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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呂金守是位客家人，既是客語、臺語、國語創作者，亦是一名演唱者，知名

作品如《李文古笑科劇》、客語歌曲〈無緣〉、臺語歌曲〈舊皮箱的流浪兒〉、〈人

生〉、國語歌曲〈我陪你到天明〉等。呂金守於 1960 初期與鈴鈴唱片公司有密切

關係，也是當時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之一，呂金守由錄音學徒做起，開始投入歌

曲的創作和演唱，更為臺灣流行音樂史留下不少作品。 

本論文以從萬巒發跡，詞曲創作者、演唱者呂金守為研究對象，探討他的音

樂生命史——進入音樂工業前的成長、學習背景，以及是如何轉變為音樂創作人

員的過程。此外，本文也針對他的作品進行整理與初步分析。本研究藉由呂金守

的音樂歷程探討 1980 年代前臺灣流行音樂的創作與流通：藝人與唱片公司連結

的過程、音樂產製的過程，並從商業性和文化性探討歌曲的版權利用。本文以「文

獻回顧」、「田野調查」、「生命史研究法」建立呂金守音樂生命史歷程。訪談除呂

金守外，也包含音樂界的專業人員；文獻蒐集包括媒體報導、音樂曲譜、唱片，

和其他文件。本研究最終的發現是，事實上呂金守的客家音樂身分地位是社會建

構的。最後，期許透過本研究呈現有別於現今臺灣流行音樂圈，以呂金守為出發

所形成的音樂網絡，並為他的音樂創作生涯留下紀錄。 

關鍵字：呂金守、個人生命史、流行音樂、客語歌曲、臺語歌曲、音樂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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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n as a Hakka, Lu Kim-Siu is a song writer of Hakka, Taiwanese, and Chinese 

songs. He is also a singer whose famous works include “Li wen-gu shiau-ke-jiu'”, a 

Hakka song named “Wu Yuan”, two Taiwanese songs “Street Children with Old 

Suitcase” and “Life”, a Chinese song “I Accompany You Until Dawn, and so forth. 

Lu Kim-Siu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Ling Ling Records Company and had great 

significance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during the 1960s. Starting with an 

apprenticeship in the sound-recording industry, Lu Kim-Siu began to be devoted to 

song creation and song-singing and left many music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Lu Kim-Siu, who got the start in Wanluan 

Township, and this study deals with his music biography – his life before entering the 

music industry, his learning background, and the process of how he became a music 

writer.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arranges and basically analyzes his music works. 

Through Lu Kim-Siu’s music life cour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odu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before 1980s, including the process of 

how entertainers were connected to record companies, the process of music cre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music production. The use of copyrighted songs is investigated 

commercially and culturally. The study established Lu Kim-Siu’s music biography by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biography investig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view of Lu Kim-Siu, other professionals in the music industry also received the 

interview.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is study includes media reports, musical 

notations, disk records, and other docu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that Lu 

Kim-Siu’s status in the Taiwanese musical history was socially constructed. Last,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an represent the music networks during the 1960s-1980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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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Lu Kim-Siu is an articulation, an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popular 

music production circle in Taiwan. 

Keywords: Lu Kim-Siu, biography, Popular Music, Hakka song, Taiwanese song, 

Music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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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現今臺灣音樂工業，隨著科技的進步、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大眾音樂媒介。「音

樂工業」意指與音樂有關的經濟活動，尤其媒體科技的興盛，更使得音樂工業呈

現不同的樣態，體現在網路、電視、音樂展演的各面貌。唱片工業是音樂工業中

的重要一環，灌製唱片的過程分工複雜，是一種商業行為，亦是權力操作的象徵。

音樂商品的產製不僅需要錄音設備、技術技能作為製造音樂的工具，還需要創作

者、唱片公司、閱聽者的相互影響，建構起交易的場域。然而，隨著數位化的來

臨，唱片工業逐漸沒落，以致於唱片的發行不再是主要的出版方式，逐漸從實體

的唱片轉變為數位平臺的音樂消費。本文談論的流行音樂是處於1980年代之前，

臺灣出現如「飛碟」、「滾石」等大型唱片公司之前的音樂生產與流通的型態。1980

是一個唱片工業交替的時代，1980 年代開始興起「創作型歌手」，唱片行銷策略、

作品企劃宣傳的崛起，形成壟斷形的音樂工業(簡妙如 2002：116)。在這時代之

前，也就是本文主角呂金守創作歌曲的年代，唱片工業的生產機制的樣貌是本文

所要探討的。也就是說，藉由呂金守的音樂歷程探討 1980 年代前臺灣流行音樂

的創作與流通，呂金守如何與唱片公司連結？從創作者、唱片公司、閱聽者的視

角，試圖了解音樂產製的過程為何？從商業性和文化性探討呂金守歌曲的版權利

用情形？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旋來旋去臺灣頭旋到臺灣尾，攏找無頭路。」1960 年代，這首〈無頭路〉

由呂金守作詞，是一首禁唱歌曲。當時被禁唱的原因在於，臺灣怎麼可能找不到

工作？怎麼可以唱「無頭路」的內容，因此被警備總部查禁，呂金守被警備總部

逮捕，人員以三字經罵他還以皮鞭打屁股，問說：「什麼時代你唱沒頭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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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說：「不准再被聽到，被聽到一次關三個月，被聽到二次關六個月。」這一

段的描述是筆者在呂金守採訪中所聽到的。這令筆者好奇，歌曲創作背後是否都

有其真實故事，或是人民對社會不公的心聲折射？ 

筆者與呂金守老師的認識是因邱才彥老師的引介。2013 年筆者從事學校音

樂代課期間，透過學校同事的介紹有機會認識邱才彥老師，當時邱才彥老師正在

拍攝呂金守老師的紀錄片。後來，筆者與邱才彥老師電話閒談中，邱才彥老師詢

問我是否對呂金守老師有興趣研究，當時筆者對此研究對象感到陌生，因為筆者

未曾聽過這一位音樂家，後來查詢呂金守基本資料、拜讀呂金守的文章和作品後，

筆者發現奇妙的是歌手如江蕙等人，曾唱過呂金守的作品，基於這樣的好奇，筆

者希望能有機會親自拜訪呂金守，之後筆者與邱才彥老師聯繫約好時間一起前往

拜訪。 

筆者很幸運地在 2013 年隨同邱才彥1老師拜訪曾創作臺灣臺語、客語資深詞

曲創作人呂金守，呂金守的歌曲鮮少在電視上播放，現今的年輕人聽到他的名字

也許有些陌生。事實上，他自 1960 年以來，臺語、客語歌曲創作已累積兩百多

首，曾創作江蕙、葉啟田、洪榮宏、洪一峰、田路路、劉秀暐、鄧百成等歌手的

作品。第一次田野訪談，筆者感到呂金守親切健朗，看不出年近八十歲，言談中，

慢慢地認識研究對象，原來呂金守未受過正統的音樂教育，音樂創作大多來自苦

學自修。除此之外，呂金守亦說道他的歌曲被禁的故事，漸漸引發筆者對呂金守

的研究有進一步的興趣，第一次的訪談經驗後，筆者更加想瞭解呂金守的音樂生

命經歷。 

相對於現在一般人認為流行歌曲通常都從大眾媒體得知，筆者好奇呂金守的

音樂是否在某一種特定的傳播媒體或活動空間才會被聆聽？近年來，已有許多著

作研究臺語、客語流行歌曲的發展背景和音樂內容，從日治時期到現今的音樂圈，

從論文、出版書籍、唱片等分析來窺探臺灣音樂現象的發展脈絡，分別從許多視

                                                        
1 邱才彥老師從事多年紀錄片的拍攝者，拍攝作品有《「行過八月八」災後重建紀錄片》、《走過

48K》、《踩在巧克力之上》、《塭子三媳婦》、《爛泥粲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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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來探討流行歌曲，如：歷史、政治、經濟、音樂、美學等。這些研究中較少從

「音樂工業」和「個人」的關係來探討，因此筆者以此研究作為補充，希冀有更

多相關的研究延伸。  

本文以呂金守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當時臺灣流行音樂工業的發展狀態，從呂金

守的生命經驗出發，認識他創作音樂的流通面貌。筆者將針對「呂金守如何創作

音樂？」、「他如何與唱片公司合作？」、「音樂作品如何傳播？」、「呂金守歌曲版

權的探討」等問題進行討論，呈現以呂金守為出發所形成的音樂網絡，並為他的

音樂創作生涯留下紀錄。 

 

第二節 文獻探討   

針對呂金守的文獻探討，有劉楨(1999)在客家雜誌撰寫的一篇〈專訪客家創

作界的長青樹呂金守先生〉，描述呂金守的成長背景及其音樂作品與創作經驗；

簡巧珍(2006)《臺灣客籍作曲家》，主要以國內28位客籍作曲家為主，以人物之

音樂經驗書寫和曲譜資料的整理呈現臺灣客籍作曲家呂金守等人的成長經歷和

音樂歷程；潘俊錡(2014)《呂金守其人及歌詞文本研究》以呂氏的創作生涯與臺

語歌詞主題分析為主；黃穎超(2016)《舊皮箱的流浪兒：呂金守的歌謠創作歷程

與特色》探討呂金守的歌謠創作，指出創作大部分為臺語、客語、國語歌曲三大

類。 

臺灣過去有關於流行音樂的研究，涉及層面相當廣泛，「流行音樂」的定義

不管是在音樂形式、風格上，眾說紛紜，無法界定流行音樂的範疇，流行音樂的

產生，是受到音樂工業的發展，依附在商業、唱片的運作下。本文研究的相關文

獻按分類進行概略討論，分成臺語流行音樂、客語流行音樂、唱片工業、廣播四

大類作為本論文後續章節的書寫，提供本研究適當的觀察角度和分析思維：  

 

一、音樂研究 

(一) 臺語流行音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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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關於臺語流行音樂的文獻，大多仍以音樂家、歌詞分析為基礎來

揭示臺灣社會的脈絡與變遷。莊永明(2009)《1930 年代絕版臺語流行歌》，以日

據時代的臺語流行歌謠作為初探，並針對十位創作者的生平和作品書寫傳略。莊

永明(1995)《臺灣歌謠追想曲》，本書集結莊永明對臺灣歷史的研究，針對歌謠

史料分析，得知出大眾閱聽者的價值觀，以及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文

學、戲劇、音樂上受到嚴謹管制的影響。此書的架構分別以歷史、人物、歌曲、

筆記、書評篇五大架構來探究，讓讀者理解音樂、文化與社會脈絡下的臺灣歌謠。 

 另外，以流行音樂歷史方面的，有李坤城(2007)《再見！禁忌的年代》，紀

錄臺灣戒嚴時期的禁歌、解嚴前後禁歌演變，禁歌對臺灣流行音樂發展的影響，

文中訪談摘錄專訪洪一峰、文夏、黃連煜、阿吉、趙家駒、齊軒，對於戒嚴時期

許多歌曲被禁唱的看法和影響。林靜怡 2010《歌曲創作的美麗與哀愁─國治時

期查禁歌曲法律管制體系之探討》，探討國家法令對歌曲如何產生控制，透過政

府公文和法律作為文本分析。 

 黃裕元 (2000)《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探討 1945 年到 1971

年間的臺語流行歌曲背景環境、發展實況和內容變遷三個部分。李坤城、黃裕元、

林靜怡以歷史背景概念敘述，此文獻資料對筆者在研究臺語歌曲的歷史脈絡背景

提供參考，能提供戒嚴時期的歷史背景，受到的言論控制以及音樂操作上的審查

規定。 

曾慧佳(1998)《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本書探討 1945-1995 年臺灣流行歌曲

各個階段的分析和演變，運用詮釋學批判理論，研究歌詞分析，揭示臺灣社會脈

絡與變遷和當代事件與歌詞的關係，最後討論流行歌曲在教學上的應用。王文翠

總編輯 2013《來聽歌吧！當臺語老歌遇上黑膠唱片》，以 1950-1960 年臺語黑膠

唱片策展，以音樂、文化、歷史面紀錄臺灣歌謠歷史。 

以社會學角度討論的文獻，例如石計生(2014)《時代盛行曲》本書以紀露霞

為研究對象，探討 1930-1970 年「音樂─空間─理論」的臺灣歌謠，研究方法上

以質性研究、田野調查、地理資訊系統(GIS)的空間製圖為主。空間以臺北三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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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大稻埕、西門町一帶為主。各章節分別以不同理論概念討論，例如隱蔽知

識(hidden knowledge)、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媒介迴路(media loop)、準全球

化(quasi-globalization)、夢址(dream sites)、地下迴路(underground circuit)等。而媒

介迴路的觀點由美國學者 Andrew F. Jones 提出，他指出媒介迴路流傳的路徑包

括歌廳、舞廳、廣播電臺和唱片行的空間分布(石計生 2014)，此觀點能提供筆者

建構呂金守歌曲傳遞與空間的關係。其他有關紀露霞相關的碩士論文，例如許怡

雯(2010)以雅諾‧豪澤(Arnold Hauser)的藝術社會學三角討論紀露霞的音樂呈現、

音樂作品、聽眾間關係；商慧珍(2010)探討紀露霞 1950-1960 年演唱聲響上的變

化，以 Alan Lomax 的概念對歌唱(sing)和歌曲(song)為研究。 

國內的碩士論文中，亦有不少探討個人的創作和歌唱為主臺語音樂研究，邱

婉婷 (2011)碩士論文《 「寶島低音歌王」之路：洪一峰創作與混血歌曲之探討》

和專書(2013)《寶島低音歌王洪一峰：一場啟蒙之旅》探討洪一峰的生命史與作

品分析，歌曲以創作歌曲與混血歌曲劃分，另以 Sonic Visualizer 頻譜分析，針對

洪一峰的唱片聲響，進行演唱歌唱風格的演變。其他探討臺語流行歌曲以人為研

究對象，例如呂孟儒(2009)《臺灣寶島歌王葉啟田歌唱生涯研究》、張喻涵(2013)

《洪一峰之音樂藝術研究》等論文，皆以個人生命史的研究、田野調查、音樂文

本為分析。 

 

(二) 客語流行音樂研究  

關於客家音樂的書籍，一般而言主要提到的內容是以山歌和戲曲為主要內容，

尤其在日治時期已有黑膠出版的唱片，內容是以山歌、小調、說唱、戲曲為主。

光復之前到 1980 年時期，客家流行音樂尚未受到重視，直到民歌興起，知識份

子等人和社會運動的發起，客家文化意識才受到重視。鄭榮興、蘇秀婷、陳怡君

合著 2010《賴碧霞客家民歌藝術》、徐亞湘計畫主持(2004)《賴碧霞客家山歌專

題研究及影音保存計畫》，根據訪查計畫成果，描寫賴碧霞生命歷程，呈現戰後

客家民謠、戲曲、八音的發展。鄭榮興 2004《臺灣客家音樂》、陳郁秀 1997《臺



6 

灣音樂閱覽》內容提到臺灣客族傳統音樂和臺灣創作流行音樂。許常惠、呂錘寬、

鄭榮興合著(2002)《臺灣傳統音樂之美》客家山歌的形成、客家戲曲、客家八音

的概述。 

楊國鑫(2003)〈吳盛智對客家流行音樂的影響與啟示〉與何東洪(2004)《從

陽光合唱團到《無緣》的吳盛智：一個當代客家流行音樂先驅者」》提及 1980 年

初，臺視頻道綜藝節目出現一位自彈自唱客家歌手，陽光合唱團主唱吳盛智，這

是客家創作歌曲首度登上主流電視媒體。1981 年 8 月由皇冠唱片發行的《陽光

客家歌謠傑作集》的主打歌〈無緣〉，〈無緣〉由呂金守作詞，兩人的合作，推動

客家歌曲以流行風格創作的面貌。 

簡巧珍(2006)《臺灣客籍作曲家》，內文提及呂金守音樂經歷和作品，另將

客家音樂分期分作，日據時期的創作概況、光復初期(1945-1960)、1960 年代至

今的創作概況(歌樂、管弦、合唱、山歌小調改為國語演唱、客家戲曲、客家聖

歌等)。 

以社會文化面，劉榮昌(2011)《戰後客家流行音樂的發展與形構》，從生產慣

習討論客家流行音樂的唱片業與政治關係。以文化創意產業觀點，李梁淑(2011)

〈從文創產業探討《李文古笑科劇》的創作－兼論其在教學上之運用〉，描寫《李

文古笑科劇》客語文教學與討論此劇的改編與創作內容。 

二、唱片工業 

回顧日治時期相關音樂唱片，能進一步瞭解前人研究臺灣唱片工業的產製概

況。王櫻芬(2013)以時間、內容、主唱者、伴奏、編曲部分，比較臺北與日本錄

音的不同，如在 1910 年 11 月，臺灣已由東京來臺設立的第一家唱片公司「日本

畜音器商會臺北出張所」和 1914 年日本岡本檻太郎，帶領臺灣客籍樂師，赴日

本東京參與唱片錄音的記錄。江武昌計畫主持(2000)一書中，描述日治時期的臺

灣唱片工業歷史和各音樂樂種和劇種的介紹。 

劉楨撰文〈從日治時期出版之客家唱片看當時客家音樂的發展〉與李坤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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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串蓮的故事─日治時代客家唱片漫談〉2，此兩篇文章主要從日治時期出

