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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台灣的流行音樂長久以來受到美國文化影響，90 年代在跨國公司進駐的背景

下，1992 年出道的 L.A. Boyz 帶起美式嘻哈舞曲，在當時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政治

環境下，他們英文夾雜台語的舞曲大受台灣人歡迎，也帶動了當時華語樂壇的

ABC 熱潮。在當時，ABC 歌手被唱片公司建構出的優勢有兩種：一種是人際資本

的優勢，一種是文化資本的優勢。符合 90 年代台灣唱片市場力求國際化的背景，

ABC 歌手的跨文化背景深受喜愛，ABC 歌手成為外來曲風輸入的中介者，後續出

道的李玟、陶喆也成為 R&B 曲風的代表人物。尤其在 1998 年李玟成為台灣流行

歌手進軍美國市場的先驅後，ABC 歌手的聲勢達到最高點。 

 

  2000 年初期仍可見到唱片公司為市場注入 ABC 新血的嘗試，但隨著唱片公司

試圖推動的美聲團體（Beauty 4、Tension、蜜雪薇琪）一個個消失，2000 年初期

聲勢較高的的 ABC 歌手潘瑋柏、許慧欣又多以翻唱韓國歌曲為主，ABC 歌手所具

有的美式文化背景似乎已經無法支撐他們在華語市場生存。此外，筆者研究發現

2000 年後，華語流行音樂市場中 ABC 歌手的數目開始減少，甚至許多 ABC 歌手

並不以「ABC」為宣傳標籤。ABC 歌手被建構出的優勢是否消失了？另外，經歷

過 ABC 歌手美好的 90 年代時期的王力宏與黃立成，各自在 2000 年後推出了探

討自己身分認同的音樂作品。王力宏在 2000 年作出〈龍的傳人〉的身分宣稱，

並在 2004 年自創「Chinked-out」中國嘻哈風格；黃立成則是在 2003 年以嘻哈團

體「MACHI」的形式重回華語樂壇，並宣示身為「台灣之子」的認同。 

 

本研究以 Aihwa Ong 的「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為理論基礎，探討

王力宏與 MACHI 如何在 2000 年後的華語市場透過彈性的身分認同進行跨國移動，

為自己找出新的生存模式。研究發現兩者所連結的身分想像因應了當時台灣的政

治社會與流行音樂市場環境，而兩者都試圖創造出新的身分想像讓自己被納入當

地市場。王力宏透過跨國公司的資源以及官方關係的鞏固，以模糊的「巨龍」、「華

人」符號順利的進入中國市場。黃立成則是以深具台灣意識的宣稱與跨國的人際

關係網絡資源進行「MACHI」品牌的企業化。但這種透過不斷宣稱以求被納入的

過程，也顯示出了 ABC 意義在當今台灣社會的轉變。 

 

 

 

 

關鍵字：ABC 歌手、彈性公民權、彈性身分、王力宏、黃立成、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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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90 年代與 2000 年後—從兩位 ABC 歌手的發展軌跡說起 

  有著東方人的面孔，從小在西方文化下生長，說著一口流利英語，ABC 藝人要

朝向國際化發展總是比本土藝人多了一些優勢。其中，李玟是 ABC 藝人中國際

化發展最積極的一位。由李玟的事業發展軌跡來看，1993 年她從台灣發跡，一

出道就以美式靈魂唱腔著稱，而李玟一直都是台灣唱 R&B 的女歌手代表。1996

年加盟新力後，李玟嘗試更為多元的音樂類型，諸如拉丁、中東、Hip-hop 等等，

累積大量人氣與銷售，逐漸發展成為亞洲巨星。藉由國際公司的資源與李玟本身

的實力，讓她擁有了許多在國際舞台上露面的機會，不論是正式在美國發行專輯、

奧斯卡頒獎典禮的表演、還是首位受 Disney Concert Hall 之邀舉辦個唱的華人歌

手，西方對亞洲流行音樂的聯想，第一個就是 CoCo 李玟；而同時對亞洲人來說，

代表東方打入歐美市場的，第一個也是 CoCo 李玟1。打著「台灣的瑪麗亞凱莉」

的封號，「新力」音樂的經理畢奇哥表示，公司期許李玟能成為繼席琳狄翁之後，

另一位非本土出生，卻能紅遍全美的潛力歌手2。進軍美國市場的行動的確讓李

玟在華語樂壇立下崇高的地位，她和李安一樣被冠上「華人之光」，根據筆者一

個深愛李玟的朋友描述，她當時看著電視轉播奧斯卡頒獎典禮「感動得哭了」。 

 

  然而，由於美國市場的排外性，亞洲藝人往往難以攻入美國市場。1998 年李

玟正式簽約給美國 SonyMusic 總部，是第一個簽約給美國唱片公司的華語歌手，

1999 年她發行了第一張全球英文專輯《Just No Other Way》，以 R&B 流行唱腔，

打著挺進美國 Billboard 的名義宣傳，亞洲媒體也給予大量關注與期待。根據美

國 Billboard 網站顯示，李玟在排行榜僅有一週入榜3。隔了 6 年，2005 年李玟再

度發行第二張英文專輯《Exposed》，邀請席琳狄翁御用製作人跨刀製作，卻是雷

聲大雨點小。根據娛樂新聞網站 J!ENT 報導亞洲藝人寶兒進軍美國市場的文章4，

李玟的第二張進軍美國的專輯並未獲得熱情的回應，她被拿來跟美國主流歌手做

比較，而她的音樂被批評為缺乏原創性。廣州日報以「亞洲歌手進軍美國︰敗多

勝少」為題，報導一篇關於多位亞洲明星如李玟、韓國歌手 Se7en、Rain 進軍美

國失利的新聞5。報導中對李玟的描述為「先后兩張英文專輯在美國都銷量慘淡，

號稱“目標是打入美國市場”的李玟現下甚至淪落到無碟可發的境地。」李玟早

期發片量大，發片間隔短，如今 2.3 年才出一張專輯，宣傳度也不高。2010 年睽

違 12 年於台北再度開售票演唱會，也未受到熱烈迴響。李玟最活躍的階段是在

                                                       
1 節錄自李玟 2009 年《CoCo 的東西 East to West》專輯介紹。 
2 羅旦兮，〈李玟美國歌壇初試啼聲 新歌發表令媒體驚艷〉，《聯合報》，綜藝焦點 25版，2000/01/22 
3 《Do you want my love》在 Billboard 雜誌舞曲排行榜排名第 49 名。 
4 文章網址：http://www.nt2099.com/J-ENT/SPOTLIGHT/BoA/boa-usdebut.pdf 
5 侯檢、張磊，〈亞洲歌手進軍美國︰敗多勝少〉，《廣州日報》，B8， 20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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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後期，2000 年後由於攻美失利，加上換東家操作失敗6，於是逐漸淡出

螢光幕前。 

 

  2009 年，同樣是 ABC，雖然父親為台灣資深導演、製作多首膾炙人口歌曲的

「音樂鬼才」劉家昌，劉子千卻堅決不讓父親插手介入創作，要靠自己的實力打

天下。頂著美國音樂學校畢業的背景，發行了第一張創作專輯《MR. Why》，專

輯以「十年來華語樂壇最重要的新一代全能音樂人」之姿介紹他出道。可以看出

劉子千想要效仿王力宏走 ABC 創作偶像路線，而當時所屬唱片公司華納更是對

他寄予厚望，揚言要讓他在兩年之內「攻入小巨蛋」7。然而，此張專輯雖然讓

樂界看到他的創作能力，但大致認為劉子千唱腔缺少特色，叫好不叫座。 

 

  一年後，劉子千因為酒駕事件與華納解約，演藝生涯頓時陷入瓶頸。2011 年 7

月，由父親劉家昌親自擔任專輯製作人，發行了第二張專輯《感動》，專輯中一

半是翻唱劉家昌的經典歌曲，另一半是劉家昌未曾曝光的曲目。首波主打歌《唸

你》亦由父親擔任 MV 導演，以刻意壓扁的嗓音與極簡復古的 MV，在這講求視

覺效果的時代，異軍突起引起網友廣泛討論，還自製許多惡搞影片，台灣各大新

聞媒體、甚至連談話性節目都在探討這個劉子千現象8。雖然多數為負面評價，

但根據劉子千所屬的延伸娛樂負責人桂鳴玉表示，發片不到一個月累積點閱率已

破 2300 萬人次9，而至今 Youtube 上的官方 MV 也已突破 190 萬的瀏覽人次。短

短時間之內，幾乎全台灣的人都知道「劉子千」這個名字，他的身價因而迅速飆

漲。在劉子千爆紅之後，業界也開始冒出「陰謀論」的論點，認為劉家昌是刻意

以反向操作的方式來宣傳其子。劉子千也被網友嘲諷，貼上「靠爸三人組10」成

員的標籤。 

 

  由李玟和劉子千這兩個例子來看，一個是 90 年代 R&B 女歌手的代表，被唱片

公司與亞洲歌迷寄予厚望，影響力一直延伸到 2000 年代的國際級天后；一個是

2000 年後出現的創作新人，卻是以懷舊風格與扁嗓成名。在這裡，劉子千的 ABC

身分似乎不再是他的宣傳重點。從前的 ABC 歌手走創作路線，如陶喆、王力宏，

在音樂界始終占有一席之地。劉子千的第一張專輯，內含 R&B、Hip-hop 等元素，

以從前 ABC 歌手的模式來看，應該是能引起注意。然而第二張專輯，走的卻是

復古路線，整張專輯也由父親操刀，劉子千的創作能力亦無處施展。但他的實力

有無展現已不是重點，劉子千逆向操作的爆紅，和先前 ABC 偶像的走紅模式相

                                                       
6 李玟於 2007 年加入大國大熊星娛樂，並於 2010 年解約 
7 江芷稜，〈劉子千佔據華納 2 年內小巨蛋開唱 甄珍現身為兒打氣明年志奪金曲新人獎〉，《聯

合報》，星話題 C2，2009/12/30 
8 2011 年 7 月 14 日，東森《關鍵時刻》以「音樂鬼才劉家昌愛子 劉子千”唸你”轟動武林揭密!」

為標題探討劉子千爆紅現象 
9 袁世珮，〈網友全力支持 劉子千唸你成就歸功父親〉，《聯合報》，星火線 C3，2011/08/09 
10 指劉子千、余祥銓，及葛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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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似乎成了一種諷刺。加上李玟後來推出的專輯成效不佳，亦可看出 90 年代

和 2000 年後，市場口味的轉變。 

 

  根據韋伯線上字典，ABC（American-born Chinese）是指在美國出生的華裔，

大部分都是 1965 年美國移民法案解除對東亞移民限制後在美國出生的第一代。

然而，在台灣的脈絡下，ABC 的定義較為鬆散，在台灣出生不久後到美國成長的

也可以稱作是 ABC。總的來說，只要待在美國長時間生活的，拿到美國國籍的，

都可以稱作是 ABC。雖然一位藝人是否能成功永無既定公式可言，但卻讓人不禁

回想起 90 年代那充斥著主打美式風格的 ABC 歌手時代，再看看 2000 年後推出

的 ABC 新秀，讓人不禁懷疑「ABC」不紅了嗎？從 90 年代到 2000 年後，華語音

樂市場又面臨了怎樣的轉變？  

 

第二節、 受美國影響的台灣流行音樂：60-80 年代 

  台灣由於 50 年代戰後接受美國金援，對美國一直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情感。在

流行音樂方面，台灣也長期受到西方影響，1960 年代越戰後美軍駐台，與美軍

廣播電台 AFNT(American Force Network Taiwan)11開播介紹了西方熱門歌曲。從 60

到 80 年代，廣播電台的 DJ 們扮演了文化中介者的角色（羅悅全等，2000:19-23；

轉引自黃凱翎，2011），他們播放的是美國排行榜上的熱門音樂。此外，許多為

美軍而設的俱樂部、酒吧與電台，大量播放美國流行歌曲，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

因而得以接觸到美國流行文化，表演西洋音樂成了當時青年之間的熱潮（鐘墉，

2010；謝奇任，2006:118）。再者，由於當時著作權觀念並未普及，西洋唱片的

翻版大行其道，透過這些翻版唱片反而使西洋音樂在台灣被廣為接受（謝奇任，

2006:118）。 

 

  美國文化自 50 年代開始逐漸成為進步、新潮的象徵。戰後美國成為自由世界

的領導者，也是超級霸權國家，尤其是在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台

灣被納入美國新帝國主義的保護傘下，出國留美是一條最佳的黃金路，於是崇洋

（留美）成為時代風尚（葉龍彥，2001:139）。即便到了 70 年代，台灣在國際上

面臨政治上的變化，西方音樂仍然是當時台灣年輕人的精神糧食（何東洪、張釗

維，2000；林積萍，2009）。美國文化對 70 年代台灣人的影響，可由台灣詩人楊

澤與民歌運動推動者楊祖珺對其真實經驗的描述略知一二： 

 

我生於一九五四年，算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對美國製造

的東西，從可口可樂、冰箱、電視機到汽車、到好萊塢電影，皆有一份說不出的，

直覺的嚮往和喜好。由其是好萊塢及美國流行音樂，大量炮製了美國的生活方式

與意識型態，影響力深廣，至今未滅。 

                                                       
11 即為後來的台北廣播社區電台 I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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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1994；轉引自林積萍，2009） 

 

十幾二十幾歲的時候，美國歌曲榜倒背如流，彷彿漏掉一週排行榜，對「祖

國」文化的瞭解就落伍了一些，美國兩百年的文化特色要比中國文化五千年

的朝代名稱還要熟悉，生活習慣、思想心態上，處處美國化。 

（楊祖珺，1992:90） 

 

  70 年代中期紅極一時的劉文正，英俊的外貌加上國外留洋的背景，以及唱歌

劇有個人風格，並能中能西的優越條件，而劉文正的舞台表演，充滿著貓王與披

頭四的明顯風格（林積萍，2009）。 

 

  70 年代後期出現的民歌運動，正逢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及釣魚台、中美斷交之

際，加上不滿於愛國歌曲與商業機制下產生的「靡靡之音」，當時受到西方搖滾

樂精神影響的台灣青年，意識到自己應該起身反抗現狀，從校園開始提倡「唱自

己的歌」。雖然此時民歌運動的青年開始開始反思一味翻唱西洋熱門音樂、追求

美國化的意義，然而在不論是形式上或精神上都受到美國搖滾音樂很深的影響。

在運動的初期階段，源自於西方反越戰的民謠歌曲，其單純的曲式與富含社會意

識、抒發社會大眾情緒的歌詞，被挪用、轉化成現代台灣年輕人之在地意識與民

族意識再認同的工具。（方美蓉，2007；張釗維，1994；何東洪、張釗維，2000；

林積萍，2009）。民歌運動發起者之一陶曉清指出現代民歌的原則為「用中文寫：

在曲調以及演唱上延續著美國通俗音樂及自彈自唱的風格。」（楊澤，1994；轉

引自林積萍，2009） 

 

  雖然當時台灣社會開始出現了反美的情緒，但在政府方面並未採取任何排美相

關措施，台灣人民仍可透過外國電影、廣播電台、翻版唱片及流行音樂雜誌等接

觸西洋熱門音樂；此時台灣也出現了多家翻版唱片公司，這些翻版唱片幾乎是與

美國流音樂同步發行（方美蓉，2007）。張釗維（1994：218）指出，「現代民歌

深化了西洋通俗音樂形式及正當性論述在台灣通俗音樂形塑過程中的主導地

位…美國成為台灣通俗音樂取經的主要聖地…這種取向在八 0 年代之後表現的

相當清楚，特別是在國與創作歌手當中，如羅大佑、黃韻玲、瘐澄慶、陳昇、黃

舒駿等，當代西洋通俗音樂是其共通的基本語言」。 

 

  民歌運動發展至校園民歌時期，結合了英語歌曲的旋律以及「靡靡之音」所具

備的談情說愛語媚俗的特質（何東洪、張釗維，2000）。民歌運動也導致台灣流

行音樂逐漸走向產業化的發展。在此之前，台灣並未有特別針對年輕人而作的國

語流行音樂，因此民歌之後「校園歌曲」的出現，反而成了唱片公司覬覦的商品，

很快地校園歌曲便被納入至唱片產業的機制之下，也因此奠定了 70、80 年代的

台灣國語流行音樂風貌（謝奇任，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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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台灣流行音樂正式邁入工業階段。在 1980 年代初期，國內興起一

股西洋歌曲的翻唱風，許多當時的大牌明星皆紛紛翻唱改編的西洋歌曲（如鳳飛

飛、張俐敏、崔苔菁、高凌風等）；除此之外，還有採用歐美搖滾樂團形式表演

的「丘丘」合唱團（曾慧佳，1998:204-205）。根據曾慧佳（1998:206），西洋歌

曲在 1970 年代初期，即為國內知識份子所喜愛，但也僅止於原版歌曲的聆聽。

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初期，大量西洋歌曲被翻唱，新的編曲、以及電子樂器的使

用，台灣流行音樂才開始走上「西化」之途。 

 

在形式上，丁寶山（1998）認為，1980 年代的流行音樂形式上的改變與美國

愈趨接近，造成本土流行音樂更容易受到美國音樂潮流的影響，如 80 年開始出

現的搖滾樂、鄉村音樂、城市民謠，至 1990 年代的 R&B 與 hip-hop 等皆是美國

時尚的再現。與民歌時期的創作相較，進入工業化之後的國語歌曲受到西方文化

的影響層面更廣泛而深入，許多西方音音樂類型諸如 soft rock、hard rock、jazz、

rap、new wave、punk 和 reggae 等開始出現在國語歌曲的形式中（丁寶山，

1998:110-111）。 

 
  台灣的 60 到 80 年代，美國是被參照的對象，90 年代台灣仍然受到美國影響，

但更渴望將自身提升到「國際化」的層次。曾經占據華語歌壇好長一段時間的

ABC 歌手，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得以受到唱片公司青睞，在流行音樂市場嶄

露頭角？在下一個部分，讓我們先回溯 ABC 歌手美好的九 0 年代，了解 ABC 風

潮是如何興起，以及在唱片公司的建構下，他們在當時音樂市場占據了什麼樣的

地位，而他們又具有何種特質能受到聽眾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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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90 年代華語樂壇的 ABC 風潮 

  前述透過耙梳西洋音樂在台灣的流通歷史與影響，可以看到西洋音樂（主要來

自於美國）影響了 70 年代發起民歌運動的年輕人，透過民歌歌手將西洋音樂與

國語流行歌曲結合，而這些民歌歌手再進一步被唱片公司收編，進入工業化的機

制。自此美國音樂對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影響也開始遠離當時較為小眾、獨立的

搖滾精神，轉向較為主流、商業化的音樂種類。到了 90 年代，流行音樂的產業

化、商品化的情形更為加劇，此一時期台灣唱片工業結構的改變，也大大影響了

未來台灣流行音樂地走向，因為跨國公司不再經由國內公司代理，而是直接進入

了台灣唱片市場的版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ABC 歌手得以展開了近十年的輝

煌年代。 

 

第一節、20 世紀台灣唱片圈：商品化、企業導向、國際化的 90 年代 

 

1980 年代後期的台灣，在政治方面，1987 年解除黨禁、報禁、戒嚴令，台灣

逐漸邁向民主化的社會，台灣的經濟情勢也開始好轉，於是大眾消費娛樂的需求

便開始增加，歌曲審查制度也在此時廢除。在政治、社會思想漸趨開放的同時，

原本只是小眾青少年所支持的外來文化也開始更為世人所接受。90 年代開始的

跨國資本進入，對台灣唱片工業，無論在規模或是結構上都進行了一番重整，也

對於華語流行音樂不管是在音樂走向或是藝人的定位上，都有實質上的影響。這

也是本文要欲探討的 ABC 藝人得以來台發展、成為台灣流行音樂歌手中一派的

一個重要背景，因此，以下將先從跨國公司的進入作探討，在理解唱片內部進行

了甚麼樣的改革之後，再接續探討跨國集團主導下的流行音樂風格上的改變。 

 

一、唱片市場的國際化：從跨國公司的進入談起 

  台灣工商時報引述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90年代全球經濟邁入黃金時代，

全球經濟愈趨自由化，各國政府及民間企業投資量飆漲，因此評估 1994 年至 1996

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達到了過往 20 年的兩倍。同時，亞太地區的各國也逐漸走

向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化也象徵著外商投資賺錢的契機（轉引自李天鐸，1998）。

由於音樂所具有的「文化流動性」(cultural mobility)特質(語自 Breen,1995)，不論

是何種性質的音樂（通俗、現代流行的，或地方傳統的、新的本土），皆能輕易

的成為商品、輕易地跨國流通（即使市場規模有異）（簡妙如，2002）。由於地緣

與文化上的優勢，台灣的流行音樂產品兼具「文化接近性」優勢，可以作為華語

唱片市場的跳板，又可兼顧到東南亞地區的市場，加上唱片工業逐步上軌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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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鍵因素讓跨國公司紛紛進入台灣（謝奇任，2006:130）。 

 

  Keith Negus 在 1996 年的著作中指出，經過二十多年的劇烈整合、併購和集中

化的商業行動，流行音樂的版圖多由美國、英國、德國，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少

數傳播集團所盤據（轉引自施韻茹，2005）。根據蕭蘋、周昭平（2000），19 世

紀時，規模龐大的跨國集團，由於原有的國內市場逐趨飽和，因此要擴大原有的

單一市場，以增加音樂產品的銷售量。在 1970 年代末期就開始進行跨國購併的

大型唱片公司，如美國的哥倫比亞和 RCA，在當時就宣稱其有一半的收益是來自

海外的營運所得。而隨著衛星傳輸發展的助益（如 MTV 電視音樂頻道），使得藝

人可以做到立即的跨國行銷推廣，更加速跨國音樂集團全球化的進行（Garofalo, 

1991）。 

 

  從 1980 年代起，五大跨國音樂集團：寶麗金(Polygram)、科藝百代(EMI)、博德

曼(BMG)、華納(Warner)、新力(Sony)的觸角陸續進入台灣。在 1980 年代初期，

跨國音樂集團主要是以授權代理（licensing）的方式進入台灣；1980 年代末，國

內已有業者取得國外唱片的代理權，如飛碟代理 WEA、四海代理 EMI、喜瑪拉雅

代理 CBS、福茂代理 DECCA 等（曾慧佳，1998:192）。根據何東洪、張釗維（2000:198），

80 年代 MTV 電視台的出現改變了音樂與傳媒的關係以及音樂概念，音樂可能需

要視覺上的效果，透過 MTV 的不斷播放，一首歌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風潮（如

Michael Jackson 1982 年的《Thriller》專輯在兩年之內銷售破一千兩百萬張）；而

電影配樂也與唱片業共謀之下相互宣傳，因此在這些時期內國內代理公司所代理

的西洋音樂類型多半為以電子樂器為主軸的 new wave、megastar 巨星的唱片、

電影配樂等，為日後西洋音歌手或合唱團來台演出鋪下了市場基礎。1988 年，

政府也開始開放國外熱門團體來台12（曾慧佳，1998:206）。 

 

  到了 1980 年代末期之後，跨國音樂集團跨入台灣的策略則是選擇與代理商合

資（joint venture）、購併（merger & acquisition）、或是成立全新的子公司(branch)

以和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作接觸 (蕭蘋、周昭平，2000)。1992 年立法院通過刑法

100 條修正案、及著作權法修正案，後者對國內出版、視聽娛樂及電腦資訊業有

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是外資進入唱片市場獲得保障。1992 年國內重修「著作

權法」，公佈「大眾傳播事業聘僱外國人許可管理辦法」後，此兩法案對外國廠

商在台投資有所保障，造成外國公司對台灣音樂市場更加重視，紛紛來台設立音

樂公司，如 EMI、BMG 等皆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90 年代開始，諸多跨國公司開始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如：寶麗金、科藝百代、

新力、博德曼、美希亞）；本土大型唱片公司（如：飛碟、滾石、巨石）或是加

                                                       
12 根據何東洪、張釗維（2000），1982 年澳洲團體 Air Supply 即已來台開唱，直到 1998 年共來

台舉辦了 8 次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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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跨國音樂公司，或是將海外發行代理權交由跨國音樂公司處理（李天鐸、葉淑

明，1997）。19 世紀面對跨國公司的整合，流行音樂市場逐漸趨於商業化，唱片

經營也走向企業管理的趨勢。跨國唱片公司擁有比本土唱片公司更強大的資金與

財務規劃能力、更廣闊的發行通路、更多的宣傳預算等。其對台灣唱片結構造成

了極大的改變；他們不僅引入大量資金，也帶來跨國公司在財務控管、人才管理、

產品定位、行銷宣傳上的概念，近一步刺激台灣唱片市場的轉變；為了要吸引消

費者，台灣的唱片宣傳預算也大幅提升（謝奇任，2006:120-121;136-138）。在此

時台灣唱片也引入了跨國唱片的 A&R（artist & repertoire，藝人與廠牌管理 ）制

度，藝人的每張專輯都需要透過企劃包裝，越來越多的歌手透過唱片公司包裝成

了「偶像」，最主要是他們必須具備能夠被銷售（宣傳）的特質，讓消費者願意

掏腰包消費。 

 

  另一方面，外國公司的進入，不僅參與製作本地歌手的音樂專輯，同時也同步

行銷國外音樂產品，並引進國外藝人來台演唱，使得台灣西洋音樂與國際同步流

行，更促使進口音樂帶數激增，形成台灣市場的國際化（曾慧佳，1998:192）。 

 

二、 國際化的音樂人才與音樂風格 

  台灣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來自中國、香港，以及東南亞地區的音樂人

才。李天鐸、葉淑明（1997）指出，由於語言使用與文化的接近性，加上衛星傳

播科技的普及，此區域的傳播市場得以提升至國際化的層次。此區域的最大利基

乃是擁有多達12億5千萬的華語人口，包括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來西

亞等，形成一個華語的區域市場，其中中國更是未來最具發展潛力的市場。因此，

全球各大跨國音樂集團在1980年代後期，即紛紛投入此一市場，運用本身的發行

網路，打破傳統國家的疆界，將各個單一市場融合為一，形成華語區域市場。也

因此不同國籍的歌手可以跨出原有的市場，在台灣、香港、中國大陸、和東南亞

等華語區域發行專輯。根據台灣IFPI統計，從1991到1995年，台灣唱片總銷售量

從3千萬張成長到4千萬張，金額也從57億台幣擴增到89億台幣，成長幅度相當驚

人（謝奇任，2006:129）。 

  台灣的市場規模利益，和中國、東南亞等華文地區的文化親近性，加上豐富的

華文流行音樂創作的 know-how，使台灣成為這些跨國音樂集團的「策略重要性

的特殊地區(strategic importance of specific areas )」，跨國公司為了能擴大經濟規

模並整編本土音樂工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收購本土音樂公司以達所有權的集中。

因此在九 0 年代紛紛，利用併吞、收購、或交割等方式進駐台灣流行音樂界。短

期目標攻占台灣市場，長期經營在於整個華文市場，其含括了中國大陸，以及東

南亞等地（施韻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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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代，跨國唱片公司陸續進入國內市場，但礙於缺乏知名度的歌手、對

是場不熟悉，且培養一位明星歌手非一蹴可幾之事，所以開始重金挖角國內具知

名度的歌手，運用資金的優勢及國外的營運經驗將歌手塑造成明星（曾裕恒，

2008）。為了在全球市場與單一區域市場間取得更好的發展空間，這些跨國集團

相繼提出「本土藝人區域化（regionalize local repertoire）」、以及「本土藝人全球

化（globalize local repertoire）」的策略。相較之下，由於文化或語言的相近性，

目前將本土藝人推廣至區域化發展的做法，在執行上會比較容易。因此，各唱片

集團實際的做法是建立區域性的明星，避免讓區域內的各單一市場相互競爭，削

弱彼此的競爭力（Negus, 1993；轉引自蕭蘋、周昭平，2000）。商業化的目的便

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台灣並非跨國公司的唯一目標。在此種背景下，跨國公

司所尋求的音樂人才並不會僅限於台灣本土地區，而是要能具備「跨疆域」的特

質。 

 

  香港由於本地市場狹小以及 97 回歸中國的的因素，自 1980 年代中期就有歌手

開始進入台灣市場，也促成港台之間地音樂交流（丁寶山，1998；鐘墉，2010）。

尤其是 1989 年香港的「草蜢隊」來台發展成績不俗，更加吸引其他香港歌手紛

紛來台發展（曾慧佳，1998:228）。 

 

1990 年代由於台灣音樂工業國際化，也使得許多公司與外籍歌星簽有合約，

負責並引進該國歌星來台發展，包括若干華裔美人（L.A. Boyz 洛城三兄弟）、日

本歌手（千葉美加、TOKYO D）、新加坡歌手（許美靜）等（曾慧佳，1998:228）。

丁寶山（1998）認為，1990 年代台灣流行音樂受到的外來影響中，不能忽略的

是日本流行音樂和日本偶像劇形成的「哈日」風潮、華美（American Chinese）

歌星返台的離散音樂人認同和世界音樂造成的原住民商業化。 

 

  丁寶山（1998）分析，流行音樂在台灣社會有其文化脈絡，「本土性」也在文

化主導力量的更迭中不斷轉變，從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台灣的鄉土意識、美國

的文化霸權到全球性的唱片工業，這些改朝換代都在進行「本土」定義權的爭奪，

結果造成了音樂中本土原味（originality）的稀釋，導致台灣流行音樂形式上的日

漸「混血化」，也證明了全然純粹本土性不曾存在，台灣的流行音樂自肇始便受

外來的影響（丁寶山，1998:113-114；轉引自鐘墉，2010）。在音樂形式上，90

年以後的國語歌曲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大量混血歌曲的出現；在跨國工業「去中心

化」和「等距視野」的全球化策略下，使得本土流行音樂幾乎與歐美日的音樂潮

流同步，上焉者截取外來音樂的形式特色，包括在樂曲創作上大量溶合國外音樂

類型，並且以此音樂的「跨國混雜」作為唱片宣傳上的標榜（丁寶山，1998）。 

 

  90 年代以後，台灣流行樂面對的不再只是本地流行音樂的相互競爭，而是被

迫得與全球化的、區域化的跨國音樂產品同台競技：既一同競逐台灣音樂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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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預算，也在音樂品質上開始被拿來與各國音樂產品一較高下。同時，早年

彼此區隔的國台語／西洋／東洋音樂市場，在後二者的強勢宣傳則愈來愈融合為

一新的「流行」音樂市場（簡妙如，2002）。ABC 歌手，正好是在 90 年代國際化

與全球化下「跨國混雜」的產物。 

 

  因此，要如何看待 ABC 藝人在台灣流行音樂工業中的位置與意義？顯然地，

台灣的流行文化長久以來不只是受到單一外來國家文化的影響，但在 90 年代台

灣更為開放的狀況下，這些外來文化彼此交錯，台灣吸收這些外來文化的特質，

反形成了屬於自身的獨特流行文化。 

 

第二節、ABC 藝人輝煌的 90 年代 

 

「在他們心中，L.A. 就是美國。」16歲的成員林智文說 

 

~L.A. Boyz 於 1993 年 4 月 5 日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 

  若要探討 ABC 藝人在台灣的發展，則必須從 1992 年來台發展的洛城三兄弟 L.A. 

