宣傳費甚至高於外資

的 EMI (第 267名) 公司 (廣告雜誌，1998：56-7)。在跨國公司的衝擊下，原來

旗下歌手大部分都走實力派路線的滾石唱片，也漸成砸大錢宣傳偶像歌手的在地

主流廠牌 (major label)。 

1986年 12月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 (IFPI) 台灣分會成立時，共有 11家會

員公司，包括福茂、飛羚、新格、喜馬拉雅、飛碟、綜一、齊飛、上揚、歌林、

寶麗金、滾石；到了 1998 年，仍名列其中的只剩福茂、歌林、寶麗金及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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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是被國際唱片收購，就是改變路線發行非流行音樂產品，或是退出市場。

而以唱片製作為主的製作公司，則仍維持發行、企宣與製作的中小型公司型態，

盡量減低發片量或是朝國語流行音樂以外的市場發展。據王英裕 (1999：152-3) 

的研究，截至 1998 年底，台灣唱片工業的結構已趨於穩定、形成與歐美國家類

似的階層體系，亦即一個底層為無企宣、發行部門的本土小型唱片公司或製作公

司；中層為國內製作、企宣、發行的中型唱片公司；以及頂層為跨國製作、企宣、

發行的國際大型唱片公司的金字塔結構。 

至於台灣流行音樂產品的出口，根據林怡伶 (1995：38)、王英裕 (1999：189) 

的研究，除了 1960、1980 年代以個別歌手的型態輸出東南亞及日本、中國等獲

得成功之外；1970 年代末期因為東南亞各地盜版興起，台灣唱片外銷量滑落，

到了 1977 年只剩六萬餘張 (中國出版社，1978)；至 1989 年才有滾石副牌「魔

岩」向中國的發展。 

由於台灣的殖民歷史與特殊區位，外來政治與經濟力一直左右著台灣唱片工

業的發展，就音樂產品的內容而言，每一階段的流行音樂產都受到外來文化深刻

的影響。商業化的運作成為本土文化生產的基本邏輯後，不論是本土文化或是外

來文化元素，只要是能在市場上被包裝販售者，皆成為資本挪用的對象。由於資

本主義的擴張動力，形成了當前文化生產、流通和消費形態的全球文化產品市場

體系，促成了「文化全球化」 (cultural globalization) (Robins，1991；Thompson，

1995)。而地方的各種文化元素，也因此被包裝進入全球消費市場，稱之為「在

地全球化」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可能的操作方式包括與地方性的製作

人合製(co-production)、聘用跨國文化勞工等等，目標可能是全球主流的大眾市

場、非主流市場或地區性市場。這種以消費端的差異性 (difference) 及認同 

(community) 為思考的產製策略 (Robins，1991：31)，固然提供文化帝國主義的

邊陲國一些能動的契機，但也不能過度樂觀地以為，這種以利潤為動力的全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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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商品及分工，已達成一種健全的多樣化。 

 

第二節  「五大廠牌」(主流廠牌) (major lables) /「獨立廠牌」(indie labels) 

「獨立廠牌」是全球「五大」跨國唱片的對照概念，而「主流廠牌」通常也

就是意指全球六大 (現在的五大) 唱片公司所生產的產品 (Garofalo，1992：4)。

「獨立」這個概念常常出現在文化生產場域中，Hartley (楊祖珺譯，1997：190) 認

為「獨立」表示一種規模及對照，並不含有本質上的特徵，多半用來指涉主流之

外的文化主體。在一個國家的文化生產中，「獨立」通常用來指涉那些帶著自我

意識，且在自己的領域中反對主流娛樂的生產和實踐，它包括了許多意涵：(1)

不同的、另類的或對立的生產過程；(2)不同的美學；(3)不僅關心作品題材或財

務回收，同時也會從自身反省；(4)和閱聽人不一樣的關係，使閱聽人從被動參

與變為主動參與；(5)所服務的是一群「支持者」 (constituency)，而不是「大眾」

(mass)。 

唱片工業從戰後的英美興起，要談「獨立」廠牌的概念，便不能不談西方的

唱片工業史。「獨立廠牌」 (indie labels) 與「主流廠牌」 (major labels) 在 1950

年代唱片工業興起之時，對立的態勢即儼然分明，但學術論述較著名的討論則出

現於 Charlie Gillett在 1970年所寫的《The sound of the city》一書中。他為當時

唱片工業的動力做分析，把有行銷系統的廠牌歸類為「主流廠牌」，而把將行銷

事務以簽約方式交給其他廠牌歸類為「獨立廠牌」。當時的「獨立廠牌」被認為

具有和進步文化運動相關的創新特質；主流公司則反向地抗拒這些改變，或者只

將一些較適合的版本整合入優勢文化之中 (Gillett，1970初版、1983再版)。 

然而，到了 1960年代與 1970年代初，在歷經搖滾樂的竄紅之後，主流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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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不能再一昧抗拒藝人的創新，也不能無視於「獨立廠牌」的衝擊。利潤

