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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最近幾年蔚為風潮的沙發音樂（lounge music），曲風慵懶舒服，因為提供了

現代都會人逃逸平日高度緊繃生活的心靈休憩所而深受喜愛外，和其他輕鬆聆聽

（easy listening）類的音樂相較下，沙發音樂這詞背後指涉了更多如時尚、異國

情調等意涵、想像。然而當前提起沙發音樂所產生的種種聯想或是綺想，卻都不

只是音樂性質本身所致，而是沙發音樂在樂種類型化過程裡不斷地被有意識地型

塑所致。 

 

市場上琳瑯滿目地充斥著各種主題的沙發音樂選輯來提供聆聽者想像消

費，有主打 Ibiza 沙灘風情的、峇里島渡假休閒的、巴黎或米蘭等時尚之都流行

指標的、高級俱樂部富貴華奢的等等，沙發音樂作為一種音樂類型，演化的速度

和這整個樂種類型的領域範疇（generic corpus）絕對無法用固定條列式的方式詳

細呈現。然而光從沙發音樂的這個譯名並無法幫助我們直接清楚掌握這個樂種；

簡單的來說，沙發音樂是一種以放鬆功能作為前提的跨樂種混合體，大多數樂迷

在聆聽和使用沙發音樂是做弛放身心之用，無論是徹夜狂舞後的緩衝、在餐廳裡

頭為店家所利用來做為襯底舒適、提升質感的背景音樂，甚至是許多人閱讀或工

作時減低壓力的聆聽陪伴等。雖然目前最靠近沙發音樂的樂種是電子音樂，然而

沙發音樂的選曲、素材的來源很大的部份是來自於「世界音樂」（world music），

在大量的民族樂音使用與專輯封面美術設計等元素互文傳遞下，在這些作品裡異

國情調、神秘感變成沙發音樂所著重的美學形式。 

 

沙發音樂作為一個源自西方的樂種，在各式異國情調美學上，「東方」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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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常見並且刻意的形構，比方說佛陀（Buddha）、禪（Zen）等「關鍵字」

變成沙發音樂愛好者想要去汲取東方異國情調而在挑選主題選輯時的首選，彷彿

音樂裡頭只要聽到幾句悠長的吟唱人聲配上印度的傳統樂器（比方說是西塔琴或

是塔布拉鼓等等），也不必去深究到底它哼的意思是什麼，就好像能像音樂側標

的文案上寫的那般神奇地能進入充滿靈性的東方哲思裡。然而身為一位沙發音樂

樂迷，我想探討的是它再現東方的部分，特別是當東方意象的形式表現在整個沙

發音樂類型裡頭已經儼然累積形成一支龐大而且重要的體系。 

 

第二節：研究動機 

 

英國流行音樂學者 Frith 在「邁向民眾音樂美學」一文裡頭認為通俗音樂的

其中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是認同。我們運用流行歌曲來為自己創造出一種特別的

自我定義，在社會中尋得一特殊的定位（Frith,1987/張釗維譯，1994）。型塑著神

秘感和饒富東方風味想像的沙發音樂選輯對於身為電子音樂和沙發音樂樂迷的

我特別感到興趣，尤其是當我試圖在這些被產製出來的符號裡頭尋找和自身認同

連結的時候。雖然近幾年華語流行音樂市場興起了「中國風」熱潮，比方像是周

杰倫和方文山曲詞搭配的作品「東風破」、「青花瓷」、「菊花臺」或是陶喆採民謠

改編形式的「夜來香」，此外還有王力宏所稱的「Chinked-out」(中式嘻哈)等等，

在這些作品裡頭的詞彙使用或是編曲裡頭的配樂皆注意到了「東方的」市場性，

但這也是近兩三年才比較盛行的現象。回憶我自己的聽覺歷程裡，「為什麼流行

音樂聽來聽去都是西方的旋律、節奏？連演奏的樂器也是。」，這是以前我的疑

惑，所以聽覺裡頭最表象可辨的中國或東方樂器或是曲調旋律成為最先吸引我、

也最容易讓我與音樂文本產生的認同連結，無論是以前聆聽流行音樂或是到現在

自我歸屬作為電子音樂樂迷或沙發音樂樂迷的身份認同，「東方氣味」一直是我

聆聽音樂的經歷裡頭很在意、很喜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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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文本一直都在，但聆聽者的認同卻不斷地改變。回憶高中的時候，當時

很喜歡德國電子-新世紀樂團 Enigma 在《The Cross of Changes》這張專輯裡的一

首作品：〈Return to the Innocence
1〉。這首歌取樣（sample）了台灣阿美族的老人

飲酒歌；我還記得很清楚，CD 側標上寫著：「特別推薦首隻超強風暴單曲 —

〈Return to the Innocence〉，破天荒結合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吟唱歌謠，首次將台

灣原住民音樂推上國際流行樂壇，EMI 台灣搶先發行，與你分享榮耀！」，這個

文宣還讓當時年少的我激動莫名，那種感覺其實類似於有榮焉地感受王建民在美

國職棒揚名立萬的參與感一樣。然而現在的我會去重新反思這個文本認同背後的

迷思，思考這樣的認同符碼在唱片工業商業機制操作下的文化殖民：一種獲得西

方人肯定自我文化後的欣喜，為了西方人注意到了東方而感覺到興奮無比；甚至

去追蹤 Enigma 取樣台灣阿美族歌聲的過程，乃至於進一步思考到文化挪用

（appropriation）下所衍生的種種複雜層面等，卻都是在研究所的學術訓練和經

驗累積下，回頭思考自己喜愛的事物下才會有的感觸。 

 

聆聽也意味著尋找認同的過程，我並不是一開始便能這麼清楚意識到原來我

所非常有興趣的樂種是「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這個辨識至少要等到我的聆聽經

驗史裡產生出電子音樂樂迷和沙發音樂樂迷的認同之後。在記憶裡，印象深刻的

是在就讀高中（約 1999 年）時，當我在台南的大眾唱片行第一眼看到 Buddha Bar

沙發音樂選輯的時候，就已經被金身坐姿之佛陀雕像的獨特封面所吸引了，雖然

那時也不曉得這種音樂該如何歸類，當時媒體環境也還未興盛起「沙發音樂」這

樣的詞彙，而且離我成為比較專精的電子音樂樂迷、以及能夠細分出電子音樂裡

頭分支演變的次類型（subgenre）的時間點都還有一段距離，我只知道從那時開

始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接觸這類的音樂。接著在我就讀大學時期時，正好盛逢網

                                                      
1
 中文譯作「反璞歸真」，但從曲子命名也可以從中發現到世界音樂挪用原住民音樂的某種常見

的迷思，不去細究取樣聲音的原始意義，卻強制或是一廂情願地將它安置在原住民音樂象徵著純

真、原始的意義脈絡。當然我早年的聆聽經驗無法想這麼多，這也是後頭聆聽經驗漸增和學術訓

練下才會有的反思，我坦承也曾經藉由 Enigma 所鋪陳的意義脈絡去想像陶醉在某種反璞歸真的

心靈洗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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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時代分享軟體風潮所帶來的便利性，在 P2P 軟體的幫助下是我接觸電子音樂

的黃金時期，每天上完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檢視和聆聽下載好的音樂檔案，

這樣揮霍的日子卻是我大學生涯某種生活的縮影。按圖索驥的從各式樂評、CD

側標和網路電子樂迷討論區等裡頭留下的術語和傳承的知識來搭配從網路搜尋

而來的各式檔案，從專輯、零散的混音單曲到 DJ 們世界各地巡迴以各種方式釋

放出來的 live set，讓我腦海裡漸漸浮現整個電子音樂版圖的輪廓，也開始逐漸

有意識地讓自己享受「我是電子樂迷」的身份認同；在這段時期非舞池取向和聆

聽系的電子音樂作品2也一直是我很喜愛和持續吸收的領域。 

 

然而沙發音樂真正在我聽覺歷程裡開啟重要意義，同時也是我吸收沙發、弛

放音樂這類舒緩身心的樂種最多的時光卻是在大學四年級準備研究所考試啃書

苦讀的那段日子。我在這段日子接觸到了來自英國印度裔的樂手 Talvin Singh 和

Nitin Sawhney 的南亞電子舞曲（Asian Dance Music / Asian Underground
3）。在舞

曲市場上一片充斥西方第一世界印象的樂聲，他們的亞洲氣味變成了一種鮮明的

對比，我如獲至寶似的享用著那種刻板印象式氣味：東方傳統樂器和民族式的吟

唱搭上摩登的電子節拍建構了一個充滿「永恆印度哲學心靈」的想像世界，幫助

當時的我找到暫時逃離生活壓力的庇護所。此外這類文本不僅含括了令我驚豔的

亞洲樂聲，卻又搭上了身為電子樂迷所偏好的節拍聲響，聆聽著這樣既傳統又現

                                                      
2
 在我接觸電子音樂的記憶裡，「沙發音樂（lounge music）」的詞彙是較晚期才逐漸興起的，亦

可參考在 1999 年當時台灣市面上出版的極少數在談論電子音樂次文化的專書「2001 電子音樂世

代：電子舞曲聖經」，書中介紹次分類時也未帶出「沙發音樂」，而大多歸類為「弛放音樂（chill 

out）」。 
3
 根據 Wiki 百科上的解釋，Asian Underground 這個詞彙所指涉的是各家混和西方地下跳舞音樂

和他們自己家鄉（home countries）傳統音樂的亞裔英國樂手們（大部分來自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以及斯里蘭卡）所產製出來的音樂。其中最著名的是在 1997 年由 Talvin Singh 主導的音

樂合輯《Anokha - Soundz of the Asian Underground》。究其本身而言，它並不是用來指稱做為樂

種類型（genre），因為裡頭包含的聲響非常廣（從 Cornershop 的 Britpop 到 Panjabi MC 的 Jungle

都算）。Asian Underground 裡頭的樂手大部分都是移民的後裔，並且在西方文化裡頭成長，但是

從他們的家族裡擁有很強烈的亞洲背景認同感。在 90 年代，Asian Underground 被認為很「夯」

（Hip），並且甚至突破（broke through）主流。南亞音樂的樂種和形式開始去影響英國流行音樂

的主流樂手，比方像是 Björk、Bananarama、Erasure 以及 Siouxsie & the Banshees 皆有發行與南

亞樂手合做的單曲或是混音作品。（http://en.wikipedia.org/wiki/Asian_Undergrou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ian_Under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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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酷炫玩意兒，秀異的聆聽選擇在面臨大學生涯結束時該選擇當兵、就業或是

升學的徬徨關卡，給了我對抗生活的力量。 

 

以前的我會比較容易地對這些樂聲感動，但現在的我則思索除了這些聽覺表

象符號之外：「那究竟怎麼樣的音樂是屬於我們的？或是可以代表我們自己

的？」，畢竟這一切都不是只有關乎樂器、旋律、原住民吟唱等具象符碼而已，

並不見得會因為這些符號的熟悉感或鄰近性就產生認同，反倒更在意這些符號被

使用的過程和機制。 

 

國內目前最大代理電子音樂和沙發音樂的映象唱片公司除了代理歐美的沙

發音樂選輯外，自家也企畫發行沙發音樂選輯，然而我認為他們所發行的《VA – 

Oriental 3》，裡頭的側標文案捕捉了我所關懷和疑惑的議題： 

 

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無論時代如何遞嬗，世界如何縮短溝通的距離，仍永

遠籠罩在神秘的面紗中！畢竟民族性大不相同，文化演進的累積，讓東西

方用不同的眼光與態度來織造互異的生活情調。香格里拉的微妙形容，在

當代漸漸滲透西方生活與文化，融合成新的場景；或者西方人特殊觀點的

自行詮釋，再傳回東方人的視野中，時常也透露出連我們都感到新奇有趣

的陌生面貌！（映象唱片，《VA – Oriental 3》側標，2007） 

 

我認為這個文案點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討論，它指陳了沙發音樂裡很常見的一

支主題：「東方」異國情調的現象，並且這個文案撰寫認為這些選輯裡所呈現的

意象是「西方人眼裡的東方」，也提及這些作品描繪東方的慣用敘事是「神秘感」。

然而另一個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特殊觀點的自行詮釋，再傳回東方

人的視野中，時常也透露出連我們都感到新奇有趣的陌生面貌」的這段文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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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這類異國情調文本處在台灣或是「東方」的特殊消費脈絡：這些被異文化所

符號化的他者文本再度重回被他者化的「東方」讀者的感知過程。然而這個過程

裡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張選輯企畫裡映象唱片將自己定位為「東方」，提

及了西方沙發音樂所慣常使用的我者觀點來詮釋東方他者的神秘化美學，而卻又

策劃發行了《VA – Oriental 3》這樣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選輯，這個過程中

有什麼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目前台灣的沙發音樂正也開始在製作所謂的「東方

意象」主題，除了映象唱片公司之外，蘇通達在 2006 年也發行了號稱揉合台灣

歌仔戲與沙發音樂的《我身騎白馬》創作專輯，然而這些唱片產製是持續了既有

西方沙發音樂市場操作？或是在這過程裡有著不一樣的實踐？是本研究想要探

討的動機。 

 

但在進行這些更細部的探論之前，卻有個重要的框架必須先探討：也就是這

些沙發音樂選輯主題裡頭所慣常使用的東西方二元對立框架。事實上，無論是這

些選輯主題裡的「東方」或是背後與這個概念相對立的「西方」都並不是清楚可

辨的實體；但是這個既龐大又模糊的框架對於沙發樂迷來說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特別是我身為一個東方的樂迷在消費著一張又一張標榜著以「Oriental」為主題

或關鍵字的音樂文本而尋求著與自身的連結時，無論是進行著文本式的「東方」

意象想像或是思索著這些「東方」意象與自身生活經驗的關連與認同，這個框架

都提供了樂迷認同的指引。我認為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可以有助

於我們思索這個龐大的框架敘事，接下來在第二章裡將以 Said 的東方主義來作

為討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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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關於沙發音樂裡東方異國情調的問題 

 

第一節：異國情調和東方意象裡頭的迷思 

 

一、 沙發音樂裡頭的東方主義視野： 

 

以 Said 為代表的後殖民理論研究的不是東方主義與東方關係，不是歷史地

求證東方主義的觀點是否適用於東方，也不是對東方本身的研究，而是專門研究

作為一種觀念的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基於對「東方」與「西方」的區別之上的

一種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思維方式，它也是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

話語。然而在東西方之間勢力懸殊的情況下進行關於東方的話語交流往往容易淪

為再次印證文化霸權的存在（張京媛，1995）。因此如果以 Said 的觀點來審視這

些文本裡頭常見的「東/西方」框架，重點並不在於真正的東方和西方是什麼，

而是這些框架作為一種有系統的論述，東方主義是書寫的知識，但由於它在世界

之中而且直接關係著這個世界，因此它就不只是知識，它是權力，因為對東方人

來說，東方主義是一種被運作、有效的知識，藉著這種知識，東方人被以文本的

方式傳送到西方，被西方佔領，被西方榨取他們的資源（Viswanathan, 2001/單德

興譯，2005，p.77）。 

 

雖然 Said《東方主義》一書裡所討論的「東方」主要是指伊斯蘭世界，而且

裡頭所討論的文本範疇主要是文學作品，但是綜觀整體的沙發音樂市場的確也可

以感受到非常普遍的「東西方框架」運作以及某些論述權力失衡的狀態。走進坊

間的唱片行裡，就可以發現有不少沙發音樂直接以「東方（Oriental）」作為命名

的，比方像是《Oriental Garden》、《Oriental Lounge》、《Café Oriental》等，然而

就像是張京媛所提及的，對於不同的西方人來說，東方意味著不同的地方。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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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目中的東方一般指遠東，主要是日本與中國，而對於英國人和法國人來說，

東方則不僅與歐洲毗鄰，而且是歐洲最大和最富有的古老殖民地，包括亞洲西南

部和非洲東北部。所謂「近東」、「中東」、「遠東」完全是按照歐洲為中心劃分的

（張京媛，1995）。事實上這些以「東方」為命名的選輯，各自對應的對象也不

盡相同，比方像是由歐洲 EMI 所發行的選輯《VA – Hammam Café: the Finest 

Oriental Lounge》，從專輯命名裡頭的 Hammam（土耳其浴場）來看（請參考圖

一左方），這張專輯主題設定的「東方」是中東，然而在英國電音廠牌 Bar De Lune

所發行的選輯《VA – Oriental Lounge》卻發現其專輯封面裡頭身穿和服的女性（請

參考圖一右方），則表明了這張專輯裡的「東方」所欲指涉的其實是東亞。 

 

 

圖 一：《VA – Hammam Café: the Finest Oriental Lounge》＆《VA – Oriental Lounge》 

 

然而事實上有更多沙發選輯所指涉的「東方」其實是更加混雜和模糊化，

比方像是法國著名的「Buddha Bar」所推出的沙發音樂選輯，從 Lounge Bar 本身

經營理念、裝潢擺設乃至所發行的唱片貫徹的是後現代拼貼式的泛亞洲異國情調

美學。這些選輯操作的特色是能在寬大的「東方」主題下，包覆中東或南亞，甚

至是將中南美洲、北非樂音共治一爐，因為它們所謂的「東方」正如 Said 的東

方主義論述裡頭所提及的，是基於「他者化」異文化的視野下所採取的二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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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帝國主義殖民的時代雖然看似遠去，但是文化上潛存的優越感仍在，

我認為在歐美沙發音樂市場的操作上仍不免常見如《東方主義》裡頭所批判的東

西方僵化本質主義式的操作模式。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除了「東方」是常見的關鍵

字之外，宗教（比方像是佛陀、印度教神祉、梵語、禪、道、太極）、各地傳統

（比方像是茶、書法、阿拉伯式幾何紋飾、日本藝妓）等亦是常見的專輯敘事主

題方向。這樣的描繪方式以某種近似於「人類學式」的視角，站在文明高位觀察

原始部落風俗民情的角度來呈現東方意象，恆定西方的現代時尚對比著東方的亙

古神秘。在音樂素材上，沙發音樂是個相當倚賴「世界音樂」元素的樂種，因為

它需要運用民族元素來製造異國聆聽感，藉此烘托出一個個設定的主題想像，無

論是誘人的中東舞孃或是粉面櫻桃小嘴的日本藝妓。然而同樣地，「世界音樂/

世界節拍」（world music/world beat）這個被型塑建構出來的樂種類型跟這些東方

意象沙發音樂一樣背後其實有某些意識型態和權力機制在運作著，畢竟這個詞彙

的命名本身就帶有政治意涵，這問題就像是東方主義的弔詭在於是從誰的位置來

劃分誰是「東方」，「世界音樂」這個音樂類屬裡，哪些地區的音樂被統合納入歸

屬，而哪些地區則不必遭遇這樣的待遇，正說明了論述的權力不均等。 

 

二、 世界音樂的迷思： 

 

今日世界節拍這個詞彙已經變成一個很流行的標籤來指稱那些源自或是大

部分挪用來自外在於北美或是西歐地區之音樂傳統的樂種。既使是一些美國或是

歐洲的少數族群的音樂也可以被吸納在世界音樂這個詞彙的傘下，比方像是

Zydeco 舞曲（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流行的黑人舞曲）、Celtic 音樂以及保加利

亞民俗音樂（Goodwin & Gore, 1990, p.122）。學者 Goodwin & Gore 指出世界節

拍作為一種類型的建構並不僅僅是一個音樂學的現象這麼單純，民俗音樂並不適

用指涉於北美和歐洲音樂家的融合，但是非洲或是加勒比海的音樂家們受到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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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的搖滾和放克的影響，卻仍舊被歸屬做為世界節拍。這是流行音樂裡頭

的一個常見的矛盾現象，學者 Hutnyk 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為何總是土著

（Native）在做「混種音樂」，然而那些白人主流樂手像是「世界音樂先生」Paul 

Simon（挪用世界音樂元素）的音樂卻是受到讚揚被稱為一種「創意的再生」？

（Hutnyk, 2000, p.128） 

 

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就如同世界音樂一樣，這些樂聲能讓西方樂迷去聽見和注

意，那是因為它必須要擁有足夠的音樂市場競爭性才能被再現出來，這兩類音樂

有個類似的共同點是這些樂種經常在唱片市場上被定調為雅痞（yuppie）取向的

異國情調、一種富有質感、高品味的聆聽或者是新的舞池熱潮（世界音樂的節奏

所撩起的一些原始感官刺激）、充滿靈性的心靈擴張等意涵；Goodwin & Gore 甚

至直接點出了這是因為對於西方樂迷的訴求來說，世界音樂裡頭所被感知的「純

淨性」（purity）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 Said 所談的東方主義視野也正在此處

作用著，相對於歐美第一世界的流行樂聲，這些來自他者的聲音，常常一方面被

再現和賦予為「原始」、「未開化」但另一方面同時也代表著「純真」的意涵，藉

由恆定他者為亙古以用來洗滌自我心靈以及提供反思現代社會進步、文明病的能

量，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台灣阿美族的老人飲酒歌被德國電子-新世紀樂團

Enigma 取樣改編，並且一廂情願式地將歌名命名為〈反璞歸真〉；或者另一個常

見的現象是利用因為文化距離的陌生來營照神秘感，著名的例子像是 Madonna

在 1998 年所推出的專輯《Ray of Light》便在專輯裡頭唱起了梵文，並把它改編

成電子舞曲〈Shanti/Ashtangi〉。Hutnyk 認為在這張專輯裡頭歌曲〈Frozen〉的

MV，Madonna 去脈絡化了印度教的象徵符碼（印度婦女額頭上的點痣（bindi）

以及傳統服飾 Sari）然後也模仿了令人尷尬的 Bharatanatyam 舞蹈4讓她登上了排

                                                      
4
 婆羅多舞是印度南部坦米爾拿督邦(Tamil Nadu )的傳統舞蹈，也是印度最流行、最古老、影響

最大的舞蹈。這種舞蹈多用于頌神和祭祀，最初是在印度教廟宇裡表演，表演者是女子。後來，

随着社會的發展，逐漸傳到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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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冠軍（Hutnyk, 2000, p127）。 

 

除了 Madonna 著迷陶醉於她的密教身份認同之外，英國迷幻搖滾團體 Kula 

Shaker 也在其作品裡加入印度傳統音樂元素而成為其樂團標誌讓它在眾多

Brit-pop 樂團裡獨樹一幟；樂團主唱 Crispian Mills 宣告「永恆的印度哲學心靈」

可以讓人們學習到很多事情，但 Hutnyk 卻指出 Mills 所宣示的那些永恆美好卻

是一廂情願和不符合現狀。然而要去挑戰 Madonna 去包含原真性的亞洲風格進

入她的音樂的意圖或是要去譴責 Kula Shaker 廉價化印度的精神主義，並不需要

使用假定一個固定不動或是一個本真的亞洲文化來作為批評的基準點。Madonna

和 Kula Shaker 很明顯犯下的錯誤正是扮演了代言印度的基本教義以及本質化印

度的角色，而且他們背後其實擁有龐大的音樂工業資本做為靠山去建構他們虛幻

的印度世界（以 Madonna 為例，相較於超級巨星所擁有的充沛財力和資源，那

些被挪用文化的樂手或舞者只能被邀請，這些第三世界的樂手光憑藉其本身能力

並無法做到類似的效果），而他們本質化印度成為永恆精神的印度，而不是那個

近代的有核武試爆需要 IMF 幫忙重建等等的印度（Hutnyk, 2000, p.125）。 

 

上述討論所談到的是世界音樂元素裡頭的「純淨性」所伴隨而來的一些迷

思，比方像是充滿原始味道的純真、神秘感、冥想、宗教哲思等，這些聯想對於

消費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樂迷來說富有極大的吸引力，然而 Goodwin & Gore 則

例證駁斥了所謂世界音樂裡的「純淨性」的迷思，事實上許多第三世界音樂家的

成長經歷也是聽著英美搖滾、靈魂樂所長大的，比方像是美國後龐克/新浪潮樂

團 Talking Heads 的專輯《Remain in Light》，根據該團的說法，專輯靈感來自奈

及利亞的 Afro-beat，然而根據 Afro-beat 的創始者 Fela Kuti 的說法，Afro-beat

這個樂種卻是深受美國靈魂樂，特別是 James Brown 的影響（Goodwin & Gore, 

1990, p.125）。此外，亞買加的雷鬼音樂教父 Bob Marley 樂迷遍佈全球，某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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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的魅力不但讓 Marley 的形象栩栩如生，也為他的音樂賦予了使人著迷的力

量，但是現代唱片市場機制等卻讓 Marley 成為了一個被淨化、被簡單化、國族

化，以及特殊化的人。但其實這種原真性的神韻（An aura of authenticity）是被

製造出來的，它不僅確證了 Marley 的政治渴望或反叛者地位，也為 Marley 的音

樂賦予了一種基調：經過縝密計算後的愉悅，這種技巧讓 Marley 的作品張張暢

銷，並且成為可吸引世界各地民眾注意力的作品（Gilroy, 1997/林文琪譯，2006）。

然而很多人在欣賞這種氛圍時，卻鮮少注意到雷鬼音樂雖源自牙買加，但卻是受

到紐澳良節奏藍調（R&B）的影響。 

 

上述這些例子戳破了許多「世界音樂」的原真性和純淨性迷思，而 Goodwin 

& Gore 亦引了音樂學家 Tagg 的看法，則例證著流行音樂裡頭的種族議題，指出

關於黑人和白人音樂的基本常識裡頭一些的不一致性和歷史不精確性。Tagg 認

為在英美流行音樂裡頭被認為是黑人性的典型元素比方像是像是藍調、應答領唱

（call & response）的形式或是即興其實也可以在歐洲或是非西方音樂裡頭找得

到，此外，屬於非洲音樂的獨特複音（polyrhythm）相異於歐洲音樂傳統其實也

只是一種迷思（Tagg, 1989 as cited in Goodwin & Gore, 1990, p.125-126）。 

 

將上述異國情調問題帶回本研究所欲關切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裡，主要是聚

焦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式視野論述，這些討論可以幫助我去思考西方所產製的沙

發音樂，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式視野其實只不過討論了異國情調的其中一面，特

別有意思的是連東方、亞洲或是台灣的製作人和唱片公司本身也開始產製所謂的

印度風、中國風、和風等東方意象沙發音樂，Said 的東方主義理論似乎無法幫助

我們解釋和理解這個現象，然而藉由 Dirlik 和岩淵功一等學者的研究則可以幫助

我們耙梳這股風潮背後的歷史脈絡。因為 Said 的《東方主義》裡關懷著墨的是

這套論述的東西方權力失衡與宰制，所以其假定著東方是無力、無法回應這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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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所建構的東方論述，但 Dirlik（1996）則提問：難道東方主義真的只是由歐

美發展下所自發生產出來的產品嗎？他認為東方主義其實是一種呈現於歐美和

亞洲共謀關係（complicity）下的一種產品。 

 

第二節：東方意象的共謀與顛覆 

 

一、異國情調其實是一場共謀 

 

歐美東方主義的認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紀已經成為了東方「自我形象的構

成」。東方主義原本表示亞洲社會與歐美社會之間的一種疏離，現在隨著亞洲社

會以全球資本主義的能動參與者的身份出現，它似乎表達全球現代性內部的諸種

差異了。在此掩蓋之下，東方主義為衝突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提供了場所，而

這些意識所效忠的中性力量已不再容易辨別出是東方的或西方的，中國的或非中

國的了。基於此，Dirlik 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東方人的東方主義」，探討東方

社會的知識份子是怎樣促成了作為實踐和概念的東方主義的出現的（張興成，

2000）。 

 

Dirlik 試圖帶出和 Said《東方主義》裡頭火力聚交西方論述權力的不同觀察

曲徑，比方說對於所謂的「東方學學者」，Said 的著述裡很大的篇幅在於著墨這

些東方學學者的知識論述如何助長西方人構成東方主義這套宰制系統，然而

Dirlik 對於東方學學者卻有著和 Said 不一樣的評價。Dirlik 認為在 Said《東方主

義》裡所談及的這些東方學學者其背後認識論假設所倚靠的是同理心認同

（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來作為理解異文化的方法，然而在這個認識異文化

的過程中，東方學者需要某種程度的東方化（orientalized），這使得東方學學者

更靠近他者，同時間距離化了他們原先自身的社會。如果我們關注到了這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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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他者或是主客體的區別，東方主義裡頭的重要分析就變得模糊複雜起來了。

Dirlik 認為這些東方化的西方人（orientalized westerners），無論是近代中國的基

督教傳教士或是阿拉伯的勞倫斯，他們活著就像是中國人或是阿拉伯人，其東方

化經驗讓他們有資格來談論東方，但是往往卻被 Said 的假設裡認為帶點東方異

國風味主義而被邊緣化。 

 

Dirlik 用史料例證出東方學者不必然都是歐美權力的先鋒部隊，事實上某些

被東方化的學者反倒以更複雜地方式參與東方，特別是目前中華文化圈裡引以為

傲的儒家文化，這個在目前看似理所當然的民族驕傲背後卻是一場東西共謀。儒

家主義雖然在中國是官方學說，然而「儒家主義的創造」卻是基督徒。這個由傳

教士編寫儒家主義作為中國社會的象徵所引發的效果，不只影響歐美的認知，但

是卻也是使 20 世紀的中國人拿來利用的西洋學識，以藉此評價自己的過去並且

無庸置疑地幫助了中國布爾喬雅階層菁英的利益，甚至關聯到近代中國國族主義

（nationalism）的出現。無獨有偶，日本學者岩淵功一（1994）也在〈共犯的異

國情調 ─ 日本和它的他者〉一文中亦提到東方主義不僅僅只是西方的他者塑

造，它也幫助日本藉由「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而形塑出「日本特性」

並從中獲利；相對於歐美列強只擁有了現代性，日本可以驕傲地認為他們既擁有

現代性亦保有了傳統，兩者兼具，甚至於跟基於此建構出另外一套對於「非西方

他者」（比方像是其鄰近的亞洲國家）的視野。 

 

岩淵功一認為相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日本特性」比方像是避免衝突、集

體主義、同質化的社會、超時工作、公司的長期聘用政策等，事實上是個不堪一

擊的統一體，透過的方式是自我（日本）與他者（日本的假想敵：歐洲與美國）

都採用的「互相承認對方」策略進而型塑；然而在這過程中也在均質化自己而壓

迫內部各種差異，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和日本的自我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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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兩者都用他者來本質化自我，甚至鎮壓內部不同的聲音。無論如何，把日本的

自我東方論述當作一種被宰制者的被動策略，是過於簡單的看法。日本為了建構

和自我肯定其民族文化身份，它的策略是主動利用「西方」，以有效反擊東方論

述，尤其當日本至少在經濟及科技上已超越了多數西方國家（張興成，2000；岩

淵功一，1994/李梅侶等譯，1998）。因此東方主義論述已經不僅只是 Said 所擔憂

關懷的西方人宰制慾望或想像，在今日它卻以更細緻的方式回應著西方，成為東

方國家尋求屬於自己的現代性、打造國族認同等的萬靈藥，或許我們應該要採取

更細緻的方式來思考這一場異國情調的共謀。上述這些脈絡提供了一些東西方共

謀東方主義的歷史脈絡耙梳，而在探討關於音樂裡的東方意象異國情調使用上，

Mitchell（2002）則在〈Dick Lee 的 Transit Lounge 裡頭的自我東方主義、反轉東

方主義和泛亞洲流行音樂流動〉一文裡頭討論新加坡流行音樂詞曲創作歌手李迪

文（Dick Lee）所發行的三張專輯：《The Mad Chinaman》、《Orientalism》、《Transit 

Lounge》如何在新加坡的脈絡下有意識地使用東方意象的異國情調來進行傳統上

（特別是以 Said 為主）東方主義概念的顛覆。 

 

二、東方意象符碼做為一種顛覆的可能 

 

Mitchell 提及新加坡自從馬來西亞獨立之後，一直是由國族主義意識型態所

支配，新加坡官方採用一種理想化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主義）來視為拯救國

族的萬能靈藥，期望新加坡變成一個兼具「亞洲性」（Asianess）和全球性都會氣

質的國家。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PAP，People Action Party），自從 1959 年掌權

以來就想創造一種國家本質：一個創新的、綜合的、但仍然又具本真性的亞洲性

（Mitchell, 2002）。理解到新加坡這樣的一個特殊脈絡，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理解

李迪文為何會如此創作所謂的泛亞洲音樂（Pan-Asia）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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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ell 在這篇文章裡頭指出《The Mad Chinaman》、《Orientalism》、《Transit 

Lounge》這三張專輯各自代表了不同時期李迪文運用東方/亞洲意象的心境變

化；在《The Mad Chinaman》這張封面令人印象深刻地使用京劇小生裝扮模樣的

專輯裡，Mitchell 認為李迪文先是進入了「自我東方化」5的階段，目的在於顯露

出一種混雜性的新加坡認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迪文的創作一向是帶有戲謔的

特質，在作品裡頭加入在地俗俚並且夾雜各式語言，比方像是馬來文、英文、新

加坡式英文（Singlish）、普通話/華語（Mandarin）、福佬話等，或許李迪文是藉

由創作的方式去訕笑著雖然新加坡想要創造一種混雜的亞洲特性，然而卻又在面

對西方威脅下渴望借助想像中的中華文化精神核心：「儒家主義」來建立國族認

同的矛盾態勢。接著在《Orientalism》專輯裡頭，李迪文竟然使用了「東方主義」

這個在學術裡頭大多被辨識為以 Said 為首的學院術語來作為專輯名稱與主題，

雖然 Mitchell 也提及學者不必一相情願地認為音樂家一定得知道 Said 的學說論

述，但重點在於「東方主義」這個背負沈重包袱的字眼在李迪文的運用中變成了

一種好玩的（playful）、具有正面意涵的詞彙，以有趣的態度來混雜各地亞洲地

區的民族元素來宣示一個正面的泛亞洲認同態度，卻也在這個過程中達到

Mitchell 所認為的反轉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效果。 

 

在李迪文第三個時期的代表專輯《Transit Lounge》中，Mitchell 卻認為相較

於前兩張裡頭強烈的以自我意識表達東方元素，李迪文在這張專輯裡產生了姿態

上的退縮。這張專輯搭上了 90 年代所爆發出來的「沙發音樂風潮」，強調著輕鬆

聆聽的舒適感和音樂旅行主義（tourism）的音樂表現形式，然而李迪文幾乎除去

前兩張專輯裡扮演中介東方的角色，而採用一種幾近匿名的方式，即專輯上不掛

名「Dick Lee」而採用「The DL project」。但是這張專輯卻仍舊持續進行和亞洲

                                                      
5
 雖然 Mitchell 分析李迪文在《The Mad Chinaman》這張專輯所使用的方式是自我東方化，但我

認為這個詞彙在 Mitchell 的用法裡其實是中性的，主要是著重於這是一種李迪文所欲達成其嘲諷

等目的而使用的一種手段，有別於傳統上在談論自我東方化其實是在東方人自行套用了西方宰制

論述下的東方主義的一種自我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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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地區性的流行音樂樂手合作的方式，呈現他的跨國界/泛亞洲認同的理念。 

 

上述這一切討論讓我跳脫先前只能陷入 Said 東方主義式框架來思考著西方

製作人所創作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裡的「虛假」和論述權力不公義，畢竟當在指

責著這些東方意象的「虛假」時，我很可能也犯了一個錯誤或是很容易給人產生

一種誤解：那便是已經先行預設了一個本真的、本質主義的「東方」而不自知，

彷彿在指控著「西方人」不該製作這些音樂，他們所製作的都是錯誤的印象。雖

然的確在某些東方意象專輯裡頭有很明顯的誤現，例如像是《VA - China Lounge 

Feat. Shanghai Divas》這張由德國的 DJ Red Buddha 所主理的混音選輯標榜著中

國風的沙發音樂，除了必備的琵琶、古箏、胡琴、笛子等傳統中國樂器元素外，

特別選了三四零年代上海女歌手白光的〈等著你回來〉、李香蘭的〈梅花〉、潘秀

瓊的〈情人的眼淚〉等作品的混音版本，然而卻在專輯封面的美術設計上（請參

考圖二）混淆了中國女子和日本女子的模樣，呈現了不倫不類的奇怪印象。然而

如果從 Dirlik 和岩淵功一的論點來思考，分析這些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重點不在

於只是一味檢示和判定這些意象符號的「真偽」，事實上也不太可能做到，因為

其實連東方自己本身也在有意識地建構某種「東方性」。雖然東方主義論述的開

始確實是在東西權力失衡的狀況下所展開的，但是更困難、更複雜的問題卻在後

頭，因為如今所謂的東方主義、異國情調變成了一種共謀，我認為更重要的工作

應該在於去分析探討在這個失衡裡所逐漸展開著的細微運作；換另外一個角度來

說，更重要的是這些「東方意象的想像和建構」的確對樂迷產生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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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VA - China Lounge Feat. Shanghai Divas》 

 

祈立峰（2008）在〈不能說的秘密：從「中國風歌詞」論「周杰倫現象」〉

這篇發表於 2008 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研討會論文裡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觀

點，他認為所謂的「中國風」的概念其實是全球化的，比方像是中國武俠片裡頭

大俠劍客落地無聲的輕功、古裝大戲裡頭華麗宮廷中擠胸露乳的仕女等，見證了

所謂的「中國風」符號被展演並且出售予西方世界，在傾銷回出產宗主國、「在

地性的」、「作為方法」的亞洲自身（祈立峰，2008，p.8）。然而祈立峰提出的一

個重要觀察是：方文山的詞所造就的這些東方意象、中國風的盛行倚靠的不是填

詞者國學的精確性，而是倚靠樂迷與作者雙方對於東方概念的「似懂非懂」，藉

由「故弄玄虛」所導致「陌生化」與「隔閡」下的美感而大為風行。於是填詞者

的國學底子未必高明，可是樂迷的知識亦受限，祈立峰有意思地帶出了這樣作曲

家與樂迷間「交相賊」這樣一個「不能說的秘密」的觀察，再度點出了討論異國

情調的重點有時往往不在於意象符號的「真偽」，因為無論這些符號是否是種想

像或建構，它的的確確地在樂迷間產生作用。所以東方意象作為人為機制建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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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只是個討論的開始，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建構機制背後更細部的究竟是為何

而運作以及如何運作；Said 在《東方主義》一書的末端有特別處理關於「再現」

的問題，特別是書中引用了 Marx 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的一段話拿來釐

清其論述，因為 Said 一直很在意別人誤讀了他的作品，然而我認為這個關於「再

現」的討論有助於我去思考該如何去抓住討論東方製作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核

心。 

 

第三節：關於兩種層次再現的探討 

 

「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頇被他人再現與詮釋。」 

（Marx, 1952 as cited in Said, 1978/王志弘等譯，2006，p.28） 

 

Marx 的《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裡的脈絡背景是分析討論路易‧波拿巴

（也就是拿破崙三世）如何能在西元 1848 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並且在西

元 1852 年稱帝。這段文字則是在討論路易‧波拿巴與其主要支持基礎：小農地

主階級之間的關係；Marx 解析波拿巴如何利用小農所身處的階級狀態和農民們

對於拿破崙一世時期的懷念而促使農民擁護其登上王位，這段文字正是以一種諷

刺的口吻，說明小農無法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只能透過「波拿巴」來再現。 

 

然而 Said 在《東方主義》批判和挑戰的是西方世界對於東方所進行持續悠

久的學術體系和論述，因為一定會有人反問 Said 在進行批判的前提裡，心目中

是否早就已經預設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東方」，Said 便從這個切入點上去闡述、

維護他的論點和立場。Said 認為要從東方主義作為一種再現開始談起，然而再現

就是再現！不可能存有真實再現任何事物的可能性，任何再現都受到語言、再現

者所處文化、機構、政治氛圍的牽制與影響（Said, 1978/王志弘等譯，2006，



 
 

20 

p.396）。Said 一再為自己的理論抗辯，東方主義不是某種東方本質的扭曲呈現，

而是說這個體系的運作，就如同一般的再現：有其目的、依循著某種趨勢，並且

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智識，甚至經濟場景中運作。換句話說，所有再現都是有

目的的，而且往往十分有效，可以順利完成一項或多項任務（Said, 1978/王志弘

等譯，2006，p.397）。 

 

所以 Said 認為我們應該審視的是風格、比喻、場景、敘事設計、歷史以及

社會環境等，而非要去探究再現的正確性或是其是否忠於其起源。但是 Said 卻

附加了一個但書，他認為再現的外在性然而卻總是受到特定的一種公理所引導，

這公理就是，假如東方可以再現它自己，它便會如此做了，而既然它無法做到，

再現就只好由西方來做這項工作，是為了西方，同時為了可憐的東方，別無他法

（Said, 1978/王志弘等譯，2006，p.28）。西方人的立場就如同 Marx 在《路易波

拿巴之霧月十八》中所批判的：「他們不能代表（Darstellung）自己；他們必須

被他人再現與詮釋（Vorstellung）。」。Said 認為《東方主義》的主題不在於提出

諸如真實的或正確的東方這樣論點的東西，相反的，Said 所欲論辯的是，「東方」

本身就是個建構的實體。 

 

