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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要報告 

 

1.1計劃緣起 

 

戰後的台灣在文化上堪稱百花齊放的時代，脫離日本統治的臺灣各族群人民開始

有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表達屬於在地人民的聲音。尤其在音樂方面，剛脫離日本

皇民化運動陰影的台灣歌謠，有了表達各族群特色的大好時機。隨著戰後廣播電台做

為民生娛樂的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的大小唱片公司紛紛崛起，尤其在五〇年代與六〇

年代的北台灣三重，可說是臺灣戰後唱片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為日後台灣流行

音樂在華人世界的主流地位建力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總數多達四十幾家的唱片業者，

不但帶動了當時台語流行歌曲的風潮，也適時保留了客家採茶歌與採茶戲、北管與八

音、原住民歌謠、布袋戲與歌仔戲等具有族群特色之音樂。然而，隨著國民黨政府國

語政策的推展，使得包含台語在內的各種方言的音樂受到打壓，而逐漸流失市場。隨

著時光的流轉，這些唱片公司紛紛走向營運的終點，當時所收錄的原音也多未被妥善

的保存，僅存有收藏家的零星唱片足以佐證這個曾經輝煌的年代。此一遺憾不僅造成

這個時期音樂史上第一手資料之斷層，也使得相關的戰後台灣流行歌謠的研究窒礙難

行。 

 
 

   本計劃目標在於：一、整理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之客語有聲出版品資料。二、

透過訪談方式，取得戰後相關客語唱片從業人員口述資料。三、分析與呈現戰後客語

有聲出版品之社會環境背景。預期成果為：一、提供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之客語

有聲出版品資料，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二、保存歷史資料，提供戰後相關客語唱片

從業人員口述資料。三、提供戰後客語有聲出版品之社會環境背景，以供未來研究人

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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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獻探討 

 

50 年代的唱片業發展是以台北為中心，可概分為「翻版代工」、「自製灌製出版」

以及「進口販賣」三種。民國 1957 年之後台灣唱片業充斥許多專業翻版的小型唱片工廠，

如台北的「鈴鈴」、「電塔」、「台聲」、「月球」等十數家唱片公司早期均不以歌曲唱

片為經營目標，早期它們並不只灌錄流行歌曲唱片，更出版笑魁劇、誦經、傳統地方戲劇、

帄劇、輕音樂、黃梅調、土風舞等唱片，三重一地的鈴鈴、電塔、台聲、惠美、鳴鳳、鐘

聲、女王等皆享有盛譽。鈴鈴唱片出版唱片種類最多，從早期笑魁劇、地方戲劇、應有盡

有。中國唱片在改為「女王唱片」時，出版過客家音樂，後來 許石成立太王唱片在《台

灣鄉土民謠全集》中也收集不少客家歌，「天空那，落水喔！」這首採茶歌就是這樣被張

美雲唱紅的，許石是戰後第一位製作客家唱片的音 樂人。  

 

鈴鈴唱片成立之初先以發行原住民歌曲為主，60年代開始，先後發行出版了「台灣山

地同胞跳舞歌集」〈該系列出版超過十集以上，對原住民歌謠的收羅可謂相當完整〉，「花

蓮港阿美族歌集」、「月亮出來了─民族音樂第四集〈山地民謠〉」、盧靜子歌唱集等。

到了1964年，鈴鈴唱片發行了「四奇士合唱團第一集」，正式投入閩南語流行歌曲市場，

其中的四奇士分別為郭金發、陳木、林春福與賴謙棋，郭金發之後獨立發行個人專輯「燒

肉粽」，這首歌由於真誠的反映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情境，傳唱一時。除了閩南語與原住民

歌曲之外，鈴鈴唱片也發行客語歌曲，包括「夫妻千秋─客家語採茶歌劇」、「客語流行

歌曲明朗演唱歌集」、「客語採茶笑科劇─酒場大會串」等客家山歌劇與笑科劇。雖然出

版的歌曲和唱片類型眾多，但鈴鈴唱片旗下仍有不少明星，除了郭金發之外，演唱客語流

行歌曲的明朗、演唱閩南語懷念老歌的洪一峰，以及演唱原住民歌曲的盧靜子，分別是各

方言市場中家喻戶曉的歌手。鈴鈴唱片算是國內本土唱片公司中相當特殊的一家，特別是

在國民黨主政時期的新聞局並不鼓勵民眾演唱或接觸方言歌曲，但由於市場需求仍在，鈴

鈴唱片堅持青一 色出版方言歌曲行銷策略在台灣的唱片市場中仍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

