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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獨立唱片」論述出現在 1990 年代末期，在台灣有眾說紛紜、混淆不清的

定義。本研究試圖將「獨立唱片」論述抽絲剝繭，延續「民歌運動」論述之歷史

觀，用意識型態的反抗為起始，來檢視「獨立唱片」風潮、解嚴之後本土唱片廠

牌的發展，以及此股風潮與官方及全球化潮流整合的趨勢。 

在研究取向上，本研究企圖以一種辯證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對結構及物質

層面的關懷之外，也進入微觀的文化生活層次，去觀察文化、行動者與結構三者

的關係。研究發現結構與行動者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能動性可以出現在文化或

結構中，或兩者的交互作用中，但更常出現於結構的鬆動。 

「獨立」、「地下」、「非主流」與「主流」唱片之間的區別，自從 1950 年代

西方搖滾樂興起以來，便隨著國際貿易、人口及文化流動的途徑，逐漸形成了一

種全球性的聽眾品味區隔。 

雖然這些區分大眾與小眾類型的概念是從西洋移植，在台灣的文化架構下顯

得紊亂、沒有解釋力；但是從 1980年代末期國內外政經局勢轉變以來，到 1990

年代中後期跨國唱片工業資本集中的過程中，本地的中小型唱片廠牌，的確靠著

這樣的一種分類概念，在市場上找到了棲身之所。並且在意象上或實質上，得以

近用官方的資源，或民間的自發，有系統地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制度化的氛圍。

在國際間，由於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全球瀰漫的「世界音樂」風潮，經過十餘年

的發酵，台灣的本土廠牌也看似可能從一種民族音樂的類型去切入國際市場。另

一方面，在產業全球化的影響下，台灣的唱片廠牌也試圖以跨國自創品牌的方式

來開發國外商品，以降低成本。 

1970 年代的國內外政治氛圍，形成民歌運動所反抗的目標，而最後以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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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漸成形的 1980年代國語音樂工業為結尾。而 1990年代由於國內唱片工業政

治力的去除，代之而起的是跨國資本的進駐及族群文化及音樂類型在市場上的出

路，形成了行動者 (agent) 扭轉結構 (structure) 的契機。 

本地唱片工業在解嚴後的在地發展頗耐人尋味。在國際五大唱片的寡佔狀態

下，若干本土的唱片公司以一種在地的角色及符號，卡住一部份市場及行動的位

置。跨國唱片公司、全球流行音樂工業持續在擴張，在地唱片廠牌的行動也持續

進行。 

 

第一節  結構 (structure) 中的行動者  (agent)  

本研究發現，文化中介者作為一個行動者 (agent)，乃先面臨結構 (structure) 

的不穩定，然後產生能動的契機。 

一、政治變遷 

    1980 年代末期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培養了今日所謂五、六年級生或西方所

謂的 X 世代反抗威權、強調自我的意識型態，從地下刊物、地下音樂、表演文

化等相關脈絡均可看出，西方另類、反主流音樂及文化的影響痕跡。David Harvey 

(1989：38) 認為，1960 年代反對現代主義技術官僚理性的一言堂文化，所形成

的反體制文化，經由主張差異性的新左派政治來探索個人自主性領域，1968 年

起，這個運動蔓延全球，而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正好又提供這種物質及政治基礎

來讓這種對現代主義文化霸權的反抗全球蔓延。 

解嚴後，雖然跨國唱片公司進駐國內市場，大量佔據流行音樂工業產值及視

聽，然而隨著本土政權的興起，台灣社會的文化位階發生了大逆轉，也形成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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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介者能動的契機。另一方面，全球移民及文化流動也使得 1980 年代末期，

一股「世界音樂」 (world music) 的類型出現，而形成全球性需索異國風情的市

場。種種政治結構的變遷，使得各種族群文化的代理人，得以在文化工業中生產

與複製部門嚴重不平等的關係中，找到能動的位置。 

「獨立廠牌」的全球流動 (這包括人口、資金、市場、人才等等的全球流動)，

有兩個效應-- 一是喚醒各地文化意識，二是模糊各地認同，使得國內歐美各地

的「獨立唱片」 產品林立。而台灣的廠牌也可以將藝人往大陸或歐洲推進，甚

至台灣人也可以去歐洲設立一個「世界音樂」的廠牌。 

二、經濟因素 

無論「獨立唱片」經營者當初的理想是什麼，到最後要對抗的都是商業的市

場— 也就是如何生存的問題。 

首先是 1980 年代末，美國透過對台政治壓力，而建立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使利潤集中在發行，因此音樂工業相關環節，均會視出版為生存之道。加上國外