的關鍵其實在於發行 (distribution)，只要扶植出成功的獨立廠牌及藝人個人廠

牌，與其分享利潤，或是和他們定約取得發行權即綽綽有餘。如此一來，主流廠

牌在契約上可免於考量關於音樂製作的創造性面向，獨立的生產者亦更順理成章

地變得好似藝術家一般，擁有藝術的自主性及自己的廠牌 (Garofalo著，張育章

譯，1994：29)。 

在國內，1980 年代，跨國唱片公司透過政治運作，以授與國內西洋唱片翻

版商代理權的合作方式，先建立起台灣版權制度，再逐步收回代理權，以達到國

際企業想要進駐台灣的目標。負責在台灣處理智財權問題的 IFPI，從 1987年起

到 1989年為期限，監督台灣翻版業者轉型；1986年起，正版西洋音樂發行種類，

從 242種大幅成長到 836種 (劉世鼎，1999：24-31)。版權制度的建立使得版權

利益集中在跨國唱片母公司手中。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內的唱片商也更積極地往

海外去找發行的貨源，不只是爭取國際公司產品的代理發行權，也有更多「獨立

廠牌」的產品被引進台灣，這也是 1990 年代末期的「台北國際獨立唱片協會」

成立的脈絡。 

其後，西方學者對西方唱片體系的分類大致上承襲 Gillett的看法，如 Ryan

與 Peterson (1982：11-32) 指出，主流廠牌係指擁有完整的製作及行銷部門的唱

片生產組織；「獨立廠牌」則指擁有製作到發行能力，但缺乏宣傳、製造和配銷

的能力及資源。 

因此，主流公司多半不是購併成功的「獨立廠牌」或經紀公司、就是投資成

為大股東，不然就是跟他們簽約成為發行公司。根據 Garofalo對西方音樂工業的

研究，主流公司傾向從少數明星中去擷取大量的利潤，他們會傾全力去投資穩操

勝算的少數商品而不是去開發多元的新產品，而創新這件事，就交由「獨立廠牌」

來做。雖然主流公司會有許多分類的部門，例如搖滾、鄉村、節奏籃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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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古典等等，但是這些是屬於分眾的行銷系統，自然預算也就不一樣。因此，

他認為把文化產品的經濟社會關係視為一個抗爭的場域是很重要的 (Garofalo，

1992：20)。 

Lee (1995：13-31) 重新檢視「獨立」唱片的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獨立唱

片」在經濟上的效益，絕對比不上文化上的效益。雖然「獨立」唱片老被認為以

小規模為效率，可以迅速推動音樂風潮及產品市場，可是小唱片公司不只是一個

經濟實體，更是一個文化構連。他們不只是市場的、更是意識型態的工具，然而，

面臨財務上的困境時，卻形成與主流公司分工合作的型態，一點也不「獨立」。 

他以美國一個「獨立唱片」— 「Wax Trax！」作為研究的個案，這個公司在

1981年一開始以代理版權的方式，到了 1985年有了自製的專輯，不論是在代理

及自製的方面，建立起了「工業舞曲」的分眾類型。接著就發生了一般的「獨立

唱片」都會經歷的過程，就是藝人出走到主流廠牌。接著負債無法償還 (小公司

最常積欠的就是壓片廠及卡帶工廠的錢)，在 1992年宣告破產，於是與主流廠牌

達成了協議，以 P&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方式分工。也就是以製作公司 

(production house) 的形態繼續經營，只負責企宣製作；而將配銷 (發行) 交給主

流公司運作以解除財務危機。 

「獨立唱片」最吸引主流公司的就是手上那串優秀藝人的名單，而以「Wax 

Trax！」來說，最擅長的也就是 A&R (藝人與產品)，所以他們保有創造性的最

佳合作方式就是把製作及發行分割開來，把發行外包。他們將這樣的分工方式視

為自己的「進步」，除了創作音樂之外，更進一步學習如何增加邊際效益，這變

成了他們對「獨立」的新定義。於是乎，「獨立唱片」業者最常掛在口中的理念，

所謂製作、生產、配銷及宣傳，全都自己包辦；這個理念同時也是培力基本「獨

立」視野— 藝術自由及創造性、音樂市場多元性、引導另類的音樂、藝術及商業

的理解，全都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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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全球來看，對照到本地的音樂創作人，則是在面對外來音樂風格的競爭