鈴鈴唱片直到80年代初期才結束營業，足見台灣方言歌曲的市場潛能仍不可小覷。 

      

本研究取得貓狸文化工作室之彭文銘先生之合作，呈現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之完整唱片出版狀況。貓狸文化工作室的前身是國際唱片行以及美樂唱片出

版社，於五、六十年前由彭文銘家族開設；國際唱片行於西元一九四九年成立，是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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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開設的唱 片行，西元一九五九年設立美樂唱片出版社，專門灌錄、發行客家類唱片，

至西元一九七三年結束營業為止，共發行三百多張客家類黑膠唱片，也成為苗栗縣最大 

宗、最有系統的客家有聲紀錄；創辦人為彭文銘先生的父親彭雙琳先生以及其二伯彭雙松

先生，當時由於沒有電視或是黑白電視已推出但不普及的年代下，客家傳統 音樂是一般

民間及苗栗地區的音樂主流，而演唱、欣賞客家民謠也是當時農業社會民眾的主要娛樂，

為了因應此需求，於是設立唱片出版社。 當時受邀灌錄唱片的演唱者，多半都是參加民

國五十一年(西元一九六二年)、五十三年(西元一九六四)年由苗栗中廣公司和客家民謠研

究會合辦的全省客家民謠比賽，獲得冠、亞軍者。  

 

1.3研究產出與結論 

 

根據本研究初步針對收藏家彭先生所提供資料，鈴鈴唱片公司實際出版唱片種類廣

達六十種左右，遠超出一般研究者所認知的數目。以下針對各類出版品做一表列。鈴鈴

唱片成立之初先以發行原住民歌曲為主先後發行出版了「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該

系列出版超過十集以上，對原住民歌謠的收羅可謂相當完整〉，「花蓮港阿美族歌集」、

「月亮出來了─民族音樂第四集〈山地民謠〉」、盧靜子歌唱集等。到了 1964年，鈴鈴

唱片發行了「四奇士合唱團第一集」，正式投入閩南語流行歌曲市場，其中的四奇士分

別為郭金發、陳木、林春福與賴謙棋，郭金發之後獨立發行個人專輯「燒肉粽」，這首

歌由於真誠的反映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情境，傳唱一時。除了閩南語與原住民歌曲之外，

鈴鈴唱片也發行客語歌曲，包括「夫妻千秋─客家語採茶歌劇」、「客語流行歌曲明朗

演唱歌集」、「客語採茶笑科劇─酒場大會串」等客家山歌劇與笑科劇。雖然出版的歌

曲和唱片類型眾多，但鈴鈴唱片旗下仍有不少明星，除了郭金發之外，演唱客語流行歌

曲的明朗、演唱閩南語懷念老歌的洪一峰，以及演唱原住民歌曲的盧靜子，分別是各方

言市場中家喻戶曉的歌手。 

鈴鈴唱片培育與挖掘了不少戰後台灣唱片黃金時期的歌手，例如林英美、紀露霞、林

春福、郭金發、李清風、林峰等。這些歌手多半不是在鈴鈴唱片的時期篡紅，但多數在鈴

鈴唱片老闆洪傳興先生的賞識下或是支持下灌錄了第一張唱片，踏出了演藝生涯的第一

步。從這個觀點來看，鈴鈴唱片在戰後早期台灣唱片的發展中，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

這段時期中，鈴鈴也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暢銷唱片。例如，李讚聲台語暴笑劇、洪一峰「舊

情綿綿」、「霧夜燈塔」、麗美與林春福的「風流區長」、林峰「故鄉的列車」還有堪稱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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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合唱團體「四奇士」等；客語歌手部分，有張美雲、賴碧霞，明朗，還有原住民歌