原廠部分願意授權在台灣生產，更使大部分從事進口代理的廠商，也可以從事代

理版權的唱片，成本大為減低。 

1990年代的「獨立唱片」，為了生存乃企圖做垂直整合，自己包辦製作跟發

行，但是縮小發片量、自己鋪貨，以減少行銷及鋪貨的成本；在行銷上，則走小

眾媒體、通路，如廣播電台、平面媒體，自己製作刊物，提供郵購等零售管道、

辦活動、做展銷、自立門市等等。 

傳播科技 (如網路、數位科技) 的發展使得藝人 DIY發片的可能日漸升高，

製作、生產、發行可以由個人透過一台電腦及網路完成，音樂的製程、成本結構

整個被改寫。製作、錄音科技的發展也使製作唱片的進入障礙降低，因此創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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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可以自創品牌；從事代理的廠商或音樂工業其他環節的廠商，也可以進入製作

流程。只要維持在一定的成本及銷量，便可以生存，這也是為什麼本地小廠牌可

以在跨國唱片的壓境下存在的原因。 

但小廠牌是靠一種分眾或小眾的邊緣性論述建立群眾，故也不易再擴大需求

1，多半透過打游擊的運作機制2以便維持機動性。然而，網路科技提供音樂產品

低成本的行銷管道，除了宣傳銷售得以個人化之外，網路社群論述的建立也有利

分眾文化的拓展。網路的發展使得「獨立廠牌」近用宣傳、銷售的管道增加、成

本降低，然而就新興的 mp3 下載業而言，現階段面臨的是五大唱片控制版權的

問題，但是由目前主流唱片紛紛選擇與國內最大 ISP業者 hinet合作，經營 mp3

下載的情形看來，資本主義的大者恆大邏輯，仍然會衝擊不管是要轉型、兼營

mp3下載的「獨立唱片」業者，或是原生的網路業者。至於欲以分眾方式找尋市

場利基的 mp3 業者，若內容上沒有知名度的基礎，而想直接從付費網路下載獲

利，一般認為仍不甚樂觀 (鄭智化，轉引自陳曉藍，2001)。 

另一方面，文化工業中的各個環節提供行動的空間。「獨立唱片」很少有專

靠做音樂溫飽的人，都是另有兼差或正職，讓自己活下去；而音樂工業的相關環

節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工作機會，也因為如此，部分「獨立廠牌」或藝人也在這個

領域存活十年 (以上) 之久。 

另外，在文化全球化及在地全球化的影響下，台灣的市場因為太小，也使得

廠商尋求海外的商機。 

 

第二節  文化產業的全球分工 

                                                 
1 因為擴大會向主流靠近，須要更多資本才可以跟大公司打仗。 
2 例如半正式的人力，以及公司規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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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地「獨立唱片」與跨國唱片之間的關係 