關於 Marx 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裡所討論的再現概念，Spivak 和于

治中皆有提及 Marx 在這裡頭所談的再現有兩種層次，或者可以說這是因為德文

裡體現（Darstellung）和再現（Vorstellung）這兩個字其實擁有著曖昧關係，皆

指著某種呈現，但事實上在詞彙的選擇卻又指涉著細部不一樣的意涵。這提醒著

我更加細緻地思考關於再現的議題，幫助我去思考關於沙發音樂文本的亞洲或是

東方在再現上究竟是哪一種層次，以及併入思考 Said《東方主義》裡頭所討論的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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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中在中文翻譯上把 Darstellung 翻成體現，而 Vorstellung 翻成再現。他

認為再現（Vorstellung）這個字等同於英文的「representation」，強調的是主觀的

心理狀態，而非被再現事物的本質；當 Marx 在使用 Vorstellung 時所指涉的多是

與想像的或被扭曲的再現有關，比方像是在《資本論》裡用來描繪因資本主義生

產模式運作的不透明性，生產者意識型態所產生的被扭曲狀態（于治中，1999，

p.207）。雖然在德文裡頭，Vorstellung 有時易和 Darstellung 混同，兩者皆具有呈

現出來的含意，但根本的差異在於 Vorstellung 是經由一種想像的或是抽象的過

程，而 Darstellung 是一種直接的展露，所以于治中認為體現（Darstellung）這個

字近於英文裡頭的「presentation」；而在著名的《精神現象學序言》裡，Hegel

一直強調，哲學的使命即是在於他整個過程的 Darstellung（于治中，1999，p.206）。 

 

除了于志中的討論外，Spivak 的著名文章〈從屬階級（subaltern）是否能夠

說話？〉裡頭亦著墨關注著體現與再現的討論。Spivak 認為 Marx 的《路易波拿

巴 之 霧 月 十 八 》 的 這 段 文 字 裡 ， 小 農 地 主 階 級 的 （ 缺 席 的                                                                                                                              

集體）意識，在一個似乎在為其利益服務的「代表」身上找到自己的「承載者」

（Spivak, 1999/張君玫譯，2006，p.295）。根據 Marx 的分析，小農們的人數相當

地眾多並且生活條件類似，在此點上他們的確是一個階級，但是卻由於法國的交

通不便而彼此隔離；Marx 形容小農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一袋馬鈴薯裡頭是由

袋中一個個的馬鈴薯所集合而成地那般，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區性的聯繫，

他們的利益關係的同一性卻無法集結成共同關係、全國性的政治組織聯繫，因此

他們無法用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一定要由別人來代表，並且

他們的代表甚至必定是他們的主宰，由上而下地賜給他們陽光和水。因此，在

Spivak 的分析裡她認為這樣的關係指的是 Vorstellung 的代理（proxy）、替代意味，

而不是 Darstellung 的描寫（portrait）作用；Vorstellung 越俎代庖地行使了

Darstellung（Spivak, 1999/張君玫譯，2006，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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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vak 這篇文章的關懷主軸在於印度本土知識份子試圖要去找出從屬階級

人民的經驗與心聲以平反過去英國殖民政權和其御用學者所建構的史學觀點，然

而 Spivak 在 意 的 是 知 識 份 子 究 竟 是 否 真 的 能 幫 這 些 從 屬 階 級 們 代 言

（Darstellung）？他們究竟是幫助了底層人民發聲，或者其實只是代表著

（Vorstellung）介於在「殖民政權」和「底層人民」這極端兩極之間的菁英知識

份子他們自己所需的布爾喬亞民族主義建構（張君玫，2005）？Spivak 的結論是

傾向悲觀的，所以她在這篇文章裡頭批判了 Foucault 和 Deleuze 所聲稱的從屬階

級能發言其實是過度浪漫化的認為從屬階級體現自身的可能，但終究仍不過是知

識份子把自身透明化的一種再現。就如同 Spivak 的強烈批判，囚犯、士兵、學

童的政治訴求所仰賴的具體經驗，其實必須在那位於知識域進行診斷的知識份子

的具體經驗中才得以揭露（Spivak, 1999/張君玫譯，2006）。我認為 Spivak 這篇

文章除了探討了體現和再現的概念之外，很重要地在於幫助研究者反思當想要替

某些現象或研究對象做代言時，思考到研究者本身所處的位置、該如何去研究這

些體現實踐以及思索研究者本身可能潛存的限制；雖然知識份子往往想要做的是

去代表（Darstellung），但是代表往往只能到達一定限度，因此 Spivak 主要是提

醒學者在試圖代言某種聲音時，不要忘記了自己位置上所可能造成的一些偏見，

而甚至更不好的時候是反而代言了自己的利益觀點。 

 

再把 Spivak 的提醒試圖放置到我所欲研究的亞洲/東方製作人所做的東方意

象沙發音樂場域脈絡裡來省思，會發現 Mitchell 在某些論述上過度樂觀的缺點，

像是陷入分析者太過一廂情願式地詮釋著李迪文的每部作品必定都是在試圖和

Said 的《東方主義》概念在做抗辯和對話，卻較少提及作者探討作品背後商業上

的權宜策略選擇，甚至沒有更進一步地去探討李迪文的「泛亞洲」理念上的一些

意識型態問題，我認為要去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的方法在於必須要去和這些作者進

行訪談，去訪問以及詮釋他們的想法，這樣的分析就不會只有研究者的分析再現。 

 



 
 

23 

綜合上述再現裡頭的細部概念討論併入本研究的關懷核心，如果說 Spivak

所關懷的兩種再現層次比較偏向於階級發聲的問題以及研究者主/客體之詮釋限

制，然而我所關懷的兩種再現層次則是在於沙發音樂裡台灣自身對於亞洲東方意

象的發言權問題上。我想探究在沙發音樂裡頭，那些亞洲東方意象的想像體總是

如 Said 所關注批判的，複製了如過去西方人東方主義視野那般地自我東方主義

化再現（Vorstellung），但有沒有另外一種體現（Darstellung）的可能呢？體現或

許是一種哲學思考上的理型，但是相較於只是被動式的被再現（Vorstellung）東

方意象，我想去探究台灣的沙發音樂是否也能像 Mitchell 分析李迪文的東方意象

音樂作品那般，在新加坡獨特的政經脈絡裡利用東方主義的概念，去進行嘲諷和

顛覆，或者有意識地藉此去闡述作者的「泛亞洲」想法，以一種主動式、邁向批

判視野而接近於體現的再現方式來呈現自身。 

 

第四節：研究問題 

 

    在這個章節的開始是先從 Said 的東方主義論述出發，來幫助我們審視關於

沙發音樂裡頭的「東方」意識型態框架，在二元框架裡頭開始展開他者化的區隔

和論述霸權宰制。沙發音樂的重要美學是異國情調，在音樂素材挑選上相當地倚

賴世界音樂的素材，然而這也滿足了一些樂迷所需的想像期待，比方像是原始、

純淨性或是觸發心靈層次的宗教哲思和神秘感；不過由 Hutnyk 以及 Goodwin & 

Gore 等學者卻例證出這些想像背後裡頭的迷思和論述上的權力失衡。雖然異國

情調的確是在東西方論述失衡的開端下所產生的，但 Dirlik 和岩淵功一卻指出異

國情調其實是一種東西共謀，特別像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在今日資本主義全

球化底下渴望尋求現代性的差異時，某些舊有的東方學重新被揀用，然而這些是

Said 論述所甚少關注到的。除了政經脈絡外，音樂文化上亦有著找尋在地現代性

的傾向，Mitchell 則例證著新加坡樂手李迪文運用東方符碼達成其所欲闡述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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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理念。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亞洲樂手或唱片公司在製作所謂的東方意象音樂作

品，而我的著力點在於目前沙發音樂裡頭的東方意象不再是那麼強烈的東西方生

產失衡，因為當「東方」有越來越多的好手加入這個論述場域的競爭行列，我認

為不會只有落入自我東方主義化這樣的一個窠臼。 

  

在思考著再現裡兩個層次的探討，我有興趣的是沙發音樂這類原先被認為是

西方佔據的東方想像論域、以往總是被再現的他者，但如今「東方意象」變成一

種共謀；當東方樂手、唱片製作等去試圖爭霸東方想像的再現，然而這些實踐究

竟仍舊是複製東方主義的再現（Vorstellung），亦或者體現（Darstellung）了亞洲

東方為自己發聲的實踐？這是本研究想要去探討的核心問題。綜合上述討論，以

下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 

 

一、 台灣在地的沙發音樂再現了什麼樣的東方意象？台灣在地的沙發音樂

如何建構東方意象？台灣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它的類型形塑過程為何？ 

 

二、 台灣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製作是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

化地複製了 Said 所說的東方主義視野？還是運用了東方符碼體現了在地特

性？ 

 

接著在第三章將討論本研究所欲採取的研究方法：使用 Neale 的類型分析理

論來做為我的研究策略，我將會討論我選擇這個策略的原因；特別是相較於先前

國內的沙發音樂研究者所採取的策略，我該如何處理研究主體：沙發音樂，以及

藉由類型分析理論骨架的討論從中找出類型形塑過程裡的重要元素來思考我的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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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作為研究策略的類型分析 

 

在這個章節裡頭要處理的是：我該採用什麼方式來研究我有興趣的台灣東方

意象沙發音樂。在本研究之前，林儀慈（2003）的《台灣沙發音樂文化中「時尚」

操作現象之探討》是國內第一本探討沙發音樂文化的碩士論文，她的研究偏重在

於生活風格，特別為沙發音樂如何被操作與時尚扣連而成為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

風格。時尚的聆聽感是吸引許多沙發音樂樂迷的重要消費驅力，但這部分不在於

本研究的關懷重點，本研究關注的核心是沙發音樂的異國情調美學，特別是過往

這些被西方慣用的東方符碼，如今如何回過頭來重新為東方所拾用，而這樣的音

樂實踐對於東方究竟代表了什麼、並且這些意像是如何被形塑出來的。 

 

林儀慈為了探索時尚的操作，分析如報章雜誌文章、CD 側標，然而由於我

的研究關切的是這類東方意象的沙發音樂類型如何形成，所以我決定參照 Neale

在〈類型的問題〉（1990）裡談電影類型（genres）的方式來思考音樂被類型化

的過程以作為我的研究策略，因為這個研究策略的選擇除了攸關我想要處理關於

東方意象如何被「再現」和「體現」之外，還包含我意識到該如何去對「音樂」

這個抽象對象進行研究的問題。 

 

本論文想要去研究沙發音樂如何再現或體現東方，然而如何界定「音樂文本」

卻是極其困難的。音樂文本並不像是電影或戲劇文本是視覺呈現的，音樂本身並

無實體、是抽象的，特別是沙發音樂泰半是以曲子作為表現形式，也無法像是祈

立峰研究周杰倫的「中國風」歌曲那樣可以拿填詞者方文山的詞來進行分析；此

外，對於曲子裡頭民族元素的傳統樂器和曲調旋律而言，我並無學院派音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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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背景，在此點上並無法對樂曲進行專業的分析，還有很重要一點的是其實

就以沙發音樂的異國情調特質形塑來說，並不只有單純「音樂」的樂符本身而已，

那些陳列於唱片行裡讓消費者一眼就產生立即印象的專輯封面（比方像是

Buddha Bar 選輯為人津津樂道的坐姿金身大佛（請參考圖三））、還有唱片公司所

使用的華麗詞藻，提供樂迷指引或想像的文案側標，或是扮演意見領袖的網路深

度樂迷/樂評所寫的文章等皆可以對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這個音樂類型的形塑發生

作用，因此 Neale 談類型如何形成以及類型形成本身的問題卻成為一個我可以進

行研究的路徑（稍後會談 Neale 的理論骨架），在這個研究框架下，我也不必侷

限是否要進行音樂文本分析、閱聽人研究或是樂手訪談的方法選擇，因為這一切

皆統合在「音樂類型」這個更寬廣的研究分析視野裡頭。 

 

 

圖 三：《VA – Buddha Bar Vol.1》的封面設計 

 

除此之外，不同於林儀慈從整個電子音樂的發展歷程與各種電子音樂次類型

的介紹作為起點來談沙發音樂並且使用比較特徵化的方式來定義樂種，我傾向採

取 Neale 所談論到的類型思考要點來作為書寫主軸，因為正如同 Neale 所說的，

類型的本質是暫時性的（temporal），因此，一方面來說它們以生俱來帶有易變

性（mutability）特質，而另一方面它們以生俱來是屬於歷史性（historic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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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le, 1990），因此當我們談論類型時最好把它視為一個過程（process）來看

待；要定義一個樂種是很困難的，因為音樂的發展是持續在進行的，將它賦予絕

對本質性的分析是有其危險性的，特別像是沙發音樂這樣一個跨樂種混合體以及

其自身不斷地在演化的樂種。接下來將討論 Neale 所談論關於類型分析上的重要

骨架。 

 

Neale 的類型分析骨架我將分成三個段落討論，首先是探討類型為什麼會形

成而被樂迷們津津樂道地討論，這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為何「沙發音樂」可以變成

一個類型，尤其是當很多人質疑沙發音樂這種選曲寬廣的跨樂種綜合體真得可以

變成了一種類型了嗎？然而 Neale 在〈類型的問題〉文章裡頭所處理的正是要去

質疑類型的穩定性，他認為類型之建構背後本身就有其問題所在，它並非為一般

人所想像的那般亙久不變，這一切的開始得先從擬真性談起，只要樂迷們和產業

們產生出樂種討論的共識，它就是種類型。接著第二個段落裡我想討論類型的擬

真性宰制政體（verisimilitude regimes）以及產業論述（institutional discourse），

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在研究台灣在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之成形的歷程裡，思考應該

研究什麼？找誰研究？第三個段落裡則總結 Neale 的討論，闡述本研究對於沙發

音樂這個樂種的立場是視其為一個過程（process），而非亙久不變、本質化的固

定體，用此回應先前林儀慈的研究曲徑裡頭過於特徵式和定義化沙發音樂樂種的

問題，因為正如同 Neale 在其文中所提及的，類型分析的目的並不在於去定義類

型（Neale, 1990,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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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類型分析的骨架  

 

一、 擬真性 

 

Neale（1990）認為擬真性（verisimilitude）的概念是理解任何類型之所以可

以形成的核心概念，因為擬真性的意思指的就是一種適切性或是可能性，簡單的

說，它也包含了某種預期（expectation）。所以音樂類型絕對不會只是音樂本身

或是該音樂類型的廠牌而已，類型也包含樂迷對於該音樂的期待和假設以及樂迷

在聆聽過程中和音樂互動的這個特殊系統。而這些系統提供了樂迷認知和瞭解該

樂種的的方法。這些期待和假設的系統裡頭牽涉到關於各種擬真性的政體

（verisimilitude regimes）以及各種動機、辯論、信仰等。然而擬真的政體則每

一種類型都不太一樣，各自承載著一些規範和法則，這些系統幫助了音樂類型的

形成以及使得音樂裡頭的元素，變得清晰可理解，因此讓類型解釋變得可能。 

 

沙發音樂的擬真性在於它是以放鬆作為最為最高指導原則所進行的廣泛選

曲混成，並且是倚賴在特定空間裡頭播放的實踐，比方像是舞池裡供舞客休憩所

附設的 chill-out room 或是營造氣氛但不妨礙名流社交的 Lounge Bar。然而事實

上，雖然沙發音樂現在看似被歸類接近於電子音樂，但最早沙發音樂的發展並不

是一開始即被視為電子音樂的分支的，而是因為 Lounge Bar 這個場景隨著音樂

潮流的演變，走到目前極大比重脫離不開電子音樂所致，尤其是和電子音樂裡頭

弛放音樂（chill-out music）的合流。我們可以想像早期沙發音樂的場景應該是以

樂團和歌手為組合的這類小編制演奏或是演唱形式的，風格可能是爵士樂或是輕

搖滾等等，然而隨著時代和音樂潮流的演進，DJ 這類新型態表演的出現，其實

不只改變了跳舞文化，也改變了 Lounge bar 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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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林儀慈的研究可視為對於沙發音樂裡頭「時尚」擬真性的操作探討，但

是就如同許多樂迷預期能在音樂裡頭消費到時尚感，本研究有興趣的是沙發音樂

裡頭的異國情調擬真性，特別是聚交於「東方意象」的想像氣味上。擬真性說明

了任何類型之所以可以成形的背後基礎認識，然而 Neale 的文章裡頭對於本研究

找尋研究對象上很重要的指引在於關於形塑類型的擬真性政體以及產業論述

（institutional discourse）的討論。 

 

二、 擬真性政體與產業論述 

 

（一）、音樂產業在類型化過程裡的角色 

 

在類型的建構上，相關產業是很重要的擬真性政體，就如同 Neale 所提及的，

電影產業的中心實踐在於替每部個別的電影建構一個「敘事印象（narrative 

image）」，這些敘事印象對一部電影的預期回覆著「這部電影應該像什麼」的問

題，類型在任何電影裡頭的敘事印象裡扮演著重要的元素，同樣的我認為在音樂

產業裡頭類型亦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功能。在這裡頭，相關產業的宣傳（publicity）

和行銷（marketing）扮演著建構敘事印象的重要角色。其中一個可以提供樂迷指

引何為類型特徵的就是廣告，而裡頭重要載具包括了：評論（review）和各式海

報、專輯封面設計和文宣、側標等。各式評論幾乎總是包含了指涉音樂的類型身

份、地位的術語，比方像是音樂雜誌裡頭的年度十大或是百大專輯的榜單，正也

形塑樂迷對於該類型音樂經典的概念；然而側標文案則經常提供口語性的（以及

誇大的）類型描述：比方像是國內映象唱片公司所替其公司代理的沙發音樂選輯

《VA - Hôtel Costes Vol.9》所撰寫的 CD 側標： 

 

經過八張專輯、一張精選輯，全球超過兩百二十萬張銷售與好評後，《Hô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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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s》已尌成為奢華優雅法式 Lounge 氛圍的同義詞。尤其是 Hôtel Costes

駐場 DJ Stéphane Pompougnac 酷帥模樣與浪漫至極的選曲口味，魅力無頇

贅述！2006 新輯《Hôtel Costes 9》承襲了多年來風靡全球的浪漫優雅奢華

風格，並為法系沙發音樂再譜寫新定義！收錄來自 Gotan Project、Bruno、

Parov Stelar、Alif Tree 等來自歐洲頂級音樂代表藝人新作品及 Stephane 

Pompougnac 最新創作單曲，涵蓋 Tango、Acoustic、Nu Jazz、Chillout、

Downtempo 等風格，並且以 Stéphane Pompougnac 專屬的混接手法，鋪陳出

些許朦朧、吹拂著海風、又同時灑下陽光的美好歲時！我想聽到最後你將

認同，《Hôtel Costes》圍覆的夢幻法式浪漫與奢華味蕾，已成為你心底無法

取代的聆聽極品。（Pompougnac,S，《VA - Hôtel Costes Vol.9》側標，2006） 

 

在上述的文字裡可以看見一種極為生動的類型定錨（anchorage）作用，提

供聆聽者或是樂迷們一些關於沙發音樂類型的敘事印象。從這段文案的一些形容

詞我們可以感受關於沙發音樂類型期待之建構，像是「奢華優雅」、「浪漫」、「法

式」、「吹拂著海風」、「灑下陽光的美好歲時」等。然而提及 DJ 作者、選曲品味

與混接手法以及收錄樂手作品則透露出了這是一張混音選輯（Mixed album）；此

外文案裡頭提及這張專輯涵蓋了 Tango、Acoustic、Nu Jazz、Chill-out、Down-tempo

等風格其實正指涉了沙發音樂的跨樂種混合體類型特徵。 

 

（二）、樂手在類型化過程裡的角色 

 

在〈類型的問題〉這篇文章裡頭，Neale 關於類型政體的討論裡頭我認為談

產業的部分其中一個比較少著墨的是樂手的角色，我認為 Neale 把樂手併入產業

來談，但事實上根據主流音樂與非主流音樂（另一種說法是主流與獨立）的抗衡

以及樂種創造力的文獻，我們應該思考到樂手和唱片公司之間的角力和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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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ofalo, 1986/張育章譯，1994；鄭凱同，2005）；所以把樂手或是產業合併在

一起談似乎使得分析顯得不夠精緻，但是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得去形塑另一套天才

作者論的神話，Toynbee（2003）在〈音樂、文化與創造力〉這篇文章裡的分析

正好可以補充 Neale 談類型演變裡所關於藝術家/創作者產製音樂、形塑類型影

響力討論的不足。 

 

Toynbee 這篇文章主要在於討論音樂的創造力從何而來，他認為談音樂的創

造力不能縮減為只是從生產面（比方像是浪漫主義式的天才作者論）或是只是接

收面（比方像是結構主義裡頭的作者已死論）來思考（Toynbee, 2003）。新作品

的出現只有在藝術家、產業裡頭的共同工作者/同事以及閱聽人的互動下才會出

現；藝術家的角色可以稱為是一種「編輯時刻」（Editorial moment），從先前的互

動裡做創意挑選，雖然往往他們的創作是一種直覺式、不經意的創意選擇。因此，

創意其實包含了個人極小程度的能動性以及很大的程度來自規律的、複雜的社會

互動（Becker,1982 as cited in Toynbee, 2003, p.104）。Toynbee 認為這樣的互動過

程也很像是 Bakhtin 對話理論（dialogism）所提及的，創意的動力來自於不同聲

音的「互相活化（interanimation）」（有作者的、產業的、還有閱聽人的），在這

個過程裡「折射」作者的意圖，而非直接表達（Bakhtin,1981 as cited in Toynbee, 

2003, p.104-105）。 

 

Toynbee 利用了 Bourdieu 場域（fields）與習癖（habitus）的概念提出了類型

之創意可能性空間（space of possibles）。如果將現代音樂看成是一個極大的場

域，它將是一個很大關於音樂場景和派別的景致。不同群組的音樂人們各自承載

著特定的風格規範。但是關鍵點在於每一個特定的音樂位置上，擁有某種數量以

及和一些身份地位緊緊連結著，以吸引特定的音樂製作者，也就是說，習癖會安

置這些音樂創作者進入到特定位置裡頭。而習癖攸關音樂人早年生活以及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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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社會因素所決定比方像是階級、教育或是性別。場域的吸力和習癖的推力

產生了一股聚合力量，而形成了關於音樂創意的可能性空間（請參考圖四）。 

 

圖 四：創意可能性的空間（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五裡頭同心圓的核心處是社會作者（social author）的概念，以圓心往外

散開的半徑代表著創意選擇的半徑；點代表著創意選擇。中間愈密集處形成類

型，沿著半徑往外走則作品愈少，亦代表著愈難有類型素材來依循做選擇，但是

相對地亦代表著有愈來愈大的創意空間和可能性。接著愈外周的那些聲音產製則

是愈難被辨識以及被符碼化。這個圖示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和解釋樂手創造力生

成，首先是那些散落在圓周外而聽起來不太像是「音樂」的聲音，其實只對某部

分的樂迷產生意義，因為這些作品仍須等待被進一步結晶化（crystallization）而

被確認其意義。然而這也說明了一個創意的弔詭：所謂的「新」聲音的辨識都得

連結到那個環繞中心點的常規，常規統馭了環繞圓心之外的創意選擇，因此所謂



 
 

33 

的創意其實是「能被辨識（recognized）出來的差異（difference）」（Toynbee, 2003, 

p.107）。 

 

Koestler 認為異種連結（bisociation）是創意的核心。異種結合意指的是將兩

個先前看似不相關的元素兜在一起便產生了一個令人驚奇的合成物（Koestler, 

1975 as cited in Toynbee, 2003, p.107-108），然而這些異種連結的創意選擇其實是

散落於朝核心反方向的邊陲地帶的。此外，Toynbee 認為往往樂手所能做出高度

創意的選擇通常來自於與樂手背景相反的習癖（Toynbee, 2003）。當東方意象逐

漸變成了一種沙發音樂裡常見的敘事主題，樂手如何能負載這些被象徵意義化的

符碼，並從中找出創意可能性而產製再現或體現出新意是本研究有興趣的探討焦

點之一。 

 

然而用 Neale 或 Toynbee 的概念於台灣沙發音樂場域的分析時，我們面臨了

一個兩者的規模（scale）差異問題，畢竟 Neale 談的類型產業是指 Hollywood 這

樣體系龐大而內部相互往來、又競又合的的電影工業網絡（network），然而相較

下，台灣的「沙發音樂產業」其實規模並不大。台灣目前的沙發音樂市場幾乎是

處於獨佔（monopoly）的局面，映象唱片公司（High Note Records）代理了市場

上最多也最重要的沙發音樂廠牌比方像是 Wagram、Café del Mar、George V 等，

相較下近年來國內的大型國際唱片公司並不積極經營沙發音樂這塊市場，只有零

星代理或出版過幾張合輯。然而在本土創作上，製作沙發音樂的樂手比較像是處

於零散狀態的創作個體戶（agent），樂手彼此之間並沒有緊密的合作來往；而至

於映象唱片雖然也有自行企畫沙發音樂選輯，可是目前該唱片公司本身並沒有培

育沙發音樂樂手。 

 

除了上述音樂產業的類型政體之外，各式新聞媒體以及其他「非官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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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裡的「口碑（word of mouth）」論述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Neale, 

1990），所以我認為在某個角度上來說，Toynbee 和 Neale 的觀點是相近的，因為

類型的出現只有在樂手、產業以及閱聽人的互動下才會出現。以沙發音樂在台灣

的網路經驗觀察來說，並沒有特定專門探討「沙發音樂」的討論區，然而樂迷們

針對沙發音樂的討論大致散落在類型定義更廣義的電子音樂討論區，但是這些電

子音樂討論區大部分的討論還是以一般印象裡頭的電子舞曲為主，其他零散出現

相關沙發音樂的討論蹤跡則是在以聆聽取向為主的電子音樂類型討論區（比方像

是 Trip-Hop 或是 IDM），但是除此之外倒是可以在一些固定在網誌上寫樂評的部

落格（Blog）寫手上發現關於沙發音樂比較深入的介紹（比方像是樂手經歷、廠

牌和該系列選輯的特色等資訊，或者如果是由 Lounge Bar 所推出的選輯則會介

紹這家 Lounge Bar 的經營理念等）或評論，這些沙發音樂的意見領袖們扮演著

產業之外重要的類型推廣推手角色。 

 

（三）、互文傳遞 

 

討論上述這些型塑類型的產業論述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在於處理本章一開

始所提及的「音樂文本」的問題，Neale 探討類型的問題裡頭引用了 Lukow 以及

Ricci 的互文傳遞（inter-textual relay）概念，我認為能夠處理我先前對於界定「音

樂文本」的疑慮，事實上就沙發音樂裡頭東方意象的敘事印象建構來說，倚靠的

不是只有民族音樂樂符而已，而是透過像是封面設計、內頁文案和美術設計、文

案側標描寫、樂評等多樣文本的互文傳遞而成；比方像是 Mitchell 討論李迪文

的泛亞洲音樂製作的例子裡可以發現，無論是《The Mad Chinaman》封面一見就

讓人直覺很「中國」的京劇小生正面的臉部特寫或是《Orientalism》封面上李迪

文嚴肅的板著臉帶著墨鏡又混搭唐裝的模樣，正可以說明光是封面美術的設計就

可以負載許多樂手所欲傳達的想法。除此之外，這些互文傳遞展現了一個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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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功能：它不只幫助定義和流通了個別文本的敘事印象，並且也迅速開啟了閱

聽人對於類型的期待與預期的敘事過程（Lukow & Ricci, 1984 as cited in Neale, 

1990, p.49）。 

 

雖然類型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重複性和相似性，彷彿擁有了某種穩定性，然而

在討論著像是產業或是新聞媒體等這些類型政體對於形塑類型的重要性時，並不

意味著 Neale 認同這些政體代表了類型建構的一切。產業以及新聞媒體的確提供

了分析類型概念的基礎，但這只不過是提供了最粗糙的初步印象（prime facie），

類型不應如此劃地自限，類型其實是溢出作品的，它也包括了聽眾的知識和期

待。接下來最後的探討會將類型視為一個過程，討論類型裡頭的歷史性、易變性

和混雜性。 

 

  三、視類型為一個過程 

 

Neale 認為類型作為一種過程是介於類型期待（expectation）、整體類型範

疇（generic corpus）、以及類型規則（rules/norms）這三個層次之間的互動（Neale, 

1990, p56）。當每一個新的類型作品被產製出來的時候會持續地在既存的整體類

型範疇裡產生出新意，並且同時它也是參與了一個在既存類型範疇裡頭進行元素

挑選的動作，有些元素被排除，有些元素被包納。除此之外，每種新類型傾向會

去延伸累積它的作品系譜，不管是增加新元素或是違背它舊有的內容。以此方式

行進下，類型的傳統和元素總是處於變動（in- play）的狀態，而不只是簡單地重

複（re-play）（Neale, 1990 ,p.56）。這樣的概念特別適合去解釋沙發音樂從原本電

子音樂裡頭許多最根基的類型比方像是 ambient、techno、house 等，或者是甚至

是和 jazz 或民族音樂元素等不同樂種類型之間交互影響而持續演化的動態性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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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文本與和已經形成了某種類型的系列文本之間的關係正好說明了類型

作為一種持續發現以及改變期待的一個動態性過程（Jauss,1982 as cited in Neale, 

1990, p.56-57）。然而以閱聽人的角度來說，樂迷在舊有文本裡頭的記憶產生出對

於新文本的期待，但是這個期待本身也是可以被擴充、改變、刪除或重製的。這

就是為何 Neale 認為類型分析的目的不應該在於給予定義，因為事實上要去條列

各種類型的特徵化評論是相當地困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無法提供更為詳盡的定

義，而是在於因為類型總是與歷史性相關聯的，並且因此也是歷史性相對特別

的，10 年前或 20 年前誰能想像今日的 Lounge 音樂是這個面貌，20 年後的 Lounge

音樂也是不可知的。所也這也就是為何我們應該將類型視作為一種過程，當然這

些類型和類型政體們總是為界限（boundaries）和框架（framework）所標示，但

這些界限和框架本身卻也總是留下限制。所以就像是 Neale 所說的：重點在於：

雖然這些限制是歷史性特定的（historically specific），它們僅可以被憑經驗地被

決定，但卻不是理論性地（Neale,1990）。 

 

談完了本研究所欲採取之 Neale 的類型分析骨架後，接著是綜合上述討論整

理出本研究所要處理的研究對象。 

 

第三節：研究對象 

 

綜合本章前兩節的討論，Neale 的類型分析骨架可以幫助我們先從想像「台

灣在地的沙發音樂的類型是怎樣開始散佈或主要是透過哪些管道傳佈的？」、「誰

在做沙發音樂的產業論述？」、「台灣沙發音樂的類型擬真性政體為何？」、「東方

意象如何透過哪些方式或文本形式的互文傳遞而形塑？」等這一連串的問號開

始。根據 Neale 的理論，類型的推廣和傳嬗最應該優先抓住的是大量生產產業論

述的類型政體，而產業無庸置疑是裡頭最具影響力的一塊，但是樂手對於創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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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常規所做的「編輯時刻」（Editorial moment）對於東方意象再現層次的探討

是重要理解來源；此外 Neale 和 Toynbee 皆提及類型不會只有產業在形塑以及提

醒切勿一頭栽入藝術家們的天才作者論，因此我認為扮演意見領袖的樂迷/樂評

在類型建構的過程中也必定是需要探討的要角。統整以上的思考脈絡，我認為本

研究要抓出的研究對象是：唱片公司/音樂產業、樂手、網路樂評。 

 

一、 唱片公司/音樂產業 

 

在唱片公司的部分我想訪問目前國內最大專業代理電子音樂以及沙發音樂

的唱片公司：映象唱片。其前身為交叉線唱片行，1985 年成立，距今已有 20 多

年歷史，一開始以進口西洋音樂、黑膠和當時國內少見的混音器為主，後來擴大

規模後成為映象唱片（映象唱片，出版年不詳）。映象唱片代理的音樂類型有逐

漸寬廣的趨勢，但是它主要是以代理電子和沙發音樂起家而廣為人知的，然而除

了進口和代理之外，映象唱片本身也有製作沙發音樂選輯，比方像是以異業合作

的方式推出以台北 Lounge Bar：In House 以及日本料理餐廳上閤屋為主題的沙發

音樂選輯，此外我也注意到映象唱片策劃了許多不同「東方意象」主題的沙發音

樂選輯，比方像是主打亞洲城市意象的《VA – Tokyo Lounge》、《VA - Shanghai 

Lounge》，中國風主題的《VA - Beijing - Lounge．Music．Art》、《VA – China 

In》等，或是以「東方」作為框架的《VA – Oriental》系列選輯等。 

 

除了進口代理和發行唱片之外，映象唱片對於台灣在地沙發音樂類型之推廣

裡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另一個要素來自於它們自家所推出的雜誌《Hinoter》6。

這本雜誌最早是以免費形式放置在唱片行店頭供樂迷取得的，並且每期都會附上

一張塞滿大約兩分鐘長度以內曲目的試聽 CD；後來第 30 期開始嘗試篇幅加厚

                                                      
6
 自 34 期開始中文名稱改為「映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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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出特別版試賣，並隨書附上一張完整曲目歌曲的 CD。隔年（2008 年）第

33 期同第 30 期採銷售方式；接著從第 34 期開始就不再採用免費雜誌形式，而

轉變成為付費雜誌加上一張完整長度歌曲 CD 的方式，並且由雙月刊變成季刊。

《Hinoter》的發行其實是映象唱片推廣自家音樂的行銷利器，除了每一期的音樂

主題介紹之外（比方像是樂手、百大 DJ、舞曲廠牌、各大音樂祭或系列選輯等），

雜誌裡頭有著大篇幅的 CD 側標文案。雖然以內容來說，這本雜誌主要的用意還

是以推廣自家代理和發行的商品為主，畢竟裡頭的關於專輯的資訊稱不上「樂評」

（因為只有推薦卻沒有批評），只能稱之為碟報，但是這本雜誌卻是國內電子音

樂或沙發音樂類型推廣上非常重要的推手，因為裡頭的側標資訊所附載的詞彙和

CD 封面設計以及雜誌美術設計等正大量產製著關於電子樂和沙發音樂的產業論

述，並且也是目前台灣本土雜誌市場上唯一專門在討論電子音樂與沙發音樂的平

面雜誌。 

 

關於映象唱片的訪談對象，本研究找尋的是在映象唱片已經待了十幾年、擔

任過許多要職的資深高層主管，而目前擔任產品部經理暨執行長特助的翁禎祥先

生，然而我在正式進行訪談後也才發現他是映象唱片對外的重要窗口代表，和本

研究許多受訪者（網路樂評們以及樂手 DJ Code）有過接觸經驗。我訪問他關於

映象唱片團隊的運作模式、他們行銷沙發音樂的經驗、他們自家所策劃的各式東

方主題選輯之創意發想和製作意圖以及他們的選曲準則依循。除此之外，本研究

原本希望能透過翁禎祥來引薦訪談映象唱片公司內部的沙發音樂策標寫手，然而

後來才得知他們所有的寫手全部來自外包，而這些策標寫手有些跟我原先所擬定

的網路樂評名單重疊，因此關於策標書寫的問題則併入網路樂評的訪問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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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樂手/音樂人  

 

    在台灣打著「沙發音樂」類型為旗幟的創作樂手並不常見，除了蘇通達的《我

身騎白馬》直接在 CD 側標或是官方網頁的宣傳上號稱這張專輯要做的是融合歌

仔戲唱腔和輕柔「沙發音樂」的革命性專輯之外，許多國內的電子音樂樂手通常

會在其創作裡進行多種電音次類型（有像是 4/4 拍或碎拍舞池傾向的也有偏聆聽

取向的 IDM、Down-tempo）的嘗試，往往他們的創作風格也不願意被定型；雖

然台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樂手在嘗試製作聆聽取向的電子音樂或沙發音樂，但是

本研究想特別聚交的是台灣在地創作對於「東方意象」的建構上，因此找尋樂手

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該樂手有製作非舞池/聆聽取向的電子音樂作品，另一個

則是該樂手是有意識地呈現「東方意象」的作品。 

 

我想知道這些台灣在地產製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或電子音樂專輯的樂手在他

們選擇在地或東方元素來作為創意選擇的動機以及表現的手法究竟為何？ 

 

（一）、林強 

 

林強是台灣推行電子音樂的先驅之一，特別是關於電子音樂在地化的推廣。

無論是早期以〈向前行〉、〈春風少年兄〉等讓人耳熟能詳的台語搖滾演唱，到近

期將興趣偏向電子音樂而推出的《歡樂電子中國年》、《電民謠》、《驚蟄》等專輯

製作或創作，林強從幾乎每個時期都會有的台語演唱、在地傳統民俗歌謠（比方

像是《電民謠》裡的〈點仔膠〉、〈草螟弄雞公〉、〈桃花過渡〉或是《驚蟄》裡的

〈西北雨直直落〉）、國樂樂器元素（比方像是《歡樂電子中國年》）到語言的人

聲取樣（比方像是《驚蟄》裡頭大量的國語和台語交談人聲拼貼），推行富有在

地風格的音樂是其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創作理念；然而本研究聚交的文本在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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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在法國廠牌 MK2 所發行的個人創作專輯：《驚蟄》。 

 

《驚蟄》整張專輯都是林強自己的創作，裡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取樣了來

自台灣日常生活裡的環境音；在迷離的電子合成音效和緩拍（Down-tempo）之

中交雜拼貼著各種語言交談（台語、國語、英語、法語）、電視新聞裡主播報導

的片段、廟會、歌仔戲以及傳統民俗樂器，整張專輯經營音效的手法（敘事印象）

讓我想起了一些曾經聽過的環境音樂（ambient）先驅：the Orb、the Black Dog

和 the Future Sound of London。我認為這張專輯保持著林強某種一貫的理念企

圖：類型音樂的在地化（近幾年林強推動的是電子音樂在地化），這其實可以從

專輯裡頭大量的取樣台灣社會生活周遭環境音、〈西北雨直直落〉的民謠電子化

（Folktronica）以及專輯裡頭曲子主題的命名上（比方像是〈Taiwan Calling（台

灣發聲）〉、〈Chinese talk〉、〈Mahjong（麻將）〉等）感受得到一些蛛絲馬跡。整

張專輯裡頭我最感興趣的是第 14 首〈Keep Walking〉，裡頭有段有意思的人聲取

樣，內容大致談著：「不管我們的祖先是三百年前來的或是三十年前來的，還是

一百五十年前來的，都有著同樣的一個過程，那尌是從慢慢的掙扎中求生存、求

安定、站貣來、求進步…」，我認為從曲子命名到人聲取樣的選擇，正是樂手想

要傳遞某種信息或者甚至在此之中透露出其文化認同（無論樂手願不願意表

明）；如果說「東方元素」或「東方意象」在沙發音樂市場上的走紅讓東方樂手

有了發言的機會和創意素材選擇，我希望能夠透過訪談來瞭解樂手們究竟想要如

何呈現以及想呈現些什麼。 

 

（二）、蘇通達（GTS） 

 

    蘇通達在 2006 年末發行了一張號稱結合台灣民俗傳統與沙發電音的專輯：

《我身騎白馬》，這張專輯的製作人蘇通達請來了春美歌劇團團長，同時也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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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生的郭春美以及小旦王雅鈴清唱傳統歌仔戲詞牌，然後再運用現代音樂作曲

的理論加入各式曲風，比方像是拉丁、搖滾、弛放電音等。專輯封面則邀請了台

灣首位葛萊美入圍的設計師蕭青陽打理，塑造出既傳統又具現代美感的封面。整

張專輯交付由欣翊國際多媒體公司所發行。 

 

蘇通達在其官網上表示會拿歌仔戲來改編是因為他覺得歌仔戲可以作為代

表台灣的音樂，「這是我們獨有的特色，一定要善用自己的優勢將台灣推到國際

的舞台。」7。「歌仔戲」、「獨有的優勢」、「台灣」、「國際舞台」，我認為這句話

裡頭包含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傳統音樂元素」似乎變成了許多國內音樂人進行

音樂類型音樂在地化的一種共通的默契，但是我認為《我身騎白馬》這張專輯比

較矛盾的是它在其官方網站上的專輯介紹裡寫著：「鄉土味濃厚的歌仔戲很難做

現代的結合，台味太重是製作團隊面臨最大的挑戰。」（黑色字體處為該網站介

紹上所特別圈出來的），既然宣稱要做可以代表台灣的音樂，但卻又提及「台味」

太重是專輯製作過程所面臨到的挑戰，這樣的矛盾裡頭會有著一些有意思的討

論，但我認為有些關於音樂人細部的動機必須得進行深入訪問才能得知。 

 

（三）、DJ Code 

 

DJ Code 是本土獨立電音創作者，創作團體「閘門」的成員之一，其所擅長

的風格是中國風電子舞曲和沙發音樂。原本 DJ Code 並不在我的樂手訪談名單

裡，而是拜訪完映象唱片後得知他曾和映象唱片合作過《VA – Lapis Thai – 

Restaurant。Lounge。Music》所做的訪談對象決定；這張選輯裡有收錄他的〈Fusion 

Thailand〉和〈Intoxicated〉兩首作品。我想知道他創作中國風電子舞曲和沙發音

樂的創作理念以及他和映象唱片合作過程中的互動經歷。 

                                                      
7
 在後來正式進行訪談前我身騎白馬的官方網站就已經荒廢而變成色情網站，我在第五章討論蘇

通達的音樂實作會提及網站荒廢的緣故。請參考：http://majormusic.com.tw/。 

http://majormus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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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樂評 