手盧靜子等。自戰後七〇年代起，政府勵行國語化政策，使得六〇年代蓬勃發展的台語唱

片及其他各族群唱片大受打擊，逐漸消聲匿跡。一直要等到解嚴以後，以台語唱片為首的

各族群方言唱片發行才有再甦醒的趨勢。然而在這段期間，這些唱片公司的母帶或唱盤不

是損毀便是遺失，僅存有在坊間收藏家的零星收藏，無法一窺全貌。再加上年代相隔並未

超過五十年，多數出版品仍有複雜的版權爭議，並非屬於公共財。所以收藏家即使保有收

藏但並無版權的所有。這個狀況造成這一階段的音樂的推廣與使用具有重重的困難。 

 

從本研究的調查結可得知，這一個時期不僅是台灣唱片產業發展的第一個發展時期，

同時也是台灣本土歌謠文化融合的重要時期。從這一時期的唱片出版百花齊放的現象可以

了解到當時音樂發展與社會融合的現象。例如，從當時的流行唱片音樂不僅明顯的可以看

出日本歌曲對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發現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的中國音樂與西

風東漸的西洋音樂對於當時唱片市場的影響。此外，也有學者從此一時期為數眾多的原住

民音樂唱片的產生提及當時唱片業與觀光業共生的產業狀況，可說是早期台灣文創與觀光

產業發展的重要歷史案例。從以上的觀點來看，戰後台灣這一批商業唱片的研究價值不僅

止於音樂使或者是音樂性上的研究價值，更重要的是音樂社會學或者是音樂文化研究上的

價值。更多相關音樂史料的發掘可以讓我們對於當時的社會現狀有更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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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緣起 

     

    2.1 計畫研究背景 

 

戰後的台灣在文化上堪稱百花齊放的時代，脫離日本統治的臺灣各族群人民開始

有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表達屬於在地人民的聲音。尤其在音樂方面，剛脫離日本

皇民化運動陰影的台灣歌謠，有了表達各族群特色的大好時機。隨著戰後廣播電台做

為民生娛樂的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的大小唱片公司紛紛崛起，尤其在五〇年代與六〇

年代的北台灣三重，可說是臺灣戰後唱片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為日後台灣流行

音樂在華人世界的主流地位建力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總數多達四十幾家的唱片業者，

不但帶動了當時台語流行歌曲的風潮，也適時保留了客家採茶歌與採茶戲、北管與八

音、原住民歌謠、布袋戲與歌仔戲等具有族群特色之音樂。然而，隨著國民黨政府國

語政策的推展，使得包含台語在內的各種方言的音樂受到打壓，而逐漸流失市場。隨

著時光的流轉，這些唱片公司紛紛走向營運的終點，當時所收錄的原音也多未被妥善

的保存，僅存有收藏家的零星唱片足以佐證這個曾經輝煌的年代。此一遺憾不僅造成

這個時期音樂史上第一手資料之斷層，也使得相關的戰後台灣流行歌謠的研究窒礙難

行。 

 
 

   2.2 計畫目標 
 
 

 
 

    一、整理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之客語有聲出版品資料。 

    二、透過訪談方式，取得戰後相關客語唱片從業人員口述資料。 

    三、分析與呈現戰後客語有聲出版品之社會環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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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戰後」所指為有聲出版蓬勃發展之 1950年代與 1960 年代。因當時有

聲出版蓬勃發展，在本研究期限與預算有限之狀況下，本研究以具有完整資料之美樂

唱片與鈴鈴唱片之客家有聲出版品作為研究之主要對象。 

根據以上研究範圍，本研究架構如下： 

 

 
 

 

 

2.4 研究預期效應 
 

 

一、提供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之客語有聲出版品資料，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二、保存歷史資料，提供戰後相關客語唱片從業人員口述資料。 

三、提供戰後客語有聲出版品之社會環境背景，以供未來研究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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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3.1 戰後台灣唱片的發展背景 
 