1. 在美國，從 Lee (1995) 的研究顯示，即使一個「獨立廠牌」有心不受大公司

的發行獲利原則掌控，只要培養出成功的樂種，一旦被主流公司接收，仍然

逃不了被大公司合併的命運。在台灣，「獨立唱片」的問題則不一樣，非主

流音樂仍然有流行與非流行的差別，如果音樂內容走的是流行音樂路線，則

可能發生與美國的「獨立唱片」一樣的問題，例子則如內文提及的阿帕唱片。

因為搖滾樂團路線在近來已被主流唱片接收，在宣傳預算無法與五大唱片相

提並論的狀況下，就只能把這個部分的發行收起來；但在跨國唱片進駐台灣

時，走流行音樂路線的，在當下大都已經面臨無法對抗大公司重金宣傳的手

段而陣亡，所以能夠持續生存的，大部分走的是進口非流行等分眾或小眾路

線產品，如古典樂、發燒片、宗教心靈音樂等類型。這些類型早期還受到五

大唱片在進口清單上的阻撓，但成立「台北國際獨立唱片協會」後可謂問題

已解。因此與跨國唱片間並非敵對的關係。 

2. 在配銷上，雖然台灣「獨立唱片」發行網不能算是建全，但是若干具經銷能

力及規模的「獨立廠牌」已成形。如風潮、金革唱片，算是中型的在地唱片

公司，再加上滾石，以及轉型的水晶唱片，扮演「獨立唱片」配銷的中介角

色。因此，在國內的配銷上，「獨立唱片」並不完全受制於跨國唱片公司，

問題反而在銷售通路如大眾、玫瑰唱片行等的坐大，控制了產品價格及上架

區位。 

3. 當「獨立唱片」所發展的類型，如越來越搶手的「世界音樂」或「原住民音

樂」獲得跨國唱片公司的發行合作首肯時，業者本身可以有進退取捨的空

間，亦即衡量是否內容要修正較接近主流口味。修正的結果，可能是淹沒在

主流產品當中，失去分眾市場的利基；不修正的結果，就要有心理準備，發

行公司只能把你的產品做為玩票性質，對銷售量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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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跨國唱片公司雖非「獨立唱片」的敵人，但也非合作的好伙伴。 

二、文化產業的全球分工 

    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娛樂企業，所形成新全球文化產業的分工，以跨國資本吸

收邊陲國家具備西方文化生產技術、語言能力、商業人脈等條件的文化勞工，以

及弱勢貨幣差額來中飽自己的私囊，被稱為「邊陲泰勒生產線」(Robles，1994；

轉引自 Miller, et al.，2001：63)；當然，也包括獲取在全球發行上的高額利潤 

(Miller，2001：64)。 

    然而，從台灣「獨立唱片」業所觀察到的全球分工現象，可分幾方面來看： 

1. 進口代理或代理版權：以目前大多數「台北國際唱片協會」會員為例，直接

引進國外音樂產品到國內，是比較傳統的代理商角色。但在版權部分，部分

國外獨立廠牌願意賣出部分的版權給代理商降低成本。 

2. 跨國製作：以「大大樹音樂圖像」鍾適芳為例，與國外樂手或製作人合作，

製作國外藝人的唱片，引進國內市場；以英國 ECM 的代理商「玖玖文化」

王曙芳為例，則選擇到倫敦去成立子廠牌「November」，製作國外藝人的唱

片，以歐洲為市場；以「直接流行」方無行為例，則是在北京成立廠牌，製

作中國藝人的唱片，以日本、台灣、香港等地為市場。這些案例雖然產品內

容仍以西方音樂內容或類型為主，但已是製作觀點的輸出。 

3. 跨國行銷：以「閃靈樂團」為例，本身即為創作者及藝人，獨立經營自己的

演出及發片事業。以西方重金屬樂為內容，但加上本土的元素，在美國、歐

洲及華人地區均有發行；以「風潮」為例，則是將音樂內容功能化，擴大分

銷通路的層面，並適當加入中國的元素，在歐洲建立分銷點，兩者均為內容

輸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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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在「獨立唱片」的國際分工上，台灣仍處在輸入西方音樂內容的階

段，然而亦能透過文化全球化的條件，某程度輸出本土內容及製作觀點。 

帕森思 (Parsons) 一派從康德 (Kant) 來的信念，認為道德法是自由所在，

視文化為選擇的競技場，價值等同於物質限制與生物趨力所造就的自主性。相反

地，主張結構性的能動性 (agency) 者則強調文化中的限制，並且在行動者的能

力中發現自主性，是以丟棄他們所受的訓練而去算計對自己的好處。然而人既不

受文化也不受結構的限制。人既然可以按照實際的需求去解讀他們的文化，以馬

克思 (Marx) 的話來說，就不只是文化的承受者(bearer)。維根思坦 (Wittgenstein) 

則認為，機會、成本及利益都是按文化所組成，沒有一個行動者會受制於一個純

物質環境所趨使的工具性利益。大致來說，能動性可以在文化或結構中，或兩者

的交互作用中尋得。由此觀之，既然文化與結構都是由行動者所構成的，所以兩

者在本質上是交互中介、交互滲透的。 

當然，也有持「部分自主性」者認為有時候文化，或是實際上的興趣 (practical 

interests)，會左右行動。再者，文化以及工具性的算計能造就能動性與否，是隨

著環境有所差別，而且能動性有程度之別。甚者，在一些案例當中，人的確是受

結構及文化所限制的 (Rubinstein，2001：14)。因此，以「閃靈樂團」這樣特殊

的案例，能夠做到扭轉結構的事，並非所有行動者都做得到。 

 