版之客家唱片看當時的客家音樂的發展為書寫。王櫻芬 (2008)從黑澤研究成果

的再研究，記錄臺灣音樂在日治時期的變遷面貌，可提供本研究了解臺灣原住民

音樂和漢人音樂歷史錄音的成果。王櫻芬有關唱片產製的研究有《聽見臺灣：試

論古倫美亞唱片再臺灣音樂史上的意義》、《導言：錄音科技與臺灣音樂─近年研

究回顧》、《作出臺灣味：日本畜音器商會臺灣唱片產製策略初探》。王櫻芬以分

析史料的方式了解唱片的產製過程，包括當時的音樂探討、傳統戲曲與流行歌演

出者、對於中日和西洋音樂元素的挪用、與廣播工業相輔相成的關係、所反映出

的殖民政策和臺灣社會變遷等等議題。 

林太崴(2009)，以商業角度探討日治時期的臺語流行歌，例如兩大唱片公司

的定價、唱片曲盤的選歌考量、透過放送局的廣播放送等等流行歌商業上慣用的

方法。以上敘述的探討透過收集日治時期的原盤清單、錄音日誌、通知書(指「新

譜發賣決定通知書」)、實體唱片，和商業考量中唱片公司的定價，選歌考量、

影歌星、戲院、廣播、雜誌等資料分析為討論，勾勒出日治時期唱片的產製過程。

黃裕元(2014)以歷史資料整理歌曲的發展，談論唱片技術、本土製作的起源，以

及 1933 年至 1940 年間幾個主要的歌曲製作團隊。其他相關唱片發展史的資料內

容另可參考，王櫻芬(2012)、葉龍彥(2001)、黃裕元(2014)、楊蓮福(2014)、謝奇

任(2006)等人書籍。 

戰後的相關唱片文獻，如蔡棟雄編輯(2007)，描述三重地區的唱片業、戲院、

影歌星史的介紹，從這份資料可瞭解三重地區是當時唱片業的一個重要之地，以

及50年代臺灣有許多翻版灌錄唱片現象，有助於分析唱片發展的變遷。黃裕元

(2014)，主要研究臺灣唱片和流行歌曲史。郭麗娟(2005)記錄臺灣唱片發展史及

紀錄戰後臺語歌謠具代表性的二十一位詞曲創作者與演唱者的人物故事以及瞭

解背後所呈現的時代意涵。沈冬(2013)主要探討周藍萍與四海唱片，敘述1950年

以降有關周藍萍的國語流行歌曲、唱片工業、電影工業部分。此方面資料從唱片

                                                        
2
 參見台灣客家音樂網 http://music.ihakka.net/web/001_japan_index.aspx，瀏覽日期 2014/11/20。  

http://music.ihakka.net/web/001_japan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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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的角度來看四海與周藍萍的合作，更進一步描述1960年代之唱片，由作曲、

配樂、到錄音、壓制成片的過程，這本書可作為唱片公司與流行歌曲如何產生之

參考。 

許馨文(2011)以《中原(苗友)》(1962-1981)月刊，探究客家音樂建制化歷程，

並論述文化展演的生產與流通。劉榮昌(2011：33-49)碩士論文，敘述1945-2011

客家流行音樂的產製現象，提供筆者瞭解各客家唱片公司出版的概況及其時代背

景。劉楨(2003)探討近二十年臺灣客家流行音樂出版市場之發展與現況調查。葉

龍彥(2001)《臺灣唱片思想起：1895-1999》與楊蓮福(2014)《百年思想起─臺灣

百年唱片圖像》，這兩本書屬性偏向資料性和唱片圖像的論述，描述西方留聲機

和曲盤的發明，亦討論臺灣唱片的企劃、行銷包裝等問題。 

再者，探討山地流行唱片的文獻，如有黃國超(2010、2011、2012)、陳俊斌

(2009、2013)、孫俊彥(2014)。另外，蔡育振(2012)，以美樂唱片與鈴鈴唱片為主，

整理客語有聲出版品資料與相關客語唱片從業人員口述資料，呈現戰後客語有聲

出版品之社會環境背景。 

賽門‧佛瑞茲(Simon Frith) (彭倩文譯) 1993《搖滾樂社會學》的「製造唱片」

章節，探討搖滾樂被製造成商品的過程，從搖滾樂與年輕人的關係展開全書論證，

然後轉而探討製造出多種音樂產品的複雜工業體系與傳播媒體，此書提供筆者在

研究流行音樂唱片工業時，可以有先前的概念與事後分析的比較資料。 

Simon Frith(2005)指出，音樂工業是「版權的工業」、「出版的工業」、「藝

人的工業」、「電子的工業」，記譜法與印刷術的結合，到錄音科技與數位科技

的儲存；謝奇任(2006)指出研究唱片工業的議題，要考量政府對流行音樂唱片圈

的態度、唱片公司是如何組織、經營、市場中唱片公司的競爭關係、市場銷售的

計畫、科技對唱片產製的影響。 

綜觀以上相關唱片的研究，1980 年至近年來，流行音樂走向跨國唱片、全

球化市場。流行音樂的唱片論述，囊括多種探討，例如，主流、獨立唱牌的產製、

唱片中的傳統音樂、世界音樂、數位音樂對市場、唱片公司與音樂產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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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進一步延伸唱片、音樂、個人行為做探討，以唱片工業的角度，探討呂金

守所處的音樂時代，1980 年代之前臺灣的唱片工業是如何產製和銷售、閱聽者

的聆聽空間、經濟交換等議題待本文討論。 

 

三、 廣播電臺 

有關廣播電臺傳播媒介的碩士論文有蔡若津(2000)《臺灣當代音樂電臺的音

樂生產機制：從音樂社會學與媒介產製觀點出發》、提及廣播媒體的生態現況，

對於網路廣播新媒體概念提出分析現象和發展趨勢。王櫻芬(2008)日治時期的研

究包括廣播中的軍歌和漢人音樂。呂紹理(2002)《日治時期臺灣傳播工業與收音

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以史料來敘述日治時期的廣播工業，在收音機生產

和消費層面下，處於政治力強力干涉。傳播媒介的不同也產生了不同的流行音樂

形式，流行音樂和歌手透過流行音樂的中介傳播給閱聽者。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瞭解有關呂金守與流行音樂相關之資料，筆者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探

討，方法共分成三部分：一、文獻回顧，二、田野調查法之「訪談」為主，並進

行訪談資料分析的研究，三、生命史研究法，以下分項加以說明： 

 

一、文獻回顧 

採集蒐集方法主要出於縣市政府的出版品、或是出版的唱片，以及相關報章

雜誌、活動、期刊、論文、網路資料等資訊，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依據。並透

過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文獻資料、原始資料做蒐集、釐清、歸納與分析，前人

的經驗和詮釋資料，將作為筆者研究的基礎。議題範圍涵蓋呂金守的音樂活動創

作、展演、音樂傳播媒介、社會脈絡，從中了解呂金守的音樂文化圈的發展社會

脈絡與音樂傳播途徑，以及創造音樂之特質 (研究流程圖，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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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於此面相彙整的資料包含下列 4 個部分： 

(1) 呂金守創作出版之曲譜、唱片。 

(2) 相關呂金守的報章雜誌報導 

(3) 相關呂金守的網頁文章。 

(4) 向呂金守徵求未出版的相關資料以供研究，例如：書信、文字稿、曲譜、相

片或影音紀錄。 

 

二、田野調查 

「訪談」是田野調查中的研究之一，田野訪談中，受訪者用他們平常說話、

思考和組織的方式來表達，研究者以自然的形式保留受訪者的敘事，主要是受訪

者的觀點和經驗，可以幫助受訪者重新建構期生命記憶，在經歷的事件中，創造

出新的資料。訪談包括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非結構式訪談

(Unstandardized Interviews )、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方式

(陳向明 2002：229 )。因此，田野初期筆者以非結構式訪談，以探索性方式，提

出可能性的研究，田野中期則以半結構式訪談，設計訪談大綱作為指引，依研究

議題進行詢問，適當的調整受訪者的訪談情況，來調整訪談的內容。田野後期則

研究問
題的發

現 

閱讀文
獻 

指明研
究目的 

收集資
料 

分析和
說明資

料 

對資料
評價和
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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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性和非結構性訪談，了解呂金守個人的背景、音樂創作過程、與唱片公司

的合作關係，對歌曲的創作概念、音樂創作元素和呈現方式來理解呂金守的音樂

文化脈絡。其次，在傳播媒介探究的田野調查上，採訪高雄微微笑電臺陳宏林先

生、成功電臺陳雷先生等交友圈，針對呂金守所創作的歌曲，在當時的廣播電臺

下，聽眾的反應和播放的接受情況如何，經典的歌曲有哪些，以及當代廣播圈是

一個什麼樣的發展狀況。第三，透過與呂金守相關的音樂工作者，了解他們與呂

金守合作的經驗和對音樂歌曲的評價。過程中以田野日誌、錄音、錄影等方式紀

錄，以便提供研究時分析的資料，將訪談資料整合在文章中。 

 

三、 生命史研究法 

「生命史研究」(Life History)用來陳述個人如何透過社會化歷程而融入某文

化場域。生命史方法論提供來源的假說，強調個人生命經驗的故事，以便了解特

定時代或社會群體 (Catherine Marshall et al. 2006：151)。本研究以呂金守的生命

史為主軸，深度訪談呂金守所屬之友好圈，蒐集有關研究對象的音樂紀錄和個人

相關報導，最後筆者以客觀角度書寫，梳理呂金守音樂生命歷程的歷史背景和時

代脈絡意義。 

 

第四節 內容架構 

 本論文主要研究呂金守的音樂歷程，全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主要對於

論文的架構有一個概念性的理解，筆者闡明呂金守音樂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文獻

探討、研究方法、內容架構。第六章總結研究成果，其餘四章節，以下針對論文

撰寫的章節安排和內容分別進行說明： 

第二章呂金守的音樂生命歷程，描述進入音樂工業前，呂金守的成長、教育、

工作經驗，從參與電臺歌唱比賽到音樂錄音人員的學習，其次重心放在他是如何

與音樂創作連結，是誰引領進入音樂創作？如何參與電視臺主題曲、布袋戲的音

樂、以及臺語、客語音樂的創作過程？以真實客觀的方式完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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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唱片音樂製作——呂金守歌曲的產生與音樂展演，唱片市場為流行音

樂的核心部分。本章節主要針對呂金守與唱片公司的合作關係進行探討，因此第

一節筆者以呂金守的流行歌曲產生著手，從寫詞、作曲到製作、錄音的一個過程

來敘述音樂的製作歷程。第二節從郭一男唱片製作人，探討唱片產製過程和銷售

方式，第三節試圖從呂金守歌曲的音樂展演空間，瞭解呂金守的音樂傳遞場域有

哪些，每一個場景描述具體的故事，另用史料呈現當時發生的事情，主要以呂金

守歌曲傳遞的環境為主軸。 

第四章純聽唱片之外——呂金守歌曲的再利用與版權探討，簡述音樂著作權

的概念，並以呂金守歌曲被使用的情形作說明，分別以「商業性」歌曲流通、「文

化性」歌曲流通加以說明，從歌曲再利用情況，盡可能說明音樂著作權的保護情

形和版權關係。 

第五章呂金守音樂作品的分析，採用田野資料和史料，將呂金守的資料做一

初步成果與分類統計，並對歌曲內容統計，討論翻版歌曲的填詞模式、呂金守的

禁歌和呂金守慣用的作詞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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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呂金守的音樂生命歷程 

 

呂金守是位客家人，既是客語、臺語、國語創作者，亦是一名演唱者。筆者

依田野調查之訪談紀錄來建立呂金守的生命史，並以第一手資料佐證，第一手資

料包括照片、音樂唱片封套、曲譜資料等，是透過呂金守本人或其他音樂人而獲

得。筆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在 1960 年代的客語流行歌壇中，呂金守是當

時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並且他與鈴鈴唱片公司有密切關係，而鈴鈴唱片在當時

是相當特殊的唱片公司，這樣的重要性引發筆者對這個音樂家進行深入研究。本

章透過圖文並呈的書寫方式呈現呂金守的音樂生命歷程與創作方式，並對其他相

關訊息作內文註腳的延伸補充。總言之，筆者主以田野調查和文獻史料的交叉比

對，試圖拼湊臺灣流行音樂工業中，呂金守之歌曲創作過程。 

本章內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簡述呂金守在臺灣流行音樂史中被賦予的

位置，臺灣流行音樂歷史一直把呂金守定位成客語創作者的位置。事實上，筆者

發現呂金守創作的臺語歌曲數量比客語歌曲多，因此筆者試圖想瞭解呂金守的創

作與歷史、社會背景。第二部分探討呂金守早年生活 1935-1970 年，描述呂金守

進入音樂工業前的成長背景——幼少年生活與音樂啟發；藝術生命的轉折——初

入鈴鈴唱片公司學徒、壓片、錄音人員的學習過程，從訪談口述和文獻資料的比

對，憑呂金守較有印象的經驗中，描繪當時呂金守與洪傳興在臺東、花蓮等地區

的音樂活動現場，並談論呂金守在鈴鈴唱片公司發行客語演唱專輯的內容和概述

惠美、文華唱片公司出版的《李文古笑科劇》。第三部分探討呂金守歌曲創作軌

跡(1970-至今)，談論呂金守臺語、客語歌曲、教學與設立「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

司」。總的來說，以呂金守人物為主題，回顧臺灣音樂創作者的生命歷程，讓讀

者們再現以呂金守為過去的音樂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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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呂金守在臺灣流行音樂史中的位置 

此節談論的是，呂金守作為一位詞曲創作者兼演唱者，是如何在臺語、客語

流行歌壇當中，得到閱聽者的歡迎，並且在臺灣流行音樂史中得到認可；或呂金

守的客家音樂的身分地位，是否在歷史中轉變，是人們的賦予形構成。 

從 1960 至 1980 年代的時代氛圍中，是什麼影響讓呂金守在客語流行歌曲脈

絡佔有重要的角色？他的其他作品又與社會有何連結？呂金守是一位橫跨臺語、

客語、國語音樂詞曲創作和演唱者，作品包含臺語作詞，林峰(本名林文峰)〈舊

皮箱的流浪兒〉、劉福助〈臺東人〉、葉啟田〈斷魂領鐘聲淚〉；客語作詞〈無緣〉、

作曲〈童年夢〉、詞曲〈印崗戀情〉；國語作詞〈你怨誰〉、〈我陪你到天明〉等。 

「客家音樂」的範疇是從何時開始產生？我們又是如何定義客語「流行」？

又或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概念？我們一般提到客語歌曲，想到的是傳統山

歌、採茶、八音。在 1980 年後，已出現類似「客語流行音樂」的一些新稱呼，

諸如吳翠松(2014：4)一文提及「客家新音樂」、「客家創作歌曲」、「客家創新歌

曲」等。對流行音樂的定義有以下幾種討論：是既為創作，又是一種物質經濟、

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混合體(簡妙如 2003)；簡上仁對「臺灣創作流行歌曲」指的

是以臺灣原住民、福老、客家語的創作，是一種商業機能的運作，流行在臺灣社

會的歌曲(陳郁秀 1997：122)。劉榮昌(2011：10)對客家「流行音樂」看法，是

以客家語演唱，詞或曲有一是全新的創作或是使用西方樂器重新配樂編曲，最後

透過大眾傳媒生產創作的歌曲。 

1960 年代的臺灣流行音樂唱片中，呂金守曾是鈴鈴唱片發行客家音樂唱片

中具關鍵性的人物。呂金守作詞、演唱客語歌曲的合作對象中，與山歌藝人賴碧

霞多次合作，呂金守陸續在鈴鈴、美樂等唱片公司出版客語流行歌曲集和個人演

唱專輯，然而賴碧霞亦是客語音樂的代表重要人物。賴碧霞在 24 歲時，也就是

1955 年就開始踏入廣播生涯，1953 年與羅石金對唱出版勸世文《離別相勸歌》(五

洲唱片公司)，陸續亦嘗試廣播話劇、說唱劇的改編，也與遠東、美樂、鈴鈴、

百合等唱片公司灌入客家民謠唱片(鄭榮興 2010：38)。鈴鈴老闆洪傳興與賴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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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結拜兄妹，洪傳興想在唱片市場上作區隔，因此以客語語言做區別，推出「客