戰後初期台灣尚未出現唱片出版公司，有關唱片管理主要在於限定日語出版品的流

傳，1946 年8 月就開始取締日本唱片，從而日治時期留下或新進口的日本唱片均成為地

下商品，不得公開販售、播放。遲至1952 年3 月立法院第九會期三讀通過了出版法修正

案，才有「出版法」， 其中第一條便明文規定將唱片納入管理法規中。戰後隨著公民營

廣播電台的成立使得這個時期的娛樂變成以電台為主。而廣播電台的興盛帶領了唱片公司

的崛起。戰後之初台語節目因廣泛興起的收聽熱潮，受到大力開發和播出，台語節目的出

售率往往高過製作嚴謹的國語節目，然而卻基於輔導國語政策，台語節目未受當局重視，

此一條件自然使台語歌曲在方興未艾的民營電台中廣泛傳播，不僅使電台成為台語歌的重

要傳播工具，播音員甚至介入創作，顯示電台中台語歌創作、演唱的普及情況，這戰後台

語流行歌曲開闢的新舞台上也逐漸培養歌唱人才，幾乎成為早期出道明星的必經之路。 

 

50 年代的唱片業發展是以台北為中心，可概分為「翻版代工」、「自製灌製出版」

以及「進口販賣」三種。戰後台語流行歌曲唱片發行的開始，首創者是1952 年在台北成

立、許石主持的「中國唱片公司」，該公司在三重設有製片廠，後來改稱為「大王唱片」，

據呂訴上表示，該公司代表作是〈安帄追想曲〉（陳達儒詞/許石曲）、〈孤戀花〉（周

添旺詞/楊三郎曲）等，都是由美美演唱。三重唱片工廠最興旺時間大概在民國五十年到

六十年間，早期三重唱片廠最盛期，約佔全台工廠總數的七成，有四、五十間以上，而大

都集中在三重市中、南區一帶，尤其短短的光明路，最多時約莫有近十家唱片公司。 

 

直至1952年由許石主持的中國唱片公司，首先在三重埔設立製片廠，這一年才又漸漸

發展起來。民國 1957 年之後台灣唱片業充斥許多專業翻版的小型唱片工廠，如台北的「鈴

鈴」、「電塔」、「台聲」、「月球」等十數家唱片公司早期均不以歌曲唱片為經營目標，

早期它們並不只灌錄流行歌曲唱片，更出版笑魁劇、誦經、傳統地方戲劇、帄劇、輕音樂、

黃梅調、土風舞等唱片，三重一地的鈴鈴、電塔、台聲、惠美、鳴鳳、鐘聲、女王等皆享

有盛譽。鈴鈴唱片出版唱片種類最多，從早期笑魁劇、地方戲劇、應有盡有。中國唱片在

改為「女王唱片」時，出版過客家音樂，後來 許石成立太王唱片在《台灣鄉土民謠全集》

中也收集不少客家歌，「天空那，落水喔！」這首採茶歌就是這樣被張美雲唱紅的，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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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後第一位製作客家唱片的音 樂人。  

 

直到由新加坡歸國華僑蔡文華主持的「亞洲唱片」製作台語流行歌曲後，才開啟台語

流行歌曲唱片的市場，而台南的亞洲唱片重視品質，音質好又較無雜音，再加上運用日語

歌曲翻唱的策略，唱片市場遂在一首接一首的成名曲中穩定成長，因此1957 年之後台語

流行歌曲唱片市場未承接早期在台北的小型唱片公司，改以台南為出發點。  

 

而三重當紅的歌星洪一峰、陳芬蘭也與紀露霞、鄭日清等到台南亞洲灌錄唱片，三重

的另一名與歌后紀露霞齊名的女唱將林英美亦在亞洲出版唱片，以「月夜的小路」、「快

樂的馬車」、「懷春曲」、「越山嶺」等歌曲揚名，奠定歌后地位。至於在台北出唱片崛

起的洪一峰、紀露霞、陳芬蘭、鄭日清等歌星也常到亞洲灌錄歌曲，其中又以紀露霞的〈女

性的復仇〉、〈看破的愛〉最受歡迎，使亞洲唱片在短短幾年間，成為眾星雲集的新歌發

表中心。台南的亞洲唱片打開了新局，同樣也以其資本雄厚、刻意投資流行歌發表為優勢，

相繼捧紅了文夏、吳晉淮、張淑美、黃三元、洪弟七等超級紅星，北部諸多中小型唱片公

司也同時邀集歌手灌錄新歌曲唱片，洪一峰、林英美、紀露霞、鄭日清、陳芬蘭等相繼踏

入唱片界。 

 

 

3.2 鈴鈴唱片在戰後社會的角色 

 