 

在先前的探討裡，無論是 Neale 談類型作為一種過程或是 Toynbee 談音樂創

意，都有提及閱聽人/樂迷在其中所參與的重要性，因此這部分我想要去瞭解除

了產業與音樂創作者之外形塑沙發音樂類型的重要角色：意見領袖樂迷/網路樂

評。然而挑選「網路」的原因在於以台灣目前的電子音樂資訊取得來說，網路是

樂迷們極度仰賴的資訊來源，畢竟本地平面媒體的出版品能利用的並不多，除了

映象唱片所發行《映樂誌》之外，大概就是破報等報紙雜誌零星的報導，因此「網

路」上的資訊比方像是 BBS、網路社群討論區、樂迷網誌或是國外的電子音樂

資訊對於台灣的電子音樂樂迷來說是重要的資訊來源。 

 

我的名單挑選則來自我個人身為樂迷的閱讀樂評經驗，以下這幾個樂評都是

當我還是個懵懵懂懂的電子/沙發音樂新手時所吸收類型知識和學習品味的重要

資訊參考來源。我所好奇的的是這些影響許多樂迷新手的樂評/意見領袖們他們

的資訊來源是如何取得？他們音樂品味和書寫網誌方式以及他們的沙發音樂聆

聽經驗。然而在訪談翁禎祥後才知道我的網路樂評名單裡 d!zzy 和 galeer 都曾擔

任過映象唱片的側標寫手，所以我想去問他們與產業之間的互動經驗以及比較網

誌心得分享和側標書寫的差異。 

 

（一）、d!zzy 

 

d!zzy 白天在敦南誠品音樂館工作，除了書寫樂評之外，本身也撰寫 CD 側

標（映象唱片、華納、EMI 等）以及雜誌專欄（映樂誌、ppaper），而週末晚上

兼差 Lounge Bar DJ。其樂評裡所介紹的音樂類型多元，但以電子音樂和沙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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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為主，網路上的寫作分散，在好幾個不同網路空間撰寫樂評，有些是新開啟的

（比方像是在美麗佳人的部落格），然而也有些已經停止更新（比方像是在

zzzclub）。大學時代在因緣際會下曾訂閱過其所發行的電子報，幫助我開始認識

到什麼是好聽、有品味、時尚的沙發音樂專輯以及沙發音樂樂手。 

 

（二）、galeer 

 

galeer 的樂評寫作集中在聆聽取向的電子音樂、IDM 以及帶有清柔電子風格

的後搖滾，雖然不能完全契合沙發音樂研究主題，但 galeer 的寫作風格頗負文

采，筆下描繪的聲音有畫面感，加上會附上影音試聽連結，是許多聆聽系電子音

樂樂迷的重要參考指標。以前 galeer 的網誌架設在無名小站的部落格但歷經無名

小站被 yahoo 奇摩併購所進行帳號重新認證的不便以及使用觀感上的不愉快，現

在 galeer 已經將樂評書寫移至樂多。galeer 的網誌書寫後來被產業所吸引，後來

也有幫國內許多進口代理商如節點、前衛花園、小白兔、映象唱片等撰寫側標。 

 

（三）、zero 

 

zero 目前在信義誠品音樂館工作，在信義誠品音樂館的網頁上「園丁們的網

路日誌」可以看到他所寫的樂評和推薦，但其實他在本研究受訪者裡頭的特殊性

在於他曾經是全職 Lounge Bar DJ，待過草堂、naomi、deep、the bed 水煙館，對

於台北 Lounge Bar 場景和 DJ 工作環境生態的脈絡熟悉。訪問 zero 是來自 galeer

的強力推薦，他跟我提及以前還在信義誠品工作時，沙發音樂區塊就是 zero 在

負責的，zero 對於沙發音樂脈絡有很深刻的認識。zero 的 Lounge Bar DJ 經歷可

以幫助我補充除了產業、創作樂手、樂評之外的沙發音樂類型經驗。 

 

 



 
 

44 

第四節：分析「體現與再現」的策略 

 

有鑑於先前的研究時常發生研究者太過一廂情願式的文本閱讀，缺乏樂手或

產業等的聲音，本研究在進行台灣在地沙發音樂如何再現東方意象的分析時藉由

與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來了解他們的創作意圖和想法，再進行研究者的詮釋呈

現。此外在以類型分析作為研究的策略框架下，我依舊可以輔以文本分析的方式

對沙發音樂裡頭的音樂文本、文案側標或封面設計等進行分析，而這部分則以研

究者的涉入呈現為主。接下來就以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問題，逐一說明該如何回答

問題的研究策略： 

 

一、 台灣在地的沙發音樂再現了什麼樣的東方意象？台灣在地的沙發音樂

如何建構東方意象？台灣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它的類型形塑過程為何？ 

 

這個部分的討論主要聚交在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形塑的「過程」上，以及其再

現的「形式/策略」。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 Neale 類型分析裡頭的思

考：即將類型視為一種過程，然後抓出形塑類型之產業論述的要角：產業、樂手

和意見領袖閱聽眾。 

 

產業的部分，我好奇唱片公司如何透過選曲抉擇、文案撰寫和封面設計來系

統性建構沙發音樂以及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敘事印象。樂手的部分，則問音樂人

如何運用他們的音樂美學專業來挑選創意選擇，以及這些樂手們各自形塑東方意

象其獨到的手法。關於資深樂迷的部分，目前來說這幾個樂評並無專門書寫關於

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主題的文章，此點是本研究的限制所在，但是我希望可以藉由

訪問這些意見領袖們回答到更基本的問題：即「他們是如何發揮其對於沙發音樂

類型形塑的影響力？」比方像是不同寫手們書寫網誌的習慣、風格，或者聽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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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領袖們是如何獲取類型知識，以及他們的沙發音樂聆聽經驗。此外身兼側標寫

手的網路樂評我想知道他們與產業間的互動經驗以及側標書寫類型化沙發音樂

的方式。 

 

二、 台灣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製作是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

化地複製了 Said 所說的東方主義視野？還是運用了東方符碼體現了在地特

性？ 

 

本研究評價的作品產製文本有映象唱片進口代理西方市場產製東方意象沙

發音樂的側標文案以及自家所策劃的各式東方主題沙發音樂選輯。林強的《驚蟄》

和蘇通達的《我身騎白馬》以及 DJ Code 在與映象合作選輯《VA – Lapis Thai – 

Restaurant。Lounge。Music》裡頭的東方味道沙發音樂作品〈Fusion Thailand〉

和〈Intoxicated〉。 

 

評價的焦點即是審視這些在地的沙發音樂專輯產製到底想再現什麼樣的東

方視野。除了文本分析之外，很重要的即是需要透過深訪法去問唱片公司的製作

人或者是樂手們在選擇這些東方意象素材的背後裡究竟有著怎麼樣的意圖，這部

份所涉及的將會是整理各式資料後，研究者所進行的價值評判詮釋。在訪問上關

於創作意圖會隨著不同專輯的內容呈現而提問不同的題目，但最基本的提問是

「東方意象/傳統在地元素對於樂手們進行在地沙發音樂創作上的意義為何？」。 

 

    最後要探討的是關於本研究「再現」和「體現」的分析策略。從 Said 在《東

方主義》裡所提及「東方」是個建構的實體，再到 Dirlik 與岩淵恭一所討論的異

國情調/作為一種共謀，以及 Marx 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裡頭所開啟關於

兩種層次再現的討論，提醒了我們應該仔細去辨別這些在沙發音樂市場上表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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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都只不過是東方意象創作或選輯之間的細微差異；如果說東方/亞洲在地製作

的東方意象音樂選輯是一個東方可以爭霸論述、替自己發言的契機，然而本研究

所關懷的正是這些作品再現實踐裡頭的意義與價值。我的分析假設認為如果在地

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如果只是在以商業利益掛帥的考量下，了無新意地盲目跟隨

和移植西方市場裡成功的異國情調經營操作手法（比方像是選曲模式、主題形

式），我認為這就是一種服贋過去 Said 所批判的西方人東方主義視野下的自我東

方化（過度地揣摩西方人喜歡、習慣的觀看視野），這樣的作品實踐只能稱做一

種東方主義式的「再現」。但倘若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製作能夠有意識地以

站在「東方/亞洲/台灣」的位置來運用這個既存的異國情調共謀結構或素材來進

行顛覆或是清楚的闡述理念，我認為這樣的作品才稱得上實踐「體現」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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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網路樂評與台灣沙發音樂的類型化 

 

Neale 談類型化的過程裡提及類型的相關評論（review）是重要的產業論述

之一，但事實上在我研究裡的三位網路樂評在沙發音樂類型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是多元的，他們是資深樂迷，在網路上書寫評論發揮起意見領袖功用，然而有

幾位後來被產業邀請去寫唱片側標或雜誌專欄（d!zzy 和 galeer），因而他們也併

入唱片產業行銷裡頭；除此之外這些網路樂評裡有些平日的本業是唱片行店員

（galeer 和 zero 在信義誠品音樂館，後來 galeer 離開；d!zzy 在敦南誠品音樂館），

也有人是 Lounge Bar DJ（zero 待過草堂、naomi、deep、the bed 水煙館，在進去

誠品工作前是專職 DJ；d!zzy 週末在 barcode 放歌），甚至有的還幫唱片公司混音

合輯（zero 幫映象唱片混音過不少張合輯，但選曲不是他選的）。他們有很多種

身份，經歷很多種行業，但總的來說就是對於音樂有熱忱所以一直待在這個產

業，雖然不見得比樂手有名氣，但卻是沙發音樂類型形塑過程裡頭的重要推手。 

 

本章的書寫將聚焦於這三位網路樂評在沙發音樂類型化過程裡頭所扮演的

角色以及其所產生之類型翻譯與描繪的作用，主要探討三個部分：首先是這些網

路樂評作為資深樂迷對於沙發音樂類型的聽覺經歷，因為類型化的過程除了產業

論述的推動之外，閱聽人對於類型的感知和討論也是重要的。樂迷做為類型化過

程的見證者，他們的聆聽經驗可以折射出產業論述的影響作用，並且也可以做為

在地沙發音樂類型形成脈絡的補充參考。然而網路時代來臨後，網路對於另類音

樂樂迷聆聽經驗產生重大的改變，許多網路樂評藉此發生意見領袖作用，甚至被

產業邀去幫忙書寫側標，因此接著討論的是這些樂評們與音樂產業之間的互動關

係，意即他們在音樂類型化過程裡頭重要的中間人角色。最後則談論這些網路樂

評身兼側標寫手的書寫方式，去瞭解側標寫手在提供新手樂迷類型知識時如何發

揮其翻譯與描繪力量。下一節就先從三位網路樂評的聆聽經驗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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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網路樂評們的沙發音樂聽覺經歷 

 

一、 網路對於聆聽音樂經驗的改變 

 

因為年代變了... 只能這麼說... 因為現代的人聽音樂速食化又挑剔，管道多

又沒有注意力，不會 focus 在每一個東西上面，所以不會產生那種文化，你

可以同時聽很多東西，你尌不會對任何的東西產生太大的專注力。你去問

一下現在 18 或 19 歲的青少年，我覺得他們會去聽，什麼東西都會去接觸，

但是他們不會 focus 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太久。這也不是好或不好，因為網路

對他們說是從小尌碰到大，但是對於我來說不是。（訪談 d!zzy，2009 年 3

月 15 日） 

 

在 P2P 時代之前你能聽到一張專輯是相當珍貴的事。所以如果你想要聽很

多音樂，你需要擁有財力，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資訊，你要知道你要聽什麼，

然後尌是朋友的介紹。（訪談 galeer，2009 年 3 月 2 日） 

 

對我來說，會去訪問 d!zzy 和 galeer 就是因為他們是我在網路上吸收電子音

樂和沙發音樂知識過程裡的重要參考資訊，畢竟以台灣的音樂市場來說，主流媒

體（比方像是報紙、電視或廣播）上電音或沙發音樂的能見度太低了，然而會去

買國外第一手音樂雜誌來看的菁英樂迷畢竟是少數，所以映象唱片發行《映樂誌

（Hinoter）》在台灣市場缺乏另類音樂雜誌的情況下，變成了在台灣傳遞電音資

訊的大媒體，但對於一般電子樂迷來說，主要獲取類型知識的來源還是得靠網

路。然而在我的訪談過程裡，在試圖耙梳這些意見領袖樂迷的聆聽史時發現，他

們都會不約而同的提出網路對於聆聽音樂經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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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er 和 d!zzy 都有提到在前網路時代聽音樂其實是有城鄉差距的，galeer

是彰化人，大學時代（約 1993 年到 1996 年）才開始聽搖滾和獨立電子，那時問

了高中念建中或成功的台北同學，就很驚訝的發現原來他們在 1991 或 1992 年還

在念高中的時候已經在聽 Nirvana（超脫合唱團）了；d!zzy 是台東人，則提及因

為高中編校刊時發現雄中校刊在介紹「新音樂」，後來跟雄中校刊編輯要了水晶

唱片的聯絡方式去訂購《搖滾客》和卡帶，才以此作為接觸另類西洋音樂的契機。

在前網路時代，對於他們來說，水晶唱片是他們接觸另類音樂的重要管道，但仍

會有城鄉差距，畢竟另類音樂的重要場景、獨立廠牌、小功率的 AM 廣播電台

等大多數資訊管道還是聚集在台北。 

 

 

圖 五：八零年代與九零年代台北樂迷音樂版圖的比較 

（資料來源：《秘密基地-台北的音樂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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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悅全（2000）在《秘密基地-台北的音樂版圖》提及八零年代樂迷和九零

年代樂迷的音樂版圖是有差異的（請參考圖五），八零年代的聆聽經驗多半私密

而個人，許多人的共同聆聽經驗來自收音機，而寥寥可數的音樂刊物則帶給樂迷

寥寥可數的音樂資訊；但是九零年代網際網路進來，可以上網買 CD、搜尋資訊、

認識同好、聽音樂…，網路幾乎無所不在地包辦了許多事情，大概只有演唱會和

銳舞派對等現場活動體驗還無法被取代（羅悅全，2000，p.20-22）。 

 

羅悅全（在網路世界著名的身份是 Jeph）是台灣資深的搖滾樂迷以及網路部

落客，他所經營的「音謀筆記」部落格是許多關注台灣地下音樂場景脈絡之樂迷

的重要參考資訊；他在談台灣九零年代搖滾樂迷的網路經驗裡提及在 1990 到

1994 年這段時間，台灣有關搖滾及流行音樂的刊物正處於空窗期：《搖滾客》

停刊、《獨立音樂評論》只辦了一期，《非古典》、《Pass》及《破週報》尚未

創刊，樂迷要找搖滾相關文字只能倚靠網路（羅悅全，2000，p.227）。然而羅

悅全在談論這段搖滾樂迷的網路經驗指向了台灣相對於全世界其他地區之非常

獨特的電子佈告欄（BBS）文化，因為相較於現階段網際網路的 web2.0 時代，

電子佈告欄的功能是陽春的，比方無法像是 google 或 yahoo 這些搜尋引擎般找

尋資料並且只能呈現純文字介面，但事實上電子佈告欄在今日的台灣仍然有不可

取代的功能性，各個 BBS 站裡依照樂種類型分門別類的討論區塊各自形成小型

社區並且有著自己的文化生態，galeer 也有跟我提起這段經歷，他說他的英文程

度也是慢慢練的，無法一下子就能直接找國外的資訊來看，所以中文介面的 BBS

社群裡前輩或同好放的外電資訊和心得感想會在此發揮影響力，或許這段脈絡正

可以說明在主流媒體裡頭小眾音樂資訊量低的狀態下，另類音樂樂迷勢必得倚靠

網路作為主要的資訊來源。 

 

你看這麼久了，十幾年了，…因為那時候你不管看雜誌或是看文章，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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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你要聽還是要一段很漫長的距離，還要緣分和錢，現在你尌可以直

接聽得到。我覺得這已經改變了台灣聽音樂資訊的先後順序。大家有自由

選擇的條件，當然受到廣告的影響還是很大，可是如果有願意去接觸新的

東西，現在是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因為以前受制在硬體介面和那個環境，

你非得要一些管道和緣分，現在則是資訊爆炸，但是需要的是搜尋技巧和

媒體素養，你要知道怎要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其實我現在也在觀察，部

落格到底現在大家在聽什麼，然後資訊來源是什麼？因為已經不再像以前

的年代資訊那麼集中化。因為以前的年代資訊掌握在通路商的手中，被他

們影響太深了，假設如果那時候水晶唱片不進口，你怎麼聽得到？（訪談

galeer，2009年3月2日） 

 

上面這段訪談是與 galeer 聊到他所認為 P2P 文化與 mp3 數位音樂檔案的出

現對於聆聽音樂習慣所產生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打破傳統實體音樂背後所代表的

財力和管道的限制（比方還是 CD 時代，想接觸音樂，有資訊管道但卻不見得有

財力；相反的，有財力，但某些音樂卻可能只有台北或紐約有），並且結合了先

前稍早出現的網路資訊流通（WWW 或是 BBS），打破了音樂資訊管道的城鄉

差距以及近用音樂的解放。美國《Spin》雜誌所選的 2000 年最佳二十張專輯的

榜首是「你的硬碟（your hard drive）」，因為現在許多人聽的音樂都在硬碟裡

面，而且許多人都只抓單首歌來聽，也打破了過往專輯（album）的概念，或許

某種程度上說明了 P2P 文化與 mp3 之出現對於聆聽習慣的改變。接著在 P2P 與

MP3 之後的重要改變就是 web2.0 的出現，特別像是 blog 個人網頁建構的低技術

門檻使得聽音樂的個人意見和資訊分享更容易得以被其他人搜尋以及交流，而

youtube 和 myspace 的影音串流技術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 mp3 的功能，因為

只要連上網路就有音樂可以聽，甚至後者現在已經變成國外流行音樂市場裡許多

樂手或小型獨立廠牌悉心經營的行銷重點，以電子音樂來說幾乎每位大牌 DJ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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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他們「官方」的 myspace，形成了另外一種網路化的 Fanzine 社群。 

 

網路不見得對於所有樂迷的意義都是無疆界的，主流媒體行銷的力量還是很

強大，電視、廣播節目裡一直強力放送蔡依林的歌曲，大多數的人還是比較容易

接觸得到這些訊息，因此正如 galeer 所說，使用者的搜尋技巧和媒體素養這時候

變得很重要，對於想聽不一樣聲音的樂迷，在網路時代是更具有聆聽解放潛能的

（對比 galeer 和 d!zzy 聆聽史裡頭在前網路時代的資訊管道城鄉差距經驗）。我

的樂評受訪者們對於沙發音樂的類型知識取得大部分都是來自網路，而網路時代

後他們藉由良好的搜尋技巧將這些知識和資訊中文化，並且加入了自己的個人聆

聽心得再度放進網路裡，然而他們的身先士卒幫助了許多本地新手樂迷吸收類型

知識，接下來就來談他們對於沙發音樂這個類型的聆聽與書寫經驗，從這裡頭也

可以試圖捕捉一些本地沙發音樂類型化的脈絡。 

 

二、 網路樂評們的聆聽經歷與網誌書寫 

 

每個人聆聽記憶都是獨一無二的，然而我想嘗試抓住一些「沙發音樂」在台

灣類型化的歷程脈絡，因此在本章裡我所採取的方式是在訪談裡藉由詢問其他受

訪者的聆聽記憶來拼湊、找尋這個形成軌跡；Neale 在談類型化的過程裡有提及

產業論述是形塑類型擬真性的重要影響力，這裡頭包括像是創作者去進行類型作

品的生產以及產業裡頭的行銷推廣力量，但 Neale 也有提及類型是溢出作品的，

也包括了聽眾的認知和期待，因為無論是產業、樂手或是樂迷，任何一方都無法

徹底決定類型的擬真性，畢竟類型之建構被需要約定成俗的使用以及在這過程中

透過不斷來回地討論而演化。本章的探討並無法做到完整地勾勒出台灣沙發音樂

類型化的來龍去脈，而主要是聚焦研究裡網路樂評的多重身份在台灣沙發音樂類

型化的過程裡所扮演角色：首先是身為資深樂迷，他們的歷史見證和類型認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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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從他們的聆聽經驗裡正可以折射出產業論述對樂迷類型認知的影響作

用，但這群人對於類型化過程的特殊意義不僅只於此，基於前面所談的小眾音樂

傳播管道特性和背景，某些資深樂迷在網路上先行評論的意見促進了產業論述之

外的類型化作用，但除此之外正如羅悅全所提及的台灣側標文化經驗，有些網路

樂評後來身兼側標寫手而他們的書寫勞動被併入產業論述： 

 

之所以發展如此壯觀的側標文化，應該歸因於台灣小眾音樂缺乏媒體，電

台節目只播放流行歌曲，少數幾份音樂凼物也無法照顧到所有類別。結果

使得 CD 必頇像自吹自擂似的，狼狽地把評介文字掛得滿滿一身。大部分

的側標是根據原文資料譯寫，但側標文字並非不值一讀，有些介紹文字是

向名樂評人邀稿撰寫，或者負責專寫文案的企劃製作人員，本身尌是經常

發表文章的樂評人。（羅悅全，2000，p.243） 

 

我的討論用意不在於形塑一種「網路樂評的經歷等同於沙發音樂類型化過

程」的印象，但是他們介於產業和樂迷之間的角色是很特別的，我希望在這一章

裡討論網路樂評來作為一種觀察台灣沙發音樂類型化脈絡的方法。必須先說在前

頭的是，以下對於台灣沙發音樂類型化過程的討論所仰賴的聲音是映象唱片主管

的產業經驗，然而卻缺少了樂手的聲音，畢竟在我的訪談對象裡有些網路樂評和

樂手雖有認識，但是在關於類型化的互動上卻不像唱片產業和寫手間的關係那樣

地顯著，關於樂手所發揮的類型化作用則會在下一章討論東方意象再現時作為分

析主軸。 

 

講「Lounge」我應該是第一個或第二個開始講「Lounge」這個東西的吧（笑）… 

早期我寫這種東西的時候，在網路上也找不到什麼中文的資料，尌不如自

己把它中文化吧！然後尌會有一種幻想是第一筆中文化的資料！那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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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這樣的想法，然後尌會寫得很高興，所以不見得會是樂評，但多多少

少會有些評論，但大多是以介紹和分析為出發點，評論的部分是還好…（訪

談 d!zzy，2009 年 3 月 15 日） 

 

在訪談的經驗裡，有些受訪者對於訪談地點的挑選是帶有訊息傳達意圖的，

像是我和 d!zzy 約在靠近師大於泰順街上的「mo!relax（多鬆）」咖啡店，因為

這家店對於他的沙發音樂書寫有特殊意義。d!zzy 曾經在和平東路上的錶畫店工

作過兩三年，師大夜市曾住過好一陣子，而那段悠閒的日子是他閒暇上網查詢音

樂資訊和發電子報8最勤、最密集的一段時間；d!zzy 也跟我聊起了這家店以前的

店名叫做「夜班」、經營者有換過、現在的老闆是跟他同英文名字並同時也是「床

上暴動」成員的 dizzy 等瑣碎人事物片段，但重點是這家店對於 d!zzy 的特殊意

義在於這是他以前的「Lounge Music 實驗場」，以前三更半夜在此抽掉了好幾包

煙後寫出了不少稿子，也引發他很多對於 Lounge Music 的想像，而且在稍後（約

2001 年）他進入台大誠品音樂館（也就是現在的敦南誠品音樂館前身）工作後，

進了很多特別的 CD 就會拿來這裡放或是賣給這家店的老闆，因此他對「mo!relax

（多鬆）」的沿革瞭若指掌，甚至可以指出店內裝潢以前與現在的差異。在訪談

那天我們在咖啡店裡聊了四個多小時，我也分享了我的沙發音樂聆聽經驗。 

 

我還記得千禧年那年剛上大學，正如和 galeer 所聊到的，在 galeer 大三那年

（約 1995 年）學術網路便捷性所帶給他重大影響的聆聽經驗，大學時代的宿網

以及恭逢其盛的 P2P 風潮也開拓了我的聽覺視野；然而我在我的聽覺記憶裡以

前接觸的那些無拍或緩拍、由純粹電子合成音色組成的舒服音樂早期並不流行叫

做「沙發音樂（Lounge）」，而是「弛放音樂（Chill-Out）」；我早年還是入門

                                                      
8
 d!zzy 使用過很多網路空間，像是 PChome、無名小站、美麗佳人、bloggers 等，但一開始是在

「魅力站」發行電子報；現在「魅力站」無法點閱內容，只能參考 d!zzy 另一個在 gigigaga 發報

台的網路空間。據 d!zzy 表示，他 1999 年開始發電子報，陸陸續續發了三四年，最早 d!zzy 介紹

類型時並不是採用今日台灣樂迷已經習慣的「沙發音樂」中譯，而是「Lounge」的英文單字，

請參考：http://maillist.tw/muziklounge 或 http://gpaper.gigigaga.com/station.php?station=xisseyang。 

http://maillist.tw/muziklounge
http://gpaper.gigigaga.com/station.php?station=xisse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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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的電子舞曲參考書籍：《2001 電音世代電子舞曲聖經 1－搶先速讀版》，出

版的時間是 1999 年，裡頭的介紹是用「Chill-Out」的詞彙，然而怎麼過了千禧

年之後，大家漸漸地喜歡稱這玩意兒叫做「沙發音樂」？由於映象唱片是我第一

個進行訪談的對象，而且他們也是國內最大的沙發音樂代理商，我便問他們大約

是什麼時候開始推動沙發音樂的？ 

 

大概 6～7 年前我們那時做了一張《in house》的 CD，那時炒貣了沙發音樂，

也尌是 Lounge music。（訪談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翁禎祥是我研究裡訪問映象唱片的窗口，他目前的職稱是「產品部經理暨執

行長特助」，是映象唱片裡頭非常資深的高層幹部，從以前的「交叉線唱片行」

時代一直到做到現在的「映象唱片」，有十幾年的資歷，也在映象唱片裡歷經過

許多職務，比方像是業務部經理；也曾經擔任過自家刊物《Hinoter》的編輯。我

去訪問他的時間是在 2008 年的年底，所以回推六至七年的時間點大概是 2001

年左右。翁禎祥表示在台灣的音樂市場脈絡裡，「沙發音樂」是映象唱片去「炒

作」9和推動起來的，那時候他們開始做《Hinoter》的刊物，從簡單廠牌和音樂

介紹的類雜誌刊物，做到了七八集之後，還加送一張試聽 CD，一直到 2007 年

改成販售形式的音樂雜誌；而翁禎祥表示與台北 Lounge Bar「In House」異業結

盟的《VA - In House Vol.1》10是他們的代表作，以及代理法國沙發音樂廠牌

wagram 的《Hôtel Costes》系列都算是成功的「炒作」，我後來去問曾是專職 Lounge 

Bar DJ 的 Zero，也有著《In House》和《Hôtel Costes》系列在台灣的熱賣記憶。

關於「沙發音樂」逐漸取代「弛放音樂」說法的聽覺脈絡是我在訪問 d!zzy 前就

已經預先設定好的重點問題之一，因為在我的記憶裡，約末 2002 年初時我開始

                                                      
9
 翁禎祥跟我訴說這段脈絡時所使用的字眼。 

10
 去映象唱片的網站查詢《VA - In House Vol.1》的發行日期是在：2002/04/30 發行的。請參考：

http://www.hinote.com.tw/product.aspx?sn=1081。 

http://www.hinote.com.tw/product.aspx?sn=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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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 d!zzy 的電子報，從那裡按圖索驥地認識到很多關於沙發音樂的重要樂手

像是 Thievery Corporation、Buscemi、St. Germain、Bent、Jazzanova 等以及間接

學習許多聆聽這個類型的品味，特別是在當時的時間點下中文網路世界裡根本很

少人在談 Lounge Music。 

 

然而我跟 d!zzy 聊到這些聆聽經歷時，他說「沙發音樂」的確是映象唱片把

它炒作成功的，但是這個譯詞的始作俑者並不是映象唱片，而是當時待在 EMI

（現在亞洲地區賣給金牌大風）的唱片企畫 Mitch（蔡銘育）翻的，因為那時候

EMI 企畫了一系列叫做「沙發音樂之都會節拍」、「沙發音樂之都會爵士」、「沙

發音樂之都會民謠」以及「沙發音樂之都會傳奇」的跨廠牌代理進口專輯計畫，

但是其實音樂內容差距很大，像是從《Moby - Play》、美國西岸浩室舞曲廠牌

Naked Music 的 down-tempo 和 deep house 合輯，甚至到《Norah Jones - Come Away 

With Me》等都能納入這個計畫底下來行銷發行。然而我問 d!zzy 大概是什麼時

候聽到「Lounge」這個詞彙的，他回答 1997 年的時候在國外的網站就有看到這

個字眼，但認知這個詞彙的路徑主要還是因為先從他所喜愛的「Chill-Out」11開

始聽、開始找。他說他大概 1994 或 1995 年就知道「Chill-Out」這個詞彙，但當

時是比較負面意涵的詞彙，因為被扣連到是幫助舞客 cool down 的退藥用音樂，

而且那時的「Chill-Out」比較迷幻和 Hardcore；接著更深入去挖又聽到 Orbital

等樂手在英國 wrap 廠牌所發的「IDM（intelligent dance music）」實驗電子音樂，

                                                      
11關於「Chill-Out」音樂的發展就像 Reynolds（1999）的《Generation Ecstacy and Rave Culture》

書裡第九章所寫的，得從 90 年代初期英國「IDM（intelligent dance music）」的發展時空開始談，

因為這原本乃是對抗當時舞曲發展走向硬蕊化（hardcore）所造成反智現象的省思，是一種電子

舞曲趨勢「追求身體感官的刺激愉悅 vs.追求內心世界的探索」的辯論，但是 IDM 論述形成背後

也帶有一些菁英秀異甚至是性別和階級歧視的問題，像是 Thornton（1996）的文章〈探索主流的

意義〉裡頭提到的「Sharon and Tracy」以及「Acid Teds」論述形塑對於次文化的認同是有意義

的，前者是貶抑那些跳舞還不忘攜帶手提包的女性不懂銳舞文化，後者則是從舞客裡再度區辨開

那些只懂得嗑藥而不知節制的小鬼頭，然而「IDM」對比的正是追求身體感官愉悅的音樂是笨蛋

在聽的舞曲。後來重要的廠牌 warp 提出「聆聽性電子音樂（electronic listening music）」的宣言，

並且培育了許多重要樂手像是 Aphex Twin、The Black Dog、Autechre、The Orb 等製作可以坐在

家聆聽的聰明跳舞音樂。這些偏重追求心靈世界的電子音樂形式後來再度併入銳舞文化發展出新

的實踐，像是可以聊天、冥想，但不一定要跳舞的 ambient party、舞池旁邊設立提供舞客退藥或

持續心靈飛昇的 chill-out zone，以及也影響到後來 trance、progressive 電子舞曲次類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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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才莫名奇妙地接到「Lounge」這個詞彙。那時候因為好奇「Lounge」這個

詞彙到底指涉什麼東西，去「all music guide」12等網站延伸鑽研才知道這個詞彙

原初是指在一些飯店的咖啡廳或交誼室，以及機場候機室等 VIP 場所會放的「壁

紙音樂」，而這些地方的場景特徵就是沙發、吧台、抽雪笳等中產階級意象；這

個詞彙其實早就出現很久了。於是有一陣子 d!zzy 就專門找 60～70 年代的 Lounge 

Music 來聽，像是他跟我介紹巴西指揮家 Sergio Mendes 的作品，裡頭的音樂元

素就是聽起來很異國情調的巴西音樂、偏輕鬆聆聽（easy-listening）和流行化的

爵士，以及美麗的和聲，除此之外還有製作過很多流行金曲的美國作曲家 Burt 

Bacharach 的作品都算那個年代的 Lounge Music；而後來這些音樂又和「space age 

pop」這種認為太空年代已經來臨的美學結合，因此強調異國情調和未來科技感，

代表的著名廠牌是「Eighteenth Street Lounge」13，它既是音樂廠牌的名稱，也是

一間位於華盛頓特區的 Lounge Bar（請參考圖六），而擁有者就是著名的沙發音

樂團體 Thievery Corporation。 

 

                                                      
12許多樂迷都會參考的資料庫網站，有樂種、樂手身平介紹也有專輯評論，請參考：

http://www.allmusic.com/。 
13

 請參考：http://www.eighteenthstreetlounge.com/。 

http://www.allmusic.com/
http://www.eighteenthstreetlou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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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Eighteenth Street Lounge」的裝潢美學 

（資料來源：Eighteenth Street Lounge 官網） 

 

所以我跟你講，Lounge 不一定是電，所以說 Lounge 不是電子音樂，而是

一個概稱而已…（訪談 d!zzy，2009 年 3 月 15 日） 

 

從上面 d!zzy 的訪談裡可以發現一些「Lounge」跨樂種混合的樣貌，但大抵

來說就是沿著 Lounge Bar 場景裡頭所發生的音樂流變，而我去訪問 galeer 或 zero

的經驗，發現大家對於沙發音樂的認知脈絡其實也有點類似，不是先接觸到

「Chill-Out」之後才看見「Lounge」的討論或者就是傾向把這兩種音樂合併來談，

比方像是 zero 的聆聽經驗： 

 

其實沙發音樂還沒有很盛行的時候，我們尌在放 Lounge 的東西，那時候還

不叫 Lounge，而是叫做 Chill-Out，讓你放鬆，可能會放一些爵士，不一定

是電音或是環境音樂，或是放一些很舒服的老歌。 …凾用是一樣的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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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要讓你放鬆，讓你跟三五好友在這邊聊聊天，然後喝個小酒。所以我

們那邊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導演，都是電視圈的，或是經紀人，要不然尌是

電視製作人，大老闆啦，太帄洋建設的董事長啦，因為我們那個地方蠻特

別的，有一間店叫做「草堂」，現在已經收了，我那時候在那邊待了好幾

年，它是在信義路跟安和路交叉口的那個巷子裡面，然後店很小很小，小

到什麼程度呢？大概不到 20 坪....（訪談 zero，2008 年 3 月 16 日）   

 

我的樂評受訪者之一的 galeer 原本是個搖滾迷，在訪談裡提及讓他轉向多方

接觸電子音樂的重要專輯之一並且也是他心目中沙發音樂的里程碑作品是《Air – 

Moon Safari》，然而很恰巧的是訪問其他樂評們心目中的沙發音樂經典，大家對

於這張專輯也都表示贊同。1998 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該年許多音樂雜誌，甚

至是搖滾樂雜誌的年終最佳專輯榜單裡頭都可以看到這張專輯的蹤影（1998 年

紐約時報、Q 雜誌年度專輯的榜首是《Air – Moon Safari》），但是剛開始找來聽

後覺得很奇怪，聽起來「好軟」，既不搖滾也不電子，但怎能拿下搖滾雜誌的榜

首？galeer 認為《Air – Moon Safari》的成功不是偶然，雖然不是用「Lounge」的

詞彙，但卻抓住了歐美逐漸興盛的 Lounge 文化，而且在 Air 成功後就有很多類

似風格調性的團體出現，比方像是 Zero 7。 

 

galeer 在擁有了買 Air 專輯的經驗後只要在 CD 側標上看到很多電子音樂術

語的介紹就會買回來研究，然後跟 d!zzy 的經歷類似，接著在網路上延伸搜索，

拓展類型知識，特別的是前網路時代水晶唱片等另類音樂代理商所教給他們的

「廠牌」意識是搜尋資訊的重要技巧。我那時候問 galeer 在他網誌14裡頭所介紹

那麼多而且很大部分都是台灣沒有代理的聆聽性電子音樂專輯資訊是從哪來

的，galeer 跟我說大部分都是從網路搜尋資訊來的，使用的方式就是從樂評網站、

                                                      
14

 galeer(嘎荔兒)的部落格，請參考：http://blog.roodo.com/galeer。 

http://blog.roodo.com/gal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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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資料庫（比方像是 discogs
15）裡頭的廠牌、相似樂手、曲風等延伸搜尋，在

輔以 P2P 軟體而來的。 

 

從上面紛雜的人事物記憶，大致可以抓出一條脈絡是：台灣沙發音樂的類型

有產業論述的力量運作（一開始是 EMI 的唱片企宣翻譯這個詞彙，接著是映象

唱片相準這個利基市場而發行刊物和大量進口專輯）以及樂迷們約定俗成的討論

和接受，逐漸取代電子樂迷們先前習慣的「弛放（Chill-Out）」詞彙，而爆發的

時間點大致是在 2001 年到 2002 年間。去回顧這些網路樂評作為資深樂迷的聆聽

經驗正如 Neale 在談類型化過程裡頭所述說的產業論述影響力，像是廠牌、雜誌

樂評、排行榜、樂手等皆對這些資深樂迷的聽覺歷程產生作用；然而網路樂評打

頭陣地將外來樂種的文化和資訊中文化而放進網路裡，在台灣沙發音樂類型化的

過程裡也發揮了其作用，以 d!zzy 來說，在沙發音樂風潮爆發的 2001 年左右開

始便持續性地介紹許多當時中文網路世界還很少人書寫的舒服聆聽電子音樂，所

以變成了樂迷在資訊取得不易的狀態下尋找聆聽指標的重要管道，下面這則介紹

《Jazzanova – In Between》就是很典型 d!zzy 式的沙發音樂專輯介紹，必備樂手

和廠牌資訊以及不斷營造的放鬆、舒服、時尚、質感的詞感描繪： 

 

細聽《In Between》這張專輯，我腦海浬很明確的出現〝溫文儒雅〞這個形

容詞！！Jazzanova 對於各種舒適，悅耳，即性的音樂元素的掌控可是箇中

老手了，尤其專精於輕淺層疊的人聲推演以及自由繁複的爵士音律。 

 

這次《In Between》專輯裡面的十三首樂曲，彷徂是 Jazzanova 將多年來為

人作嫁混音的種種經驗進行累積，沉澱與反芻一般，又難能可貴地節制而

優雅。好似聽了這麼多年的 Rare Groove, Acid Jazz , Lounge , Hip Hop ,終於

                                                      
15

 也是一個許多樂迷都會參考的資料庫網站，請參考：http://www.discogs.com/。 

http://www.disco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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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天， 在這裡找到了一個不慍不火，洗鍊通達的標準款式一般。  

 

再看看前來共襄盛舉的各單位與各首特色獨具的曲目吧！德國電音名廠 

Studio K7 的當家花旦 Usula Rucker，在〈Keep Falling〉一曲貢獻她的招牌

唸唱，讓 hip hop 的俐落明快攙入絲絲 Nu Jazz 況味。日裔鋼琴家 Hajime 

Yoshizawa 為 〈Hanazono〉一曲打通了歐日音樂血脈，即興的爵士靈魂因

此有了東方禪性。 

 

Mwela Mwela ( Here I Am ) 找來了 Valerie Etienne 與 Rob Gallagher 兩個 

Soul Vocalists，層層疊疊的合聲讓人誤以為 Stereo Lab 的〈One Note Samba〉

遇上了 Buscemi 的〈Spooky Samba〉。折衷派新銳 DJ Viktor Duplax 則在

〈Soon〉與〈Wasted Time〉裡面展露驚為天人的美妙歌喉，優游於 Urban / 

R&B 的曲式之中，餘音繞樑真是三日不絕啊 . . .（d!zzy，網誌，2003 年 1

月 18 日） 

 

我認為網路評論裡頭最重要的還是在於他們各自對音樂的詮釋和評論，縱使

到現在從網路上查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很多資訊，但是精彩的意見和評論書寫是無

法取代的，因為它幫助了許多後進的新手樂迷進入類型討論甚至是聆聽品味的學

習，以下要介紹的是 galeer 的網誌書寫： 

 

….Aphex Twin 在帄靜湖面投進了石子，我們於隨之出現的一圈圈、逐漸擴

大的圓形凹击水波上，試著衝浪浮沈，一邊想著中學時代的三角函數和波

動學，sin、 cos、tan......力學波、電磁波......波速等於波長乘以頻率....波動

是指靜止的物質某一部份受到擾動，引貣鄰近的部分出現類似的運動......