語流行歌」，而當時 1960 年代的客語流行歌，指的是將市面上流行的歌曲，如國

語、閩南、東洋歌、山地民謠，填入客語歌詞。賴碧霞也嘗試新的方式詮釋客語，

像似〈風流相褒歌〉採用三腳採茶戲的唱詞，曲調以〈牛尾調〉來演唱；或賴碧

霞以客語民謠採茶歌用日語演唱〈思君〉(FL-690)中(鄭榮興 2010：66-67)。在時

代的變遷下，1960 興起了一股客家流行歌曲翻版製作的唱片，創作者採譜寫下

旋律，填入臺語、客語的歌詞製作發行，這樣的風氣在 1960 年代的臺灣唱片市

場逐漸展開，呂金守的創作曲目中，確實處在這樣一個翻版、混血的創作音樂環

境。如呂金守演唱的歌曲，客語版本〈十八姑娘一朵花〉，屬日歌客語演唱，原

曲為〈藩社娘〉，作曲為唐崎夜雨，作詞是栗原白也，原唱是佐塚佐和子，發行

年代 1939，哥倫灌錄唱片 (石計生 2014：266)。 

邱婉婷(2013：12)對 1950-1970 年代的臺語流行歌曲指出，可能是因 1952

年 4 月 8 日簽定的「中日和約」，臺日在娛樂密切上有交流，報導日本歌星、影

星的資訊，日本表演團體來臺的表演記錄。不僅日本歌曲的翻唱，也有翻唱上海、

東南亞、歐美、香港等歌曲。1970 年代後期，知識份子在美術、舞蹈、音樂與

鄉土文學中呈現鄉土文化的意識。張釗維(1994：25)指出，1980 年代之前的臺灣

文化，受到權力集團與主流文藝的鄉土文化。1960 與 1970 的客語和原住民歌謠

依舊處於歧視、弱勢，直到鄉土民族主義開始。直到，1986 年林懷民的作品中

《我的鄉愁我的歌》，呂金守曾作詞的〈無緣〉一曲，亦當作舞蹈的配樂。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的客語流行歌曲中吳盛智、涂敏恆、呂金守這三

位人物，有著進入「臺灣客家創作歌曲」新的開始的說法。1980 年吳盛智演唱

西洋歌曲，作曲的〈無緣〉也因在電視媒體的演唱中而漸受到重視。不僅如此，

客家雜誌的成立、還我母語運動、行政院客家委會成立，亦提升客家文化的發展。

何東洪(2004：13)直言，「吳盛智的客家音樂創作是一個可以稱之為『前客家意

識』，『前客家意識』指的是 80 年代中期經由社會運動建構出的客家意識。」但

是，這樣的客家意識形態，何東洪亦強調，音樂實作是透過「論述、技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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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形成，而不是將「語言」過分套入「客家意識」。 

在 1950、1960 年代之前，臺灣的唱片工業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從日治時

期開始追溯。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唱片公司是由東京來臺開設臺灣第一間唱片

公司「株式會社日本蓄音機商會臺北岀張所」。1914 年，日本畜音器公司臺北支

店長岡本樫太郎，當時受限臺灣的錄音設備和技師的缺乏，因此帶領林石生、范

連生、何阿文、何阿添、黃芳榮、巫石安、彭阿增等十五位客家樂師赴日本錄製

第一批臺灣人演奏、演唱的唱片。發行的黑膠唱可見傳統客家樂師的演奏，早期

臺灣第一批客家黑膠唱片的誕生，大多採用八音、北管伴奏樂器。然而，非商業

用途的音樂唱片，最早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音樂會中發表的大國民演唱〈世界

之友〉、〈新高山〉。3之後在 1920 年代中，多家唱片公司成立。例如，流行歌曲、

南北管、歌仔戲、採茶戲等各類音樂錄製。日蓄唱片在臺灣的出版，根據王櫻芬

(2013)整理，可以看出臺北和日本大阪錄音的不同，無論在地點、樂器、或是人

才的考量上會有差異性，而這差異性是在於臺灣樂師欠缺西樂演奏的能力，和錄

音設備的不足。 

戰後臺灣的唱片製作最早是由許石和陳萬隆設立的「中國唱片公司」，唱片

廠設立在臺北市三重，陸續有「勝家唱片」、「麗歌唱片」、「歌樂唱片」唱片製造

廠的成立(黃裕元 2000：58、邱婉婷 2011：40)。從戰後翻唱日本歌曲的盛行，有

著所謂的「日曲臺語歌」。再者，政治機構所推行的地方山歌比賽，也推起了一

股客語演唱翻唱歌曲風潮(鄭榮興 2004：91、范揚坤 2007：33、40)。地方山歌

比賽的活動，例如，1963 年中秋節，中廣苗栗臺舉辦第一屆客家歌謠比賽，分

〈老山歌〉、〈山歌子〉、〈平板〉、〈小調〉等組別。由外號「豆腐伯姆」的老太太、

賴碧霞小姐、黃連添先生等人，得到各組的冠軍頭銜 (許常惠、呂錘寬、鄭榮興

合著 2002：165)；1964 年，新竹縣湖口鄉舉辦的竹桃兩縣時鄉鎮的客家民謠比

賽，之後在每年的「天穿日」(農曆鄭月二十日)，於新竹縣竹東鎮舉辦客家山歌

                                                        
3 http://archive.music.ntnu.edu.tw/shellac1/annals.html 日治臺灣曲盤數位典藏計畫網站，瀏覽日期

2016/01/15。 

http://archive.music.ntnu.edu.tw/shellac1/ann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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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比賽，成為當地年度重要的例行活動 (鄭榮興 2004：92)。 

除此之外，呂金守的禁歌音樂，如〈無頭路〉被迫改寫、禁止公開發行，禁

歌制度雖管制了詞曲創作者、歌手、媒體工作者的自由，然而，禁歌的影響，但

它並沒有使創作者停止創作。就如石計生（2014：31）表示，「政治權力」、「音

樂工業」雖有影響力，但事實上不完全決定「音樂人」的創造意志。呂金守的歌

曲雖曾被限制，但這並沒有使得他停止創作，反而歌曲越禁歌越轟動。 

 再者，錄音科技的技術提升，傳播媒體和娛樂事業多元發展，流行音樂工業

的製作模式顯得不同，例如，音樂載體的轉換，黑膠唱片、卡帶、CD、網路科

技；發行銷售與聆聽音樂的方式、歌手與唱片公司、詞曲著作權的處理方式。總

的來說，呂金守的音樂，受到時代的影響，1970 民歌運動的興起、還我母語運

動、金曲獎的設立等等，還有在音樂工業中唱片公司的策略，導致在音樂寫詞、

編曲上，塑造所謂可以被大眾接受的「流行」音樂，或是挪用暢銷的唱片專輯，

不同語言改編新創。 

下一節，筆者從書寫呂金守的音樂個體生命切入，並在後續章節談論唱片的

產製，勾勒呂金守身處的有別於現今臺灣流行音樂圈，彰顯在當代的獨特性和音

樂現象。 

 

第二節 呂金守的早年生活(1935-1970) 

呂金守 1935 年 1 月 3 日出生於澎湖西湖村，父親從事臺灣鐵路局修理火車的

工作(舊稱鐵道部)，母親是位專職護士，家中排行老三，10 歲跟隨家人遷居高雄

鹽埕，就讀於高雄旭日小學。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呂金守回想當時空襲情景，

娓娓道出小學上學途中，常抱著心驚膽跳的心，突如其來的炸彈轟炸聲，迫使他

撲在路邊防洪處避難。身處於這樣的環境，呂金守根本沒有心思唸書，直到小學

三年級，臺灣才光復。戰爭轟炸的緣故使呂金守的父母親基於安全考量，全家人

遷居屏東豐田村。呂金守轉學後就讀屏東豐田國小五、六年級，國小畢業後考上

內埔中學，但因家庭環境因素使他無法升學而必須出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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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歲那年他隻身到臺南學習維修腳踏車的技術，學有一技之長後，18 歲回到

屏東萬巒經營維修的生意。兩年後，腳踏車店生意正起步的時候，他收到了兵役

的通知單，於是又到了臺北的「經理學校」4服兩年兵役。兵役間，呂金守結識

一位臺東的友人，某次機會下呂看到他所寫的國父遺囑內容，字跡工整漂亮，於

是呂金守請他將寫好的一張副本送給他。呂金守利用鋼筆描寫友人的字跡，描寫

字跡近半年的時間後，在兵役中報考了文書職務。即使小時後的環境清苦無法升

學，但在服役的期間內，呂氏有志向學的心與堅毅不拔的精神，讓他練就了一手

好字；而在藝術方面，潘俊錡(2014：13)指出，呂金守在臺北服役的時候，參加

軍中的「克難樂隊」，讓他有更多摸索樂器的機會。從軍時期聆聽到的一首〈大

江東去〉，深深啟發呂金守對音樂的喜愛。 

19 歲呂金守初識妻子李福妹，妻子是屏東萬巒人，從事腳踏車賣菜工作。當

時呂金守因欣賞妻子賢淑的性格，主動上前認識，交往 3 年後喜結良緣，婚後育

有三子。退伍之後，呂金守仍繼續經營腳踏車店，因不想自己一輩子都困在鄉下，

於是一年後便收起腳踏車店的事業，攜妻帶子到臺北租屋找工作，落腳於今天「建

成圓環」一帶。5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臺北，為謀生計，呂金守在臺北做過粗工(如

扛磚頭)亦在中國時報當過發報員。在報社工作之餘，他對音樂起了興趣，並開

始接觸歌唱比賽，呂金守踏入比賽前並無受過任何專業音樂訓練。第一個參加的

比賽是「中華電臺比賽」，那場所唱的歌曲是陳達儒填詞、陳秋霖作曲的〈南都

夜曲〉。發報員的工作辭去後，本著對音樂的熱情，原本對寫譜、寫詞一竅不通

的呂金守，開始虛心求問、請教他人，學習看中音譜、低音譜、高音譜。 

 

                                                        
4 「經理學校」最早起於民國元年的「軍需學校」，創立於南京。民國元年 3 月 20 日成立「軍需

學校」，後於 36 年 9 月 1 日改制為「經理學校」及「財務學校」兩校，現今名為「國防大學管

理學院」
http://www.ndmc.nd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CD36774D-37A5-4C46-99D2-886

D659856C6}瀏覽日期 2016/03/06。 
5
 建成圓環，亦稱「圓公園」，鄰近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和南京西路的交叉路口。 

http://www.ndmc.nd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CD36774D-37A5-4C46-99D2-886D659856C6%7d瀏覽日期2016/03/06
http://www.ndmc.nd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CD36774D-37A5-4C46-99D2-886D659856C6%7d瀏覽日期20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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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呂金守之宣傳照，2013/11/27 筆者翻拍 

 

 

圖 3：呂金守客家雜誌封面，2015/01/29 筆者翻拍 

(收錄 1999 年〈客語創作界的長青樹呂金守〉報導) 

 

一、鈴鈴唱片時期 1960─70：唱片壓片、錄音人員的學習  

鈴鈴唱片公司早期稱為寶島唱片公司，人家說寶島、寶島，臺語唸起來的音

似「包準倒」，所以便改名為「鈴鈴」。6鈴鈴唱片成立於 1960 年初7，1980 年

                                                        
6 2014/08/21 呂金守訪問記錄。 
7 洪傳興(鈴鈴唱片公司老闆)的女兒和女婿表示寶島唱片的創立最遲應該在 1960 年左右，參見黃

國超(2011：3)。另外，筆者根據「貓狸文化工作室」的負責人彭文銘，彭文銘是鈴鈴唱片版

權擁有人，2003 年擔任《客家音樂有聲資料蒐集暨數位化計畫》主持人，此計畫以苗栗「美

樂」與中壢「遠東」的唱片出版品做數位化的整理；2015 年以《客家八音》獲得傳藝金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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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營業，主要以發行臺灣原住民歌謠，如《臺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花蓮

港阿美族歌集》、客語以及閩南語歌曲為主。鈴鈴唱片公司出品地址是臺灣臺北

三重市正義北路 190 巷 33 號，另外錄音室是位於三重市自強路一段 115 號 4 樓。 

呂金守經由友人的引薦進入鈴玲唱片公司。一開始從壓片、錄音學起，把自

己當成一塊海綿，吸收所有的專業知識，呂金守說曾經跟著洪傳興(1925-1984)

老闆去錄下全省的山地歌。洪傳興老闆和呂金守想把錄音下的音樂製作成唱片，

因此經由臺東、花蓮原住民部落的村長、活動節目主持人等人的引薦，在當地的

原住民部落進行山地歌曲的錄音，如花蓮「阿美文化村」8、烏來等地，一趟工

作天為期兩至三天；又或者原住民有祭典儀式、活動，當地人會與洪傳興聯繫以

便前往錄音。 

呂金守和洪老闆錄音期間住在花蓮的飯店或旅社，攜帶著一臺手提式四方型

的錄音器材，呂金守稱之「六號錄音機」，該機器使「圓形盤帶」錄音，盤帶轉

速可以分作快速和慢速，轉速快聲音較好，慢速聲音較不美，也因受限於技術設

備的不足，當時的採集只有錄音器材可以使用，並沒有影像的保存。吳榮順等著

(2010：23)提及 1967 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使用的是 1/4 盤式母帶。9然而有待考

據的是，當時呂金守們所選擇的錄音盤帶速度為何，才能符合後續製作唱片的處

理，以及母帶和錄音機的器材是否有如當時學者許常惠採集音樂所使用的器材相

同，因此，筆者試圖詢問呂金守關於錄音器器材的型號，可惜無法從他本人得知

正確錄音機型。筆者推測呂金守說「六號錄音機」可能是 AKAI_M6 錄音機，原

                                                                                                                                                               
專輯再現「苗栗陳家八音團」-陳慶松、郭鑫桂的嗩吶主奏樂章等殊榮。筆者參照彭文銘提供

的鈴鈴唱片公司唱片目錄本推測，該公司應約在 1960 左右成立，例如其中有記載著時代故事

的唱片--「台灣八七水災」(唱片編號：FL-22 )。 
8 「阿美文化村」英文名稱為 Ami Culture Village，位於花蓮田埔部落，1962 年由林春瑛、許木

碇夫婦成立，後遷至吉安火車站前。據瞭解文化村未正式成立前，表演場地在忠烈祠的平台及

美軍招待所，參見黃國超(2010：442)。 
9
 母帶以德製 Uher 4200/4400 Report Stereo 型四軌盤式立體聲所錄製，可依錄音者的需要而選擇

錄音的速度，錄音帶的速度共可分成四種可能：(1)15/16 或 0.9375 (2)1  7/8 或 1.875 (3)3 3/4

或 3.75 (4)7 1/2 或 7.5。四種速度中以(3)和(2)種居多，(1)和(4)也有但數量少。考量原因在於速

度越快，錄音帶的消耗量越大，當時受限經濟條件，為了節省成本經費，當時的錄音選擇速度

偏適中而慢的 3.75 作錄音，參見吳榮順等作(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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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呂金守曾說參與採集原住民錄音是在發行客語演唱之前（1964 年呂金

守與賴碧霞演唱《客語民謠歌曲》風流相褒歌(客家採茶歌劇)），也就是說呂金

守跟隨洪老闆一起採集原住民的時間應是在 1964 年以前，而 AKAI_M8 是 1965

年才問世的，因此推論當時錄音機應是 AKAI_M6。 

錄音前，歌者們會事先排練，而呂金守和洪傳興便照著原住民排練的順序來

錄音。錄音的流程上，早上會事先安排，大多都是下午錄音。黃國超(2012：172)

根據廖初男先生的訪談指出「當時他的岳父洪傳興，很喜歡遊山玩水，一個人開

著車子載著一臺重約15、6公斤的『AKAI』(日本赤井牌)盤帶錄音機到處去閒晃。」

10以上所述呈現出洪傳興獨自前往採集地進行錄音，但透過呂金守的訪談筆者發

現，呂金守或是相關人員其實也參與當時錄音的分工，採集錄音工作並非洪老闆

獨自一人完成，筆者因此對廖初男先生的觀點感到疑惑。 

錄音時會在空曠、荒野清靜的地方進行，歌者有獨唱、兩人、五至六人的組

成，麥克風需要分別放在適當的距離。呂金守當時其實並不曉得原住民唱的是什

麼，他們只知道那是原住民的山地歌曲。呂金守感嘆道： 

 

慚愧一點是這樣子，如果你有能力，你要把他們所講的、所唱的，知道

哪一類歌曲。我們不曉得，以前都沒有寫，人家是要寫起來的，但是沒

有辦法寫，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我們更沒有辦法。11 

 

阿美文化村也是有舞臺形式的表演，他們表演完後，呂金守與洪傳興會與原

住民的歌者溝通，包括錄音的歌曲數量、錄音的地點等，歌者們練習好，呂金守

與洪老闆就會前往錄音，若演唱者熟悉的歌曲多，就會錄得比較多。在部落錄完

                                                        
10
  黃國超依據出版的唱片資料觀察指出「洪傳興先生1963年以前已經採集過台東市、花蓮等地，

直到1963年後，錄音片的出版歌謠才擴大到南台灣的排灣族三地門一帶。」參見黃國超(2011：

173)。此外，廖初男先生敘述「前明星時代」的「庶民文化」情景：「鈴鈴唱片老板洪傳興

早期在台灣製作歌仔戲、山地歌、客家民謠、車鼓調專輯唱片，為了錄製唱片，他會把收音

機帶著，就像去賣膏藥，到現場敲鑼打鼓，招大家來，會唱的人就唱，就這樣地錄音起來。」

http://m.xuite.net/blog/govbooks027/wretch/165017290，瀏覽日期 2015/07/11。 
11
  2015/01/29 呂金守訪問記錄。 

http://m.xuite.net/blog/govbooks027/wretch/16501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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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之後，母帶會被帶回鈴鈴唱片公司進行修正、挑選、剪接，會有專門的錄音室