鈴鈴唱片成立之初先以發行原住民歌曲為主，60年代開始，先後發行出版了「台灣山

地同胞跳舞歌集」〈該系列出版超過十集以上，對原住民歌謠的收羅可謂相當完整〉，「花

蓮港阿美族歌集」、「月亮出來了─民族音樂第四集〈山地民謠〉」、盧靜子歌唱集等。

到了1964年，鈴鈴唱片發行了「四奇士合唱團第一集」，正式投入閩南語流行歌曲市場，

其中的四奇士分別為郭金發、陳木、林春福與賴謙棋，郭金發之後獨立發行個人專輯「燒

肉粽」，這首歌由於真誠的反映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情境，傳唱一時。除了閩南語與原住民

歌曲之外，鈴鈴唱片也發行客語歌曲，包括「夫妻千秋─客家語採茶歌劇」、「客語流行

歌曲明朗演唱歌集」、「客語採茶笑科劇─酒場大會串」等客家山歌劇與笑科劇。雖然出

版的歌曲和唱片類型眾多，但鈴鈴唱片旗下仍有不少明星，除了郭金發之外，演唱客語流

行歌曲的明朗、演唱閩南語懷念老歌的洪一峰，以及演唱原住民歌曲的盧靜子，分別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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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市場中家喻戶曉的歌手。鈴鈴唱片算是國內本土唱片公司中相當特殊的一家，特別是

在國民黨主政時期的新聞局並不鼓勵民眾演唱或接觸方言歌曲，但由於市場需求仍在，鈴

鈴唱片堅持青一 色出版方言歌曲行銷策略在台灣的唱片市場中仍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

鈴鈴唱片直到80年代初期才結束營業，足見台灣方言歌曲的市場潛能仍不可小覷。 

 

3.3 美樂唱片與客家音樂 

     本研究取得貓狸文化工作室之彭文銘先生之合作，呈現戰後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之完整唱片出版狀況。貓狸文化工作室的前身是國際唱片行以及美樂唱片出

版社，於五、六十年前由彭文銘家族開設；國際唱片行於西元一九四九年成立，是苗栗縣

最早開設的唱 片行，西元一九五九年設立美樂唱片出版社，專門灌錄、發行客家類唱片，

至西元一九七三年結束營業為止，共發行三百多張客家類黑膠唱片，也成為苗栗縣最大 

宗、最有系統的客家有聲紀錄；創辦人為彭文銘先生的父親彭雙琳先生以及其二伯彭雙松

先生，當時由於沒有電視或是黑白電視已推出但不普及的年代下，客家傳統 音樂是一般民

間及苗栗地區的音樂主流，而演唱、欣賞客家民謠也是當時農業社會民眾的主要娛樂，為

了因應此需求，於是設立唱片出版社。 當時受邀灌錄唱片的演唱者，多半都是參加民國五

十一年(西元一九六二年)、五十三年(西元一九六四)年由苗栗中廣公司和客家民謠研究會

合辦的全省客家民謠比賽，獲得冠、亞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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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和文獻回顧兩種質化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分別敘述兩者之特性。 

深度訪談 

首先，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的交談，其要件是至少有一位以上的訪談人，以及一

位以上的受訪者。訪談人透過語言溝通來獲取受訪者的某些訊息，即如同對話一般，在

提問與回答的互動過程中，收集訪談人所需要的資訊（文崇一、楊國樞，2000）。簡單

而言是面對面的言辭溝通，其目的在其中的一方企圖了解他方的想法與感觸等，因此是

有一定目的，且集中於某特定主題上的對話。當然訪問者及受訪者雙方的互動，並不限

於言辭往來，同時也包括非語言的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s）。因此，訪談雖

以一般對話的形式進行，以下兩方面上，有別於一般/日常對話（conversation）。第一，

訪談具有明確的目的，因此它的內容與歷程，應經過有意識的安排與控制，而此類安排、

控制的目標是在訊息的汲取。第二，在進行訪談的過程當中，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是

不對等的，主要是前者向後者汲取訊息，而且雙方的角色關係，是雙方均默認接受的。

換言之，訪談屬於「研究行為」（research acts），而對話則非（陳向明，2000）。 

其次，訪談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較常見的是調查訪問（survey interviewing），