Boyz 開始談起。根據 2010 年 12 月 19 日東森新聞台「台灣啟示錄」播出的「嘻

哈洛城三兄弟」特輯，80 年代末期，偶像團體在台灣大行其道，當紅的少男團

體有小虎隊、紅孩兒等，走的是模仿日式風格。1992 年，L.A Boyz 也搭上偶像團

體的列車，不同的是在當時台灣一片流行的日系風中，他們以美式風格的街舞、

陽光形象、穿著垮褲、嘻哈路線打入了台灣演藝圈。L.A. Boyz由大哥黃立成（Jeff）、

二哥黄立行（Stanley）與表弟林智文 （Steven）組成，他們從小在美國洛杉磯

長大，舞步以自由的編排，結合美國生活化型態，呈現靈活多變的技巧，在台北

青少年的流行次文化裡，獨樹一幟，如此「饒舌舞風」已帶動市場流行風潮13，

在當時台灣舞廳幾乎都放著 L.A. Boyz 的歌曲。雖然在 L.A. Boyz 之前，台灣已有

歌手在歌曲中加入了 rap 的元素，但嘻哈要為人所知，可以說是從他們開始。 

  他們歌詞中偶爾夾雜的台語（如《閃!》、《跳呼伊爽》），更加拉近了與台灣人

民之間的距離。根據蔡如音（1996）14，L.A.Boyz 的走紅與其發片的時機有相當

的關係。當時正逢台灣選舉熱潮，官員為了拉攏票員便發起了學閩南語的口號，

當時也是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最高峰。因此，L.A.Boyz 的中、英、台語饒舌歌，可

是說是在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時機下推出。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推

行國語運動，閩南語創作空間受到擠壓而逐漸萎縮，國語流行歌曲成為主流（何

康國，2009 年 12 月 9 日）。1980 年代，隨著政治上的解嚴，以及 1986 年民進黨

                                                       
13 王祖壽，〈從"小虎隊"到"洛城三兄弟" 團隊偶像 帶動流行風潮〉，《民生報》，運動天地 11 版，

1992/10/16 
14 蔡如音（1996 年 8 月），〈海外華人摘星夢 Boyz, babes &...＞，《台灣光華雜誌》，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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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黨，加上 1988 年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台灣的「本土思維」開始出現。此

外，在 1993 年，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有關限制方言節目的法律被刪除15，L.A. Boyz

因而得以帶來國、台、英多種語言交雜的新曲風的現象（曾慧佳，1998:186）。 

 

  L.A. Boyz 早期唱片《跳》（1992）、《閃》（1993）是由初期為滾石舉辦演唱會的

子公司真言社所製作。根據簡妙如（2002），在音樂風格上，真言社與《抓狂歌》、

水晶唱片接近，皆融合西方搖滾、饒舌及流行舞曲、甚至是藍調、以及部分本土

曲調融合後的新創作；編曲層次豐富，但更注重流行感。在歌詞及演唱語言方面，

也多以台語／閩南語，甚至台語、英語夾雜的搖滾、街舞饒舌歌。在專輯企劃方

面，則是以主流企劃的方式來製作並加以包裝及宣傳。其中以林強《向前走》為

代表，帶領一股「新台語歌16」風潮。「新台語歌」起初以批判社會、政治問題和

土地關懷為主，然而後續的「新台語歌」在商業手段的運作下，多半只截取西方

音樂中的外在形式，單純將它成為一種消費性音樂類型，而刻意剔除了這些外來

音樂類型中原本所具有的社會意涵。「新台語歌」回應了 80 年代後期以來，正在

劇變的台灣政治氛圍，亦即「本土化」的覺醒—解除了對台灣意識的壓抑。此外，

青少年、知識分子對新台語歌的肯定，以及後續種多國語歌手的加入，使得新台

語歌也另成一種「時髦」，帶來美式舞曲的 L.A. Boyz 便是其中的代表（丁寶山，

1998；簡妙如，2002）。 

 

  L.A.Boyz 帶進的 Rap 和 Hip Hop 的舞曲，源起於美國街頭青少年次文化；當時，

在大人眼裡「叛逆」與「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們與志同道合，同樣不被理解的伙

伴們藉著自創的一套舞技及饒舌技巧抒發心中的鬱悶（蔡如音，1996）。而這樣

的叛逆本質，來到台灣已作適度地刪減。根據 1993 年 4 月 5 日他們接受美國洛

杉磯時報的報導17，在當時，台灣正逐漸在國際場合中露面，L.A. Boyz 雙重文化

的氣息便吸引了在這階段成長的青少年世代。在音樂方面，L.A. Boyz 刪去了嘻哈

的憤怒與反叛的語言，因為這些較不容易被當時台灣青少年所理解，因而加入了

較含糊、具有活力的語言氣息取代之。L.A. Boyz 健康、陽光的形象也容易被台灣

人民所接受。報導中接受訪問的黃立成說：「我們就像模範一樣」、「我們就像會

跳舞跟 rap 的好學生，而且我們說台語。」台語造成了他們與台灣人之間的親切

感，加上媒體不斷報導他們的好學，不僅青少年對他們著迷，家長也抱著「L.A.Boyz

代表了一個美好的少年模範」的這種認定而不加禁止（蔡如音，1996）。 

 

                                                       
15 1976 年 1 月 8 日公布的廣播電視法，其中第二十條條文內容為：「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

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例，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何貽謀，民 81，p.200；

轉引自曾慧佳，1998:129） 
16 「新台語歌」意指的是與原有通俗閩南語歌曲不同的新台語歌謠，或是帶有西洋音樂身影、

但已本土化的台語搖滾（李坤城，1994；轉引自簡秒如，2002）。 
17 Ashley Dunn (April 05). Rapping to a Bicultural Beat : Dancing Trio From Irvine--the L.A. 

Boyz--Scores a Hit in Taiwan. Los Angel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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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六年間，L.A Boyz 共發行了 10 張專輯，前三張專輯的主打歌多為羅百吉

製作，當時是走電子舞曲風，後期則有陶喆協助製作，加入了 R&B、New Jazz

的元素，如《金斯頓的夢想》。還在 1995 年拍了一部由柯受良執導的電影《摩登

共和國》。L.A Boyz 雖然在台灣大紅大紫，但當時三人的個人特色並不明顯，直

到三人單飛後，各自的特色才突顯出來。 

 

  L.A. Boyz 的成功也激勵了許多對演藝事業懷抱夢想的華裔青年來台發展，許多

唱片公司也開始注意來自海外的潛力新星，如 A&C 隆兄弟、周葆元、李玟等。

1996 年 6 月 1 日的聯合報以「歌壇添加異國風味 沾海外關係的光 青春偶像紅

不讓」為題，描述了當時想在台灣流行歌壇占有一席之地，歌手們或多或少都必

須具備一點異國背景。報導中進一步指出，文化優勢又親切又神秘有點炫又不會

太炫而在美、日、港的流行長期宰制台灣青少年次文化的基礎下，青少年普遍認

為來自美國、日本或香港的東西是比較「炫」、比較 fashion 的，因此只要與美國、

日本或香港沾上邊，自然比較優越，值得崇拜。然而這樣的崇拜其實是片面的。

在洛杉磯時報的訪問中，提到了 L.A. Boyz 選擇以 L.A 為名，是因為他們認為台灣

人不曉得 Irvine（L.A. Boyz 成員從小生長的地方）在哪裡，也因此林智文才會在

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說：「在他們心中，L.A. 就是美國。」唱片公司也利用了

台灣人片面的認知，販賣 ABC 藝人的異國氣息。 

 

  唱片公司將 ABC 塑造成青少年崇拜的對象還有藉由強調他們的學歷與得天獨

厚的實力。在 L.A. Boyz 之後陸續進入的 ABC，較為成功的有李玟、王力宏、陶喆

等。1994 年出道李玟不僅以黑人靈魂式唱腔著稱，還有念醫學院的背景。1995

年王力宏以「優質偶像」的形象出道，不斷強調其美國知名音樂學院的背景以及

他的音樂才華。1997 年出道陶喆念過 UCLA 的背景，再透過他早期替台灣藝人製

作膾炙人口的歌曲，將他打造成「R&B 教父」，引薦他出道的知名製作人王治平

更表示「我很少看到美國長大的小孩，可以像他這麼有禮貌又懂得人情世故的，

尤其是他對父母的孝順」（DavidTao.com，無日期）。似乎所有的優點都在這些 ABC

身上可以看到。公司不只把他們打造成實力與偶像兼具，還是「品學兼優」，值

得崇拜的偶像18。 

 

  L.A. Boyz 以美式電子舞曲與嘻哈音樂在台灣的成功，也帶動了其他的 ABC 同樣

以舞曲曲風在台發展的嘗試。如曾為 L.A. Boyz 製作前三張專輯，後來以電音舞

曲著稱的羅百吉、以及由 L.A. Boyz 引薦的 Babes 等。然而，ABC 藝人後來反而是

以 R&B 著稱。90 年代中後期 R&B 在台灣開始流行，至今仍是主流。R&B 起源於

二、三○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種族歧視情形十分嚴重，而地位較低下、貧窮的

黑人族群便把帶有憂鬱曲調的藍調（blues）加重節奏、吶喊與即興的元素後，

                                                       
18 1994 年出道的羅百吉雖然也展現了其創作才華，卻因為負面新聞不斷（離婚、疑似吸毒），在

演藝路上並不如這幾位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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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了「節奏藍調」（R&B: Rhythm and Blues）（翁嘉銘，2007 年 3 月 21 日）19。

國際天王巨星 Michael Jackson 風靡全球，對 R&B 樂風的流行貢獻很大，但翁嘉

銘指出，1993 年 Michael Jackson 來台演唱，當時台灣只對他的月球漫步、臉部

手術和舞台的煙火秀等等表相感興趣，對 R&B 的興起毫不敏感。隨王菲（當年

叫王靖雯）唱片的大賣，帶來一陣歐美另類樂風的流行。R&B 要在台灣成為風潮，

還是要等到新興的哈日風潮來襲： 

 

台灣深層的殖民地性格，在流行文化上至今未變，而且是二手殖民。美國→日本

→台灣，總是如此的順位，少有突變。安室奈美惠、宇多田光等日本天后在台風

靡，為台灣的 R&B打下了雄厚的消費層；緊接著順子、陶喆、王力宏、李玟等旅

美藝人回國發展，且紛紛成為天王、天后與王牌製作人，台灣 R&B時代便大勢抵

定了！ 

（翁嘉銘，「R&B 風潮」，2007 年 3 月 21 日） 

 

  在聯合報 2001 年 4 月 7 日的關於亞洲 R&B 風潮的報導中，提及亞系 R&B 歌手

幾乎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特色──年輕、喝過洋墨水、多語發音、能歌善舞，最好還

要有創作能力，以強調全面性的國際觀點 ABC 歌手如李玟、陶喆、王力宏帶起

了一股 R&B 旋風。陶喆更是有著「R&B 教父」的美稱。於是 ABC 自然而成了台

灣流行音樂界 R&B 曲風的代言人。可以看出 ABC 在 90 年代扮演著引入新曲風的

角色，至少是讓這些新曲風廣為流行的要角。陶喆與王力宏更是多次入圍金曲獎

重要獎項，也代表 ABC 對華語音樂圈的影響力。 

 

  長久以來台灣音樂，無論主流或獨立，受到美國文化影響鉅深。這種對美國的

崇敬，也讓台灣社會對那些「從美國回來的」、「喝過洋墨水的」華人總是多了那

麼一份喜好：他們是台灣與國際接軌的最佳代言人。如前所述，這是全球國際化

下當代思潮的產物，亦是跨國唱片公司進駐台灣後對台灣流行音樂造成的影響。

在台灣唱片工業化之後，由於台灣與美國在流行音樂形式上的拉近，使本土流行

音樂更易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不論是國語歌或是所謂的新台語歌，在創作上都

以美國的音樂類型作為追隨的範本，從 80 年代的搖滾樂、鄉村音樂、城市民謠，

到 90 年代所風行的 R&B、hip-hop 等，無一不是美國音樂時尚的再現（丁寶山，

1998）。90 年代開始出現的 ABC 歌手以美式曲風為特色，他們的音樂從 L.A. Boyz

時代便可看出的是，曲風新潮，歌詞卻去除了批判性。ABC 歌手符合了主流市場

的需求，一方面成為當代外國流行文化的引入者，一方面又透過「全球在地化」

的方式，藉由國、台語歌詞得以與當地「接軌」。這也符合了台灣流行音樂文化

所具有的「混雜性」特質。 

 

  然而，重要的是，在跨國集團進駐台灣的背景下，跨國公司並不把市場單獨聚

                                                       
19 取自翁嘉銘部落格 http://blog.chinatimes.com/wonwon/archive/2007/03/21/154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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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台灣上。Frith（1998）指出，跨國唱片集團或本土藝人為了迎合大眾的、區

域化、甚至全球化的音樂市場，專輯製作的元素和音樂風格不會強調其根源或本

土性（轉引自李天鐸、葉淑明，1997）。在流行音樂之全球化過程中，跨國音樂

公司不斷地高喊「音樂無國界」口號，傳達的訊息是：台灣流行音樂無法置身局

外，必須面對全球化的浪潮（李天鐸、葉淑明）。由於 ABC 本身具有的流動文化

與身分特性，讓他們成為唱片公司積極栽培的資源。然而這些嘗試是否成功？以

下將介紹 ABC 藝人在跨國資本流動下向國際擴張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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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千年後的 ABC 歌手 

第一節、向國際發展的 ABC 藝人 

 

  跨國公司進入台灣流行音樂市場後，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培養旗下歌手。其中

李玟與王力宏皆為新力音樂從其他唱片公司挖角而來的 ABC 歌手。與新力音樂

直接簽約的藝人，因其本質與曲風較偏向西方取向，因此所選擇的合作的製作人

也多考量這樣的特質。如新力歌手李玟的專輯《今天到永遠》（1999）製作人便

包含了來自台、美、英、港、韓五個地區的製作人，以強調其國際曲風與特性（蕭

蘋、周昭平，2001）。跨國公司代表的是跨國資本與資源。跨國公司讓隸屬於同

一旗下不同國家的音樂人有機會交流，甚至在國際場合露面。如李玟在 1996 年

加盟新力後發行第一張專輯《CoCo 李玟》就請來席琳狄翁的製作人 Hberto Gatlca

擔任混音製作，以及瑪麗亞凱莉的搭檔Walter Afanasieff為其英文專輯量身作曲、

1997 年李玟進軍香港，發行第一張粵語專輯、1998 年擔任法國世界盃足球賽指

定的亞洲區代言人、為迪士尼《花木蘭》獻唱國語版主題曲，1998 年下半年購

是直接與美國新力公司，直接進軍美國市場。在李玟加盟新力之際，就可看出新

力亟力將李玟打造成國際級的歌手。李玟在新力的第一張專輯，不論是在造型上、

曲風的編排，都比先前舊東家現代派時更為前衛、多元；專輯的製作群也可能來

自世界各地。 

 

  在全球流行音樂界若要占有一席之地，最快的方式就是打入美國市場。一直以

來，美國都是各個國家亟欲打入的版圖。在亞洲，李玟可以說是其中的先驅，然

而，如同本文一開頭所述，美國的排外特性，讓外來者難以進入。 

 

  新力亞洲區總裁 Denekamp 認為，亞洲流行音樂藝人會從傳統的「偶像歌手」

類型，逐漸趨於偏重「創作型歌手（singer/songwriter）」（Clark-Meads，1998；

轉引自蕭蘋、周昭平，2001）。另一位 ABC 歌手王力宏，1995 年發行首張專輯《情

敵貝多芬》，以「陽光男孩」、「優質偶像」的形象出道。直到 1998 年加盟新力，

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公轉自轉》便獲得了隔年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以及「最

佳專輯製作人」兩項大獎，自此王力宏的創作能力才開始被注意。新力唱片的目

標是要打造王力宏在國際上發展成全方位的藝人，長程的規劃是推向國際性的音

樂舞台。王力宏在加入新力後，也獲得許多與國際級知名音樂合作的機會。在王

力宏發行《公轉自轉》前，公司先安排王力宏與柯以敏合唱電影《蒙面俠蘇洛》

中文版主題曲「我用生命愛你」。2002 年為電影蜘蛛人亞洲版主題曲「Like A 

Gunshot」擔任製作人兼主唱。 

 



 

16 
 

表 一、王力宏與跨界音樂人合作 

 

發行日期／ 

專輯（EP）名稱 
合作對象 合作曲目 備註 

1999/06/09 

《不可能錯過你》 
葉加瀨太郎（日本） Julia、流淚手心 小提琴伴奏 

1999/12/22 

HappinessX3 

LonelinessX3 

（公益單曲） 

小室哲哉（日本） 

小胡立歐（西班牙） 

Sheilae（美國） 

HappinessX3 

LonelinessX3 

王力宏參與中文

版編曲、主唱 

2000/06 Lara Fabian（美國） Light of My Life 合唱 

2003/12/03 

《12 月の love 

song》 

Gackt（日本） 12 月の love song 
王力宏參與歌詞

創作、合唱 

2005/04/08 

《At Last…The 

Duets Album 愛情

協奏曲(雙ＣＤ亞

洲藏愛版) 》 

 

Kenny G（美國） 

The One And Only

唯一 

Kenny G 薩克斯

風伴奏，王力宏

演唱 

2005/06/10 

임정희 

《Music is My 

Life》 

Lim Jeonghee（韓國） 자유(freedom) 王力宏製作 

2005/12 

《蓋世英雄》 
歐陽靖（美國） 蓋世英雄 rap：歐陽靖 

2005/12 

《蓋世英雄》 

Rain、Lim Jeonghee 

（韓國） 
完美的互動 合唱 

2006/04/19 

《蓋世英雄》日文

版 

聖堂教父（日本） 

愛にゆこう / 朝

愛而去（Forever 

Love 日文版） 

歌詞：安岡優（聖

堂教父） 

合聲：聖堂教父 

2006/10/06 

《Duets An 

American Classic》 

Tony Bennett（美國） I Ruled The World 合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方面，新力安排王力宏與國際知名音樂人合作的機會，另一方面，新力積極

拓展王力宏的事業版圖。2000 年 ，王力宏開始往香港發展，先後在香港拍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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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電影：《煙飛煙滅-無煙草》（2000 年）、《雷霆戰警》（2000 年）、《拳神》（2001

年）。並於 2000 年發行《每天愛你廿四小時》廣東 EP。 

 

  2003 年，王力宏正式在日本出道，並受到日本新力的大力賞識。日本最具權

威的「Oricon（公信榜）雜誌」和最大的衛星頻道情報誌「WOWOW」不約而同

報導，王力宏是「繼金城武之後，進軍日本的大型亞洲藝人！」及「繼金城武之

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亞洲男藝人！」（新力音樂網站，2003 年 4 月 24 日）。並

在日本參與了兩部電影：《Moon Child》（2003 年）、《日正當中的星空》（2006 年）

的演出。王力宏先後在日本發行了三張單曲、兩張專輯： 

 

表 二、 王力宏在日本發行的專輯／單曲 

 

發行日期 專輯名稱 發行公司 

2003/04/16 
たった一人の君へ/ラス

ト・ナイト（單曲） 
SonyMusic Japan 

2003/04/23 ジ・オンリー・ワン（專輯） SonyMusic Japan 

2003/10/1 愛の奇蹟（單曲） SonyMusic Japan 

2004/04/21 Dream Again（單曲） SonyMusic Japan 

2004/06/23 Hear My Voice （專輯） SonyMusic Japan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003 年 5 月發行了第一張日文專輯「The Only One」，就引起日本各界媒體的

注目，更創下台灣歌手榮登日本公信榜單曲第一名的光榮紀錄；力宏發行第三張

單曲「Dream Again」，剛推出就甫獲好評，立刻登上亞洲公信榜的第 7 名（新力

星聞，2004 年 5 月 20 日）。2004 年 7 月，王力宏一連在日本舉辦六場售票演唱

會，日本新力更幫王力宏規畫好了未來三年的發展計畫，要讓他站穩日本歌壇。 

 

表 三、 王力宏在日本舉辦過的演唱會 

 

演出日期 演唱會名稱 演出地點 

2004/07/16~ 

2004/07/21 

First Japan Tour 2004 

Hear My Voice 
東京／名古屋／大阪 

2006/04/18 

『Heroes of Earth/蓋世英

雄』2006 Concert Tour in 

Japan 

愛知厚生年金會館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5%99%E9%A3%9B%E7%85%99%E6%BB%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7%E9%9C%86%E6%88%B0%E8%AD%A6
http://www.sonymusic.co.jp/Music/International/Arch/ES/WangLeehom/EICP-206/index.html
http://www.sonymusic.co.jp/Music/International/Arch/ES/WangLeehom/EICP-2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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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9 

『Heroes of Earth/蓋世英

雄』2006 Concert Tour in 

Japan 

大阪厚生年金會館 

2006/04/21 

『Heroes of Earth/蓋世英

雄』2006 Concert Tour in 

Japan 

東京 NHK 大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李玟和王力宏皆是 ABC 藝人中有在華語地區以外的地方出道的歌手，而他們

所屬的公司新力替他們跨界合作與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新力對兩位的期望地都

是能發展成國際化的歌手。兩者對照之下，李玟是在 2000 年之前便領先一步向

外發展，然而李玟後來是直攻美國市場，王力宏則是亞洲市場。李玟在美國，發

行的是英文專輯；王力宏在日本也將過去受歡迎的華語歌曲重新編曲、翻唱。到

了另一個市場。以李玟的例子為例，單僅靠音樂是難以打進美國的；王力宏進軍

海外市場，皆有配合電影演出，在當時似乎有受到關注，但卻難以持續。 

 

  美國樂界的崇高地位，可以從台灣與日本歌手專程赴美「朝聖／取經」—由美

國製作人錄製專輯，為專輯作嫁，顯示美國錄音技術與人力資源的豐富（李天鐸、

葉淑明，1998）。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長久以來受到不同外來文化的影響，

因此對於外來文化（尤其是美、日）多半持開放歡迎的態度。然而，當台灣歌手

想跨到國外市場時，首先若沒有相關門路要進入很困難的。其次，他們還必須配

合當地的「規則」來走。李玟在美國發行的第一張專輯《Just No Other Way》，專

輯封面，李玟染了一頭金髮，呈現的是女人的風情；專輯全面由美國知名製作人

製作，呈現了這張專輯的格局是十分「美國式」的。即使有著在美國長大的背景，

身為亞洲人的她，還是要盡力降低她的「亞洲性」： 

 

在加州長大的李玟，舉手投足間，洋溢一股濃濃的「西岸味道」。她自己掛名當

執行製作的英文唱片，有六首歌是去年夏天在紐約錄音。李玟說，她的臉一看就

是個亞洲女孩，但她希望美國聽眾不要當她是一個「會唱英文歌的中國人」，她

的目標是當一個「很會唱歌的美國人」20。  

 

                                                       
20 曾慧燕，〈李玟 接受芭芭拉華特絲專訪〉，《聯合報》，影視廣場 26 版，2000/03/1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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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李玟《Just No Other Way》專輯封面 

 

  王力宏的策略顯然是從經營亞洲出發。王力宏的外型符合日本人的喜好，然而

到了日本，王力宏還是要發行日文單曲跟專輯，所有的歌都要重新編曲，變的較

「日本化」。顯然地，這些 ABC 歌手，即便在華人區域獲得廣大歡迎，然而當要

跨出這塊區域時，他們還是得如新人一般從頭開始。即便公司給與廣大資源讓他

們有在國際露面的機會，但離成功打開海外市場卻總是差了臨門一腳。兩者之中，

李玟逐漸淡出歌壇，王力宏則轉往另一塊版圖—中國大陸。 

 

  Negus（1998:158-163）提到當唱片公司要將非英語系國家的藝人推向國際時，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讓他們不會被聯想到自己原本的國家，而是利用強調沒有口音

的英文，以及國際化的生活方式，來讓人們認定他們是屬於「國際化」的歌手。

Negus 引用了浜田麻里為例，唱片公司先利用她在日本的人氣往台灣、印尼、香

港與新加坡宣傳，讓她在世界各地露面，使她不會與一個特地地區做聯想。但在

浜田的例子中這個策略是失敗了。好萊塢明星似乎「永遠或是早已經」是全球明

星，將合法的外國／他者類別留給邊陲位置的種族、經濟與區域去競爭（蔡如音，

2005）。 

 

  ABC 歌手在 90 年代的台灣歌壇有其一定的重要地位。1960 年代以後的華人移

民，多半是去美國追求他們的「美國夢」。而這些 ABC 模範生，似乎也象徵著美

國夢的完美體現。筆者身為王力宏 10 幾年的資深歌迷，自國中起，這樣的「美

國夢」似乎也在心中發酵著。我幻想自己有天能像王力宏一樣，說一口流利的英

文，於是我立志大學要就讀外文系，而出國，也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這樣的美

國夢，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明確的地區，而是美國的象徵意義。美國象徵著美好、

先進、前途，有喝過洋墨水回來的，似乎就高人一等。台灣流行音樂界也有這樣

的美國夢，所以引入美式曲風就是新潮、所以李玟才會去美國發展。諷刺的是，

這些華裔美國人雖然在美國成長，但許多美裔華人選擇到台灣來一圓摘星夢，乃

是由於在美國華人多以理工、科學、醫藥界為主，鮮少從事藝術行業（蔡如音，

http://image-7.verycd.com/08f21ff0524382a4cb04c7f49b5dc43a61012/img4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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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他們在美國被視為「模範少數」（model minority），所以對演藝事業有興

趣的 ABC 們，必須先回到亞洲來發展事業，等到有一定成就時，才有機會去追

求他們的美國夢。 

 

  Shin（2009）對韓國明星 Rain 前往美國發展的研究指出，Rain 在 2004 年向美

國發展後，便從區域性的「Korean pop」轉向全球化的「Asian pop」，Rain 的形

象是較為美式的。即便在美國被視為「亞洲性」的歌手，但回到了亞洲，他們便

成為「全球性」的歌手。因此，亞洲藝人到美國發展也可視作一種提升自身層次

的策略。本節回溯了同樣立屬於新力音樂下的兩位 ABC 歌手—李玟與王力宏的國

際化策略。根據蕭蘋、周昭平（2002），新力音樂集團經營藝人的信念與策略原

本即是「讓明星變成巨星（making the big even bigger）」，如同現今我們看 CoCo

李玟，我們會認為她是「國際天后」，而非華語區域性層次的歌手可以比擬的；

王力宏則是頂著多項金曲獎項的光環，讓他偶像實力兼具，再向外繞一圈之後，

「天王」的地位便得以鞏固。 

 

第二節、2000 年後…新一代的 ABC 代表？ 

  透過先前檢視過去唱片公司對 ABC 偶像的宣傳，我們可以看到 ABC 歌手們所

具有的優越位置，這樣的形象深植在台灣人民心中，使我們對 ABC 有某種程度

上的傾慕與幻想。ABC 歌手在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地位與優勢，可以說是唱片工

業操作下所建構出來的形象，導致了 90 年代開始的 ABC 熱潮。綜觀而言，可以

將唱片公司打造出來的「ABC 優勢」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人脈關係上的優勢。由

於他們早期就移民至海外，因此人際關係的仰賴一向是他們所採取的一種方式。

翁愛華（張曉萍、賀迎楓譯，2009）認為在談論海外華人文化時，往往會提及「關

係」問題。「關係」是由於歷史原因而形成的親屬關係和族群凝聚力；「關係」存

在有益於家族生意的連繫，促進家族財富的積累。以王力宏為例，他的表叔李建

復是知名的製作人，陶喆則出身於演藝世家，父親為早期台灣歌手陶大偉，母親

為京劇名伶王復蓉，其透過製作人王治平的引薦開始到台灣音樂界參與製作。許

多 ABC 歌手便利用人脈關係上的優勢，順利的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第

二種是文化背景上的優勢。由於他們自小接受美式文化洗禮，當我們看到 L.A. 

Boyz，被冠為「嘻哈始祖」、陶喆則被稱為「R&B 教父」時，代表著 ABC 歌手們

被打造為更「原汁原味」美式音樂文化的代表人物，李玟之所以能夠被選為進軍

美國市場的代表，也是因為 ABC 的身分、語言與音樂風格上的優勢，這其實是

唱片工業對某種音樂風格的建構。然而，這一切我們卻常將之視為過於理所當然，

而忽略了並非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海外移民都如螢光幕前的 ABC 藝人般得天獨

厚。 

 

  為何唱片公司會對 ABC 歌手有如此的建構，又為何我們會接受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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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當時唱片工業的發展局勢與台灣人民對美國崇拜交織下所形成的產物。筆者

在第十頁曾提及對 1980 年代起流行音樂「西化」的論述（曾慧佳，1998:206），

然而台灣流行音樂的西化或許在更早時期就發生了，卻要透過 70 年代民歌、80

年代工業化、90 年代國際化的歷史分局將之正當化。是不是當我們開始談論「西

化」之際，我們心中便對西化有了某種程度的想像？ 90 年代正值台灣唱片工業

力圖與國際接軌之際，這些 ABC 歌手代表了外來文化與本土的完美結合，這樣

的結合在當時是新奇的，他們不僅滿足了我們台灣人民內部的想像，在經濟上來

說更可以外銷。就台灣社會而言，我們並未真正被美國殖民過，但由於冷戰時期

的美國金援，與國民政府遷台後親美反共的策略，美國似乎不需真正存在於台灣，

卻早已充斥在台灣人民的心中，這是一種無形的依賴。外表是黃皮膚，卻戴著白

面具的 ABC，經常被戲稱為「香蕉」，卻也隱含了 ABC 歌手這種產物的出現，其

實是一種後殖民主體的文化建構。從語言的位階上來看，英語總是高人一等，就

連 ABC 歌手說著有口音的中文，也顯得高尚許多。 

 

  但在2000年後這樣的優勢還存在嗎？筆者透過檢視90年代至今的報紙資料庫

搜尋來台發展的 ABC 歌手，交叉比對下整理如表四： 

 

表 四、 來台發展的 ABC 歌手一覽表 

 

名稱 
出道時期 

（以第一張專輯發行年為基準） 
備註 

L. A. Boyz 1992-1997 波麗佳音 

周葆元 1993-1996  

吳大維 1993-1995 
SONY BMG 

出過兩張專輯 

羅百吉 1994 1994 第一張專輯 

李玟 1994  

Babes 1995-1997  

   張瑞哲 1995  

唐文龍 1995  

王力宏 1995  

A&C 隆兄弟 1996  

徐家揚 1996  

李傑聖 Jason 1996  

陶喆 1993 1997 第一張專輯 

順子 1997 

魔岩 (1996-2000) 

科藝百代 (2001-2003) 

種子音樂 (2003-2006) 



 

22 
 

Top Twins 

（詹姆斯&史恩） 
1997  

何潤東 1998  

三片吐司 1999 

出過一張單曲「早餐要吃」 

成員：蔣偉文、姜冠豪、艾

力克斯 

黃立行 2000  

范瑋琪 2000 福茂 

Beauty. 4 2000 
茱兒是台灣人，貝兒是

ABC、恩琪和艾莎是美國人 

吳建豪 Vaness 2001  

Tension 2001  

孔令奇 2001  

潘瑋柏 2002  

許慧欣 2002  

殷悅 2003   

陳嘉唯 2003  

Machi 2003-2005  

蜜雪薇琪 2004-2008 

Michelle（加拿大）& Vickie

（美國） 

新力博德曼 

楊家成 Jeremy 2004  

黃崇旭 Witness 2005  

許嘉凌 Ivy 2006  

楊韻禾 (Machi) 2007 2007 發行個人專輯 

王若琳 Joanna 2008 
Sony BMG 

王治平之女 

袁詠琳 2009 

台灣杰威爾音樂 

周杰倫師妹 

創作女歌手 

劉子千 2009 劉家昌之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四可知，在 2000 年後陸續有 ABC 新血加入台灣流行音樂市場。2000 年初

期，也有許多以國外留學背景回來的歌手，他們的歌路曲風都和 ABC 歌手的包

裝相似，外文系背景的蔡依林，更常被抨擊說話故意學 ABC 的腔調。此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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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背景的蕭亞軒、美國留學背景的團體 B. A. D.等，歌路大多以 R&B 為主。

當時西洋男孩團體「新好男孩」、「西城男孩」掀起熱潮，台灣也有幾個男孩團體

出現，其中 2000 年出道的合聲團體 B. A. D.是三個在美國留學的男孩參加華人歌

唱比賽被挖掘，由 L. A. Boyz 的前經紀人劉瑋慈一手打造，音樂類型包含抒情、

R&B、舞曲等21，連續三屆都入圍金曲獎最佳重唱組合，並在第一次入圍就獲頒

最佳重唱組合獎。當時期待能再創台灣男孩團體熱潮，然而銷售成績不如預期，

在發行了五張唱片後便解散，如今僅剩團員阿 Ben 仍在演藝圈活躍。2000 年的

Beauty. 4，由於經紀人有意組一個「聯合國」面孔的團體22，則是由一個台灣原

住民、一位 ABC 與兩個美國人組成，與 B. A. D.同為唱片公司 EMI 旗下藝人，走

的也是美聲團體路線。當時唱片公司也曾寄予厚望，並將之與英國「辣妹合唱團」

比。EMI 表示，就是要把「Beauty. 4」做成「台灣辣妹」，她們從台灣出發，但很

快會安排她們邁向國際流行音樂舞台23。然由於團員未來規畫不同，2002 年團體

成員就改組成「甜心 Beauty. 4」，於 2004 年發行一張專輯後亦消聲匿跡。 

 

2001 年由陶喆帶領的子弟兵 Tension 中都有在國外成長或留學的背景，其中有

兩位成員是 ABC，走的是美聲團體路線。在發行四張唱片後，團員陸續單飛發展，

團員 Jimmy 也參與多部電影戲劇演出。2004 年由包小松、包小柏一手打造的 2

人女子歌唱組合蜜雪薇琪可以說是新生代 ABC 團體組合的最後一棒，是由加拿

大籍的 Michelle 與美國籍 Vickie 組成，其中 Michelle 是美國柏克萊音樂學院背景

畢業。在發行四張專輯後，由於成員 Michelle 結婚後逐漸淡出演藝圈，目前僅剩

Vickie 偶而出現在螢光幕前。 

 

  2000 年初期，仍有唱片公司將 ABC 歌手以團體形式出道的嘗試，並且多以美

聲團體為主，然而最後這些團體發展皆不太成功，成員不是單飛就是轉換跑道發

展。2001 年參與偶像劇《流星花園》演出，以偶像團體 F4 一員出道的吳建豪，

藉由 F4 在亞洲爆紅奠下人氣基礎，算是單飛後較為成功的例子。吳建豪也曾與

韓國前人氣團體 H. O. T. 成員之一的安七炫組成「Kangta & Vanness」，並於 2008

年發行一張專輯《Scandal》。吳建豪與 L. A. Boyz在美國時就是一起練舞的好朋友，

當初也是黃立成的支持下來台發展，吳建豪的姐姐也曾是黃立成引薦的團體

Babes 的一員。在吳建豪的國際後援會網站24下更有 Machi 的專頁介紹，其中分

別介紹了從 L.A. Boyz、Babes，到黃立行、Machi、麻吉弟弟等人的資料，官方歌

迷 BBS25也開設一個討論區為「友達至上 Buddies Area」，內為 Machi / F3 等的討

                                                       
21

 劉衛莉，〈B A 三頻男聲各司其職 三人高、中、低音唱腔搭配完美〉，《聯合報》，娛樂視窗

26 版，2001/01/02 
22 劉衛莉，〈美聲團體興起 仙樂飄飄 「強力重拍」、「BEAUTY.4 」、「TENSION」恰似小小聯合國〉，

《聯合報》，娛樂萬象 29 版，2000/11/07   
23 劉衛莉，〈BEAUTY.4 向「辣妹」看齊二中二西「內在美」大不同〉，《聯合報》，影視廣場 27 版，

2000/11/23   
24 網址：http://www.vannesswu.org/vanness/machi.htm  
25 網址：http://vanness-vifc.org/bbs/  

http://vanness-vifc.org/bbs/forumdisplay.php?fid=52
http://www.vannesswu.org/vanness/machi.htm
http://vanness-vifc.org/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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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消息發佈，可看出吳建豪與 Machi 的關係匪淺。吳建豪也是黃立成開創的麻