時，會有一種類似「產業升級」的看法，認為未來發展方向應是在技術、風格、

類型上與「進步」的文化產品同步化，所謂的「進步」，當然是指歐美國家的音

樂產品 (王英裕，1999：218)。 

「獨立唱片」與主流唱片的合作，證明了主流廠牌對於「獨立」概念的挪用，

以及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因為兩者合作之後，是不可能有所謂的共同成長，而是

被主流唱片所收編 (包括論述上以及產品內容的製作行銷上)，內化為主流的內

容及論述。只有極少數在意識型態及市場上都極為分眾的類型，如爵士，才有可

能保持它的獨立性。雖然爵士的元素還是可能被挪用到主流生產的產品中，可是

程度有限，因為主流生產的邏輯是計算消費群的大小去調配產品的配方。 

因此，Lee指出三點結論：(1)以是否「獨立」的製造及配銷管道來區分獨立

與主流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越來越多的「獨立」唱片是與「主流」的製造與配

銷管道合作；(2)主流廠牌大量挪用獨立廠牌的語言及風格來做為新行銷方針的

一部分；(3)是以，「獨立唱片」與「獨立立場」的關連僅在於，它會「晚一點」

與大資本與商業論述結合罷了。 

由此觀之，主流廠牌與「獨立廠牌」的互動是一種長期的拉扯狀態，但也不

是對立關係。而做為一個「獨立唱片」，代表的就是文化意義和資本意義互動的

競爭場域。當一個小廠牌賺越多錢，他就會越認同商業的思考和實踐方式；相對

地，在這個過程中，主流廠牌也會越來越認同小廠牌在音樂類型及實踐方式的成

功。經過一段時間的互相影響，小公司邊緣性的社會形構被消減，而抗爭從體制

外變為體制內 (Negus，1996：44)。 

另外，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區，在音樂工業上一向依附西方世界，在唱片

工業的發展上大不相同，對於「獨立廠牌」的定義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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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s與Malm (1984：85) 研究 1970年代以來，世界 12個小國的唱片工業

發展，認為在定義上所謂「獨立」廠牌其實根本不獨立。事實上，雖然這些本地

的小廠牌的確有創新的功能，但卻高度仰賴跨國大廠的生產與發行系統，因此他

傾向將唱片公司區分為「大」廠牌與「小」廠牌。 

以文化帝國主義觀點來看，若以流行音樂的核心與邊陲國區分，則邊陲國在

地資金被慣稱為「獨立廠牌」(Yuan，2002)，以有別於歐美等核心國之五大跨國

唱片。但若從製作、行銷、配銷面來看，台灣的滾石、日本的 Avex、韓國的 SM

等大廠，也已發展成跨國企業，其實是「在地」的「跨國廠牌」，或者應說是「獨

立」的「主流廠牌」。 

楊惠晴 (2001) 認為，「獨立唱片」的成立雖然意在反抗主流化商業體制，

但因為其必須在商業市場中與其他主流唱片公司相互競爭閱聽人的注意力，因此

仍無法擺脫以營利為目的的宿命。如果要維持在主流體制外被聽見的可能性，就

要發展成為讓音樂走出本地的大型「獨立廠牌」，所以較大的「獨立廠牌」通常

試圖對製作與銷售進行垂直整合，但因此較易遭遇經濟上的問題 (Kruse，1995)。 

 

第三節   主流  (mainstream)/非  (反 ) 主流、地下  (underground)、另類 

(alternative) 

在歐美的脈絡中，流行音樂工業的「獨立廠牌」，是以 1950年代具青少年反

叛精神的搖滾樂，以及 1960 年代學運風潮、嬉皮運動出現的以反社會情結為基

礎的抗議民歌 (protest folksongs) 為起始，通常被稱為非 (反) 主流、另類或地

下音樂。 

歐美的樂界，「主流」(mainstream) 與「非主流」音樂的區分源起於流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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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主導者習慣將銷售成績優良 (是金唱片的指標)、流行多數 (根據多種榜單來