例如一般的市場調查、民意調查等，此類調查往往以電話訪問、簡單問卷、及訪員問卷

等形式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相較於前述的則為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深度訪談與一般的調查訪問的不同之處在於，深度訪談為「質的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而調查訪問則為「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作為「質的研究」的「深度訪談」，往往將訪談過程視為「交談事件」（speech 

events），而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進行意義建構（joint construction 

of meaning）的過程。換言之，「深度訪談」並非「訪問者」去挖掘「受訪者」已經存

在於其個人腦海中的想法與情緒，而是透過雙方互動的過程，共同去「經歷」、「選取」、

與「感染」，經由如是過程所重新建構的意見與情緒。因此，「深度訪談」的所得，是「受」、

「訪」雙方經由持續的互動（即「深度訪談」的歷程）所共同營造出來的。 

根據學者文崇一的定義，深度訪談指的是希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

些重要因素並非單純使用面對面的普通訪談就能得到結果（文崇一、楊國樞，2000）。

深度訪談有別於單純訪談，深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



14 
  

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之道。一般而言，深度訪談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但其

所得到的結果更具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分析的依據。 

訪談對象 

本計劃預計訪談對象為貓貍工作室創辦人美樂唱片共同創辦人彭雙琳老先生。以及貓貍

文化工作室創辦人彭文銘先生。本研究將針對彭雙琳先生訪問其當初創設美樂唱篇之時

代背景，以及當時對於保存客家文化之想法。彭文銘先生現為鈴鈴唱片公司唱片版權所

有人，本研究將訪問彭文銘先生對於客家唱片收藏之心得，與其對於客家唱片之內容之

收藏心得。本研究將訪談的第三位對象為客家歌后賴碧霞女士，本研究將針對其對於客

家歌謠的執著以及早期演唱客家歌謠與灌錄唱片的經驗作一深入訪談，以了解當時客家

歌曲流行之時代背景。 

訪談方式 

本研究將針對訪談對象作意願之徵詢。其次擬定訪談議題，初步提供給授訪者同意。再

針對訪談者約定時間，作初步的訪談。初步訪談資料整理完成後，再進一步作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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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產出 
 

根據本研究初步針對收藏家彭先生所提供資料，鈴鈴唱片公司實際出版唱片種類廣達六

十種左右，遠超出一般研究者所認知的數目。以下針對各類出版品做一表列。鈴鈴唱片成立

之初先以發行原住民歌曲為主先後發行出版了「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該系列出版超過

十集以上，對原住民歌謠的收羅可謂相當完整〉，「花蓮港阿美族歌集」、「月亮出來了─

民族音樂第四集〈山地民謠〉」、盧靜子歌唱集等。到了 1964年，鈴鈴唱片發行了「四奇士

合唱團第一集」，正式投入閩南語流行歌曲市場，其中的四奇士分別為郭金發、陳木、林春

福與賴謙棋，郭金發之後獨立發行個人專輯「燒肉粽」，這首歌由於真誠的反映了當時台灣

的社會情境，傳唱一時。除了閩南語與原住民歌曲之外，鈴鈴唱片也發行客語歌曲，包括「夫

妻千秋─客家語採茶歌劇」、「客語流行歌曲明朗演唱歌集」、「客語採茶笑科劇─酒場大

會串」等客家山歌劇與笑科劇。雖然出版的歌曲和唱片類型眾多，但鈴鈴唱片旗下仍有不少

明星，除了郭金發之外，演唱客語流行歌曲的明朗、演唱閩南語懷念老歌的洪一峰，以及演

唱原住民歌曲的盧靜子，分別是各方言市場中家喻戶曉的歌手。 

鈴鈴唱片培育與挖掘了不少戰後台灣唱片黃金時期的歌手，例如林英美、紀露霞、林春

福、郭金發、李清風、林峰等。這些歌手多半不是在鈴鈴唱片的時期篡紅，但多數在鈴鈴唱

片老闆洪傳興先生的賞識下或是支持下灌錄了第一張唱片，踏出了演藝生涯的第一步。從這

個觀點來看，鈴鈴唱片在戰後早期台灣唱片的發展中，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這段時期中，

鈴鈴也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暢銷唱片。例如，李讚聲台語暴笑劇、洪一峰「舊情綿綿」、「霧