吉於樂的股東之一。 

 

  2000 年初期以個人形式出道的 ABC 歌手，較受矚目的則有范瑋琪、潘瑋柏和

許慧欣。潘瑋柏以嘻哈與韓式曲風為主；打著「新少男殺手」口號出道的許慧欣，

更在 2003 年獲得第十四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項，兩者都曾在專輯中翻唱過多首

韓國歌曲（盧開朗，2010）。潘瑋柏可以說是 2000 年後出道的 ABC 歌手中發展

最好的一位，許慧欣後來因為腰傷導致演藝事業沉寂，接著開始往歌舞劇及戲劇

演出發展。至今仍有發展的范瑋琪則是走抒情歌曲路線，ABC 形象並不深刻。知

名製作人王治平的女兒、2008 年出道的王若琳（Joanna Wang），首張專輯《Start 

From Here》文案中，便將她與「西洋的諾拉瓊斯，日本的小野麗莎」齊名。以

中英文雙專輯的形式發行，便博得各方樂界的讚賞。第二張專輯《Joanna & 王

若琳_我愛的 Joanna》也是以中英雙專輯的形式發行，其中主要宣傳的是翻唱老

歌的專輯，另一張王若琳的全創作宣傳甚少。王若琳她在美國和朋友玩音樂累積

的創作能力不是宣傳的重點，賣的不是有口音的中文，而是可以跟外國人唱的一

樣有味道的英文。王若琳的 ABC 身分也從來不是宣傳的重點。 

 

  台灣長久以來就有翻唱韓國歌的歷史， 2000 年後出道的 ABC 歌手專輯中有翻

唱韓國歌曲的比例相當高（整理於附錄二）。其中潘瑋柏、許慧欣、蜜雪薇琪第

一張專輯的主打歌皆是韓國翻唱歌曲。根據聯合報的報導： 

 

韓式、美式界限不是很明確，這也是許多 ABC歌手唱韓式曲風不顯牽強的原因之

一，例如潘瑋柏，專輯裡有不少韓國元素，rap很順，而抒情歌「雙人舞」請來

韓星李多海合拍 MV，全曲充滿韓國 DNA。 

（袁世珮，2010.01.25） 

   

  韓國流行音樂樂評 Seo, Nam-joon（2005）指出，日本統治殖民結束後（1945

年 8 月 15 日），韓國社會價值觀轉變美國流行音樂成為核心，其原因為韓國解放

後美軍駐韓，並將統稱「爵士樂」的西洋流行音樂帶入韓國音樂市場，開始有歌

手作西洋歌曲翻唱（盧開朗，2010）。韓國曲風亦受到美式曲風影響，也因此受

美式曲風影響的 ABC 歌手作為翻唱韓國歌曲是很適合的。 

  

  2000 年初期，唱片公司對許多 ABC 團體的嘗試陸續失敗後，2004 年之後出道

的 ABC 歌手不但人數比例降低，也不再以團體形式出現。美聲團體的出現，可

以看作是 90 年代 ABC 風潮的延續，然而美聲團體卻在流行音樂市場上失敗了。

反倒是韓風為主的潘瑋柏、吳建豪，至今仍有新作品。美式風格是否已經無法滿

足 2000 年之後的流行音樂市場？此外，2000 年後，新生代 ABC 表現顯然不及

90 年代出道的 ABC 歌手，ABC 的風潮似乎開始減緩，這是否代表唱片工業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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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的 ABC 優勢已不具意義了，而唱片公司也不再需要這樣的建構？ 

 

  ABC 歌手被建構出的優勢是否消失，或許可以從 90 年代就開始在華語市場活

躍的王力宏和黃立成在 2000 年後的轉變來判定。和新一波的 ABC 歌手相比，王

力宏與黃立成都嘗試鞏固、擴展自己的事業版圖，替自己創造了新的價值。王力

宏可以算是至今最活躍的 ABC 藝人。出道 16 年，他共發行了 14 張專輯，3 張精

選（見表）。 

表 五、 王力宏發行的中文專輯 

 

發行日期 專輯名稱 發行公司 

1995/12/19 情敵貝多芬 BMG Music Taiwan 

1996/ 8/7 如果你聽見我的歌 福茂唱片 

1996/ 12/27 好想你 福茂唱片 

1997/7/18 白紙 福茂唱片 

1998/8/12 好力宏 福茂唱片 

1998/ 8/21/ 公轉自轉 Sony Music Taiwan 

1999/ 6/22 不可能錯過你 Sony Music Taiwan 

2000/ 6/5 永遠的第一天 Sony Music Taiwan 

2001/ 9/27 唯一 Sony Music Taiwan 

2002/10/4 95-02 新歌+精選 王力宏的

音樂進化論 

Sony Music Taiwan 

 

2003/10/15 不可思議 Sony Music Taiwan 

2004/12/31 心中的日月 SONYBMG Music Taiwan 

2005/12/30 蓋世英雄 SONYBMG Music Taiwan 

2007/7/13 改變自己 SONY BMG Taiwan 

2008 /12/26 心·跳 SONY MUSIC Taiwan 

2010/8/12 十八般武藝 SONY MUSIC Taiwan 

2011/09/30 火力全開新歌加精選 SONY MUSIC Taiwan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003 年，由 L. A. Boyz 的大哥黃立成所帶領的嘻哈團體「Machi」，化身為台灣

人的「麻吉」，再一次造成了嘻哈熱。 

 

表 六、 Machi 發行過的專輯 

 

專輯發行日期 專輯名稱 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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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麻吉限量加值版 MACHI 華納唱片 

2004 第貳樂章 華納唱片 

2005 超人 華納唱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有趣的是，這兩組 ABC 歌手在兩千年後都各自透過音樂探討自己的身分認同，

並且都創造了不同於「ABC」的新身分。王力宏化身為「龍的傳人」，MACHI 則

宣稱自己是「台灣之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又為何他們會做出不同身分

認同的宣稱？2000 年後新一代 ABC 歌手的沒落，以及 90 年代就出道的 ABC 歌手

所面臨的轉型，是筆者對此議題產生興趣的原因。這些 ABC 利用音樂所處的社

會文化脈絡與家鄉文化懷想結合，在本國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建立本身的文

化空間（鐘墉，2010）。然而，也在此時，他們的國籍問題成了被攻訐的箭靶，

無論是標榜自己為龍的傳人還是台灣之子，他們的「美國身分」時常受到台灣民

眾的質疑。然而，應該以何種理論角度去分析 ABC 歌手的身分表演？在過去的

文獻中最常被提及的是「離散」的論點，但是離散應用在本研究中卻可能對 ABC

歌手的市場行為產生誤解，因此筆者採取「彈性公民權」的概念來解是 ABC 歌

手的彈性身分展演。 

 

第三節、「離散」概念應用在 ABC 歌手上的問題與「彈性公民權」 

 

  「離散」（diaspora）一詞原指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之後流散四方，不過，後來

「離散」被廣為應用，如今形容任何種族在各種環境下（放逐、奴役，尤其是近

年來經濟動機的遷徙）而向全球各地流散的情形（Andy Bennett 著、孫憶南譯，

2001:235）。從流行音樂上來看，跨國性的「離散」正是音樂形式之所以產生混

雜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充分的表現在英美流行音樂的豐富形式上，像是 Jazz、

Soul、R&B、hip-hop 等音樂形式皆與非裔美國人的音樂文化有關，而美國東南岸

的 Miami Sound 是由中南美洲移民所發展出來的音樂形式，英國的 punk 則是由

英國黑人將源自牙買加（Jamaica）的雷鬼（reggae）與搖滾樂加以融合的結果；

由此看來，族群「離散」的狀態確實造成了流行音樂的混雜，這些海外移民利用

音樂形式的融合而將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家鄉的文化懷想進行結合，在本國和

西方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建立本身的文化空間（丁寶山，1998）。 

 

  綜觀國內過去探討流行音樂的論文中，「離散」是在講述華裔美籍歌手來台發

展時常會提到的概念。丁寶山（1998）認為華裔美人的「離散」聲音強化了台灣

與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結，鐘墉（2010）也提及華裔美人的離散經驗在回台發展後

表現在流行音樂上的式融合了西洋曲風的中文歌曲。張小虹（2006）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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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yz 的 ABC 文化路徑學，啟動的乃是多重的「離散文化」（diaspora culture），

包含了嘻哈文化的「離散」─美國後工業時代都市的邊緣與移民族群的離散認同，

集結了非裔美國人，波多黎各裔（Puerto Rican）、牙買加裔（Jamaican）、西班牙

裔（Hispanic）等非白人的邊緣族群記憶與反抗意識（Gilroy）──以及華文文化

的「離散」，讓九○年代台灣「再地引述」的「嘻哈文化」總已被華裔美國化，

也讓九○年代台灣「再地引述」的大眾「華裔美國文化」總已被嘻哈化。 

 

  這裡要提到的是「離散」作為用來分析 ABC 是否適用的問題。首先，國內學

者多以「華裔美人」（Chinese American）來指涉這些歌手。然本文以「ABC」

（American-born Chinese）來稱呼，實是考慮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對這些歌星

的投射。筆者搜尋國外關於華美離散的相關文獻，發現多為探討「華裔美人」在

美國的脈絡，而非回到其父母原生地的故事（Su，2010）。 

 

  嚴格意義的「離散」，多涉及大規模的族群遷徙。因著「族群遷徙」而衍生的

錯綜政治、交雜文化以及曲折歷史，是這個詞的核心意義（楊嵐伊，2010:85）。 

李歐梵（2005:13）認為廿世紀末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研究的理論界大談所

謂「離散社群」（Diaspora），卻往往把它設在一個「後現代」和「後殖民」的環

境中討論，甚至和「全球化」拉再一起，毫無歷史感可言。Su（2010:11）指出

離散這個概念難以順利從一個特定領域運用到另一個領域中；作為一個詮釋性的

概念，只有放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情況中脈絡來看，「離散」一詞才能變

成具有洞察力、有影響力的概念。加上「離散」的概念並不能回答本文欲探討的

問題，由於過往流行音樂相關文獻並未有專門探討 ABC 歌手的研究，即便提及

也多用離散概念，因此筆者欲使用另一概念來解釋將 ABC 歌手放在華語流行音

樂市場中的意義。 

 

  海外華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和文化適應過程中，形成了彈性的習俗和實踐的原

則，其突出表現為一種試圖把移民和資本積累結合在一起的國籍選擇策略。換言

之，彈性國籍的選擇其實深受全球市場狀況的影響（Ong，1999／張曉萍、賀迎

楓譯，2009）。翁愛華討論亞裔主體在全球化導致的經濟文化面貌改變中，有選

擇地參與了東方主義的活動，顛覆了在國際換境下的民族自我和非我的支配概念。

國際經理人和專業人士顯然比旅行者和普通移民擁有更多的物資和象徵性資源，

他們可以按照對他們有利的方式，適應各國的文化差異而靈活地選擇自己的國籍；

然他們所處的環境也並不是完全自由、毫無約束的，而是受民族國家及資本市場

的控制與塑造。在長期的歷史發展和文化適應過程中，其又突出表現為一種彈性

的國籍選擇策略。所謂「彈性國籍」，指透過各種家族的、經濟的規則，藉此規

避或利用世界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而採用的主體本土化策略。 

 

「彈性公民權」是跨國主體以流動且投機的方式因應不同的政經情勢，追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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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於那些允許他們以彈性、流動與再定為因應市場、政府與文化制度的實踐（黃

宗儀，2007:12；Ong，1999:6；賴以瑄，2011）。王愛華（或作翁愛華）的「彈

性公民權」是理解今日全球化跨國主體的新身分及其需求（claims）的關鍵詞。

根據對華人跨國經理階級的研究，王愛華自創「彈性公民權」來指涉：「促使主

體以投機且流動的方式因應不斷變動的政經形勢的文化邏輯，包括資本積累、旅

行、或錯置等等。在這場追求資本積累和社會威望的全球競爭中，主體追求但同

時受制於種種容許他們以彈性、流動、以及重新定位來因應市場、政府與文化制

度的實踐」（1999：6；轉引自黃宗儀，2007：12）。對王愛華而言，國際勞動分

工造成的彈性公民權應被理解為個體與國家及市場協商的結果，而非在無疆界世

界運作的空間實踐（1999：112）。換言之，今日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跨越多重尺

度，既改變了生產、勞動與市場，也產生新的國際分工形式。黃宗儀（2007：13）

認為，今日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跨越多重尺度，既改變了生產、勞動與市場，也

產生新的國際分工形式，認為由此而生的身分想像可稱之為「彈性身分」（flexible 

identities）一詞來分析全球化都會連結衍生的跨國主體想像，用來指涉「專業經

理階級」為主的跨國主體。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權」即是眾多彈性身分之一。 

 

  跨國主體與國家機制的協商產生了大量的意象與符號系統建構。東亞文化地理

學者黃宗儀（2007，頁 21）援引哈維（1989, p. 287）指出，伴隨全球／去疆域

生產組織與技術、消費形式之劇烈變遷與時空壓縮的是因應如此變遷的再現系統，

建構意象與符號系統以積極介入並生產與重塑市場的變動性，文化身分的操縱遂

成為重要手段，以減少介入各地市場時可能遭遇的阻礙（轉引自賴苡瑄，2011）。

筆者認為，ABC 歌手多半有著雄厚的經濟背景，具有較為優勢的文化資源，因此

若使用「彈性身分」來指涉 ABC 或許較為恰當。身為流行音樂市場的一環，因

應不同政經情勢，ABC 歌手也在作一種資本積累。 

 

  本文以從 90 年代開始出道的 ABC 歌手—由 L.A. Boyz 重組的 Machi，以及自創

新曲風、積極經營大陸市場的王力宏為研究對象，觀看他們如何形塑自已的「身

分」，以及事業軌跡。因此，在流行音樂工業之外的政治經濟發展是流行音樂之

所以會形成此種樣貌的前提。明星要能在演藝圈得以生存，必定要有獨特的性格

與特性，並且會透過多種演出來鞏固這樣的形象。 

 

第四節、ABC 歌手的彈性身分展演：尋找軌跡 

 

  根據賴以瑄（2011），Ong（1999, p. 3）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裡，國族國家

與跨國移動者之間不是零合邏輯的二元對立關係，而是國族國家如何論述上與跨

國移動主體構連的問題，Ong 並不同意國家與跨國主體「誰輸誰贏」的研究觀

點，而建議研究者關注跨國主體的移動實踐與跨國移動之所以可能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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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1999, p. 5）指出一條研究跨國活動文化面向的路徑，就是去挖掘出那些形

構移動者跨界行動及國家對應策略的文化邏輯，以及引導這些策略行動背後的文

化意義。Ong（1999, pp. 5-6）並強調跨國移動力量與規範性力量彼此的交互建構，

跨國力量不外在於規範性力量的權力脈絡，而與特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國家的治

理體系─處於緊張關係中。雖然跨國主體善於流動且投機因應不同政經形勢，國

家亦拒絕削弱權力以複雜的手段迎接挑戰（Ong, 1999, pp. 6-7）。彈性公民權的概

念與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與移動投資者（mobile investors）的概念

相關，暗示了公民權的概念應該要在全球經濟的脈絡中與它對不同人群所具有的

的意義範圍下來檢視（Ong, 1993）。由於國家政經情勢的改變會影響跨國移動者，

因此為了解釋 ABC 歌手的身分流動，描繪 2000 年後台灣與大陸間的政經情勢轉

變，乃至於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變遷，是必須的。 

 

  簡妙如（2002）認為，90 年代後期，台灣流行樂界開始走向更為多元化及國

際化，其中之一的特色便是搖滾、迷幻、R&B、「中西合併」等流行樂風的新開

創。 1995 年後由李玟開始，及其後的陶喆、順子等帶起的 R&B 樂風成為主流，

然 2000 年後，R&B 的創作卻由新出現的本地年輕創作歌手周杰倫將其發揮的淋

漓盡致；在音樂上則是「中西合併」式的 R&B、饒舌，以及東方味濃厚的「嘻哈

搖滾」，因而並非完全的美式曲式，並受到廣大迴響。因此，2000 年後市場的需

求產生了甚麼樣的改變？這對 ABC 歌手又造成了何種影響？ 

 

  過去由於數位科技不發達，唱片公司和歌手多半只簽唱片約，然在 1997 年盜

版猖獗後，實體通路銷售受影響，歌手跨界的附加價值開始被唱片公司所正視，

因此，透過歌手本身發展產業價值鏈及類如商品圈的經營模式已成為唱片產銷的

獲利主力。而唱片公司也開始不只簽唱片約，而是「n house artist」或「in house 

exclusive」，也就是推「自家藝人」的簽約方式，並透過類如「商品」之定位、

產製、包裝、廣告、行銷的系統性運作，強化歌手／唱片的知名度，以創造更大

的市場價值（林富美，2006：297）。王力宏自 1999 年加入 SonyMusic 後，便一

直待在 SONY 門下，後來甚至將全經紀約簽給 SONY，在簽給 SONY 的 13 年中，

王力宏順利打入中國市場，並為索尼帶來了 50 億的產值。經過了 13 年的基礎，

王力宏選擇在 2010 年自立門戶，將經紀約轉移到自開的公司「宏聲音樂」。 

   

  Machi 的資源，除了團體 Machi 原屬唱片公司華納外，Machi 則是透過自身的

網絡，去打造並推廣所謂的「Machi 概念」，就如同在 Machi 以團體形式出道時

就介紹的： 

 

【machi】是一種肝膽相照、互助互挺的朋友關係。 

【machi】是一種互相的激勵，也是一種共同的分享。 

【machi】的成員，便是這樣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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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的音樂便是這種精神。 

 

  團體 Machi 團員經歷了三代的更迭（見圖四），從唱片公司的角度，華納唱片

表示，MACHI 其實是以 JEFF、小胖子、肯尼及愛德華四位團員為主體，林智文因

課業相當忙碌，當初成立 MACHI 時，就是以「插花」的身分出現，就像吳建豪、

黃立行、MACHI 弟弟一樣，也是有空就會來湊一腳（林佳宏，2004 年 6 月 25 日）。

黃立成認為，只要是他的「麻吉」，都是 MACHI 一員，所以團員來來去去，沒有

固定的人數，有事就告假，有閒就來湊熱鬧。對黃立成來說，MACHI 是他和兄弟

（companion）一起玩音樂的公司（company）26，因此「MACHI」本身的組成與

意義就是相當彈性的。 

  在解釋 ABC 的跨國移動條件後，本文試圖透過描繪王力宏、MACHI 兩組 ABC

藝人的事業軌跡來探究其彈性身分的建構與跨國資本的累積，讓自己不只是

「ABC」，而在何種情況下，他們的「ABC」身分又會被提出來。此外，兩者在「彈

性身分」上的使用又有何不同？ 

  

  林富美（2006：239）曾經就明星的品牌打造進行探討。明星的宣傳工作主要

針對藝人個人特質與天分，不斷的增加藝人這個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價值。演藝圈

以名聲為基礎的行銷策略，透過長期曝光建立個人形象特質，使得文化消費者能

夠漸漸形成一種名聲忠誠度。藝人透過相關產品的銷售取得市場的換價值，此種

交換價值是唱片公司不能奪走的，故如何善用歌手象徵價值成為市場交換價值，

成為經營歌手市場關係的重要利基，也是以歌手為商品價值之音樂產業價值鏈的

核心（2006：297）。 

 

  形塑「名人」的明星體系是唱片產製的主要活動，在商品行銷中，「明星」

（celebrity）、「社會」（society）、「情境」（situation）若能有效結合，常能發揮驚

人的社會效果並降低市場的不確定性（曾文志、劉玲君，1995；Fiske, 1992；李

佩真，1998；楊慧菁，1998；王淑娟，1999；張智雅，2000；轉引自林富美，

2006：303）。Krugman 提出名聲經濟（celebrity economy）的看法，他認為唱片

對於歌手來說只是他們舞台表演的廣告，重點在依附於此的收入。透過「迷」和

族群之認同，從而造就大規模的集體動員，才是明星經濟學裡的「殺手級應用」；

如何發揮名聲經濟的利基，類如「品牌」的操作策略就成為強化明星或偶像勞動

價值的管理工具（林富美，2006：304-306）。由此概念看來，這些 ABC 歌手透過

不同的身分展演不斷重覆加強自己的形象特質，就是在累積自己的名聲。本文研

究的兩組 ABC 歌手對所產製的相關產品時間表，放在附錄一。 

 

                                                       
26 袁世珮，〈萬花筒 像團體說「再見」是分、也是合〉，《聯合報》，娛樂大搜查 D2 版，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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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究的是 ABC 歌手如何運用彈性身分去拓展他們的職業生涯。在王力宏

的部分，主要分析的事件如表七： 

 

表 七、 王力宏分析文本 

 

類別 項目 時間 

音樂 

〈龍的傳人〉 2000 

Chinked-out 曲風 2004~至今 

〈Follow me〉 2004 

〈蓋世英雄〉 2005 

〈讓開〉 2005 

〈華人萬歲〉 2007 

電影 

《色，戒》 2007 

《大兵小將》 2009 

《戀愛通告》 2010 

《建黨偉業》 2011 

活動 

台

灣 

與馬英九對談 
2007.11.20 

2011.03.29 

馬英九總統就職典禮 2008.05.20 

中

國 

央視春晚  2010,2012 

北京奧運 2008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六十年製作〈國家〉 
2009 

 

  黃立成部分，將會檢視其與 MACHI 相關的活動與產出，以探討其如何操作不

同的「彈性身分」，鞏固並體現「MACHI」的概念。將檢視的有： 

 

表 八、 MACHI 分析文本 

 

類別 項目 時間 

音樂 

〈最愛〉 2003 

〈Jump 2003〉 2003 

〈麻吉〉 2003 

〈台灣之子〉 2003 

〈Jeff 宣言〉 2004 

〈You Can’t Do It〉 2004 

〈超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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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變黃金〉 2005 

〈報應〉 2005 

〈罪〉 2007.05.10 

〈南京 1937〉 2007.12 

電影 

〈殺手歐陽盆栽〉 2011.07.29 

〈杜拉拉升職記〉 2010 

〈親密敵人〉 2011.  

事件 
黃立成寫《報應》批立委

被告事件 
2006.09~2007.05.10 

 

  這些分析文本之外，筆者欲透過媒體宣傳作為輔助。在媒體宣傳，除了傳統報

紙與電視媒體外，筆者欲關注研究對象在網際網路上的傳佈。王力宏主要的網路

傳播管道為新浪微博與 Facebook27，在新浪微博的部分，王力宏秉持「一日一博」

的方式，截至 2011 年 12 月 17 日為止，已有 11200407 位粉絲，微博人氣排行

榜為第八名，為所有歌手的第一名；微博影響力也常入當日前十名（見圖四）。

由於王力宏長期經營大陸市場，為了掌握其在大陸的動向，筆者亦會關注其大陸

官方粉絲團 OurHom China28。 

 

  在黃立成與 Machi 方面，除了透過報紙新聞搜尋，由於團體 Machi 官方網站、

粉絲團連結皆已失效，但在知名 BBS PTT 上的 Machi 版仍留有相關資訊，筆者便

將此版納入資料蒐詢來源以獲得過往動態，另一方面，Machi 成員多半擁有

Facebook 與網誌，筆者便透過這些社群網站以隨時更新成員的最新動態；透過

Machi 的社群網絡，亦可得知 Machi 人際網絡的互動。 

 

                                                       
27 王力宏的 Facebook 內容大多轉自新浪微博 
28 http://bbs.leehom-cn.com/index.php  

http://bbs.leehom-cn.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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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2011 年 12 月 16 日微博影響力排行，王力宏排名第九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Negus（1996:133）曾討論流行音樂的意義是由文化認同所中介的。認同感透

過此種過程被創造出來，人們藉此透過音樂連結在一起。一首歌若要被完全理解，

擁有任何社會意義的話，歌曲的產製則必須與消費連結，將聽眾與歌曲連結在一

起。本文已檢閱 90 年代在何種條件下，ABC 得以進入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並杷

梳 90 年代後 ABC 藝人來台的興衰史。在杷梳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的文獻時，

可發現其中皆提及 90 年代是台灣流行音樂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期，平均一年可

達 400 張的發片量（施韻茹，2005），乃至於得到「華文音樂中心」的美名。由

於當時是以唱片販售主，「唱片產業」可說是同等於「流行音樂產業」。2000 年

後，除了數位音樂與盜版的問題導致唱片銷售下滑，華語音樂的重心似乎也從台

灣轉移到了大陸。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發生了何種轉變，以及 ABC 藝人所採取的

因應之道，將是本文在後半段欲探討的部分。 

 

  因此，本文要探究的問題是在 2000 年後 ABC 的聲勢逐漸下降後，經歷過 90

年代 ABC 歌手輝煌時時期的王力宏與 MACHI 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並探討他們如

何透過不同的資本網絡進行跨國資本積累。首先，先探究透過跨國公司網絡進行

個人身分流動的王力宏，再探討經由跨國人際網絡進行商業活動、運用幫派式符

號進行身分展演的黃立成&MACHI。不同的資本網絡支持是否影響了他們的身分

策略與目標市場？分析的時候將會藉由描繪 2000 年後台灣政治社會與流行音樂

市場的改變來解釋他們之所以能做出不同身分宣稱的原因。透過對不同時期流行

音樂市場的歷史檢視，盼能找出王力宏與黃立成&MACHI 兩組 ABC 歌手如何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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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此種轉變中找尋一條出路、創造出彈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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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王力宏：面向中國市場，召喚全球華人 

 身為一個流行歌手，面對流行音樂的全球化，為了迎合更廣大的華語市場，「無

歷史感」與「去疆界化」（de-geographical）的音樂商品，比方談情說愛的歌曲，

最受市場歡迎，也最容易一再地複製、自我抄襲。音樂錄影帶的拍攝也漸漸形成

無歷史感、去疆界化的剪接處理方式，一首歌表達的內容非常個人化，完全不必

指涉社會文化、歷史時代背景或是深刻的批判精神，以免「妨礙」跨區域的行銷，

衛星電視頻道才能將之播送給不同地區的觀眾（李天鐸、葉淑明，1997）。根據

程紹淳（2010）—兩岸之間長期的對立，是在二次大戰後美蘇冷戰體系的主導下

所形成的，而中國自從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臺海兩岸就已藉由民間資金的流通，

建立了跨越政治的社會網絡（Hsing, 1997; Smart, 1998）；而台灣政府在 1987 年

底正式開放單向的「兩岸探親」後，台海兩岸可以說實質上進入了「後冷戰」時

期。經濟開放改革也使得未來「大中華經濟圈」成為可能，該經濟圈的主要內涵

是結合台灣、港澳與中國大陸（特別是沿海經濟特區）的生產因素，包括勞力、

資金、原料、科技，同時借重台灣和香港在行銷、金融、服務、市場經濟運作下

積累的經驗，創造華人生活圈的繁榮（高希均，2006；鍾墉，2010）。 

 

  跨國唱片公司在 90 年代進駐台灣，2000 年初期開始轉型為區域性經營模式，

「華語音樂市場」逐漸確立。隨著台灣唱片市場的萎縮，以及中國市場逐漸開放，

為求利益最大化，中國成了台灣流行音樂市場的新契機。基於中國後社會主義市

場的結構，以及對於媒介商品的嚴格審查制度，前進中國的音樂商品不是要去政

治化，就是必須符合當地的意識型態，而這樣的意識型態有時候是需要向中國的

黨國意識靠攏。一方面，由於兩岸的政治敏感情勢，大多數的藝人都盡量避免做

出政治表態，但另一方面，明星常因為其所具有的高名氣而被政府利用來做政治

宣傳。從 2000 年張惠妹在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國歌後，被中國列為「綠

色藝人」慘遭封殺四年一事，可以窺探出此種政治演出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

王力宏，一個 ABC 歌手，似乎比台灣本土藝人在身分上有著更彈性的空間去運

用這樣的國族認同。不同於張惠妹的遭遇，王力宏的政治性演出並未有遭封殺的

問題發生，相反地，他在中國大陸的事業版圖正不斷擴大。更重要的是，他與兩

岸政治當局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此種官方關係的鞏固得以正當化王力宏在兩岸

的身分展演實踐，進一步進行資本積累。 

 

  搭上 2000 年後華語樂界中國風的熱潮，王力宏自創的「Chinked-out」曲風為

他在華語樂界立下了地位，藉由歌曲中「華人」身分的宣稱與「中國性」

(Chineseness)的打造，也有利於王力宏的明星身分建構。在其中，王力宏不斷透

過音樂與電影的身分敘事表達自己對原鄉的認同，然而這樣的認同，是一種政治

上的宣稱，抑或是商業所需的表演？本章試圖從王力宏的音樂與電影作品結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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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樂產業與兩岸情勢的改變，去探討王力宏的彈性身分如何在其中運作。從全

球化時代下中國市場的崛起開始，帶到全球化時代下新的「龍的傳人」意義，逐

漸揭曉王力宏如何一方面進入中國市場獲取利益，一方面被納入主旋律的範疇

中。 

 

 第一節、 「巨龍甦醒」與全球化時代下的龍的傳人 

 

  要探索王力宏的彈性身分軌跡，需要從 2000 年談起。90 年代在台灣發跡的王

力宏，已經在台灣奠定了一定的人氣基礎；2000 年後，藉著跨國公司的策略，

王力宏跨出台灣，朝向香港、日本等地發展，也與多名國際知名藝人進行跨國合

作，試圖將王力宏打造為「國際級」的巨星。擁有跨國公司的強大資源，王力宏

並非消極的任由公司建構，從 2000 年〈龍的傳人〉的概念開始，王力宏就知道

中國市場的潛力，透過這首歌，他試圖預言一個全球化下「中國崛起」時代的降

臨。這也是他第一次在音樂中談論到自己的 ABC 身分，在這個部分，筆者將比

較王力宏改編的〈龍的傳人〉與原版概念上的異同，並以王力宏當時在官方網站

上所寫的「力宏專輯周記」29為輔，來詮釋王力宏如何在其中進行「ABC」與「龍

的傳人」的協商，以及他如何正當化自己「ABC」的身分，與對華語樂壇的貢獻。 

 

  2000 年，王力宏發行了專輯「永遠的第一天」，在王力宏發佈於歌迷網站上的

「力宏專輯周記」中提到，這張專輯主要在探討三個概念：千禧年的時空、更具

國際性認知的華人流行音樂以及亞裔美人的身分。這三個概念都顯現在〈龍的傳

人〉這首歌當中。 

 

一、 全球化時代新的「龍的傳人」意義 

  〈龍的傳人〉原曲於 1978 年由侯德建創作，當時台灣正處於國際地位動搖的

時代。1978 年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台灣舉國共憤，次年侯德建創作的〈龍的

傳人〉一曲成為紅極一時的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的代表，在社會氛圍的簇擁塑造

之下，〈龍的傳人〉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隱喻（metaphor），人人以龍的傳人自居，

藉由隱喻中的傳統中華民族的象徵（如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以及代表民族命脈

的中國地理名詞（如長江黃河）等，形成一種集體認同中的「我族想像」，將分

裂的台灣人民編織進中國認同的想像之中（張玉佩，2000）： 

 

                                                       
29 《力宏專輯周記》從 2000 年 6 月開始在官網上連載，2000 年 7 月在《星報》連載，至 2001

年 1 月截止，為期半年。由於討論專輯概念的部分以網路版較為完整，故在此處以網路版為分析

資料。本文周記內容連結來自 http://www.leehomwang.net/gointopg/journal/journa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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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 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 夢裡常神遊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 澎湃洶湧在夢裡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她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槍砲聲敲碎了寧靜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2000 年王力宏改編的新版〈龍的傳人〉主要蘊含了三個意義：第一，新世代

「龍的傳人」是全球性的意義，第二，認同自己是「龍的傳人」是一種驕傲的宣

稱，第三，「巨龍」作為中國的象徵，代表新世紀「中國」的崛起。在新版的版

本中，王力宏將第三段的歌詞改成如下，並增添了一段英文 Rap，訴說自己父母

親到美國追夢的故事，然而，無論身在何處，對於家鄉的思念以及身上龍的傳人

的血脈是不會改變的： 

 

多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我們全家人到了紐約  

野火呀燒不盡在心間 每夜每天對家的思念  

別人土地上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Rap:  

Now here's a story that'll make u cry  

Straight from Taiwan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  

No money no job no speak no English  

Nobody gonna give'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de a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ed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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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never left their side  

Gave their children pride  

Raise 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如果說舊版的〈龍的傳人〉是在外交孤立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渴望回歸原鄉的大

中華國族意識，王力宏的〈龍的傳人〉則是全球化時代下華裔美國人想要歸根的

心境。身為一個 ABC，要如何合理化自己唱出新版〈龍的傳人〉？首先，王力宏

和〈龍的傳人〉最直接的關係就是原唱者李建復是王力宏的表叔，而這首歌是身

為 ABC 的他接觸到的第一首中文歌，藉此來表示這首歌對他的意義重大；再者，

1978 年的〈龍的傳人〉較為狹義，在華人遍佈全球的新時代，新版〈龍的傳人〉

的涵蓋範圍更廣大，由 ABC 身分的王力宏來演唱就變得相當合理；此外，原版

〈龍的傳人〉其實是隱含了中國認同的國族意識，但王力宏新版〈龍的傳人〉去

除了以沉重的歷史記憶與地理位置鞏固民族意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歡慶式的宣

稱—以身為「龍的傳人」感到驕傲： 

 