技師進行後製工作。陳俊斌(2009：9)指出，黃貴潮在 2007 年所寫的一份手稿中

如此描述：「公司派人赴各地部落採集當時已普遍傳唱之歌曲，經由編曲小組處

理製作發行。」因從黃國超(2011：175)一文提及：「『群星』介入市場的競爭，

才促使了洪傳興 1968 年改變『現場錄音片』的合輯出版模式，並從正東電臺挖

角了翁源賜到臺北『鈴鈴』唱片文藝部，擔任山地唱片的企劃，負責統籌及主題

開發等工作。」筆者試圖詢問呂金守詳細的山地歌曲錄音地點、時間、內容，但

因時間久遠，呂金守敘述有限並未回應具體細節，不過，筆者認為，呂金守提供

了一些線索，讓筆者可以大致勾勒出採集錄音的紀錄。 

除了山地歌曲之外，鈴鈴唱片也曾進行傳統音樂錄音，也包嗩吶錄音，嗩吶

有一個人和三、四個人錄，會在吹嗩吶的人家中進行錄音，也有四到七個人負責

銅鑼、嗩吶、小鼓的組合，或是廟裡祭神明。南部的人要到臺北錄音交通上是個

困難，因此採集傳統樂器音樂便會帶著錄音機南下，若是戶外的錄音，觀眾會被

允許在旁邊觀看，但為了錄音的品質，會先與觀眾們溝通，秩序的維護上需多留

意。 

呂金守回憶起當年，這些事情已經是四十年前，跟洪老闆合作幾年已經忘記，

關於原住民錄音演出的人員是否有拿到報酬，呂說應該多少是有，但不是很清楚

酬勞的部分，呂金守當時是給洪老闆請的，所知道的細節並不是很清楚，而當時

呂所賺的薪水也不固定，賺多少給多少，他也提及到當時最有名的第一間錄音室

是臺北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 

 

 二、初試啼聲：呂金守發行客語演唱專輯 

鈴鈴唱片公司老闆洪傳興得知呂金守是客家人，有意想讓呂金守發客語片專

輯，在兩人共識之下，呂金守開始試著製作，呂金守有一半客家血統，源自母親

是屏東內埔客家人，多少有一些說、聽客語的能力。呂金守表示：「客家話是在

客家庄學習的，妻子同樣是客家人，不會的也可以請教妻子。洪傳興曾是輪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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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闆，輪胎也是塑膠的東西，我們在談的時候，彼此都有共識，日久會深情，

所以我說我也喜歡唱歌。」12
1960年代的客語流行歌壇中，呂金守曾在鈴鈴唱片

公司擔任錄音學徒和壓片經歷，不僅具有錄音師、演唱歌手的身分，也嘗試臺語、

客語音樂詞曲的創作，客語流行歌以主唱和與賴碧霞合唱(見圖4、5) 13、群星會

大會串(見圖6) 14的形式發行客語專輯，以「明郎」藝名出版，類型分為客語流行

歌、客閩語混合笑劇、客語民謠歌曲、客語拜年新婚四句聯等。除此之外，在美

樂唱片公司也可見呂金守與賴碧霞發行客語演唱的蹤跡(見圖7、8)。賴碧霞

(1932-2005)新竹縣竹東人，1961年與呂金守於鈴鈴唱片編作客、閩笑科唱片《茶

山情歌》、客語流行歌第四集(KL-473)等作品。早在1953年前起，賴碧霞進入味

王公司擔任廣告播音員，也曾在森永奶粉公司兼職播音，在此幫產品廣告宣傳，

和演唱歌曲。離開味王公司後開始在新竹臺聲、桃園先聲等電臺擔任客語廣播劇

節目主持人。 

 

 

圖 4：臺灣民謠集客語歌曲(五) 

 

                                                        
12
 2014/08/21 呂金守訪問記錄。 

13
 圖 4- 8 資料提供者為「貓貍文化工作室」，鈴鈴唱片版權擁有人彭文銘先生，感謝他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的田野調查中，提供筆者有關呂金守在鈴鈴、美樂唱片公司發行的唱片封套掃描

檔案，對本文的寫作和資料的補充上提供相當大的幫助，在此表達對他的感謝。 
14

 「鈴鈴唱片客語流行歌星會大會串」(見圖 6)，歌手從明朗開始由左至右，分別為彭換郎、彭

新松、高玉玲、黃進順、朱順明、陳瑞倉、黎秀香、陳榮霖、賴碧霞、劉祺連、張瑞菊、戴錦

榮、葉月霞、葉國斗、麗雲、陳子武、魏智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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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賴碧霞、明朗主唱臺灣民謠集 

 

 

  圖 6：鈴鈴唱片客語流行歌星會大會串   

 

 

圖 7：美樂唱片客語流行歌（KL-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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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美樂唱片明郎、賴碧霞客語流行歌 

 

呂金守與賴碧霞合作推出《客‧閩語混合笑劇─茶山情歌》(KL-463)專輯，

這張專輯是1972年6月20日再版，初版大約是1961年左右發行，亦是呂金守與賴

碧霞的第一次合作。15
1973年雷文製作，劉師坊導演，賴碧霞、彭雙琳編劇，使

用此專輯內容作素材，拍攝《茶山情歌》客語電影(電影海報，見圖9)，16此片由

益萬企業有限公司出品，出品人是馮堯昌，演出者如賴碧霞(飾范母)、彭嘉艷(飾

彭美華)、彭雙琳(飾彭松林)等人。17然而，1966年9月《中原》雜誌報導已有幾部

客家電影作品，如《八仙闘法海龍王》、《地獄救母》、《迄食婿郎》、《梁兄

哥》(許馨文 2011：169)。進一步說明，1966年出現的客語電影片，是原自臺語

電影片《八仙鬧東海》配音客語改成的客語電影片(孫榮光 2010：78)。以客語

                                                        
15

 2015/06/29 呂金守訪問記錄。 
16 1972年12月底曾在苗栗公館鄉王炎宮出外景。主要由賴碧霞負責口述劇情、曲詞，另再由彭

雙琳負責騰錄、潤寫完成稿本，旋律以〈平板〉、〈山歌仔〉、小調〈桃花開〉等旋律為主。幕

後擔任演唱的另有文光、游春蘭、曾桂英、許學傳等人，拍攝場景位於苗栗縣屋頭鄉，攝影到

製作時間約一個多月。參見范揚坤等編(2007：68)、徐亞湘計畫主持(2004：80)。 

17 茶山情歌劇情大要：「描寫一大畢業生鴻彬，從臺北前往故鄉苗栗，蒐集客家民謠。在當地五

榖宮的廟會中，邂逅少女美華。村中青年阿呆憨樸魯莽，私戀美華多年未獲青睞，後來又發現

宏彬與美華已愛苗漸生，逐憤而約來同村的阿明、阿狗，把宏彬打落山崖，幸賴美華等人救助，

送醫治療，在看護其中二人因朝夕相處，情苗深植。後來宏彬奉父母之命回返台北相親，美華

知悉後，誤會發生，一時芳心大慟。所幸後來，宏彬父母隨子南下來到苗栗，幫忙愛子解釋，

雙方父母均為這項親事親洽，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資料引用范揚坤(2007：68)；詳細的《茶

山情歌》攝製背景的內容詳見，孫榮光(2010：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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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視角探討早期《茶山情歌》這部電影，孫榮光表示：「當時製作一部客家

電影，其實表現著客家人的對主流勢力抵抗」(孫榮光 2010：109) 。 

 

 

圖9：茶山情歌電影海報，由賴碧霞編劇和參與幕後演唱
18
 

  

當時臺灣的客家歌曲市場，呂金守描述：「客家人跟閩南人不一樣，無客家

歌曲的意識，聽眾聽到呂金守唱客家歌曲時，感覺嚇死了，覺得很奇怪並不能接

受，因此客語唱片銷售不佳。」筆者認為客語市場的不熱絡與聽眾反應不佳，或

許是在客家文化運動尚未發起之前，並未能受到關注而顯示客語趨於弱勢。呂金

守面對這些波折和窘境，他並沒有放棄音樂之路，反而繼續在音樂上鑽研。文獻

中表示，從 1960 年後起，客家族群興起客家文化運動，如 1962 年 12 月 8 日苗

栗縣的地方人士開始組織「客家歌謠研究會」；1962 年苗栗地區發行的《苗友月

刊》19；1963 年 1 月，中國廣播公司苗栗廣播電臺臺長江平成先生策劃下，在中

廣苗栗臺的戶外音樂臺舉辦「第一屆全省客家民謠比賽」20(鄭榮興 2004：91、范

                                                        
18 http://musiciantw.ncfta.gov.tw/list.aspx?p=M076&c=&t=4，瀏覽日期 2015/04/26。 
19
 《苗友月刊》，現稱《中原月刊》，以客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為主題的期刊，內容主要以提倡、蒐

集、研究、改進以發揚客家民謠。從創刊第一期到第六十二期間，逐漸分有「客家歌謠研究」、

「民謠專輯」等客家歌謠的專欄，參見范揚坤(2007：116)。 
20 另可參閱彭文銘(2009)客家老唱片百年滄桑軼事，客家傳統音樂網，網路資源

http://taiwan.ihakka.net/old.htm，瀏覽日期2015/07/15。 

http://musiciantw.ncfta.gov.tw/list.aspx?p=M076&c=&t=4，瀏覽日期201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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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坤 2007：33、40)，山歌比賽得到冠、亞軍的得獎者和民間藝人便會受到唱片

業者的邀請灌製唱片，以美樂和鈴鈴唱片公司灌錄發行的數量最多。諸如上述，

在知識份子的參與、山歌比賽的舉辦、客家唱片的發行推廣下，客家族群漸漸受

到重視。  

 

三、1965「李文古笑科劇」   

呂金守起初先錄製客家的流行歌曲，但也是因市場反應不甚理想，便轉換其

他音樂類型，然後與李龍麟21合作，一起改編李文古的故事做成笑科劇，是一種

新的客語說唱型廣播劇。呂金守與李龍麟合作，一起改編「李文古」的故事做成

笑科劇，是一種客語說唱型廣播劇。「李文古」是明末清初廣東梅縣一位才華洋

溢、玩世不恭的人物，李龍麟將母親所講的「李文古」故事改編為「李文古爆笑

劇」，劇中人物設定由二到三位的女生串演村姑或叔母的角色，整齣劇中的核心

人物由李龍麟擔任李文古的角色，呂金守負責寫詞和演被「戲」的先生、叔叔等

角色，如〈害先生跌入糞坑〉、〈幫先生拿衣服〉的故事內容(吳餘鎬 2001：237)。 

李文古笑科劇以幽默、詼諧客語說唱對答的形式，音樂融合不同元素。在李

文古的故事中，寫插曲是最引人注目的，歌曲結合客家山歌、日本流行歌、臺灣

民謠、臺灣創作歌謠等元素作為插曲和配樂，呈現跨文化接觸結合、嘗試，開展

出新興廣播客家笑科劇樣貌。此客家笑科劇，迎合聽眾的喜愛，原在電臺播放隨

後，透過惠美、文華唱片公司的錄製得以保存下來。1965年開始，由惠美唱片公

司製作1-8集、文華唱片9-10集，共製作了十集，參與合作者有黃夢美、麗美、

美玉、玉鳳等人。22從李文古第四集唱片封面顯示，有〈採茶對唱〉、〈牛郎歌〉

                                                        
21
 李龍麟，藝名李文光，1934 年出生屏東縣萬巒鄉頭溝村人，26 歲參加正聲電台舉辦的全省歌

唱比賽，以〈霧夜燈塔〉閩南語歌曲獲得冠軍。李龍麟受到好友戴寬群的邀請主持客家電台，

當時的客家電台內容以客家山歌居多，因此李龍麟把日本歌曲，改詞用客語演唱，爾後為了節

目內容豐富，與呂金守聯繫合作李文古笑科劇，資料引用吳餘鎬(2001：237-239)。 
22 相關李文古文獻探討，參閱李梁淑，〈從文創產業探討《李文古笑科劇》的創作─兼論其在教

學上的之運用〉，《人文科學研究》，NO.5(1) (2011)：1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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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張唱片售價十五元23。插曲和配樂風格方面，《李文古笑科劇》有道地的

客家山歌，更多的是以日本流行歌來演唱，如〈支那むすめ〉、〈神攻進行曲〉

等(李梁淑 2011：111)。24 

 

第三節 呂金守的音樂創作生命歷程(1970-至今) 

一、臺語、客語歌曲創作、教學 

回顧上一節的內容，筆者描述了進入音樂工業前呂金守的生活背景、音樂採

錄人員的過程和發行客語流行歌曲、笑科劇的部分內容。再來，筆者依所蒐集的

田野資料、文獻史料等材料，依序時代分期寫作呂金守的音樂生命歷程。 

呂金守從 1960 年初便以鈴鈴唱片學徒的身份學習，呂金守一面學習一面請

教有音樂經驗的前輩，後來受到洪傳興的鼓勵，轉變成為客語演唱歌手的身分。

1960 年代，林峰(本名林文峰)演唱之臺語歌曲〈舊皮箱的流浪兒〉獲得聽眾的喜

愛，由呂金守臺語作詞。接著電視媒體的盛行，電視媒體八點檔主題曲與布袋戲

角色主題曲成為流行，特別是 1970-1980 年間的這兩種音樂可視為臺語流行歌歷

史的重要片段。呂金守所作的八點檔連戲劇作品(臺語歌曲)如《澎湖伯遊臺灣》、

《阿清伯賣雜貨》與電視布袋戲的臺語作品，如〈斷魂嶺鐘聲淚〉、〈冷霜子〉

等等。 

呂金守與歌手們慣以老師、學生的方式相互稱呼，照片中的學生(見圖 10)

皆唱過呂金守寫的歌。這張照片是呂金守以製作人的身份所策劃的活動，帶領歌

手們到照相館拍照。筆者推測拍攝時間約 1970 年代，呂金守在唱〈醉彌勒〉之

時。呂金守表示，身為老師的角色，也希望把學生們帶動起來。 

 

                                                        
23
 李文古笑科劇第四集唱片封面 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120，瀏覽日

期 2015/07/13。 
24 資料引用同註 23。  

http://mojim.com/twy101189x12x2.htm
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120，瀏覽日期
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120，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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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呂金守曾合作過的歌手。後排左起鄭日清、洪弟七、文夏、吳晉准、洪

一峰、黃秋田；前排左起呂金守友人、張淑美、尤美、文香。資料提供：呂金守

2014/8/21 筆者翻拍 

 

值得注意的是，客語流行歌曲的發展在 1980 起有一嶄新的突破，文獻中多

次提及，1981 年呂金守與吳盛智(1944-1983)合作推出的《無緣》，有別於已往客

家傳統的山歌風格類型，因此專輯大受歡迎。吳盛智(1944-1983)苗栗縣大湖鄉大

寮村竹高屋人，1967 出過兩張西洋歌曲唱片、1979 年推出由自己創作的國語歌

曲唱片(簡巧珍 2006：93) 。 

《無緣》專輯吳盛智以傳統客家歌曲為素材，吸收、融合，發展出西方式的

客語歌曲。1980 年代客語歌曲發展，呈現不同於以往的新貌，此新貌是建立在

西方樂器吉他、小喇叭等樂器的加入，以及融合傳統客家歌謠與其西方的音樂風

格重新編曲詮釋。《無緣》專輯由呂金守作詞企劃，吳盛智演唱，其中有三首新

的客家創新歌曲〈無緣〉(呂金守作曲)、〈勇往直前跑〉(吳盛智作曲)、〈濃膠膠〉

(吳盛智作曲)，其他是傳統歌謠新唱，如〈山歌〉、〈桃花過渡〉等等。25有別於已

往客家傳統的山歌風格類型，因此聽眾接受度高，專輯大受歡迎。另外，呂金守

客語的創作作品，如陳志明〈印崗戀情〉、劉秀暐〈又想佢〉及其他著作也是呂

金守相當重要的代表作品。 

在呂金守教學歷程中，曾與吉聲影視音有限公司老闆劉家丁合作，這家公司

                                                        
25

 2016/02/18 呂金守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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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1988 年 9 月，呂金守說：「既是唱片公司亦是一間位在中壢的音樂教室。」