波前進之時，物質在原處擾動，不會隨波而去，波所傳遞的是一種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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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的確，有什麼比在正弦波上衝浪還要酷的事呢？   

 

我對於器材技術並不了解，但可以試著從〈UT1-dot〉裡找尋 Roland TB-303

的低音效果，整張專輯運用 TR-808 與 TR-909 等早期電子合成器，印證了

只要有創意有想法肯付出肯努力，即使是剪刀與膠帶，器材的因素並不會

妨礙樂手做出讓人驚嘆的好音樂。  

 

開頭曲〈Polygon Window〉尌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合輯的〈The Dice 

Man〉。而單曲〈Quoth〉是專輯的核心，重型機械開鑿的咚咚聲，取樣自

Richard D. James 有一段時間去做苦工，挖掘隧道時的實際聲響，放置在底

特律 minimal techno 的脈絡下也是一等一的佳作。相較於〈Quoth〉，以鋼琴

主導的〈If It Really Is Me〉則處於另一個極端，靜謐而動人，尌像有了波

峰，尌要有波谷，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波。…（galeer，網誌，2005 年 11

月 11 日） 

 

galeer 所擅長書寫的音樂類型是後搖滾和聆聽性電子音樂，上面的文字摘自

他網誌裡頭對於 Aphex Twin（本名是 Richard D. James）於 1993 年在英國實驗電

子廠牌：Warp 以 Polygon Window 化名所推出的《Surfing On Sine Waves》之專

輯介紹，在文字閱讀裡便可以感受到 galeer 很擅長把抽象聲音描繪成具體的畫面

想像，像是把 minimal 的電子微聲描繪成向平靜湖面投擲石頭所泛起的陣陣漣

漪，而不是只有單純地使用類型詞彙而已。除了很有畫面感的書寫風格之外，

galeer 的網誌音樂心得幫助後進樂迷的重要作用主要有兩個：網誌的標籤分類系

統和網誌內容裡所一併附上的影音連結。galeer 網誌的標籤分類系統主要分成三

類：年代（比方像是 60s、70s 或 2008）、國家與廠牌名稱（比方像是英國 warp、

德國 City Centre Offices）以及他幫國內唱片公司所書寫的側標（比方像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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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花園或映象），其實這種分類方式可以幫助樂迷學習廠牌、年代、發行地區

的聆聽概念。而影音連結（像是 youtube 或是 mp3 的試聽連結）更是讓閱讀音樂

心得不再只有文字參考，而是可以立即地做聆聽比較。 

 

接著下一節要來討論的是本研究中這些網路樂評們因為他們的意見領袖影

響力引起唱片產業注意而邀請他們幫忙書寫側標文案，進而併入產業論述的互動

關係。 

 

第二節：網路樂評與唱片產業間的互動 

 

映象不需要找尋這些人，其實喜歡音樂的人，懂映象這個品牌尌會自動來。

（訪談翁禎祥，2008年12月30日） 

 

我在訪談翁禎祥關於映象唱片的側標文案撰寫時才得知，原來映象唱片公司

的 CD 側標文案撰寫全部都是發稿外包的，翁禎祥表示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懂得這

麼多音樂，所以他們公司不同的音樂區塊都會聘請專業的寫手，但這些寫手不是

專屬於映象，也會替其他唱片公司寫。然而我問映象如何去找尋這些寫手時，翁

禎祥回答了上面這句令我印象廠深刻的話；此外再加上後來訪問樂評受訪者的經

驗讓我感覺到像是映象唱片這類獨立廠牌的運作模式其實是相當倚賴人脈和情

感聯繫作為互動基礎，特別是在進行訪談後才發現原來這個圈子比我想像中來的

小，像是翁禎祥作為映象唱片的窗口跟這些網路樂評們都相當熟識，另外我的樂

評受訪者裡有些也和樂手們認識（比方 zero 和 d!zzy 都認識林強），他們彼此間

的關係比我進行訪談前所想像的來得靠近（但在我的研究裡，樂手彼此間並不熟

識）；我的受訪者裡頭的 Lounge Bar DJ：zero 其實從以前映象還是交叉線唱片行

時代就常去他們的店裡買舞曲或西洋音樂，後來翁禎祥就問過他願不願意幫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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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側標，但是 zero 覺得既使有稿費拿但還是不想寫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而婉拒，

所以 zero 大部分所書寫的都是在信義誠品音樂館內的店內側標。而翁禎祥也跟

我提及他們跟夜店 DJ 們的關係很不錯，會去詢問他們一些市場反應，然後有時

候也會給 DJ 們一些宣傳片子；但其實 zero 很少放映象的東西，因為版本太普通、

太一般了，工作上還是需要比較特別的東西，所以他比較習慣自己去國外網站試

聽、訂購唱片。除此之外，翁禎祥提及他們以前在映象工作的企宣後來轉換跑道

後其實都會再推薦朋友過來，並且都還有持續聯絡，映象唱片有時還是會邀請他

們回來幫忙寫雜誌、寫 CD 側標等，成為映樂誌（Hinoter）的協力作者（contributing 

editor）。 

 

現在每一家唱片行都有部落格，但是以前沒有。但是以前他們映象的東西

進貨，我會在我的電子報上說哪一張如何，然後所有的人都會訂，其實那

時候的我有點驚訝，我的電子報有那麼多人在看，像後來遇到葉雲帄和葉

雲甫，遇到翁毛（翁禎祥），或是 EMI 的唱片公司等等，他們都會說：『ㄟ... 

我也在看你的電子報耶，阿你最近怎麼都沒寫了？』。我才驚訝原來我的

東西有這麼多人在看。我一開始只是寫興趣，自爽的而已，沒想到真的有

人在看。然後有一天翁毛找我，『你乾脆幫我們寫側標好了，以後我尌把

片子發給你，那你可以聽到第一手的東西。』…（訪談 d!zzy，2009 年 3 月

15 日） 

 

上面所摘出來的這段訪談，背景是 d!zzy 當時剛進台大誠品音樂館工作（2001

年）還未幫映象寫側標時，在他網誌上自發性質地介紹映象所代理和進口的唱

片，後來在業務接觸上才知道他的網誌其實有很多人在看，而後就應翁禎祥的邀

約去幫映象唱片撰寫側標文案。所以後來 d!zzy 電子報發了三四年就停止了，因

為很忙碌地在幫映象、EMI、華納寫側標，根本沒空更新自己的網誌和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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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 d!zzy 粗估寫過多少則 CD 側標，他說他沒算過，但是應該有破千則。 

 

那時候片子的量，對呴，那時候我是怎麼寫的阿？我的媽呀....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唱片的發行量真的是萎縮的很厲害，以前映象在代理wagram，大

概2002-2003年的時候，那時候沙發音樂很盛，那時候他們代理wagram的

《Buddha Bar》、《Hôtel Costes》或是Cool Division（廠牌名稱）等有的沒

有的，他那時候拿給我的是一個禮拜！怎麼提呢？尌是那種免稅商店可以

裝6條煙的袋子，整袋都裝滿CD，然後提給我，說：『你這兩個禮拜寫這

個』；我說：『好』。然後回去開始寫，尌是一條大概200個字，其實我跟

你講，你絕對不相信，我寫這樣一條150塊而已，而且還愈來愈低，最近還

變便宜了，真是氣死我了，我現在都不幫他們寫那種東西了，來了我尌把

他退掉，我寧願睡覺也不寫！100塊賺個屁阿！所以我現在只寫大的，尌是

一整篇的側標或是台壓版或是大片的時候，比較可能一個晚上focus在一篇

的那種。那種像是生產線的女工在那邊拼活字印刷，人肉印刷機式的我不

要！我的白頭髮尌是這樣子來的，你看喔，一條150塊，我那時一個月，光

寫他的稿子可以寫到一萬多的稿費，最高寫到兩萬，你看我一個月寫多少

張...（訪談d!zzy，2009年3月15日） 

 

d!zzy的側標書寫全盛時期，大概是2002到2003年，整本《Hinoter》有八成

的側標都是他寫的，因為什麼都寫，連他不是很擅長和喜愛的嘻哈都寫，甚至到

現在的《Hinoter》還有四成側標由他撰寫的。他向我描述那陣子像是瘋子般，晚

上都不睡覺地在寫映象的側標，加上當時台大誠品音樂館結束營業，剛搬到敦南

誠品，他每天半夜邊上班邊寫稿，於是後來因此而大病一場。住院康復回來，第

一件事情就是把側標量減半，詢問翁禎祥多找些其他的寫手，然後把興趣轉移到

攝影，因為他覺得自己陷入那個領域太深了，有一陣子腦袋擠不出半個字，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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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擠。因為要準備d!zzy的訪問，我重新去追他在bloggers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部落格動態，然而如訪談裡所說的，因為光寫商業側標就夠忙碌了，

所以好一陣子都沒有看到像是他在發電子報時期那般詳細地資訊兼具心得的書

寫，網誌內容反而走向談論攝影和影像，關於音樂的文字只剩下很個人心得式的

簡單感覺。d!zzy坦言當初寫的東西最單純，完全是以業餘愛好者的心態下去寫，

但現在寫商用側標變成例行公事。 

 

    然而相較於d!zzy，我也訪問了galeer關於從比較沒有商業色彩的網路樂評到

受邀進入商業體系裡側標寫手的經驗，或許是他們各自進入產業的路徑不盡相

同，從中也可以比較出他們對於書寫側標不同的想法和立場： 

 

我幫節點寫其實是一種緣分，我並不是要幫他寫側標才幫他寫那些感想，

而是我本來尌很喜歡這些。後來他看到我的網誌，尌問說能不能讓他做側

標，我尌說：『沒問題！』。其實也蠻好玩的，很多也是一種緣分。（訪

談galeer，2009年3月2日） 

 

我問過galeer書寫過哪些側標，他回答：節點大概一百張，前衛花園大概五

十張，默契大概十張，映象大概十五張，小白兔大概五張。galeer跟節點唱片老

闆之間的關係比較不像是雇主和寫手，而像是朋友，但節點唱片其實不是如映象

唱片規模這麼大的唱片代理商，而是規模較小的唱片進口，他們合作的契機是原

先galeer就已經在他的網誌上介紹了很多台灣沒代理進口的聆聽性電子音樂，而

節點的老闆後來跟galeer聯繫，徵求把這些介紹轉成商業側標的同意，並且進口

這些音樂。galeer對於書寫網誌和CD側標之間異同的看法，回答跟d!zzy不同，他

覺得兩者間並沒有差異，但最重要的是書寫真誠性：要忠於自己的聽覺想法。對

galeer來說，自認不以此為業，網誌或側標不想寫時就不去寫。galeer與唱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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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模式大致來說有兩種，第一種是限定字數，比方談要寫兩百字，就寫到完

給對方；另一種形式是寫一堆，然後讓對方編輯去刪，用不用或怎麼改由廠牌去

決定；對galeer來說他比較喜歡後者。然而d!zzy的合作模式則是有時會讓對方編

輯刪，有時則是如果雇主覺得d!zzy自行刪完的可以用了，就不做更動；以百分

比來講，大概是有40％是對方編輯刪，60％是d!zzy自己就刪完了，此外他會自

行提供長短不同版本的稿子，而對方編輯進行更動後再寄回來給他看，但d!zzy

表示他通常都不會有什麼意見，只要不要改的面目全非，本來是講甲後來改成

乙，然後口氣沒有變，都覺得無所謂。 

 

下一節則來進一步談論這些網路樂評身兼側標寫手的書寫方式，去瞭解側標

寫手在提供新手樂迷類型知識時如何發揮其產業論述力量。 

 

第三節：唱片側標的書寫 

 

 

圖 七：《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封面設計 

 

Husky Rescue 來自芬蘭赫爾辛基，以貝斯手 Marko Nyberg 為創作核心，成

員凿括女主唱 Reeta-Leena Korhola 、吉他手 Miika Colliander、鍵盤手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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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ippa 與鼓手 Anssi Sopanen。2004 年首張專輯《Country Falls》弛放電音、

民謠、鄉村搖滾的折衷風格，音色與旋律富有創造性，在斯堪地那維亞半

島雪夜的意象中透露著熱切情感，彷徂冰天雪地望見救援隊到來，迷茫逬

射出光芒，聽著聽著讓人感到寧靜與溫暖，重新湧現貣意志力與生命力，

成凾吸引了喜愛 Air、Zero 7 等樂隊的樂迷目光。令樂迷期待兩年多的第二

張專輯《Ghost Is Not Real》有著悄然滑過的吉他聲響，莊嚴凜然的電子聲

層，女主唱 Reeta-Leena Korhola 歌聲更顯動人，聽貣來有如電影配樂的深

情低語，似溪谷裡的一縷春風，甜蜜、飄渺而悅耳，為氣氛營造增添了很

多分數，相較於 Nina Persson (The Cardigan)、Jenny Lewis(Rilo Kiley/Postal 

Service)等著名女聲，她的表現毫不遜色。整張專輯充滿空間感，散發出北

極光的圈暈，是很適合冬夜聆聽的音樂。 

 

《Ghost Is Not Real》有一種溫暖的敏銳度與透明感，緩緩沈入夢鄉的帄穩

心境，仍有許多讓人驚喜的轉折，例如〈Nightless Night〉搖滾節奏閃現出

錚錚清脆的吉他撥弦，竟有美國大西部的荒涼孤寂感。〈Blueberry Tree〉三

部曲編織貣長達十分鐘的搖滾史詩，蒸汽火車取樣如曠野晴空直劈落下的

紫色閃電，聽貣來很有畫面。特別是第三部分的後搖滾吉他演奏，眼前再

度浮現貣大雪紛飛，晶瑩剔透的北國景色。Kustaa Saksi 為 Husky Rescue 的

視覺與封面設計，適切呈現出千湖之國冷冽、自然而親切的美學基調，讓

人想貣早逝的芬蘭女詩人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1892-1923)在《冷卻的白

晝》裡的詩句：「將瞬息凋謝的紅玫瑰，緊握在燃燒的手中」。Marko Nyberg

熱愛電影，深受大衛林區(David Lynch)和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影

響，如果說樂隊名稱雪地救援隊給人卓絕堅忍、咬緊牙關的印象，Husky 

Rescue 的音樂聽貣來倒像是溫暖木屋裡的搖籃曲，而即使在最清醒明瞭的

時刻，Marko Nyberg 的編曲仍蒙上一層厚厚的迷濛之美，Reeta-Le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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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hola 甜美歌聲則有著點點閃逝的神秘感，再度呼應著索德格朗，將近一

個世紀之前的讚嘆：「我已看到秓天那布滿星星的深奧孙宙，我已看到溫暖

的爐邊那遠處的光亮」。（Husky Rescue，《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

側標，2007） 

 

    上面這則《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是 galeer 幫映象所寫的重點推

廣大型側標，也是他比較擅長書寫的北歐後搖滾和聆聽性電子。我在訪談裡問

galeer 如何書寫側標，他很大方地並且也很有系統地分享給我聽，他認為寫側標

跟寫書摘或讀書心得報告類似，可以分為作者論和作品論（讀者論），所以接下

來我將輔以這則側標做為 galeer 書寫方式的範例。 

 

一、 作者論 

 

作者論就是去分析做這張專輯的樂手或作曲家的個性和他的生平，比方像

是這個 DJ 幾年生、是哪一國人，然後什麼時候開始做音樂、做音樂的歷史等，

所以在這則側標裡開門見山地就說明了這是一支來自芬蘭赫爾辛基的五人團體

以及團員的分工配置。接著為了讓讀者可以更加掌握該團體的音樂流變，所以帶

入了他們之前的創作資訊以及去強調這張專輯和先前專輯的發行時間區隔。然而

在這張專輯裡頭其實「芬蘭」和「北歐」的意象是個重要賣點，因為要用來喚起

許多樂迷記憶裡對於這些地區音樂產製風格以及異國的想像：冰天雪地的北國意

象搭上後搖滾裡頭情緒內斂而間或點綴簡潔電子音符的音樂質感。 

 

二、 作品論（讀者論） 

 

作品論（讀者論）則是拋開作者，就以聆聽音樂本身來談論，對 galeer 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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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側標寫手的不可取代性以及樂趣所在。作品論裡頭首先處理到的就是曲

式、風格，談的是類型（genre）的作用：幫助樂迷迅速理解和想像，畢竟類型

雖然大家定義不一致，但是不會相差太遠，像是 Chill-Out/Lounge 這個詞所指涉

的絕對聽起來不會與重金屬有關。可是類型有其侷限性，容易被濫用而失去形容

的力量，特別是當使用的詞彙跟樂迷的原有認知（類型期待）不一致，或者是該

詞彙指涉的範圍太廣、太模糊，比方說「這是一張搖滾專輯」或「這是一張電子

音樂專輯」都是空話，說了等於沒說，所以後來才會衍生出次類型（sub-genre）；

而在《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的風格描述上，galeer 使用了弛放電子、

民謠、鄉村搖滾等類型名詞去幫助指引想像，事實上後搖滾、弛放音樂或沙發音

樂都是屬於不具備穩定氣質的折衷性音樂類型，所以這些次類型描繪在此發揮的

作用就像是提供好幾條單獨色彩的水彩顏料，讓樂迷們在調色盤上塗抹出對於整

體音樂色彩的想像。 

 

除了上述之外，細部的書寫就像是在評析古典樂的幾個基本要素一樣，節

奏、和聲、音色、旋律等，galeer 認為這些都可以幫助樂迷來進一步瞭解音樂。

像是音色可以談論這些聲音是由哪些樂器組成，並且這時候就需要使用比喻法，

而有些音色會有特定的專業術語，但使用前得先確保讀者可以理解，像是訴諸電

子舞曲樂迷可以直接扣連 TB-303 的聲響就是令人頭皮發麻的尖銳咻咻聲；galeer

說他在書寫時通常都是不管看的人懂不懂，只要知道這個音色可以如此描繪就

寫，但前提是自己得先對這些元素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和熟悉度。而在《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裡可以感受到 galeer 一直不斷地描繪這張專輯的聆聽

意象是在寒冷冬夜裡窩在壁爐旁的那種溫暖感覺，用以扣連北歐後搖滾特色裡頭

帶點簡單電子音色而又情感內斂的類型印象。 

 

galeer 提及關於音色另外一種很有效的寫法是直接去抓樂迷對於經典歌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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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典團體印象的記憶，他覺得這比起堆砌一堆專有術語來得有效多了，所以

在這張側標裡可以看到直接抓著名的法國沙發音樂雙人電子組合 Air 來類比。除

了這則書寫案例之外，有時候如果要進一步去書寫作者為什麼取樣（sample）這

個聲響、想表達什麼樣的內在情感意念，這時候就很有意思了，有一種作法是重

新回到作者論（像是古典音樂學術研究的作法），去挖作者本人的權威說法；另

一種是側標寫手自己穿鑿附會、天馬行空的想像，galeer 認為他自己比較偏愛讀

者論，因為是一種寫音樂感想（review）的重要樂趣。 

 

    galeer 所書寫的《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其實是映象唱片 2007 年

年度的重點行銷代理專輯之一，《Hinoter Vol.29》的封面就是採用這張專輯的封

面設計，因為除了原本映象唱片所擅長的沙發音樂市場區塊之外，他們也想吸引

一些聽獨立搖滾的樂迷。而相較下 d!zzy 寫的側標就比較雜，有些是重點專輯的

大型側標，但很多普通進口專輯小側標也都是找他寫，所以相較於 galeer 比較強

調個人聆聽感覺式的側標書寫，d!zzy 的寫法比較偏重資訊性以及不帶個人情

感，但特別強調的是廠牌意識，對他來說如果是寫聽起來很不怎麼樣或是很普通

一般的專輯，大部分就會出現很制式化的資訊元素堆疊，比方像是下面這兩則側

標： 

 

前任 Café del Mar 鎮場 DJ，一手催生了 CDM（指的是 Café del Mar）同名

咖啡系弛放音樂，讓海洋咖啡館成為造訪 Ibiza 的舞國子民們，在狂歡前放

鬆神經，參拜偉大夕陽的必訪聖地；並且讓這種專屬於海洋與島嶼的遲放

之聲成為全球知名的音樂風格！在離開 CDM 後，Jose 並未停下創造與推廣

好音樂的腳步！《BELLA MUSICA》系列更讓她將觸角往不同場域延伸！

收納各色經典永恆的爵士、節奏藍調、佛朗明哥等藝人如 Nina Simone、Jill 

Scott、 Flamingo Star 等，完整定義弛放音樂無疆界的聆聽特色，絕對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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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者不容錯過的年度珍藏！（Jose Padilla，《VA - Jose Padilla presents Bella 

Musica 3》側標，2008） 

 

全球最暢銷的沙發音樂選輯系列，法國最具特色的主題式沙發餐廳：Buddha 

Bar 不傴是全球時尚人士造訪法國巴黎指名光臨的熱門地點，他甚至擴點至

紐約，並且在前後任駐場 DJ 的函持下，發行了一整個影響全球沙發／弛放

樂圈甚鉅的同名選輯，並且還延伸出許多不同概念的影音產品！2008 年

《Little Buddha》的發行，更是以舒適弛放為主軸的 Buddha Bar 往歡娛派對

音樂的領域探索的最新一步！《Little Buddha》以 Electro/ Tribal 樂風為主

軸，在刺激的電壓聲響與悸動的重拍節奏鋪陳中，不忘灌注 Buddha Bar 一

貫的世界音樂元素！想體驗全然不同的佛陀歡娛，尌在《Little Buddha》！ 

（George V Records，《VA – Little Buddha：Buddha Bar Clubbing Collection》

側標，2008） 

 

上面這兩則書寫其實只是很單純資訊性的書寫，尤其是《VA - Little Buddha》

這張側標簡介裡完全只打廠牌資訊，並沒有帶到任何選輯裡挑選的樂手或獨特作

品的情感，而且兩張選輯的寫法都倚賴沙發音樂裡頭已經建立起來的名牌光環或

類型特色來替專輯加分，特別像是前者其實是著名弛放音樂系列選輯《Café del 

Mar》的前任 DJ 離開 Café del Mar（海洋咖啡館）後所推出的個人選輯系列，但

還是主打《Café del Mar》選輯系列已經被建構出來、為人津津樂道的在 Ibiza 海

灘吹著海風，悠閒自在地邊聽弛放音樂邊看落日美景的意象；而後者其實也相當

倚賴著頗富盛名的《Buddha Bar》佛陀意象來背書，但事實上這張專輯不是以放

鬆功能作為主軸的沙發音樂，而是藉由 Buddha Bar 異國風味的類型印象所新開

發出來的跳舞音樂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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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地沙發音樂的書寫印象 

 

上面所提及的是側標寫手們的書寫方法，然而總結的來看，可以從詞彙描繪

中發現在台灣脈絡下沙發音樂書寫所呈現的是：舒服聆聽，有如舶來品般時髦想

像的異國情調，而放鬆、時尚和異國情調是三個最主要的音樂描繪性格。相較於

同樣也主打放鬆和靈性追求的新世紀音樂（New Age Music），沙發音樂附加的夜

店逸樂形象無疑是較都會時尚的，然而在台灣的脈絡裡建構沙發音樂性格，最有

意思的在於東西異國情調共謀的部分。台灣沙發音樂音樂的書寫其實是很強調

「洋味」的，比方像是 d!zzy 寫《Jazzanova – In Between》其中的一段描述，「日

裔鋼琴家 Hajime Yoshizawa 為 〈Hanazono〉一曲打通了歐日音樂血脈，即興的

爵士靈魂因此有了東方禪性。」，沙發音樂在此像是販賣舶來品般刻意展示它的

歐日血統，而日裔樂手的合作參與則被自我東方主義化地寫成替西方樂種（爵士

樂）注入東方禪意。將樂手國籍身份裡的日本民族想像扣連「禪意」，這是在台

灣電子音樂側標裡頭常見的異國情調營造寫法，像是擅長抽象嘻哈的 DJ Krush

被媒體吹捧成高深莫測的宗師模樣（雖然有一部份是該樂手本身刻意地再現）或

是在紐約浩室圈發跡的日裔 DJ 富家哲（Satoshi Tomiie）在映象唱片替其混音專

輯《Renaissance Presents The Masters Series 9》所撰寫的側標裡，被比喻成風格

內斂沈穩的東瀛劍客，我們可以在這些例子裡不斷地看見被廠牌和寫手所灌注的

某種「日本」想像。 

 

雖然本章挑選的這幾則側標大多數並不是直接講述東方再現，但無論是北歐

冷調神秘感的營造、Ibiza 海洋落日餘暉美景或是系出巴黎高級俱樂部的時尚保

證，也都在建構我們對於某些異文化的想像，進而從反面的方式共謀東方主義。

galeer 書寫《Husky Rescue – Ghost Is Not Real》是一個有意思的例子，在形塑

Husky Rescue 的音樂再現芬蘭「千湖之國」、大雪紛飛的北國意象時卻插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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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文化不相同的美國大西部荒涼景象，此時側標書寫的重點不在「真實」

的芬蘭意象，而是在於如何有效讓樂迷進入北歐後搖滾、弛放電子冷調神秘的異

國想像。沙發音樂強調的舶來品風味同樣地出現在 d!zzy 的《VA – Little Buddha：

Buddha Bar Clubbing Collection》書寫，所以才會出現「佛陀歡愉」這樣的詞彙

使用，因為在此引薦樂迷的是「來自法國」的時尚想像，而「佛陀」在該場景下

被去宗教意涵而成為神秘的夜店逸樂符碼。沙發音樂在本地音樂市場脈絡裡所強

調的異國情調性格，在下一章談映象唱片的「東方再現」操作時會進行交互作用，

稍會將會討論更細部的東西共謀情節。 

 

在訪問這兩位側標寫手的書寫經驗裡，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提問了一個

在過往閱讀側標經驗中所產生的疑惑和關注點：「是否每張側標都是寫手在聆聽

過該張專輯的狀態下所進行的書寫？」，畢竟有讀過許多側標書寫與內容物不符

的經驗以及常常在看映象唱片官網的專輯資訊時，懷疑某些沙發音樂選輯或電子

音樂混音專輯明明還一個月後全球才會開始正式發售，但很早就已經有中文的側

標文案寫出來，因此我懷疑有些側標書寫其實是在沒有聽過音樂的狀態下完成

的，然而從他們的回答也正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書寫立場選擇以及與廠商的合作

歷程脈絡。 

 

我的部分是絕對有聽過才寫側標，我絕對不會沒有聽過然後在那邊胡扯瞎

扯。我相信是有，但是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以前有買過唱片跟側標不一

樣的經驗。（訪談galeer，2009年3月2日） 

 

我後來有跟 d!zzy 聊了這件事情，d!zzy 雖然跟我說他也無法做到空憑想像

來寫側標，但 d!zzy 所指的「聽過」是有把 CD 播出來過，大約知道它這次是做

什麼風格、有發出哪些聲音，然後會跳著聽，用三分鐘去解決一張專輯，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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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東西不一樣的話才會再花點時間去聽，這就是為什麼 d!zzy 之前全盛時期最

高紀錄一個晚上可以生產出十篇側標的緣故。但他也坦承有些時候唱片公司根本

沒有東西可以提供試聽，只有附上外電資訊或是國外唱片公司寄來 sales sheet 的

pdf 檔，接到這種案例只好翻譯成中文再加上套上公式法交稿，而且近期這樣的

例子還不少。從這件事情裡首先可以發現一些對於閱讀側標參考價值的反思，這

就是為何有些側標對於樂迷的參考價值很低，因為只能倚賴既有建構出來的類型

印象；甚至更差的情況是出現側標書寫描繪和內容物不符合的狀況，因為某些側

標很可能只是在寫手沒有聽過音樂的狀態下翻譯外電的結果。除此之外可以看到

不同寫手立場選擇的不同，galeer 的態度是把書寫側標當作網誌心得感想的延

伸，並不以此為業，對他來說對於側標書寫的要求是「忠於自我」，不勉強寫自

己不愛的；相較下 d!zzy 則什麼都接，因應雇主需求而以完全商業作為考量。我

在訪談裡有跟 d!zzy 聊到 galeer 的書寫態度，然而 d!zzy 對此有不同的見解： 

 

當然galeer有他的寫法，可能我會覺得我的寫法尌是套。因為像有時候

ppaper
16會要求不要太有個人的情感進去，他們反而是要比較沒有情緒的介

紹，以業主來講，因為他們必頇要把讀者當成看不懂的人來寫，他把TA

（target audience）當成完全看不懂的人，你要讓他在30秒內懂這種東西，

所以你要用最簡單的方法寫出來。所以這個是你跟你業主之間的拉扯。 …

老實說我在寫那種東西完全是以商業的考量。我不需要把那種自己的情緒

寫進去，因為你寫你個人的東西或許有你的粉絲會覺得很讚！但大多數的

人都看不懂你在寫什麼。尌像是我曾經試過口語化的方式，把我可能會寫

的東西... 因為我店裡的客人... 可是他聽不懂，...... 一切以東西能賣掉為出

發點，不以樂評為出發點，不以心得分享為出發點，完全是business。（訪

談d!zzy，2009年3月15日） 

                                                      
16

 d!zzy 也有幫設計雜誌《ppaper》寫音樂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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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側標書現在對 d!zzy 來說是不帶感情的例行公事，但仍然會有例外的狀

態，比方說接到他本身就很愛的團體藝人，就會把粉絲的心情拿出來寫，畢竟已

經對書寫對象耳熟能詳、瞭若指掌；此外假設業主有附上 advance CD、sales 

sheet，再加上這個對象本來就很熟，就可以發揮他所有的功力。雖然d!zzy和galeer

對於撰寫側標的立場不太一樣，但是從他們的訪談裡頭也可以發現網路樂評身份

「忠於自我」的心得評論在併入產業論述後，面對商用側標書寫上的拉拒。 

 

本章主要談論本地網路樂評既是樂迷也是產業論述供應者的多重角色中介

沙發音樂類型化的過程，包括像是他們作為樂迷的類型聆聽經驗以及這些網路樂

評與音樂產業之間的互動，並且最後談論不同寫手書寫音樂側標的方式，以及他

們對於沙發音樂的性格描繪，特別是寫手無意識的異國情調書寫其實也間接地共

謀東方主義視野。接下來第五章聚焦討論唱片產業和樂手如何在沙發音樂裡再現

東方，而在稍後討論裡，側標文本依舊是重要的分析工具，我的研究策略會將唱

片側標歸屬產業論述，作為唱片產業文本再現的一部份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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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台灣沙發音樂裡的東方主義在地落腳 

 

本章討論台灣沙發音樂市場的東方意象產製，首先是討論映象唱片所處全球

沙發音樂發行體系下的位置，作為本土最大的沙發音樂代理進口商以及位處亞洲

的電音廠牌，一方面將西方市場的東方主義式操作模式進行重新脈絡化而引進給

本地樂迷，另一方面也自我東方化地產製文本銷回沙發音樂文化的宗主國（歐

美），映象唱片同時關注著東西方市場，而本研究主要聚焦的是他們在本地市場

裡對於「東方」所進行的多元操作；接著討論本地樂手在他們不同樂手經歷裡思

考自身創作與東方意象符碼的連結：他們所共有之對於在地音樂現代性的困惑以

及他們各自解答自身疑惑所使用的策略。最後總結地評價在地的東方意象沙發音

樂文本，並討論這些文本體現在地主體性的可能。 

 

第一節：映象唱片如何重新脈絡化東方 

 

一、 西方沙發音樂市場操作東方意象的指標：Buddha Bar 

 

映象唱片在台灣沙發音樂的類型推廣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文化中介角色，因

為它代理了市場上最多和最重要的沙發音樂廠牌，然後有計畫地發行音樂雜誌

《映樂誌》來進行對本地樂迷類型知識的「教育」，並且仿效 Buddha Bar 或是

Hôtel Costes，先是與本地的 Lounge Bar（比方像是 in house）或是餐飲業（比方

像是上閤屋）進行異業結合，甚至後來在上海也經營起自己的餐飲業「Lapis 

Thai」，幾乎是移植了西方沙發音樂市場的成功經營模式，在台灣沙發音樂市場

上擁有著龐大的產業論述力量。然而在本研究所興趣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上，

映象唱片的廠牌定位以及它去類型化「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方式是很特別的，

我認為要去檢視這個軌跡要去抓住兩個方向，一個是它行銷這些代理或進口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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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另一個是去看它怎樣去企畫、發行自有廠牌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選輯。 

 

 

圖 八：Buddha Bar 紐約分店場景 

 

在談論映象如何引進西方產製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之前，我想先稍微交

代一下西方沙發音樂市場操作東方意象的脈絡，來和映象唱片的方式做比對參

考。在市面上眾多以「Oriental」為關鍵字的選輯裡，最具指標性的首推法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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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wagram 推出的《Buddha Bar》系列選輯，但其實「Buddha Bar」象徵的意義

不是只有沙發音樂選輯而已，它代表的是整個沙發音樂文化的推行裡頭的一個成

功案例，從該 Lounge Bar 裡的建築風格（請參考圖八）、所提供的泛亞洲創意料

理、DJ 充滿宗教民族意味的選曲風格到整體系列選輯的美術設計等，一以貫之

的風格是西方視野下拼貼想像的東方意象。關於 Buddha Bar 的經營哲學可以從

其於 2007 年底所出版的 CD 書：《Buddha Bar: Perception (CD/Book)》17裡頭，該

酒吧經營者 Raymond Visan 所寫的書序來一窺究竟： 

 

我肉體與精神上的旅程所得到的啟發總是超乎我所創造的。從亞洲到南

美，從過去到現在，從他們的文字、思想、電影還有他們的歌謠，我嘗試

地去捕捉這些地方和當地人們的本質。過去、現在和明日的聲音以及影像

被匯合成一個娛樂天堂，在此場景中我們可以沈溺在一個食物、燈光、影

像與聲音的精巧混雜交融（blur）裡。…並且 Buddha-Bar 也不例外。當東

方遇上西方進而帶給我們新的視野、新的風味，伴隨著從舊中國到中世紀

的葡萄牙所提供融合式的太帄洋沿岸料理（Pacific-Rim Cuisine），這個夢

想已經付諸實現地將殖民亞洲進行結合。早在 10 年以前，在 Buddha-Bar

等一切都還沒開始以前，我尌曾經夢想獲得一種屬於 Buddha-Bar 它自己

所擁有的靈魂，意即擁抱一種今日所企求的擴大幸福感（well being）、世

界觀以及靈性之和諧融洽的生活態度。感謝所有參與這個驚奇旅程的每一

個份子…（Raymond Visan，2007） 

 

對 Visan 這個生意人來說，在商言商，玩樂救世、營造一個充滿想像力、讓

人徹底放鬆的娛樂天堂才是他真正在意以及企求達成的目的。然而在我論文寫作

                                                      
17

 這本書是 CD 附加攝影集，這段序言是書中唯一出現過的文字。攝影集中的圖片取材的內容

相當廣闊，從東方古代建築（像是佛像、廟宇、和式屋簷等）、亞洲各國的傳統市集、各地人種

男女老幼的神情到印度寶萊塢美女海報等，但是書裡所出現的亞洲現代化景致卻非常少，非常符

合東方主義式的操作，把亞洲想像成亙古不變的古老民族，或許也可以當成理解 Buddha Bar 團

隊所想要呈現的亞洲意象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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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下（2009 年）看到報紙報導一則關於 Buddha Bar 的新聞，正好與 Visan 所

宣稱打造的後現代靈性和諧形成了一個對比： 

 

…2 月間，佛教徒象徵性地「查封」酒吧時，統籌抗議的努葛羅何表示：

『對我們來說，佛陀是我們尊敬的導師，但對他們來說，佛陀是裝飾品，

最難以忍受的，尌是佛像竟然在這種下流的地方。』…（自由時報，2009

年 3 月 23 日） 

 

這則新聞的背景是 Buddha Bar 決定在雅加達進行它亞洲首間分店的開幕，

卻引起印尼佛教徒的反彈。然而這則新聞裡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脈絡是：過

去 Buddha Bar 的開設僅止於歐美（比方像是法國巴黎總店、紐約）或回教地區

（比方像是杜拜、埃及、黎巴嫩），還沒出現在以信仰佛教為主的國家，而印尼

多數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佛教徒約佔五分之一（自由時報，2009 年 3 月 23 日），

Buddha Bar 想要在擁有龐大佛教徒的亞洲地區開設分店，像這類文化衝突的發生

是可以預見的。 

 

在西方的沙發音樂市場裡頭像是《Buddha Bar》這類選輯的操作當然無疑是

比較容易用 Said《東方主義》論述去探討的議題，但是映象身為一個位於東方的

台灣電音廠牌去中介引進這些「東方意象」沙發選輯顯然會比西方世界的狀況來

得複雜的多，特別是他如何去處理這些東方論述的過程，其中的「東方」操作是

既多樣又矛盾的，因此使用十字象限的分析座標（請參考圖九）去思考台灣在地

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再現，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想像映象唱片所處的特殊位置。這個

象限指涉著市場（國內與歐美）與音樂產製（代理進口與本土創作）之間的關係

比較，第一象限指涉的是歐美市場的東方主義式操作邏輯，而映象唱片代理進口

的問題主要座落在第二象限，我稱之為「重新脈絡化東方」。但必須補充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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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象唱片「重新脈絡化東方」的討論，有一部份包括的是映象自家策劃的沙發音

樂選輯，這些自家選輯構成了映象唱片整體的「重新脈絡化東方」市場操作，但

自家選輯在音樂產製的屬性上歸屬於本土創作。第三象限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

本土創作能否體現東方自身，本土創作包括本地樂手的創作和映象自家企畫的東

方意象選輯。第四象限描繪的是本土創作輸出到歐美市場的狀態，自我東方化有

無限可能，是中性字眼。下一節將使用他們的唱片側標和映象唱片高層主管翁禎

祥的訪談稿來梳理其脈絡，從中可以發現他們多樣的東方操作軌跡：除了自我東

方主義化地將西方市場的刻板印象翻譯成民族特點外，也試圖去操作多元的東方

「認同」市場，有大至「亞洲」框架的東方認同，以及面對本地和大陸市場訴諸

同文同種的「中華文化」東方認同，然而也有被排除在外而異國情調化的東南亞

他者。 

 

 

圖 九：台灣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再現之分析象限 

 



 
 

82 

二、 映象唱片如何引薦歐美市場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 

 

我去拜訪映象唱片時，一踏入門口映入眼簾的是在牆壁上用朱紅底色襯著斗

大白色的「映象」書法字體以及古色的木雕窗花和藤椅，整體裝潢佈置讓人感覺

置身於中國風的 Lounge Bar 一樣。然而在訪談中跟翁禎祥聊到我對於映象唱片

公司裝潢的第一印象時，他回答：  

 

老闆很會顛覆傳統，因為他常走西方、常走國外。那台灣這邊從民權東路搬

過來內湖的科學園區的時候，他尌想要把他弄得很中國風，那很多像你現在

坐的椅子、紅色的玻璃、沙發，以及這些櫃子，還有一進門口的那些窗花，

全部都是從大陸那邊進來的。老闆和設計師有討論，那他有他的想法，那設

計師也滿有名的，也蠻多人來採訪我們的（笑），比方一些時尚雜誌或是媒

體，也有人跟我們租借場地來拍一些廣告。但我們在上海的公司尌很極簡，

完全尌不一樣，走西方的味道。因為你已經在那個地方了，你在中國了嘛！

（笑）那你尌要走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其實雜誌上一期有介紹我們公司，

台北尌走紅色、很中國風，上海尌很白色、很極簡。（訪談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從這個小細節其實不難看出映象唱片很聰明地像變色龍般去適應不同的市

場，並懂得在這些不一樣的環境裡找出對比的特點，所以在上海的分公司裝潢設

計就不打中國風，因為已經身處中國，太強調中國反而變得沒有特色。同樣的，

我認為映象唱片的「東方」操作是多元而且又富有彈性的，我們可以從一些他們

所發行進口唱片的側標來看映象作為文化引介者如何重新脈絡化「東方」給本地

樂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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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風格‖可說是這幾年 Lounge Music 大行其道之際，最受西方人青睞的

一種音樂氣氛。或許是神秘而悠遠的宗教觀，豐富的文化面貌，不管是日

本，中國，還是印度，都成了聆聽系音樂裡的主角。說到民族味 Lounge，

除了法國的 Buddha Bar，英國的 Bar de Lune 之外，來自義大利 IRMA 旗

下的 Asian Lounge 系列，也是受到閱聽大眾深深喜愛的出版品。大量引入

緩拍為主要架構，旋律上則融混了印度 Raga，中國五聲音律，以及泛亞細

亞的佛教音樂色彩，與歐洲的古典 / 爵士音樂 / 復古沙龍樂進行有趣的結

合，呈現出這張讓人聽了不自覺跟著冥想，進而感受到身心喜樂的精采合

輯！（Irma Records，《VA - Asian Lounge 2》側標，2003） 

 

Park Lane 旗下―Bar Culture‖系列最新出品，《Café Krishna》以印度神祇魁濕

那為概念，以音樂為傳遞架構，呈現出當代電子聆聽音樂融入“無限”、“圓

融”等東方宗教觀，於持放的前提下保孚了些許性靈禪修的的意境，十分耐

人尋味！專輯中收錄了來自 Nitin Sawhney、Fila Brazilia、Bliss、La Roca

等當代新印象電子大師的作品，值得您用心聆賞！（Park Lane Records，《VA 

- Café Krishna》側標，2005） 

 

以上這兩則側標是很常見典型地將西方沙發音樂市場裡頭的「東方」刻板印

象進行吸收而自我東方主義化的寫作，側標裡頭的黑體字為我所加，在這裡頭「東

方」的特色被自我定義成富有神秘感的、文化深長悠遠的、偏重靈性思考的，但

事實上這兩則側標寫作是屬於比較中性的寫法，帶出的是西方沙發音樂市場異國

情調化東方的脈絡，然而接下來另外兩則側標的書寫則可以看出映象試圖進行

「東方認同」的操作： 

 

身為一個亞洲人，您對亞洲深遠的文化義涵了解多少？由世界/電子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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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 Lola‘s World 嚴選發行的《Asian Garden Vol.2》將帶您進入一個前所

未有的亞細亞音源之旅！Gulbahar Kultur 這位風格濃厚強烈的亞洲音樂

人匯整來自日本、吐瓦、印度、塔吉克、亞圔拜然等有著濃濃後勁的民族

/流行音樂收錄於此！其中翻作拉丁搖滾聖手山塔那成名作品〈Black 

Magic Woman〉的 Albert Kuvezin & Yat-Kha、土耳其與伊朗的樂手 Murat 

ses 和 Pedram，乃至你我都相當熟悉的天后鄭秀文、孫燕姿也赫然出現在

CD2 的混音跳舞盤裡，而這正代表了整個大遠東的流行/傳統音樂文化！

（Sonar Kollektiv Records，《VA - Asian Garden 2》側標，2005） 

 