第三節  全球音樂市場與在地全球化 

    全球因景氣不佳盜版嚴重，因此大公司裁員之餘，音樂工業漸走向分工合作

的狀態，是「獨立唱片」的行動利基。 

2002年全球唱片銷售成績繼續下滑，EMI為自保已裁員 1800人，中止四百



76 

多個製作案。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 Vivendi，則是打算脫手旗下的環球唱片公司

3。跡象顯示，傳統唱片業可能成為夕陽工業，目前能製造市場利潤的唱片業者，

大都屬中小型公司，而且採用專案合作方式。例如古典樂界的 Avie 公司與男高

音荷西庫拉所簽的約，即由唱片公司負責行銷鋪貨，錄音製作則由藝人自行負

擔，唱片公司從銷售所得中抽取 15至 20%的佣金，而未來有聲市場更可能轉型

為網路下載，使大多數實體專輯面臨絕版的命運 (潘罡，2003)。 

然而，另一個封閉的市場正被全世界的資本敲開大門。2003 年 1 月，中國

第一次參加法國年度娛樂業三大商展 (坎城影展、唱片展、電視展) 之一 (趙靜

瑜，2003)的「坎城唱片展」(MIDEM)。中國在坎城唱片展設置攤位，並且由中

國唱片總公司總經理趙大新敲定與洛杉磯 AIM集團的合資計畫，由 AIM負責中

國唱片總公司六萬筆唱片目錄在美國及歐洲的行銷事宜，以及中國與美歐藝人雙

向的行銷事務。中國因為加入 WTO、國家在經濟上的開放以及全球的經濟發展

停滯等因素，迅速地脫離在全球經濟上獨立的位置 (37th MIDEM Daily News，

2003b：0)。 

中國現在是全球最熱門的音樂工業市場，不過唱片的發行和銷售仍在嬰兒

期。中國的投資新法在 2002 年有大變動，讓 Sony 成為第一個投資 49%在中國

的三千萬家唱片相關產業中，包括了製作、生產及分銷公司，目前由於沒有制度

化的分銷及零售業，以致盜版猖獗，Sony 也是新法中第一個擁有中國唱片代理

版權的公司。趙大欣表示盜版新法已定，中國敞開雙臂歡迎外資的進入。Hoffmann

從 1989 年就開始在中國做音樂節的策展工作。他認為，中國沒有辦法忽略外資

會帶來的收益及工作機會，而且這將會被帶到中國的經濟主流當中 (37th 

MIDEM Daily News，2003c：11)。 

                                                 
3 環球唱片在 2000年 6月已被法國 Vivendi集團購併  (王萱儀，2000)。截止 2003年 4月為止，
蘋果電腦正在與法國 Vivendi公司談購併環球唱片事宜 (星島日報，20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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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幅員廣大，有利藝人巡迴演唱。當紅「獨立樂團」--「Modern Sky」