劉家丁請呂金守做音樂指導教唱客家歌，學生群大多都是老師身分和計畫中發行

唱片的歌手，所以呂金守在音樂教授上會更為深入，一班學生有 20-30 位，為期

兩到三個月的訓練。呂金守在黑板上寫下簡譜、歌詞作為學生學習之用，呂說：

「沒有用樂器，我是錄音錄好了才來教，錄好了用帶子教。」例如學生劉秀暐，

教過才去唱片公司錄音，原因在於音樂教室的教學目的是希望藉此能加強音樂教

室和唱片公司的互動，培育歌手發行唱片。呂金守其他客語類出版，如《古慧慧、

溫瑞鴛、呂金守流行經典(一)》，由嘉應公司錄製；黃義勇編 《客語流行歌曲大

全 1》，由嘉應唱片公司發行之嘉應音樂叢書。 

 

二、呂金守設立「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呂金守在 2000 年 9 月 2 日曾設立臺北「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

市重慶北路一段一號七樓。但因銷售情況不良，僅約維持不到五年的時間便結束

營業，呂金守在訪談裡說道：  

 

關於「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我有去申請。我有錄幾張唱片，錄誰

我想不起來，我不知道做了幾張唱片，別人做唱片會賺我做卻賠錢，這

種要生意的頭腦，我寫給他們唱，但是賣不成功，賣給別人賣就賣的起

來，自己賣就賣不起來。後來，唱片公司所有的歌曲賣給劉家丁26，這

些歌星會一起，但是我寫的客家歌曲後來就沒有寫，寫給陳盈潔也是客

家人，她有錄臺語的相當好，但是我很笨沒有出版，以前的陳志明先紅，

唱一首〈印崗戀情〉，還有一位鄧百成，中壢的歌手，他自己會彈也會

唱。27 

 

                                                        
26
 劉家丁，1953 年出生，桃園楊梅人，成立「吉聲影視音有限公司」，公司製作客家歌曲和伴唱

帶。http://musicdrama.hakka.gov.tw/Top/ViewDetail.aspx?TID=603，瀏覽日起 2015/10/24。 
27

 2016/02/18 呂金守訪問記錄。 

http://musicdrama.hakka.gov.tw/Top/ViewDetail.aspx?TID=603，瀏覽日起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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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金守設立「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唱片製作，獨自擔任老闆，從作詞、

作曲一手包辦，但在擔任老闆的這一職上，讓呂金守不免感慨，原來這不僅需要

資本，亦也要有行銷的好頭腦，才有可能做生意和賺錢。當時錄音設備是用租的，

編曲上亦會請有合作過的編曲老師，林金池、其他亞洲唱片公司的編曲老師等人，

呂金守在行銷上他都是寄給全省唱片行推銷，但是有沒有賣的好他也搞不清楚。

後來，亦有房租、錄音室等負擔，唱片公司的經營也不甚理想，後來此公司廢掉

後，呂金守將客家音樂製作的部分都賣給劉家丁處理。根據唱片資料顯示，設立

臺灣唱片公司期間，呂金守曾製作與發行《呂金守臺語歌曲演唱專輯》以及《千

禧客語歌曲劉秀暐》、《千禧客語歌曲鄧百成》的音樂專輯，因此這是一間客、閩

歌曲皆有出版的唱片公司。 

呂金守長期投入客家歌曲的創作與推廣，諸多作品中以劉秀暐演唱的〈故鄉

新希望〉獲得 2002 年第二屆客家新曲獎，以及 2013 年呂金守獲得「客家臺灣文

化獎」的殊榮(見圖 11)。 

 

圖 11：呂金守獲得客家臺灣文化獎 

 

呂金守在 2009 年從臺北回到屏東，現今已沒有從事音樂詞曲創作，但若有

音樂活動或是邀請擔任顧問，呂金守皆會熱情參與。綜觀呂金守的音樂歷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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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位萬巒自行車的修車手，在接觸音樂後，呂金守心想遵從天性，天要給我靠

音樂這行業「吃飯」，音樂領域所需的專業知識有許多需要學，於是呂金守一步

一步的慢慢摸索作詞、作曲，透過觀摩比賽與聆聽樂隊，把好聽的旋律記下。呂

金守的天賦潛力與創作心思和熱情，讓他為臺灣音樂留下珍貴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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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唱片音樂製作——呂金守歌曲的產生與音樂展演 

 

本章從唱片產製的角度探究呂金守流行歌曲與社會的關聯。唱片為文化商品

傳播工具之一，唱片之所以能廣為流通，反覆聆賞，這個形成既是科技的、經濟

的、政治的、市場的。也就是說，唱片公司作為音樂工業中的重要機構之一，並

非單一的，而是種互相影響。事實上，不僅創作者身分重要，暢銷專輯的銷售成

績亦是對創作者身分、地位的保證，亦是維持著唱片公司經營的謀利，在此必須

強調的是，唱片公司作為唱片建構的整體，在創作者與聆聽者間，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臺灣唱片產業自 1954 年出現自製的唱片工廠，至 1960、1970 達到高峰，

在此時間中，並非呈現一種原創唱片活絡的狀態，反而是以「翻版」唱片方式，

持續在社會中流通。 

本章以口述歷史、報導、唱片封套上的文字等相關史料為分析。第一節「呂

金守流行歌曲的產生」描述呂金守歌曲製作過程，第二節「南星唱片郭一男與呂

金守」從現今還有維持音樂活動的郭一男和他的音樂教室，試圖拼湊 1960-1970

年代音樂灌錄、製作到銷售的過程，第三節「呂金守音樂作品展演」從 1960-2000

年，觀察呂金守的音樂作品有哪些聆賞空間。 

 

第一節 呂金守流行歌曲的產生 

一、作詞、作曲 

呂金守流行歌曲的產生，在寫詞的經驗上多蒐集別人的智慧，與經過自身的

經歷再拿去創作。參考他人的歌詞如何寫，如何產生對聽眾的吸引力，慢慢地摸

索。他會在一開始先設定好歌名，再填詞的部分，然後作曲有時會使用鋼琴。呂

金守認為有時候碰到瓶頸，靈感不是那麼好時，甚至長達一個月的時間一句歌詞

也寫不出來，他逗趣說：「甚至有時沐浴時靈感突如其來，便立刻衝出浴室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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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寫下來。」另個擔憂的問題是，身為創作者在乎的是歌曲是否會暢銷，是否具

有知名度。呂金守歌詞寫好，旋律完成，會製作「試聽帶」先唱給公司的製作人

聽是否能夠接受。一般在唱片製作流程下，「日翻臺」、「日翻客」、「日翻中」通

常是先有曲再做填詞的部分。(呂金守手寫歌曲〈人生〉，見圖 12)。 

呂金守作曲的習慣是多聆聽、多欣賞別人的音樂優點，耳濡目染的環境中培

養靈感，再構思如何將靈感經自身的知識經驗擴張完整作品。久而久之，靠這樣

多欣賞、多見聞的方式，幾乎只要過耳的樂曲，他都能從聆聽中，萃取出一些足

以啟發音樂的素材，日後引為己用。28 

 

 

圖 12：呂金守手寫譜〈人生〉 

 

                                                        
28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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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呂金守與歌手溝通過程 

音樂創作初始的框架要有文字和旋律的搭配，這些創作的文字也許是受到創

作者本身的個人經驗影響或者是教育使然，又或是希望透過歌詞的力量替社會發

聲？但是，重要的是，創作時，作曲者需要知道歌詞的意思，歌手也需要懂詮釋

的美感，公司會挑選歌手來唱，甚至有時亦會想把這首歌曲寫給特定能唱的歌手，

歌曲要能感動歌手的心。對於歌手詮釋歌曲的看法，呂金守憑著多年的音樂經驗

道出： 

 

歌如果沒有靈魂那不算是歌，有一些歌星這一首歌的歌曲靈魂在哪他也

不知道，我們到的時候會給它強調，在哪一個地方是 A到 B的時候，還

是 B 的後段，A 的前段，還是 A 的後段、B 的後段，這首歌的靈魂在什

麼地方，你前後都要把它美化好，只有好聽的地方那才是靈魂，所以歌

曲沒有靈魂就是平平淡淡的。歌曲簡單很簡單，困難還是困難。第一個

問題是，如果這首歌曲來講，如果有三個歌星唱，三個歌星都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比較老的歌星他比較會放「味精」，有的會平平的唱，但

他會「加醋」加什麼，有些歌星知道，有些作曲家都不知道。29 

 

如以上所述，錄音時歌星要懂得呂金守創作的歌曲，才能將音樂的情感詮釋

出來。呂金守認為，其實歌手實力已經唱得很好，希望在溝通的過程中，嘗試歌

曲該如何演唱。30 

 

三、 呂金守與樂隊錄音 

歌詞和旋律完成，歌手練習好歌曲，通知老闆，老闆同意了就會請樂隊來編

曲。編曲方面，曲調要先與編曲老師協調好，跟編曲老師有一個默契，編曲老師

                                                        
29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30
 2016/02/18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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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的專業，知道要搭配什麼節奏，像似恰恰、探戈的節奏。歌詞是否能襯托起，

編曲者是相當重要的靈魂人物，以前樂隊錄音是大樂隊一起，樂隊有小喇叭、鼓、

Bass 等樂器，整團編好後才進錄音室。十幾個樂師在演奏並錄音，錄音初步完

成後，到錄音室配音並將聲音美化，當時樂隊都是現場演奏然後錄音，只要樂師

們演奏有失誤的地方，就得重新再來。時代在改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之所賜，

現今的編曲模式，已從指揮帶領團隊的樂師們演奏，轉向在錄音室就可以利用錄

音設備的技術獨立完成樂曲，在現今錄音技術的操作，曲子風格的呈現既多元亦

可多元素音樂融合，甚至能加入多項器樂的混音模式。呂金守表示，當時老闆請

樂隊演奏，需要花費二、三十萬，甚至五十萬元，如果做的不好，將會面臨倒閉

的危機，唱片公司也為了省成本，大量引進日本歌曲，使用日本歌曲的輕音樂旋

律填上歌詞。 

 

四、錄製 

錄音室分一個內、一個外，歌手和樂隊在外一起錄音，錄音師和作詞曲者在

錄音室內，以前是大家十幾位人一起錄，聲音會「穿音」(指當樂師們吹奏時，

樂器的聲響傳到麥克風時會有很多雜音)。樂隊在演奏，如果歌星唱錯，就要重

新來，唱的不好，樂師會罵在心理。樂隊伴奏時，麥克風放置的遠和近，麥克風

怎麼圍繞樂隊，歌手的演唱位置在哪，聲音才能唱得漂亮，如果唱的小聲，人聲

會給樂隊蓋過，錄音是一門整體音樂聲響的掌控技術。呂金守亦曾擔任唱片製作

人的角色，如《良山 1984 閩南語專輯》、《葉啟田之歌》、《陳紀吟 愛人仔》、《呂

金守專輯》等音樂企劃製作。 

早期錄音現場沒有冷氣設備，呂金守回想到過去的情景說：「當時用四大支

冰來散熱，樂師們都熱到脫到剩汗衫。」憶起當時錄製過程，呂金守表示： 

 

錄音起碼要四個鐘頭，錄一張唱片起碼要 60萬以上，錄音以後還有「迷

薩」(指混合，把多種來源的聲音整合至一個音軌，使各音軌的音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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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沒有 80~100萬是不可能的，現在比較便宜了，現在唱片公司不會

管時間快或慢，現在是要錄好為止，像日本歌星方面，今天如果唱不好

就等明天，那個時代有個歌星很可憐，公司資本少的，一天就要錄 10~12

首歌曲，日本不是這樣的，日本是品質不好的話明天再來，臺灣錄音方

式不一樣。31 

第二節 南星唱片郭一男與呂金守   

筆者以南星唱片公司作為研究原因在於，呂金守作詞的一首〈舊皮箱的流浪

兒〉曾在南星唱片公司發行。南星是筆者目前唯一聯繫上、從 1960 年代就開始

經營的唱片公司，因此本文試圖從南星唱片負責人與製作人郭一男提供的線索描

寫當時唱片公司人員的合作方式，以〈舊皮箱的流浪兒〉談唱片錄音與銷售。 

南星唱片老闆郭一男，本名郭炳林，1931 年出生臺南。他是歌手、作曲、

作詞家、亦是唱片公司製作人，許許多多的歌星都是從他的音樂教學中發片，從

學生身分轉變為歌星的有王秀如、方瑞娥、林峰、林海、古雷等人。 

一、 南星唱片公司的興起 

南星唱片公司原先是一間音樂教室，於 1960 年郭一男成立，過去舊址位於

現今的臺南市永福路一段。起初命為「南星歌謠音樂研究會」(臺南市新生街七

號之一，電力公司南邊)，一期差不多有 300 位學生，因學生數量多，爾後蓋起

三樓，從招生廣告的資料(見圖 13) 32，寫著由專家親自指導歌唱、吉他、舞蹈的

教學，歌唱表現好有灌唱片和提供音樂職業工作的機會。從音樂教室訓練培訓岀

發片的歌星，例如林峰、方瑞娥、王秀茹等學生皆受到郭一男的提拔。33南星音

樂教室時間的分配上是星期一、三、五教歌唱，共兩小時的上課時間，一小時教

31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32 圖 13 至 17，筆者 2015 年 6 月 25 日在臺南成功大學臺文講堂的講座會場中所翻拍。講題為「遙

想臺灣歌謠原鄉臺南-郭一男與南星唱片」，講者呂興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兼任教授)和

郭一男(臺語歌手、作詞家、南星唱片創辦人)。 
33

2015/07/22 郭一男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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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基礎、一小時教新歌；星期二、四、六學生演唱，學生演唱會有樂師負責演

奏，這裡的樂師指的是南星學生，使用手風琴和薩克斯風伴奏。除了郭一男指導

歌唱和吉他教學外，也請洪一峰(指導歌唱)、林合(指導歌唱、吉他)兩位老師負

責教學。34 

 

 

圖 13：南星歌謠音樂研究會招生單 

 

郭一男是如何成立一間唱片公司而成為音樂製作人？如何製作唱片？如何

行銷唱片？為什麼唱片經營會沒落？為什麼會與呂金守連結？這些問題要回溯

到郭一男的音樂歷程與當時盛名的亞洲唱片公司。臺南亞洲唱片公司於 1957 年

成立，它在臺灣唱片史上，在錄音技術和設備為唱片製作帶來很大的轉變。亞洲

唱片初期的錄音設備購買當時美軍所留下來之錄音器材，是在嘉義大林的舊貨店

購買到的，詳細地點郭一男並不清楚。35亞洲唱片早期錄音在自家進行，位於臺

南市健康路的丁字路上，是一間日式的住宅，房間地板是榻榻米，常常在進行錄

音時，外頭的狗吠聲、豆花、賣茶的叫賣聲，會影響錄音。1960 年初期，以唱

片工廠的模式替其他唱片公司做壓片代工，翻版西洋古典音樂和日本流行歌曲為

主(施沛瑜 2007：8)。由於亞洲唱片公司錄音技術的品質較當時其他唱片公司好，

相繼也捧紅了洪一峰、文夏、黃三元等歌手。然而，亞洲唱片公司發行臺語流行

歌曲的緣故是受到文夏的建議，文夏錄製的夏威夷吉他，從電臺播放後，深受聽

                                                        
34 2016/02/03 郭一男訪問記錄。 
35
 2016/02/03 郭一男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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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喜歡，亞洲唱片公司有意請文夏灌錄夏威夷吉他專輯，但文夏認為其技術不如

國外演奏水準，因此建議發行臺語流行歌曲(施沛瑜 2007：9)。 

郭一男 1931 年出生(民國二十年)，十七、八歲開始在臺南西門路和安平路

的街角，在一間肥皂店前面做起涼水和龜苓膏的生意。做生意間，郭一男晚上擺

攤，聽見張清宇(肥皂店老闆的弟弟)彈奏夏威夷吉他，受到這樣的緣故，郭一男

慢慢對此樂器著迷，因興趣相投而成為好友，郭一男有能力買吉他後有機會就會

與張清宇一同練習。張清宇是文夏的學生，後來也有機會參加文夏所組的樂團，

繳學費一起合練。因此緣故，郭一男加入文夏所組的樂團約三個月的時間，此樂

團屬娛樂性質，由喜歡音樂的六、七位好友群聚，當時黃敏36也是其中的成員之

一，出團表演的場合，例如臺南醫院的醫生有家庭舞會、朋友在當兵會「勞軍」、

結婚場所等，樂團的組織有弦樂小提琴、手風琴，夏威夷吉他、貝斯和打鼓樂手，

演出《世界名曲》、《夏威夷行進曲》等等。除了夏威夷樂器的技術，郭一男學習

唱歌的經驗是聽「拉吉歐」（radio），但他認為聽人唱的學習效果較慢；不然就是

要去賣藥團的地方邊聽邊學唱歌。又或者是，郭一男聽到有好聽的歌有意願想學

習，便會拿香菸請別人抽煙，請教對方如何唱歌，這樣的方式可以結交朋友也可

以學習到很多歌曲。 

直到 1958 年，郭一男有機會參與文夏在亞洲唱片發行的《河邊春夢》，這兩

張照片(見圖 14、15)是郭一男以夏威夷吉他擔任樂隊伴奏的合照，拍攝時間和內

容有待考證。 

36 黃敏，本名黃東焜(1927-2012)，臺灣作詞作曲家，重要著作例如，〈小姐，請你給我愛〉，〈一

支小雨傘〉、電影主題曲〈碎心戀〉等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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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郭一男與亞洲樂團 (由左至右：曾倉州、莊啟勝、郭一男、黃丙丁、