在西方人眼中，綠茶，是一種表徵著東方人充滿想像與神秘感的生活風

格。他那清新淡雅，兼具提振精神與舒緩緊張的妙效，絕對是苦澀的咖

啡與紅茶所比不上的。而這樣的特質，也反映出東方國家這些愛喝綠茶

的民族，那種溫潤，謙遜，兼融儒佛道三家的充沛內涵。可知道音樂也

可以佐茶？這恐怕不是什麼太新的時尚，咱們的老祖宗可不都是一邊品

茶一邊焚香魃琴的嗎？而這個風雅的習慣來到西方人手中，自然尌添函

了許多西方人觀點下對於神秘東方的想像了！…，比對一下東西方不同

觀點之下對於‖茶點系‖音樂所提出的互異見解，也是件十分有趣的事

喔！（Black Flame Records，《VA - Green Tea - Black Tea Mix》側標，2004） 

 

在這兩則側標裡頭可以看到映象唱片以一種立場站穩的姿態，用「身為亞洲

人」、「咱們」的書寫方式來召喚本地沙發音樂樂迷的東方或亞洲認同；然而認同

必定是建基在差異上，差異是通過排除規則來鞏固其基礎的（Woodward, 1997/

林文琪譯，2006），所以要形塑認同一定要指出彼此間的差異，像是《VA - Green 

Tea - Black Tea Mix》這張以「綠茶」作為主題的側標寫作就把東方文化比擬為

質地「溫潤」、「清新淡雅」的綠茶那般地內斂、謙遜、內涵充沛，而對比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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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卻像是咖啡因猛烈苦澀的咖啡和紅茶。在到目前為止，上述這些側標書寫裡

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岩淵功一所提及的東方意象的東西方共謀情節，因為這些東方

特性塑造不再只是西方沙發音樂市場的東方主義式操作而已，映象唱片也藉由側

標書寫的自我東方化來歡慶某種被建構出來、具有賣相的民族特性，縱使其實這

些代理進口的沙發音樂選輯骨子裡是西方 DJ、producer 主導的東方主義式作品。 

 

此外在這些側標裡頭「我們亞洲」或「我們東方」這樣的字句所突現出來的

意識型態正如陳光興（2006）對於前殖民地去殖民過程裡所產生之本土認同找尋

的分析，是試圖對樂迷做一種出頭天主義的召喚： 

 

在歷史的大勢中，結構性的變動由佔領領土的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同

時也夾雜了資本主義引力中心的移轉，從西歐到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北美洲，

所謂的亞太地區，整個亞洲大陸正在逐漸成為政經鬥爭的主要場域。或許正

因為此，基於過去被征服的歷史，亞際區域中瀰漫了一股出頭天主義的情

緒，雖然亞洲內部充斥著過去累積的敵意，而它們的共同對象是既抽象又具

象的「西方」。這種情緒可以用這樣的句型來表達：21 世紀是「我們的」世

紀，「我們」終於（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陳光興，2006，p.102）。 

 

認同的操作對於音樂產業來說是個行銷利器，在訪談中，雖然翁禎祥沒辦法

明確的講出來映象唱片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把這些東方意象的進口唱片推銷給本

地樂迷，但是在一些訪談的回答裡還是可以看出唱片產業代理進口這些唱片的思

考邏輯： 

 

你想講的比方像是 Asain Lounge 類似這樣的東西嗎？國外其實當然有一直

很想要做，因為 Lounge 這種曲風很多元化，函一點中國風在裡面是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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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因為他不是那麼的 high，可是他需要有些情緒在這裡面，因為其實

做電子這種東西的 beat 都比較硬一點，他需要有一些笛子啦或是古箏啦在

裡面，那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尌是亞洲了嘛，東方了嘛，所以他們取的名字

尌會比較偏向你剛剛講的那些東西。那當然我們看到這些東西，我們都不

買誰買呢？我們尌先代理啦～（笑）當然我們會挑一些比較適合的，水準

比較高的。（訪談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映象唱片作為文化中介的角色以及它所處的亞洲、台灣位置，在代理進口的

部分重新翻譯東方；然而映象唱片重新脈絡化東方我認為不是只有將刻板印象轉

換成民族特點這樣的程度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它有著更細部對於東方的操作，這

部份得要和它自家企畫發行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選輯一併來看，才能看見其中像

變色龍般多元的東方操作。 

 

三、 映象唱片如何操作多元的亞洲、中國、南亞東方認同 

 

老闆眼光看得比較遠啦，他不是只看台灣這個市場，因為我們做的是英文的

合輯，所以我們有一些自選合輯，比方說像是我們的《Catwalk Glamour》系

列等，這些系列都是行銷到全世界。這樣說好了，wagram 廠牌到映象，那

東西尌是進口版的；那我們把《in house》跟《Catwalk Glamour》系列推到

法國去，對他們來講那個東西也叫進口版，也是所謂高單價的東西（笑）（訪

談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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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VA - Catwalk Glamour Vol.2》添加中國風元素的封面設計 

 

映象唱片近年來不是只有代理國外的唱片而已，他們也自行策劃發行系列選

輯，在訪談的過程裡翁禎祥有提及映象唱片的《Catwalk Glamour》和《Shanghai 

Lounge》系列在 Amazon 的 CDNOW 都有販售，而他們的爵士沙發音樂系列在

日本的 Tower 唱片行也找得到。我有問到在海外市場發行時會不會去凸顯映象是

一間台灣的唱片公司呢？然而映象對此也有一套特殊的見解： 

 

…我們走系列性會針對名稱，比方說像是上海。上海的系列我們自己有委

外，我們自己的設計當初也有去上海實際地拍攝了一些照片。這些都需要有

中國風的元素在裡面。《Catwalk Glamour》的東西是伸展台，我們希望有時

尚再帶一點中國風，因為裡頭的歌是時尚的，所以比較快一點、比較 House

的曲風，可是映象這東西要出去我們希望有函一點中國的元素在裡面，畢竟

我們是在做西洋音樂，而且是亞洲、台灣公司的廠牌。…映象的東西都是買

國外的詞曲版權，都是原創，當然我們會挑有適合中國風的，那我們自己的

思考，中國風，其實尌是我們台灣、我們中國是強項阿～ 何不我們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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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一塊呢？（訪談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訪談中所提及的《Catwalk Glamour》系列選輯的概念來自時尚圈模特兒的

走秀音樂，封面請來了設計過許多華語流行樂封面的平面設計師王志伯，而這個

系列封面的特色就是有個正在走台步的女模特兒，而背景卻襯著中國意象的花、

鳥、圖章和中國字（請參考圖十）；畢竟沙發音樂很倚賴封面或是主題等去包裝

出一種氛圍來幫助樂迷想像音樂，而國外沙發音樂市場裡已經有這類以時尚圈、

走秀音樂為主題的選輯，比方像是《Milano Fashion》、《Music from the Fashion 

Week》系列，而映象的策略是在封面上以中國風元素來在全球沙發音樂市場裡

這些大同小異的時尚走秀主題選輯中做出廠牌特色。在此我試圖地去解讀映象唱

片的發行邏輯，雖然映象代理的是西洋樂種沙發音樂，既然西方市場都已經熱賣

東方意象、中國風了，而映象是身處亞洲、台灣的廠牌，所以自覺這些東方、中

國的東西，身為相近文化應該「理所當然」會是強項，那乾脆就自己來策劃發行，

因此順著此邏輯我們在市場上可以看到映象自行策劃了許多以東方作為主題的

沙發音樂選輯，甚至裡頭有不少明確在主題上再現中國意象的沙發音樂選輯，比

方像是《China In》、《Shanghai Lounge》、《Beijing》等所謂宣稱融合「中西美學」

的主題系列選輯，除了封面上顯而易見的中國意象之外（請參考圖十一），以下

是節錄幾個側標片段的操作： 

 

對於中國，你能有什麼想像？它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亦曾是世界

的中心與國際的霸主，如今無數城市更轉換為繁忙的熱鬧都會。除了關注

它蓬勃的經濟發展外，我們也不禁想像貣貼合這新舊中國的音樂會是如何

模樣？在綺麗的夜生活、奢華的交際圈滲入它傳統人文質地之間，我們會

在上海體驗迷醉的夜生活派對，在北京感受地下的音樂力量，在杭州品賞

如詩的人文聲響，並在交換各個中國場域的無邊際列車上，跨越千年的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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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角、徵、羽五音音階，追尋時尚精緻的 Lounge / House / Downtempo 音

樂身影。 … 雙 CD 全新大碟收錄 mixed 與 unmixed 版本，並同步推出黑

白雙色封面供樂迷珍藏，療癒每個，飄零在龐大歷史中的孤單靈魂。                       

（映象唱片，《VA – China In 2》側標，2007） 

 

 

圖 十一：映象唱片自有廠牌中國風主題沙發音樂選輯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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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夏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北京，這個千年古都，成凾地舉辦了奧

運，更將中國的形象朝現代化推進了一大步。我們自此清楚看見，如果上

個世紀，倫敦、紐約是帶領世界前進，做為經濟文化的領航員；那麼這個

世紀，接下這個棒子的絕非北京莫屬！沉澱了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北京

張開他的雙臂擁抱現代化的同時，也不忘將原有的優點與民族性格融入；

也因此造尌了全世界無可取代的獨特性，讓人讚嘆他所代表的中國式蛻

變，更將造尌歷史上流傳千古的里程碑！… （映象唱片，《VA – Beijing 2》

側標，2009） 

 

在這些中國意象沙發音樂主題選輯裡頭來操作「東方」，映象唱片慣用的行

銷策略是訴求同文同種的認同，然而映象在中國意象上的操作是很有趣的，相較

於那些大敘事的東方、亞洲認同操作可以理直氣壯的用「身為亞洲人」、「咱們」，

然而在這些描繪中國意象的口氣顯然就比較不著痕跡，像是《VA – China In 2》

的側標末段：「療癒每個，飄零在龐大歷史中的孤單靈魂」，顯得耐人尋味，究竟

那個被召喚去想像中國而飄零在龐大歷史鄉愁的人是誰？事實上映象唱片近幾

年也在經營大陸市場，在上海和香港都有成立分公司，比方像是《VA – Beijing 2》

的側標寫法很明顯的就是順應著 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的時間點所寫的，側標裡

頭不難看出在歌頌著中國國際化、現代化的蛻變以及彷彿在預告一個大國的崛

起，但是特別的是這些中國風沙發選輯的側標寫法相較於其他企畫的「東方」、「亞

洲」主題，裡頭映象唱片的立場卻含蓄的多了，而且同樣一張《VA – Beijing 2》、

《VA – China In 2》的側標文案其實在台灣和大陸的市場都是一樣的，我認為這

是一種保守兼顧兩邊市場的作法。 

 

映象唱片小心翼翼的認同操作其實透露著在目前台灣的社會氛圍下要去談

論「中國」會顯得是相當政治不正確的，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於「中國」這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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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反應和想像是那個社會主義政權統治的「中國」，會馬上認知到的是我

們政治實體不一樣的事實，畢竟台灣已經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國家機器對於國

族想像的打造方向早已經不斷地改變中，我就曾經想過現在比我年輕的「八年級」

或「九年級生」可能無法想像民國七十年出身的我，在記憶裡，國小課本還曾經

出現過「反攻大陸」的國族想像（當然我也很難想像我父親那一輩的國族想像經

驗），就算是目前經過政黨輪替後而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也不會再有類似「毋忘在

莒」那種中華民國（國民黨）才是近代中國正統政權的想像，但是如果以陳光興

在〈去冷戰〉裡頭的分析來看，處在美國打造的冷戰結構下，台灣政權從以前到

現在無論是那個政黨執政都是一致親美恐共的（民主 vs.共產對立），更何況在當

前台灣內部去殖民歷程的開展裡，尋找本土「根源」、「本質」為何的「台灣性」

只會更不斷地被強調，因為這就像是 Fanon、Memmi 等學者研究第三世界國家

去殖民過程裡的共同經驗之一，雖說 Fanon 更進一步擔憂的是國族主義打造下的

內部殖民問題；而在這種氛圍下，談「中國」被意味靠向「共產主義的中國」，

大家還是有默契地避免過度談論它，深怕被掛上不愛台灣的帽子。但是我認為在

文化認同的召喚上談中國，卻不見得是沒有魅力的，在面臨文化上的認同危機，

中華文化還是許多人的重要選項之一，稍後會提及我的樂手受訪者林強和 DJ 

Code 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後來我去找了這些映象發行的中國風沙發音樂的選輯來聽，而在網路上查詢