  在這麼多首歌曲之中，令我感到最為驕傲的是「龍的傳人」。不單是

音樂的部份，更重要的是這首歌所傳達的訊息和意義。八０年代，由我

叔叔，李建復推廣；是我，身為一個 ABC，第一首接觸的中文歌。今年

是龍年，(我本身也屬龍)，我做了一個新的版本，加入了新的歌詞。  

讓人更感興趣的是，廿年後的今天，這首歌有著全新的意義。今天，我

們可以看到華人散佈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龍的傳人」要傳達的訊息

就是，不管你生在何處；就好像我在紐約出生，或是像成千上萬居留在

加拿大、澳洲、L.A.等地的華人；我們是兄弟姐妹，我們也為自己而感

到自豪。  

（力宏專輯週記 00/07/01~00/07/07 No.4）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美籍華人（筆者註：英文原文為

American-Born-Chinese）。我的父母從台灣來到美國，借了５０元以便

在教堂裡及上帝的祝福下結婚。他們撫養了三兄弟，這三兄弟長大了便

是「龍的傳人」。這是我的故事，同樣的，它也是成千上萬居住在美國、

加拿大、澳洲以及世界各地華人的故事。２０年前我叔叔唱這首歌的時

候，含義是比較『 局部性』的。可是現在當我們提到華人，我們指的

是『全球性』。 

（力宏專輯週記 00/06/23~00/06/30 No.3） 

   

  王力宏以身為 ABC 為榮，這是因為他將「ABC」納入「龍的傳人」的類別下。 

王力宏將個人的故事，擴大成為「世界各地華人」的故事，暗示「我們都是龍的



 

39 
 

傳人」。因此，新版的〈龍的傳人〉所要傳遞的訊息是：不論你身在何處，永遠

都是龍的傳人。這是王力宏身分認同的選擇，王力宏藉由此歌表明自己不忘本的

心情。然而，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從小在外長大的 ABC，如此急切的擁抱「原鄉」？

這樣的民族自豪，是奠基於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所產生的： 

 

   我相信經過２０年的歲月，隨著華人散佈的世界各個角落，這首歌

的意義也隨著時間而改變。很多人曾經說過，２１世紀將看到「喚醒巨

龍」的來臨，全世界的華人將發展成較強大的勢力。我深信這個說法，

因為華人有著極大的人力資源，再加上科技的進步，難道這不會成為事

實嗎？ 選擇重新演譯這首歌的用意是希望重新喚起我們身為華人應感

到的自豪，不管我們生在哪裡，長在哪裡。 

（力宏專輯週記 00/06/01~00/06/08 No.1） 

 

  雖然王力宏在〈龍的傳人〉傳達了他看到未來中國崛起的契機，但是在當時，

王力宏仍以台灣為主要市場，他選用了〈龍的傳人〉，一首在台灣民歌時代具有

象徵意義的代表性歌曲，作為 2000 年王力宏的新嘗試。也因此，他連結了自己

與李建復的關係，也在龍的傳人的 rap內提及了父母來自台灣的背景。可以看出，

王力宏〈龍的傳人〉是想要唱給台灣人聽的。然而，由於時代背景不同，其實年

輕一代的台灣人，對於〈龍的傳人〉並沒有太深刻的感觸。這可以從同年「糯米

糰」的歌曲《跆拳道》中便有對於王力宏〈龍的傳人〉的嘲諷，歌中合聲還模仿

王力宏在〈龍的傳人〉後段 ABC 式的 R&B 唱腔，彷彿在嘲笑王力宏這樣一個 ABC： 

 

多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我媽媽帶我來到紐約 

現在要回來出唱片 

麻煩大家賞個臉 

 

  糯米糰在這首歌中質疑王力宏是為了賺錢才回到台灣，並且以 R&B 唱腔做為

嘲諷。搭上了王力宏〈龍的傳人〉順風車，糯米糰很快就引起大眾注意。每當我

提到王力宏〈龍的傳人〉這首歌時，身邊的朋友都記得曾經糯米糰做過一首歌在

刺王力宏，而他們都更喜歡糯米團的版本。糯米糰的改編象徵了一部分台灣人的

心聲，比起王力宏的版本，更能引起台灣民眾的共鳴。但由於王力宏歌曲中所傳

達的意義是他透過這首歌來召喚全球華人，〈龍的傳人〉在中國反而引起更大的

迴響，在未來中國大大小小的活動中，〈龍的傳人〉成為了王力宏的必唱歌曲，

在王力宏參加三次的春晚中，便兩度演唱〈龍的傳人〉。在 2011 年推出的《火力

全開新歌加精選》中，台灣版本並未收錄〈龍的傳人〉，而是在中國版本才有收

入這首歌，也代表唱片公司發現這首歌對台灣市場也無較大的影響力。但這首歌

對王力宏來說只是一個前往中國市場的開端，在他往後的音樂中，他不斷展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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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龍的傳人」的身分，「龍」也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意象。 

 

二、中國風的前哨 

  以「永遠的第一天」作為王力宏音樂的分水嶺，除了因為他開始大量進行身分

認同的宣稱外，也是因為這是他未來的音樂風格轉向的初首次嘗試。王力宏在這

張專輯裡探討的另一個概念即為華人流行音樂的國際化。在〈龍的傳人〉裡，王

力宏將原先傳統的編曲改編成較為現代的曲風，並認為新時代意義下的「龍的傳

人」，以身為 ABC 的他來傳唱，是非常具有意義的（王力宏 音樂愈進化，使命

感愈強，2006 年 4 月 13 日），這是王力宏第一次將中國元素與西方音樂作結合。

此外，同張專輯的一首非主打歌《歡喜城》裡，王力宏嘗試用中國五聲音階，在

編曲的部分，王力宏加入了乒乓球被拍打與仿中國功夫遊戲的聲音，再搭配古箏

與二胡，電子曲風呈現濃濃的中國味，成為王力宏第一首自創中國風嘗試： 

 

  我想，乒乓球是世界被受矚目的中國人運動項目之一，乒乓球的聲

音為歌曲增添廣度，也是一個很好的敲擊聲！ 歌曲的中間部份，我仿

造一段次世代主機（ＰＳ２）的中國功夫遊戲﹐因為中國功夫也是在世

界被受矚目的亞洲文化之一。歌裡的那段游戲聲聽起來很棒。「歡喜城」

也呈現了其他樂器如古箏和二胡，讓歌曲增添不少中國風味。可是演唱

的部份以及愛力克斯在鼓的部份所呈現的節奏感，使歌曲成為很有國際

性的舞曲。 

 

  王力宏選擇的「兵乓球」或「中國功夫」元素，其實都隱含了西方角度對中國

文化的想像，也是王力宏身為一個ABC對中華文化的想像。雖然這首歌並未被收

錄在大陸版的專輯中，但王力宏預言未來「中國風」會成為新趨勢，並認為「中

國風」會是華語音樂國際化下的新產物： 

 

  那就是為什麼我的專輯不是美國的流行曲填上中文詞？會這麼做是

因為我知道，當流行音樂的「中國風」爆發時（像 1998～2000年爆發

的拉丁音樂 ），它不會完完全全的只有西洋音樂的曲風。它必須是容易

被分辨的中國音樂，同時又不失其流行性。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華人

音樂有很大的潛質以及發展空間。什麼時候會爆發出「中國風」？在我

的預測下，早的話可能會在５年內發生，遲的話則２０年不等。不管怎

樣，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音樂要有自己的風格，對自己的音樂要感到驕

傲。 

（力宏專輯週記 00/06/23~00/06/30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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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可以看出王力宏想要帶領新曲風的渴望，而中國風風潮出現的比預想的還

要快，然而這一波中國風是在 2000 年後由周杰倫所帶領，在這之後在這之後眾

多仿效周杰倫「中國風」的歌曲蜂擁而至。眼見華語市場「中國風」日趨成熟，

王力宏選擇在 2004 年，以自創的「Chinked-out」風格加入中國風的戰場，也象

徵了王力宏正式將中國視為主要市場。 

 

第二節、華人市場的鞏固：Chinked-out 曲風與華語電影的演出 

 

  2000 年對整個華語流行音樂界而言，是個十分重要的時刻。因為這年周杰倫

的出現，改變了整個華語樂界的生態。由周杰倫帶動的「中國風」熱潮，加上歌

曲內蘊含的泛華人式的想像，讓中國風歌曲大為盛行。2004 年年底，王力宏也

搭上這班中國風的列車，但他自創「Chinked-out」曲風，與其他歌手的中國風作

區隔。「Chinked-out」一詞蘊含了 ABC 式的華人想像，作為王力宏「尋根」旅程

的再出發。雖然〈龍的傳人〉讓王力宏在中國大受歡迎，但真正讓王力宏正式以

中國市場為重心的轉向是在他創造「Chinked-out」曲風之後。除了音樂之外，電

影也成為王力宏鞏固中國市場的一項新途徑，尤其 2010 年自導自演的〈戀愛通

告〉半自傳式的描寫，得以讓我們查覺王力宏身分認同的表達。 

一、2000 年後，周杰倫帶動華語流行音樂市場中國風的興起 

  根據鐘墉（2010），「中國風」（Chinoiserie）源自歐洲文化，是西方對中國想像

的具體實現；是站在「非中國」一方的角度談論「看似中國風味／風尚」的物件，

當具有「中國特色」的物件出現時，觀者得以辨識且認為該物件與中國或東方意

象有關，2000 年電影《臥虎藏龍》的成功更造成西方吹起一股中國熱。在流行

音樂方面，關於「中國風」何時出現，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討論（鐘傑聲，2008；

熊培伶，2010；鐘墉，2010）。本部分主要討論的是 2000 年以後流行音樂市場所

指稱的「中國風」。誰是 2000 年後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國風始祖，有兩方說法，一

說是視王力宏的〈龍的傳人〉為中國風的先鋒（鄭聖勳，2009），但一般皆視周

杰倫 2000 年首張專輯《杰倫》的〈娘子〉為 2000 年後華語流行音樂中國風的開

端（鐘墉，2010）。中國風音樂所具有的特色大致有中西合璧的音樂形式、古典

詩詞歌賦的挪用、傳統樂器的使用等，其中周杰倫與方文山的黃金組合，更是稱

霸華語音樂圈。 

 

  中國風流行音樂出現的 2000 年為台灣政黨輪替的新時代，在提倡「去中國化」

的民進黨執政下，何以中國風仍能大行其道？熊培伶（2010）試圖透過過去 50

年受國民黨殖民的潛移默化無法短期剝除、在兩岸開放二十年後，彼此往來頻繁、

流行音樂工業包裝周杰倫的品牌魅力、以及最主要的，中國政經力量崛起，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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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唱片主要市場，這種符合北京政府民族意識的中國風歌曲，自然大受歡迎。

市場性的需求讓中國風有利可圖，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中國風歌曲中，其所蘊

含的「中國性」多為虛擬想像的「中國」，而非政治實體的中國。它們大多指涉

懷舊的情感、古代的意念，運用了多樣中國化的符碼，卻避談敏感的政治議題。

這樣「安全」的中國風歌曲，在台灣自然不會引起政治上的爭議。 

 

  作為中國風的先驅，周杰倫本身也視中國風為其招牌，這些充滿中國意象的歌

曲很快的讓周杰倫站穩華語流行天王的地位，尤其是他的中國風能夠獲得中國官

方的支持。在 Fung（2007）的分析中，他認為周杰倫之所以能如此受歡迎來自

於他將中國旋律和詩意的歌詞整合至西方 Rap、Hip-Hop 風格與音樂編曲所創造

的「酷」形象。當饒舌強調了一絲現代性，與他酷形象相關的中國性為中國歌迷

創造了一種認同感。Fung 認為，周杰倫明白明白地在政治禁忌上沉默，周杰倫

「安全的」中國性能夠逐漸贏得官方的支持，透過半政府式的組織如中國移動與

當地媒體贊助周杰倫的演唱會與廣告。一方面，周杰倫可以被承認他在中國的成

功。另一方面，中國當局也能夠管理什麼樣的流行音樂被傳達到年輕觀眾。於是，

周杰倫透過官方與多種政府企業的支持，已經成為中國性的標誌—無政治意識卻

年輕世代與國家連結在一起。 

 

  王力宏的策略與周杰倫有些相似，但有鑑於市場上的中國風多沿用周式曲風，

王力宏便透過他的音樂強化其自創曲風的正統性。以下將檢視王力宏如何正當化

自己的中國風音樂。 

二、 「Chinked-out」作為一個 ABC 對華語音樂國際化的想像 

  華語市場自 2003 年開始有大量的中國風歌曲出現（鐘墉，2010），面臨市場已

存在的這麼多的同類型歌曲，王力宏選擇自創「Chinked-out」新曲風來作出區隔。

王力宏以「Chinked-out」為概念的專輯至今共有三張，每一張都以不同的中國音

樂元素為主題（表十二）： 

 

表 九：王力宏「Chinked-out」專輯 

 

專輯名稱 主題 發行日期 

《心中的日月》 中國少數民族樂 2004.12.31 

《蓋世英雄》 京劇、崑曲 2005.12.30 

《十八般武藝》 中國國樂 2010.08.12 

 

  2004 年 12 月，王力宏發行第十張專輯《心中的日月》，是他首張「Chinked-out」

曲風專輯。在專輯的內頁王力宏寫下了他的創作意念，他提到這張專輯的概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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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以下幾點： 

 

(1) 雖然華人在全球社群的可見度逐漸增加，但全世界對於華人、華人

文化與華人音樂的認知仍然十分落後。雖然我們不願意承認，但我

們仍然面對著古老的刻板印象與不公平的偏見。 

(2) 華人流行音樂並沒有夠強大的聲音特性。除了純粹卡拉 ok式的導

向、除了翻唱或模仿別國的流行歌曲，我們可以聚焦在汲取中華文

化豐富的資源來發展我們自己的聲音， 

因此，我創造了「Chinked-out」這個詞。來自於歷史上具有種族貶抑

的「chink」，「Chinked-out」將這個詞重新加工，轉化了負面的意涵，

將它用來作為刺激這種新音樂的材料。這個詞用來描述創造一種國際化，

同時又很華人的聲音。...這不是一張「世界音樂」的 CD。這是一張全

世界能辨認出是華人音樂的 R&B/hip-hop的專輯。 

 

  「Chink」一詞，是美國人用來貶抑華人的詞語，如同貶抑黑人的「Nigger」，

都是帶有歧視意味的字眼。王力宏認為「Chink」這個字也可以像「Nigger」一樣

因為黑人嘻哈音樂當道而被重新賦予新意，有尊敬、不容侵犯的意思，而不再是

歧視（新力星聞，2004 年 12 月 16 日）。Hu (2007)表示，當王力宏表示使用

「Chinked-out」這個詞語的時候，引起了華裔美國人社群不小的質疑。但王力宏

可以隨意地在台灣使用這個詞語，因為台灣並不存在如在美國對於華人的種族歧

視。就某種程度來說，王力宏找到了一個很安全的空間讓他能利用這個有問題的

字眼來支持他的「嘻哈」可信度。Hu 更認為，王力宏以一個在美國不可能擁有

的公開場合來探索與宣示他的華裔美國人身分。雖然王力宏使用「Chink」會讓

聽眾對這個詞產生誤解，但這象徵著王力宏想要宣傳他自己對華人認同理解的渴

望與野心。這代表了王力宏彈性的選擇了將亞洲做為宣示其華裔美國人認同的起

點，當他提到世界對華人的歧視時，這是以一個在美國長大的華人的身分來訴說，

而「Chinked-out」就代表了王力宏對華語音樂國際化的想像。 

三、泛華人想像作為一種市場鞏固 

  雖然從王力宏對於「Chinked-out」一詞的使用看的出他華裔美國人的身分，但

是在歌曲中卻呈現的是一種泛華人式的想像。鐘傑聲（2008）提到「泛華人民族

主義」是一個超越國家與地域限制的認同對象，建立在中國文化歷史的基礎上，

無法劃歸於單一的國家認同。中國風歌曲即是滋長在這無政治性的泛華人民族主

義之中，也是許多華人離散族群心靈的故鄉，也是流行音樂戒以獲取經濟利益的

基礎。這樣的華人宣稱雖然是以「最大公約數」為目標，但在這「最大公約數」

裡，中國仍是最主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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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宏歌曲中的泛華人主義式宣稱主要包含兩個主題，包括將華人音樂帶到全

世界的野心，以及歌頌當今華人的崛起。王力宏以中國音樂元素加上西方的

Hip-Hop、R&B，成了他所謂「國際化」的華語音樂。歌曲內容除了和其他歌手

的中國風歌曲類似的古典元素，王力宏也藉由他的「Chinked-out」歌曲傳達他的

音樂理念，在多首歌曲中他不斷強調要將華語音樂帶到全世界，自己則是這波「華

流」的領導者： 

 

'Cause I'm leader for十幾億個愛聽歌的人已膩了 妳逼了 

我讓自己的耳朵變細緻押韻更密實 尤其是 十年的歷史 但我越來

越有氣勢 

（Follow me，2004） 

我出門了載四個哥兒們 鍍鉻輪框 24吋  

今晚我的目的明確 帶 Chinked-out到全世界  

 

加入了京劇崑曲 hip-hop 進入新的格局  

新的突破 新的曲風 才有新的蓋世英雄  

把收音機開最大聲 聽見的聲音又是武生  

道白的共鳴又最流行 要模仿他 真的不容易  

他的唱法獨一無二 這種藝術數一數二  

希望幫助全世界的華人 唱出大家的心聲（我們大家的心聲）  

（蓋世英雄，2005） 

 

你說我做不到 我說胡說八道  

你說華流太早 我說 chinked-out right now 

…（中間略） 

你在我耳邊 說的話都算狗屁 放一百年的砲 讓我想喊救命  

巨龍的覺醒 醞釀了五千年 現在你怕了吧 他比你大了吧  

來不及後悔 man  

 

（讓開，2005） 

 

  王力宏提到，要將華人音樂帶上國際舞台，此時的王力宏是以甚麼樣的「位置」

說出這番話？我們可以用包曼「跨國菁英」（global elites）的角度來看待王力宏，

這種跨國菁英，以世界大都會為基地，或為跨國公司擔任重要經理的工作，向所

謂的科技新貴，或為跨國文化流動推行的文化工作者，例如廣告或服飾設計者（轉

引自何中馨，2007）。陳淑卿（2005）也曾提到，自從 1970 年代起，亞裔美國人

在亞洲跨國主義的時代，可以被視為「跨國公民以及環太平洋圈的建橋者」。王

力宏在提及自己偉大的「使命」時，便帶著些許「跨國菁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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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宏歌頌華人的歌曲以 2007 年〈華人萬歲〉最具代表性。由於隔年 2008

年奧運即將在北京舉辦，王力宏因此寫了〈華人萬歲〉來為運動場上的華人加油。

熊培伶（2010）認為，1993 年，北京第一次申奧失敗，2001 年北京申奧成功，

帶來了前所未有的民族意識與強烈自信，也達到這股民族意識的顛峰。經歷鴉片

戰爭、割地賠款乃至對日抗戰、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儘管形式上沒真正被帝國

殖民過，卻在近代歷史累積了強烈的民族憂患意識與國族傷痕，而奧運提供一個

全世界矚目的機會，讓中國可以向世界（尤其是歐美強國）各地證明它的強大與

轉變。因此 2000 年後的「台製中國風」裡頭，台灣與中國的區辯已不是絕對重

要，首要的是這是「全體華人的驕傲」。王力宏特意集合中港台的代表性人物來

表達一個華人整體面貌，以證明大家都是龍的傳人、根也都在東方的一體感。： 

  

大家都能說蓋世英雄到來 龍的傳人們跟我一起搖擺  

讓你久等結果讓你更 High 我的熱情從來沒有離開  

   

… 2008年我好期待 看華人在北京拿金牌  

或如果有選手打破世界紀錄 一定會聽見現場忽然變的掌聲如雷  

在歷史的那一刻就會聽見 大家一起吶喊四個字是什麼  

  

…一起努力才能蒸蒸日上  

I'm born ln the USA but Made ln Taiwan  

雖然我的藝術讓我馬不停蹄流浪  

但落葉歸根在東方才找到我的家  

  

所以請你深深的吸一口氣  

感受一下我的音樂給你愛的鼓勵  

把你的手揮在空氣裡身體的國旗  

驕傲的說我可以改變世界改變自己  

 

…王建民的控球 華人萬歲 馬友友的琴聲 華人萬歲 

李安的電影 華人萬歲 劉翔的跨欄 華人萬歲 

朗朗的鋼琴 華人萬歲 成龍的拳頭 華人萬歲 

十幾億個華人 萬萬歲 下個會是誰呢 

 

  王力宏透過這首歌把所有的身分認同全都混在一塊，他再度模糊「龍的傳人」

和「華人」的概念，雖然表明自己是「born ln the USA but Made ln Taiwan 」，但

是他落葉歸根卻是涵蓋意義較為廣泛的「東方」，這裡的「東方」就是把整個亞

洲華人區域涵蓋進去。王力宏所舉出的知名華人也打破國家的界線，試圖凝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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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華人認同」。 

 

   王力宏歌曲呈現中「華人」的泛稱是在追求市場「最大公約數」下的結果（鐘

墉，2010）。從2004年開始擔任Sony大中華地區資深副總裁的崔震東就表示，周

杰倫王力宏是索尼中國重要收入來源30。Sony於1994年以「索尼」為商標在中國

設立辦事處，為五大跨國公司集團中最早進入中國市場者。2001年中國加入WTO

後，美國Sony Music進一步率先以「新索音樂」商標，透過與「上海新匯集團」、

「上海精文投資公司」等陸資合作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新索音樂，2006），2002

年初成為第一家獲得中國文化部音像製品分銷許可的中外合資公司（Sony BMG 

China, 2008），並在Sony與BMG合併後，於2006年在香港設立「索尼博德曼音樂

娛樂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企圖以控股集團模式經營華文流行音樂市場（轉引自

張容瑛，2008:3-5）。「Chinked-out」音樂也符合了王力宏所屬唱片公司Sony的中

國市場導向，中國市場能有多大利益？從崔震東在談論王力宏在中國接演演唱會

的情形就能略知一二： 

 

  …今年上半年，要不是他自導自演一部電影的話，在今年的場次就會

25 場，在下半年就有 17場到 18場，明年上半場我們已經簽約了，因

為時間沒有辦法履行海外的部分，所以總共加起來一共有 30幾場 

 

  王力宏自從 2007 年在《色，戒》扮演愛國青年後，便主演了多部以中國為背

景的電影，他所選擇演出的角色正確性讓他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市場。2010 年與

成龍主演的《大兵小將》以戰國時代為背景，王力宏在片中飾演一名將軍，與成

龍飾演的「大兵」有許多互動。這部片在亞洲共賣出八億票房，但主要票房都來

自於中國，在台灣票房不佳。同年 8 月王力宏自導自演的《戀愛通告》故事發生

在上海，是一部半自傳式的電影。王力宏利用片中扮演的大明星角色杜明漢來為

自己在華語音樂市場做出定位。王力宏在片中運用了二胡與古箏等中國國樂元素，

並引用中國古代「伯牙絕弦」伯牙與子期的故事來形容男女主角之間互為「知音」

的感情。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將王力宏的「Chinked-out」音樂帶上大螢幕的作品，

與王力宏當時推出的新專輯《十八般武藝》一同發行。電影公司是中國「山水國

際」，出品國是中國，王力宏選擇了將故事以中國上海為背景，電影開頭是杜明

漢的「亞洲巡迴演唱會上海站」，這樣的選擇是為了與中國做連結，代表了王力

宏對將中國定為為目標市場。《戀愛通告》的總票房約台幣 2.3 億，超越了周杰

倫《不能說的秘密》，但在台灣票房卻不到千萬。《大兵小將》與《戀愛通告》兩

部電影雖然並為千涉到敏感的兩岸政治，但從票房看來電影內容卻是較迎合中國

觀眾的口味。從王力宏幾部電影票房，就能發現即使在台灣不叫座，但在中國的

                                                       
30

 崔震東：周杰倫王力宏是索尼中國重要收入來源  2010 年 04 月 28 日 13:07 鳳凰網財經 

http://mypaper.pchome.com.tw/claudialiu/post/132090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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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就可以彌補這樣的損失，因此他選擇的電影角色也是以中國為導向的。 

 

第三節、 王力宏的彈性國族認同 

 

  雖然為了市場需求，王力宏的音樂以「泛華人主義式」的想像為主，為了避免

政治上的敏感，這種泛華人想像是既安全又能獲利的。但另一方面，中國官方也

開始收編流行歌手來宣傳黨國意識。從王力宏的例子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自

2008年王力宏出擔任北京奧運聖火傳遞代表後，他參與了許多中國官方的演出，

這種演出，接下來將會詳加說明，是有商業潛力的。但同時，王力宏又得以在一

些場合代表「台灣」。我們將會看到，王力宏如何透過他 ABC 的身分，以及他的

家庭背景，讓他得以跨越兩岸，展現曖昧的國族認同。 

一、台灣流行音樂被中國官方收編的脈絡 

    雖然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因為他們的排斥與對社會經濟情況明顯的不

了解，成功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完全無政治意義，甚至反政治的(van Sickel 2005)，

但對發展中或接近在發展中國家的大眾文化而言，卻無如此必要（轉引自 Fung, 

2007）。在不同時期，兩岸隨著政經體制的改變而採取的不同措施，造就了不同

程度的文化交流。台灣的流行音樂則是一開始就透過民間相傳的方式進入了中國，

從抵制到收編，中國官方對流行音樂採取的不同方式也改變了流行音樂在其中扮

演的角色。接下來將會簡述在不同時期，中國官方如何對流行文化進行了不同程

度的控制。 

 

  Fung（2007）曾探討現代形式的中國流行音樂是在 1978 年的中國文革結束後

才有了復興的空間。1978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後，一連串的社會與經濟改

革在中國發生，除了促成私有企業的成立，並提供外資、外貿及外國文化進入中

國的機會（Ho, 2000；張容瑛，2008）。然而，當 1980 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

放政策向西方世界開啟一扇窗時，這種步調卻不符合大眾文化改變的步調。雖然

在經濟上（在某種程度政治上）中國趨於開放，對流行文化控制的放寬仍然是落

後於時代的。實際上，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非常少的香港與台灣流行歌曲，

更不用說是西洋音樂，能被允許合法的輸入到大陸；但私底下已經有需多非法流

入的錄音帶傳到中國。尤其是鄧麗君的歌曲對後來的大陸流行音樂有深遠的影響。

鄧麗君代表的是一種現代化的象徵，以及外來的生活方式，這正是 1980 年代面

臨一連串文化改革的中國民眾所渴求的（Fung, 2007；張容瑛，2008）。 

 

一直要到 1984 年香港歌手張明敏在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後，港台歌手開

始成為「央視春晚」的表演內容之一，宣告了流行音樂正式為中國官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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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長久以來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電視台，宣傳功能開始向商業化的大眾媒介功

能轉變，同時造就了無數的流行歌曲與流行歌星（張裕亮，2010；張容瑛，2008）。

1990 年代，滾石唱片帶動搖滾樂的興起讓中國當局警覺到流行音樂有成為鬥爭

場域的潛力，此時官方不再使用壓制的方法來取得控制權，他們將放寬政策轉向

管理流行音樂，並透過不同的方式和管道（如大型頒獎典禮），他們試圖去合法

化那些與國家意識形態一致的音樂。這些官方獎項如北京音樂台舉辦的「中國音

樂排行榜」、中央電視台與全球音樂電視台舉辦的「CCTV—MTV 音樂盛典」等。

重要的是，透過這些獎項，廣東流行歌曲被邊緣化，用來提倡普通話音樂。其中，

獲得最大利益的就是台灣流行音樂。這些台灣音樂，基本上是中文歌曲，除了一

點台灣口音，大致而言對國家與區域議題更為適當，因此更符合官方的需求。做

為回報，為了瞄準中國市場，台灣音樂公司很少背離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在商業

上也積極的參與這些獎項，因為可以促進他們在中國的生意（Fung, 2007）。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歌手逐漸被收編到中國黨國意識活動中。如前述 Fung

（2007）的分析，在政治禁忌上沉默，這樣「安全的」中國性能夠贏得中國官方

的支持。從表 可以發現，除了透過中國風音樂展現「安全的」中國性，王力宏

自 2008 年參與北京奧運後更是被官方收編來宣傳黨國意識。 

二、「政治正確，商演不斷」下王力宏的黨國意識演出 

根據張裕亮（2010:13），90 年代後，面對眾聲喧嘩的流行音樂在普羅大眾間的

廣泛聆聽、傳唱與分享，中國官方開始收編一些在流行音樂走紅的歌曲與歌手，

透過黨國控管的演出場域，將音樂文本適時地轉喻，達到傳達黨國意識的目的，

並使得其中蘊含的黨國意識處於流變中的狀態。 

 

  從表十的整裡，可以看到王力宏自 2000 年以來共參與了三次的央視春晚表節

目。由於央視春晚屬於全國性的活動，因此上春晚表演對於藝人的能見度與知名

度都有極大的宣傳作用。央視春晚播出的歌曲及安排的歌手，都是國家廣電總局

及中央電視台一照各階段重大的政治、社會事件、經濟建設等，刻意嚴選規劃，

以招喚群眾進入黨國邀約的特定位置（張裕亮，2010）。王力宏三次的表演裡，

就唱了兩次〈龍的傳人〉，2012 年適逢龍年，他再度改編〈龍的傳人〉。如果說

2000 年呈現的是一種「尋根」式的情感，2012 年版本中副歌不斷重複「I’m a 龍

的傳人」，已經更直接與驕傲的宣示自己龍的傳人的身分。 

 

表 十：王力宏參與中國黨國意識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北京 2008 年 2008.04.30 〈北京，北京，我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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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歌曲專

輯》 

〈One World One Dream〉 

〈點燃激情 傳遞夢想〉 

〈站起來〉：奧運電影《一個人的奧林

匹克》主題曲，與孫燕姿、成龍、韓紅

合唱 

奧運閉幕式表

演 
2008.08.24 〈北京，北京，我愛北京〉 

〈國家〉 2009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成

龍、韓紅演唱，王力宏擔任製作人 

〈建黨偉業〉 2011 
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王力宏

飾演愛國青年羅家倫 

央視春晚 

2002.2.11 
與大陸演唱組合羽·泉合唱《美麗新世

界》。 

2010 

與孫楠、容祖兒、余翠芝合唱〈相親相

愛〉 

〈哥哥〉、〈龍的傳人〉 

2012 與李雲迪合作〈金蛇狂舞〉、〈龍的傳人〉 

 

  2008 年北京奧運王力宏成為首批傳遞聖火的第一位華人，出席在雅典奧林匹

亞的奧運聖火採集儀式和聖火交接儀式。報導中提到的原因主要是他去年發行

《改變自己》專輯，大力推動環保運動，健康形象讓他受到北京奧委會青睞，去

年他配合專輯宣傳大聲疾呼環保的重要，更與今年北京「綠色奧運」的主題不謀

而合 (光明日報／娛樂‧2008.03.19)。此外，在北京 2008 年奧運會歌曲專輯中，

王力宏參與了四首歌曲，分別是《北京歡迎你》、《點燃激情 傳遞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站起來》。王力宏也出席了奧運的閉幕儀式，參加北京奧運

會閉幕式，與 Rain、陳慧琳、譚晶、韓雪、施鵬一起演唱《北京 北京 我愛北京》。 

 

  2001 年北京申辦奧運成功，徹底激發了中國帶路的愛國熱情。中國政府試圖

透過奧運吉祥物競賽、大規模城市建設、奧運歌曲徵集、公共空間奧運標語、北

京奧運禮儀小組等一系列的活動，對內凝聚中國民眾愛國共識。由於 2008 年奧

運的申辦，是 90 年代以來中國官方、民間持續高漲民族主義的最高潮，在民族

主義商品兼具「政治正確」與暴利可圖的情形下，使得官方與民間的流行音樂工

作者紛紛投入奧運流行歌曲的製作、演出，《站起來》這首作為 2008 年北京奧運

會獻禮片《一個人的奧林匹亞》主題曲，最足以說明此一現象。有些歌頌黨國成

就的流行音樂，為了爭取更多的聽眾，即便歌曲是在黨國控管的場域演出，但是

演唱者身分已經朝市場化靠攏。《站起來》這首歌由成龍（香港）、韓紅（中國大

陸）、孫燕姿（新加坡）、王力宏（台灣）合唱，演唱者之一的韓紅除了歌手的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Rai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6%85%A7%E7%90%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D%9A%E6%99%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9%9B%A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D%E9%B5%A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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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身兼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這種可以「凝聚國族認同」的歌曲，

也符合中國官方的主流意識。 

 

  王力宏能在北京奧運獲得如此多的露面機會，就有報導指出王力宏所屬的 Sony

唱片與北京奧運密切的合作關係，《北京 2008 年奧運會歌曲專輯》是北京奧運會

首張官方正式發行的歌曲專輯。這張專輯由中國唱片總公司負責出版，SONY BMG

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負責全球總發行，足見 Sony 所具有的資源得以讓自家藝人

能見度大增： 

 

  作為著名音樂人的黃小茂為奧運會火炬接力創作了《點燃激情、傳遞

夢想》，此歌傳唱度極高；從奧運一開始，SONY 就參與其中，占得了先

機； 

 

 不久以後，黃小茂將義大利作曲家喬治?莫羅德爾和孔祥東作曲的《永

遠的朋友》重新填詞，此曲成為北京奧運會歌曲宣傳推廣活動曲目中最

受歡迎的歌曲之一； 

 

  奧運會開閉幕式實乃兵家必爭之地。時間有限，歌唱類節目更有限，

一旦進入其中，就能成為萬人關注的焦點，出場費及其他經濟效益自然

不在話下。大概是 SONY熱心奧運的誠意感動了奧組委，SONY成為其緊

密合作的夥伴之一。閉幕式上，SONY也贏得了大豐收，旗下的王力宏

和韓雪與陳慧琳、Rain等共同獻上動感十足的《北京 北京 我愛北京》
31。 

 