許龍標、亞洲唱片蔡董、永田、新亞唱片蔡董、莊啟和。 

圖 15：郭一男與亞洲樂團   

郭一男除了會樂器、歌唱的能力外，擅於印刷技術的他（因曾到印刷廠當學

徒），21 歲(1952 年)便開創「製本所」工廠，從事筆記、日記簿、洋裁布(縫衣服、

縫褲子)的販售。文夏在亞洲唱片發行的唱片《河邊春夢》，聽眾廣受好評，因此，

郭一男靈機一動，靠著他聽音樂寫簡譜的能力，從唱片採譜寫下旋律，為文夏製

作「歌仔本」37 (見圖 16)， 從 1959 年開始自行印刷出版「歌仔本」作為出版品，

37 歌仔本的傳播就郭一男而言確實有兩個層次：新竹以南，和臺北市。郭一男說：「我一開始賣

歌仔冊雖然賺錢，但經營上還是保守，主要來往還是新竹的竹林書局等作為總經銷之一，很少

到臺北。」引自 http://cstone.idv.tw/?p=4031，瀏覽日期 2015/07/29。 

此外，筆者在 2015/07/22 訪談中，郭一男指出《臺灣流行音樂家,戰後歌仔本的先驅者：郭一

男先生訪談錄》有誤的內容，筆者依受訪者口述和手寫資料整理如下：一、郭一男生於 1931(昭

和 6 年)年，非 1933(昭和 8 年)年；二、郭一男當時時常見到文夏的學生在西門路上的肥皂店

練夏威夷吉他，一起玩夏威夷吉他後成為好朋友，之後參加文夏的樂團，於文夏在亞洲唱片

時間加入亞洲唱片專屬樂團，而非「臺南西門路上擺路邊攤，遇見文夏的學生也在路邊賣歌

仔冊教唱夏威夷吉他」；三、王秀茹的父親是蓋房子的工頭，屬於包工程，非建築蓋房子的

http://cstone.idv.tw/?p=4031，擷取日期2015/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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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譜呈現。 

 

 

圖 16：郭一男編集文夏歌仔本 

1961 年郭一男邀請洪一峰(當時稱洪文昌)到臺南亞洲唱片發行唱片，當時在

亞洲唱片公司的歌星有紀露霞、張淑美、林英美、顏華，文夏等人。當時許多作

詞、作曲者會主動向南星唱片公司自薦其創作，或是受到唱片公司老闆的邀請作

詞曲。有關南星音樂教室的興起，是受到歌手王秀如父親的鼓勵，原本王秀如要

在亞洲唱片發行，但因洪一峰要回到臺北錄製的關係，亞洲唱片老闆婉拒王秀如

原先要在亞洲發行的計畫，郭一南開始教的時候學生多，一間教室不夠使用，後

來南星教室是王秀如的父親蓋建起來。38郭一男在 1962 年以「南星唱片出版社」

的名號，首張推出王秀如《臺北迎城隍》為代表的第一張唱片。後來南星唱片陸

續亦出版《王秀如國語轟動歌曲》(NS-301，12 吋)、臺語流行歌歌唱集、輕音樂

類郭一男夏威夷吉他演奏集、阿哥哥輕音樂等發行類別。 

郭一男三十幾歲時，面臨音樂教室經營狀況不佳，三家電視臺的出現、使得

學唱歌的人越來越少，連歌廳的表演機會也沒有，亦因政府禁臺語歌，電臺對臺

語歌曲限制，一天只能播放幾首歌曲，使得臺語歌曲漸漸沒落。後來，郭一男組

合唱團到國外表演，從 1975 開始成立樂團，走訪日本演出至 2006 年，長達 32

年之久，曾到過日本「山日月大飯店」表演，合唱團的樂器有夏威夷吉他、電子

                                                                                                                                                               
事業。四、南星唱片結束營業不是財務危機，是當時政令限制臺語歌在電臺播放，影響臺語

歌走下坡，覺得出唱片沒有前途；五、郭一男組合唱去日本千葉縣表演，而非「青」葉縣

2013/08/28)。http://cstone.idv.tw/?p=4031，瀏覽日期 2015/07/25。 
38

 2016/02/03 郭一男訪問記錄。 

http://cstone.idv.tw/?p=4031，截取日期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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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電子琴、電子吉他，一團大約四到五位。演出的形式，各場中會安排一位

主唱，團員中主唱的位置會照輪流，團體中每人至少要學習兩種樂器，沒有辦法

演奏的可以唱，或是自彈自唱，演唱的歌曲大多是臺灣的臺語流行歌〈雨夜花〉、

〈望春風〉、國語流行歌曲〈高山青〉、〈何日君再來〉等，出國過程期間亦受到

審查管制，必須事先請牌才能出國。 

筆者拜訪郭一男「南星唱片出版社」的地點，圖 17 為原本「南星」的招牌，

四十多年後，今日在三樓處的外觀上，掛著「郭一男音樂社(教唱、錄音)」招牌，

現今一樓的空間，郭一男轉行做生意的店面，提供客人練習、唱卡拉 OK 和飲酒

消遣的場所。  

圖 17：南星招牌(約 1960 年代) 

二、《舊皮箱的流浪兒》專輯錄音 

從資料的整理得知呂金守作詞〈舊皮箱的流浪兒〉發行紀錄，1967 年 1 月

南星唱片 (NS-114；南星唱片目錄，見圖 18)、1968 年 8 月亞洲唱片(ATS-116)、

1969 年 8 月南星唱片等(NS-210，見圖 19) 專輯中皆有收入此歌曲。39唱片封套

背面(NS-210)內容呈現，專輯由南星管弦樂團伴奏，林金池、永田編曲，共收錄

39 專輯名稱分別為「林峰、方瑞娥臺語轟動歌曲合集」(NS114)、林峰《露水的愛情》(ATS-116)、

林峰《舊皮箱的流浪兒》(NS-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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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首歌曲，松竹唱片廠協製。 

 

 

圖 18：南星唱片目錄(NS-114)，2015/02/03 筆者翻拍 

 

 

圖 19：林峰唱片封面(NS-210)，2015/02/03 筆者翻拍 

 

《舊皮箱的流浪兒》專輯演唱者為林峰先生。專輯錄音在臺南中廣廣播電臺

的錄音室錄製，南星管絃樂團的樂隊人員不固定，會調用臺南、高雄、屏東、嘉

義、北港比較搶手的樂師。錄音室錄好盤帶，再拿去臺北壓唱片，郭一男憶起這

首歌是從歌本上發現，日本曲名是〈娘ざかり〉(中文「盛」意思指故娘正漂亮

的時候，原曲〈娘ざかり〉，作詞中山大三郎，作曲關也幾生，演唱是水前寺清

子，1965 年 7 月發行)。其實，當時臺灣唱片行已見販售日本唱片的翻版，日本

唱片流通臺灣可能透過朋友在日本唸書、日本遊玩，將日本正版的音樂帶回或寄

回臺灣，臺灣業者在進行日本唱片的翻版。郭一男受過日本教育，他的唱片製作

亦是將日本歌詞改成臺語歌詞、以及找尋作詞者將日本原版唱片改歌詞重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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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後來，郭一男賞識邀請呂金守合作，將日本演歌女歌手水前寺清子演唱的一

首〈娘ざかり〉請呂金守填詞，呂金守說：「我歌詞翻好，臺南一位平劇老師林

金池給他編，我請林老師為我這首歌重寫，做前奏、中奏、後奏。」據郭一男透

露：「原本叫〈破皮箱的流浪兒〉，是我改過後為〈舊皮箱的流浪兒〉。」找尋

樂師亦是郭一男的工作，歌詞、歌曲完成，歌星練習好，邀請林金池、永田、莊

啟勝等亞洲唱片好友來演奏、寫譜、編曲，樂隊的水準有一定的專業，樂師們拿

到樂譜便能馬上演奏。據郭一男表示，「唱片公司用的樂隊每人一天的酬勞至少

六千元以上，有些人是九千元(九千元在臺北行情價可能是這樣)。」40一天錄上

12 首歌，郭一男印象當時女工的薪水一個月是兩千元，相較之下，樂手每日的

酬勞是女工一個月薪水的三倍。南星管絃樂團樂隊人員需 9 位以上，依曲子的需

求有時候會調整到 9-13 位，有鋼琴、電子琴、鼓、薩克斯風、貝斯、吉他、小

喇叭、小提琴、黑管，有時薩克斯風和小喇叭會依樂曲需要增加 1-2 支。 

郭一男錄製林峰的《舊皮箱流浪兒》專輯時，樂器伴奏的人員部份是臺南亞

洲樂團調來，樂隊團員並沒有固定，在臺南中廣電臺錄完後，將錄音盤帶送到臺

北壓片場，唱片封面則是在臺南印刷廠印刷，後來臺北錄音設備較好便移到臺北

錄音和壓製唱片。郭一男受日本教育，會說日本話，因此在日本歌曲上，郭一男

能理解歌詞文意，當時著作權規範不明確，日本流行的歌，翻成臺語作詞就可以

製作唱片發行，更重要的是，翻版日本原版不需要錄音費和樂師的費用，可以節

省開銷。臺灣唱片早期主要是以「翻版」製作，錄音技術亦是僅有單軌的技術，

蔡棟雄(2007：53)一文提到唱片是「洋松漆、松香、炭精、黃土為原料製程」。41 

40
 2015/07/22 郭一男訪問記錄。 

41
 以自立晚報 1984 年對於唱片原料的說法：「唱片的原料是以印度出產的洋乾漆加上松香、污

煙和黃土調配而成，唱片規模還七八轉，十吋大的唱片，每一面只能錄三分鐘的音樂，真是名

符其實的單曲唱片，想多錄一首都不可能。」〈唱片公司致力歌曲革新 盜錄工廠掠奪成功〉，《自

立晚報》，1984/06/09，第 9 版。相關錄音技術的發展，另可參考商慧珍(2010：33-43)《紀露

霞的流行音樂世界─ 其音樂聲聲響的演變》，文章提及錄音器材之生產和改良與歌者和樂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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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請教郭一男描述當時(約 1960 年代)唱片如何做成，郭一男說： 

黑膠唱片的唱臺有沒有，唱機阿，跟他一樣，唱盤會轉，唱針，開始要

刻那個溝出來，給他唱，好像那頭髮黑黑的，刻那個溝，以前的錄音機，

那是做版，版做好給那個電鍍，那版電鍍，電鍍你知道嗎？放到藥水裡

面，跑來再拆開，一邊有溝，上下，A面 B面拿給壓唱片的他們壓，製

膠，水蒸氣很熱這樣壓，開起來然後冷水再給他過，冷的水這樣才會固

定，拆起來，這樣就是唱片，以前的唱片是這樣做出來的。42 

三、《舊皮箱的流浪兒》銷售方式 

《舊皮箱的流浪兒》專輯和當時的唱片銷售方式是批發，例如臺南福盛唱片

批發行、臺北米高梅、哥倫比亞等唱片行(位於臺北中華路)等，一般唱片發行的

第一批壓片的產量約 5000-6000 張，臺灣一間唱片行大約五片、十片供販售，若

是唱片行銷售不出去，便回收用低價再販售。值得注意的是，唱片封面上沒有出

版時間，原因是唱片行會嫌棄唱片是舊商品，因此唱片行建議不印發行時間。43唱

片完成會在唱片行販售和廣播電臺播放，郭一男說： 

廣播電臺是有送給他，他們就播放出來，以前都沒有什麼宣傳，這個時

代要，以前廣播電臺他們有需要，有唱片阿，唱片播放是他們做節目用

的，他們有需要，他們就播放出來。以前沒有打歌問題，後來競爭激烈

才有打歌，那是後來，方瑞娥、林峰那時代不用打歌，現在你沒有打歌

人家不知道有什麼歌，以前廣播電臺你沒有唱片不能做節目，以前是這

樣，現在是歌曲很多也是可以做節目，以前他們想要爭取新的歌曲。44 

錄音器材的發展如何影響其唱片錄音的方式。 
42

 2015/07/22 郭一男訪問紀錄。 
43 2016/05/18 郭一男訪問紀錄。 
44

2015/07/22 郭一男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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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郭一男的訪談記錄中發現唱片和廣播電臺的關係，歌星著重在有無新

的曲子可以演唱；廣播電臺的播歌和唱片公司的行銷唱片間的互動，形成交換與

使用物品的現象。唱片公司藉電臺播放達到宣傳，閱聽者可藉此管道先聆聽，唱

片也提供電臺做節目的需要，彼此互相搭配，形成交換的關係。此歌曲〈舊皮箱

的流浪兒〉，筆者在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簡巧珍(2006)、呂金守的

訪談紀錄中發現，《舊皮箱的流浪兒》有「突破百萬銷售量」的說法。但是，令

人疑惑的是，第一，根據 IFPI 統計，歷年臺灣唱片銷售榜中，直到 1993 年張學

友《吻別》專輯，才有以 136 萬的銷售量為歷史排名位居第一；第二，蔡昕璋、

鄭可渼(2012：59)表示世界銷售最高的華語市場中，1989-1992 年〈吻別〉一曲，

是最受歡迎粵語歌曲翻唱成國語版本。在此情形下，基於上述文獻論點，筆者詢

問當時唱片製作者郭一男，是否《舊皮箱的流浪兒》真實有「突破百萬銷售量」

的可能，根據郭一男的訪談指出，「歷史就是如此，真真假假，但是暢銷是有，

只是第一版出版後，後來就是翻版業者牟利，翻版便宜，沒有著作權保障。」不

過，在郭一男的觀念下，筆者猜想百萬銷售量的成績亦是有可能，可能是因歌曲

熱門，聽眾接受度高，不同歌手紛紛在自己的唱片中收錄，由不同歌手「翻唱」

累積銷售而達成百萬銷售記錄。 

翻版時代，翻版的說法還有另一種稱呼，郭一男稱它「白標」，白標的意思

是拷貝原版黑膠唱片，與正版相較之下，正版的黑膠唱片印有歌曲名和公司的店

號、專輯唱片名稱。郭一男坦言，曾對高雄天使唱片業者提告，但當時著作權沒

有保障，只以違罰委造文書了事和賠款和解。45  

總而言之，以呂金守流行歌曲的產生、與唱片老闆郭一男所經營唱片公司的

內容整理之後，下一節，筆者以呂金守的音樂作品展演，討論呂金守在各音樂空

間和傳播媒體中的音樂內容為何。 

45
2016/05/18 郭一男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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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呂金守的音樂作品展演 

本章討論呂金守音樂作品的傳播場域，筆者透過呂金守的學生和友好圈進行

田野調查，友好圈例如高雄微微笑《臺灣老歌》節目主持人陳宏林(藝名良林)、

曾經亦發行過唱片的學生，如高雄成功電臺《歌友俱樂部》節目主持人陳萬賢(藝

名陳雷)與有唱片出版合作關係的臺南南星唱片經營者郭一男進行訪談；輔以宣

傳廣告、報紙、歌本等資料為分析材料。筆者列舉廣播電臺、歌舞廳、電視媒體、

現場表演的傳播管道，對呂金守音樂聆賞場域初步探討，而這些演出往往配合著

唱片的宣傳和音樂演出機會。因此，筆者試圖從1960-2000年的時間脈絡，建立

呂金守音樂作品在不同場域中的音樂表演形式。 

一、 唱片與廣播電臺  

音樂傳播媒介因時代的不同而改變。傳播媒介舉凡廣播、電視、卡拉OK和

當今網路的數位媒體等。呂金守1964-1965年的客語說唱型廣播劇——李文古笑

科劇，由呂金守與李龍麟46一起合作改編「李文古」的故事，在1960年代客語媒

介中，廣播電臺扮演著重要的傳遞媒體，李龍麟說： 

在電視未開播或未普及的四、五十年代，每當他與呂金守改編的「李文

古爆笑劇」，播放時間一到，(人們)紛紛放下工作，抓板凳，搬竹椅圍

在收音旁聽，笑聲洋溢客家村莊。47 

從1960-1970年，呂金守演唱的客語、臺語歌曲或創作詞曲主要透過廣播電

臺和唱片兩種方式傳遞給閱聽者。1928年12月開始已經有臺灣廣播節目的開播，

46
李龍麟，藝名李文光，1934 年出生屏東縣萬巒鄉頭溝村人，26 歲參加正聲電臺舉辦的全省歌

唱比賽，以〈霧夜燈塔〉閩南語歌曲獲得冠軍。李龍麟受到好友戴寬群的邀請主持客家電臺，

當時的客家電臺內容以看家山歌居多，因此李龍麟把日本歌曲，改詞用客語演唱，爾後為了節

目內容豐富，與呂金守聯繫合作李文古笑科劇。資料引用吳餘鎬(2001：237-239)〈後記─李龍

麟先生訪問稿〉。 
47

〈李龍麟扮李文古風靡客裝〉宋耀光報導，聯合報，20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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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第一放送」，內容主要是傳達當時戰爭的情形，播放語言是以漢語與日語。