負責人沈黎暉指出，首要是你的音樂要被現場聽到，行銷固然重要，但不會比產

品的本身重要，所以他們將巡迴演出放在第一位。像是「新褲子」(New Pants) 這

樣的團，也是在二十個主要城市的容納五萬人以上的大場地演出過後，得了MTV

的「亞洲最受歡迎藝人獎」(37th MIDEM Daily News，2003d：76-81)。 

在以往的西洋音樂輸入國方面，則是推廣本土音樂有成。並且由於盜版的影

響，間接幫助了「獨立廠牌」的生存。 

2003 年的 MIDEM 韓國館與台灣館一樣，都是來自政府的經費，韓國來了

50家廠商，出錢的政府單位是 Korean Culture and Contents Agency (KOCCA)，主

辦人表示幾十年前，西洋音樂佔了韓國 70%的市場，如今是韓國音樂佔了該國

70%市場。而韓國目前音樂工業中 50%以上的收入來自於手機鈴聲服務，這也是

今年坎城唱片展重要的議題之一 (37th MIDEM Daily News，2003e：34)。 

巴西自從 1994 年的幣制改革之後發展迅速，由於錄音工業集中在里約 

(Rio)，因此也是盜版最嚴重的地方，反而刺激許多主流廠牌藝人轉往獨立廠牌，

因為他們相信獨立廠牌比較不受盜版影響 (37th MIDEM Daily News，2003f：32)。 

全世界的音樂工業生態，由於「世界音樂」經由文化工業體系加以商品化，

吊詭地成為小國家積極尋求出口本地音樂的行動契機。 

以「紅粉馬丁尼」這個樂團為例，在 2000 年的坎城唱片展期間，短短幾週

就賣了六萬張。其所涵蓋的領域，包括了爵士、拉丁節奏、古典、電影配樂、法

國香頌等等；樂器配置則用了包括「世界音樂」的康加鼓、爵士鼓，標準的爵士

低音貝斯、吉他，以及古典範疇的鋼琴、小提琴等十四件。至於主唱歌手則具有

多國語言能力，一共用了法、德、英、拉丁甚至日文演唱。企圖營造出一種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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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置身南美的爵士酒吧，一下子又來到法國餐廳或是歐洲音樂廳的感覺 (潘

罡，2000b)。 

以全球風行的「世界音樂」 (world music) 為例，它可以是歐美主導的全球

經濟及文化整編之流行音樂工業裏的一環，也可以是挑戰西方音樂工業霸權的

「獨立廠牌」 (Mitchell，1996：54)，然而誠如朱元鴻所言： 

「政治抉擇，或許不在於抽象地否定這個體系，因為任何批判否定的激

進姿態，可都是這個體系歡迎的變異的延伸，成為學術場域、輿論場域、

政治或社運場域裏消費的利基 (niche)，媒體與出版業甚至樂於徵召批判

的意見、贊助否定的姿態，而立即成為新的市場利基，為消費體系增添

新的可選符號。文化工業包裝行銷任何批判否定文化工業的觀念與人

物。我們其實找不到出路，因為沒有界外 (No exit, for there’s no outside)。」

(朱元鴻，2000：29-31)。 

然而，他認為體認這絕望情境之後，我們還是有政治抉擇的責任，因為，既

然文化工業成為遍在的體系，也許我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已成為文化工業的門房、

掮客或業者；但文化工業的符號消費體系到底是抗拒的對象或是解放的潛力，隨

著局部的情境與分殊的價值而無定論。 

從「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來看，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結果並非簡單的同

質化，亦非天真的多元文化展現 (魏玓，2003：7)。然而，「全球化」與「地方

性」也可以不是敵對概念，目前的全球情境不一定是意味著文化趨於統一或同

質，因為地方文化正可以在全球情境中提供更豐富的象徵性劇碼做為消費。當前

的全球化脈絡很難再被簡單化為約為西方文化的霸權，地方通俗文化的音樂、飲

食、衣飾、工藝都可能包裝而進入世界都會與他處的文化超級市場。 

台灣看似可以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下去開拓海外市場，亦即以一種利用在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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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優勢去反攻西洋市場，無論是在製作觀點、西中合璧的內容，或如滾石唱

片般輸出資金成為本土跨國唱片公司。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文化工業是

不可能瓦解的，所謂的能動性，也只是在文化全球化的結構中，進入新一代不平

衡的全球分工體系，然而這樣的不平衡，也為行動 (agency) 的持續推進埋下伏

筆。 

 

第四節  研究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在一開始的概念化過程，即發現落實上的困難，原因是台灣的「獨立

唱片」並非一精確、具體的概念；倒更接近一種文化論述。因此研究者後來傾向

去釐清這個論述的脈絡，並從這樣的脈絡中，再去看目前台灣本地唱片公司的經

營狀況以及「獨立唱片」論述對他們的意義。因此，研究目的修正為描述的層次，

對於因果的解釋及推論，較不具說服力，是本研究的限制。希望爾後以此做為引

子，能夠觸發後續對於這個主題的深耕。 

其次，本研究主要著眼在小資本與大資本的對抗，因此未對本土的跨國資

本，如「滾石唱片」做進一步的探討；而 1999 年已有兩本碩士論文論及滾石唱

片公司之跨國業務，一是從產製策略來討論 (周昭平，1999)；另一則是從跨國

資本的衝擊來討論 (王英裕，1999：190-3)，可供這個方向的參考及後續研究。 

最後，本研究探討文化工業中行動者的能動性，試圖從行動者的面向來看結

構面的問題。但由於政府相關單位並未針對有聲出版業做詳盡的產值統計資料，

因此沒有辦法對產業中的勞動力及產值、產能等做分析與評估，是另一限制。如

果將來有相關資料出爐，建議後續研究朝向評估產業的產值及人力結構等問題，

以便為產業內的文化勞動情況做更具體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