相關資訊的時候，發現在 VeryCD
18上面有一些關於《VA – Beijing》和《VA – Beijing 

2008》這兩張專輯的討論。裡頭的回應都是簡體字，粗略的猜測不是台灣的樂迷

所留；網友的留言反應是：「台湾发行的，有没有人听了？评价一下」、「先听吧

~~~听完再说咯，感觉不妙」、「这些歌貌似根本尌跟北京主题无关，好多都是老

歌啊，尌一大杂烩」、「感觉这没一点北京的味道嘛~~~很明显的 JAZZ 风格~~又

                                                      
18

 是大陸的一個 p2p 軟體：電驢（emule）的影音分享社群網站。請參考：http://www.verycd.com/ 。 

http://www.very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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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地道的京段子~ 一点中国的元素都没~」、「映象唱片又在骗钱了，映象唱片

出品的是我所听过最垃圾的，毫无精神内容可言」等。映象唱片想賣中國意象的

意圖明顯，但事實上中國樂迷不見得領情。這裡突現了一個映象唱片販賣東方意

象沙發音樂選輯操作上的矛盾，在《VA – Beijing》這類中國風主題的封面和側

標敘述上可以看到很具象、容易辨識的中國意象圖像和字句想像，因為映象想藉

由操作認同來行銷，可是映象唱片卻忘了他們音樂的選曲仍舊依循著歐美沙發音

樂市場所傳承的拼貼、泛亞洲元素傳統，更何況當某些選輯選曲裡頭缺乏與主題

對應的中國傳統樂器元素的話更容易讓某些樂迷感覺疑惑，找不到認同的想像指

引而有被欺騙的嫌疑。雖然我認為映象在策劃《Shanghai Lounge》系列時裡頭一

貫地採用爵士、Bossa Nova 風味選曲倒是恰如其份地相襯上海這個近百年來洋化

的城市特色。 

 

中國樂迷的疑惑我也有，在聽同樣是映象所企畫的《VA – Taipei Lounge 2》

時，有意思的是，我可以聽到印度的塔布拉鼓、中國的笛子、琉球的吟唱等，卻

找不著台北的影子。《Taipei Lounge》裡頭沒有 Taipei、《VA - Beijing 2008》裡頭

沒有 Beijing，映象唱片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中國風強項變成了一個弔詭。當

然在此認同仍舊是行銷商品的重要法寶，只不過以中國做為主題的選輯向樂迷所

訴求的認同從之前較大層次的東西方敘事框架縮小至更「理所當然」的華語文化

（雖然在台灣市場的脈絡下，「中國」意象的操作很小心，不會太明顯）。映象深

諳行銷認同是有效的操作市場邏輯，正如同翁禎祥跟我說過的一段話： 

 

那當然啦，《Shanghai Lounge》在上海一定非常受歡迎阿！那我這樣講，Hong 

Kong 的 CD，在 Hong Kong 一定大賣阿！Hong Kong 封面是叉燒凿的那個，

上海是小籠凿，日本是做和果子（請參考圖十二），我們那時候出的是每個

系列都有自己的概念，當然推到那個國家相對一定是非常受到歡迎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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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機場都會有一些展示，那觀光客看見那些東西更一定會買回去。（訪談

翁禎祥，2008 年 12 月 30 日） 

 

圖 十二：映象唱片自有廠牌亞洲城市主題沙發音樂選輯封面設計 

 

映象唱片所發行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操作除了上述的認同操作之外，有意

思的是在某些時候東方的操作又變成一種異國情調，比方像是《JOGOYA》和《A 

Hip Island》系列選輯（請參考圖十三），這些選輯的操作反而不打「我們亞洲」

的東方認同，而是歡慶著異國情調的東方。《JOGOYA》系列是映象和日式料理

餐廳上閤屋異業結盟下的概念選輯，選輯名稱的副標就叫做「A Fusion of Cuisine 

and Oriental Grooves（美食與東方節拍的混和）」，雖然餐廳賣的是日式料理，但

是 CD 選輯裡的選曲和專輯操作模式卻很泛亞洲而非和風；而《A Hip Island》系

列主題主打的是東南亞的小島意象，選輯裡頭出現過的島嶼有峇里島、普吉島、

蘇梅島，然而操作的模式卻又跟操作「東方」、「亞洲」選輯或是「中國風」選輯

的方式不一樣，這些東南亞地區被異國情調化而被再現成為渡假天堂，比方像是

《VA - Bali - A Hip Island》的側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 一支支美麗歌謠吟詠出如天堂的綺麗光景，渡假般的心境在「Bali-A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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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尋找天堂峇里島」中完全解放。… 也許朋友曾經跟你說過,峇里島的

風光是如何的明媚、民俗風土是如何的獨特迷人，要你一定得去那走走！

這座島嶼的魅力，尌在這樣的口耳相傳間擴散開來，成了一處離我們土地

最近的人間天堂！人稱「南太帄洋的珍珠」、「地球上最後的南國樂園」，峇

里島自古即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島上隨處可見如藝術品般的建築色彩、

俯拾即是的工藝作品和淳樸敦厚而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不論是音樂、舞

蹈亦或是飲食，峇里濃厚的異國景致都美的讓人流連忘返。將這樣一種奇

異如天堂的美好光景融入現代感的弛放電子調性中，也只有映象唱片有這

麼分毫不差的恰到好處！…（映象唱片，《VA - Bali - A Hip Island》側標，

2005） 

 

類似的操作在同系列的蘇梅島主題企畫上一樣可以看到： 

 

…蓊鬱的熱帶雨林、瀑布和細白的沙灘，原始自然的風光，這便是蘇梅島。

身為泰國第三大島，蘇梅島沒有過度凿裝的商業色彩，只有椰影、奇石、

石沙，單憑一股原始的氛圍與和煦陽光誘你親近。函上隨處可見的愛戀情

侶，堪稱為「愛情島嶼」的代表，亦成為歐美人士必朝拜之自助旅遊聖地。… 

（映象唱片，《VA – Koh Samui - A Hip Island》側標，2006）

 

圖 十三：映象唱片自有廠牌泛亞洲主題沙發音樂選輯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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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象在操作這些東南亞小島的東方意象時用的是一種講述他者的方式，這時

卻不談「我們身為亞洲人」的東方認同，而是享用異國情調的東方，在這裡頭潛

藏的其實是一種「文明主義」和「西瓜偎大邊」的意識型態（陳光興，2006，

p.134-140），彷彿只有中國和印度這些「大文明」才配稱得上「我們亞洲」，然而

在《A Hip Island》系列的側標操作裡，東南亞國家再現的意象是原始的風土民

情、天然的景致和步調悠閒的渡假天堂，這時西瓜偎大邊地就不談「我們身為亞

洲人」的東方認同了，這些看不上眼的「小主體」只能成為放鬆、旅遊的渡假天

堂，這就是韓國漢學學者白永瑞（2002）對於華文化儒家思想所提出的批判，因

為近代中國其實很少用水平視野去看待鄰近的亞洲國家。此外在這些側標操作裡

頭也隱約透露出台灣在置入東西的對立格局下的某種認同遊移；在面對西方國家

/美國時，台灣的思考會不知不覺落入中國主導性的思考架構，另一方面在面對

中國大陸時，又投射出小主體的不安與焦躁（陳光興，2006，p.242），但是選邊

站的認同裡，南韓、東南亞這些「小朋友們」往往不會進入對話的視野裡。 

 

綜合的來看，映象唱片所操作的「東方」是多元複雜而矛盾的，承襲自西方

沙發音樂市場，但是卻也重新翻譯把西方人的東方主義轉換成民族特性，而在認

同的操作上，它有時候可以總括的站在「我們東方」的位置來對比「西方他者」，

然而它也可以是召喚國族想像或文化認同的東方，但是在某些時候卻又劃分出異

國情調的亞洲他者；映象唱片模糊混雜的東方再現其實背後最重要的是市場趨

力，藉此操作販賣給不同市場。談完了本地唱片產業，接下來則來談本地樂手的

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再現，但是進入討論前，我想要來談在訪談過程裡所發現的本

地樂手對於本土音樂的認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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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本研究樂手們共同的疑惑：到底什麼是我們的音樂？ 

  

一、 畫面感和蚵仔煎理論： 

 

當我們一直很努力在強調捍衛某件東西的時候，表示我們已經快失去他

了。要什麼恢復文化啦，什麼傳統之類的，一直要強調這些東西，事實上

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對於唱片產業的管理階層來說，或許「東方」只是行銷問題；然而相較於產

業，樂手其實比較能清楚地聊創作的理念，在訪談過程裡頭可以發現他們有一些

共通的討論點，而且特別的是他們在再現東方的創作歷程中也都會對於「什麼是

我們的音樂」感到疑惑。這些樂手們的疑惑也串起了身為樂迷的我共同的疑惑，

讓我理解到並不是自己孤單地在思考這些問題。在聽音樂的歷程裡，對於某種音

樂現代性的渴望，讓我去追逐西方的流行音樂、變成西洋音樂樂迷，甚至到現在

則替換成不斷地在追逐歐美最新的電子音樂類型發展；過去聽流行音樂的時候曾

經會覺得反正國內的流行音樂都是在走人家西洋音樂走過的路，舉個明顯的例

子，就像蔡依林的音樂、MV和專輯封面設計裡很不爭氣地就是有Madonna、

Mariah Carey、Britney Spears、浜崎あゆみ的影子，既然如此還倒不如去聽西洋

音樂。但是隨著聽覺歷程心境上的成長，便會容易開始感嘆起為什麼我聽的音樂

都是人家的東西，於是突然渴望音樂上的去殖民和主體性的找尋。 

 

如果把台灣流行音樂比擬成為一種音樂上的殖民狀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訪

問蘇通達為何後來要做歌仔戲沙發音樂的經歷時，蘇通達曾用了「畫面感」和「蚵

仔煎」做比喻，帶出了他的困惑和觀察。那時是聊到他還在LA求學時，他跟著

當地的流行拉丁（Latin-Pop）樂團到處表演，然而有些場合是很純白種人的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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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頭只有他一個黃種人，大家便會對他感到特別好奇，在某次表演結束後，大夥

喝酒聊天時便問蘇通達： 

 

『阿你玩音樂的，那你台灣的音樂是？ 』.....  尌是你人在國外你會特地

去想說你的根在哪裡，因為會常被問到。你會受到那種刺激嘛…. 你覺得老

美唱R&B、唱流行歌曲是理所當然，看老黑在那邊唱Jazz覺得理所當然，

但是當你在想說當一個黃種人去唱哪種東西你會覺得，那種畫面你會覺得

很奇怪、不對，但黃種人，到底黃種人要的是什麼東西？黃種人的音樂是

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黃種人，不要講台灣，不要講大陸，日本人也一樣，

去美國全掛。（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蘇通達說他那時被問到什麼能代表台灣音樂，他回答不出來，腦海先是閃過

胡琴之類的樂器，但是覺得那些可能被說是中國樂器。蘇通達接著說： 

 

那時候其實還沒想到歌仔戲啦，那時候只想到原住民，其實很悲哀對不對？

我不是說原住民不好，尌是說台灣整個文化裡面我只想到原住民，因為郭

英男的關係。我覺得超悲哀的，因為尤其你人在國外的時候，你會刻意把

自己跟中國人區分開來…  而且很諷刺的是我以前還讀國樂，然後我尌在

想：難道我們台灣沒有別的東西了嘛？我有想到京劇，我有想到胡琴什麼

有的沒有的，可是我還是覺得... 幹！我們台灣想不到別的東西。（訪談蘇

通達，2009年3月28日） 

 

蘇通達說他在國外唸書的時候雖然還是會有些交情不錯的中國大陸朋友，但

是他覺得彼此間是屬於完全不同的文化，就像是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一樣，雖

然語文一樣，但是文化是不一樣的。順著蘇通達覺得黃種人在歐美市場全掛的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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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我好奇的追問他指的「全掛」意味著什麼，他則指出是「去美國發行、想要

賣美國人CD」的這件事情。他覺得像是在台灣或是日本紅翻天的「流行天后」：

Co Co（李玟）、宇多田去美國發片卻都吃鱉，而那個重要的問題出在畫面感不

對。接著他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蚵仔煎理論來解釋他的想法，他說： 

 

尌是一個老美來賣蚵仔煎，你會覺得他做的很道地嗎？他掛的是傳統小吃，

可是你會覺得他做得很道地嗎？你做的好吃沒有用，除非你做的比我們好

吃。這是畫面感的問題，你可能會覺得很新鮮、很有趣，可是不會覺得他特

別厲害。（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對蘇通達來說，他不諱言地認為美國對台灣來說是優勢文化，他拿他自己的

親身經驗做例子，大家都會覺得從美國留學回來很驕傲，但是不會有人認為從越

南留學回來的很驕傲。接著他繼續闡述著他的蚵仔煎理論觀察：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講回蚵仔煎，一個越南人或是馬來西亞人賣蚵仔煎，你

不會覺得他特別厲害阿，除非他做的真的超好，或是做出自己越南口味的

蚵仔煎，所以有可能。所以今天台灣人過去那邊賣，一樣的狀況阿，我們

只是越南人，那種感覺其實差不多，你又要做他們文化本身的東西，除非

你真的比他們強才行阿，所以東方人去全掛尌是這個樣子，所以你在那一

種環境之下你會覺得那你更要去想出自己在那邊.... 因為我那時在美國想

要闖出一番天地的時候，我在想說絕對不能以卵擊石，拿弱的東西去跟他

們強的東西對打，我們一定要找出自己文化的特色，所以很悲哀嘛，為什

麼文化特色要用找的，因為沒有阿。（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蘇通達在上述的內容裡頭做了一個有趣的層級比喻，「台灣人看越南人」等



 
 

99 

同於「美國人看台灣人」的文化層級對比，雖然指出了我們台灣和美國的文化殖

民不對等權力階序，但是卻一樣地把鄰近的亞洲國家：越南或馬來西亞看成次級

階序。蘇通達的回答很線性、直覺，但是在當時的訪談場合裡想要反駁卻也找不

到施力點，畢竟他說的也不無道理。 

 

在進行論文研究結果書寫的階段，正值陪伴過我高中和大學時代的宇多田ヒ

カル在美國發行了她的第二張英文專輯《This is the one》；我還是忍不住地關心

起新專輯的內容和這次在美國的銷售成績，因為印象中上一張進軍美國的英文專

輯《Exodus》在美反應並不好；於是我去Youtube點閱了她上美國CBS電視台的

打歌片段19。節目裡那位在日本、台灣地區叱吒風雲的天后樣貌羞澀樸素的跟新

人沒啥兩樣，帶著簡單的樂團唱了兩首新專輯裡的歌：〈Come Back to Me〉，以

及改編自坂本龍一名曲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FYI〉。當宇多田ヒカル

演唱到〈Come Back to Me〉的副歌，唱的中氣稍嫌薄弱而上氣不接下氣時讓我

緊張的冷汗直流，不禁地替她擔心，那種感覺很奇妙，她是個日本人（雖然她可

能覺得自己也是個美國人），而我卻不住地想替她加油。我為什麼要那麼在意宇

多田在美國市場的表現？而且為什麼是美國？我想大概是我的某種亞洲人、黃種

人出頭天主義在作祟吧，後來仔細地去想，或許她在日本或台灣的走紅原因之一

正是因為她是個英文發音純正標準的日本女歌手吧，這裡頭在音樂上有著複雜地

類似Fanon所說的「黑皮膚，白面具」情節，一方面希望能在音樂上征服白人（反

攻美國流行音樂市場），另一方面卻也透露著渴望變成白人的潛意識（英文發音

純正的日本歌手是一種優越感）。然而書寫至此，「黑皮膚，白面具」情節與蘇通

達所說的畫面感與蚵仔煎理論一同地在我的腦海裡徘徊迴旋…. 

 

除了蘇通達的經驗之外，本研究裡其他樂手也有共同的困惑：什麼音樂是我

                                                      
19

 請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mzlgqkNcJzo 或打關鍵字：「Utada - Come Back To 

Me/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FYI (Live On CBS)」搜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zlgqkNcJ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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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什麼音樂能夠代表台灣？然而接下來我想談的是林強於2009年年初接受

新聞局邀約代表台灣在法國坎城MIDEM的演出經驗，或許從台灣政府官方認可

代表台灣流行音樂特色的答案可以來延續這個討論。 

 

二、 「Dream T」代表台灣的 MIDEM 經驗  

 

他們所講的代表台灣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原住民才代表台灣。要不然還有

一個問題是，要是他們找王力宏和周杰倫這種，他們都簽給國際五大唱片

公司，都不是台灣本地的，都是外國公司，所以你也不能代表台灣，而且

其實流行音樂到哪裡都大同小異，所以他們才一直想找一個突破；過去都

會找原住民那些樂團啦，比方紀曉君啦，或是一些原住民的團體，辦了幾

次之後尌覺得沒有跳脫出原來的範圍，所以他們尌說，他們知道我以前跟

故宮合作有一些東方的元素在裡頭，有台灣的一些景象，所以尌問我：你

要不要再想一個？….（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林強在2009年1月18日～1月20日這段期間受邀去法國坎城MIDEM表演。

MIDEM其實是Marché International du Disque et de l'Edition Musicale的縮寫，它是

全世界最大的音樂產業商展，自1967年起每年都會在法國坎城舉辦，聚集了來自

世界各地的音樂產業、樂手、文化政策決策者，藉由這個市集形式談論生意與交

換各式音樂心得和議題，之前訪問映象唱片，他們也提及已經連續參展好幾年

了。我去訪問林強時便問他這次參展的一些經驗和感覺，於是林強很詳細地跟我

說了關於這場表演的來龍去脈。 

 

林強表示由於台灣對歐洲沒有任何的外交管道，只要一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國大陸就會排斥和抗議，所以我們台灣跟歐洲的交流主要透過兩種管道：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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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所以如果有任何經濟或文化活動，台灣都會很樂意去參與，而這是台灣

官方以MIDEM做為發聲管道的背景。出國幫助台灣做文化外交是美事一樁，但

是林強還是點出了參展背後的問題點，他說： 

 

台灣的音樂去參展，其實是有問題的。雖然台灣音樂的創作力很好，但是

一直打不開國外的市場，那我在講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實我們

政府面對世界最大的國際影音唱片展，我們用的方法完全是為了推銷台灣

的形象，所以本質尌不對了。他們是國際唱片展，你只想推銷台灣的形象，

比方說人家國際唱片展是世界各國人到你的攤位裡頭去交流音樂，比方說

像是樂手溝通或是有什麼錄音室，或是你們台灣有什麼特別的音樂，大家

應該在那邊做商業市場的交流，但我們卻是在那邊辦個台灣的活動，請台

灣的記者來希望他們寫點台灣的訊息，然後尌「煞了」（台語：結束的意

思）。別人的攤位都很熱絡，都真的在那邊談事情，我們台灣那邊卻是門

可羅雀，所以我尌說我們本質尌不對了阿。他們告訴我說，我們還是希望

去歐洲做點文化交流，所以我們也到巴黎、也到坎城去。（訪談林強，2009

年3月3日） 

 

2009 年在行政院新聞局協助下代表台灣於 MIDEM 參展「台灣之夜」主題的

團體有三組：分別是林強等人的「Dream T」、鄒族歌手高慧君、高蕾雅姊妹的

「Taiwan Soul」以及目前台灣當紅的流行搖滾團體「蘇打綠」。從這三組人馬或

許可以理解什麼是台灣官方認知裡當前能代表台灣的流行音樂文化特色；首先來

說，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音樂似乎總免不了等同代表台灣文化特色，而蘇打綠的

入選則代表了台灣近幾年來搖滾地下樂團風潮逐漸開花結果的某種縮影，畢竟有

越來越多的團體試圖從地下躍升主流，特別是 2008 年紅了一整年的樂團電影《海

角七號》則是這股風潮的另外一個背景產物。挑選林強其實是來自於一個台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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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聲的問題，畢竟往年都是派原住民歌手，但久而久之好像使得台灣流行音

樂跳脫不出原住民音樂的框架，而林強剛好在 2005 年在法國的音樂廠牌底下有

發行專輯以及在那邊演出的經歷，並且那年還幫故宮代言，作品整體呈現裡有一

些東方、中華文化色彩的特色，於是新聞局便邀林強參展 2009 年的 MIDEM。 

 

林強在籌畫參展計畫時有一些策略思考，他認為： 

 

我回去的時候尌想說，其實法國一直對我們的布袋戲很有興趣，我的電腦

音樂其實在他們的認知裡面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歐美都是很一般的事

情，那也要讓他們知道台灣除了原住民和流行歌手之外，我們還有其他不

同的東西，比方說，我們的這些電腦音樂願意第一次來做實驗，找不同類

型的藝文工作者來合作，來為了坎城影展，或為巴黎來做一個節目。完全

是為了這個活動，讓大家知道說，原來台灣有一群人做一些比較跨界的，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領域的藝文工作者他們在做些什麼，不只是流行音樂而

已，可是還是用音樂的呈現為基礎，因為它是音樂展，所以你不能戲劇或

是布袋戲太強，所以我把這些人找來，告訴他們我要做這個事，然後他們

尌原則上同意，但是不明確，因為大會不曉得要不要我們的演出，因為大

會一般以前都是樂團或是歌者，沒有什麼跨界的。（訪談林強，2009年3月

3日） 

 

「跨藝術領域合作」是林強為了這次參展幫助台灣流行音樂找特色的策略，

但基本上是一注險棋，畢竟 MIDEM 是個音樂展，大部分都是樂手或樂團的表演

形式，而像「Dream T」這樣的表演形式基本上是沒有的，後來好在獲得大會的

演出同意。「Dream T」的團體命名極富巧思，一方面是「drink tea」的諧音，喝

茶代表著某種東方、台灣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指涉這是一支由不同領域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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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作者所進行跨界表演的夢幻隊伍。「Dream T」的團隊來自電子音樂、電腦視

覺影像、布袋戲、劇場、舞蹈、偶戲之不同藝術領域的工作者集結，演出故事的

主軸是講男女感情的故事，無論是「三郎賣茶」的客家布袋戲演出、芭蕾舞蹈表

演、偶戲表演都是在講男女情感，因為大會所給的演出時間只有 30 分鐘（「台灣

之夜」總共表演一個小時半，因此每組人馬 30 分鐘），而且有考慮到整個演出畫

面上觀眾所接受吸收資訊量的問題，所以並不會在同一時間把所有的元素都放上

去，因此在表演裡頭切成四段情緒（包括開場的故事 intro，以及三種不同藝術

形式與電腦影音的搭配），每段約七分鐘。 

 

    對林強來說跨界合作的經驗就是透過不斷地溝通、討論、修改細節以及彼此

互相配合，讓不同領域的表演者各自拋開過去的演出習慣，透過這樣的實驗過程

才能產生創新，比方說在搭配布袋戲的演出段落上，他就跟合作的「山宛然」布

袋戲團（李天祿「亦宛然」布袋戲的徒孫輩）討論溝通音樂搭配上的細節；林強

去請教布袋戲團過去南北管在表現男女細膩情感的習慣是什麼，因為林強覺得要

找出一個新的方法，而不是用電腦合成音色去模擬南北管的方式，他認為那不是

合成音色要做的工作，重點是那個表現手法背後的精神，然後把音樂做出來後再

彼此溝通修改。 

 

    我很好奇地問了這次演出後國外觀眾的反應，林強跟我說大部分是國外藝術

節的策展人覺得他們的東西很有趣，問林強他們願不願意幫藝術節安排一個新的

節目，但是林強只得老實的回答他們，他們平常不是一個劇團，也不排練，回台

灣之後或許也不會有演出了，這場表演只是專為坎城而來，林強只好回答如果他

們有興趣，可以回去台灣後準備過去排練所拍的DVD寄給他們，如果有需要再

從原有的表演基礎下去改編。因為很多的藝術節策展人誤以為他們是一個劇團，

但事實上「Dream T」只是由大學教授、研究生、劇團等不同領域的工作者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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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軍的一支隊伍，為了這件事情必須離開了原有的工作，平時並不以此表演為

生，大家為了做文化外交出來外面看看、玩一玩，回國之後就沒了，畢竟台灣也

不會有這樣的邀演；然而國外的藝術節要的是現成的，不可能像台灣新聞局能給

預算去排練，策展單位就只能提供機票和住宿。林強苦笑說還好大家都有工作，

如果是一個樂團那大概會餓死。 

 

其實林強從 MIDEM 回國後還是有在嘗試進行一些跨藝術領域合作的表

演，像是我後來跟了一場 2009 年 2 月 28 日林強在誠品台南店舉辦的 VJ 影像搭

配電腦音樂的現場表演，是由台南誠品和富立建設贊助的，主題叫做「戰爭與和

平」，雖然表演形式還是稍嫌粗糙，但是讓我感動的是這類表演形式持續進行下

去的堅持。在 MIDEM 參展案例裡，我依舊想起了蘇通達所說的感嘆：「為什麼

文化特色要用找的，因為沒有阿…」，創新形式的「Dream T」跨領域合作似乎是

為了 MIDEM 而生的曇花一現，事實上在目前的台灣環境裡，這類的表演形式還

未能被本地民眾適應，而且認為它太嚴肅又不具娛樂效果，在缺乏市場的情況下

一年頂多只能拉個贊助來表演個兩三場。除了 MIDEM 經歷，關於「什麼音樂是

我們的？」我還想在多談一個案例，因為我想述說的是從這些訪談經驗裡所發現

的一個在本研究脈絡裡中樂手們表現東方、再現台灣上共通的心裡幽靈。 

 

三、 新聞局樂團補助與原住民音樂的政治正確聯想  

 

我也有想過這樣的問題，蠻難想的，因為台灣這個國家建立的文化不夠久，

所以你要找尋屬於他自己的東西其實還蠻困難的。而且台灣又是有荷蘭人、

有日本人殖民過的歷史，你會找不到他文化的定位在哪裡。所以我跟周志華

老師尌是朝另外一個方向，以台灣原住民的方向去出發，因為我覺得真的本

土應該是原住民吧！（訪談DJ Code，200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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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樂手受訪者裡頭除了林強、蘇通達之外還有一位年紀大我一歲的年輕音

樂人：DJ Code，我跟他聊起了我的音樂認同焦慮，DJ Code 說他也有，然而在

聊到什麼是能夠代表台灣的音樂時，DJ Code 也理所當然地回答：原住民音樂。

接著他跟我聊到最近籌畫在 3 月底前截止的新聞局「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

的投稿，因為獲選專輯有 30 萬元到 60 萬元的補助額度（行政院新聞局，2009）；

然而讓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擅長製作中國風電子音樂的 DJ Code 在這次的投稿

裡頭竟然做的是原住民音樂。DJ Code 說這次和他錄音室的老師合作投稿的作品

是阿美族的傳統歌曲加上 remix，想表達傳統加現代的感覺。然而 DJ Code 的投

稿計畫讓我好奇起為什麼一位熱愛中國曲風的樂手竟然會去製作原住民音樂（稍

後談 DJ Code 的作品會比較清楚，本節先點到為止），在繼續追問 DJ Code 製作

的動機時卻讓我訝異地發現了一些矛盾和疑惑：在台灣當前這個大家都在拼命喊

愛台灣、避談「中國」的社會氛圍下，一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如此政治不正

確的樂手，然而卻有著如此政治正確的原住民血統： 

 

希望阿美族的部分可以做發行，因為我們其實之前有錄過這些東西，只是希

望可以由政府這個補助可以用這個力量把它弄出來….其實我的曾曾祖母也

是阿美族的，所以對那些樂曲小時候都還有印象。……我在雲林出生，可是

從小尌給阿公、阿嬤帶大，尌是在台東長大。之後才搬上來台北（訪談DJ 

Code，2009年3月23日） 

 

我後來沒有選擇接著去問 DJ Code 是否會覺得這些身份之間（具有阿美族血

統，但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會有著些許認同上的矛盾，如果正如許多學者

所提及之認同必定建築在差異的排除上的話；然而我認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用

陳光興所採取的殖民-歷史-地理唯物論的路徑來理解台灣認同複雜形構樣貌的

話，有很多人也會有著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和焦慮，怎能鐵板一塊的如政黨操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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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那般去要求和剝奪每個人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自由。在蘇通達的國外留學經

驗、林強的 MIDEM 經歷及 DJ Code 的申請新聞局樂團補助案例裡頭讓我產生了

一種「原住民音樂代表台灣變成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聯想，但我的用意不再於批

評原住民音樂，因為原住民音樂也是一種感動我的台灣音樂認同，只是厭倦那個

讓它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的過程以及想指出在這個過程裡頭被掩蓋掉的矛盾。 

 

「原住民音樂才代表台灣」其實是一種假中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無害地遮

掩掉漢族鬥爭而原住民才是真正台灣第一批被殖民者的事實。不會有人去質疑這

個論述的正當性，因為在政治場域上原住民根本不會是「外省」漢人、「本省」

漢人爭權的對手，「本省」漢人爭著誰早到誰晚到，但歷史指出原住民才是台灣

最早的主人。在戒嚴時代國語（北京話/普通話）壓迫著台語（河洛話/閩南話）

來鞏固政權正統性，然而在某些反動的本土化論述裡，「台語的=台灣的=本土的」

亦可能形成了另一個語言法西斯（劉雅芳，2007），在漢族文化認同、文化特色

不同利益的爭執不下之下，讓「原住民代表台灣」變成了一種各方無爭議的殖民

補償，但諷刺的是原民文化元素總是「有事鐘無豔，無事夏迎春」地在有需要的

時候才被抬出來當作一種打造尊重多元、族群融合的象徵符碼，比方可以在各種

政治場合裡看到原住民陪襯性質地出來跳跳舞、唱唱歌，無論這個政治場合的主

持者麥克風裡使用的語言是國語或是台語。 

 

在本節裡討論的是在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文本創作者的脈絡下，創作這些文本

的樂手們所共有關於「什麼音樂是我們的？」、「什麼才是本土音樂？」的疑惑，

接著在下一節則會討論這些樂手如何解決這些心中疑惑所採取的策略以及他們

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作品的再現。要處理這些討論，我認為樂手文本再現、樂手經

歷以及創作意圖三者是相互扣連的，如果以 Toynbee 創意可能性空間（space of 

possibles）的觀點來說，樂手所處場域（fields）與習癖（habitus）會影響他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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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所以我盡可能地在透過詮釋樂手訪談內容和樂手文本來分析他們的再現

策略的時候一併帶入創作者的樂手經歷以做比較參考，畢竟就像是 Bakhtin 對話

理論（dialogism）所提及的，創意的動力來自於不同聲音的「互相活化

（interanimation）」（有作者的、產業的、還有閱聽人的），在這個過程裡「折射」

作者的意圖，而非直接表達（Bakhtin,1981 as cited in Toynbee, 2003, p.104-105）。。 

  

第三節：本地樂手再現東方意象的策略與意圖 

 

一、 林強：取樣環境聲響裡的台灣意象 

 

（一）、《驚蟄》聆聽性電音進入沙發音樂的脈絡 

 

林強的作品從 1993 年的《娛樂世界》開始可以逐漸嗅出往電子音樂靠攏的

味道，而之後的《歡樂電子中國年》以及《電民謠》都只是掛名專輯製作人，並

不算他自己的創作（林強在《電民謠》裡有演唱三首歌曲：〈桃花過渡〉、〈點仔

膠〉、〈草螟弄雞公〉，但編曲者不是他），經由訪問我才得知原來這兩張專輯的製

作是為了報答真言社的老闆倪重華的知遇之恩，藉由這兩張專輯的版稅來幫助真

言社後來經營不善的財務抒困。在《娛樂世界》之後，林強轉而熱衷 DJ 以及陸

續地製作許多廣告和電影配樂等，特別是幫侯孝賢的電影製作配樂的經歷更是間

接促成了和法國專門發行電影配樂的廠牌 MK2 合作《驚蟄》。《驚蟄》這張專輯

是本研究選擇訪問林強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許無法完全可以用沙發音樂的框架去

套用它20，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張廣義電子音樂創作裡可以聽見樂手用心置放對於

台灣本土文化想法的作品，除了彷彿能在音樂裡看見台灣街景印象的畫面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張專輯裡頭所試圖去談論他自己對於文化認同的想法。 

                                                      
20

 在我的論文計畫審查時，我的口試委員簡妙如老師就有提出質疑，用沙發音樂的框架來套林

強的音樂合適嗎？但接下來會訴說我取樣的理由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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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這張專輯在其台灣代理發行商慧智唱片的音樂區塊規劃裡放在弛放

電音（chill-out）的分類底下21，我問林強有關慧智將他的專輯如此分類的看法如

何，他說他沒有意見；而在進行訪問前我有先閱讀過許芳源（DJ Zeus）之前訪

問林強的問卷，裡頭許芳源問林強他對於類型的看法，林強那時的回答是：類型

是樂評們的事，對他來說類型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方便溝通而已；而林強目前的許

多新的音樂創作都放在 streetvoice 的部落格上，甚至在其許多作品的音樂風格介

紹上寫著「free-style」、無法定義，或許林強對自己作品類型的看法正如他在許

芳源問卷裡的回答：「free-style，宇宙在手，萬法由心，人有無限可能」（許芳源，

2003）。我認為《驚蟄》這張專輯會被慧智唱片置放在弛放區塊的主要原因是，

雖然專輯元素很多元，裡頭也有些 easy-listening 的作品，但主要來說是張聆聽取

向的電子音樂作品，而不是跳舞音樂。《驚蟄》與沙發音樂類型關聯的另外一個

軌跡是專輯裡頭的〈Keep Walking〉被收錄在法國沙發音樂大廠 wagram 的中國

主題沙發音樂選輯《VA – Chinese Room》裡頭（請參考圖十四），這張選輯亦選

了加拿大華裔 DJ Kid Koala 取樣《末代皇帝》電影配樂與廣東話人聲片段再搭上

Hip-Hop 節奏的〈Emperor's Main Course In Canonese〉以及將三四零年代上海女

歌手周璇的〈天涯歌女〉重新混音的〈Chow Hsuan - The Wandering Songstress

（2003 remix）〉等中國風味的 down-tempo / lounge 作品22。 

 

                                                      
21

 請參考慧智唱片的網頁：http://www.ewise-digital.com/Chillout.htm。 
22

 附帶一提，在進行訪談時才發現林強並不知道他的歌被收錄在這張選輯裡頭。後來我去查專

輯後面關於〈Keep Walking〉的版權歸屬是 MK2，我的猜測是 MK2 沒有告知林強這件事情。 

http://www.ewise-digital.com/Chill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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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四：《VA – Chinese Room》封面設計 

 

林強稱《驚蟄》這張專輯的發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事有機緣、不先不後、

剛剛湊巧，原先並沒有發行專輯的打算，完全是應 MK2 的邀約才製作，我問他

是否預設專輯的聽眾是國外的聽眾，林強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以本研究的

台灣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再現之分析象限圖（請參考圖九）來看，這張專輯的主要

的定位座落在第四象限：「自我東方化」23，因為 MK2 已經設定了一個題目叫

做「stereo-picture（立體音畫）」，畢竟 MK2 是一家電影發行商，後來才成立

專門做跟電影相關的獨立音樂廠牌，「stereo-picture」的概念就是希望讓音樂聽起

來有畫面，所以林強製作《驚蟄》這張專輯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讓不認識台灣的

聽眾從音樂中想像台灣，於是他把自己生活周遭的聲音具像化。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在士林的工作室用合成樂器創作，…，士林夜市那邊

有一個媽祖廟，每次都會在我們的巷子裡面繞境啦，我那時候做音樂，他們

的聲音進來，我尌覺得太好了！太嗨了！所以那也是我生活的一部份，我做

音樂的時候我尌告訴他，其實這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尌是充滿在我的生活當

                                                      
23

 在此「自我東方化」是中性名詞，順著 Mitchell 分析李迪文（Dick Lee）的文本是使用東方符

碼來闡述創作理念的立場，不等同於「自我東方主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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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訪談林強，2009 年 3 月 3 日） 

                 

這張專輯的最大特色就是使用大量的取樣（sample）聲音拼貼，像是廟會陣

頭裡的中國樂器、歌仔戲、夜市招攬客人的呼喊聲、台灣媒體新聞報導的環境音，

還有人物紀錄片的訪談包況像是林懷民、侯孝賢以及華裔工程師等，以及各種不

同語言腔調的交互堆疊：中文、台語、英語、法語等；然而也就是藉由這些聲音

拼貼的策略使用讓歌曲背後創作者的理念得以具象地被述說。以下我試圖透過文

本分析以及訪談內容來詮釋林強在《驚蟄》裡頭再現東方的取樣策略，以及一些

在歌曲裡他所想要負載的資訊。 

 

（二）、《驚蟄》負載台灣意象的文本分析 

 

《驚蟄》整張專輯處理台灣意象最有畫面感的莫過於曲目二〈桃李蓮花紅，

千年鐵樹開 1〉和曲目三〈桃李蓮花紅，千年鐵樹開 2〉這段組曲，而貫穿這兩

首歌的是「桃李蓮花紅，千年鐵樹開」的人聲口白取樣，我原本以為這是外省腔

調的國語，因為聽起來像李登輝那輩政治人物會有的獨特口音，結果不是，林強

說這段取樣的來源是來自廟會酬神電影開播前扮仙24影片裡頭的那種古早河洛

話腔調25。和林強聊到這段取樣卻也勾起我和林強共有的生活經驗：完全聽不懂

那些語言到底在講什麼，不是國語（普通話），然而聽起來又不像我們日常生活

裡使用的台語。林茂賢（1997）指出扮仙戲的劇情都是描述神仙賜福和加官晉祿

的故事，裡頭的台詞和唱詞都是吉祥語，透過演員假扮的神仙來向神表達所欲追

求的目標，無論是福氣、祿位、長壽、升官、財富等，反應的其實是某種台灣民

間對於人生希望的追求。這兩首組曲裡除了「桃李蓮花紅，千年鐵樹開」這段人

                                                      
24

 台灣民間演戲習俗，凡與宗教信仰有關之演出，在正戲開演之前，必先表演一段「吉慶戲」，

民間俗稱「扮仙」；所謂的「扮仙」顧名思義就是演員扮演天上神仙，向神明祈求賜福。近年來

台灣廟會會有以露天電影取代傳統戲劇之情況，而在播放影片之前仍需先播放一段扮仙影片才能

開始播放電影，可見扮仙在台灣演劇活動之重要性（林茂賢，1997，p.35-36）。 
25台灣的扮仙演出時唱腔念白皆使用「官話」（林茂賢，1997，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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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不斷迴圈循環（loop）之外，在電子合成旋律和節拍行進的架構裡摻雜著大量

的廟會活動環境音，像是鞭炮聲、嗩吶、大鑼、陣頭隊伍行進時所發出的吵雜聲

響以及歌仔戲表演的唸詞等，聽到這些聲音元素馬上童年成長記憶裡的畫面就浮

上來了，召喚出了我自己的南部小孩認同，因為小時候舊家房子正好在土地公廟

旁邊，常常可以看到許多廟會活動中來自其他地區大大小小的神轎川流不息地從

廟前經過，還有常常把小孩子嚇哭的大尊神偶以及八家將拿著各式法器和兵器擺

出各式陣法等，生活記憶隨著這些聲響歷歷在目。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街景意象之外，因為這張專輯用意在於給國外聽眾想

像台灣，所以不免俗的要展示在地文化特色，曲目四的〈Mahjong〉和曲目六的

〈Tea Time〉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林強安排了兩個好像總是無可避免地會出現的

典型中華文化象徵主題：麻將和茶文化，正是依循著東方意象或中國意象沙發音

樂裡頭慣有的創意選擇素材，尤其是茶文化的主題在西方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市

場就很常出現，比方在本章第二節所談到映象唱片代理的《VA - Green Tea - Black 

Tea Mix》。在〈Tea Time〉裡頭使用的策略是用人聲口白取樣的方式將英文和中

文兩種語言疊在一起發聲（但是表現上英文是主聲道，中文是副聲道，畢竟這張

專輯預設的聽眾是外國人），但事實上細聽會發現這兩種不同的語言內容卻都在

講同一件事情：「喝茶帶來和諧，大伙都喝茶，因為喝茶是不分社會階級背景的，

喝茶是一種文化認同，是一種介於所有人類、文化和國家之間的深刻情感…」，

林強的在此傳達的意念跟先前映象唱片的側標操作很相似，認為中華文化特色像

是綠茶般溫潤而內斂。而在曲目九〈西北雨直直落〉裡，林強將台灣人耳熟能詳

的台語民謠放了進來，演唱這首歌曲並將它電氣化，手法上其實是依循著先前《電

民謠》的策略。 

 

曲目十四〈Keep Walking〉和曲目十五〈Chinese Talk〉我認為是《驚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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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林強最清楚地處理其文化認同想法的作品。我在進行訪問的時候問林強是否語

言在《驚蟄》裡是一種策略？因為可以在這張專輯裡發現交雜著很多語言，而且

在他樂手生涯到目前為止的創作裡幾乎可以歸納出台語元素的印象特點，甚至很

多人都會發現他在國外發表作品用的名字「Lim Giong」其實是台語發音，而林

強給我的回答是：  

 

….因為他們當然一定知道我是一個華人，所以我用華人的一些語言去表現

的時候，我覺得是讓他們更清楚，語言讓他們聽到本來尌是一個不同的特

色，語言講出來本來尌有不同的味道，比方說，我們聽法國人講：「c'est la 

vie」、「bonjour」、「bonsoir」光聽到尌已經有感覺了，他已經代表法國

的語言與人的一種狀態，所以我尌想說既然我們對他們的語言有興趣，他

們應該也會對我們的語言有興趣，所以我尌在裡頭用了很多的語言，如果

他們真的聽進去，他們想要知道一定會去問朋友，我也是覺得這個過程會

很有趣。然後用英文也是，有一個函拿大的華人在講他身份的認同，在講

有關香港、台灣、中國，然後他又是一個去外國、工作、讀書的人，當他

面臨中西方文化衝擊的時候…在〈chinese talk〉裡頭有這個，他是一個華人

可是用英文在講，在講他西方和東方衝擊。…（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林強說他在《驚蟄》裡頭的某個聲音取樣是來自一段講華人認同的紀錄片，

紀錄片裡的身份是一位不會講中文的華裔工程師，用英文述說華人認同和中西文

化衝擊與融合。我後來重聽《驚蟄》發現這一段取樣是放置在曲目三〈桃李蓮花

紅，千年鐵樹開2〉和曲目四〈Mahjong〉的中間，而非〈Chinese Talk〉。然而我

認為重點在於林強的策略是藉由剪貼這些人物的文化認同談話片段間接表達了

他自己的認同想法。在曲子命名好似對照其成名作〈向前走（英文翻成Marching 

Forward）〉的〈Keep Walking〉裡頭，林強剪貼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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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取樣：「不管我們的祖先，是300年前來的，還是30年前來的，還是150年前來

的，都有同樣的一個過程，那尌是從慢慢的從掙扎中求生存，慢慢地求安定，然

後站貣來求進步…」來作為主軸，伴隨著穩定循序漸進的down-tempo節奏，彷彿

期許台灣在跌跌撞撞的紛擾下可以緩步向前。我後來訪問林強的某些創作時是不

是對當時的政局或社會環境有感而發，比方像是專輯裡頭的曲目十一〈TV news 

disturbances（新聞太吵）〉取樣了台灣電視新聞的播報片段並且加入了電子噪音

的方式來呈現，林強的回答是： 

 

其實我在做音樂的時候，大部分的狀態，應該都是受我現在所處環境的各種

事情的影響。有時候我碰到什麼樣的事情，我心裡有所感動，比如說，我們

每天在政論節目，黨與黨之間在那邊吵吵鬧鬧，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我尌

用這樣的形式來呈現。希望大家聽了之後，會比較懂裡面，不管我的祖先是

從哪裡來的，不管你是大陸也好，台灣也好，我們應該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地

方，然後繼續往前走。只是我用的形式不像搖滾音樂這樣重頭唱到尾，不是

用這樣的形式。知道的尌知道，不知道的也沒辦法。我覺得我已經講的很明

了。如果不懂的話，那肯定有一些做電子音樂的，可能用的方式比較大眾化，

那尌由那些人來做這些事情尌好了。我覺得我的方式是有些事情不用講的太

明白，多一點讓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空間，不要都講白了；留一點餘地讓大家

去感受，有一些可以想像的空間。（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而專輯裡的最後一首歌：曲目十五〈Chinese Talk〉則和專輯的曲目一〈Taiwan 

Calling（台灣發聲）〉頭尾呼應，在〈Chinese Talk〉裡頭可以聽到不同的華語方

言對話穿插在電子噪音和中國傳統樂器裡頭。〈Chinese Talk〉的開頭林強先取樣

了影響他甚深的導演侯孝賢的紀錄片片段：「中國人的那種深遠幽長，沒有辦法，

你一輩子註定尌是… 哇！中國人的那種東西會讓你感動.... 沒有辦法…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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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影裡頭創作最根源的東西，一個最根本的力量。」，馬上接在後頭的是一

位在六四天安門學運後逃離大陸，而在美國拘留尋求政治庇護的民運人士的紀錄

片言談：「我在國內的時候其實是屬於一個全盤西方化的人，出來以後我發現，

你走到哪裡，你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前一段有過焦慮，尌像是沒有根的人一樣，

你將獨自面對這樣的一個世界。」；在這兩段談認同的取樣片段之後，接著出現

了京片子口音的相聲以及台語吟詩的人聲取樣，曲子最後以台灣夜市常聽見的台

語叫賣聲來做為結尾。我認為林強在處理〈Chinese Talk〉的認同理念時其實蠻

小心翼翼的，在引用了侯導和大陸民運人士的說法時，還夾雜了一段人聲取樣：

「這是一個小小聲音的遊戲」來貫穿其中，我的解讀是用一種淡化的形式、試圖

不要用過於直接明顯的方式去談論「中國」議題，留下讀者一些想像的空間，雖

然其實林強想要談的是他自己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後來我訪問林強製作〈Chinese 

Talk〉的一些想法，林強便很清楚的告訴我他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他的回

答是： 

 

其實我的目的阿，我是一個台灣人沒錯！可是我的文化是從五千年，大陸

的那個地方，……儒釋道，那個地方，一些文化傳統的知識留下來，所以

我們現在要去中國化的人，只是一味的要滿足自己的政治的手段，使用的

方法，我覺得這樣很恐怖，因為你會把過去你所學的那些老祖宗的智慧斷

絕，我們不是要學共產黨他們現在的政治管理方式，可是你不能因為政治

理念的不同而把所以你過去那些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比方像是倫語等，都

把他覺得是中國化而把他去掉，請問這些如果都去掉了，我們還剩下什

麼？……我要大聲說出我是台灣人，可是你不能大聲說出我是台灣人，把

過去你所受的教育跟華人社會你的老祖宗所給你的東西切斷，……可是我

覺得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是現前中國政治底下那個的中國人，可是我認同

我的老祖宗的文化，他是華人的文化。（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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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驚蟄》裡傳達了林強對於本土意象的捕捉以及他自己的文化認同焦慮和

嘗試的解答，他認為雖然政治上或許進行著「去中國化」，但是他覺得文化上不

能去中國化，因為會把許多好的先人智慧都割捨掉。在我訪問的樂手裡面，對中

華文化抱持認同的不是只有林強，DJ Code在接受我的訪問時，甚至會很自然的

回答出「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接下來要來談DJ Code的樂手背景以及他的中國

風沙發音樂與電子舞曲創作。 

 

二、 DJ Code：中國傳統樂器的莊嚴優雅認同想像 

 

（一）、異國情調化的〈Fusion Thailand〉 

 

訪問 DJ Code 是來自訪談映象唱片後所做的決定。因為我問映象唱片在策劃

自家發行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為什麼都是買國外作品的詞曲版權，而沒有收錄台

灣本土創作或是培育自家樂手的打算？那時候翁禎祥才跟我提及 2008 年年底所

推出的《VA – Lapis Thai – Restaurant。Lounge。Music》選輯（請參考圖十五）

有收錄本土電音創作者 DJ Code 的作品。然而這選輯的側標介紹上卻沒有看到任

何提及收錄本土作品的相關資訊，對比後來 DJ Code 的訪談，他認為映象唱片只

是「勉強」放上去，並沒有對他的作品感到滿意或有信心。這張選輯收錄 DJ Code

兩首歌曲，曲目三〈Fusion Thailand〉是因應這張專輯的要求而做，而曲目六

〈Intoxicated〉則是已經做出來有兩三年了才被收錄。其實 DJ Code 的作品 demo

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寄給映象過了，但是當時映象給的回覆是暫無發行打算，直到

要發行這張選輯才又重新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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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五：《VA – Lapis Thai – Restaurant。Lounge。Music》封面設計 

 