  2009 年，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國 60 周年，由成龍、王平久和陸文昌等 

《北京歡迎你》策劃團隊共同策劃，寫出這首歌曲來「歌頌祖國、歌頌人民」、「平

實的歌詞卻表達出了國家對人民的熱愛，記錄下了人民對國家的眷戀。」這首歌

由成龍、劉媛媛演唱，王力宏和餘秉翰共同擔任《國家》的音樂製作，報導中王

力宏表示：「我在第一次看到《國家》的歌詞時，就產生一種衝動，想寫一版音

樂。」他表示自己尤其喜歡「在世界的國，在天地的家」這句歌詞，「國家是相

對於世界的，沒有和平的世界，就沒有安康的國。正是這樣的妙筆，使《國家》

超越了以往相似題材的歌曲，讓更多的人有了認同感。」王力宏表示還會選擇適

當的時候，完成自己那版的《國家》，「用我的感動來感動所有人是我的願望。 

 

  演唱者之一的劉媛媛是苗族歌手，在大陸被稱作「紅歌手」，名稱由來是其演

                                                       

31 曾震宇， 索尼音樂中國區：與奧運的親密接觸  http://www.sina.com.cn 2008 年 10 月 09 日

新浪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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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五星紅旗》，是「中國新時代主旋律歌唱家的代表」。在《國家》之前，劉

媛媛就為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演唱《五星紅旗》，建國 90 周年時，劉媛媛也和成

龍獻唱獻禮歌曲《民生》。劉媛媛於受訪時提到《國家》這首歌成功的原因： 

 

為什麼《國家》會這麼流行？因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

常規的東西，融入了很多國際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

朗是國際著名鋼琴演奏家，流行音樂人王力巨集是我們的製作

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達——好萊塢亞洲銀熊獎唯一獲得者。

歌詞寫得也很時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國是我的國，家是

我的家”。  

（“紅歌手”眼中的紅歌：紅歌要唱到大家心裡去） 

 

  現階段的中國大陸政經發展模式，採行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大陸流行音樂在

90 年代形成成熟的產業體制後，自然也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運作，因此資

本主義的流行音樂生產、消費、演出等模式，開始出現在中國大陸流行音樂體制

上（張裕亮，2010）。一方面要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另一方面又要鞏固黨國

意識，中國官方便時常結合黨國人士與流行明星，《站起來》跟《國家》這兩首

歌都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劉媛媛在報導中說：「唱歌是一方面，有時候不是為

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讓大家懂得更多。」此句話完全顯示出流行文化用來宣傳

黨國意識的功能。 

 

  2011 年，王力宏參與了電影《建黨偉業》的演出，在其中扮演愛國青年五四

運動領袖羅家倫。電影《建黨偉業》的導演是韓三平、黃建新，包括周潤發、劉

燁等 178 位知名演員參演。《建黨偉業》是繼《建國大業》後，又一部集合兩岸

三地眾多明星的主旋律之作。中國大陸主旋律電影文本裡體現革命建國艱辛意義

者，一般稱之為「獻禮片」。「獻禮片」上映的時間，都是緊扣著各項蘊含政治意

義的節慶。而《建黨偉業》正是慶祝建黨 90 周年的獻禮片。 

 

  主旋律的口號始於1987年3月，時任電影局長藤進賢在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

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目的為強化主旋律，對抗資產階級自由

化思潮的影響和商業化浪潮的衝擊。從 2003 年全國電影工作會議後，中國大陸

主旋律電影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運作，開始採用商業化電影製作方式，如資金

多元化、製作機構廣泛、演員明星化、爭取電影獎項，以提高票房營收（張裕亮，

2010）。《建國大業》參與的中港台明星多達 100 多位，許多客串只出現幾秒鐘的

鏡頭，卻讓眾藝人競相爭取，《建黨偉業》複製《建國大業》的成功模式，有 178

名中港台演員參與。《建黨偉業》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在中國上映後，便場創下

的單片單場 11 萬的票房，也打破了早前《唐山大地震》於此創下的 9.7 萬票房

紀錄（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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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一些蘊含主旋律意識的商業電影，在演員的選角上也開始選取一些知

名港台明星參與演出，以其出身不同國籍、地域隱藏的意識形態，折射出特定的

政治聯想（張裕亮，2010）。王力宏參與《色，戒》演愛國青年鄺裕民的形象，

的確為他帶來了名氣跟好處。角色的正確性也很重要，因為同樣參演《色，戒》

的湯唯卻傳出在《色，戒》之後被大陸封殺，原本《建黨偉業》中湯唯擔任毛澤

東的秘密情人陶毅，在影片發行後戲份卻完全被刪剪，原因是「為了照顧片長」

（文匯往）。也有一說是因為和史實不符。 

 

  張裕亮的文章中指出「政治正確，商演不斷」的特性，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的市場走向國家資本主義化，政府官方開始需要流行明星來

幫忙宣傳黨國意識，一方面明星又能獲得更多對外曝光的機會。王智明（2006）

認為，在全球資本瀰散四處的 21 世紀，隨著亞洲經濟（特別是中國市場）的興

起，亞美認同的跨國面向往往更帶著一抹民族主義的色彩，包裹在文化中國或是

大中華經濟圈的修辭糖衣裏，讓離散意識輕易地與國族想像扣連在一起。就 20

世紀後半期以降的華人語境而言，回歸的說法預言著一個統一的未來。隨著華人

離散論述的開展，華人身份的異質性卻往往被忽略了，代之而起的卻是「四海皆

華人」的國族想像，以及以華人經濟網絡為基礎的全球資本想像。華人離散因而

成為文化中國尋求政治統合的最佳代言人，以及跨國資本前進中國市場的橋梁與

渠道。 

 

  若就王智明的分析來看，此種亞美認同並非以往「尋根」的認同，而是一種假

借國族想像來開發市場，甚至也被利用來指涉政治性上的大一統。跨國公司為了

能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也開始與中國官方合作。正如 Fung（2007）所說，這種

對流行文化的操控，控制與馴服用來服務國家意識形態，可以被說是一種國家與

國際資本之間的結盟。換句話說，國家政體現在顯露出的是一種與國際資本合夥

的彈性企業，以得到雙贏的情形。王力宏的例子顯示了跨國公司藉由王力宏開發

中國市場，王力宏的市場轉向也映證了跨國公司的市場轉向。 

三、「政治正確」下，與台灣關係的鞏固 

  王力宏在台灣媒體中所呈現出的是與馬英九的良好關係。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典禮時，王力宏就在典禮上演唱了〈蓋世英雄〉，這是中國味十分濃

厚的一首歌，原本歌中京劇口白的「霸氣傲中原 王者揚烽煙 力拔山河天 宏威

征凱旋」改成「智者承天地 馬到慶凱旋 英雄敬仁義 九域滅烽煙」，將馬英九的

名字放入歌詞中。同樣是在總統就職典禮演唱，王力宏非但沒有如張惠妹遭到封

殺，反而更為中國官方擁抱，這和當時台灣的政治局勢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張惠

妹獻唱的時期是以台獨為訴求的陳水扁時代，當時的政治傾向並不符合中國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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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型態，在民進黨主政的八年間，政治上採取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的政策，

「去中國化」的主軸和「一邊一國」的論述使得兩岸關係趨於緊繃，直到二次政

黨輪替，兩岸才恢復對談與合作關係（鐘墉，2010）。 

 

  馬英九也和王力宏進行了兩次對談，一次是 2007 年在台灣大學「世代「心」

力量系列座談會」，一次是 2011 年在慶祝清華大學百年的「夢想造就軟實力」座

談會。在這兩場座談會中，王力宏雖然與台灣政治界的代表座談，他始終以「音

樂界的代表」自居，避談政治話題。在 2007 年的台大座談會，當時《色，戒》

已經上映，王力宏發行專輯《改變自己》提倡環保意識，王力宏在座談會多半在

探討環保議題與自己出演《色，戒》的心得。並說自己《色，戒》的抗戰青年角

色是以馬英九為範本作演出。王力宏談論了自己從小在美國成長的背景，說在美

國很少中文歌，認為台灣比起美國更為「國際化」。由此可知，王力宏的「國際

化」是與美國做比較的，而他的「國際化」視野中永遠存在著美國。在座談會中，

「美國」是可以被提及的，「中國」卻不能被直接提及。王力宏在與政治人物一

同出現的場合中的表現，也符合了當前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王力宏這種「安全」

的演出讓他能與台灣官方建立良好的關係，也能降低被中國質疑的可能性。 

 

  從清華大學演講能看到王力宏的家族背景也賦予王力宏在兩岸活動參與的正

當性。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新聞稿中，清華大學甚至將王力宏的家族史搬出來： 

 

  王力宏先生與清華的淵源可謂錯綜複雜，他的祖母許留芬女士是清華

1937 年經濟系畢業，三姨婆許有榛女士是西南聯大 1945 經濟系畢業校

友，三姨公邢傳盧先生是西南聯大 1945機械系畢業校友。邢先生尊翁

邢契莘先生是清華第一屆留美的學生，和梅貽琦校長、胡適之、林語堂

先生同時出國唸書，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和曾任本校教授、原子能

主委的許翼雲先生都是許有榛女士的弟弟。王力宏先生另一位姨公李模

先生是 1944法律系肄業校友，民歌手前輩李建復與前工程會副主委李

建中均是其堂舅，而大姨父劉容生教授目前在清大任教。由於這些淵源，

我們可以說王力宏先生是不折不扣的清華人的子弟。 

 

  王力宏的家族背景是跨越兩岸的，因此當他在進行中國黨國意識活動時，他會

透過回溯祖父母時代的故事。因為祖母是校友，王力宏目前正在中國拍攝的電影

《無問西東》是紀念清華大學建校百年的勵志片；先前於《建黨偉業》飾演的羅

家倫就是清華大學的校長；而當王力宏出演愛國青年時，他也常會回溯自己祖母

過去身為抗日青年的歷史，這樣的背景也正當化他在中國的演出。從〈龍的傳人〉

開始，王力宏就不斷以族譜式（family genealogy）的回溯建構他的身分認同。王

力宏避開了政治意識的表述，以家族故事取代，包裝成一個個 ABC 遊子渴望回

鄉落地生根的故事，讓人忽略他進行的演出所具有的商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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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因為王力宏在兩岸的知名度，王力宏也在 2010 年擔任上海世博台灣館

的親善大使。台北市政府希望能利用王力宏的知名度來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觀台北

館： 

 

    …另有媒體詢問為何選擇知名藝人王力宏先生擔任台北案例館的

親善使者，郝市長回復，王力宏先生非常有才氣，是許多台灣青年朋友

的偶像，在大陸也廣受喜愛。王先生過去與本府有許多合作，包括行銷

公益、行銷環保，由於王力宏先生能夠代表台灣文化創意，並廣受兩岸

民眾喜愛，因此，選擇他為台北案例館代言。 

（台北市政府，2010 年 4 月 30 日） 

 

  不能否認的是，這樣曖昧的身分認同讓王力宏在華語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而他

ABC 的身分更降低了本身參與兩岸官方活動的政治性，這是一般台灣本土藝人無

法做到的。王力宏有時可以代表中國，有時又可代表台灣。雖著不同時期兩岸策

略的不同，王力宏展現了不同的身分展演。更重要的是，在代表「台灣」時，王

力宏並不會得罪到中國的意識形態。兩邊都不得罪，便可利用其身分的曖昧性自

由的流動。 

 

  因為市場需求，王力宏從一個 ABC 搖身成為「龍的傳人」的代言人，這個「龍

的傳人」的原鄉認同在話語上是相當曖昧的，但也這是因為這樣的曖昧性，讓他

得以順利發展他的事業。王力宏的的流動性身分讓他比起其他台灣本土歌手有更

自由的空間去做模糊化的身分展演。他懂得使用家族歷史的回顧來創造跨越兩岸

的身分認同，加上跨國唱片的資源讓他有更多與中國官方接觸的機會，王力宏一

步步被收編到中國黨國體制下。王力宏代表著擁有強大資本網絡的個人所進行的

跨國資本積累，但是這樣的資源並非人人都能擁有，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會

看到 MACHI 如何倚賴人際網絡並將之發展成可利用的商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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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MACHI 的在地化：不斷演變的身分認同 

  台灣的流行音樂經歷 90 年代國際化的洗禮後，呈現的是更為多樣的面貌，尤

其是在全球化的洪流裡，有越來越多的外來文化試圖進入，在這樣的過程中，如

何與當地接軌便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同時，台灣自我的意識也開始提升，有人打

著「本土牌」，標榜對抗外來文化的「入侵」，以獲得台灣人民的認同；但也有跨

國背景的海外移民回到這塊土地，試圖在台灣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定位。這樣的

過程可能會充滿了質疑與不斷的調整。「MACHI」就是這樣一個全球化下的流行

音樂產物，它有著跨國文化的背景，也有足以讓其在地化的資源。MACHI 是黃立

成於 L.A. Boyz 之後推出的新組合，10 年的變遷讓 MACHI 的產品定位與 L.A. Boyz

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將 MACHI 視作黃立成一種新的身分認同建構，是他試圖從

「ABC」轉到「台灣之子」的一項策略，而 MACHI 在台灣市場生存的過程中，不

斷調整自身的策略與定位，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最關鍵的莫過於對「台客」身分

的矛盾曖昧關係，到最後 MACHI 甚至成為「ABC 台客」這樣一種充滿混雜性的

新身分代表。 

 

  誠如 John O'Flynn（2007: 19）所言，國家認同在音樂的生產與消費中仍然扮演

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國家認同的建構不可避免地要被放在全球與在地歷史的

脈絡下，隨之而來的是國家認同與音樂的界面經常是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透過

檢視 MACHI 的音樂論述與作品，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身分認同的轉折，其實是

在回應當時台灣的文化社會脈絡與音樂產業環境，這其中或許有所矛盾，但

MACHI 的彈性身分策略，也展現了最能符合當時商業利益的調整。本章將透過探

討 MACHI 從「ABC」到「台灣之子」，再到「ABC 台客」三種身分認同的轉換，

並試圖以當時的文化條件作為解釋，來刻劃出 MACHI 的彈性身分軌跡。 

 

第一節、 2000 年初期，台灣嘻哈音樂熱潮再起 

   

  在林浩立（2005）關於台灣嘻哈文化形成過程的研究中，提到嘻哈文化是在

1988 年舞禁開放，舞廳與 DJ 得以出現的背景下，以及後來透過舞蹈教學錄影帶

引入的街舞文化得以出現。90 年代初期，饒舌音樂開始透過以播放西洋音樂為

主的廣播電台如 ICRT 或早期代理西洋流行音樂專輯地公司如 EMI、Sony，進入台

灣的流行音樂市場中。當時饒舌在台灣流行音樂被分割成兩種面貌，一個是將饒

舌樂結合台灣本土音樂「唸歌」的傳統，來演唱政治性的抗議歌曲，如黑名單工

作室、豬頭皮等；一個是將饒舌樂當作一種西洋音樂元素，製作展現 party 氣氛

的歌曲，並與接舞結合，產生了許多舞蹈歌唱團體，此種曲風就是由 L.A. Boyz

在1992年所帶起的風潮，之後台灣也出現了類似的美式風格團體如「蓋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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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Jungle 等。但是當時在歌曲中加入饒舌元素的歌手都並未真正將自己

定位為嘻哈饒舌歌手，也未有強調整張嘻哈概念專輯的出世。林浩立認為，要到

2000 年之後，嘻哈在商業上與青少年身分認同上才有顯著的影響，唱片工業、

媒體與政府在此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從各種面向形塑嘻哈，建立了一個台

灣流行化的嘻哈面貌與內涵。 

   

  2001年，由魔岩唱片旗下大馬戲團發行的MC HotDog第一張 EP《MC HotDog》，

可以說是第一張中文全嘻哈概念專輯，MC HotDog 也普遍被定義台灣流行音樂市

場中第一位嘻哈歌手（莊景和，2005；李靜怡，2005；林浩立，2005，唐弘庭，

2012）。同時，西洋流行音樂樂壇開始以嘻哈音樂為主體，讓嘻哈音樂開始攻占

各大音樂排行榜。此外，在台跨國唱片公司諸如：環球、Sony&BMG、華納等也

開始大量進口國外的饒舌專輯例如：Snoop Dogg、Jay-Z、Ice Cube、Eminem、Nelly

等饒舌歌手的專輯。大眾媒體大量地、不斷地播放饒舌樂以及音樂錄影帶，讓嘻

哈文化的形象、概念開始被大眾所接受，許多青少年也以嘻哈服飾做為自身穿著

打扮的主軸，讓嘻哈文化在台灣進入了流行文化的階段並且有著更多元的發展

（唐弘廷，2012）。緊接著大支在 2002 年發行了《舌燦蓮花》，則是以極具批判

意識的台語饒舌為特色。兩位歌手在地下饒舌界都有相當高的地位，他們可以說

是為台灣嘻哈音樂的出頭打響第一砲。但唐弘庭認為，當時的社會大眾對於流行

歌手的歌曲當中所穿插的饒舌音樂較能接納，對於單純整首歌都是饒舌的歌曲，

大眾的反應還是沒有很熱烈甚至難以引起共鳴及迴響。  

 

  在台灣，就主流樂界而言，使用嘻哈元素的流行歌手大有人在，其中 2000 年

出道的周杰倫可以說是運用嘻哈元素最成功的一位，周杰倫的音樂中西方曲調帶

著濃濃東方味，又以不清晰的口齒唸出繁雜的歌詞，可以說是改變了台灣人民的

聆聽方式。隨後台灣出現了許多打著嘻哈旗幟的藝人，如 Energy、潘瑋柏、K One

等，但這些歌手，一方面僅在唱片中套入些許嘻哈元素，另一方面又因為翻唱韓

國歌曲遭受批評，「什麼是台灣的嘻哈」議題一直以來都處在不斷的爭辯之中。 

 

  90 年代 L.A. Boyz 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的出現讓台灣流行音樂看見了另

一種可能性，他們是「新台語歌運動」的產物，是一種試圖將台語音樂流行化來

吸引青少年的方式。因此，有著異國文化背景的 L.A. Boyz 在當時受到大眾的注

意，台灣人民渴望成為國際人，L.A. Boyz 告訴他們這樣的夢想是可以實現的。從

L.A. Boyz 開始，「ABC」成了台灣唱片產業受歡迎的族群，90 年代幾乎成為了 ABC

稱霸的天下。2003 年由 L.A. Boyz 重組的「MACHI」被認為視為是將台灣嘻哈文

化走向主流的代表（唐弘庭，2012），自恃為台灣嘻哈界老大哥的黃立成選在這

個時候回到台灣，他選擇加入戰場，爭奪台灣正宗嘻哈教主的地位，形成以 MACHI

為代表的主流商業與地下饒舌音樂競爭的態勢（莊景和，2005）。在當時本土饒

舌歌手開始強調台灣意識與本土性的情況下，他們不能僅僅是跳著美式舞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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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唱著台語嘻哈，黃立成率領自己的親朋好友回到了台灣，他要讓台灣人感

受濃濃的「人情味」，也要讓台灣人民知道，只有自己才能重現台灣的嘻哈風潮。 

 

第二節、 MACHI 的市場區隔—2003 年：拋棄 ABC，鞏固台灣  

 

  有鑑於聽眾口味趨於分眾化，台灣的流行音樂市場亦需提供多樣的音樂類型來

迎合不同的聽眾市場，MACHI 就是黃立成嘗試建立的一種新的音樂風格與身分，

來找出自己的市場定位。其一方面延續 L.A. Boyz 美式節奏嘻哈風格，一方面為

了獲得台灣聽眾的認同，在身分論述上有了新的轉變。本部分將檢視 MACHI 於

2003 年發行的首張專輯「MACHI」的音樂論述，來解釋 MACHI 如何正當化自己

在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中的位置。音樂論述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爭奪台灣嘻哈

始祖的地位；第二，帶有幫派饒舌（Gangsta Rap）意味的新台灣麻吉；第三，以

台語嘻哈闡明身分認同的台灣之子。 

 

  在 MACHI 之前，2001 年出道的 MC HotDog 被公認是第一位台灣嘻哈歌手，並

被冠上「台灣嘻哈教主」的稱號。早在 90 年代就帶著 L.A. Boyz 開啟美式嘻哈風

潮的黃立成，為了要奠定 MACHI 在音樂市場上的地位，在第一張專輯「MACHI」

中，有一部份的主題就是建構自己嘻哈的正統性（authenticity）。首先，在歌曲

《麻吉》中挑明宣稱自己才是台灣嘻哈的始祖：「台灣的 HIP HOP 位我這開始 我

是上正港的台灣麻吉」。 

 

我知影已經真久 你無咧跳舞 因為無一條合 tempo 的歌 

所以 LA Boys的老大 出這條乎你聽 這是嘻哈上青的聲 

 

（MACHI，第一張專輯「麻吉」，《最愛》） 

 

已經過十年 台灣 hip hop永遠袂死 

逐年越來越硬 逐年越來越硬 轉卡大聲 轉卡大聲 

hip hop就是應該按呢聽 我的你的爸爸媽媽直直喊 

耐彼呢吵 耐彼呢吵 喇叭直欲破 歸身軀攏流汗 火大火大 

這就是麻吉做的歌 ㄚ～ 

 

（MACHI，第一張專輯「MACHI」，《Jump2003》） 

 

...轉眼多年，當時的 L.A.Boyz，已經在各個領域各自擁有一片天，而

台灣的流行音樂，也已經過了幾個世代輪替，回首以往，Jeff歡喜的

看到了他喜歡的音樂，在台灣蔓延開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成熟，他也



 

58 
 

感受到浮面的音樂形式，並非 Hip-Hop的精神所在。  

Hip-Hop是一種姿態，一種經過思考的態度，也許多年前的他也太年輕，

以致未能將那種精神藉由自己的音樂完整的傳遞，這些年來他經歷了一

段豐富又精彩的人生，沈澱之後，他說：是應該把話說清楚的時候

了...... 

（華納線上雜誌，無日期） 

 

從 MACHI 顯現出的姿態所示，很明顯的，他們是要與本土嘻哈藝人爭奪嘻哈始

祖的位子。MACHI 不斷強調自己是 L.A. Boyz 的傳承，如此正統的嘻哈也得以延

續。不僅如此，MACHI 擁有的主流資源，是地下饒舌界所遠遠不及的。透過唱片

公司華納的資源，MACHI 在一開始就獲得了「嘻哈教母」Missy Elliott 的背書，

與其合作《Jump, Work It!!》Remix 版，成為首支進軍美國的台語歌曲，並被收錄

在 Missy Elliott 澳洲巡迴演唱的專輯中： 

 

「華納」昨天在 MACHI 專輯記者會上，宣布這項重大消息，副總經理陳澤杉興

奮的透露，因為蜜西艾莉特同是「華納」歌手，當初只是覺得黃立成他們的音樂

做得太棒了，想給「華納」美國總公司和蜜西經紀人聽聽看，沒想到他們覺得音

樂做得「很道地」，不相信是東方人做的「嘻哈音樂」32 

 

  MACHI 的音樂是充滿節奏感的美式嘻哈，美國一向被認為是嘻哈的源頭，

MACHI 的正統性是建立在美國嘻哈的背書，並且做出「能被美國人認可」的嘻哈

樂，這是建立在台灣人的對美國的崇拜上。事實上，這些關於「正統性」的宣稱，

可以說都是在音樂場域上的建構，「正統性」也僅僅存在於各方人馬的爭辯之中。

但如 Ho（2009:571）所言，正統性持續在音樂社群與品味團體界線的標定上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 MACHI 的宣稱是透過標定何為主流嘻哈，試圖與地下饒

舌團體做區分。 

 

  雖然有美國正統性的建構，但要融入台灣市場，仍必須透過一些在地化的手段， 

MACHI 的第二種音樂論述就是黑幫饒舌的形象建構。「MACHI」團名音譯自台語

「麻吉」，是代表兄弟、義氣的意思，MACHI 本身就是由黃立成與其親朋好友所

組成，因此常可見團員們在不同場合互挺的情節。歌曲《麻吉》的 MV 講述 MACHI

成員 Edward 的女友遭人調戲，Edward 與一幫流氓發生肢體衝突後，MACHI 的其

他成員便集體為兄弟出氣： 

 

甚麼就是麻吉 上貼的兄弟 上好的小弟 好的朋友嘛是 

                                                       
32 劉蔚莉，〈黃立成用台語 到美國去『饒舌』將與蜜西艾莉特合作 REMIX 版 4 月嗆聲〉，《聯

合報》，發燒星樂園 27 版，200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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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吉處理代誌 攏做得足水 麻吉若會當 一定鬥相共 

知影按怎做人行路有風 角色足勇 講的話算話 

一定袂黑白講話 絕對替你講話 袂驚流血 

什麼什麼貨攏做 什麼貨攏好 褲內底兩箍就分你一箍 

直直把七仔 直直去相打 無咧管這 沒有管那 什麼貨一句話 

 

（MACHI，第一張專輯「麻吉」，《麻吉》） 

 

  在台灣，兄弟情誼時常與帶有江湖味的幫派情誼扯上關係，MACHI 自成一幫派，

自稱「麻吉幫」，團員大多以集體方式出現，而黃立成在其中擔任「麻吉大哥」

的角色。美國的 Gangster Rap 大多涉及性、暴力、犯罪，但《麻吉》卻強調了「兄

弟義氣」的部分，反倒讓人有親切感。這種講求兄弟義氣的文化商品在台灣十分

受歡迎，而 MACHI 在歌詞方面也使用了許多諸如「處理代誌」、「把七仔」、「皮

咧癢」等「道地」的台語詞彙，更拉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距離。 

 

  由於嘻哈音樂起源於非裔美國人透過音樂表達對於社會中種族歧視的不滿，因

此種族意識一直都是嘻哈音樂傳達的主題之一，甚至到後來嘻哈音樂開始全球化，

離散與種族議題仍然延續著（莊景和，2005）。MACHI 在地化的過程中，最直接

也最明顯的就是身分認同上的論述，MACHI 在首張專輯用台語唱嘻哈，並強調自

己「台灣之子」的身分。台灣的另類音樂使用來台語表達政治意識，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這張專輯被視為是台灣社運黃金十年下的

產物，使用當時被官方禁止的台語，並採用饒舌類型來直接批評並表達對低層階

級的關心，因此台語在當時是被拿來作為政治批判的工具（Lin, 2002；Yang，2008）。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期的「新台語歌運動」是當時文化評論者與獨立音樂公司

試圖透過流行音樂類型以獲得在主流唱片產業之外文化領土的可能性；同時，他

們也想試圖讓大眾注意到本土流行文化對於台灣文化的復興的重要性（Ho，2003: 

chapter 6；Ho，2009）。L.A. Boyz 英語夾雜國、台語的饒舌音樂也是在當時本土

化運動與台語歌流行化的背景下所產生的。2000 年以後，隨著全球化的速度加

劇，文化由原本的意義逐漸空洞化，並且被符號經濟所取代，因此如今文化被定

義成為任何可以用剩餘價值來交換的符號（Wang，2005；Yang，2008）。在政治

方面，民進黨執政時期執政黨更是大量使用台語作為政治動員與表達國族認同的

工具，「台語」因此成為了一個可以利用的符號。台灣的流行音樂市場自 90 年代

後台灣唱片市場國際化，商業考量成了最主要的因素。2003 年 MACHI 主打台語

嘻哈為特色，一方面它構連了台灣當時的主流政治意識，一方面也藉由台語建構

出「台灣味」，來強化自己與台灣的連結： 

  

早在 L.A.Boyz時期，Jeff 在英文 Rap裡加入了部份台語的元素，讓這

兩種語言流暢結合，成為一種新的流行音樂形式。而現在，Jeff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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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Rap加入部份的英語元素，會讓我們發現，Hip-Hop已經不只是西方

的音樂形式，它也是另一種台語歌，一種更具時代感覺且更有台灣味的

台語歌33。 

   

  台灣於 2000 年經歷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過去一直為在野黨的民進黨首度取

得政權，在陳水扁的執政下，致力於推動台灣本土化政策與意識的宣導。根據劉

文斌（2005：308-310），台灣在李登輝時期，開始逐步轉向台灣民族認同，李登

輝與陳水扁都企圖建構全新的台灣族群，並進行台灣族群的認同，同時動員「台

灣民族」對抗「中華民族」。近年台灣流行以「台灣意識」的有無，作為區別「愛

台」或「賣台」的標線；所謂的「台灣意識」，簡單的說，就是「感覺到自己是

台灣人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aiwanese），也就是「台灣認同」或

「台灣人認同」（Taiwanese identity）。2003 年，身為 ABC 的 MACHI，為了要獲得

台灣人民的認同，在歌曲《台灣之子》中，強調的不是自己「移民美國」的背景，

而是「來自台灣」的根源： 

 

我是黃立成 台灣的囝 去到叨位大家嘛知影我的名  

我置台灣生 我欲置台灣死  

人無愛台灣我上氣 人移民出去我移民返來 因為台灣是上好的所在 

（中間略） 

我姓林叫智文 台灣的囝 去到叨位大家嘛知影我的名  

雖然我置美國生 但是我流台灣人的血  

我會曉講英語擱國語 但是我一出生第一句是台灣話  

把目睭打開阮台灣彼呢水  我上尾一口氣一定欲吸 台灣的空氣  

你今嘛企置叨位千萬麥袂記哩 

 

從《台灣之子》分別可以看到黃立成與林智文透過「出身」、「語言」、「血統」強

化自己的國族認同。雖然在美國成長，但黃立成不僅強調自己「在台灣出生」的

根源，在生命的最後歸根於台灣，此外，黃立成更藉由自己「移民回來」的行動

表達自己對台灣的認同。另一方面，雖然林智文符合「在美國出生」的嚴格定義

下的 ABC 身分，但是在歌曲中，林智文透過自己台灣人的「血統」正當化自身

做為台灣人的認同，更利用了語言上「出生第一句是台灣話」來與台灣做連結。

黃立成與林智文皆為 L.A. Boyz 的成員，身為台灣流行音樂產業 ABC 始祖的他們，

為何主動跳脫 ABC 的身分框架？ 

 

  管中祥（2005）認為，「愛台灣」在某些領域是一種「市場區隔」的手段，其

作用不單是為了政治動員，還有商業行銷的市場利基，例如在台灣的電視台會以

                                                       
33 〈最 MACHI 的音樂〉，《華納線上音樂雜誌》，網址：  

http://www.warnermusic.com.tw/focus/mandarin/jeff_machi/machi/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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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命名。身為 ABC 的 MACHI，不宣稱自己是 ABC，反而強調自己是「台

灣之子」，這樣的身分宣稱，亦可視作為一種市場區隔。由於現在的流行音樂主

要都是去政治化、多以愛情為主題的，MACHI 這種深具國族意識的歌曲便能與之

區分開來。同時，MACHI 也能與線上其他的 ABC 歌手做區隔（如李玟、陶喆、

潘瑋柏、許慧欣等）。事實上，當今線上 ABC 歌手多以中文歌曲為主，這是由於

身為 ABC 的他們母語多為英語，回到華語市場，當然基本上皆從能涵蓋最大市

場的中文出發。MACHI 從小就生長在講台語的家庭，這樣的語言優勢讓他們得以

走與其他 ABC 歌手不同的路線。 

 

  2003 年，MACHI 在台灣藉由節奏美式嘻哈延續了 L.A. Boyz 時期的風格，以宣

稱自己嘻哈的正統性，也透過黑幫饒舌與充滿台灣意識的歌曲來做出市場區隔。

這樣的嘗試在大眾文化看起來是成功的，因為在 MACHI 出現後，主流媒體對嘻

哈文化的相關論述開始增加，2003 年 8 月《中國時報》就以「台灣嘻哈風發燒」

介紹了一連串有關嘻哈文化的報導，也有越來越多的地下饒舌團體得以被主流唱

片簽約發片，如六甲、潑猴等團體（唐弘廷，2012）。然而，MACHI 的宣稱也引

起了自恃為「正港本土」的地下饒舌界不滿而紛紛寫歌嗆聲，其中首當其衝遭受

質疑的就是 MACHI 的 ABC 身分。 

 

第三節、 被質疑的台灣之子 

 

  MACHI「台灣之子」的宣稱威脅到本土掛台客所定義的「本土性」。為了捍衛

自身的本土性，本土饒舌歌手紛紛寫歌批評 MACHI，引發了 MACHI 與本土掛「台

客」的本土性爭奪戰。為了讓自己被歸在「台灣人」的類別下，MACHI 首先反對

「台客」一詞的使用，也拒絕「ABC」的標籤。除了宣稱之外，MACHI 也嘗試以

實際行動來鞏固「愛台灣」的市場。在場爭辯中，可以看出本土／外來、以及商

業／非主流所形成的文化衝突。MACHI 也試圖在接下來的 2 張專輯對嘻哈界的質

疑作出回應，並持續透過宣稱強化自身的正當性。 

一、本土台客掛與 ABC 掛的對立 

MACHI 在 2003 年推出的首張專輯賣出 15 萬張的佳績，更奠定了他們成為主

流樂界嘻哈代表的地位。如前部分所述，在 MACHI 出現在台灣市場後，嘗試利

用音樂論述建立不同於之前 ABC 身分的新認同來強化自己與台灣的連結，並試

圖告訴大眾自己才是正統的嘻哈音樂，這些舉動威脅了長久以來一直在本土地下

饒舌界苦心經營的人士。他們集結起來，把 MACHI 視作外來的入侵者，以捍衛

自身的本土性。首先，2003 年身為台灣嘻哈代表人物的大支就寫了回嗆 MACHI，

並且在歌中再一次強調自己才是正宗的台灣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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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畢業 先通過大馬戲團十八銅人 

文字遊戲 先學好 狗咬豬 ABC 

才不會把麻吉當作麻蜀 翹課好幾年還想畢業 

麻吉 抱歉 全部退學 行家一出筆 筆下留人 

校長三毛有交代 下手別太殘忍 

哼 我餵人人 人人餵我 啊 畢業即失業 

餓死的是我們 快餵啊 畢業 免驚錦緎前程 

台灣正宗 Hip hop 大支 乾麵 茶米 大帝 EAC 

我們是 S W E D (大馬戲團) 

 

客語嘻哈樂團拷秋勤 2003 年首張專輯的《起乩》歌詞中也諷刺 MACHI 的音樂： 

 

在台灣 壞人在法律漏洞之間鑽阿鑽 

難怪台灣霹靂火的收視率是 NO.1 

送你一桶汽油桶和番仔火 (送給誰) 

送給我ㄟ兄弟啦 MACHI ! MACHI ! 