統計) 的音樂類型，冠上「主流」的封號；反之則被稱為「非主流」 (李岳奇，

1996：210)，從商業的角度來說，非主流與主流是風水輪流轉。而「反主流」則

比較接近 O’Sullivan (1997：13) 所解釋的「另類」的形式，是要站在主流生產的

對立面，反對或挑戰既定的和制式的策略，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形式都主張

要改變社會，或至少是站在批判的立場，要求重新評估那些傳統的價值，另類有

時也被稱做「基進的」(radical)、「地下的」。 

「地下」一詞，從西方戰後 1950 年代即出現，所指並非非法，但也非一般

民眾或人民，反倒是指那些具有實驗色彩、欣賞者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文化產物，

在 1960 年代最興盛的時候，所代表的是音樂的「另一種」溝通方式 (吳正忠，

1994：118)。主流與非主流、地下音樂，經過了 1960至 1970年代的商業化運作，

已經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因此到了 1980年代，「另類」音樂一詞又取代了上

述代表主流音樂之外的其他選擇 (何穎怡，1994：40；Kruse，1995)。 

1970年代末期，台灣官方的分類方式頗有意思。根據中華民國出版年鑑 (出

版年鑑編委會，1978：18)，非主流唱片公司係指採另類製作路線，但排除生產

翻唱 (cover version) 、重新混音 (remix) 之 B版唱片組織。根據製作能力，將

唱片公司分成 A版及 B版兩種型態，A版係指具有製造設備、擁有基本歌手、

特約樂隊，並創作新歌，可一貫完成一張唱片，規模較大；B版規模較小，無自

製能力，委託其他具有製作能力之廠商代製之唱片公司。此處與劉世鼎 (1999：

20、23) 所引用之朱裁寶 (1997：82) 對 B 版的定義有相當微妙的差別 -- 1950

年代初葉，開始出現一些家庭式的唱片製作，但這些業者主要是翻製一些來自國

外的母片為主，並未發行自行製作的音樂，像是「勝利」、「女王」、「亞洲」、「鳴

鳳」等公司，其實就是翻版、盜版唱片公司。然而時至今日，已經幾乎沒有沒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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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代理權」的 B版唱片公司1。 

無論稱之為「非主流」音樂，或稱之為分眾或是小眾音樂，都必須以主流音

樂的持續存在為前提。「另類音樂」或是台灣稱之為「地下音樂」的相關論述，

幾乎是跟隨著「另翼」(alternative) 或基進文藝人士及知識份子思想而併行，他

們都想對抗主流音樂廠牌及當權者，但都必須接受全球化的洗禮。 

「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灣現代民歌發展史 - 建制正當性論述

與表現形式的形構」一文 (張釗維，1992)以歷史觀及批判的角度來分析，1970

年代台灣民歌運動由一種「另翼」(alternative) 的反動，而後為主流機制收編的

建制化過程。該文指出，民歌運動從市民社會到政治社會，其間催化民歌工業發

展的基底，分別來自 1970 年代中期高層文化文藝界，以及新興文化工業。之後

張育章及張釗維 (1994) 所編輯的《島嶼邊緣》之「民眾音樂專題」，譯介國外

「另翼」流行音樂研究者對於主流與獨立音樂互動機制，企圖喚起國內對此研究

議題的重視。 

「臺灣流行音樂產製之研究」（林怡伶，1995），對於主流與非主流唱片公司

產製行銷運作的異同，做有系統的整理；並探討 1980 年代以水晶唱片為首的地

下音樂 (新音樂) 運動。台灣的非主流唱片公司，以早期的水晶唱片為例，訴求

菁英份子的符號認同，刻意區隔出小眾消費市場；而主流公司則是收編非主流公

司所開發成功的新音樂品種。但以國內的非主流市場而言，尚不足以建立地下音

樂創作者的專業與聲望，因此非主流的「獨立」地位難保，結局總是往主流靠攏。 

 

                                                 
1經過音樂產品輸出入國的版權大戰之後，今日的國際唱片代理商，除了做進口代理，也可以買
版權在台灣壓片  (胡采蘋，200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