我覺得他們.... 因為他們的風格還蠻Asia、蠻東方的，只是我覺得他們還是

應該要再多給台灣真正創作的人更多的機會。可是這次合作機會之後，你

尌會了解到說，他們的走向是非常的Lounge，非常的Lounge。而我做歌的

有些方式，也不是說非常Lounge....  那尌變成.... 可能對他們來講太重了！

然後一些流程和歌曲橋段和做的方式他們可能覺得沒有必要的，他們要的

是旋律更多、樂器很多很豐富，不像是電子音樂某一個東西或是某一個音

色一直在循環，其實是增函你一種循環的記憶度。不一樣啦！他們要的尌

是比較像是一般流行歌曲的方式。（訪談DJ Code，2009年3月23日） 

 

從這個合作案例可以看到類型演化過程中產業與樂手間的拉拒，創意其實包

含了個人極小程度的能動性以及很大的程度來自規律的、複雜的社會互動

（Becker,1982 as cited in Toynbee, 2003, p.104），DJ Code 想在既有素材裡做曲風

變化嘗試，但卻先面臨業主的把關。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比較特別的是映象唱片老

闆的角色，根據映象唱片產品部經理翁禎祥所提供的資訊，映象唱片老闆在公司

整個發行流程上是事必躬親的，包括選輯主題設計的大方向和最後的決策都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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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老闆，甚至印刷是否有瑕疵、歌收的好不好，都要經過老闆確認後才能發行。

而且更特別的是映象唱片自家選輯大部分的挑歌都是老闆三兄弟之一的潘源水

（Kenneth Phun）負責的26，DJ Code 就認為或許因為老闆是馬來西亞華僑以及在

這行打滾多年經驗的緣故，選歌風格走向非常泛亞洲，並且要求作品必須具備成

熟的 Lounge 曲風。換言之，潘源水扮演的角色既是廠牌經營者，也是「編輯樂

手」，因此在《VA – Lapis Thai – Restaurant。Lounge。Music》裡頭真正在做「編

輯時刻」（Editorial moment）工作的是映象唱片老闆，DJ Code 的創作其實只是

「編輯樂手」所挑選的創作素材。於是 DJ Code 因應業主需求特地做了異國情調

化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作品：〈Fusion Thailand〉。 

 

〈Fusion Thailand〉曲子主要基底元素還是 DJ Code 所擅長的中國傳統樂器元

素，搭上的泰國歌謠人聲取樣和傳統樂器，正如同曲名所呈現的是一種中泰混和

的泛亞洲風格。DJ Code 原本想取名為〈留在泰國〉，因為歌曲想要傳達出一種

泰國是個讓人流連忘返、令人非常懷念的地方的感覺。然而我問 DJ Code 是否有

去過泰國，他回答沒有，但泰國是他心目中最想去的國家，甚至他決定表演完「激

音改造音樂節27」的隔天就要動身前往泰國旅遊。 

 

尌是感覺很輕鬆的一個國家。這是我想像中的泰國。（訪談DJ Code，2009

年3月23日） 

 

這首歌曲的泰國歌謠人聲取樣來自於DJ Code工作錄音室所買的sample資料

庫，人聲取樣其實是因應映象唱片老闆的要求所加進去的，事實上DJ Code的作

品比較少這類的泛亞洲作品，去聽DJ Code放置在ACID-planet
28的創作社群網站

                                                      
26

 去訪問映象唱片時，翁禎祥跟我表示映象唱片負責選輯挑歌的就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老闆，

另一個是他。 
27

 2009 年 4 月 3 日與 4 日在屏東恆春機場所舉辦的戶外派對。 
28

 是「Sony ACID Pro」這套軟體所提供的網路創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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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個人myspace網頁上的創作會發現中國風才是他一貫的創作風格，無論是

電子舞曲或是沙發音樂作品，裡頭都會有大量的中國古典樂器元素，甚至由於他

白天在錄音室工作之便，有些傳統中國樂器甚至不是用資料庫裡的midi音色而是

直接找傳統樂器樂手來演奏，不過DJ Code表示這部分得感謝他錄音室裡頭作曲

老師周志華的幫忙。然而我認為DJ Code作品裡的中國風特色跟他的所屬的創作

團體「閘門」有很密切的關係。 

 

（二）、DJ Code 的中國文化認同想像路徑 

 

閘門的成員有四個：DJ Point、DJ Code、VJ Elmo 以及錄音師 Tony，是一個

聲音影像兼具的表演團隊29。「閘門」團員裡頭的成員裡較具知名的是曾經擔任

過「重傷害」、「潑猴」的 DJ 以及和「拷秋勤」、阿弟仔、張睿銓有過合作經驗

的 DJ Point；對 DJ Code 來說，DJ Point 亦師亦友，帶給他不少音樂上的啟發，

並且也勸他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下別想把 DJ 當正職，一定要先有個穩定的職業才

能養自己的興趣，所以 DJ Code 白天的正職是在錄音室上班，接廣告配樂、廣告

混音的 case；「不能把 DJ 當飯吃」似乎是台灣目前許多 DJ 或電子音樂工作者的

心聲，林強也有跟我聊過類似的內容。然而我好奇他們當初組團的契機，DJ Code

說： 

 

因為我們都聽電子音樂，我們都喜歡 DJ，喜歡電子音樂，我們想要做電子

音樂，我們希望我們的電子音樂可以跟人家不一樣，我們希望在這些音樂

上面有我們自己東方的元素，或者是有我們自己台灣的東西，或者是我們

中國的東西，所以我們尌是朝這個方向在做。（訪談 DJ Code，2009 年 3

                                                      
29

 但後來我訪問「閘門」的近況，DJ Code 表示目前面臨半解散的狀態，因為原本是男女朋友的

DJ Point 和 VJ Elmo 對於團體的理念上有些分歧，DJ Elmo 認為應該要多多宣傳「閘門」這個團

隊，但是 DJ Code 認為重點應該要擺在以創作為主，因為一直推銷自己卻沒有時間去創作，到頭

來只是沒有靈魂的空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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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 

 

「閘門」在他們的部落格網頁的抬頭放置了一個有趣的對聯：「閘開八方樂

聲起，門引六路知音來」，並且使用著一種「中體西用」式的團體自介：「融合了

西方科技的先進、東方神祕文化優雅。」，再度發現了類似映象唱片側標操作裡

所謂的在地特色：「東方」必定是神秘而優雅的。然而在鄭嘉揚、張智舜的台灣

地下樂團訪問專書《態度》裡頭，「閘門」其中成員之一的 VJ Elmo 有提及她自

己對於「閘門」團隊的想法： 

 

我們在這充滿矛盾與衝擊的成長環境中迷失太久，我們從小到大所接觸的

任何文化、藝術、學問都是中西合併，我們是中國人卻早已遺忘自己的音

樂，我們希望以自己的國家驕傲，中國文化五千年的歷史，運用在現代科

技上推廣中國的藝術及文化，這尌是閘門最初的構想與最想堅持下去的

路！（張智舜、鄭嘉揚，2006，p.246） 

 

撇開去猜測 VJ Elmo 或是 DJ Code 的國族想像究竟為何的嘗試，我認為重點

在於上面的訪談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在台灣談論文化認同的複雜性，就像是 VJ 

Elmo 所說的，我們的確活在一個矛盾的成長環境，但是卻渴望尋找主體性，所

以才會在「我們東方」、「我們台灣」、「我們中國」的認同選項遊移。我問 DJ Code

是否覺得做中國風是他在創作上可以找到安置自己位子的策略，他說： 

 

也不是安身立命的一個策略啦，是我自己本身尌很喜歡東方的東西。那你

聽到一些東方的旋律會覺得很感動，你雞皮疙瘩會貣來，會想要把這些東

西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用你想要的方式去呈現出來。…像《末

代皇帝》，他那個感覺尌.... 我不會講，尌像是我說的，有東方的優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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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有東方的莊嚴，旋律又很優美。（訪談 DJ Code，2009 年 3 月 23 日） 

 

除此之外，DJ Code 也提到一些讓我印象深刻的東方音樂認同： 

 

因為我覺得尌是把你周遭圍或是國家的東西，尌是族群的東西可以融入進

去會更棒。因為台灣的音樂都是從西洋人…，從小到大都是以西方文化洗

腦到我們長大，我們雖然吸收了這些文化，可是我們可以用他們給我們的

這些文化，函上我們的元素再丟回去給他們。因為老外做中國風的東西尌

是做的.... 他們沒有辦法站在我們的角度去看這個東西，他們是由他們的角

度去做這個東西。他們做出來雖然音色是東方的，有這樣的味道，可是他

們做不出那樣子的精神來，做不出東方文化的幽雅和莊嚴的東西。（訪談

DJ Code，2009 年 3 月 23 日） 

 

這裡頭我認為有意思的是 DJ Code 那個對於東方或是中國想像裡頭優雅、莊

嚴美感的想像路徑，其實並不是那麼原真的。他所提到的想像參考範本：《末代

皇帝》電影配樂裡頭的優雅、莊嚴，我也感同身受的喜愛和感動，但是事實上這

部電影配樂其實是來自中、美、日、英等各國音樂人才聯手打造，由坂本龍一、

David Byme 以及蘇聰作曲，Haydn Bendall , Ray Williams 以及 Hans Zimmer 等人

為唱片的發行做最後的整合與編輯，而甚至到現在還有許多廣告片或是古裝劇喜

歡使用的〈末代皇帝序曲（Main Title Theme）〉其實作曲者是英國作曲家 David 

Byme（洛伊爾懷斯，1999）。DJ Code 可能沒有察覺到那個捕捉出他心目中中國

古典宮廷優雅氣味的《末代皇帝》配樂不見得非得出自中國人之手，甚至如果正

如他所說西方人因為無法站在我們的角度來看，所以做不出我們文化的精神，然

而像是他的〈Fusion Thailand〉這樣的異國情調想像創作不也是犯了相同的錯誤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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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並不是只有 DJ Code 會有的問題和矛盾，也是我至今仍不斷思考反省

的聆聽經驗，正如岩淵功一所說異國情調是一種東西共謀，雖然討厭西方所使用

東方主義式的帝國之眼視野，然而我們往往卻也沒有察覺自己也正在用一種自我

東方化的方式形塑自身。 

 

DJ Code 對於中國文化想像的認同促使他做中國風的電子音樂創作，然而他

也跟我提及他最難忘的一次放歌經歷是在宜蘭蜜月灣和一組玩嘻哈、trip-hop 的

日本樂手搭配的時候；排在他們後面表演的 DJ Code 一上去就放了他的中國風電

子音樂創作，讓在場的日本樂手覺得驚豔而對他豎起大拇指表示敬意。但事實上

後來 DJ Code 也有跟我提及他的朋友曾經對他的中國風給過一些建議，為了清楚

這段脈絡，以下節錄我的訪談逐字稿： 

 

Code：雖然說，有些人還是會覺得尌是說，你做中國風..... 有一個朋友啦，

他叫做成文，他最近去隱居（笑）。 

我：是個樂手嗎？ 

Code：也是個電子音樂創作者。他的藝名叫做UFA。 

因為他之前有弄一個獨立廠牌叫做雜唱片，尌是...我們都是朋友啦，然後我

們在聊，他也是有意思要發行我的作品，可是到後面也是，他跟他的合夥人

公司有出一些問題，所以尌沒有再繼續了。但是成文他有些觀念也是不錯，

他尌是像一個藝術家、一個音樂人這樣子，我是做中國風的方向，那他有跟

我講，他說：中國風是OK，但是他是說，要是你能夠做你周遭圍的東西會更

近，因為中國風有點太遠，你能夠那樣子感覺嗎？他那樣講是沒有錯啦，那....

可是我覺得我的想法和感覺.... 是這樣沒錯... 他這樣講說，做中國風有點太

遙遠... 

我：因為太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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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不是古老，而是中國風變成... （嘖）是比較大陸那邊的東西，他說你

可以在做更近一點，周遭圍... 

我：比方說台灣本土。 

Code：對！或是不一定要本土，而是做你周遭圍的聲音，比方說菜市場的聲

音。 

我：像是林強那種嗎？ 

Code：對！可是我又不想做的太過實驗。 

我：所以你的興趣是在這邊，尌是國樂那一方面的... 

Code：是有這樣的興趣，可是我尌是以DJ出身，我不想走太過實驗的方式，

我要把這些東西做的可以跳舞！讓大家聽到，這是我很明確的方向。我是希

望人家可以找我去夜店表演，我可以放我創作的東西，又可以讓大家跳舞，

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節錄自DJ Code訪談稿，2009年3月23日） 

 

在上述訪談裡 DJ Code 討論到了他和林強創作上的差異，也有談到他也意識

到了某種壓力，因為「中國風」會容易被指認為是中國大陸那邊的東西。但事實

上在本研究的脈絡裡，不同樂手因為他們各自所經歷的樂手生涯以及關懷的主題

不一樣而造就他們作品再現東方策略選擇上的差異。對 DJ Code 來說他並不是那

麼想做實驗電子，因為他比較想做的是可以在夜店裡播放以滿足創作欲又可以讓

大家跳舞的中國風電子音樂。 

 

林強音樂作品裡有深刻的台灣生活意象圖畫以及他自己的中華文化認同想

法；而在 DJ Code 的作品裡可以感受到他對於中國傳統樂器所營造出來的某種想

像美感的著迷和執著，最後接著要來討論的是蘇通達他所認為的歌仔戲「台味」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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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蘇通達：歌仔戲元素作為台灣在地流行音樂的靈藥 

 

（一）、歌仔戲是流行音樂市場對症下藥的鄉愁？ 

 

「其實歌仔戲很美，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GTS 帶著一股傻勁尌直接找上

春美團長並說明這張專輯的想法，團長也憑著一股傻勁尌一口答應，其實

她當時壓根不知道弄出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為了不辜負團長阿莎力的知遇

之恩，GTS 決定要把歌仔戲獨特的唱腔推到國外。（博客來音樂館，2008） 

 

因為做這一行需要有一個代表作來打響知名度阿，所以〈趕羚羊〉不行，

又弄了白馬，因為我知道白馬這個一定會紅。… 那如果以知名度來講的

話，我只需要一個很好的一個主題下去發揮，當然做的不要太糟，你做的

精緻，然後主題對了，然後有爆點！（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在本章第二節裡我先用蘇通達的「畫面感與蚵仔煎」觀察來帶出本研究樂手

們所共有的本地音樂認同疑惑，接下來就來談蘇通達的回應策略：使用歌仔戲元

素來做為在地音樂特色。《我身騎白馬》在 2006 年的年底發行，而我是在 2007

年初才由台大批踢踢 BBS 電音版上的討論得知，當時這張專輯還曾驚豔版上挑

剔的歐美電音樂迷，特別是專輯裡曲目三的〈何必心酸頭低低〉將歌仔戲都馬調

巧妙地配上 acid jazz 的樣貌，順耳又不突兀，讓我曾對這張歌仔戲與沙發電音混

種的專輯投射不少期待想像，認為這樣的嘗試注入了某種台灣在地音樂的新元

素，然而在著手進行研究的資料蒐集和與樂手訪談製作理念後，我坦承是失望

的。但是我認為這些失望的背後可以討論些許本土類似音樂產製上會有的文化操

作邏輯問題，甚至它讓我重新反思沙發音樂作為一種跨樂種混合類型以及異國情

調特色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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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味濃厚的歌仔戲很難做現代的結合，台味太重是製作團隊面臨最大的

挑戰。近千小時的工時，製作人 GTS 滑鼠握到手腕脫臼，尌是要堅持做出

與眾不同，可以代表台灣的音樂。（博客來音樂館，2008） 

 

《我身騎白馬》的官方網站30在本研究準備著手進行訪談時就已經掛掉了，

點進去變成色情網站，我後來問蘇通達知不知道這件事情，他回答：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沒有用的東西尌不想留著的那種人，那種我都不想要

留，所以那個網站我不知道留在那邊要幹嘛，因為我不想賣 CD
31了。（訪

談蘇通達，2009 年 3 月 28 日） 

 

但我還是認為網站文宣裡有一些可以幫助理解作者再現台灣音樂的策略和

創作意圖，縱使文宣是花錢請專人撰寫的。上面那一段文字其實是摘自博客來音

樂館網站，是和原本官網一樣的文宣。當初在準備訪談資料看到這段文字後心中

是存有疑惑的，既然「台味太重」會是創作裡頭的一個障礙，那怎樣能做出可以

代表台灣的音樂呢？這種說法不是很矛盾嗎？於是我便帶著這份疑惑去訪問創

作者。蘇通達說： 

 

歌仔戲這個東西基本上太強烈。你把他當成一個歌曲的主軸，這首曲子在

耐聽程度上會比較吃虧。… 尌是我們現在尌只能做成世界音樂，world 

music或是new age。那可是歌仔戲這種東西尌是只能當成一個小元素，或是

背景，你要把它當主軸太強烈，剛聽會很好玩，可是聽久了會覺得有點吵。

歌仔戲畢竟是很重口味的唱腔，比方說像是〈one night in 北京〉，一點點

你覺得很好，可是從頭到尾都是京劇唱腔，你不會覺得好聽，因為會累，

                                                      
30

 請參考：http://majormusic.com.tw/。 
31

 蘇通達表示《我身騎白馬》大概賣了 4500 張，他覺得夠了，不會再印了。 

http://majormus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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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摻個幾句進去會覺得很有新鮮感對不對？所以那尌是為什麼後來會

有〈抒情版〉，因為尌是我後來做了一番檢討，這樣子做不舒服。（訪談

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上述這段訪談裡的〈抒情版〉指的就是徐佳瑩在 2008 年 3 月 7 日（電視上

播出的時間）於星光大道節目裡頭所演唱的「自創曲」：〈我身騎白馬抒情版〉。

那晚星光大道的評審們對她的創意表示激賞，給了她滿分；黃小琥評她詞曲比時

下的流行歌曲都好，張宇認為她的創作已可出版，黃韻玲大讚她的聲音…（中時

電子報，2008）。我後來去 youtube 看當天的比賽片段，老實說星光評審們的評

價和建議內容我一點也不以為意，這並不在我的研究興趣裡，但是黃韻玲在節目

上說了一句：「讓我有一點點想哭的衝動」卻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後來在網路

上搜尋樂迷們反應時，發現其實有很多樂迷也有類似的感覺；然而我認為〈我身

騎白馬抒情版〉這個會讓人想哭的衝動正是和蘇通達抓住歌仔戲作為創作策略背

後共享著一樣的操作邏輯：是因為在這些作品裡「歌仔戲」成為一種喚起鄉愁的

符號。大多數樂迷對於歌仔戲電音或歌仔戲流行情歌的美譽都是稱其流行和傳統

文化完美的融合、歌仔戲讓人回想起以前老三台時代電視裡播放歌仔戲的回憶而

感覺熱淚盈框，甚至也不少樂迷們開始投射情感在薛平貴與王寶釵的戲曲情節

裡。 

 

蘇通達說《我身騎白馬》裡頭他覺得做最失敗的其實是專輯主打〈我身騎白

馬〉，他覺得編的不是很滿意，聽起來有突兀感，有點是把它硬做出來的感覺。

他一拿到歌曲時便覺得很難做，因為這段戲曲橋段從一開始就是從情緒最高昂的

「我身騎白馬啊～ 走三關…」開始繃出來，再慢慢情緒轉為平緩，不太像是一

般流行歌曲結構的起承轉合。但是蘇通達也知道這首歌勢必是主打，因為一般人

對於歌仔戲的印象都來自這個戲曲，要想出第二首都很難了，甚至大家唱〈我身



 
 

126 

騎白馬〉頂多也只會兩句，所以還是得硬著頭皮做出來。至於大家都覺得那首好

聽是因為只熟悉那首。除此之外，蘇通達也說他其實不熟電音，也不是真的喜歡

電音，畢竟他在 Berklee 音樂學院唸書主修的編曲是 Big Band，爵士才是他的強

項；他拿過很多種曲風比方像是流行、爵士、拉丁等和歌仔戲搭配都覺得不適合，

後來搭上電子樂才覺得結合上比較沒有問題。 

 

文本必定是溢出作者的，以市場反應來說蘇通達的策略無疑是成功的，歌迷

所歌頌的傳統結合現代的感動滋味其實可能沒有想到〈我身騎白馬抒情版〉歌曲

概念的原型是來自〈酒矸倘賣無〉的作法，只是把它倒反成前面唱國語後面唱台

語，蘇通達坦承並沒有樂迷想得那麼偉大，只是修正了先前《我身騎白馬》的經

驗，讓它更符合商業市場邏輯。蘇通達說徐佳瑩在星光大道演唱後幫他解決了之

前蕭清陽封面設計入圍葛萊美獎（請參考圖十六）所加印的存貨壓力，而且重新

加印的也全數賣完；然後歌唱比賽透過主流媒體發酵，大家開始討論著蘇通達是

徐佳瑩的師傅…。然而我想說的是，如果撇開討論徐佳瑩的演唱，純粹就討論〈我

身騎白馬抒情版〉這首歌的「詞曲創作」以及《我身騎白馬》的混種作品，真正

會大紅大賣的主因並不是徐佳瑩的國語創作歌詞本身、不是蘇通達的編曲功力，

而是因為「文化挪用」自歌仔戲元素的緣故。我不是認為音樂混種的創意和勇氣

可以抹去，相反的，而是他們已經被談得太多，網路上的佳評、知名度以及《我

身騎白馬》的大賣，我不必再錦上添花，相較下被挪用的歌仔戲本身以及春美歌

劇團的相關報導討論根本不成正比，因為大家都在談蘇通達有多鬼才、徐佳瑩是

流行音樂創作市場上的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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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六：蕭清陽設計的《蘇通達 – 我身騎白馬》專輯封面 

 

在訪談完蘇通達後，一直讓我聯想到的是 Enigma 和郭英男的案例（Enigma

與郭英男的角色幾乎可以置換成蘇通達與春美歌劇團），這兩個案例之間有著許

多的相似性：挪用文化的樂手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名聲和財富，然而在打著文

化傳統能見度大旗（台灣阿美族歌聲躍上國際、把歌仔戲的唱腔推到國外）的背

後遮蓋了挪用過程裡的道德問題。如果我只是個單純的沙發音樂愛好者，我或許

會跟廣大的樂迷一樣歡慶著異種混合的創意和享用著歌仔戲對我本土文化認同

上的鄉愁出口，但是當我成為了一個研究者，在知道了更多背後的創作過程之

後，會更在意的是歌仔戲被挪用的過程，會仔細去看蘇通達和和他所挪用文化對

象之間的關係，這才是我最後評價這張專輯的重要依據（以及我對蘇通達失望的

原因），也是我一直以來所在意的體現議題。就如同何東洪（2004）在討論 Enigma

與阿美族歌手郭英男夫婦「飲酒歌」國際官司裡的全球化迷思時，曾提及學者

Taylor 視陳昇新寶島康樂隊的「歡聚歌」替被 Enigma 偷走的台灣原住民音樂精

神給昭回來，其實是太過樂觀又太過著急地在全球化壓力下合理化任何當地本土

的音樂實踐，同樣的我也認為仔細地去看蘇通達的歌仔戲挪用過程就不會簡單地

落入台灣出頭天主義渴望和鄉土懷舊文化認同裡。下面就來談蘇通達和春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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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再來總結進行討論。 

 

（二）、音樂文化挪用的道德性討論 

 

其實我覺得出這一張真正的波折是.... 因為這一張其實跟我合作最密切的

是歌劇團，因為是他們唱的。封面還好，因為是我付錢，所以那本來尌是

可以順利去做的。可是春美這一邊是機緣，我尌打算去凹他們了，這個不

能講。（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蘇通達在鎖定要做歌仔戲主題的創作時，原先並沒有打算找春美歌劇團，我

問他有沒有想過找明華園，他說有，反正大不了被拒絕而已。他問了以前學國樂

的朋友，朋友跟他推薦南部最好的就是春美歌劇團，他原先以為只是傳統的野台

戲而已，約吃飯見面才知道，「太大咖了」，於是只好硬著頭皮去談。春美歌劇團

後來我去蒐集相關資料以及去 youtube 看她們的演出片段時發現她們是個很特別

的歌仔戲團，她們除了傳統戲碼之外也有一些自創劇本，比方像是《古鏡奇緣》

戲碼是古今交錯而帶點科幻元素的胡撇仔歌仔戲，甚至演員時裝入戲並加入魔術

和燈光效果；《青春美夢》的故事場景則是講述日據時代「台灣新劇第一人」張

維賢的故事。從這些資訊裡可以看出春美歌劇團對於歌仔戲創新的嘗試，以下這

段文章是摘自「好戲開鑼」部落格的文章：〈天王開講之郭春美：『我身騎白馬』

的新嘗試〉，或許可以得知團長郭春美對於與蘇通達合作《我身騎白馬》的看法： 

 

對於歌仔戲我一直希望有新的嘗試，所以每年劇團籌備年度新戲，我都會

想說：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新的嘗試？這次這張《我身騎白馬》的專輯，其

實和我自己對歌仔戲創新的想法有點像，當初製作人提的內容感覺很另類

很新鮮，函上他說這張專輯是為了報名金曲獎而製作的，我想他們會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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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態度，不是隨便玩玩，而且我自己也想試試看，尌答應了！ 

 

唱歌仔戲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畢竟從小唱到大，但對於一個從美國學音

樂的人來說，會想製作和歌仔戲有關的音樂，我對製作人充滿好奇。製作

人蘇先生說會做這張專輯是希望提醒國人除了原住民音樂和客家音樂之

外，台灣還有其他的文化可以與現代音樂結合，尌想到歌仔戲。不過他說

自己雖然是高雄人，但是對歌仔戲很陌生，會找上我合作，是透過台北國

樂界朋友打聽，南部誰歌仔戲唱的最好？他尌輾轉找到我，我想這除了緣

分外，也是許多朋友的愛護才有這個機會。 

 

一開始進錄音室時，我跟他建議應找文武場樂師一貣進錄音室錄，但製作

人覺得他不是要做傳統的歌仔戲音樂，而且他對歌仔戲並無任何概念，所

以製作過程比較特別，先請我跟劇團小旦雅鈴進錄音室清唱，再用爵士調

式作曲的理論將音樂函入，因為他自己學的是爵士樂編曲，所以他請我選

記憶中較熟悉的歌曲，讓我自己發揮。這次專輯裡頭選了好幾段《青春美

夢》裡頭的曲子，是因為對這齣戲有種特別的感情，帄常沒事也會隨口哼

哼唱唱。只是沒想到錄的是歌仔調，混音製作完成後，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這張專輯的音樂真的很特別，我沒想到熟悉的歌仔調可以這麼不一樣，好

像現在年輕人聽的音樂！我自己最喜歡〈我身騎白馬〉這首曲子，整首曲

子的配樂和唱詞搭配貣來感覺真對，還有〈何必心酸頭低低〉這一曲味道

也很合。不少朋友聽了專輯之後說好聽，給我很大的鼓勵。這次的合作不

但幸運，也對我一直走創新的路線更充滿信心。也有人問我以後還會再嘗

試嗎？我想只要觀眾支持，當然希望可以合作出更多可能性。這樣的音樂

未來會不會用在戲劇演出？我想如果有適合的戲碼，又不會讓人覺得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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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 

 

這張專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注意，我心裡覺得開心，我想只要是合理的創

新，不管是什麼形式，對歌仔戲尌是一種好消息。（郭春美，好戲開鑼網誌，

2007 年 2 月 7 日） 

 

事實上春美劇團的團長郭春美是很正面樂觀地看待這次的合作，對她來說歌

仔戲能夠突破創新並且讓越來越多人去注意就是件好事。但是這段文章比對本研

究對蘇通達所進行的訪談，則會發現蘇通達在與春美劇團合作的過程裡其實不是

那麼坦白的。後來我問蘇通達關於專輯裡頭曲目八〈趕赴大牢急急行〉的製作理

念為何，因為我跟他聊到網路上有些對於傳統戲曲脈絡比較熟的樂迷聽到這首歌

的編曲其實是覺得不太舒服的。這首歌所挪用的劇名是《鴛鴦遺恨》，戲曲脈絡

的大意是女主角鈺鈴聽聞愛人關塵被刑求而心急如焚地要趕赴牢房探視的焦慮

心情，歌詞如下： 

 

「聽聞關塵被擒捉，不由鈺鈴心驚驚，受盡苦刑穩無命，趕赴大牢急急行。」 

（蘇通達，〈趕赴大牢急急行〉歌詞，2006） 

 

然而蘇通達這首歌編曲的作法把它做成帶有 Bossa Nova 輕盈感覺的曲風，

甚至還搭上唱著「sky」、「blue」的和聲以及夢幻的電子泡泡合成聲響，有些樂

迷對這樣的安排覺得很不搭、無法接受；在進行研究之前，我原本以為專輯製作

人是知道這個戲曲脈絡而故意在主觀意識上做創新顛覆的，因此想跟蘇通達聊聊

他真正的想法是什麼，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甚至在訪談過程中才得知《我身騎

白馬》整張專輯其實都是在製作人不知戲曲脈絡的情況下編出來的。因為事實上

雙方是在沒有溝通清楚、達成理念共識的狀態下進行合作的，雖然蘇通達說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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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的創作理念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但郭春美還是以為這是張傳統歌仔戲的專

輯，所以才會建議文武場樂師一起進錄音室，以下是訪談逐字稿的節錄片段： 

 

我：所以她們其實不是那麼清楚知道你要做的東西嗎？ 

蘇通達：我覺得我講得很清楚，她們大概是想不到。這張出來之前大概也

沒有人想到可以這樣做，所以當初做出來的時候，我做完第一首出來我當

然覺得蠻屌的。第一首做出來是.... 那一首在講強暴亂倫的... 

我：〈逆倫戀〉。 

蘇通達：對！做出來，我覺得靠.... 可是我不敢給她們聽，我怕她說NO。 

我：是喔... 

蘇通達：因為我那時候想說，那我乾脆全部做完好了。 

我：所以你那時候是全部做完再.... 

蘇通達：一次全部給他們聽。我那時候想說，我全部做完她們也不好意思

說不了，對不對！（節錄自蘇通達訪談稿，2009年3月28日） 

 

因為蘇通達好不容易才抓到歌仔戲這個市場賣點，剛從國外學成回國的他亟

需有讓他在這行成名的代表作，因此這張專輯他只能往前而不許有任何中止的打

算，於是他不管春美劇團的反應如何，決定先斬後奏的把音樂做出來。 

 

蘇通達：對！反正那時候，後來給她們那時候，我跟她們說：『你們聽了

之後再跟我說感覺』，後來等了兩天，幹！沒回音... 我想說應該有什麼狀

況... 然後打去給她們的音樂總監，她們的行政總監，問聽貣來的感覺如何，

有沒有喜歡？他說：『其實我們的團員都不是很喜歡你這樣做』，然後我

說：『key man最重要』，我說團長呢？團長覺得都好，隨便；我尌說：『好！

團長說好尌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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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他們團員的反應其實是.... 

蘇通達：很不喜歡阿，搞這樣子。 

我：了解。 

蘇通達：還蠻好笑的（大笑）。再來要搞定的尌是那一些尌是幫她們寫詞

寫曲的人。一個個打電話去拜託阿。 

我：去徵求她們的同意這樣子？ 

蘇通達：對阿！（節錄自蘇通達訪談稿，2009年3月28日） 

 

蘇通達坦承製作這張專輯所遭遇到最大的阻力其實是來自春美歌劇團內部

團員的聲音，但是後來還是有得到團長的背書所以專輯得以順利發行。但仔細去

檢視這個合作過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郭春美和小旦王雅玲進錄音室清唱後，聽

到《我身騎白馬》已經是半年後的事。我問蘇通達為什麼沒有去向春美歌劇團要

歌詞，他說他怕一跟她們要，她們就要聽作品，而她們聽到他的編曲如果不喜歡

的話會終止合作計畫，加上又要趕著報金曲獎，所以硬著頭皮在完全不知道唱什

麼的狀態下完成專輯。但是蘇通達跟我聊到這些創作歷程他覺得他的作法並沒有

什麼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沒有影響阿，你知道做那種什麼new age或是world music，尌

跟郭英男的歌一樣阿，在做的時候他哪知道？我們在聽的時候哪知道他是

在唱什麼？….後來那首歌很紅了之後，尌是我大學嘛，尌是大家在問這首

歌是什麼歌怎麼這麼好聽？飲酒歌！這跟那個〈return to innocence〉哪有什

麼關係阿？是沒有關聯的阿，中間圔一個飲酒歌沒有什麼關聯阿.... 所以那

時候我的想法也一樣阿… 除非他的唱腔很明顯，尌是很悲很悲..或是都是

很開心很開心...  所以像〈感赴大牢急急行〉這首歌是比較急的，所以我會

誤以為是很輕快的…（訪談蘇通達，200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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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通達的訪談裡發現其實他是採用製作世界音樂的思維來看待歌仔戲元

素在其作品裡頭的角色，或許音樂本土化的實踐背後連帶的是全球化的壓力，誠

如 Feld（2000）指出兩種談論有關世界音樂的論點：歡慶論述（celebratory 

narrative）和焦慮論述（anxious narrative），這兩種論述各自關懷不一樣的面向，

歡慶論述站在自由流動（free flow）和更多能見度（greater access）的角度，然

而焦慮論述則傾向站在抵抗和保護傳統文化的立場。很顯然的蘇通達心底潛藏的

想要反攻美國市場以及那些稱讚《我身騎白馬》裡頭所產生的音樂突破創意說法

在意見光譜上是靠近歡慶論述的。然而我也在思索我自己在這光譜兩極間所處的

位置，對我來說異國情調在沙發音樂裡頭是司空見慣的傳統，我不認為焦慮論述

是我的一貫聽音樂所採取的立場，但是事實上在研究蘇通達的再現策略時卻讓我

感到不舒服；我認為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出在異國情調，而是出在《我身騎白馬》

打著「歌仔戲代表台灣音樂精神」作為號召的背後，實際上卻是製作者對於挪用

文化的輕忽，這使得文化認同淪為創作者的市場投機主義。 

 

蘇通達在《我身騎白馬》專輯裡頭的詞曲歸屬（accreditation）是清楚完整

的，雖然合作過程中真實的創作狀況是去脈絡化的把音樂製作出來，但在最終的

專輯印刷成品上，每首作品背後皆有附上曲牌名、劇名、唱詞脈絡說明，或許有

達到合作對象郭春美所希望的提升大眾對於歌仔戲文化接近性的要求，這方面是

值得讚許的。然而後來的〈我身騎白馬抒情版〉卻很可惜的再度遺忘對於其所挪

用文化應該有的尊重；星光大道演唱後，媒體炒作和報導徐佳瑩的「自創曲」究

竟是不是抄自他的師傅蘇通達的〈我身騎白馬電音版〉，然後才又解釋這首歌其

實是他們師徒倆的共同創作。我後來上蘇通達和徐佳瑩的 streetvoice 部落格上看

她們的詞曲歸屬，上面寫著，「作詞者：徐佳瑩；作曲者：徐佳瑩、打打（蘇通

達）；編曲者：打打；演唱者：徐佳瑩」，對比之前蘇通達所說的發揚本土音樂承

諾無疑是諷刺的，被挪用的歌仔戲退居幕後成為理所當然的公共財，而將一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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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攬在創作詞曲者身上，這讓我想起 Hesmondhalgh（2006）討論 Moby 在《play》

這張專輯裡頭取樣黑人文化所產生的文化不均等（cultural inequality）案例，雖

然 Moby 這張專輯主要的問題在於異國情調化黑人文化，將黑人靈歌/福音歌曲

（Gospel）脈絡錯置為取樣藍調以及他在詞曲歸屬、取樣補償（compensation）

上有嚴重瑕疵，但是這兩個案例裡頭共同令人覺得不舒服的是創作者將這些文化

變成一種榮耀自身知名度、累積財富的工具，然而那些被挪用的文化本身卻不成

正比的依舊沒有得到等同的注目、發聲或是救贖，我認為這些是音樂創作裡文化

挪用和取樣操作邏輯的負面示範。在談完本研究三個樂手的再現策略之後，下一

節要來處理本研究最終關懷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體現的可能性議題。 

 

第四節：找尋本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體現的可能性 

 

一、 沙發音樂的文化操作邏輯與真誠性 

 

誰要他媽的純淨性（purity）？…混種（Hybridity）的概念背後預設了兩種

純淨性的混和…我認為沒有什麼東西是純淨的；並沒有什麼是比較早的純

淨性…這尌是為什麼我嘗試不要去用混種這個字眼…文化產製並不是像調

雞尾酒那樣。（Gilroy, 1994：54-5 as cited in Hutnyk, 2000, p.114） 

 

在進行了我的研究之後，漸漸地也開始去思索著一個問題：我該用什麼準則

來評判何謂「好的」沙發音樂？我心裡頭究竟在意的是什麼？畢竟要處理體現議

題，必定得討論類型的真誠性。就像是嘻哈音樂的重要真誠性（authenticity）之

一的建構來自於族裔，搖滾樂迷想要捍衛的是某種不妥協的反叛精神（無論像是

對抗主流、商業等），那麼以放鬆和想像氛圍塑造為前提的沙發音樂其樂種真誠

性跟其他樂種肯定是很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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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音樂作為跨樂種混合的類型，它在音樂素材上又極度仰賴「世界音樂」

（world music）的養分，因此它也間接繼承了許多在學術圈討論世界音樂的諸多

問題。然而像是世界音樂的異國情調背後的第一世界視野、原真性和純淨性迷思

等問題進入了沙發音樂這種更為拼貼化、混雜化的樂種想像裡頭，問題無疑地是

更加複雜的，比方像是在《Buddha Bar》選輯裡的泛亞洲、去脈絡化拼貼想像跟

世界音樂的純淨化、原始化某種民族的想像（比方像是對於雷鬼音樂的加勒比海

草根「原真」味道想像的要求），他們的異國情調方式或東方主義視野是不太一

樣的，然而本研究所想要研究的台灣本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產製，所處的全球化

和在地化拉拒位置，既複製又抗拒，它的脈絡跟歐美市場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在

這些文本裡尋找音樂上在地主體性的可能。 

 

在尋找著自己合適的聆聽位置（評價音樂的依據）的過程讓我想起了 Gilroy

（1993）在談黑人文化認同的反反本質主義立場（anti-anti-essentialism）思辨，

這個立場建立於反對著兩種立場之上：反對「本質主義」在純淨化文化過程中所

造成的新法西斯和政治正確，也反對「反本質主義」在提倡多元、文化混雜的背

後忽略掉了「本質主義」所提倡的弱勢與階級關懷而形成了另一種政治算計。然

而我也在思考這種超然批判的姿態真的有辦法實踐在聽音樂上面嗎？他真的能

幫助我找到一種合適的聆聽沙發音樂位置嗎？就像是沙發音樂裡頭本身就大量

產製著異國情調論述，以及這個樂種本身的類型化過程就是需要跨樂種的混合，

它所擁抱的鐵定不同於焦慮論述（anxious narrative）裡寧願傾向抗拒、保護傳統

文化「原真性」的嚴肅音樂樂迷的立場。然而喜歡沙發音樂的異國氛圍竟然會去

追究文化挪用中所產生的問題，這個立場會不會顯得過於學院派的矯情虛偽？ 

 

面對這一連串的思辨，我想採取 Moore（2002）在〈真誠性（authenticity）

為真誠化（authentication）建構〉裡的分析策略來探討本研究東方意象沙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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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文化操作邏輯以及其類型限制。Moore 認為談論音樂的真誠性不應該直接

去談音樂的內容（what），重點應該先去談音樂對誰（who）產生真誠性意義，

因為音樂本質並不是以生俱來帶有真誠性，而是有其建構的政治性，並且是在其

中構連依附文本意義的我們（樂迷）讓它具備真誠性的，因此要討論樂種真誠性

必先討論其對應的對象。Moore 提供了三種真誠性建構的類型學分析，分別是第

一人稱真誠性（表現的真誠性）、第三人稱真誠性（執行的真誠性）以及第二人

稱真誠性（感受的真誠性），接下來我將試圖利用這個架構來討論沙發音樂的真

誠性建構。 

 

以第一人稱真誠性（first person authenticity/ authenticity of expression）的

建構來說，只有在樂手（無論是作曲者或是表演者）成功地傳達自身誠實表達的

印象，以一種樂迷感受未經中介形式（像是在商業體系裡抗拒被收編的努力、對

某種表演形式的堅持等）的嘗試溝通，以此方式樂手可以被視為是真誠的。以此

來看，DJ Code 一貫地中國風電音創作風格對應的正是他自身對於中國樂器美感

的認同想像，然而比較會讓人產生疑惑的是他在新聞局樂團創作補助申請時卻改

做原住民音樂元素，跟他之前創作主題以及閘門組織裡頭的中國認同理念調性不

一致，有投台灣官方立場所偏好之原住民音樂代表台灣的政治正確味道。同樣的

將蘇通達的例子放置在這個層次的討論，他坦言不熟歌仔戲也不愛電音（而是因

為在製作過程中發現和電子音樂的結合聽起來最不怪），卻去製作了這樣一張專

輯來同時去訴求歌仔戲的鄉土認同和沙發音樂的聆聽時尚感，這個脈絡會在其音

樂表現真誠性的建構上打折扣。 

 

以第三人稱真誠性（third person authenticity / authenticity of execution）的

建構來說，樂手在將（不在場）他者的傳統鑲嵌進其表演或創作裡頭時必須要能

正確地再現他者的印象，以此方式音樂可以被視為是真誠的。這個面向主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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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挪用文化的問題，然而我認為藉此正可討論沙發音樂的文化操作邏輯及其

限制，因為如果將沙發音樂併入電子音樂的論述時，我們應該要去問一個關鍵問

題是：為什麼電子音樂（特別是舞曲）會這麼容易去挪用東方或其他文化的元素？ 

 

以電子舞曲來說，最吸引人的元素莫過於會讓人不自主地想隨之搖擺身體的

節拍，然而浩室舞曲結構裡「強而有力、不間斷地 4/4 拍」（four-on-the-floor 

rhythms），讓無數的音樂或非音樂元素都好像可以輕易地加在它的結構上。浩室

舞曲吸收其他樂風，以及它適應節奏速度及新影響的能力，是它成功流行的主要

原因。（Straw, 2001/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p.150）。舞曲音樂強化了和其他

通俗樂種的分離正是在其獨特的節奏結構上，因為舞曲播放的形式是藉由一張張

的唱片、始終如一的節奏去串成不間斷的長途音樂旅程，它不像搖滾或是其他樂

種比較強調單一短暫的作品性格。因此舞曲音樂（包括嘻哈）根基於如何在不間

斷節奏的演出裡將不同的聲音混入，而取樣美學是這裡頭共有的重要構成，以此

來看，這就是為什麼 DJ Code 在替映象唱片製作泰國風味的沙發緩拍作品可以便

利地從泰國樂器和人聲取樣資料庫裡頭的素材去修改音樂線條，或是林強在《驚

蟄》裡頭使用大量的取樣拼貼技巧，甚至是蘇通達在《我身騎白馬》裡頭所採用

的世界音樂思維（民族音樂加上電子節拍）等，皆是其來有自地依循此類型發展

的傳統。 

 

然而電子音樂（同樣的也包含沙發音樂與某些世界音樂的文化邏輯）如此容

易地去混種其他文化或音樂元素的美學勢必容易與討論文化挪用所關懷的議題

產生衝突，因為放縱身體的跳舞慾望與異國情調的想像是它走紅的市場趨力，卻

也是它在挪用文化過程裡最為人詬病的地方，焦慮論述認為這是在去脈絡化地剝

削傳統；而樂觀論述卻視舞池混種為翻轉民族或少數族群的文化潛力，最明顯的

例子是蘇通達高舉「讓歌仔戲代表台灣」、「反攻美國/國際音樂市場」大旗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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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立場。我不認為在此面向裡無法談論在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真誠性，它在挪

用文化上有其限制但也有它可以做到的部分。在本研究裡，DJ Code 和林強是個

體戶形式的創作，DJ Code 的中國樂器取樣大多來自數位音樂資料庫或是使用其

錄音室工作所支援的真實樂器演奏，而林強的《驚蟄》所用的紀錄片人聲取樣在

專輯內頁裡並無標明出處，但其取樣邏輯有跟基於他所信奉「取之於公，用之於

公」的創用 CC 計畫（creative commons）理念32作為背書，然而蘇通達比較不一

樣的是他的挪用文化計畫必須與歌仔戲團合作，因此會被受到較多的審視，接下

來即來討論《我身騎白馬》的文化操作。 

 

從執行真誠性（authenticity of execution）來看《我身騎白馬》裡頭蘇通達所

述說的某種「世界音樂」操作依循，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些矛盾的再現邏輯，特

別是以第三世界樂手可藉由「世界音樂」場域來爭霸和發聲的樂觀論述立場來

說，蘇通達好不容易找到了歌仔戲元素可以來代表台灣，但是他在製作音樂時卻

又不自覺地陷入「世界音樂」裡某種第一世界的宰制觀點，這就是為什麼在宣傳

文宣上透露「台味太重是製作團隊面臨最大的挑戰」，以至尋找合適樂種搭配才

結合到沙發音樂，因為正如剛才所提到的舞曲混種親和性特質，但是其實這個「悅

耳」追求的背後與其爭霸、文化代表的再現政治是矛盾的：歌仔戲可以代表台灣，

但是做成流行音樂時卻又要求聽起來不能太「台」、要符合學院式的流行編曲理

論？ 

 

此外，《我身騎白馬》突現的另一個問題是：挪用文化過程裡對於合作對象

                                                      
32近年林強推動創用 CC 計畫（creative commons）理念，因為反對資本主義下對於智慧財產權無

限上綱而限制住音樂創意，所以他以身作則地在他的 streetvoice 創作 blog 上，提供了音樂創作

者願意開放釋出的善意近用條款：「原創者同意本音樂作品無償提供給影像創作人做為其影像創

作之配樂，唯影像創作人在使用時，必需標示原音樂創作人姓名，並且傴限於非商業性的應用，

同時產生的影像作品，必需在 StreetVoice 帄台上發表」，他並不反對別的創作者對他作品的再

取樣。此外林強在挪用文化元素做創作時，並不會想當然爾的佔用，比方像是他的〈弟子規〉作

品，在發表的詞曲歸屬上寫著：「作詞人：古人；作曲者：Lim Giong；編曲者：Lim Giong；…

版權所有：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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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瞞，但或許這不是蘇通達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他所依循的某種世界音樂製作

邏輯所存在的問題，我們也許應該去追問：為什麼蘇通達不敢告訴春美歌劇團？

是非做不可的個人利益權衡？還是挪用合作機制在台灣尚未建立起清楚互惠的

典範？Fairely（2001）在〈通俗音樂的「在地」與「全球」〉這篇文章裡頭提到

了兩種世界音樂合作典範的比較：庫德式典範（Ry Cooder）與賽門式典範（Paul 

Simon），雖然處理的是全球（歐美）樂手與第三世界在地樂手的關係，但我認

為可以提出來作為日後在地音樂製作挪用文化時的參考。 

 

庫德式合作典範裡，Cooder 只掛名製作（雖然他也有演奏），其角色是橋樑，

並將所有音樂的功勞歸給參與的地方樂手以達成皆大歡喜的合作局面。Cooder

製作音樂的方式是先仔細聆聽音樂本質，然後跟隨；而與樂手合作的方式是在沒

有太多預先計畫下由雙方彼此激發，並且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錄音（Fairely, 2001/

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p.223-225）。雖然要求沙發音樂的混種性格做到保留

挪用音樂屬性有其侷限性，不過 Cooder 和樂手間合作所採取的平等對話關係倒

是可以作為參考，我認為混種音樂在挪用文化時仍應保留某些最根基重要的元素

（比方像是歌仔戲合作案例裡的詞曲脈絡），至少製作人在混種創作時應該要與

被挪用文化者坦誠溝通以作為最基本的合作尊重。 

 

賽門式合作典範裡，Simon 不只和單一國家的知名樂手合作，而合作樂手又

會邀請其他人來表演，但是因為專輯決策是發起計畫者和提出邀請的人，使得合

作計畫中參與的樂手有些人很滿意，有些人則比較保留。（Fairely, 2001/蔡佩君、

張志宇譯，2005，p.225）。此外 Simon 所遭受的諸多批評在於其流行巨星光環和

合作樂手間的層級劃分，既使他的角色只是編曲者而非原創者，卻一人獨攬音樂

上所有的功勞，比方像是詞曲創作歸屬和歌曲版權所有人皆掛上「Paul Simon」，

但事實上，合作關係裡頭的權力關係不均等卻也會影響後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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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人稱真誠性（second person authenticity / authenticity of experience）

的建構來說，真誠性無關於樂手的正直誠實與否或是既往的創作脈絡，而在於音

樂是否能夠成功構連聆聽者的歸屬感以及傳達他們生活經驗的正確印象，以此方

式便可視為是真誠的。與前兩個面向的真誠性討論不同，在此主要談的是樂迷聆

聽的感受，不過此面向在本研究裡是缺乏討論資源的；林強的東方意象再現雖然

在前兩個真誠性的建構面向上並無太大的問題（樂手風格的一致性感知以及挪用

文化執行上的完整），然而在本研究裡以類型感受真誠性來說，卻無法去評判林

強的《驚蟄》或蘇通達的《我身騎白馬》再現某種台灣鄉土意象的真誠性上孰優

孰劣，對某些樂迷來說，《我身騎白馬》所帶給他們獨特的文本構連意義超脫前

兩種真誠性面向的討論。 

 

在樂迷感受面向裡，不同音樂類型的真誠性之間很可能是無法類比的，沙發

音樂所強調的異國情調消費感知便無法用某些搖滾論述去審視，異國情調會是

「沙發音樂」背後值得深度思考的文化討論問題，但是異國情調絕對不是「沙發

音樂真誠性」裡頭的問題，再現主題和再現策略的不一致才是談「沙發音樂真誠

性」裡頭的問題。本研究中映象唱片的某些認同操作問題便發生於此，比方像是

《Taipei Lounge》或是《VA - Beijing 2008》這些打著特定地景或國族、民族想像

的主題選輯，問題不在異國情調，而是主題和策略上的名實不符。因為它主打的

是「台北」或是「北京」主題想像來作為號召，在側標和封面包裝上已經提示給

樂迷特定主題的類型期待，然而在音樂的呈現上卻仍舊和市場上其他的東方意象

選輯一樣大同小異地採用泛亞洲拼貼選曲（如果選曲這麼沒有誠意，那就做成東

方或亞洲選輯就好了啊），在找不到差異性所營造的認同想象指引的狀態下，怎

能說服消費者心甘情願地掏出腰包消費想象認同？相較下像是法國 wagram 所推

出的中國風沙發音樂選輯《VA – Chinese Room》裡頭所有的選曲曲風、元素、

封面設計或是樂手的身份，全部緊扣「中國」的主題想像，這樣的主題再現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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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策略是一致的，比起映象的中國認同操作更能滿足沙發音樂的真誠性要求。 

 

Moore 的真誠性建構分析策略有助於我們討論沙發音樂文化操作邏輯和限

制之外，接下來將依此分析繼續討論本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產製能否找出自己主

體性的議題，畢竟音樂主體性認同是我做這份研究的起點，而且在做這份研究的

過程裡也發現我並非獨自一人地在思索這個問題，然而我認為要談本地沙發音樂

的「主體性」相較去談「真誠性」無疑是更為抽象、難以論述的，所以我所嘗試

的討論方式則是來自於一些去殖民理論的閱讀經驗來幫助我建基於類型真誠上

更一進步去論述主體性的可能。 

 

台灣的沙發音樂市場有著絕對不同於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文化輸出「宗主

國」：歐美市場的脈絡，這裡頭無法套用 Said 的《東方主義》來解釋其中所包含

的東西異國情調共謀情節以及那種同時也渴望在音樂上去殖民的愛恨情仇。我不

是嚴肅傳統音樂樂迷的擁護者，所以我不會用保護傳統「原真」和抵抗的立場來

看待本地音樂尋找主體性的方式，我在意的是樂種類型進行混雜和發展底下的主

體性，然而閱讀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在談去殖民/去帝國/去冷戰三位一體

所引用作為認識論的溝口雄三的基體論，來看待本地複雜的音樂文化型構是有啟

發性的，音樂是不斷變化、生成和轉化的，它沒有不變的本質，但是歷史的過去

是內在於在地的構成，用溝口的語言來理解，就是母體的不斷蛻皮中部分延續了

原有的身型（陳光興，2006，p.398），從這樣的立足點來看，世界各地的音樂在

本體層次上具有必然的差異性，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本地的這些「自我東方化」

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才有了找尋主體性的可能，不必去否定使用電子音樂、沙發

音樂或是任何音樂融合的方式，要承認西方也已經內在於「我們」，但是本體上