 

MACHI ! 看台灣 HIPHOP不起 拿出這樣的作品 

而密西艾略特 不是拿了他們一大筆錢 就是瞎了眼睛 

 

  同年，地下饒舌歌手茶米、A 濫化名為「ADE」，改編 MACHI 首張專輯中的同

名歌曲《麻吉》，寫成《麻吉改編》。《麻吉》原曲是在歌頌朋友的兄弟之情，無

論如何都會有這群麻吉在背後相挺，ADE 卻將歌詞改編，反諷 ABC 是會扯後腿的

朋友，並且在歌詞中以台灣的新竹、關(西)、雲林、台(西)代表台灣本土，來與

美國的 L.A.作對比： 

 

甚麼就是麻吉 上婊的兄弟 上卒的小弟 那些 ABC攏是 

麻吉處理代誌 攏會害你死 麻吉會當 一定鬥弄空 知影按怎弄人 

講話碰風 大舌漏風 講的話十句 一定有八句是假 絕對都是廢話 

最驚流血 什麼攏做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攏好 

妻仔大箍就分你一箍 直直趴七仔 直直去相打 

新竹 關(西) 雲林 台(西) 贏過那些什麼 LA 

 

團員A濫的部落格寫到改編此歌的原因是因為不滿MV中將台客描繪成欺負良家

婦女的壞蛋，而 ABC 的 MACHI 自己則是懲罰壞蛋的正義之士34（圖三）： 

 

                                                       
34  全文詳見 A 濫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airline623/26713145 

http://www.wretch.cc/blog/airline623/2671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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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中這群麻吉，其實就是 ABC 啦！那群混混，也就是所謂的台客。當

年看到這個 MV，心理覺得很莫名：為何台客就要被塑造成混混、調戲

良家婦女的形象，而 ABC 則是一群穿著背心、反戴棒球帽、一副生死之

交的帥氣正義勇士？我認識的一些 ABC可不是這樣子，不但比台客更沒

品，而且遇到事情總是第一個落跑先。所以我就改寫了這首歌，送給外

國回來的麻吉。 

 

        （取自 A 濫部落格〈麻吉改編 2003/04〉，2009 年 6 月 19 日） 

 

 

 

 

 

 

 

 

 

圖 三：《麻吉》MV 中，壞人為穿著花襯衫的台客（左），代表正義一方的 MACHI

則是著嘻哈裝扮的 ABC 

（圖片擷取自《麻吉》MV） 

 

  2004 年發行專輯的六甲樂團，其中《台客 Song》歌詞內容也有對 ABC 的批判： 

 

我說那些少數無知 頭殼有問題的 ABG 

搞不懂你們為什麼要跩個二五八萬 一付狗眼看人低 

揹負那些崇洋的文化 實在已經看不下去 

難道你們甘願做一群 扶不起的阿斗ㄚ 

講著奇怪的國語  滑稽的台語 還有自以為很好的英文 

就想來騙吃騙喝 隨便嚷嚷 唬弄過去 

已經把耳朵豎起來聽 聽的懂得沒來幾句  

你那一付四不像的模樣 實在令人同情 

 

  MACHI 透過自己的音樂試圖創造出一個新的台灣人認同。從這些對 MACHI 的

質疑與批評，可以視為地下饒舌界為了捍衛自身的「本土性」所採取的行動。這

樣的行為可以引用 Ahmed 對於歸屬感的理論來解釋，其指出任何形式的歸屬首

先需要創造出一個威脅—一般主體生活中想像的他者，第二，藉由差異化與錯置，

透過厭惡的動員創造一個社群—表達對社群的愛的過程。這樣的愛與恨情感，不

認同與歸屬是經濟的—他們在差異與錯置的關係中在符號具中循環(Ah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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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1；轉引自 Yang，2008)。從《麻吉改編》與《台客 Song》中，可以看出

他們歌詞中的「台客」概念是與 ABC 對立的。雖然「台客」（台灣）一詞主要是

與「外省人」（中國）做對立，但在這場爭論中，MACHI（ABC）被塑造成外來的

「威脅」（他者），並且透過歌曲創作傳達對 ABC 的厭惡，以及對本土嘻哈正統

性的宣稱，藉以形成反 ABC 的「本土台客」社群的集體認同。在他們的認知裡，

MACHI 的嘻哈不是台灣嘻哈，喜歡 MACHI 就是崇洋媚外，藉著將 MACHI 塑造成

外來的「他者」，本土台客掛的本土性得以鞏固。 

 

  然而，不僅本土掛創造出「台客 VS. ABC」的對立，MACHI 本身也建立出這樣

的對立。黃立成於 2004 年 8 月接受東風《娛樂六條通》訪問時，直接表示對於

「台客」一詞的不屑，同時也批評那些自認為高人一等的 ABC，更進一步否認自

己是 ABC，強調自己為「MIT」（Made In Taiwan）： 

 

…他生氣地說，每當聽到「台客」被用來形容低賤俗氣時，心裡就一陣「賭爛」，

那些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的「ABC」，更讓他討厭到想揍他一頓；他說自己不是

在美國出生的 ABC，只是花了十八年的時間在美國唸書生活，原本就是 MIT的他，

現在也是拿中華民國護照和身分證35。 

 

我在美國住了十八年，常有人說我是 ABC，但我覺得自己是正港台灣人，每回我

看到自以為是的 ABC，就想扁他們，美國種族歧視很嚴重，回台灣竟還分本省人、

外省人、ABC、台客什麼的，實在是夠了36。 

 

  2004 年 10 月媒體報導指出在一場校園演唱會中，麻吉成員因不滿團體六甲「台

客頌」中批評 ABC 的的歌詞，認為歌詞中的 ABC 是在指涉 MACHI，因而爆發肢

體衝突。事後黃立成發表聲明，強調譴責任何鼓吹歧視與偏見的歌曲，像是「台

客頌」。聲明中反對台灣將台灣人民貼標籤，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也反對自

稱台客此種「種族汙衊」的詞彙（莊景和，2005）。「台客」這個備受爭議的詞，

在早期的原始形式，是被國民黨統治下 1949 年後來台的外省人士所使用的，這

個詞當時暗示了對本地台灣人的種族歧視，且被用來特別連接他們不世故的外表

與行為的觀感（Ho，2009）。在當時「台客」的框架中，MACHI 被視為外來者，

無法被納入「台灣人」的類別之中；因此 MACHI 動用了負面概念的台客意象，

拒絕以台客稱呼台灣人，試圖塑造新的台灣人概念。 

 

  為了要進一步強化「台灣之子」的身分認同，除了反台客之外，黃立成也拒絕

ABC 這樣的標籤。從黃立成這些反對被貼標籤的言論，可以發現 ABC 的意義已經

                                                       
35 林淑娟，〈黃立成：我是 MIT 不是 ABC〉，《自由時報》，2004 年 8 月 17 日 
36 〈黃立成放話選議員〉，（2004 年 8 月 17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40817/116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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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改變。從前，ABC 是個好的宣傳商標，如今，在「台灣意識」高漲的時代，

ABC 反而被建構成外來者，成為「台」的相反詞。MACHI 也有自己一套的「本土

性」論述，但是在 MACHI 的本土性框架下，美國的成長背景是被納入的（也因

此他在反對台灣族群分裂時，提到了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我們可以把這一連

串的辯證視為兩個群體在爭奪「本土性」的意義，在 MACHI 挾帶強大的主流資

源進攻台灣嘻哈界時，地下嘻哈界動用了「本土性」來捍衛自己的地位。雖然

MACHI 持續遭受到身分上的質疑，但是他們的出現也證明了沒有所謂真正「本土

性」的存在；其概念是可以被挑戰的。 

二、 MACHI 的辯護與批判性歌曲 

  面對本土嘻哈界提出質疑的聲音，MACHI 在後來發行的兩張專輯—「第貳樂章」

（2004）與「超人」（2005）皆有對這些質疑做回應的相關論述，來為自身地位

做辯護。同時，MACHI 也更積極進行「在地化」的過程，不僅在台灣創立公司，

也簽下台灣本土嘻哈人士加入「MACHI」。此外，黃立成進一步與台灣社會做連

結，透過寫下批判社會的歌曲鞏固愛台灣的形象。 

 

  首先，黃立成強化自己「大哥」的地位，持續宣稱自己台灣嘻哈的正統性。在

第二張專輯「第貳樂章」的第一首歌《Jeff 宣言》，黃力成仍然透過自己十年的

音樂經歷來鞏固地位： 

 

Yo 這是立成 麻吉的老大 我做音樂己經做十多年了 

Hip hop 是我最愛的音樂 

Hip hop 不只是音樂 是一個文化 

hip hop是一種分寸 希望 Hip hop 給你們和像給我一樣的禮物 

peace 

 

「第貳樂章」的《You Can’t Do It》與 2005 年專輯「超人」的同名歌曲《超人》

皆呈現了同樣的概念，黃立成回應了那些質疑他的人士，歌曲中黃立成也表達了

對台灣Hip Hop的想法，他批評當今市場的嘻哈都不夠出色，因此需要他的帶領，

並且透過專輯的成功來回應其他人對 MACHI 音樂的質疑。 

 

從民國八十一年起 做第一個 hip hop CD  11個專輯 70 個白金 

休息五年 還是沒有人可以 所以我回來 繼續殺繼續帶 

你們紅是一個意外 來的快去的快 我紅是應該 

永遠都在 不會失敗 大家的最愛 我不乖 

我很壞 但是從來沒被關起來 帶我的 Machi 

從地獄爬起來 手裡有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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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對手 只能跟自己比賽 我是東南西北方不敗 

（中間略） 

有人說我今天復活 但是從來沒有死過 我還在活 已經是一個傳說 

2pac big 已經走 Jayz要退休 沒關係 Machi會繼續做 

我拼的紀錄 不可能打破 我開了路 大家走在我背後 

你們只是跟屁蟲 現在做的我早就掌控 我的理論 你們將來才會懂 

我像孫悟空 聽到你們 RAP 像念經 害我的頭很痛 

難怪你們繞舌一直那麼窮 看我繞舌變成億萬富翁 

       

（MACHI，第二張專輯「第貳樂章」，《You Can’t Do It》） 

 

我是黃立成 台灣第一超人 

半人半神外表像個普通人 

15 年前我把 hip-hop帶起來 

別的曲風一個一個被我打下來 

別的敵人出現 把 hip-hop 搞的很怪 我又要出面把他救回來 

我分不出 DO RE ME 也不會一個樂器 

可是我出了 15張 也唱過台語在內地 

他覺的很生氣 你覺的很神奇 

我連中文都不好 你說我了不了不起 

告訴你個祕密 我有超能力 

想跟我比 等一下 YO~DJ放我主題曲 

 

（MACHI，第三張專輯「超人」，《超人》） 

 

  除了音樂上的宣稱，黃立成也透過在台灣開設公司的行動，來證明自己根留台

灣的決心。早在 MACHI 出道時，黃立成就成立了麻吉娛樂經紀公司，目標是建

造一個台灣的嘻哈品牌。為了表示其對台灣嘻哈的關注，黃立成在 MACHI 第三

張專輯簽下小崔、當屁、受罪三位本土藝人，其中當屁與受罪原屬於地下饒舌團

體「地下國度」的團員，而後在 2007 年黃立成更將這三位台灣團員組成「三角

COOL」，成為 MACHI 第一個台灣藝人組合。在《石頭變黃金》這首歌中，團員唱

出先前在大唱片公司求出路碰到的瓶頸，並且透過「Machi 4 Life」強化 MACHI

兄弟義氣的概念： 

 

送出 DEMO像沉進水裏沒回音 他們說這不能賣錢沒有人聽 

你的年紀是那些新人兩倍 花公司的錢栽培根本是白浪費 

EMI 說滾開環球說你頭殼壞 被 Sony當屁華納說你不會賣 

他們看我又來 就把鐵門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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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擊看扁 我也不會停下來 

別人當玩票性質 我做音樂不只做一輩子 

我要的是 Machi 4 Life 不是一張叫合約的紙 

身上的刺青用來寫我歷史 

寫著命運要靠自已控制 未來用我的方式 

我唱的是事實不是歌詞 麥克風給我就別想叫我停止 

大哥不用再動一根手指  我幫他賺的絕對夠他再開好幾家公司 

 

  從 MACHI 的歌曲可以看到許多黃立成對台灣、對嘻哈音樂的理念。除了透過

宣稱鞏固嘻哈地位之外，黃立成也嘗試用批判性的歌曲表達對台灣社會的看法。

2005 年 9 月，黃立成發表單曲《報應》控訴 KURO、EZPEER 等 P2P 音樂平台對

台灣著作權法權益造成的影響，並指涉多位立委為抹殺音樂著作權法的幫兇： 

 

張惠妹蔡依林跟周杰倫 李玖哲和王力宏都是被害人 

這一天他們找上黃立成 他找白道幫忙 找黑道談判都不成 

只好去找總統 可是總統又飛去哪個小國訪問  

政府不知道是太笨還是聾了瞎了 

抓棒球抓綁架就是不抓他們 然後還頒獎鼓勵有創意的盜版人 

他們一定收買立委才敢這麼屌 沒法律就幫他們創一條 

有政府的幫忙誰都別想告 有政府的幫忙音樂更快倒 

有人不吭聲有人逃 但是我們會站出來做圈子的驕傲 

音樂快斷氣了誰該負責任 KURO EZPEER報應一定會發生 

 

 2005 年 12 月 27 日，聯合報專訪黃立成與黃立行並做了三篇相關報導，報導內

容圍繞在他們對台灣的熱愛，以及回台灣做 MACHI 的理念。報導中黃立成提到

他寫的《報應》讓台灣開始意識到維護智慧財產權的重要： 

 

問：黃立成做了「報應」這首歌，對音樂侵權的批判很犀利？                                                                                 

成：音樂人是台灣的軟體，台灣硬體方面的資訊電子產業，很多都外移

到大陸了，台灣還有什麼？人才啊，政府對於音樂人才、智慧財產權更

應該要保護。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我叫別人念給我聽幾百次（看不懂中

文），才寫下「報應」這首歌，提出我們的想法，但有些立委仔細看過

這個法案嗎？大部分是因為自己的黨派支持這個法案，就簽名連署。幸

好，現在這個法案擋下來了，許多立委也在寫法案，支持保護音樂著作

權37。 

 

                                                       
37 袁世珮、何軒憶、梁玉芳，〈用台語唱自己的歌 「就對了！」捍衛著作權 為阿妹抱不平 有

人就會「出一隻嘴」〉，《聯合報》，A10 版相對論，200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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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4 月，黃立成遭前立委邱議瑩提告妨害名譽，黃立成堅持不道歉，社

會上出現許多聲援黃立成的聲音。根據媒體報導，黃立成的歌迷打電話進邱議瑩

的辦公室要求撤銷告訴38： 

 

  邱議瑩控告黃立成加重誹謗罪後，她設在屏東市自由路的服務處昨天

接獲不少歌迷電話，這些歌迷先播放黃立成「報應」歌曲，然後對服務

處人員表示，黃立成歌曲只是創作，沒有要誹謗立委的意思，要求轉告

邱議瑩不要再告黃立成。歌迷雖然沒有說出不撤銷告訴會如何作法，服

務處人員避免不必困擾，向警方報案。  

 

演藝圈除了麻吉幫成員外，也有許多歌手支持黃立成： 

 

  演藝圈昨則是群情激憤聲援黃，歌手王宏恩說：「政府有很多弊案不

了了之，憑什麼寫一首歌宣洩情緒就要遭起訴，真可笑！」董事長樂團

更揚言：「或許 Jeff的歌詞字眼下得太重，但立委也沒必要提告吧！如

果立委要告 Jeff，等於告整個音樂圈！」 39 

 

  2007 年 5 月 10 日，黃立成發佈一篇聲明稿，發表第二首單曲《罪》，聲明稿

中不斷強調黃不在乎個人，在乎的是台灣司法的正義、台灣民主的實現，以及台

灣創作人的權益，把個人被告的事件昇華到整個台灣社會的層次： 

 

  選擇在 5月 10日判決下來前發表我的新作品"罪"以及這份聲明稿，

是因為我希望這次我因"報應"而被起訴的這個案件，能夠不只是一則新

聞，而是藉此保護音樂創作的權益、喚醒所有業者及消費者對著作權的

重視、台灣司法檢視對於正義的解讀、台灣政府對於立法的把關！ 

公司的同事一直阻止我在判決下來前做這件事，他們擔心會影響到判決，

但我寧願相信台灣司法，我並不擔憂判決的結果，就像我歌裡寫的，有

罪無罪，我無所謂，有所謂的是全世界將怎麼看台灣… 

 

（黃立成聲明稿，2007 年 5 月 4 日） 

 

五月十號 有罪無罪我無所謂 說謊我不會 你可能死於非命 

只是一個警告 我的個性 我不會恐嚇 我直接把你幹掉 

不要逼我放棄演藝圈 撕破臉 跳進政治圈 人民都在等這一天 

我不需要道歉 我講的都是事實 我的歌詞 

                                                       
38 陳崑福、陳景寶，〈黃立成遭起訴 邱議瑩成目標 樂迷電話「關切」 服務處報警〉，《聯合報》，

屏東縣新聞 C2 版，2006/08/11  
39 〈寫歌惹禍 黃立成被訴 《報應》罵立委 國內首宗案例〉，《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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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華人的驕傲 讓盲人看得到 聾子聽得到  

檢察官謝謝你讓我第一個因為寫歌被起訴 為音樂付出 

我可以犧牲像耶穌 我不能再看我們的寶島哭 

政府 我教你什麼是正義 政府 我教你什麼是民主 

（黃立成，《罪》） 

 

  屬於主流樂界的黃立成，選擇在此時唱社會批判歌曲，是因為當時被視為具批

判性的本土掛嘻哈藝人在發片上出現停滯的情形，此外，被視為是台灣嘻哈教主

的 MC HotDog 在 2005 年發表《我愛台妹》單曲，走向商業化。浮在檯面上的本

土掛批判的聲音減少了，黃立成得以趁虛而入，藉由批判政府鞏固其台灣意識。

由於此事牽扯到的議題是音樂創作自由，而非具爭議性的族群意識，這樣的歌很

容易獲得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支持，許多媒體社論也聲援黃立成。黃立成若判有罪，

則會變成「台灣的音樂創作自由」受到侵害，若獲得勝利，則是「全台灣人的勝

利」。因此，《報應》這首歌不只是個批判性歌曲，更是黃立成用來鞏固「愛台灣」

形象的身分展演，最後黃立成一審獲判無罪，由此事件來看這個表演是十分成功

的。 

 

  一個新身分的建構要經過不斷的修正與改進才能增加被認可的可能性。MACHI

透過先後兩張專輯《第貳樂章》與《超人》回應了先前的質疑，也講述了更多自

己對台灣與嘻哈理念的想法。透過音樂上的宣稱，MACHI 站穩了台灣主流樂界嘻

哈龍頭的地位，MACHI 也確實創造了一個不同於過往 ABC 的身分認同；透過行

為的實踐，甚至採取了較激烈的社會批判與打官司來捍衛其愛台灣的形象。 

                                                          

第四節、 真對立還是假對立？「ABC 式台客」新身分的出現 

 

  前述黃立成反對「台客」一詞的使用，與本土掛台客寫歌批評 MACHI，看似他

們永遠不會有交集的一天。這種對立原本是建立在本土性的爭奪與台客排外的基

礎上，但隨著 MACHI 在 2005、2006 年參加了「台客搖滾」，雖然仍堅持反台客

的意念，自此卻與台客一詞再也無法脫離關係。隨著台客的商業化，台客意義更

為開放，MACHI 開始與「台」扯上關係，再加上從 MACH 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兼

具了外來文化與台味，讓他們得以發展出「ABC 式台客」這種充滿混雜性的新身

分，並且從 2008 年開始將此身分運用在媒介商品中。這樣的新身分建構也讓我

們得以去思考先前的對立究竟是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衝突，還是站在商業利益的

角度做的宣示。 

 

  從前，「台客」被視作是低俗的代名詞，然而「台客」這個字的定義隨著時間

不斷演變，卻也開始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2004 年，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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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兩代電力公司」和「康熙來了」首度將「台客」議題搬上電視螢幕，讓這

個詞彙一夕爆紅，藝人搶著冠上「台客」封號；尤其是 2005 年起連續 3 年，由

「中子創新」主辦的「台客搖滾嘉年華」，每年都有超過 6 萬名年輕人入場，門

票收入高達 3000 萬元，而伍佰、張震嶽、MC Hot Dog 等流行歌手被凸顯為台客

典型，企圖逐漸扭轉台客原本的負面形象（林雅琪，2008）。 

 

  MACHI 連續兩年都參加台客搖滾演唱會。2005 年，MACHI 是以受邀擔任台客

搖滾演唱會的特別來賓的身分出席。MACHI 會被受邀，一方面是因為台客搖滾是

由「新台語歌」延伸而來，而 MACHI 前身 L.A. Boyz 正是列屬於新台語歌重要推

手「真言社」所出產的藝人之一。台客搖滾演唱會的宗旨是，轉化過去台客多半

被視為負面、並有指涉特地族群、階級衝突的意涵，這些台客搖滾的參與者對台

客各自有不同的見解。2006 年 MACHI 在演唱會手冊仍然對台客一詞持著反對的

立場： 

 

麻吉：台客是一種瞧不起台灣人的用語，希望大家不要再用了！台客搖

滾！ 

（台客搖滾演唱會節目手冊，2005 年） 

 

  台客搖滾狂熱始於 2005 年夏天，當時中國時報，誠品好讀雜誌，以及「台客

搖滾嘉年華」的宣傳者聯合起來試圖「重新書寫」與「重新定義」台客文化（Ho，

2009）。陳冠如（2006）認為，台客搖滾所要建構出正是一種拼貼的、愉悅的「台

客」後現代印象。對此多人認為當今時代與過去不同，台灣已不再是過去被國家

政府壓制的封閉社會，「新台語歌」所具的批判意義不符合現在的情勢（辜國瑭，

2000；懿穎編，2005：29；楊鎮吉，2008）。另一方面，台客搖滾演唱會所具有

的商業潛力也逐漸被注意，伍佰等人籌辦的台客搖滾，刪去了台客從前的低級論

述，並重新脈絡化為國家認同的高級論述，是建立在經濟國家主義下製造出來的

產物，是一種「純粹的市場考量」（Yang，2008:205）。「台客搖滾」成為一個可

以銷售的品牌，在此這種背景下，「台客」成了一個商業導向的標籤。 

   

  Ho（2009）認為當今台客現象是文化產業透過公司聯盟合作並在全球化的網

絡中創造出綜效，反而帶來文化認同的多樣性。某種程度而言，台客搖滾與 MACHI

的音樂理念是很像的，不同的只有 MACHI 對於台客是持反對態度。雖然仍然有

人對 MACHI 站上台客搖滾感到質疑，認為他們不屬於「台客」一族，但不論 MACHI

對台客的意見為何，或者 MACHI 究竟能不能算是「台客」，他們的確開始被媒體

與台客做連結。例如，當 2005 年台客搖滾宣部邀請 MACHI 為特別來賓時，有媒

體說 MACHI 是「台客嘻哈」團體，甚至有媒體創造「ABC 式台客」一詞來稱呼

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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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伍佰、豬頭皮、陳昇、張震嶽、BABOO之外，原本期待 L.A BOYS 可

以重現江湖， 無奈表弟人在美國不能趕回來，最後決定由新一代台客

嘻哈團體 MACHI 代替，也有傳承意味40。 

 

「台客搖滾」昨天敲定「ABC 式台客」麻吉兄弟將擔任演唱會特別來賓，

今起各主要廣播電台並將密集播出「台客頌」，熱炒 8月台客時尚流行

風41。  

 

  2008 年是 MACHI 正式挪用「ABC 式台客」身分的開端，MACHI 接下零食品牌

多力多滋代言，推出「台客尬嘻哈 你挺哪一ㄊㄨㄚ?」活動，邀請觀眾來為兩種

新出的口味投票。這項「公投」獲得廣大迴響，美式的多力多滋因為推出台客口

味，在南部銷售量大為上升（林雅琪，2008）。2008 年適逢總統大選，同時還有

另一項「公投」投票，多力多滋選擇使用「公投」形式，也對應到當時的政治活

動。這顯然是廠商全球在地化的一種表現，也顯示出廠商看到台灣社會中台客文

化與嘻哈文化的流行。多力多滋的廣告所呈現的就是在商業機制操作下所製造出

來的台客文化與嘻哈文化的假對立。這個廣告請 MACHI 來代言，也顯示廠商看

到 MACHI 身上兼具了美式嘻哈文化與台客的特質。MACHI 也從對「台客」持反

對態度，轉為開始消費「台客」的意象進行商業活動。 

 

 

圖 四：多力多滋 2008 年推出代表台客的台式「炒海瓜子」口味 

與代表嘻哈的美式「馬芝拉條」口味 

一、 ABC 式台客形象的《殺手歐陽盆栽》 

  2011 年黃立成參與電影《殺手歐陽盆栽》演出，擔任黑道老大「冷面佛」一

角。由香港藝人曾志偉在台灣成立的國際電影公司「影市堂」擔任製片，對電影

                                                       
40

 江昭倫，〈伍佰的台客搖滾演唱會 不夠俗擱有力不上場〉，《大成報》，2005/08/09 
41 張文輝，〈伍佰為台客搖滾備戰〉，《聯合報》，發燒星樂園 D3 版，200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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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定卻是「台」味十足。片中設定許多台灣特有的笑點，其中黃立成飾演的冷

面佛更是電影中的一大亮點。黃立成在電影中的角色，亦符合了所謂的「ABC 式

台客」的形象。和九把刀原著不同，電影將「冷面佛」的角色設定更符合黃立成

本人—一個從小留美的 ABC。片中冷面佛是由飾演小劉的趙正平介紹出場，直接

點名了冷面佛 ABC 的身分： 

 

對阿，他小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他。5、6歲就送去美國讀書。 

現在回來台灣了，整個人就像 ABC一樣。 

 

  冷面佛登場後，一開口卻是英語夾雜台語，讓劇中在場的人驚訝不已。在片中

髒話不斷、操著一口 ABC 口音的台語喜感十足，黃立成在劇中「ABC 式台客」的

形象也讓角色大受歡迎。這個「ABC 式台客」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電影設定「冷

面佛」接手父親的「挺檳榔」集團後，就致力於將檳榔國際化，冷面佛在片中播

放了一份 power point，內容是一段以 Rap 的方式推廣檳榔國際化的影片。冷面

佛身邊總是不乏辣妹相伴，住家頂樓是私人游泳池，重視錢超過一切，因此這樣

的 ABC 式台客呈現的是十分資本主義式的形象。 

 

  電影中冷面佛的角色，其實有許多黃立成本人的投射在裡面。例如，冷面佛在

片中的英文名字就叫做「Jeff」，以及自小就留美，還有商學院畢業的背景，都和

黃立成本人相似，許多觀眾看完都覺得冷面佛就是黃立成本人，並且對他在劇中

的「ABC 式台語」印象深刻。有網友就在網路上表示很喜歡黃立成的 ABC 式台客

形象： 

 

另外私心要講的是 Jeff飾演的冷面佛 

sorry,我真的覺得他演的很好笑 

就一個沒看書的人來說,他演的冷面佛讓我覺得還不錯 

開口閉口的台客 ABC+檳榔國際化這些都還蠻好笑 XD 

我們看的那場人不算少,只要 Jeff一出場大家就覺得很好笑 

由其是莫名其妙的不好笑的梗,從他口中出來就變得怪怪的好笑 

真要說,Jeff真是這部電影的星星阿~ 

 

（PTT「Movie」版版友 linche，2011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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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殺手歐陽盆栽》中冷面佛播放的「挺檳榔」廣告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讓黃立成得以創造「ABC 式台客」這個身分？根據 Ho

（2009:568），隨著 2005 年台客搖滾與 2006 年台客搖滾嘉年華這兩大演唱會的

結束，加上缺少大唱片公司做進一步關於台客搖滾的宣傳，台客熱潮的光芒開始

消退；當年輕人突然發現都市風格更有吸引力也更有魅力，台客搖滾混合、混雜

的特性被拋棄了（Ho，2009:568）。黃立成會挪用「台客」的身分，首先在於台

客走向主流化，意義產生改變，台客成為可以販賣的品牌，先前那些質疑 MACHI

的本土掛台客，並無法成為主流定義下的台客。再隨著 2006 年後台客搖滾熱潮

退燒，「台客」有了趁虛而入的空間，或者也能將「ABC 式台客」視為台客的一

種新類型。總之，在這種時空狀態下，MACHI 比 2000 年初期更能利用「台」的

特性。 

 

  要提醒的是，黃立成本人從未說出自己是「ABC 式台客」，然而他在媒體上的

演出卻帶給觀眾這樣的印象。事實上，黃立成正是透過《殺手歐陽盆栽》鞏固了

這樣的 ABC 式台客形象，由此可知黃立成的「台」是建立在講台語與黑道大哥

的形象上。而黃立成的 ABC 式台語降低了觀眾對劇中黑道角色的反感，反而讓

人覺得有趣。「ABC 式台客」的出現，代表著 ABC 與台客似乎不再是相互對立的

兩個群體，而是可以有曖昧不清的模糊地帶；ABC 式台客的出現，似乎也呼應了

台客搖滾的宗旨，再也不是本土／外來的對立。而即使 MACHI 看似多麼不願承

認台客這個詞，自此以後卻再也無法與它做切割；更重要的是，ABC 式台客的出

現，更代表著一種可以被商業利用的新身分的誕生。MACHI 身上所具有的混雜文

化特質，讓他們可以建構出十分彈性的「ABC 式台客」新身分，無論「ABC 式台

客」是否真正存在，它成了一種媒體可以販賣的形象，既然這樣的形象可以獲得

台灣人喜愛，同樣的黃立成自然也就不需再否定 ABC 這樣的標籤。 

 

  最後，「ABC 式台客」的建構，是否也可以代表 ABC 與本土台客界對立的消融？

這似乎可以從黃立成受邀擔任大支演唱會嘉賓找到答案。2012 年 2 月 18 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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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在 The Wall 舉辦新專輯「人」的演唱會，在安可曲的部分安排了黃立成一起合

唱《台灣 song》。在大支唱完《台灣 song》的第一段之後，就介紹黃立成出場，

黃立成把 MACHI 的《台灣之子》的第一段接在《台灣 song》中，隨後兩人一起

合唱《台灣 song》的後半段。有趣的是，《台灣 song》與《台灣之子》兩首歌分

別代表了本土嘻哈界與 ABC 的台灣認同，其中《台灣 song》中更有一個段落是

在批評 ABC： 

 

喔 你偷渡客 別和我講上海多好 是有多好 北京多好 是有多好 

我看到的是你大漢的所在 台灣寶島 台灣寶島 台灣寶島 

先生 借問你叨位 你在那辣英文 ABC甘真正足嗆 

我偏偏說的是台語狗咬豬 那才是真正台灣人的聲音 

不知道他們在囂張什麼 啊你是在羨慕什麼 

台灣的小姐 啊你嘛稍拜託一下啦 哈… 

 

  在這場演唱會的橋段中，這個段落巧妙的被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黃立成演唱

《台灣之子》的段落。《台灣 song》與《台灣之子》，其實兩首歌的意念十分接

近，只是因為之前 MACHI 的 ABC 身分一直成為被本土嘻哈界攻擊的目標，才成

為各自身分正統性的爭奪戰。再者，在黃立成創立的服飾品牌 MACHI Royal 的

Facebook 粉絲頁中，也可以看到替本土嘻哈樂團做的宣傳，如 MACHI Royal 就曾

為拷秋勤的演唱會贊助服裝。以團體 MACHI 為形式發行的專輯在 2005 年之後就

未再推出，或許是如此，本土嘻哈不需要再建構出這樣的對立來互相爭奪本土

性。 

 

  MACHI 雖然一開始引發台客與 ABC 之間的衝突，也多次發表對台客一詞的不

滿，以及反對族群分化的現象，從前自認為是「台客」的也極力與 ABC 做切割。 

但隨著2005之後台客意義的改變，以及台客成為一種象徵符碼被主流商業消費，

MACHI 卻也「無意中」消費「台客」這個概念，默許自己落入了「ABC 式台客」

的範疇中。MACHI 一方面反對「台客」，卻也參與了暗示「台客」開放意義的台

客搖滾。再者，正如同多力多滋廣告將台客與嘻哈做對立並非蓄意挑起台灣的兩

種次文化對立，而僅僅是廣告上的噱頭效果，從後期本土嘻哈界與 MCHI 的「和

解」，也可發現先前的對立只是在市場區隔下所需要的建構。我們可以將「ABC

式台客」視為 MACHI 在在地化的過程中所生產出的一種方式。在 MACHI 不再發

片，改以其他形式出現在媒體上，他們反而可以更彈性的運用新身分獲得台灣人

認同。MACHI 自己究竟是不是反台客，或者與反 ABC 人士間的爭論似乎不再是

重點，因為台灣必定仍然存在認為 ABC 不是台客，或者將 ABC 與台客作切割的

人士。MACHI 的與「台」靠攏，事實上是與商業在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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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MACHI 的華裔與亞裔美國人認同 