48然而，「臺灣廣播電臺」一詞，王文翠(2013：61)描述，是因為戰後國民黨「中

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管轄後的改稱。擔任微微笑《臺灣老歌》廣播主持人良林49說：

「播歌的情況就是當年沒有call in，不像現在可以call in。聽眾都是寫信點歌，如

果你把詳細的地址講出來跟匪諜打什麼訊號，抓到就罰五千。誰點、誰唱、住在

什麼地方都不能說，怕被共匪利用、匪諜利用。」50 

從王文翠(2013：63)的資料表示，在1968年廣播電臺的聽眾收聽廣播，需要

每月繳交收聽的費用，若想從廣播收聽的聽眾是要先登記才能使用，聽眾繳交完

成月費，會附上廣播收音機執照和收聽費的證明(見圖20、21) 51。直到民營電臺

蓬勃發展，以往月費收聽制取消，電臺市場競爭愈顯激烈，電臺播放的休息空檔，

會以播放廣告節目作為經濟收入。 

 

圖 20：1968 年廣播執照(收音機)、廣播無線電收音機收聽費收據，資料來源：

陳宏林，拍攝日期 2013/12/26。 

 

                                                        
48 第二放送的臺灣音樂節目在 1928 年 12 月開播，包括南管、泉州什音、八音、京調、小曲等 

  樂種，參見王櫻芬(2008：273-276)。 
49
 陳宏林，藝名良林，1950 年 4 月 10 日出生，1970 年參加高雄鳳鳴電臺，以〈黯淡的夜〉贏得

第一名的佳績，1974 年初進入鳳鳴電臺，目前擔任微微笑《臺灣老歌》節目的主持人。 
50
 2013/12/26 陳宏林訪問記錄。 

51
 翻拍《來聽歌吧！當臺語老歌遇上黑膠唱片》，圖 20 內容為 1968 年廣播執照(收音機)，登錄   

  號 KH2001.013.140 與代收廣播無線電收音機收聽費收據，登錄號 NKH2008.012.002，高雄市

立歷史博物館藏。圖 21 內容為收音機/登錄號 KH2008.0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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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收音機 / 登錄號 KH2008.004.002。資料來源：陳宏林，拍攝日期

2013/12/26。 

根據高雄成功電臺的主持人陳雷52先生提及不同年代的廣播點歌： 

寫信播歌的年代，主持人可以說，某某人點的歌。誰是否有點，可能有，

但是點的可能是別的歌曲。或者這個歌星和這個公司跟我或大家比較有

情感，我要捧你的歌，我可以說誰點的某首歌，你們看不到。例如，現

在連戲劇、八點檔中的片頭曲、片尾曲、插曲，若要播歌的話，都是跟

電視公司製作單位談好，然後就付出了多少廣告費來合作。53 

陳雷進一步表示，唱片公司所謂的行銷手法跟廣播電臺搭在一起，在好聽的

歌曲若無透過宣傳，反而宣傳不出去。不像現今宣傳管道很多，網路、電視或是

小型演唱會。政府明確規定後，廣播電臺播出歌曲，必須寫一張同意書才能公開

否則視為違法，包括智慧財產權、版權使用的受限。 

微笑廣播網主持人良林曾說：「有個人的製作群栽培自己的歌星，有時候寫

歌給唱片公司都是送人用，早期的歌星是沒有什麼版權法。所以，一首歌有時候

版權費只有兩百元、三百元，甚至送給對方當作參考，在流行歌壇的老師都很辛

52 陳萬賢，藝名陳雷，從事廣播主持已有三十年的時間，曾任桃園建國電臺、先聲電臺等，據陳

雷說桃園的先聲電臺是呂金守老師引領進去，年輕時因興趣參加鳳鳴電臺歌唱比賽，現負責的

高雄成功電臺節目名稱《歌友俱樂部》等。 
53

2014/03/27 陳雷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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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就對了。」54 

良林談及廣播中禁歌的問題： 

禁歌部分包括比較哀傷的，像似灰色不健康、打情罵俏、不尊重的歌，

像郭大誠錄一些趣味、不正經的笑歌。流行歌謠是一種文化、一種創作，

當時作家實在是「綁手綁腳」，做這些歌也冒著危險感覺很可憐，主持

也是一樣，我被罰七萬多元，每月上交流表，一件就五千，兩件就一萬，

罰到那時候都快做不下去了。55  

良林表示呂金守的音樂作品在廣播電臺的點播率，相當著名的歌曲如〈斷魂

嶺鐘聲淚〉、〈冷霜子〉、〈人生〉是廣受好評的歌曲。 

另外，在 1990 年代，呂金守曾受邀客家電臺的訪問，呂金守受邀廣播人張

敏先生訪問，地點位於臺北羅斯福路 17 樓的客家廣播錄音室，節目以現場廣播

的方式，開放聽眾問答，聽眾會點歌請呂金守唱歌，是一群約 80 歲年紀的聽眾

群打電話進去、56或者聽眾會問一些關於呂金守的問題，如在住在哪裡、年紀等

問題。 

二、 歌廳駐唱 

戰後臺灣的現場演場空間，例如臺北有「新南陽歌廳」是一種「上海式

點唱歌聽」(國語聽歌)、「露天歌廳」唱臺語流行歌曲為主(石計生 2014：

157)。根據呂孟儒(2015：28)文中提到，葉啟田針對「歌壇作秀時期」提出

看法是，當時(約 1970 年後)全省歌廳已經出現好幾間，這種北部歌廳「駐

唱」，中南部「接秀場」形式，在當時稱作「公演」。 

54
2013/12/26 陳宏林訪問記錄。 

55
2013/12/26 陳宏林訪問記錄。 

56
2016/02/18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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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透過郭一男的訪問，進一步梳理郭一男當時經驗中的臺南歌廳音樂表演

形式，臺南歌廳的節目形態分駐唱、特別節目和包檔期「巡迴」。南星唱片公司

的學生亦有在「跑」歌廳，歌廳的特別節目是中間會穿插，如變魔術、特技，甚

至大牌的歌星也會排入舞蹈演出。特別節目是一個禮拜換一檔，發行唱片的歌星

是特別節目才有演出，演出為一週檔期，如臺南、臺北、高雄各一週。郭一男表

示：「安排南星的學生當駐唱的居多，小歌星會固定在臺南大歌廳駐唱，歌星只

會唱還是不夠條件，大牌歌星的條件必須要有聲緣。」歌廳、餐聽的音樂活動，

若有缺歌星會到南星唱片找歌星，歌星也有會去賣藥團和跑江湖的地方，當時歌

廳受到電視媒體的影響無法經營，大家都在看電視，當時代南星唱片連教授的學

生也沒有，電視媒體出現後，歌廳駐唱沒落。」郭一男回憶當年的情景說。 

相對地，據呂金守所言：「唱歌的地方，歌星本身就必須具有知名度，不紅

的歌星宣傳還是達不到效果。」臺南大歌廳的前身是一家餐廳，地點在「合作大

樓」57的五樓。蔡棟雄(2007：12)一書中描述，大約 1980 年初期，呂金守製作的

「懷念臺語歌謠新歌發表會」海報(見圖 22)，參與表演者有黃俊雄、洪一峰、吳

晉准、方瑞娥等十六位歌星，倪寶主持，於 6 月 11 日起七天在臺南大歌聽演出，

每日四場，時段分別是下午 1:30、3:30，晚上 7:30、9:30，羣河唱片公司贊助。 

57 合作大樓(1963-1980)分層的經營情況，B1 王子戲院、1 樓到 4 樓是中一百貨、5 樓為臺南大歌

廳、6 樓為王后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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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懷念臺語歌謠新歌發表會海報單，資料來源：蔡棟雄，《三重唱片業、 

戲院、影歌星史》，頁 12。  

呂金守回憶起「懷念臺語歌謠新歌發表會」的節目說： 

黃俊雄安排的節目，由我製作，在臺南大歌廳七樓，這個我跟你說，我

自己騎摩托車與我弟兩個人，就住在臺南，暫住在那，我每天廣告，自

己出錢做，前天都不下雨，我講了兩個月，前五天就在臺南下五天的雨，

下雨下五天，黃俊雄老師就說，大家都不要做了，室內是歌廳，在樓上

一直下雨，哪有人看，就是我去廣告了那麼多，又做大水，我製作叫他

們來唱的，歌手又相當好，歌手都有來，不過又下雨，第一、第二、第

三天下雨，下雨哪有人要看，第五天才有好轉些，假日人多有賺錢，不

過賠前面的，黃俊雄跟歌手說，是呂金守老師製作，很認真，又做了五

天下雨，補不回來，那些歌星，聽黃俊雄老師說這些話，都沒有跟我拿

錢，最後兩天，下午一場，晚上一場爆滿，不過爆滿補不到前面，他們

沒跟我拿錢，臺南有很多青年，講「七逃囝仔」，他們多認真每天跟我

貼報紙，我賺到的錢，剛好賺一萬，就打平給那些「七逃囝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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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講的過去。58 

臺南歌星駐唱的歌廳從 1960 年代的臺南大歌廳、天仁夜總會開始，當時著

名歌手有美黛、紫薇、鄧麗君等都駐唱過。報紙文中表示，臺南大歌廳之前是一

間餐廳，地點在合作大樓五樓，客人可邊用餐邊聽樂手、歌手現場表演。 

後來臺南大歌廳的營業，據民生報 2005 年 6 月 28 日第 CR02 版一文指出〈歌廳

由盛而衰 一頁滄桑史〉：「臺南市的歌廳因外來客少，民眾花錢聽歌的風氣不如

中北部，加上歌手的價碼高，歌廳入不敷出……。」 

北部的演出場景，呂金守提及大約 1970 年代的「老灰仔廳」(指老人家)。「老

灰仔廳」是一間老舞場的公共場所，也是歌星打歌的場所，打歌主要以女性，男

歌星演出較不吸引客人。客人以外省人為主，白天、晚上都有唱，歌星在舞臺上

唱歌，沒有舞群，客人會吃著飯、聽著音樂，而歌星的酬勞來自客人們的小費。

「老灰仔」的年齡層大多是七十歲以上，若觀眾群覺得歌星唱得不錯，就會給小

費，小費有些兩百到兩千元都有。 

高雄的音樂活動中，如「臺語歌影視明星聯歡大會第二強檔」(見圖 23)，從

海報訊息得知由呂金守負責製作，該節目於 3 月 26 日高雄金都樂府歌廳舉行，

年代大約是 1970 年。演出時間為下午兩點半到五點；晚上七點半到九點，一天

兩場，一年有三次，表演活動為期一週。良林曾說：「唱片製作有時候帶歌星來

訪問，很熟才會和電臺一起出版聯歡大會，和那些歌星一起，用戲臺辦一個公演。」

據呂金守推測，這場活動時間應該是他約三十八歲、四十歲初時舉辦，呂印象中

演唱臺語〈醉彌勒〉，客群以日本客人捧場居多，其他演出歌星有許石、林峯、

尤美、黃秋田、王氏特技團等人。 

58
2015/06/29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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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高雄金都樂府廣告 2015/06/29 筆者翻拍。 

三、 電視媒體  

呂金守在初期電視臺主題曲中小有成就，當時《澎湖伯遊臺灣》連戲劇的主

題曲是呂金守第一次嘗試電視主題曲的作詞與演唱，由現任劍湖山世界「休閒產

業集團副董事長」游國謙先生引薦，游國謙先生曾是作詞曲家，〈香港戀情〉是

游國謙作詞，選用日本曲，此曲相當受歡迎。呂金守第二首電視主題曲是《阿清

伯賣雜貨》，劉福助演唱，第三首《賣鹽順仔》，張一仁演唱，以上三首電視連戲

劇主題曲皆由呂金守作詞。《賣鹽順仔》八點檔距離 20 天即將上檔，由於主題曲

的歌曲尚未選定，公司老闆詢問呂金守說：「呂老師，我現在有跟華視電臺連戲

劇簽約，要選臺語歌曲，是否願意試試看？」呂說：「好，那我也可以試試！好

壞我也不知道。」呂金守瞭解《賣鹽順仔》的劇本大綱後，慢慢地寫歌詞和譜曲，

距離上檔時間剩下 20 多天，那時候的呂金守心情緊張，記得有一位學生叫張一

仍在歌藝上演唱得不錯，首先就想到給他去唱。寫好之後拿給高雄亞洲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並對呂金守寫的歌相當認可，立即就把張一仍請來練習並錄製，之後請

樂隊編曲，全部錄好，電視連戲劇的人員一聽感覺挺好。 

呂金守在偶然機會下於臺北的「新加坡舞廳」認識了黃俊雄，黃俊雄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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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外臺戲的，請一次布袋戲演出的費用要三萬元，甚至高達八萬元。認識黃俊雄

之前，還有一個比黃俊雄還早做布袋戲的，當時布袋戲的音樂是以錄音帶錄製，

而非唱片。後場音樂的形式和錄音工具的進步，漸漸影響布袋戲的音樂表演形式。

當時黃俊雄的名氣不如黃俊雄的哥哥黃俊卿，某天，黃俊雄跟臺視簽約的時候，

呂金守一起隨同，呂金守當時已有和唱片公司簽約。黃俊雄製做《新西遊記》的

布袋戲，黃俊雄對呂金守說：「老弟這首歌就你來錄了。」當時黃俊雄在臺視的

工資是一天三千元的報酬，而呂金守的一首插曲，可以得到八千元。相關布袋戲

的報導，根據李坤城對媒體表示： 

 

60年代是國語文運動推展的時期，電視一天只能播兩首臺語歌，布袋

戲只能演半小時，但布袋戲裡的音樂卻成了管制規定裡的漏網之魚，那

時除了連戲劇閩南語主題曲，洪小喬主持的節目之外，百分之八十的臺

語歌出自黃俊雄布袋戲。但是黃俊雄所使用的音樂和歌曲，很少是原創，

但貫穿古今、中西並用，隨興活潑使用，色彩繽然。59 

 

電視媒體的傳播管道下，布袋戲主題曲的呈現，開闢了臺語唱片新的市場，

有許多歌手藉由布袋戲臺語歌曲的風潮，因而知名度大大提升，例如葉啟田。60 

1962 年臺視電視臺開播，歌星透過上電視節目的機會宣傳唱片，藉由參與

節目來打歌，上電視節目歌星要在節目上打歌，需要事先跟節目主持人聯絡，甚

至要花錢讓歌星上節目。很重要的一點事，會唱的歌星不見得會紅，反到是有沒

有人「捧」，就如呂所言：「歌星紅不紅還是要看人臉色，你唱那麼好還是一樣，

如果不捧你也沒有用，給你錄好，不給你配音、上電視沒也有用。」61 

 

                                                        
59 參見〈主題曲唱紅布袋戲人物黃俊雄布袋戲音樂彌補臺語歌謠空窗期〉，《民生報》，2000/03/23。 

60 陳龍廷(2010：460)指出，布袋戲主題製作，著名的臺語歌詞作者、唱將，包括葉俊麟、陳和

平、呂敏郎、黃西田、劉燕燕、西卿等，還產生包括李春娥(藝名李祝慧)，與張美惠、李麗華

等三位少女所組成的「三小貓」合唱團(戴獨行 1971a) 。 
61
 2015/01/29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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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件 

呂金守音樂作品傳遞環境中，筆者將其一劃分為現場表演的部分，略分為演

唱會、夜市、百貨公司專櫃、林懷民舞蹈配樂和大陸梅州地區演出等等。 

1973 年 3 月 31 日，高雄金都樂府舉辦「懷念臺語歌星歷史性演唱大會」(見

圖 24)62，特聘中廣公司「蓬萊仙島」最佳節目主持人廖軍達主持：「73 年代懷念

臺語歌星，歷史性演唱大會，是葉啟田所創辦……很感謝各前輩以及各界人士支

援，但願本大會將帶給臺語歌壇歷史上，更光輝、光大。」 

 

圖 24：懷念臺語歌星歷史性演唱大會(海報正、反面) 

2013/12/26 筆者翻拍，資料提供：良林 

 

呂金守音樂作品的傳播，電視廣告和電臺打歌是常見的宣傳手法，但礙於在

電視中打歌花費甚高，歌手便會到夜市打歌。曾慧佳(1998：82)表示：「臺灣歌

謠曾沒落很長一段時間，解嚴前後臺語歌曲靠著夜市走唱。」呂金守說：「夜市

類似於商場」，歌手會在賣東西的攤販旁唱歌，挑選人潮較多的時段來演唱，這

需事先跟攤販約好時間，而這種打歌方式是沒有酬勞，主要是為了吸引更多的聽

眾和打開歌手的知名度的方式。其他音樂演出的場域，如百貨公司的櫃檯演出，

呂金守表示，是以純清唱打歌，唱一至兩首，透過現場演唱的感染力，客人喜歡

便會捧場買張唱片，打歌不僅能宣傳唱片，便可達到商業的目的。或者，劉楨(1998)