必然是多元異質的。陳光興在談基體論作為他去殖民論述開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

帶出關於現代性的參照對象不必然只有歐美，而他的建議方式是以亞洲作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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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此就不會鎖在本地國族的本質追尋以及以西方/美國作為丈量的狹隘視野

裡。這些學術上的啟發是抽象的，陳光興也坦言「亞洲作為方法」的本體論很難

以實證主義的方式操作，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精準地掌握機體的整體邏輯，而只能

在某些剖面中慢慢地畫出片段的連結點、線、面（陳光興，2006，p.400），然而

我在和林強聊其創作的理念時卻發現一些他在音樂實作上很有啟發性的想法，我

認為這或許是一種創作者替本地音樂找出主體性、體現在地性的嘗試。 

 

二、 從林強的創作理念討論本土創作體現的可能 

 

（一）、你是你，他們是他們，你幹嘛要像他們一樣？ 

 

我開始想做一件事情，你看那些眼睛盲的人，他們大部分音感都很好，因為

眼睛看不到所以尌專注在耳朵，他耳朵特別敏感，其實相同的道理，我們如

果儘量把看的、聽的、吃的東西減少，你這些東西尌會更敏感，我相信，但

是很多人不相信阿.... 有些人認為應該向外求，要聽更多、吃更多、看更多，

我以前也是這樣，都不會向內聽你的內心想聽什麼、看什麼，我們現在都往

外而不往內，所以我都減少聽，幾乎都不聽別人的音樂。所以不是別人的音

樂不好、我的音樂最屌，而是想讓自己聽得少，讓自己更敏感....  我創作音

樂的觀念已經開始改變了，因為我常跟我朋友說，我們聽了愈多外國的音樂

後通常會有個毛病：「眼高手低」……（訪談林強，2009 年 3 月 3 日） 

 

正式去拜訪林強那天是約在台中市學士路的一家麵包店，因為稍早在台南誠

品《戰爭與和平》演出後就已經有先小聊了一下，所以在進入正式訪談問題前，

林強分享了他最近的創作理念給我聽，他說他目前正在嘗試一種新的創作方法，

就是盡量不往外去聽新的東西，而是向內問自己想表達的是什麼，形成另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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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創作感知敏銳化的方法。其實當下聽到的時候我是相當懷疑的，心裡第一

個念頭閃過去的是，那這樣子做出來的東西會不會閉門造車？會不會脫離現實、

落後國外太多？但是我後來仔細去想，撇開是否認同這種創作方式，會發現「不

往外看」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然而林強是過來人，他已經先走過了某些階段。 

 

去台中訪問林強那天我還帶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業餘 DJ 朋友去聽，我的用意

是希望可以促成不同世代 DJ 間一些經驗的傳承和交流。我和我的朋友對電子音

樂（特別是舞曲）都懷抱著某股熱忱，不斷地去追逐英國或是德國那些走在前端

的舞曲趨勢，堅信著我們緊跟的上「世界」舞曲潮流的現代性，並常常討論研究

那些大牌 DJ 們最新釋放出來的歌單，接著再去收那些事實上可能已經是第三手

的舞池單曲，然而這也就是林強後來轉向創作的原因之一33，因為我們一直追著

國外步伐跑對於本地電音發展只是治標不治本，我們沒有自己的電音創作文化。

林強和我朋友，有過 DJ 經驗的都知道，世界上最棒、最有才華的舞曲唱片，第

一手（尚未發行的 white label）通常都給歐美的「百大 DJ」，台灣的 DJ 永遠只

能拿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某些歌曲都已經紅了一陣子、都快要進入另外一個

型態樣貌時我們才拿來放，我們要追也追不上。但要不參照歐美其實是需要很大

的勇氣的，目前對於西洋電子舞曲還很著迷的我，要擺脫這層束縛很難，事實上

在我的研究脈絡裡身為創作者的 DJ Code 和蘇通達目前也無法做到，DJ Code 夢

想著有朝一日他的創作可以被放在 beatport
34上面販售，因為這是一種證明他的

創作技術可以跟歐美舞曲並駕齊驅的肯定；而蘇通達也懷抱著美國夢（葛萊美

獎），他在他的 streetvoice 部落格首頁上寫著：「為了下一次的葛萊美再拼一張，

請為了那些即將被打打修理的老外祈禱吧！…
35」，然而這些渴望出頭、找尋主

體性的焦慮卻還是擺脫不了參照歐美的視野，音樂去殖民還是無法展開，所以林

                                                      
33

 另外的原因是因為對台灣 DJ、電音文化環境感到失望以及一般大眾對電音的觀感都是負面

的，或只是停留在舞曲的印象，然而林強認為「電腦音樂」可以做更多事情。 
34

 Beatport 是有授權的線上舞曲音樂商店。數位時代來臨，許多 DJ 會從上面買數位音樂檔案來

播歌。 
35

 請見：http://tw.streetvoice.com/profile/home.asp?sd=17142 

http://tw.streetvoice.com/profile/home.asp?sd=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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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才說我們都「眼高手低」： 

 

做出來的東西都不像他們，自己尌會很痛恨。但你當然不會像他們阿，你

是你，他們是他們.... 你幹嘛要像他們一樣....  我尌常跟他們講說，爸爸媽

媽生了一個小孩，尌算他再醜，身上再多病，我們也要照顧他阿，可能要

比別人的小孩付出更多的關愛，你生出來的作品尌像你的小孩一樣，你也

這樣對待他阿，你都不喜歡他了，誰會喜歡他？所以我尌說我們都眼高手

低。（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或許是因為如此，我問林強對於國內其他本土電音創作的感想，他基本抱持

的態度是認為不論做得好或壞，都應給予鼓勵。或許學習著不要把參照座標聚焦

歐美是音樂去殖民、找回主體性的第一步；然而我在跟林強聊一些對他影響比較

深的樂手以及從搖滾客轉向電音創作者的心路歷程時，除了讓我感受到樂手表現

真誠的一致性之外，林強的創作理念也啟發了我關於在本土音樂體現自身可能性

的思考。 

 

（二）、林強的「不堅持」其實很後殖民 

 

到現在許多人對林強的印象還留在「台語搖滾」時期叛逆激進的鮮明形象，

但事實上林強的樂手經歷早已歷經轉折，在許芳源的訪談紀錄裡，林強坦言〈向

前走〉的走紅帶給他名利，卻活得不自由，生活緊張，到處閃躲人群，後來1993

年後林強就刻意低調，甚至1995年寫了一首歌叫做〈自我毀滅〉，想和以前唱片

工業所塑造的偶像歌手劃清界限，後來以音樂工作者自稱（許芳源，2003）。我

在訪談裡問他轉折的心路歷程，林強則跟我比較了他對於搖滾樂和電子音樂這兩

種類型上的理解，而後來選擇了他認為更包容、沒有包袱、更自由、更符合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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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電子音樂。然而我之所以談這些是因為我認為林強對於樂種理解和心路轉變

的描述其實很「後殖民」： 

 

我覺得過去聽搖滾樂... 因為搖滾樂有一種反叛嘛！一直在說他們對社會

某些制度裡的不同見解以及態度，有時候是反社會上的某些制度或是流行

音樂裡頭所圕造出來的這些人，… 然後當你的見解和別人不同的時候，你

一定會反應在你的音樂裡面，比方像是U2他對社會裡頭不同種族以及每個

國家間衝突的問題他不時在他的音樂裡會提出來，……後來我慢慢覺得尌

是說，其實我的反叛，第一弄得自己很不快樂，第二也跟別人很不快樂，

因為你已經開始憤世嫉俗了，你的樣子和別人都格格不入，你自己的反叛

變成和別人都不開心和跟別人的相處也都不對，於是那個時候我尌覺得自

己把自己搞的很憂鬱，然後後來我慢慢地去發現一件事情尌是，因為我總

覺得電子音樂他沒有太多搖滾音樂裡面那些豐富的層次，凿括人文的東

西，大部分都是嗨（High），當然underworld（地底樂團）出來之後開始改

變某些狀況，…慢慢接觸電子才發現說，其實我不搖滾，我本質是不搖滾

的.... （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其實搖滾音樂本身是崇尚自由，可是我們被那

種搖滾或是反叛的型態…，覺得是這樣尌被限制住了，總覺得我尌應該是

這樣，其實是更不自由的。他一直在抓自由，但其實卻把自己弄得更不自

由。態度一定要「ㄍ一ㄥ」(台語，意思等同於緊繃的狀態)貣來，一定要那

個樣子，因為那時候我開始接受道家的思想，道家有一句話叫做：「流行

不帶象」，他的意思是說你可以跟隨現代社會某些的腳步，去理解現在社

會所發生的一些行為，凿括服裝、思想、外在的這些東西，但是你不一定

要把那個象放在身上，你完全清楚外面在幹嘛，可是你不需要那個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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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流行都是一陣子一陣子的，過了那一陣子尌沒有了，所以你這樣子很累，

你過了一陣子之後尌要換，然後你不曉得你自己的樣子到底是什麼，只會

隨波逐流而已，他其實有很深的智慧在裡面，我很喜歡，所以他影響我最

後。（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我發現電子音樂裡頭有一種自由，沒有太多的形象、太多的凿袱。所以我

覺得我的本質比較適合這個，但其實他在做更underground的事。… warp

那些東西，你尌會愈聽愈出去，還有一些法國跟德國一些更偏的電子廠牌，

像是做噪音的，整個音樂是比哩比比的音效，可是我們聽進去了之後，會

知道他的樂趣，知道他們想要表現的一些狀態，是很自由又有趣的。所以

你才知道電子音樂的類型之寬廣和凿容，有些時候，我覺得他們在開創出

一個新的聆聽感覺的時候，其實也不是在講一個傳統的故事，有時候在表

現一些哲學性的或是更形而上的一些思考，他們用音樂的形式來表現，因

為傳統的東西有時候他們會被侷限，不是傳統的東西他們做不到，是用這

樣的形式他們更容易做到，比方說開發出新的不同的聲音，合成器他做出

來的sounds尌是肯定跟傳統的聲音不一樣，所以他追求的是一個抽象的意

境和感覺…（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我認為林強對於樂種特性的詮釋和自我創作理念的選擇其實也一致地貫徹

在他對於本土音樂的看法裡頭。先前許芳源對林強所做訪談的問題裡就有問到是

否落實電音本土化是他一直堅持在做的事情，因為許芳源先前去林強家中聽到林

強把一些客家八音或是地方歌謠和電子音樂混搭在一起成為本土風味的電音曲

風，然而林強在這份問卷裡回答他沒有堅持一定要本土化，甚至坦言年少的時候

曾一度討厭國台語流行歌和電影，崇尚西洋美好世界，而是後來看了侯孝賢和新

浪潮導演的電影深受感動，以及聽了羅大佑、李宗盛、陳明章、黑名單工作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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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覺得不賴…，他認為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文化或藝術形式，只要能有所感

動都會影響到他，而且他覺得是因為生活在台灣，感受台灣的風土人情，精神上

或血液裡有原本存在以及前人遺傳基因，所以是自然本能，非堅持本土而勉強（許

芳源，2003），然而我又帶著這個問題去訪問林強： 

 

我說我沒有在做。所以我告訴他（指的是許芳源）我沒有堅持的原因尌是

剛剛跟你講的，你愈堅持、愈固執一種東西，你尌愈偏頗。我覺得你做任

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然不勉強，而不是堅持，堅持還是外在形式、外在態度

的一種狀態，你如果真的不堅持的時候你是內化的，內化是你永遠相信他

了，而不是故意要靠外在的堅持來顯示我對這個東西的認知和他的忠誠，

那個只是最基本的形式。因為你不夠相信，你才愈顯示出.... 人如果愈弱愈

害怕，他外在的形式尌愈用一種態度來說：我不怕。所以我說我不堅持，

不堅持的原因是，你要更內化，你要完全的相信他，因為那是你的中心思

想，那是自然的、一般的。因為你本來尌這樣，不用刻意啦！（訪談林強，

2009年3月3日） 

 

林強說的「不堅持本土化」背後其實是境界更高的「內化」，因為「堅持」

其實就是因為信心不夠或是做得不夠才會去擺出的一種形式和姿態，這份反思我

認為其實是相當「後殖民」的，Fanon也指出在去殖民過程裡去「堅持」找尋本

土原真性的焦慮背後其實正也持續陷入「被殖民」邏輯裡，因為那已經成為一種

心裡幽靈，更慘的是對內造成的「內在殖民」問題持續複製殖民邏輯，這種情感

其實我自己也感同身受，讓我想起了〈Thom Yorke - The Eraser〉裡頭的一段歌

詞，這段歌詞曾經「作者已死」地被我私自挪用，陪我渡過失戀36的心境，並且

                                                      
36

 在心情沮喪之際，我把失戀放入一種權力關係的思考，甚至走火入魔地將失戀心情比喻成為

一種被殖民者想要脫離殖民經驗的過程和心境，這樣的類比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我卻認為這樣的

類比仍具某種程度上的巧妙性，畢竟這都是受傷者一種尋求解脫的方法。我認為在愛情的某種不

對等模式：失戀裡，失戀者必定是比較難過，殖民者永遠不會或無法體會被殖民者欲脫離殖民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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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幫助我更理解一些關於後殖民理論的道理： 

 

….. 

The more you try to erase me 

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that I appear 

Oh 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I try to erase you 

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that you appear 

….. (Yorke. T, 2006) 

 

（三）、比「堅持」更高的境界是「內化」 

 

…如果有一個人告訴我說，你不要每天拿一些東方的樂器來弄一弄，尌代

表是.... 那我很高興聽到，那很不錯，因為原來想的東西跟我想的是一樣

的。批評很少，大部分都是客氣… （訪談林強，2009 年 3 月 3 日） 

 

上面這段訪談是我問林強關於《驚蟄》這張專輯裡，國外樂迷給的反饋

（feedback）是什麼？然而林強就說大部分都是稱讚，但是他覺得那是因為客

氣，因為對華人文化有興趣而給創作者加油打氣，而不是真的做的很好，但是他

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他甚至比較希望聽到對他的音樂有不一樣的看法或批評。事

實上我在進行訪談的過程裡頭並不會去主動提及學術圈在談的《東方主義》觀

                                                                                                                                                        
態的那種長期傷痛和去殖民的艱辛過程，這也是殖民者怯於面對的。我認為〈Thom Yorke - The 

Eraser〉這段歌詞寫得很好，不要沈溺往事、衡量得失、計較輸贏，同時提醒著殖民者和後殖民

者一起走向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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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比較想知道的是創作者他們對於東方的詮釋和想像，然而在我的訪談經驗

裡，林強和 DJ Code 都是他們主動提及《東方主義》的關懷點，像是 DJ Code 就

會認為西方人做的東西不道地，因為是從他們的角度來想東方，然而林強意識到

的卻是自己的創作是否有自我東方主義化的嫌疑，甚至批判起自己的創作方式： 

 

形式誰不會阿！而且現在學國樂的人也很多阿，統統叫來阿，你來幫我吹

個笛子，尌叫東西方融合，可是你的思想還是西方的阿..... 不管你用什麼還

是用西方的思考在做阿.... 所以你一定要內化到自己裡面去，不要固執說我

一定要堅持東西方融合，你一堅持你尌侷限了。比堅持還要高的境界是內

化，他變成習慣成自然。（訪談林強，2009 年 3 月 3 日） 

 

林強所說的比堅持更高境界的「內化」，並不是隨口說說而已，他跟我聊到

他自從 1997 年左右接觸道家思想後，接著就繼續去鑽研哲學和佛學，雖然看不

懂也要求自己靜下心來看，然後再去請教有經驗的人。我在拜訪林強那天跟他聊

到佛學的事情時，他其實是蠻開心的，可以明顯地感受的出來林強對哲學和佛學

的興趣和熱忱，他那天就跟我說：  

 

我看了這些佛學之後，我其實以前對儒也懂得不多，比方說四書啦這些倫

語、中庸什麼的，因為追佛學的時候我尌要看，因為釋迦牟尼佛祂說：『不

先學小乘，後學大乘，非佛弟子』。因為你有些根基都沒有了，學那些大

的東西幹什麼？還好我有學一點道，之後我還想再多學一點儒，所以我最

近在看什麼你知道嗎？（從書包裡拿出一本書）儒家最基本的基本（弟子

規），如果你連這個都做不到，你還看那些大乘的經典，你別傻了，你只

是看那些皮毛。因為他們說儒家最重要的是重實質不做形式，他如果要代

替小乘的話要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做到，太難了…（訪談林強，2009年3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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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然後林強就跟我分享一些他最近在看《弟子規》，而從書裡頭闡述的儒家孝

悌精神對應現代日常生活的體悟以及身體力行的經驗。這些事情或許聽起來很不

可思議，特別是在這個不斷追趕著西方現代性、西方學說的21世紀，沒有跟林強

有過接觸經驗的人，初聽很容易會誤以為矯情或是食古不化，但是事實上林強是

真的很珍惜著這些被現代人認為是迷信、不科學的東方、中華文化遺產，在跟林

強用電子郵件通信或是從他的部落格的文章、創作裡皆很一致地可以感受到林強

去貫徹著他所相信的佛道儒精神。我後來問林強這些文化是否會對於他在創作上

產生一些火花，他回答我： 

 

…我覺得，那個變化不是我現在接觸了我們東方傳統的一些思想，他尌會

很快的產生什麼樣的火花，因為我覺得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們過去所受的

教育接受太多西方科學知識，凿括音樂的東西，我們現在要去從老祖宗的

智慧裡面再吸收一些東西，我覺得不是一蹴可及的，他要慢慢內化到你的

生命來，你要用這樣的態度來做音樂，我覺得也不是馬上尌可以立竿見影

的，那肯定要花很多時間的。所以你說火花，我不知道，或許有一天，我

真的不必在透過這些類型，比方說音樂裡面一定要有東方的廟會元素，然

後一定要有笛子、或是什麼才能代表東方的時候，我用這樣的工具，完全

是合成樂器、電子音樂，大家聽到完全是東方的東西，這才是音樂的原點

嘛！因為大家聽到音樂裡面有這樣的想法和感覺在裡面，我應該樣做到這

樣的境界才可以，如果人家還是聽不出來，我覺得我太遜了，我內化了這

麼久了還是做不到（笑）（訪談林強，2009年3月3日） 

  

去紀錄著林強這些創作理念的用意並不是我認為唯有這樣的創作途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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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台灣在地性，事實上也不是每位樂手都像林強有著一些人文關懷的理想性，

但重點在於林強的創作理念裡頭可以看到他所提出的移開西方參照以及內化本

土文化思考的策略開啟了一種尋本土音樂主體性的可能性思考。或許到頭來發現

笛子、古箏和揚琴或者是台語、國語、客語、原住民語言或者是電音、搖滾、爵

士、沙發音樂都只是一種音樂素材或是表現形式，這些音樂符號的確是具象可辨

的音樂認同指引，但是在談論體現在地主體性的層次上，比形式更為重要的是創

作背後對於本土文化的信仰和以及移開（但不是捨棄，事實上也做不到）以西方

作為參照主體來作為音樂去殖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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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一、 在地既複製又抗拒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市場脈絡 

 

本研究的起點來自我作為一位身處台灣的沙發音樂樂迷的音樂認同找尋和

疑惑，就像是映象唱片產品部經理翁禎祥所說的「那當然我們看到這些東西，我

們都不買誰買呢？」，這些原本西方沙發音樂市場下的東方主義、異國情調作品

「錯置」地變成了某些樂迷們尋求音樂文化認同的情感依附（比方像是在 VeryCD

的 P2P 分享社群專輯討論串裡，大陸樂迷對於映象唱片所策劃的中國主題沙發

音樂選輯感到有聆聽認同上的困惑，因為泛亞洲拼貼的音樂元素不符合樂迷對於

中國主題選輯的類型期待），但是這些錯置卻也開啟了這些文本相較於歐美沙發

音樂市場不一樣的文化意義和音樂類型脈絡，正如岩淵功一或 Dirlik 所指出的在

自我東方化裡頭，東方人也主動建構東方意象而不是只有東方主義式複製和迎合

西方而已，台灣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市場也可以反映出台灣在全球位置裡頭對於

西方現代性既複製（西方市場既有東方主義式操作和成功經營模式）又抗拒（東

方意象的自我翻譯和改寫）的複雜角力關係，以本研究裡台灣在地最大沙發音樂

廠牌：映象唱片的音樂產製為例，他們「重新脈絡化東方」的方式正能看出如此

的複雜情節。 

 

映象唱片對於東方意象沙發音樂的操作市場是多元而矛盾地，作為外來文化

（沙發音樂）中介者，首先是看似自我東方主義式地接受西方他者的刻板印象，

但並不是全盤接收，而是經過挑選以及把它重新翻譯成民族文化特性，比方像是

圓融通達、謙遜涵養、追求靈性和諧等。而且映象唱片也深諳在音樂市場上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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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操作的有效性，基於潛藏的亞際出頭天主義焦慮情節，從廣闊的「東西方」

二元對立框架來操作不同層次的認同，大至「我們東方」、「我們亞洲」，小至同

文同種的「中華文化」或居住都市認同。然而在這些不同層次的東方認同框架下，

令人感覺矛頓和諷刺的是在操作「東南亞小島」主題的形式卻是塑造成異國情

調，這時卻不談東方或亞洲認同，而是用一種東方人內部的東方主義宰制視野來

看待鄰近的南亞國家，反映出某種文明主義或大中華文化優越感作祟的霸權意識

型態。 

 

相較於本土沙發音樂代理進口商比較在意的是如何「重新脈絡化東方」而得

以成功行銷不同市場，本研究裡頭的樂手其實是比較具有意識地關注「東方意象」

對於自身創作的關聯，無論可能是來自樂手生涯經歷中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或是

出自於他們自身對於文化的想像和認同，他們也都會有「什麼音樂是我們的？」

（原住民音樂？中國傳統國樂？還是歌仔戲？）的困惑焦慮，而在台灣這樣一個

對於歐美既複製又抗拒的音樂市場脈絡下思考著本地音樂的現代性。有人希望台

灣音樂可以在國際上發聲（比方像蘇通達所說的要用音樂去修理老外，雖然其渴

望的舞台是葛萊美）、有人希望製作音樂的水平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比方說 DJ 

Code 希望未來可以在 beatport 平台上販賣他的作品），也有人默默地進行他所熱

愛音樂的在地化（比方說林強意識到台灣電音文化如果不從本土創作開始只是治

標不治本），並且也各自選用了他們的策略去回應這個心底疑惑。 

 

然而本研究所關注的就是透過資料蒐集、訪談經驗以及文本分析來思考這些

在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文本產製在全球化與在地化角力的市場脈絡下能否體現

在地音樂的主體性。 

 

二、 沙發音樂真誠性與體現在地主體性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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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著在這些在地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文本裡找尋主體性的問題時，首先應先

回答「什麼是沙發音樂的真誠性？」，而 Moore 的真誠化建構討論提供了三個面

向的分析。音樂類型並無本質上的真誠性，而是被真誠化，並且在不同的應對對

象裡產生出真誠性，因此我們可以從第一人稱真誠性（表現的真誠性）、第三人

稱真誠性（執行的真誠性）以及第二人稱真誠性（感受的真誠性）裡探討東方意

象沙發音樂在建構其類型真誠性的文化邏輯以及其限制。 

 

第一人稱真誠性談的是如何讓聆聽者感知「樂手做自己」的真誠性經營，點

出了 DJ Code 再現中國風一致性上的問題以及蘇通達要去再現歌仔戲電音卻讓

人感覺師出無名的建構脈絡。第三人稱真誠性談的是樂手再現挪用文化的真誠性

建構，在此討論了沙發音樂類型根基於舞曲文化的混種親合性特質以及其製作音

樂上無法強調被挪用樂種純淨性的限制，此外該類型的異國情調美學和跳舞逸樂

取向都是評論者容易攻擊的罩門。然而也比較了 DJ Code、林強個體戶式創作相

對於蘇通達「安全」的再現政治策略，並且也點出了《我身騎白馬》用歌仔戲代

表台灣的爭霸立場下，卻又被「悅耳」迷思牽著走而回頭否定歌仔戲「俗氣」的

再現矛盾，並且比較兩種世界音樂製作典範來討論挪用文化應該注意的議題。最

後，在第二人稱真誠性裡談的是樂迷聆聽感受力，這部份本研究的討論資源是匱

乏的，但是卻點出映象唱片某些東方再現上的問題，特別是在打著特定地景或國

族、民族想像作為號召的主題選輯時，卻在音樂呈現上仍舊和市場上其他的東方

意象選輯一樣大同小異地採用泛亞洲拼貼選曲，在樂迷找不到差異性所營造的認

同想象指引的狀態下，感受不到主題想像的一致性，這樣的類型真誠性建構也是

薄弱的。 

 

真誠性建構的討論是評價本研究沙發音樂類型真誠性的基礎準則，建基於此

才有談論體現自身的可能性，然而談論「體現」無疑是更加困難的，每位樂手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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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究其所有努力和貫徹創作理念的一致性仍無法滿足每一位在地樂迷都能獲得

其本土音樂認同的心願，比方說 DJ Code 忠於自己而堅持創作的中國風電音或許

體現了跟他一樣著迷於中華文化想像認同的樂迷心聲，但是有許多樂迷可能覺得

這樣的音樂還是離我們「太遠」，因為他的音樂無法體現其他文化認同不一樣的

在地樂迷，因此本研究無法談論廣大樂迷認同的體現，但是卻可以聚交討論樂手

們在創作音樂過程裡頭所展現的主體述說東方意象的努力。然而在本研究裡，我

在林強的創作理念中有獲得一些替本地音樂找出主體性、體現在地性的啟發想

法。 

 

三、 移開西方參照和內化本地文化作為一種體現的策略 

 

在本研究訪談經驗裡發現許多在地樂手們進行創作時還是無法擺開參照西

方音樂市場的類型化範疇和規則或是渴望能在西方市場裡獲得勝利，然而卻像是

去殖民理論裡所討論的：刻意追尋自己認同符碼的強調與突顯往往到頭來只是更

強化被殖民結構與塑造內在殖民的鑿痕，所以林強後來意識到這一點才說他並不

「堅持」作本土化。然而林強的不堅持背後的但書其實是更高層次的「內化」在

地文化，讓它習慣成自然，所以去鑽研他所信奉的儒道釋典籍汲取成為創作精

神，此外在訪談他經驗裡國外樂迷對於《驚蟄》作品的返饋時，林強也自我反思

東方符碼、傳統文化元素、音樂類型的使用到底對樂手創作的意義是形式還是精

神？林強的訪談經驗對我而言是具有啟發性的，回過頭來重新思索本研究所在意

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文本體現討論，甚至可以發現林強的創作理念很可能是超越

類型的，雖然這些東方符碼和音樂類型對於樂迷有實質認同意義，但過度倚賴此

形式在音樂主體性的上可能反而成為一種束縛。 

 

在林強的音樂實作和創作理念裡發現內化在地文化以及逐漸移開西方參照



 
 

156 

是找尋本土音樂主體性的重要開始，但是他的參照座標若僅只於從西方轉向中國

（這會不會變成從脫離西方現代性殖民轉而擁抱另一種大中華文明主義優越感

的意識型態？），而不是也能參照其他東方鄰近文明小主體（比方在映象唱片市

場邏輯裡被排除在東方認同之外的南亞鄰國），能否做到林強其所訴說的希望他

的音樂裡頭有東方的精神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但至少在樂手創作真誠性以及理

念訴說的一致性上是完整的。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研究者省思 

 

我在論文總結談論尋找在地音樂主體性的可能時引述了很多林強的創作理

念來作為我的論點支持，然而卻也產生了一些論述侷限性，如果以 Toynbee 思考

音樂創造力的角度來審視，彷彿我的論點重新返回到了浪漫主義式的天才作者論

以及我身為研究者過於個人主義式的主觀論點詮釋。這裡頭缺少了很多聲音，甚

至是相對於天才作者論的光譜對立點：樂迷們的作者已死論。以本論文研究案例

蘇通達的歌仔戲沙發音樂創作《我身騎白馬》來說，如果我只是一般樂迷而無法

透過做研究的機會取得和這些樂手親身接觸的經驗，或者是蘇通達如果在我的訪

談過程裡意識到這些對他可能造成不利的觀點報導而閃躲、逃避回答他與春美歌

劇團之間的合作經歷，這些都會連帶影響我對於他作品的評價以及在地音樂體現

的論述，這些的確都是本研究的侷限視野。 

 

在訪談唱片產業業者的經驗裡發現「東方意象」的再現意圖對他們來說很可

能只是如何獲利的行銷問題，反倒是和樂手們比較能聊各自創作理念裡對於在地

音樂主體性和現代性的關心議題，我也是經由訪談他們後才發現並不是自己孤單

一人地在思索這些問題。然而本地對於這些東方意象的認同或異國情調想像「有

感覺」的樂迷們一直是我無法能觸及的經驗，因為這個族群在本地尚未形成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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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社群，甚至在台灣的網路音樂社群裡依附在電子音樂討論區底下的沙發音樂

討論串都不算豐富，頂多只有零星幾篇詢問中國風或東方味道的電子音樂推薦；

甚至在我的樂評受訪者裡也不見得沙發音樂裡的「東方意象」認同是他們關心的

聆聽經驗，然而我卻在網路上搜尋映象唱片企畫的中國風主題沙發音樂選輯時才

意外地發現大陸分享社群樂迷對於這些文本的認同疑惑。對於在地東方意象沙發

音樂文本體現的討論我不願成為只是個人聆聽經驗或擁有研究者身份的秀異資

本，也希望未來如果有後續的研究可以尋找出一條接觸這些樂迷們的途徑，比方

說或許可以從其他沙發音樂樂迷對於《我身騎白馬》專輯的聆聽認同經驗豐富這

些文本體現在地可能性的論述。 

 

在論文書寫接近尾聲時，我也猶豫是否該把我的論文拿給蘇通達或映象唱片

看，我對蘇通達的諸多批評不在於惡意詆毀其創作，畢竟無論是 DJ Code 或是蘇

通達，他們往後的樂手生涯歷程還很長，心境轉折和創作風格都會再變，這本論

文的研究並不在於對這些樂手的作品下定註解，而是我身為一位樂迷藉由這個學

術研究身份尾聲的契機試圖去解決我心底對於東方意象沙發音樂認同以及在地

音樂主體性的疑惑和建言，希望這份研究可以做為更多討論的起點，而不只是狗

吠火車或是研究者聆聽品味秀異的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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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映象唱片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簡歷問題： 

1. 請問您喜歡的音樂類型是？ 

2. 進入映象唱片的過程？ 

3. 對於「沙發音樂」的看法？ 

4. 對於音樂產業的想法？ 

（二）關於映象唱片的基本問題： 

1. 映象在市場上的定位是？映象與同業的競爭或是競合狀態如何？ 

2. 為什麼要主打「沙發音樂（Lounge）」的類型稱號，而不是功能取向類似的「弛

放音樂（chill-out）」或是一樣都是比較模糊、跨樂種綜合體的「緩拍音樂

（down-tempo）」的類型稱號？ 

3. 台灣沙發音樂的市場有多大？好不好賣？除了販賣實體 CD 之外，營收的來

源是？  

4. 映象唱片如何想像你們的消費群，是否透過市場調查或透過何種方式得到消

費者的品味？ 

5. 沙發音樂的代理引進是否有做挑選？選擇的標準是？此外映象與代理廠牌的

關係？ 

6. 除了《映樂誌》、樂多網誌、映象網頁之外的宣傳行銷管道？ 

7. 映象唱片的沙發音樂與夜店/Lounge Bar 的關係如何？是不是有簽約等合作

形式？ 

8. 關於映象的異業結合的形式是如何？是如何促成這樣的計畫？ 

9. 關於映象投資的餐廳：「Lapis Thai（藏瓏泰極）」，是定位為什麼概念的餐廳，

為何地點選在上海而不是台北？一併發行的沙發音樂選輯「Lapis Thai」會讓

我想起了 Buddha Bar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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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映象唱片組織的規模大概多大？主要的組織架構是？ 

（三）關於映象唱片的「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選輯： 

1. 從《映樂誌》得來的訊息，無論是沙發音樂裡頭的選輯主題或是 CD 側標裡

的描述，「東方（Oriental）」是個常見的關鍵字？在映象的沙發音樂選輯裡頭

的「東方」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那「台灣」在這些選輯裡頭的位置是？ 

2. 映象代理了像是 Buddha Bar 或是許多以「東方（Oriental）」為主題的沙發音

樂選輯，是否有想過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介紹給國內的樂迷們？ 

3. 映象所策劃的東方意象選輯賣得如何（比方像是《Shanghai Lounge》、《異藝

時光》之類）？國內市場如何？海外市場如何？ 

4. 這些主題的發想過程是如何運作的？從選輯 CD 內頁裡得到的資訊，請問所

謂的「High Note Team」是怎麼樣的一個運作機制？團隊的分工如何？映象

在製作不同於東方意象沙發音樂選輯的團隊有無不同？ 

5. 這些選輯是不是有參考藍本？或者是東方主題沙發音樂裡頭有某些傳統可供

依循？ 

6. 這些東方意象選輯預設背後的樂迷是？  

7. 在賣選輯的時候面對不同的樂迷在行銷上是否有做調整→在賣東方意象給國

內聽眾時是怎樣賣的？台灣本地的賣法？大陸的賣法？西洋人的賣法？ 

8. 這些東方意象合輯希望帶給樂迷怎麼樣的想像？ 

9. 選輯裡頭的選曲作者是？選曲的依循準則是？選曲的來源是？選曲是否有考

慮過台灣本地的創作？ 

10. 映象唱片有無計畫培育自己的沙發音樂樂手的打算？東方意象封面設計由誰

負責？執行過程是？視覺創意組成是？有無參考範本？ 

（四）關於映樂誌： 

1. 這本雜誌的定位？（雜誌封面寫著『華人世界第一本次文化音樂雜誌』） 

2. 如何引薦音樂類型或是廠牌給樂迷？ 



 
 

167 

3. 每期雜誌的內容和主題如何形成？《映樂誌》的組織分工是？ 

4. 雜誌裡頭的 CD Reviews/專輯文案側標由誰負責？ 

5. 所謂的「協力作者」指的是？如何找尋？合作的方式是？ 

6. 從免費雜誌到收費雜誌的轉變如何？促成這個決定的因素是？ 之前辦免費

雜誌的成本如何？ 

7. 雜誌裡頭的美術設計由誰負責？創意發想過程？執行過程？ 

8. 為何映象想辦 2008 年終十大專輯，而且是不限廠牌和不限曲風，動機和目的

為何？執行效果如何？ 

 

二、 樂評訪談大綱： 

（一）接觸史： 

01. 聽音樂多久了？偏好的音樂類型？ 

02. 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電子音樂？什麼時候開始聽見 Lounge 音樂這個名詞？對

於沙發音樂這個類種的看法？ 

03. 從哪些管道獲得音樂資訊？ 

04. 如果是沙發音樂的話是從什麼管道可以獲得資訊？ 

05. 心目中的經典專輯（不拘 or 電子 or 沙發）  

（二）樂評史： 

01. 您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樂評？ 

02. 在哪裡發表過樂評？最喜歡哪一個（網路）平台？為什麼？ 

03. 與其他樂評人的關係？ 

04. 您目前的正式職業是？ 跟書寫樂評的身份會不會產生衝突 

05. 寫樂評是否有酬勞？與相關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如音樂家、媒體、唱片公司

等） 

*如果有寫過 CD 側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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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哪些廠牌合作過？有沒有寫過沙發音樂側標？彼此合作的關係和

經歷是？ 

B. 書寫樂評和書寫側標的異同？  

C. 這兩種身份會不會有衝突？ 

06. 好樂評的條件是？欣賞的樂評（國內外，不限定何種媒體形式） 

07. 對於「類型」（genre）的看法 

（三）樂評/側標書寫方式： 

01. 嘗試寫過樂評都知道要將抽象的音樂化成文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

當寫的文章愈多的時候，會不會發覺使用描繪的文字重複性太高。或者認為寫樂

評遇到最大的挫折是？ 

01. 書寫樂評的靈感： 

02. 你覺得怎麼樣的書寫才會吸引得到樂迷？ 

 

三、 林強訪談大綱： 

01. 您曾經和幾位國內電子音樂的工作者（像是 DJ @llen 等）合作過一本《電

子舞曲聖經》，這本工具書當年曾經幫助我按圖索驥打開了電子音樂的大門，印

象中我有看到您介紹 Amon Tobin、The Black Dog、Plaid 等，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您是不是比較偏愛實驗電子？  

02. 我昨天晚上有訪問一位網路樂評，叫做 Galeer，他專門寫一些聆聽系的電子

音樂（IDM）之類的文章，然後他說他原本是聽搖滾的，後來聽電子樂的轉捩點，

他說是 underworld、化學兄弟和 the prodigy 這類原本就有一些搖滾客底子的樂手

或樂團，他說因為畢竟他那時候還沒真正那麼喜歡電子音樂，但是這些樂團反而

是那時候他能接受的樂團，這讓我想到兩個有趣的問題： 

a. 第一個是那個時間點大概是 1994～1995 年的那個時候，背景還有猜火車

那部電影。我想林大哥應該會比較清楚那個脈絡？請問那時國內的電子音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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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是？ 

b. 第二個問題是剛好這些樂手讓我想起跟您的經歷有些類似，都是搖滾客

的基底，所以我很好奇您從搖滾到電子的那個轉折是？您和竇惟合作的「鏡花緣」

是怎麼樣的形式和經驗？對於竇惟的一些看法。 

03.這次我的訪問內容主要會放在我所有興趣的關於您創作裡頭傳統與現代、東

方和西方融合的部分，以及關於電音在地化和台灣發聲的議題，雖然之前在網路

上難過 Zeus 兄採訪您的 interview 裡，您就有回答說您並沒有刻意地強調電音在

地化，但是就我就一個樂迷或是就一個研究者的感覺裡，您的創作裡就是不斷地

在體現電音在地化的實踐，無論是電民謠、驚蟄或是與故宮合作、代表台灣去

Midem 參展，撇開這些上述我的聽覺心得和感想，我還是想知道身為音樂創作

者的你，究竟是怎樣看待創作這一件事，然而這也是我為什麼會想要來進行訪問

的原因，所以接下來的訪問可能在於我所聽到的關於林大哥音樂創作的一些感想

上。 

04.請問「Dream T」參展是經過競賽的形式還是受新聞局邀請呢？請問團體概念

發想的緣起是？感覺像是在 Midem 這種場合表演有一種為國爭光或是藉此做一

種台灣向世界發聲的感覺。在聲音藝術方面請問您準備了什麼樣的內容呢？觀眾

反應如何呢？ 

05.林大哥，請問您有宗教信仰嗎？有時在閱讀您的網誌裡的文章，有不少中國

古典哲學思想的東西，以及在您的創作裡（無論是電民謠、驚蟄裡頭的台灣民俗

童謠，甚至是最新放置在 streetvoice 上面的作品，比方像是《嘗試與台灣民間做

更深的結合》、〈walking in the temple〉等等），裡頭有太多傳統民俗元素，很多

很台灣意象、東方想像、宗教想像，這些算是您創作的靈感來源嗎？關於您幫故

宮拍「old is new」的形象廣告，我覺得就很有我在欣賞您作品裡頭的一些印象，

所謂的傳統與現代、東與西元素的結合，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關於這些新與

舊、東與西、傳統與現代融合創作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或是作法呢？像這樣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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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什麼衝突？像是您說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的經驗、士林工作室旁邊的媽祖

廟。我自己聽起來是蠻感動的，讓我想起大學時代聽泰文辛或尼汀索尼的感動，

林大哥您聽過嗎？您的想法是？ 

06.我想先多聊聊驚蟄這一張作品。 

上次也聽您說驚蟄想要讓不認識台灣的人可以透過音樂來想像台灣的樣貌。所以

在製作驚蟄時便預設了這張專輯的讀者是法國聽眾嗎？所以像這樣的機會您是

否會覺得有什麼 message 是您優先想要表達的？因為其實我覺得驚蟄這張專輯

在法國推出某種程度上讓我聯想到您這次去坎城 midem 的表演。我覺得驚蟄這

張很有趣，特別是我知道了這張專輯的發行背景後，我開始去想像這裡頭的各式

在熟悉不過的聲音取樣如何被外國人想像，好奇著他們怎麼想？林大哥有聽過海

外樂迷的 feedback 嗎？ 

07.語言（sample）在你的創作裡的是一種策略嗎？ 

或比方像是驚蟄裡頭交雜出現的語言有中英法語以及台語。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

誤的話，比方像是您名字的英文讀法其實就是台語發音。然後我發現台語元素似

乎一直都是您創作過程裡頭非常重要的一種元素。 

08.驚蟄相較於前幾張電子音樂作品無疑是比較有政治批判性的，特別是文化認

同（我不知道林大哥願不願意跟我分享這些創作的想法），我認為驚蟄裡頭似乎

有帶出您自己對於文化認同的一些看法。像是 keep walking 裡頭取樣林懷民（？）

的聲音提及不管您的祖先從 300 年前或 30 年前來的，都有同樣的一個過程，那

就是從慢慢的從掙扎中求生存慢慢地求安定，然後站起來求進步。我聽到這段人

聲取樣還蠻感動的，不知道林大哥會創作這首歌是不是跟那時台灣政局紛亂而有

感而發做出這樣一首歌？ 

09.新聞太吵也很有趣：新聞人聲搭配的是工業噪音，這是對台灣媒體充斥的一

些反諷嗎？ 

10.我還蠻喜歡 tea time 這首歌的手法的，有中文和英文兩段人聲交疊，但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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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一樣的事情。 

11.驚蟄裡頭很有意思的是頭尾呼應，第一首叫做 Taiwan calling 而最後一首叫做

Chinese talk，尤其是最後一首歌 Chinese talk 裡頭用了兩岸電影導演的訪談（請

問是侯導跟？）做對話，然後還有其他傳統樂器，裡頭也有台語，我可以感受到

林大哥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儒慕，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會覺得您再處理

這首歌是很小心翼翼的，因為您又加入了一段 sample 是這是一個小小聲音的遊

戲，不知道林大哥做這樣的處理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12.那關於電民謠和歡樂電子中國年的這張當初的發想是為了要推廣電子音樂

嗎？因為我有看到電名謠每首歌背後都有標明電子音樂次類型比方說點仔膠後

面會註上這是鼓打貝斯，像我自己是電子音樂樂迷，我就會希望放這樣的東西去

給我那些不聽或不懂電子音樂的朋友。那時候覺得很酷，台語的歌謠很親切很可

愛，可是配上的是貨真價實的鼓打貝斯節拍，很能得到電音迷的認同，不像是流

行音樂裡頭不專精的電子風。 

13.歡樂電子中國年和電民謠這兩張專輯您的身份是召集人和製作人嗎？因為我

在歡樂電子中國年的內頁裡其實並沒有找到屬名您所譜寫的作品？ 

14.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您聽音樂的歷程這麼地西洋，但是為什麼做出來的音樂

這麼具有傳統和在地風味？這感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強烈對比。我想起了先前您

跟我聊到您從 dj 轉向電子音樂創作的契機有兩個：一個是本土環境惡劣，另一

個是買唱片放歌只能放國外的作品。還是您在創作過程裡找到了一種標誌您自己

定位或安身立命的一種創作風格呢？相較於其他國外的電子音樂樂手？關於本

土創作是否要有在地元素的這個辯論，想問問您的意見。東方元素對於電音的美

感 

a. 請問林大哥，在音樂創作上您和哪些音樂創作者有比較密集的合作或是

往來呢？（圈子）您對目前台灣電子音樂創作或是這個圈子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感

覺或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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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說到本土的電子音樂創作，不知您對於蘇通達的我身騎白馬與 78bpm 黃

一晉的紅月亮有沒有一些想法呢？前者是號稱結合歌仔戲的電音 後者是號稱本

土第一支 downtempo 團體。 

15.我這個朋友是 dj，希望林大哥可以以過來人的經驗提供未來想進入這個圈子

的工作者一些寶貴的建議。 

 

四、 DJ Code 訪談大綱： 

（一）樂手簡歷 

01.看了網路上您的簡介，您好像有在做廣告配樂（錄音師）？可是您是個 DJ 也

是創作者，所以您的身份是？ 

02.我聽了您在 acid planet 和去年映象出的《藏瓏泰極》選輯裡頭的作品後其實

蠻驚豔的，無論是舞池或是 down-tempo 的作品，其實才發現製作水準蠻不賴的！

請問您是音樂科班出身的嗎？看之前網路的介紹，以前有組團？您什麼時候開始

創作？主要是用什麼軟體？ 

03.什麼時候開接觸電子音樂？什麼時候開始 DJ？DJ 時會用自己的作品嗎？不

過我有看到下個月的激音改造的 list，上面有特別註明是 live，所以那時候是以

現場演出的形式嗎？ 

04.我還蠻好奇「閘門」這個團隊是怎麼樣一個概念的組織？成員有？ 從命名、

視覺美學和辦的活動感覺「閘門」是個有理念再推廣的團隊，那請問這個理念您

認為是？他的成立緣起是？「閘門」是一個強調創作的團體嗎？ 

（二）關於作品： 

01.關於這次映象唱片裡頭收錄的兩首作品：〈Fusion Thailand〉、〈intoxicated〉，

這是您本來就先製作好的曲子還是映象找你才合作的？合作的經歷是？ 

02.除了這張之外之前有在那邊發行唱片呢？ 

03.從 acid planet 上面聽到的作品彷彿感覺中國元素是您創作裡頭相當重要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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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無論是音樂本身或是曲子的命名，請問那些國樂的素材是來自？ 

04.但是感覺〈Fuion Thailand〉、〈intoxicated（陶醉）〉比較特別。〈Fuion Thailand〉

從曲子命名上會猜測這是一首南亞風情的作品？但事實上聽過發現還蠻泛亞洲

（Pan-Asia）的，有一些很中國的元素（是古箏嗎？），然後也有很民族式的吟

唱，請問裡頭的人聲 sample 是？ 

05.請問您創作東西元素合併或中西融合的動機和緣起是（那個創作進入的路徑

是）？你會覺得是一種尋找創作位置安身立命的策略嗎？受到哪些樂手的啟發和

影響？所以你覺得東方的文化對你來說是？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你們的創作

觀，你們怎樣去想像你們的「東方精神」，你跟 DJ Point 都是這方面的好手，你

們有聊過這件事嗎？所以你們會覺得電音本土化/在地化裡頭，加入傳統元素是

重要的嗎？其實我一直以來也有個疑問是：什麼是屬於我們的音樂這種問題，我

不知道身為創作者的你們會不會有這樣的疑問或是你們的見解是？ 

06.我看之前的簡歷裡頭有談到一段好像是問你最深刻的放歌經歷，我覺得很有

意思，裡頭好像是說：「有一次表演是在宜蘭的蜜月灣海邊,那次的表演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表演,當時我放的是我所創作的歌曲,我的前兩班 DJ 是三個日本人,當他

們聽到我放出來的歌曲 時,他們的表情都很驚訝,一直跑來跟我握手說我做的歌

很棒,當時我尌想我讓那些日本人刮目相看,我很高興沒有丟中國人的臉。」可以

聊聊那時候的情形嗎？歌曲是？為什麼那些日本人會覺得刮目相看？ 

07.關於現在台灣創作電子音樂和電音環境的一些想法？跟哪些創作者有比較密

切的交流和往來？ 

（三）基本資料 

01.姓名＆年齡 

 

五、 蘇通達訪談大綱： 

（一）樂手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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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先前蘇老師在信裡有提到說在趕錄音，那我很好奇現在蘇老師最近是再幫誰

製作唱片呢？所以蘇老師的工作主要是從事？（錄音、編曲？）是隸屬梅傑音樂

團隊嗎？ 

02.蘇老師我有在網路上看了一位叫「阿吱」的部落客的報導，發現您是接受過

正統音樂教育訓練下的音樂創作者，這段經歷我也還蠻好奇的。所以您退伍後是

先去 LA然後在去波士頓的柏克萊音樂學院的嗎？網路上有提到柏克萊音樂學院

主修的是編曲嗎？（很好奇柏克萊音樂學院的教學屬性）所以畢業之後您是先待

在 LA 工作，之後再回來台灣的嗎？據說您有在崑大教書過？ 

（二）.關於《我身騎白馬》以及其他作品： 

我其實聽到《我身騎白馬》大概是在 2007 年的年初，在 ptt 的電音版上看到有人

在介紹，後來去官方網站試聽之後，我記得是聽到〈何必心酸頭低低〉（這首也

是這張專輯裡頭我最喜歡的歌曲），那時候覺得超驚豔，怎麼歌仔戲可以做成 acid 

jazz，很好聽，且又不突兀。 

01.但據說這張專輯的發行一開始還蠻波折的，據說先吃過閉門羹？請問那時有

投過哪些唱片公司呢？ 

02.也是從阿吱的報導看來的，您說會做這張專輯是因為跟國外的朋友聊什麼是

台灣音樂時，想到歌仔戲可以「代表」台灣（可是您有提到在製作這張專輯前其

實對於歌仔戲其實是一知半解的）。請問這是這張專輯製作最早的動機嗎？所以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構想這張專輯呢？正式發行是 2006 年 12 月嗎？專輯有沒有預

設讀者？ 

a. 蕭青陽跟這張專輯的催生好像是扮演了相當重要角色，我查的資料是說

您透過恆春兮認識蕭青陽的，這個過程是？ 

b. 因為蕭青陽正好也想做一張可以再次挑戰葛萊美的封面設計（那時候已

經全部做好 demo 了嗎？），「沒人要出，你自己出，我幫你」，所以你們是合作

的形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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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站設計的也是蕭青陽的團隊？（為何官網的東西不見了？） 

d. 所以梅傑音樂和欣翊公司的成立也是為了這張專輯而成立的嗎？ 

e. 推唱片的經歷：行銷、鋪貨…等。向誠品商量進貨的歷程。 

03. 和郭春美的合作經歷：為何會找春美劇團，是本來就想找她們的嗎？郭團長

其實是想要藉由這個機會開發新的歌仔戲聽眾嗎？這個經歷是？是先有錄音，才

編曲？ 

04. 歌仔戲結合沙發音樂的緣起：歌仔戲和電子音樂/沙發音樂的結合是因為試

過好幾種編曲之後才決定的嗎？ 

a. 我記得官方網站的介紹上有寫著「台味太重是製作團隊面臨最大的挑

戰！」 

b. 中西融合創作風格的難處？ 

05.〈趕赴大牢急急行〉的網路評價很兩極，有人說脫離了歌仔戲的脈絡，不知

對於這個，身為創作者您有怎樣的看法？ 

06. 徐佳瑩有和您合作過〈我身騎白馬抒情版〉，你們的結識經歷是？ 

07. 我有看到你在 streetvoice 上的首頁，您說想再拿一座葛萊美獎，請問葛萊美

獎為你來說是？你覺得那是你渴望挑戰的殿堂嗎？下一張創作的形式可能會

是？依舊是歌仔戲 + 電音嗎？還是？ 

（三）基本資料 

01.姓名＆年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