夜燈塔」、麗美與林春福的「風流區長」、林峰「故鄉的列車」還有堪稱第一個合唱團體「四

奇士」等；客語歌手部分，有張美雲、賴碧霞，明朗，還有原住民歌手盧靜子等。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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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台灣戰後台語歌的政策引導並不明顯，台灣本土社會的文化活動於是在相對開放的彈性空

間中發展。1960 年政壇丕變，蔣介石透過修法再蟬連總統以及「自由中國」事件之後，全面性

的政治緊縮很快地波及到文藝創作範疇。在這波文藝動員中，針對流行歌曲再度大力審查，因

此在1961 年之後，政府不僅對文藝創作加強動員，更對流行文化強化管理。大環境的文化動員

也對本土流行文化造成輿論壓力，回顧1945 年至1971 年間的國民黨文藝政策相對於台語流行

歌曲的作用，顯然是以1967 年之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最為炙盛，而其作用以負面的壓力

居多 。 

 

     1961 年6 月底內政部再發函省政府，內容包括日語歌曲管制、唱片發行登記、唱片標記、

地下唱片廠等多項問題，顯示此時政府積極插手唱片事業迅速蓬勃後的混亂現象，在日語歌入

侵唱片市場的方面，明訂要求「『台灣省唱片公會』勸導同行避免灌製日語唱片」。 有關唱片

發行登記問題，內政部則要求各級主管單位確實審查唱片業申請之製片廠、資金，總體而言，

由於先前出版法奠下的基礎，內政部儼然成為法令解釋單位。然而在此同時，政府對外來唱片

進口的重重嚴禁，卻也提供了60 年代本土唱片業壟斷台灣市場的生產條件，政府的文化壁壘工

作反而保障了台灣唱片業者的生計 。 

 

60 年代的唱片業發展與娛樂事業、流行市場齊頭並進，本土灌唱的國台語流行歌，1962 年

掀起的黃梅調風潮，台視〈群星會〉、〈寶島之聲〉等歌唱節目的興盛，唱片業均扮演推波助

瀾的角色，也同時不斷地擴大台灣的唱片市場。 另一方面，盜版事件的層出不窮卻直接挑戰了

60 年代突飛猛進的台灣唱片業，情況普遍到「凡是暢銷的唱片一定有人翻版」， 在政府縱容

且利潤豐厚的情況下，60 年代盜版業呈現驚人的成長，逼使唱片出版業的發展面臨困境。 

 

自戰後七〇年代起，政府勵行國語化政策，使得六〇年代蓬勃發展的台語唱片及其他各族

群唱片大受打擊，逐漸消聲匿跡。一直要等到解嚴以後，以台語唱片為首的各族群方言唱片發

行才有再甦醒的趨勢。然而在這段期間，這些唱片公司的母帶或唱盤不是損毀便是遺失，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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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坊間收藏家的零星收藏，無法一窺全貌。再加上年代相隔並未超過五十年，多數出版品仍

有複雜的版權爭議，並非屬於公共財。所以收藏家即使保有收藏但並無版權的所有。這個狀況

造成這一階段的音樂的推廣與使用具有重重的困難。本計劃有辛取得貓狸文化工作室彭文銘先

生大力的支持， 本計劃之成果預期將提供戰後客家有聲出版第一手之研究史料，對戰後台灣之

客家文化研究與音樂研究學者有莫大之助益。 

 

從本研究的前期調查可得知，這一個時期不僅是台灣唱片產業發展的第一個發展時期，同時

也是台灣本土歌謠文化融合的重要時期。從這一時期的唱片出版百花齊放的現象可以了解到當

時音樂發展與社會融合的現象。例如，從當時的流行唱片音樂不僅明顯的可以看出日本歌曲對

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發現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的中國音樂與西風東漸的西洋音樂

對於當時唱片市場的影響。此外，也有學者從此一時期為數眾多的原住民音樂唱片的產生提及

當時唱片業與觀光業共生的產業狀況，可說是早期台灣文創與觀光產業發展的重要歷史案例。

從以上的觀點來看，戰後台灣這一批商業唱片的研究價值不僅止於音樂使或者是音樂性上的研

究價值，更重要的是音樂社會學或者是音樂文化研究上的價值。更多相關音樂史料的發掘可以

讓我們對於當時的社會現狀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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