  為了鞏固台灣市場，MACHI 在出道初期不斷強調愛台灣的認同，甚至否定 ABC

的身分。但從 2005 年的「超人」專輯，我們可以看到從前強調唱台語嘻哈的

MACHI 轉而以中文嘻哈為主，歌曲中也透露出「華人」的身分認同。從許多歌曲

可以看到 MACHI 作為全球化下華裔美國人（Chinese American）對華語市場的想

像。這樣的想像操作是為了更廣大的華人市場利基，尤其黃立成在 2007 年發表

的單曲〈1937〉便挪用了南京大屠殺被日本人迫害試圖喚起兩岸分裂前的歷史記

憶。此外，對 MACHI 而言，最重要的倚賴是他們的跨國網絡連結，透過分析這

個網絡，可以發現黃立成主要是透過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的認同去維

持此種連結。 

 

  例如 2005 年「超人」專輯中的《我愛周星星》一曲，就挪用了周星馳的電影

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引用許多周星馳電影的經典對白為台詞。又，《大俠》一

曲中的概念可以聯想到當今華語武俠片的全球化。其實，在 2005 年的專輯中，《屌》

這首歌就已經出現台灣意識與華人意識的混用： 

 

我從小學就常常作弊 還是沒得過 A頂多 B掉到 C摔到 D 

直接跳過 F爛到爸的 G 現在混到好幾個千個兄弟 財產好幾億 

讓台灣更國際 我的 LG跟 LP 很有力 很大像內地 

我是十四億的第一 所以我最有資格教妳 什麼是屌 

 

  從黃立成使用「內地」稱呼中國就能得知黃立成在身分認同的使用上開始轉變，

黃立成更提到「我是十四億的第一」，這已經不只是台灣之子的身分認同了。有

鑑於兩岸政治上的敏感，但中國市場的潛能讓人無法不忽視，在台灣以「內地」

稱呼多半是市場性的需求。在 2007 年早先發表的單曲《罪》中，就可以發現黃

立成使用「華人」一詞： 

 

我不需要道歉 我講的都是事實 我的歌詞 是華人的驕傲  

讓盲人看得到 聾子聽得到  

 

  從「台灣之子」變成「華人的驕傲」，黃立成的宣稱確實產生轉變。在這些具

華人意識的歌曲中，最受爭議的是黃立成於 2007 年年底發表的單曲《1937》。2007

年 11 月，因為在美國的朋友寄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是日本政府在華盛頓郵

報刊登了一篇全頁的廣告，內容強調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以及華人所謂

的慰安婦，其實是自願的妓女（NOWnews，2007 年 12 月 15 日）。黃立成認為日

本政府掩飾真相，因此寫下《1937》，並在南京大屠殺 70 周年的時候發表這首歌

曲。此首歌並配合當時在當台放映的美國電影《被遺忘的 1937》作宣傳。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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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歌中，黃立成將「日本」作為假想敵來喚起中國人的認同： 

 

世界都知道納粹殺猶太的事實 而我們的國殤被人用陰謀掩飾 

我為我的日本朋友覺得難過 他們國家用謊言 遮蓋過錯 

人民不知道上一代犯了什麼錯 只知道原子彈來自美國 

他以為自己是被害人 那是胡說 我不能再沉默 

 

認錯 事實不是說謊就能帶過 道歉 歷史不是捏造就能改變 

懺悔 才會真正得到尊嚴 南京一九三七 永遠不會忘記 

 

手裡玩著任天堂 我懷疑我的祖先 是否身在天堂 

潮流人炒作 APE 連我也愛看日本 AV 

你們還在哈日沒關係 但歷史和真理永遠不能忘記 

 

由於歌詞涉及批評日本政府，這首歌在中國遭到禁播，但在網路廣為流傳。在大

陸優酷視頻網站中，黃立成的〈1937〉點擊率截至 2012 年 6 月 11 日，已高達

1260 萬人次42，至今還有網友最新留言，表示「勿忘國恥」、「這才是中國人的

MV，憑什麼禁播」，此外，許多大陸網友的分享連結都以「愛國歌曲」稱呼這首

歌。黃立成沒有像王力宏擁有官方背書，〈1937〉並非透過官方管道傳播的國家

意識歌曲，而是透過網路民眾分享建立的認同。但這樣的方式也順利的讓原先是

「台灣之子」的黃立成獲得中國民眾的認可。 

 

  此歌一出，在台灣引起了正反兩面的評論，正面評論的肯定黃立成勇敢追求還

原歷史真相，負面的評論，則是把焦點放在黃立成 ABC 的身分上。有些台灣民

眾質疑此並非台灣歷史，但黃立成在歌曲中寫道「歷史回到西元一九三七／日軍

入侵我的土地／殘殺手無寸鐵的難民」、「世界都知道納粹殺猶太的事實／而我們

的國殤被人用陰謀掩飾」，顯然已經不僅是指涉台灣，因而引起極大反彈。 

 

  〈1937〉模糊了 MACHI 的身分認同，似乎與〈台灣之子〉的宣稱背道而馳。

網友質疑黃立成，台灣也有類似於南京大屠殺的 228 事件，為何不以此為題材創

作？對此黃立成回應，「台灣很挺我，這輩子我做什麼事，都會有 2400 萬台灣人

挺我。」：43 

 

他透露，寫「1937」前的確也想過，要以「228事件」創作，他能體會

受難家屬的心情，但他知道歌曲完成後，會淪為「藍綠」政治爭執，他

創作是要傳達想法，不是拿來製造紛爭，所以就此收手，黃立成說：「我

                                                       
42 網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kwMzU2Mjg=.html 
43 林佳弘，〈黃立成避談 228 愛台網友嗆聲〉，《自由時報》，20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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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台灣人爭吵。」（同上） 

 

  黃立成所採取的回應與先前反台客時期相同，他不願台灣陷入族群、藍綠的分

裂。黃立成選擇 1937 年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作為歌曲題材，所挪用的歷史記憶是

發生在 1949 年國共分裂之前，這樣的記憶其實是存在於兩岸人民心中的，〈1937〉

讓黃立成不只是愛台灣的麻吉，也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從另一角度來說，近年

來中國意識興起，黃立成正好利用身分的彈性去利用這樣的認同。若從一個更現

實的角度去思考，團體 MACHI 所發行的專輯到 2005 年之後便停止，之後都是以

黃立成為主的單曲模式發表。然而麻吉娛樂這個公司並未閒著，在 2007 年，公

司旗下有四組藝人發行了單飛專輯（表十）： 

 

表 十一：2007 年 MACHI 旗下藝人發行的產品 

 

日期 旗下發行產品 

2007.03.12  楊韻禾個人專輯《你不知道》 

2007.05.10 單曲《罪》 

2007.09.18 林智文 EP+DVD《戰》 

2007.10.12  李玖哲個人專輯《想太多》 

2007.11   麻吉發表歌曲《南京 1937》 

2007.12.28  三角 COOL 專輯《庫庫掃》 

 

除了李玖哲外，其餘三組藝人都是首次發行個人專輯。2007 年也是李玖哲獲得

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獎項的年份，當年可說是 MACHI 娛樂旗下最積極進行發展

的時候。另外，在團體 MACHI 後來發表的三首單曲中，旗下團體三角 COOL 都有

參與演出，對將在 2007 年底發行首張專輯的三角 COOL 來說，無非是露面的好

機會。 

 

  在 2008 年一篇中國時報的報導44中指出，「麻吉弟弟」周立銘在 2003 年唱〈電

動王〉，歌詞裡出現「不上課、打電動」等字眼，MV 又有國旗、槍的畫面，被

大陸文化部認定教壞青少年，連帶讓「麻吉」整團遭殃，從 2003 年起連 3 張專

輯都在大陸禁止發行，遭禁已超過 4 年。此外，2011 年有一張「禁播 37 首歌曲」

的公告在網路上流傳：浙江省文化廳為「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確定

37 首違禁歌曲。該網友還翻拍了 KTV 中點唱機的黃色禁播介面，並將照片貼到

微博上。曲目表上寫道：「違禁歌曲，禁播公示。根據省文化廳要求，以下 37

首違禁歌曲，不得播放，敬請諒解。45」其中有三首是麻吉&黃立成的歌，兩首

是麻吉弟弟，兩首是黃立行的歌。其它被禁播的歌曲，不乏出現「台灣」或有性

                                                       
44 林家芬，〈麻吉遭禁 4 年 無緣賺人民幣 黃立成改名轉運 反攻大陸〉，《中國時報》，2008/01/23 
45

 楊慈郁，〈浙江禁唱 37 首歌？官方：禁播 MV〉，《旺報》，20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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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的歌（黃立行的歌也有性暗示）。Machi 被禁播的三首歌為《爽》、《麻吉》、

《OH 社會》（見圖六）。 

 

 
 

圖 六：網路上流傳的「37 首違禁歌曲」 

 

  根據報導，為了讓旗下歌手順利進大陸，黃立成先從改名字下手。金曲歌王李

玖哲在台灣叫「麻吉小胖子」，在大陸改叫「影子歌手」；「麻吉」唯一的女聲 Mel，

在大陸則以楊韻禾本名發個人專輯46。身為麻吉娛樂的老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情況下，旗下藝人不能放棄大陸這塊市場，黃立成有必要去改善 MACHI 不受

大陸當局歡迎的局勢。因此這種相互矛盾的身分認同，乃是根據 MACHI 所要考

量的市場因素去做改變。 

一、黃立行以「都市形男」電影角色進軍大陸市場 

  前述黃立成為了要讓旗下藝人順利進軍大陸市場，試圖透過藝人單飛發片的形

式來降低團體「MACHI」的色彩。然而 MACHI 旗下藝人分組發行專輯的方式似

乎並未獲得太大迴響，除了李玖哲有穩定的發片量，其他藝人目前尚未有新作品

現世。在 MACHI 企業中，黃立行選擇藉由去政治化、充滿男性魅力的 ABC 都市

型男形象，滿足大陸中產階級女性的幻想，以具有消費能力的「白領」階級為目

標群眾，成功打入大陸市場。 

 

  2010 年，黃立行在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杜拉拉升職記》中擔任男主角，《杜

拉拉升職記》中的都市型男角色十分契合黃立行本身的形象，電影在中國賣出了

                                                       
46 林家芬，〈麻吉遭禁 4 年 無緣賺人民幣 黃立成改名轉運 反攻大陸〉，《中國時報》，200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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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億人民幣（約 6 億台幣）的票房後，奠定了黃立行的「時尚型男」形象。在

黃宗儀（2011）對小說《杜拉拉升職記》的研究指出，隨著中國階層身份之快速

改變，中國出現了中產／新富崇拜（Guo 2008: 38），此類身分代表性的主體包括

企業家與專業人士（Goodman & Zang 2008: 13）。《杜拉拉升職記》描述中國白領

女性在跨國企業中的奮鬥史，電影將故事背景設在上海，整部電影呈現出對大都

市裡跨國企業的想像。「白領」是中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新詞之一，年輕專業新

貴廣泛使用這個身分來標誌自我，藉此過程「將他們自身與心目中的現代性典範，

亦即西方社會白領階層連結」（Brownell 2001:126）。整部電影是以杜拉拉為中心

所展開的，黃立行在電影中扮演在外資企業上班的高層主管王偉，與杜拉拉談了

一段辦公室戀情。在這部以女性為主體的電影中，黃立成的角色是十分性別化的，

工作時專業嚴肅，一身西裝筆挺不時透露出男性性感魅力，受到公司眾多女職員

的青睞，然而對愛情卻十分專情，呈現的是中國中產階級女性對跨國企業男性主

管的幻想： 

 

   黃立行長期以來都是華語樂壇的時尚型男，高挑的身材和身上散發

的時尚氣質，都和原著中的“王偉”形象很匹配，再加上黃立行的魅力

“電眼”和鬼馬氣質，也很容易讓白領觀眾心動，更絕對可以使片中的

“杜拉拉”意亂情迷47。 

 

  直到 2010年，黃立行擊敗眾多候選者，成功出演熱門電影《杜拉拉

升職記》男主角王偉，將其“台灣第一型男”的旋風刮至內地大銀幕。

影片最終破億的傲人票房成績也讓“演員身分”的黃立行進軍內地的

第一部大銀幕電影便成功晉身為億元票房男星俱樂部的成員。至此黃立

行達成了其演藝生涯的又一次重要升級48。 

 

  2011 年年底，黃立行再度與電影《杜拉拉升職記》的導演兼女主角徐靜蕾合

作，擔任電影《親密敵人》男主角，故事背景從外資公司轉到投資銀行（簡稱「投

行」），發生地點轉到香港。電影延續了《杜拉拉升職記》「職場加愛情」的主題，

同樣都是在大都市下發生的愛情故事。黃立行在電影中擔任投行高層經理，再度

延續了「都市型男」的形象。《親密敵人》在中國獲得人民幣破億的高票房，根

據中國媒體分析，《親密敵人》的受眾群體精准是成功的主要原因，繼《杜拉拉》

後，多數年輕男女、職場白領都是《親密敵人》的「潛粉絲」，既是電影觀影群

體的主力，又有消費能力49；電影上座率最高的幾個城市為北京、上海、深圳、

                                                       
47 〈黃立行“橫空出世” 《杜拉拉》擔綱男一號〉，《Tom 娛樂》，2009/07/31，網址：

http://yule.tom.com/2009-07-31/001Q/08436833.html 
48

 傅雲鵬，〈黃立行《親密敵人》公映 揭秘全面升級三部曲〉，《中國經濟網》，2011/12/22 ，網

址：http://big5.ce.cn/gate/big5/fashion.ce.cn/mlc/201112/22/t20111222_22940998.shtml 
49
 蔣波，〈《親密敵人》職場白領青睞 樂視首映首日破 60 萬〉，《人民網》，2012/02/09，網址：

http://ent.people.com.cn/BIG5/81372/233217/17067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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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等白領最為集中的城市50。 

 

  黃立行滿足了女性的幻想，以下報導顯示了黃立行所具有的男性魅力，成為他

出演職場愛情電影的最大優勢： 

 

  北京一位資深院線經理透露：『來看《親密敵人》的觀眾類型比較集

中，多是情侶檔和閨蜜檔，情侶檔中一般決定看這部片子的是女性，而

閨蜜檔多是衝著型男黃立行來的。』有影迷在微博中這樣評價黃立行的

表現：『他的每個動作、眼神都非常自然，非常到位，愛死他的制服誘

惑了！』而電影中黃立行的經典臺詞『我真的不懂女人』則說出了許多

男生的心聲，黃立行本人表示：『我想用這句臺詞給了男生一個理由，

讓女生看到男生為什麼有時會很痛苦。』替男生說出心聲，當然也會獲

得男性影迷的支持51 

 

 

 

 

 

 

 

 

 

 

 

 

 

 

圖 七：黃立行主演電影《杜拉拉升職記》（左）與《親密敵人》（右） 

 

  在前述部分提到大陸禁播 37 首歌曲中，黃立行的歌也名列其中，透過電影演

出，黃立行成功進入中國市場。黃立行繼 2002 年《台北晚九朝五》後，唯二的

兩部電影演出都在大陸取得了破億的好成績，可見他在形象設定策略方面的成功。

憑藉符合都市題材電影的性別角色演出，黃立行鞏固了他在華語市場的「型男」

地位： 

                                                       
50 〈《親密敵人》三天票房 4100 萬 超越《杜拉拉》〉，《香港娛樂網》，無日期，網址：
http://www.hz67.net/hk/7/2011/1227/1665.html 
51 王卓，〈黃立行被評大銀幕黑馬 《親密敵人》再破億〉，《搜狐網》，2012/01/11，網址：

http://yule.sohu.com/20120111/n3318531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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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立行憑藉型男標簽也受到各大廠牌的青睞，在《親密敵人》上映期

間，便可在各大廣告牌看到他的潮牌腕錶和高檔轎車的代言廣告。除了

出演電影，黃立行也分別為《杜拉拉升職記》和《親密敵人》創作並演

唱了《Go》、《超新星》兩首熱門主題曲，歌手與演員的雙重身份遊刃有

餘，演戲與唱歌截然不同的形象處理方式，終使內地觀眾對黃立行多年

的努力報以熱烈支援。 

 

  黃立行採取的路線和 MACHI 不同，他的歌曲、電影都是去政治化的，並且符

合他既有的性感 ABC 形象。黃立行的電影演出強調了其性別魅力，他以一種不

同的方式進入了大陸市場，跟王力宏、黃立成不同，他的作品不強調身分認同、

不觸碰敏感政治議題，也在中國市場打下一片天。若將 MACHI 視為一個家族企

業，黃立行扮演的「家族分工」角色就是鞏固大陸市場。 

二、  MACHI 的跨國網絡連結：另一種做音樂的方式 

  MACHI 的網絡事實上是十分跨國性的，然此網絡卻有一定的路徑可循。MACHI

的跨國網絡主要透過成員互挺的方式呈現，MACHI 成員也常經由媒體訪問表示對

「大哥」黃立成一路相挺的謝意，來鞏固「MACHI」品牌的概念。 

 

  下頁圖八為 MACHI 的網絡示意圖。基本上，除了三角 COOL，大部分的 MACHI

成員都有在美國成長的背景，而且皆是在加州認識的。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網站52，加州是全美華人聚居最密集的州，大約有 112 萬華人，其中又以南加州

地區人數為最多，約有 80 萬餘人。南加州來自台灣的移民人數，高居全美首位，

約有 15 萬人，幾佔全美 30 萬名台灣僑民的半數。MACHI 的網絡多半集中在南

加州的洛杉磯，尤其是 Orange County，最初的成員有一半以上都是黃立成的親

戚，根據周敏，相較於韓裔移民，華裔族群則傾向以傳統民族組織(traditional 

ethnic organizations)做為社會結構中心，這是由於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較久，因

此許多家族擁有龐大的網絡結構，成為吸引新移民的場所（蘇芳禾，2009）。 

 

  MACHI 的跨國網絡主要是透過親友關係建構起來的，其中同樣身為 ABC 的吳

建豪早在 L.A. Boyz 時期就與黃氏兄弟熟識。當時吳建豪向 L.A. Boyz 學舞，也曾

在 L.A. Boyz 的表演擔任舞者，後來吳建豪的姊姊甚至簽給黃立成在台灣以「L.A. 

Babes」團體名義發專輯。吳建豪會成為亞洲知名偶像團體 F4 的成員之一，也是

在黃立成的鼓勵之下回台發展一砲而紅。因此吳建豪一直視黃立成為生命中的貴

人，他曾說：「Jeff 一句話，要我做什麼都可以」（葉宜欣，）。即使隸屬不同唱 

                                                       
52 網址：http://www.ocac.gov.tw/public/overseapublic.asp?selno=6070&nodeno=3352&con=235& 

cou=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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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公司，吳建豪不僅經常在公開場合戴「MACHI 帽」出席，也跨刀為 MACHI 拍

MV、為 MACHI 主持的節目捧場，因此無論是吳建豪或 MACHI 的粉絲，都視吳建

豪為「麻吉幫」的一員。吳建豪也投資了黃立成的 MACHI 娛樂與 Primo 夜店。 

 

  另一方面，在MACHI網絡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網路是中與韓裔美國人的連結。 Jae 

Chong 是一名韓裔美國人，90 年代時在 L.A.為當地饒舌團體擔任音樂製作後，轉

往亞洲市場，並為 L.A Boyz 創作歌曲。正如同 L.A. Boyz 在台灣代表的地位，他所

待過的韓國團體 Solid 是將美式 R&B 帶入韓國的先驅，更不用說他也參與了 L.A. 

Boyz 的歌曲創製作，因此無論對華語市場或是韓國市場而言，Jae Chong 都有舉

足重的地位。後來成為亞洲各地知名的唱片製作人，除了幫李玟、黃立行、李玖

哲製作唱片外，也幫韓國偶像團體 JYJ 製作專輯。2003 年他與黃立成一同投資號

稱是台灣第一間嘻哈娛樂公司 MACHI 娛樂，並為旗下藝人創作歌曲（Jae Chong

官方網 http://www.alivenotdead.com/jaechong/details.html）。另一位韓裔美國人

李玖哲，17 歲時在韓國組三人團體 Voice 並未獲得迴響，回到美國尋找機會的李

玖哲，1997 年因為在教會唱聖歌被 Jae Chong 挖崛，而後在 Jae Chong 的推薦下

加入 MACHI。由於早期的韓國移民多為基督徒，在美國的韓裔是透過教會而形成

社會網絡，教堂可以作為小型的韓國社會，成為交朋友的所在，因此即使是非基

督徒的韓國移民，也會為了實際需求而上教堂（Hurh & Kim，1990；Min，1992:1371；

Chai，1998:298），其中南加州是美籍韓人教會最興盛的地區（朱易，2008）。李

玖哲與 Jae Chong 的網絡便是透過移民社會所發展出的宗教社群而建立的。李玖

哲與黃立成這個網絡也在 Jae Chong 的介紹下得以建立起來，由此可見這樣的連

結是十分傳統的亞裔美國人的連結方式。 

 

  同時，對李玖哲而言，黃立成是他得以在華語市場發展的重要網絡。在台灣，

外國人的身分，以及非偶像的外型，李玖哲在一開始尋求發片的機會碰到了許多

瓶頸。在李玖哲成功的故事中，黃立成扮演了重要的貴人角色： 

 

  黃立成幫李玖哲出機票錢來台灣，但「麻吉」首張專輯第一、二版封

面中並沒有他：「攝影師嫌我胖，他們就叫我休息，『we have 便當 for 

you。』ok，小胖的便當，他們還在拍，我心裡想為什麼他們還在拍？

但如果他們不要我在裡面我不要勉強，後來 Jeff（黃立成）出來挺我，

大哥說『我一定要小胖子在裡面，不然我不拍。』我聽不懂，但我看著

知道。我說，大哥沒關係，小小的事情不要吵架，我不在裡面，it 's ok，

他說『it's not ok』，繼續吵架。」  

（唐千亞，2008 年 1 月 31 日） 

  

http://www.alivenotdead.com/jaechong/det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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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成為團體 MACHI 的一員，李玖哲仍有著發個人專輯的夢想，但由於外型不

出眾不被看好，黃立成拿著李玖哲的歌曲去唱片公司推薦卻遭到拒絕。因此黃立

成自掏腰包幫李玖哲發片，並向銀行貸款 800 萬。2005 年首張個人專輯《影子》

將李玖哲打造成唱著 R&B 情歌的「影子歌手」獲得廣大迴響，李玖哲的歌手之

路逐漸順遂。在李玖哲發片獲得市場上的成功後，從 2005 年團體 MACHI 的「超

人」專即可以發現李玖哲負責的比重增加，MV 的露面機會也變多了。2007 年，

李玖哲以第二張個人專輯《BaBby 是我》獲得第 18 屆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

的獎項，在頒獎典禮上，李玖哲感謝黃立成的支持，才讓他有今天的成就：「我

要謝謝麻吉大哥，沒有人給我機會的時候，沒有人支持我的時候，你支持我，謝

謝大哥。」黃立成當時在台下也興奮的落淚，MACHI 互挺的概念又再度出現。 

 

  在台灣闖出知名度後，李玖哲於 2011 年成為 Jae Chong 一手打造的韓裔美國

人團體 Aziatix。Aziatix 另外兩名成員為 Flowsick 與 Eddie Shin 分別成長於美國紐

約與波士頓，兩人同在韓國有發片與參與歌曲創作的經驗，三人則是透過 Jae 

Chong 的介紹得以集結成團。近年來韓流興起，眾多韓國團體與藝人懷抱雄心進

軍美國市場，在 K-pop 全球化的背景下，Aziatix 得以以國際化為導向走入市場。

唱的是英文歌，曲風以 R&B／Hip-Hop 為主，Aziatix 所創作的歌曲是十分國際性

的。 

 

  對 Machi 而言，Aziatix 的出現無非是擴大了他們與韓國／韓裔美國人的網絡。

黃立成主要是透過李玖哲與 Jae Chong 與 Aziatix 作連結。除了黃立成經常在臉書

上轉貼 Aziatix 的消息連結外，Aziatix 在台灣舉行的演唱會也選擇在黃立成所開的

夜店 Primo。國外媒體訪問 Aziatix 時，李玖哲都會介紹到自己是台灣嘻哈團體

MACHI 的成員，這也算是一種變相替 MACHI 做宣傳。2011 年 12 月 12 日，黃立

成與 Aziatix 的成員都分享了 MACHI 與 Aziatix 在錄音室錄音的照片（圖九）。 

 

 

 

 

 

 

 

 

 

 

 

圖 九：2011 年 12 月 12 日 MACHI 與 Aziatix 在錄音室合照 

（圖片來源：Jae Chong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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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李玖哲也分享了 MACHI 與 Aziatix 成員一起觀賞吳建豪和洪天祥主演的

電影《樂之路》的照片（圖十），MACHI 網絡互相支持的形象再度出現。  

 

 

 

 

 

 

 

 

 

 

 

 

圖 十：2011 年 12 月 12 日，MACHI 與 Aziatix 成員觀賞電影《樂之路》 

（圖片來源：李玖哲臉書） 

 

  在今年 4 月 Taipei 543 的專訪中，黃立成提到提拔新的藝人是他常做的事，如

當時的吳建豪，這也是為什麼他被稱作「大哥」的原因。黃立成認為李玖哲李玖

哲是真正有實力、肯努力的藝人，他值得擁有他現在所享有的一切名氣。在新的

藝人中，Aziatix就有得到他的支持。他認為Aziatix讓人們再度重拾兒時的美國夢，

激勵我們前往美國市場。這裡的「我們」指的是有美國夢的亞裔美國人，黃立成

利用亞裔美國人的認同，將自己與 Aziatix 作連結。 

 

  在美國移民社會中，網絡的連結一直都是亞裔美國人賴以生存的重要方式。同

樣在美國長大的盛保熙是保瑞國際公司董事長兼得藝國際媒體總經理，也是麻吉

娛樂的投資人之一。在台灣擁有 Luxy 等多家夜店的夏天倫是一名小留學生，也

是黃立成所開的夜店 Primo 的投資人之一。MACHI 的網絡中，美國加州背景的佔

了大半數，從黃立成開始，一個連著一個，慢慢擴大這個網絡。這雖然他們常被

隱藏在「好朋友、好兄弟」這樣的關係下，但此人際網絡連結起來成為了一個龐

大的經濟網絡，他們有在不同國家投資的經驗，也比一般亞洲人擁有更好的跨國

流動性，這樣的網絡在全球化的時代是十分有利的。 

 

  MACHI 這種故事的方式顯示出他們的網絡認同和王力宏的不同之處。在王力宏

訴說身分的故事中，常回溯到他的父母、祖父母輩的故事，並透過媒體強化他「族

譜」、「血統」式的連結，如清華大學演講時清大特地回溯了王力宏的家族與清大

的連結。但是在 MACHI 這個以親友連結起來的網絡中，他們並不強調血統的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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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反而是透過各個成員之間相遇、互相扶持的故事，鞏固這個網絡的認同。

MACHI 的組成較為「混血」，不僅有親人關係，也有華裔美國人與韓裔美國人朋

友建立起的網絡。深究其中可以發現，這些連結中的每一個節點都存在著一定的

商業潛力。在美國，亞裔美國人常依靠亞裔美國人社群及親友關係去建立商業網

絡，從 MACHI 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網絡運作。這是一個以親友關係所

產生的新商業網絡，也是 MACHI 的特殊之處，他們的資源具備跨國性，也讓他

們得以利用跨國網絡進行跨國流動。 

 

第六節、 小結：商業導向的身分認同 

 

  在 2000 年後，音樂逐漸失去其特有的獨立批判性，由於市場開放、經濟流通

快速，在做任何音樂宣稱時，商業考量會牽涉其中。MACHI 藉由其身分上的彈性

在不同時期做了不同的宣稱與形象建構。 

 

  2000 年初期，由於台灣意識高漲，為了做出「愛台灣」的市場區隔，MACHI

選擇拋棄 ABC 的標誌，擁抱台灣人認同。在過程中遭到了本土掛台客的攻擊，

MACHI 本身也做出反台客的回應，進行「本土性」與嘻哈正統性的爭奪戰。但在

2005 年後台客的商業潛力開始被發掘，MACHI 竟也開始消費台客這個意象，這

樣的矛盾在 2008 年後 MACHI 在媒體上被建構的「ABC 式台客」的形象建構得以

消融，讓他們不必再去宣稱反台客，也不必反 ABC 的標籤。從後期 MACHI 在未

發片後與本土饒舌界的和解，更讓我們發現先前的對立不過是為了鞏固市場而採

取的商業操作的手法。這一連串的身分策略，其實是 MACHI 在台灣進行在地化

的過程中為了符合當時商業利益所做的選擇，最終的調整讓，MACHI 能更彈性的

去運用他們的身分。 

 

   由於近期中國市場的誘因，MACHI 也在音樂上做了些許的調整，因此從某些

音樂論述上，我們可以看到 MACHI 開始展現了曖昧的身分認同。而 MACHI 透過

亞裔美國人認同建立的跨國網絡，讓他們得以跨越國界，進行資本轉換。但同時

MACHI 也沒有放棄台灣這塊市場，至少就目前來看，台灣的確是 MACHI 發展最

好的市場。2005 年開始，黃立成意識到唱片市場的不景氣，並將自己所面臨的

處境寫在歌中，如〈石頭變黃金〉、〈報應〉等，尤其〈報應〉這首歌代表了黃立

成對盜版猖獗的不滿。黃立成在與立委的抗爭中獲得了勝利，但卻無法改變唱片

不賣錢的事實。2005 年之後 MACHI 再未以團體形式發片，MACHI 轉向經營副業

為主。尤其在 2008 年 MACHI 開始在台灣進行一連串的投資，將觸角擴及至夜店、

潮流服飾、Spa、餐廳等娛樂相關事業。在 Taipei 543 的專訪中，黃立成表示 2012

年他的第一重心會放在電影上，音樂的部分，黃立成說，音樂永遠是他的最愛，

但是「當今的音樂地景已經改變了，人們不會花錢去買音樂，而是透過 YouTube、



 

87 
 

網路的方式取得。」他認為現在外面的歌手越來越少是因為對音樂的熱情而做音

樂，但是若想透過音樂賺錢，「那他們所要面對的困難將會比我遇到的還要多。」

這些言論都顯示了黃立成看到唱片市場的改變，團體 MACHI 音樂創作的停滯似

乎也代表了 ABC 歌手在唱片市場不再具有優勢。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就可

以理解 MACHI 投資副業的轉向。 

 

表 十二、 MACHI 娛樂旗下事業 

 

名稱 成立時間 類型 

MACHI Royal 2008 潮流服飾 

Primo 2008 夜店 

Sparkle 2010 SPA 

Mystique（M Bar） 2011 酒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不再依靠音樂作為媒介，黃立成轉向以其他方式傳達「MACHI」的概念。

尤其近幾年黃立成就透過臉書不斷在呈現兄弟之間的情義，藉以鞏固 MACHI「義

氣相挺」的概念。例如黃立成在拍電影，好友房祖名、洪天祥、吳建豪、李玖哲

相繼探班；黃立成無論分享 Aziatix 的新單曲，或是好朋友的電影，最後都會加

上「Machi!」作為結語。2012 年 5 月 1 日，黃立成放上與黃立行、林智文、陳

柏霖的合照，寫下「兄弟是一輩子的！Some things change and some things never 

do...Machi!!!」（圖十一）從中英文的對照，「Machi」同等與「兄弟」，這樣的情

節不斷的在黃立成的臉書上演。  

 

 
圖 十一：2012 年 5 月 1 日黃立成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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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fuck…shit…我小時候就出國了 什麼兄弟都見過了啦 

日本山口組  fucking cold blooded, money! 

黑手黨 最兇  money! 

韓國人 最壞  money! 

越南人 不怕死 money! 

台灣人 都講義氣 沒錢 沒用 no money. No fucking money! 

 

  上述一段話是黃立成飾演的冷面佛在電影片中的台詞，從這句話看來其實和

MACHI 所強調的概念背道而馳。但細究 MACHI 的網絡，可以網絡成員發現彼此

之間除了人際關係的連結，更重要的是有商業上的合作。冷面佛的「義氣無用論」，

換個角度想，則是不能賺錢的義氣，並不能算是有用的義氣。但 MACHI 網絡的

義氣，的確是可以賣錢的，MACHI 的概念歌曲《麻吉》正是在販賣兄弟之間的義

氣；當麻吉幫中有成員要宣傳新作品時，常可以看到其他成員一起上節目互挺的

情節；MACHI 旗下企業就是靠兄弟彼此互相投資而建立的。義氣的商品化，更可

以從 MACHI 旗下服飾品牌 MACHI Royal 看到，MACHI Royal 出了一系列數字「17」

的服飾，而隨著林書豪熱的風潮興起，黃立成更將自己服飾的「17」與林書豪的

球員號碼做連結： 

 

MACHI 這個品牌一直都用”17”這個數字代表”義氣”, 就是這麼巧, 

林書豪 Jeremy Lin 不只會打球他也跟我們一樣很有”義氣” 

 

（黃立成 Facebook，2012 年 2 月 14 日） 

 

 

 

 

 

 

 

 

 

 

圖 十二：MACHI Royal 的「17」概念服飾 

 

  隨著 MACHI 的品牌化，讓我們知道從 2003 年開始 MACHI 所進行的身分展演，

都是在塑造一個新的「MACHI」概念，它是挺台灣的、是義氣的象徵；它有跨國

的連結，又有在地的意念在裡面。如此，2005 年後 MACHI 未再以團體形式發專

輯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他們已經告訴我們「MACHI」是什麼，接下來 MACH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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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將會存在 MACHI 的服飾商品、MACHI 旗下藝人專輯，與 MACHI 的電影中繼

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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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消失中的 ABC 優勢？ 

  本文從台灣長期受美國文化影響的歷史與音樂產業開始，到 90 年代跨國唱片

公司進入，ABC 歌手成為當時力求「國際化」的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中的一項產品。

從 1992 年 L.A. Boyz 開始，ABC 歌手成功的在台灣打開唱片市場，台灣的聽眾對

於 ABC 歌手也相當歡迎。但到了 2000 年全球化的脈絡下，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

的重組，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強權，跨國公司透過「華語音樂市場」跨出了台灣的

區域，台灣也隨著政黨輪替，讓「台灣意識」開始在台灣社會抬頭。在「本土」

與「外來」的焦慮中，ABC 歌手開始被台灣本土歌手視為是「外來」族群，藉以

建構本土歌手的正當性。此外，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全球各地流行音樂的取得變

的更為容易，ABC 歌手不再具有當年的文化優勢，尤其在 2000 年周杰倫的出現，

帶動了本土 R&B 的潮流，這樣的「混血歌曲」不再需要「文化混血」的 ABC 來

製作。ABC 歌手在市場的優越位置消失，他們必須為自己創造新的市場定位，王

力宏與 MACHI 的例子就是透過身分論述來創造市場。 

第一節、  透過「讓華語音樂更好」的宣稱拉攏市場   

 

  本文從台灣長期受美國文化影響的歷史與音樂產業開始，到 90 年代跨國唱片

公司進入，ABC 歌手成為當時力求「國際化」的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中的一項產品。

從 1992 年 L.A. Boyz 開始，ABC 歌手成功的在台灣打開唱片市場，台灣的聽眾對

於 ABC 歌手也相當歡迎。但到了 2000 年全球化的脈絡下，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

的重組，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強權，跨國公司透過「華語音樂市場」跨出了台灣的

區域，台灣也隨著政黨輪替，讓「台灣意識」開始在台灣社會抬頭。在「本土」

與「外來」的焦慮中，ABC 歌手開始被台灣本土歌手視為是「外來」族群，藉以

建構本土歌手的正當性。此外，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全球各地流行音樂的取得變

的更為容易，ABC 歌手不再具有當年的文化優勢，尤其在 2000 年周杰倫的出現，

帶動了本土 R&B 的潮流，這樣的「混血歌曲」不再需要「文化混血」的 ABC 來

製作。ABC 歌手在市場的優越位置消失，他們必須為自己創造新的市場定位，王

力宏與 MACHI 的例子就是透過身分論述來創造市場。 

 

  那為什麼〈火力全開〉會引起抄襲風波？真的原因為這是很新、很突

破性的音樂，新到我用的形式、電腦音效、外掛軟件、剪接方式沒幾個

人用過。以上這些只不過是形式和科技，還不包括創意本身。如果選擇

永遠做安全的、典型的『K』歌，雖然那風格老套，但不會有人說抄襲，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在寫那樣的歌，難道大家都在抄襲嗎？實際上那種

曲風，從編曲、結構、旋律，甚至演唱方式，才有別首歌的影子，不是

神似一兩首歌而已，是神似幾百，幾千首歌了。很可能我今天〈火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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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用的形式，十年後會是主流的，那個時候不會有人攻擊，但那個時

候也已經不會新，我寧可選擇自己對華語音樂創新的使命 

（王力宏微博，2011 年 9 月 17 日） 

 

  王力宏指出，華語樂壇充斥著的「K 歌」才是真正的千篇一律，認為自己的音

樂走在最前端，就像在 2009 年 2 月 8 日三立電視台播出的《台灣亮起來》專訪

中，王力宏提到當時改編〈龍的傳人〉受到很多批評，但是「可能因為我是創作

人，我可能做新的嘗試，永遠都在冒險，我覺得這是進化的一個動力，我能夠帶

動我覺得是很有成就感」暗指自己是帶動 2000 年後中國風風潮的先驅。 

 

  黃立成表明對於台灣翻唱風氣的盛行不滿，強調自己的音樂是「台灣正統嘻哈」，

也透過譴責盜版的批判歌曲來捍衛音樂正義，為的是要讓台灣人感受到他對台灣

的熱情。黃立成表示，當初帶 MACHI 會回來台灣做音樂，是因為當時台灣流行

翻唱韓國歌曲，黃立成在美國被韓國的朋友嘲笑，說台灣只會翻唱他們的歌，黃

立成無法忍受，決定回來「做台灣自己的音樂」： 

 

  因為我有些韓國朋友每天在嗆我，你們又在用我們的韓國歌囉、你們

都不會做音樂嗎？每次都翻唱，音樂產業怎麼會好？我看不下去，要自

己創作，台灣音樂應該很屌。台灣五大唱片公司都沒有培養新人的概念。
53
  

 

  如同他在〈You Can’t Do It〉提到「我拼的記錄 不可能打破 我開了路 大家走

在我背後」，以及〈超人〉裡面：「別的敵人出現 把 hip-hop 搞得很怪 我又要出

面把他救回來」，黃立成也把自己放到台灣嘻哈音樂的開路先鋒的位置。韓裔美

國人 Jae Chong 也經常在臉書批評當今 K-pop 歌曲形式過度公式化的情形，藉以

表示 Aziatix 的音樂和公式化 K-pop 的不同。 

   

  ABC 歌手自 90 年代起被唱片公司打造出的優勢有兩種，一種是人脈關係，另

一種是文化背景。在 90 年代，即便 ABC 歌手們並非台灣流行音樂介紹嘻哈、R&B

的第一人，他們往往被冠上「嘻哈教主」、「音樂教父」的頭銜。西方背景正當化

了他們的音樂，被認為比起台灣歌手他們能傳達出更具「原真性」(authenticity)

的音樂。ABC 得天獨厚的背景，讓他們稱霸了台灣流行樂壇好長一段時間。到了

全球化時代，美國文化的背景不如從前那樣稀奇，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動下，台灣

人可以接收到比從前更多外來的資訊，不需透過 ABC 歌手來中介。2000 年後王

力宏、黃立成對當所處音樂市場做出批判，立足點通常來自於他們接受過美國「正

統」音樂的洗禮。無論他們是否真的在各自的音樂市場帶動潮流，這種宣稱使他

                                                       
53 袁世珮、何軒憶、梁玉芳，〈用台語唱自己的歌 就對了！捍衛著作權 為阿妹抱不平 有人就

會「出一隻嘴」〉，《聯合報》，相對論 A10 版，200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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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以正當化自己的音樂的獨特性。然而，這種現象更能看出 2000 年後 ABC 歌

手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優勢的消失，正因為這樣的優勢消失了，他們才需要不斷強

調自己的音樂正統性。 

 

第二節、 彈性的身分建構作為創造利潤的工具 

  2000 年後王力宏與 MACHI 的音樂策略可以說仰賴了某種身分建構。他們的身

分宣稱呼應了當時台灣的文化政治氣候。在亞洲，跨國流動與網絡成為塑造文化

實踐、身分形塑與國家政策轉向的主要動力。新彈性積累策略促使了對於公民權

的一種新的彈性態度。例如，華人企業家不僅僅從事於創造利潤，他們也取得了

能促進他們在不同地理場所進行定位、經濟協商與文化接受（cultural acceptance）

的象徵資本（Ong, 1991:17-18）。 

 

  Ong（1991）指出跨國移動與機動性意味著一種建構身分的新模式，以及穿越

政治邊界的新的主體化模式。本文研究的兩組 ABC 歌手都在其事業生涯中展現

了這樣的跨國移動性。首先就身分宣稱的部分，90 年代王力宏趕上 ABC 熱潮的

列車逐漸站穩樂壇，2000 年後王力宏做出「龍的傳人」的宣稱時，仍以台灣為

主要市場，但在當時的社會脈絡裡，王力宏這樣一個「龍的傳人」被戲謔式的嘲

諷成回來賺錢的 ABC。雖然在台灣未受到大多數的肯定，王力宏「龍的傳人」歌

曲中所傳達的意義，讓他得以在中國獲得廣泛演出的機會。而後王力宏選擇在亞

洲使用「Chinked-out」稱呼自創曲風，不僅將自己的音樂與華裔美國人的身分認

同連結，也免去了在美國會遭受到的質疑，並且運用「Chinked-out」在華語市場

得到利基。王力宏「泛華人主義式」的中國風音樂鞏固華語市場，在符合中國官

方「政治正確」的情況下，進一步被中國官方收編，也獲得了在中國更多的市場

機會。此外，透過祖譜式的追溯，王力宏的身分認同跨越兩岸，他可以在中國演

愛國青年，也可以在台灣總統就職典禮獻歌慶祝而不被大陸封殺。這些行為能成

立的重要條件是，他展現了模糊的國族認同。他經常使用「巨龍」這個字眼來取

代「中國」，即使參加具有政治意涵的活動，王力宏會強調是以「音樂人」或「創

作者」的身分出席，避免自己被捲入政治紛爭之中。王力宏未曾否定自己的背景，

而是不斷模糊化「龍的傳人」的身份來做泛華人主義式的宣稱。相對的，在 L.A. 

Boyz 解散後，黃立成為了再度得到台灣市場的接納，創造了「MACHI」的新身分，

這個身分是充滿跨國網絡，卻又十分強調「台灣之子」的認同。在 2000 年由強

調台灣意識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對於「ABC」歌手的標籤，MACHI 選擇拋棄以鞏

固台灣市場。從 MACHI 對「台客」的態度的改變，顯示了 MACHI 的身分展演是

隨著當時台灣的政治文化局勢而做調整。 

 

  讓他們進行跨國移動的資本除了身分上的彈性，王力宏與 MACHI 也運用了各

自的網絡來跨越國界。王力宏與 MACHI 都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在地化，由於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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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市場不同，所強調的資本網絡也有所差異。王力宏則是透過跨國唱片公司

的協助進行了跨國移動，他創造了一種以中國市場為導向的身分，卻從未直接表

明「中國」兩字，模糊化了他的身分認同，使他免於陷入兩岸政治鬥爭之中。王

力宏的兩岸移動，讓我們看到跨國公司如何透過跨國文化人士鞏固華語市場，這

是一種政府與跨國企業之間的結盟。除此之外，王力宏與中國更直接的連結是他

的家庭背景，他不斷回溯祖父母輩的故事，運用「龍的傳人」符號，正當化他在

中國的身分演出。MACHI 的資源主要來自由亞裔美國人親友組成的人際網絡，樣

的跨國網絡成為他在台灣投資的資本主要來源，因此他們必須依靠集體性互相支

持，也就是說，「MACHI」的概念主要是由跨國網絡來維持的 

 

  無論是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這些 ABC 歌手選擇了不同的方式畫分出自己的市

場。在亞洲，區域內的意識型態改編與分隔抑止了明星涉入政治事務的機會(Tsai, 

2008)。對於明星來說，合宜合法的表演舞台常常與亞洲區內的經濟與意識形態

鬥爭脫離不了關係。藝人常站在政治論述的彼端，為個人演藝事業，也是基於回

應廣大的支持者而提出辯解但如同跨國間各種遷移的主體，具有明星或藝人身份

的移動性並非運作於全球歷史和政治關係之外，自由移動的明星具現了媒介與文

化為了要累積「理想的」、去疆域化的資本而進行的跨國資本主義（蔡如音，

2005）。 

 

  王力宏與 MACHI 這樣的跨國文化資本積累實踐也代表了他們對市場所做出的

選擇。王力宏現在就以中國為主要市場，所以他展現的是能被中國接受的文化資

本。而從 MACHI 在嘻哈音樂創作的停滯，顯示了台灣現在對於 ABC 在音樂上削

弱的文化優勢，也因此 MACHI 轉以品牌化經營副業，以另外一種形式進行資本

積累。ABC 歌手從一開始就是在 90 年代力求國際化之際，由唱片公司建構出來

的類別；當市場已經不需要 ABC 歌手來製造出國際化的想像時，ABC 歌手的優勢

就消失了。或許 ABC 只是他們在進行商業行為的過程中所展現的一個身分，這

些具有彈性身分特質的歌手，這兩組研究對象所進行的身分操作，其實也是在因

應不同時期台灣流行音樂而做的改變。 

 

第三節、 歌迷對偶像身分認同的想像 

 

時間：2011.09.18 

地點:西門町紅樓前廣場 王力宏精選輯簽名會 

 

大陸歌迷 A女（癡迷的望著王力宏）:他的輪廓好「深刻」阿。 

大陸歌迷 B男：是阿，混血兒。 

大陸歌迷 A 女：跟我一樣。我混新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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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王力宏的歌迷，從國中開始只要有機會參加他的專輯簽名會，我都不

會錯過。在我國中的時候（大約是 2000 年初期）仍然很盛行歌手「全台走透透」

的小型唱片行簽名會，我第一次看到王力宏是在高雄鳳山的大眾唱片行，很想要

拍到他的照片的我，在他簽完我買的專輯後還回頭拍了張照片，他跟我說了

「ByeBye」，親和力十足，簽名會結束他還站到唱片行的收銀台桌子上，跟外面

的歌迷說，他等下要去哪個電台專訪。過了不久，王力宏到香港去發展，這是我

第一次覺得王力宏變得「遙遠」。再過一陣子，王力宏進軍日本市場，他好像成

為一位大明星了。突然，在 2004 年年底，他也唱起了中國風；2005 年我在台南

念大學，新專輯簽唱會只剩下北中南三場，他就在我的學校外面的大遠百舉行簽

唱會，我成為了在「台下」觀看他的歌迷。2009 年我在台北念研究所，至今參

加兩次他在西門紅樓舉辦的專輯簽唱會，2011 年我開始意識到台下歌迷組成的

改變，王力宏問台下有哪裡來的歌迷時，我聽到了來自「廣州」、「重慶」、「福建」

的歌迷。我以為在自己的地盤上，沒想到早已被重重「包圍」。當時站有兩位中

國歌迷就站在我背後談論著王力宏，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說王力宏是「混血兒」，

當下覺得很想笑，沒想到有人連「ABC」跟「混血兒」都分不清楚。這是一種身

為台灣歌迷對於外來歌迷的不了解的取笑，也是一種台灣歌迷自居「當家歌迷」

的心態。但這更意味著我們與中國歌迷對王力宏的不同的想像：我始終認為或「希

望」他是 ABC，但在中國，這似乎不是重點。 

 

從 2000 年到 2012 年這 12 年間，我生活的地方改變了，唱片圈的情況改變了，

王力宏也改變了。我對於 ABC 一詞的了解，始於王力宏的〈龍的傳人〉，當時的

我仍看不懂王力宏的英文 Rap，我只知道 ABC 是「在美國長大的華人」，我知道

他的父母是台灣人，所以我一直認為王力宏的「根」是在台灣。王力宏與台灣之

間最重要的連結，自然就是台灣是他事業開始的所在。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

國演出，但是王力宏始終把台灣當作他的「家」。不能否認，身為台灣歌迷的我，

對於他從一個台灣出發的 ABC，轉變成以大陸為主要市場的「龍的傳人」，心中

總是有種被拋棄的感覺。尤其當王力宏在 2007 年出演《色，戒》，因為電影要求，

必須矯正發音，那一陣子當他宣傳電影或唱片時，我發現他的 ABC 腔消失了，

說的一口「標準中文」，我很不習慣，我越來越不認識他了；當他因《色，戒》

裡的角色無法脫離而寫下〈落葉歸根〉時，我更不禁懷疑：究竟哪裡才是他的「根」？

他的「根」是否已經不在是台灣了？ 

                                                                                 

遠離家鄉 不勝唏噓 幻化成秋夜 

而我卻像 落葉歸根 墜在你心間 

幾分憂鬱 幾分孤單 都心甘情願 

我的愛像落葉歸根 家 唯獨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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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賴以瑄（2011）所言，自 1990 年代初期，台灣逐漸建構出華語流行文化

生產重鎮的自我認同，尤其是年輕世代，這種台灣認同主要建立在台灣流行音樂

與電視工業在亞洲，主要是華語地區的優勢位置。台灣一方面消費日本與歐美流

行文化，另一方面卻以本地流行文化對華語世界的主宰者自居。面對中國市場的

逐漸擴大，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從前一直標榜「華語流行音樂市場」中心的夢被

打碎了。筆者或許也對這樣的現況產生了一種焦慮感，因此對於自己偶像將重心

移至大陸產生了一種不安。而我在王力宏大陸官方歌迷網站的論壇，看到常有大

陸粉絲的簽名檔放著以下的圖片： 

 

 

圖 十三、大陸歌迷為王力宏製作的公民身分證 

（圖片來源：OurHom China） 

 

  這是粉絲幫王力宏創造的「公民身分證」，身分證上註記王力宏的地址隸屬於

「台灣省」，這張圖片可看出中國歌迷對王力宏國籍身分的「想像」。我發現這種

歌迷爭奪戰，不只有台灣的粉絲有—中國的粉絲也想把王力宏納入中國的版圖中。

這樣的內心糾結，從 2011年 11月 26日的大陸歌迷會討論區的一個討論主題：「說

真的，力宏會不會太偏心了」可以看到： 

 

小巨蛋的完美演出。 

他要給臺北的粉絲最好的演出。 

大陸呢！！！大陸呢？？？？我真的有掐死他的衝動啊！！！！！ 

求幫助。。。我不想一直這樣。。。  （陳小蒜兒 ） 

 

  這個討論主題引起了大陸歌迷的熱烈討論，有許多歌迷同樣抱持著吃醋

的心理，但也有許多歌迷認為台灣是王力宏的出發點，會偏心是正常的： 

 

當我看到的時候 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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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會有點不公平..  那一刻我希望自己是臺灣的歌迷..  

不過是哪裡的不重要 重要是愛他..（MO小思 ） 

 

力宏應該是感謝臺灣的歌迷的   畢竟力宏是在臺灣出道的，很多的基

礎都在臺北  力宏對臺北好些也是正常的，雖然我心裡也有些不平

衡    唉！誰叫我們買專輯都買的是台版的。（支持小宏） 

 

我也這麼覺得。。。現在越來越覺得二哥在內地只是來圈錢的了，對然

二哥不愛錢（簡法主義） 

 

親，其實我覺得力宏這次肯把火力全開演唱會首站安排在上海我已經感

到很欣慰了。…可是我覺得力宏肯把首站放在大陸，這已經是一種愛的

肯定，換句話說力宏把第一次給了大陸的歌迷，應該是種榮幸。這一切

都證明其實力宏很在乎大陸的歌迷，誰都想爭取力宏演唱會首站放在自

己的城市，可是這要看力宏的情感傾向，要看緣分，如果下次力繼續把

演唱會首站放在大陸，我會毫不猶豫地去看，因為這是力宏所喜愛的熱

土，雖然或許比上臺北是差了些，可是只要我們努力為力宏營造一個溫

暖幸福的家，力宏總有一天會看到，感覺到……  （yzl56382500 ） 

 

親  這些不要計較啦  力宏最初來到中國  先到的是臺灣啊  是臺灣

給了他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  所以對臺灣情感很深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啊  如果他現在高呼著：熱愛內地，反而完全不顧臺灣曾給他的機

遇  我想這樣的王力宏就不值得我們喜歡了，不是嗎？ 

（宏親 1936837482） 

 

  當他 2011 年展開《火力全開世界巡迴演唱會》時，他說要把最好的留給小巨

蛋，居然引起了大陸歌迷吃味，這一刻我才發現其實歌迷都是一樣的。當我得知

王力宏這次的巡迴演唱會是從上海出發時，更確定了我認為他以中國為重心的傾

向了，但是 2011 年 12 月 26 日，我參加了生平第一場的王力宏大型售票演唱會，

這樣的不安感卻驟然消失。因為王力宏在演唱會演唱了多首早年的非主打歌，如

歌迷在網路上共同創作歌詞的〈夢想被冷凍〉，與公益歌曲〈是你〉。在演唱會的

安可曲，王力宏唱了他尚未加入新力唱片時期的主打〈如果你聽見我的歌〉，當

下全場歌迷與王力宏大合唱，唱完後王力宏說：「這麼久以前的歌你們都記得，

我們還要繼續考試喔！」語畢演唱下一首安可曲，是王力宏出道的第一首歌〈情

敵貝多芬〉。這些早期的歌，可以是說是王力宏與台灣歌迷的共同記憶，當天他

讓台灣歌迷都感受他對台灣的重視以及熱情，雖然很矛盾，但我聽完的心得是：

「當台灣歌迷，真好！」。在我成為王力宏的歌迷後，幾乎每年的跨年，我都在

電視機前看著王力宏的表演度過，我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 2011 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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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宏選擇到上海跨年時，我發現這種屬於台灣歌迷的「專利」似乎被剝奪了。2012

年王力宏選擇在高雄跨年，元旦當天王力宏在臉書與微博上發了一個「24 小時

通告」，他將會在當天晚上於台北公館河岸留言舉辦一場小型的福利秀（Free 

Show）。在這場小型音樂會中，王力宏演唱多首英文爵士老歌，整場表演十分即

興，尤其當他唱〈永遠的第一天〉時，我十分感動與開心，因為這是我買的王力

宏第一張專輯，雖然這是當時的主打歌，但在演唱會因為曲目安排的關係很少有

機會演唱。在河岸留言這樣的小型表演空間中，王力宏與台灣歌迷之間的距離拉

近了，我彷彿看到了一開始認識的王力宏，好像他從未改變。雖然台灣歌迷對於

王力宏近年來多半時間在中國度過有些抱怨，但大部分的歌迷都會替王力宏緩頰，

解釋這都只是市場因素。但從王力宏的歌迷對於這些早期與非主打的歌曲的反應，

可以發現台灣歌迷是懷念當時仍以台灣為重心的王力宏。從兩岸歌迷的焦慮，我

更能理解為何政府官方常需要利用偶像藝人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因為歌迷很容

易對自己的偶像產生認同感，尤其是當偶像所代表的是自己認同的意識形態時。 

 

第四節、 ABC 消失了？So What？ 

  

  自 80 年代初期台灣流行音樂的「西化」後，以及後來 90 年代跨國唱片公司

進駐，ABC 歌手成為他們拓展華語市場的上一項選擇。然而經歷了 10 年的發展，

ABC 歌手原先具有的特質卻成為了他們難以突破的框架。從 2000 年新一代 ABC

歌手的發展來看，唱片公司大多僅複製從前的發展模式，希望有新一代的「L.A. 

Boyz」、「李玟」的出現，或是期望將他們打造成東方的「新好男孩」、「辣妹合唱

團」，亦或是轉向韓式曲風，在曲風或個人特色方面，這些新一代的 ABC 歌手並

未具有如同90年代ABC歌手所具有的氣勢，而足以成為新一代ABC歌手的代表。 

 

   ABC 歌手是 90 年代的產物，但 2000 年後他們所要面對的華語，甚至是整個

亞洲流行音樂市場都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在前面章節的分析中我們都看到了中國

市場的銳不可檔，根據翁嘉銘（2004），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流行音樂市

場幾乎是港台流行音樂的天下，而近年台灣唱片市場蕭條、買氣不佳，大陸市場

的重要性日益高漲。中國佔整個華文行音樂正版唱片市場的比例，從 1999 年的

16%成長製 2004 年的 41%；台灣則從 51%大幅滑落至 28%。隨著華文音樂市場

的區域化，跨國音樂集團開始以「大中華地區」的視角進行版圖佈局（張容瑛，

2008）。ABC 歌手和其他歌手一樣，都不能抵抗這樣的市場趨勢。就整個亞流行

音樂市場來看，近幾年來 K-pop 的興起，台灣對於韓國流行音樂的接受度越來越

高，越來越多的華語流行歌手（羅志祥、潘瑋柏、棒棒堂等）也都唱起了韓式曲

風。 

 

   2012 年 5 月 27 日 TVBS 新聞以「腔調特別！昔 ABC 歌手吃香 幾乎都紅」為



 

98 
 

題做了一篇報導，報導中提及： 

 

過去 ABC歌手，頂著這個頭銜，加上特殊的「美式中文腔調」，和唱腔，

幾乎發片必中，大多能走紅，10年前甚至很多只是到國外喝過洋墨水

的，也要被塑造成 ABC歌手，只是今非昔比，因為這 10 幾年在歌壇，

不論是 R&B、RAP或者是 JAZZ，不是 ABC也能唱，也讓 ABC 歌手光環不

再，能紅的沒幾個。  

 

有音樂製作人認為，過去 ABC歌手是噱頭，現在不管是饒舌、R&B或爵

士，不是 ABC 歌手也能唱，以蔡詩蕓、布朗、ALISA等近期 ABC歌手的

經驗來看，真正純美式的音樂，還得挑戰歌迷的習慣。 

 

  從兩千年後王力宏與 MACHI 採取的新身分認同策略，也看出了 ABC 在台灣社

會意意的轉變。ABC 逐漸成為泡夜店、愛把妹的代名詞；在唱片市場中，ABC 成

了相對於本土人士的「他者」。我也受到 ABC 負面意義的影響，對我而言，我喜

歡王力宏，不代表我喜歡 ABC。但為何王力宏是個 ABC 對我而言如此重要？我對

「ABC」的瞭解，始於王力宏；若非他，我不會去特別注意這一類型的歌手，也

因此，王力宏這樣有才華、正面、幾乎無緋聞的特性，讓他在我心中成了「ABC

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90 年代華語流行音樂的 ABC 歌手風潮，多半是從台灣

崛起，台灣與 ABC 似乎有了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不是如此，讓我誤認 ABC 歌手

是「屬於」台灣的？也或許是如此，我才會一直抓住王力宏 ABC 的身分，那代

表了他是一個從美國回到「台灣」發展音樂事業的歌手，而不是現在以中國為主

要市場的華語天王。 

 

  身為王力宏的歌迷，即使他選擇了曖昧的國族認同，我只是「失望」，但未曾

絕望；強調台灣意識的 MACHI，或許更符合我的期望，我不討厭 MACHI，但也

僅只於此。我不認為 MACHI 不想開發中國市場，但他們也發掘了一條適合自己

的道路去經營事業。如果說「彈性」成為二十一世紀商業行為的主流，王力宏就

是將這種「彈性」發展到極致的代表。從王力宏與兩岸官方打好的良好關係，便

可知道這樣「彈性」的國族認同帶來的商業利基。如此一來，ABC 消失了又如何？

他們仍然以不同的身分存在這個市場中，以一種比我們這種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更

流動的方式，在安全的模糊地帶持續進行商業資本積累。或許，這才是 ABC 歌

手真正擁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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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王力宏、MACHI 影像及音樂相關產品時間表 

年 月 王力宏 MACHI 

2000 

1  

 

 

 

 

 

2000.06.05 個人專輯《永遠的第一天》 

 

2000.09.26 電影《煙飛灰滅—無煙草》 

 

 

2000.12.07 廣東 EP《每天愛你 24 小時》 

2000.12 電影《雷霆戰警》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1 

1 
2001.01.09  VCD《王力宏 創世紀》 

 

 

 

 

 

 

 

2001.09.27 個人專輯《唯一》 

 

 

2001.12 電影《拳神》 

2001.12.18 書籍《唯一 THE OFFICAL 

PIANO AND VOCAL SCOR》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2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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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2.10.04 專輯《95-02 新歌加精選 王

力宏的音樂進化論》 

 

 

7 

8 

9 

10 

11 

12 

2003 

1 
 

 

 

2003.03.20 書籍《純屬意外－王力宏的私

密檔案書》 

2003/04/16 日文單曲《たった一人の君

へ/ラスト・ナイト》 

2003.04.19 日本電影《月光遊俠》 

2003/04/23 日文專輯《ジ・オンリー・

ワン》 

2003.05 手牽手公益單曲 

 

 

 

 

 

 

 

 

2003.10.01 日文單曲《愛の奇蹟》 

2003.10.15 個人專輯《不可思議》 

 

 

 

 

 

2003.03.14 黃立成＆MACHI 專輯《Machi》 

 

 

 

 

 

 

 

 

2003.08.15 麻吉弟弟個人專輯《Oh! My!》 

2003.09.22 書籍《麻吉弟弟成功記》發行 

2003.09.25 麻吉弟弟《Oh! My!》卡拉 OK VCD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4 

1  

 

 

2004.04.21 日文單曲《Dream Again》 

 

2004.06.23 日文專輯《Hear My Voice》 

 

 

 

 

 

 

 

 

2 

3 

4 

5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94%E5%B1%AC%E6%84%8F%E5%A4%96
http://www.sonymusic.co.jp/Music/International/Arch/ES/WangLeehom/EICP-206/index.html
http://www.sonymusic.co.jp/Music/International/Arch/ES/WangLeehom/EICP-2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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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31 個人專輯《心中的日月》 

 

2004.07.10 Machi 主持節目《麻吉星人幫》開播 

2004.07.20 黃立成&麻吉專輯《第貳樂章》 

 

2004.09.03  MACHI 高雄演唱會 

7 

8 

9 

10 

11 

12 

2005 

1  

 

 

 

 

 

 

 

 

 

2005.11.08 書籍《心中的日月樂譜書》 

2005.12.30 個人專輯《蓋世英雄》 

 

 

 

2005.04.22 李玖哲個人專輯《影子》 

 

 

 

2005.09 單曲《報應》 

 

2005.11.18 黃立成&MACHI 專輯《超人》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6 

1  

 

 

 

 

 

2006.06.09 日文寫真集《ワン．リ ホン

寫真集: Heroes of Tokyo 日文版》 

2006.06.24 日本電影《日正當中的星空》 

 

2006.08.11《蓋世英雄演唱會影音全記

錄》 

 

 

 

2006.04.28 李玖哲個人專輯《Baby 是我》 

 

2 

3 

4 

5 

6 

7 

8 

9 

1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eroes_of_Tokyo&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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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007 1  

 

 

 

2007.04 東方衛視《非常有戲》主題曲《戲

出東方》 

 

 

2007.07.13 個人專輯《改變自己》 

 

 

2007.09.24 電影《色，戒》 

 

 

2007.03.12 楊韻禾個人專輯《你不知道》 

 

2007.05.10 單曲《罪》 

 

 

2007.08.11 黃立成主持節目《硬是要鬥牛》開

播 

2007.09.18 林智文 EP+DVD《戰》 

2007.10.12 李玖哲個人專輯《想太多》 

2007.11  麻吉發表歌曲《南京 1937》 

2007.12.28 三角 COOL 專輯《庫庫掃》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8 
1 

 

 

 

 

 

2008.05.15《生命的禮讚》- 王力宏寮國

關懷之旅紀念冊  

 

 

 

 

 

 

 

2008.12.26 個人專輯《心．跳》 

2008.01.13 李玖哲於偶像劇《原來我不帥》演出 

 

 

 

 

 

 

 

2008 年 08.22 李玖哲個人專輯《不，完美》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9 1  

2009.02.26 電影《大兵小將》 

 

 

 

 

2 

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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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09.04《Sony Ericsson Music-Man 世

界巡迴演唱會影音全紀錄 DVD》 

2009.04 李玖哲於大馬偶像劇《逆風 18》演出 

 

 

 

 

 

 

 

 

2009.11 李玖哲於電影《花木蘭》演出 

5 

6 

7 

8 

9 

10 

11 

 

12 

2010 1  

 

 

 

 

 

 

2010.07.21 書籍《戀愛通告：王力宏影

像集》 

2010.07.29 書籍《導演練習曲》 

2010.08.12 個人專輯《十八般武藝》 

2010.08.13 電影《戀愛通告》 

 

 

 

 

 

 

 

 

 

 

 

 

 

 

2010 年 09.17 李玖哲個人專輯《好玖》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1 1  

 

 

 

 

2011.06.15 電影《建黨偉業》 

 

 

2011.03.28 Aziatix 專輯《Aziatx》 

 

 

 

2 

3 

4 

5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1%8B%E7%88%B1%E9%80%9A%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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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1.09.30 新歌加精選《火力全開》 

 

2011.07.29 黃立成演出電影《殺手歐陽盆栽》 

 

 

 

 

 

2011.12.02 電影《樂之路》 

8 

9 

10 

11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11 
 

附錄二、 翻唱韓國歌曲的 ABC 歌手及曲目 

歌手 
專輯中 

韓國翻唱歌曲 
專輯（發行年份） 唱片公司 出道年份 

李玟 危險情人 要定你（2006.09） SonyBMG 1994 

順子 眷戀 
Dear Shunza

（2002.01） 
科藝百代 EMI 1997 

范瑋琪 I Think I 
我們的紀念日

（2006.06） 
福茂唱片 2000 

Tension 離歌 Story（2004.09） 科藝百代 EMI 2001 

潘瑋柏 

壁虎漫步 

壁虎漫步（2002.12） 

環球唱片 

 
2002 

Good Love 

Tell Me 

我的麥克風 

 

我的麥克風

（2003.09） 

我們都會錯 

How are you 

I like you like that 

咖喱辣椒 

WuHa Wuha 

Wuha（2004.09） 
說到做到 

Kiss Night 

快樂崇拜 

不要忘了我 

高手（2005.07） 不得不愛 

禪舞不二 

背水一戰 
Free Style Remix

（2005.12） 

許慧欣 

快樂為主 快樂為主（2002.04） 

 

環球唱片 

 

 

 

2002 

愛情抗體 

忽然很想你 

孤單芭蕾（2002.09） 孤單芭蕾 

失戀不敗 

戀愛頻率 萬中選一（2005.11） 

陳嘉唯 死對頭 奇蹟 Renee（2008.10） SonyBMG 2003 



 

112 
 

ASAP 

蜜雪薇琪 
精彩 蜜雪薇琪同名專輯

（2004.09） 

環球唱片 

 
2004 

愛斯基摩 

 

（資料來源：整理自盧開朗，2010：附錄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