指出，「1986 年雲門舞集的舞作中『我的鄉愁我的歌』，以〈無緣〉一曲配樂，

                                                        
62 蘇南竹策劃，參與表演者有文夏、方瑞娥、吳晉淮、良山、青蓉、紀露霞等數十位明星，以上

的歌星大多跟呂金守有合作經驗，如學生葉啟田、方瑞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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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在國內外舞臺表演，頗受好評。」約十幾年前，呂老師與中壢的樂團到梅州

縣表演，時間為期一週，獨唱〈印崗戀情〉，其他團員合唱其他客家歌曲，現場

的觀眾人數多達兩、三百位藝專的學生和老師們參與，當年所唱的歌有錄音帶留

存，但可惜已不見。其他呂金守創作的音樂唱片零售點，如唱片行在商家播放歌

曲打歌或是歌本販售也是傳遞音樂的地點。 

劉楨 1999 年撰文的文章中寫道，呂金守當年對於客家文化的想法： 

呂老師說他寫客家歌的時候，永遠都有一個文化的觀念，但是到底我們

的客家文化在哪裡？他並不十分清楚，只是默默在做。他提到大約二十

多年前，第？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那時他將客家

有名的歌手如文光、賴碧霞、等都邀請來演唱，臺上演唱客家歌曲，當

時的蔣經國總統等貴賓在臺下聽得很愉快：幾十年前唱客家歌曲可以如

此風光，現在年輕一輩的人可能很難想像。 

筆者就「世界客屬總會」63網站探查，在當時的客家文化脈落下，有客屬地

區的文化交流活動。此活動應屬第二屆或第三屆(1976/7/9)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大會活動時間可能是 1973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由臺北中原客家聯誼會主持。呂

金守說：「這樣的活動，那三天都是講客家話，沒有人講閩南語或是國語。」64 

總結以上音樂聆賞場域，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網路數位化時代的來臨，過往

與今日相較，不同於以往的是呂金守音樂傳遞的變遷，從廣播電臺時期、黑膠唱

片錄製時期、歌廳、現場性的活動節目中瞭解音樂內容。從上述呂金守音樂展演

空間，可以明顯知道各時代的變化，和受到政令的政策管制與傳播媒體的出現對

音樂的影響。 

63 世界客屬總會，1974 年 10 月 11 日成立，世界客屬總會的宗旨是：弘揚客家文化、推廣教育、

藝文活動；獎勵資助客屬清寒優秀子弟就學；促進客屬人士經濟事業的投資合作；增進客屬地

區文化交流等等。http://www.hakka360.org/page/about.html，瀏覽日期 2015/09/28。 
64

2016/02/18 呂金守訪問記錄 

http://www.hakka360.org/page/about.html，瀏覽日期20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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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純聽唱片之外——呂金守歌曲的再利用與版權探討 

過去臺灣流行音樂研究多半關注流行歌如何產生、如何錄製唱片、歌詞的探

討，較少討論唱片如何透過科技作其他的利用和再創作。筆者從呂金守歌曲再利

用的過程試其瞭解音樂權力與義務，與討論版權的問題。本章主要透過呂金守歌

曲的流通與使用，勾勒呂金守音樂歌曲的再利用與版權說明。音樂作品的流通，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扮演重要的中介者，無論是作品或表演性質的音樂著作，

將依音樂的授權呈現各自雙方的利益保護。筆者將分兩部分討論呂金守歌曲流通，

第一、「商業性質的音樂再利用」，第二、「文化性質的音樂再利用」。作品的擁有

權原自創作者，透過載體或是唱片公司的重製使用，再現的過程中，著作權合約

的擬訂是一種具有法律約束的協議，有些人一首賣斷、有些人是授權使用，從簽

訂、同意合約的過程，可得知呂金守個人與音樂產業的利用者們的權利義務關

係。 

本章第一節概述音樂著作權的基本觀念；第二節延續音樂著作權的制度與田

野資料，從商業性的利用，說明呂金守音樂作品流通管道有哪些；第三節，從文

化傳承，說明呂金守的音樂被使用狀況，例如，推廣客語母語保存、藝術比賽活

動、紀錄片的保存、舞臺形式的音樂展演類別描述。 

第一節 音樂著作權概述  

藝術作品的價值：作品存在於一個具體的形式裡，或以財產權的方式呈

現，作品本身或它的財產權是可以交易的。作品會受到版權的保護，並

且以這種方式來展現它的經濟價值。65   衛‧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 

65
張維倫譯(2003：130) 文化經濟學(Economics and Culture)，大衛‧索羅斯比著(David Th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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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著作權是著作權的一環，然而，著作權(copyright)的基本觀念，包含「著

作人格權」(Moral Rights)及「著作財產權」(Economic Rights)。「著作人格權」指

保護著作人的名譽、人格利益和聲望，亦是表演人精神勞務產生的作品；「著作

財產權」指受法律保護的多種著作利用的權力，能獨占的利用且可處分之支配權，

「著作財產權」提供著作人享有經濟上的利益，著作財產權又可分作為讓與和授

權來獲得經濟利益(羅明通 2014：101、王美花 2007：1、陳明邦 1999：5 )。著

作權本身就保有保護人類的創作活動，無需登記和註冊，然而一般書籍和刊物中

所呈現的「版權所有，翻印必舊」字樣，它指的版權意味和印刷和出版的權力，

不等同於「著作權」的稱呼，因為「著作權」不單單只有包含印刷和出版的權力，

之所以避免誤解，統一以「著作權」的稱呼(王美花 2007：1、陳明邦 1999：5)。 

章忠信(2010：15)指出，1992年以前的著作權法，音樂著作的歌詞是被歸類

於文字著述，1992年之著作權法，在主管機關發布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

款著作內容例示」，開始改列為音樂著作。該項例示第2款第2目規定：「音樂著作：

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根據羅明通(2014：219)的《著作權法論I》，

對於音樂著作的定義，指出是透過思想或感情用旋律表現，亦是歌曲與歌詞結合

的形態，音樂著作包含文字著作(樂譜、歌詞)以及表演著作(演奏、歌唱)。有關

流行音樂有聲產業相關業者的分類，根據洪盛毅(2014：3)在〈流行音樂產業與

著作權〉中指出，包含有聲出版業者(唱片公司)、數位音樂經營者(音樂網路、電

信業者、數位電視)、音樂展演樂者(經濟公司、承辦單位、獨立音樂團體、獨立

唱片公司經營等)、KTV業者、著作權經紀公司與集管團體(MUST、MCAT、TMCS、

ARCO、RPAT)、流行音樂通路(實體、虛擬)、傳媒業者(廣播業、電視業)等。另

方面，依據汪宜正(2001：35)《數位音樂對唱片公司與音樂產業影響之探索性研

究》對於 「版權代理商」指出是「音樂表演權代理商」和「音樂灌錄權代理商」。

表演權代理商是以廣播電臺、電視、現場表演的音樂；灌錄權代理商指的是監督

實體音樂製造的使用。在音樂使用上，作詞、作曲者、唱片公司、歌手或其他相

關協商者，是依照音樂的使用多寡，採用版權的方式收取報酬。 另一方面，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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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h(2005：55)則強調，版權(copyright)制度指的是音樂能公開取得，音樂使用

的越多越流行，樂手們是以授權公眾付費使用作品，獲得經濟的收入。 

一、 音樂著作權概述 

1910 年是滿清政府頒布中國法制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羅

明通 2014：53)。1985 年前的著作是稱「註冊登記」，1986 年之後是以「註冊保

護主義修正為創作保護主義」，1992 年 6 月以後改稱為「著作權登記制度。」66
 

音樂產業中的音樂著作權支撐著整個與音樂有關的經濟活動。然而有待討論

的問題，音樂著作權保護音樂創作者和唱片公司利益嗎？音樂創作者的權力完全

得以維護和發展嗎？事實上，一般大眾認為著作權保護著作人，但法律的保護仍

是有闕漏，就如 Jacques Attali (1995：75) 表示：「著作權形成了一種對複製的獨

占，而非對作曲的保護或者對其再現的控制。」 

事實上，臺灣唱片業者對版權有矛盾的認知，例如知名的臺灣四海唱片老闆

廖乾元，早期在 1950、1960 年代亦是非法翻版許多唱片，曾經翻版製作臺製國

語流行歌曲《四海歌曲精華》、翻版美國流行音樂製作《風靡歌曲精華》；歌譜《世

界名歌精華》、《中國民歌精華》也是重編發行；語言學習教材灌錄唱片《英漢有

聲大字典》、《留美簽證會話》。另方面，即使是歌譜亦是需買著作財產權。也就

是說，四海唱片所發行的出版品與呂金守及其當時之創作者們、製作唱片者並沒

有版權的概念，法律未重視著作權的執行，音樂翻版複製、流通是普遍現象。後

來 1967 年開始，廖乾元購置合法版權後，強力抵抗音樂盜版，他亦是積極保護

著作權的維護者，親自到臺灣的各地唱片行，若有不法的盜版業者，便會提出檢

舉、提出不買斷詞曲著作與推動公播費，維護創作者的權力。 

1950、1960 年代臺灣的唱片產業翻版代工盛行，基於著作權的規範不明確，

許多作品只要加以重新改編，便可成為自己的新作品。尤其呂金守在鈴鈴唱片公

66 相關著作權發展的法制變遷，可參考章忠信(2010)，〈臺灣地區 1949 年後著作權法制之發展變

遷〉，收於《中國著作權法律百年國際論壇文集》，頁 55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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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演唱的客語流行歌曲集當中，就是承襲這種採譜重新填上臺語、客語詞的演

唱方式，這時期 1960 年代的臺語作詞、作曲家也都仿效這樣的手法。綜合以上

所言，1950 到 1970 年代臺語流行歌曲演唱的版本，有翻製日語歌曲、歐美、東

南亞、上海或是香港國語歌曲等現象(石計生 2014：237、邱婉婷 2013：13)。 

筆者舉例呂金守內政部著作權執照的證明，著作權名稱〈按呢娘〉(見圖 25)。這

是張 1989 年 5 月 1 日完成的著作日期，證照內容會有清楚著作名稱也就是曲名，

著作類別為「音樂著作」、一首歌曲、著作完成日期、和最初發行日期(1989 年 5

月 15 日)等內容。 

 

圖 25：〈按呢娘〉內政部著作權執照證明，筆者翻拍 

 

二、 呂金守加入 MCAT    

呂金守加入「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67
(Music Copyright 

Association Taiwan，以下簡稱 MCAT) (筆者曾試圖詢問呂金守加入 MCAT 時間，

並未獲知)。MCAT 於 1994 年 7 月 24 日成立，1999 年 1 月 10 日通過仲介團體立

                                                        
67 可參見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的網站，有進一步呂金守作詞、作曲的歌曲作品著

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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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執照。這是由創會董事長許常惠組成，協會擔任音樂仲介的窗口，負責處理音

樂著作權人與使用人的聯繫工作。MCAT 經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定組成的

音樂仲介機構之一。音樂著作財產權人，依照「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登記成立。

然而仲介團體成立的目的在於，在法律的保障下，合理化的取得音樂的重製、公

開播送、公開演出等使用權。「音樂著作權」依國際公認內涵指的是： 

權力主題為音樂的詞與曲。是音樂著作的源頭，使用音樂製作 CD、卡

帶、光碟、在電視、廣播電臺播岀或商業表演，均須經音樂著作權人的

同意。68 

仲介團體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定成立的單位，又分作為三類：現

有的著作權集體管理，例如 MUST(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 、

TMCS(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協會)； 第二，錄音著作權仲介團體，例如

ARCO(社團法人臺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RPAT(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

著作權管理協會)；第三，視聽著作權仲介團體，例如 ARCO(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69以上三類的差異性在於，音樂著作的權力在詞與

曲；錄音著作的權力在聲音的部分；視聽著作權的權力在製作的畫面。這些

音樂權力的使用範圍，只要在音樂載體、公眾場合、或是在有聲成品中，都

需各類著作權的同意。70王美花(2007：99)亦表示國內常以「仲介」一詞稱

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修正後採用「Collective Management」或「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稱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68
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 http://www.mcat.org.tw/member5.php，瀏覽日期

2016/05/21。 
69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現有之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瀏覽日期 2016/05/21。 
70

http://www.mcat.org.tw/member5.php，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瀏覽日期

2016/03/21。 

http://www.mcat.org.tw/member5.php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現有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瀏覽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現有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瀏覽
http://www.mcat.org.tw/member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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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呂金守音樂商業性的流通 

音樂創作者的權利義務，會隨著各表演形式或是媒介管道有所不同。但受到

唱片載體的銷售低迷，創作者透過活動展演、現場演唱來維持生活營收，這些現

象成為音樂工業中的主要收入來源，作詞作曲者靠著這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活動

賺取著作權費用。 

筆者試圖以呂金守音樂「作品」作為「音樂財產」被使用的方式，分作如下

內容： 

1. 廣播：以高雄微微笑廣播網的《臺灣老歌》良林先生的訪談紀錄作為補充

說明，試瞭解現今播放歌曲的形態。良林的叔叔是良山，呂金守最初是在

鈴鈴唱片公司與良山先結識。良山曾參與過電臺歌唱比賽，吸引新營建國

電臺和高雄的正聲電臺注意，演唱都得到好佳績，良山的歌唱相當具有實

力，直到良山進入鈴鈴唱片公司後，彼此共識合作，呂金守與良山結為好

友，當時呂金守從事錄音、作詞等內容。71 

2. 伴唱機：試圖瞭解呂金守與電腦伴唱機業者們的合約協議內容，然而本文

中電腦伴唱機指的是卡拉 OK 的音樂軟硬體媒介。

3. 樂譜出版商：呂金守的客家歌曲岀版歌本，包含客語類別的「上發音樂叢

書」、「吉聲音樂叢書」、「嘉應音樂叢書」。

4. 發行的唱片公司：意指呂金守的音樂著作權，與唱片公司的接洽關係；或

者是擁有作品使用權的唱片公司。

一、 廣播 

目前擔任微微笑廣播網的《臺灣老歌》節目，良林提供筆者 2013 年 12 月

29 日填寫的「節目日誌」，亦稱為歌曲播放清單，「節目日誌」其一目的是方便

讓工作人員先準備好音樂曲目播放和掌握節目的流程，其二是節目依照播放歌曲

的規定，繳版權費給版權協會，早期因尚未有明確的著作權規範，並沒有繳交版

71
2013/12/26 陳宏林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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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費用的規定。良林表示，廣播開始付版權費的時間大概是 2000、2001 年後才

有，然而廣播要付多少錢給集管團體，其實這是各個公司隱私問題，就好比說廣

播電臺有的是「聯播」，各家的價錢就會不同，礙於涉及公司機密，筆者就未詳

以陳述。 

《臺灣老歌》節目主持人使用的語言為臺語，「節目日誌」中播放的歌曲(見

圖 26)，包含許石〈行船人〉、文夏〈三線路〉、劉福助、顏華〈鬧五更〉、劉福助、

佳娃〈半犁歌〉、許瓊華〈安平追想曲〉、大合唱〈思想枝〉、鳳飛飛〈一剪梅〉、

良山〈思鄉記〉、馬沙〈愛情十字路口〉、邱麗文〈心茫茫〉、川原〈酸甜的勃魯

斯〉、文光、敏郎的歌曲〈無頭路〉。節目播放方式是先錄製好，之後可在全國聯

播收聽。《臺灣老歌》節目時段從早上六點到八點，下午六點到八點重播，它屬

全臺灣性的收聽頻道，可聯播臺南、宜蘭、屏東、高雄。除此之外，過往與今日

的廣播形態相比較，今日的廣播無論是臺語音樂或是客語音樂反映一種思維，推

廣、保存、介紹老歌曲，讓年輕人得以認識欣賞，老人得以回味。 

 

 
         圖 26：廣播節目日誌，良林提供 2013/12/26 筆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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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目的，是提供著作權人和利用人聯繫經濟交換的便利性，

以及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合法授權。亦是「集合許多著作權人將著作

的各種利用權能委託給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行使。」例如，廣播、電視、餐廳、

百貨的業者，只要向此機構洽商便能合法使用 (王美花 2007：99)。 

二、 伴唱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發展影響著音樂傳播的方式，科技的進步與流行音樂

的關係密不可分，改變著音樂聆賞行為、音樂空間與音樂消費模式。伴唱機的發

明是否影響了臺灣唱片音樂產業？在科技快速進步的社會，音樂科技化、電子化

的音樂產業，透過技術的發展提供音樂產業的運作，隨著媒體資訊快速傳播，音

樂聆聽的方便性越來越容易，不僅帶來流行音樂的轉變，也影響著商業流動。科

技媒介日漸普及，形成社會交流的媒介，從廣播電臺、收音機、電視臺，聆賞、

觀賞方式也影響著大眾休閒娛樂和人們的生活型態。伴唱機的出現，使音樂可以

重製，藉由音樂再現，提供消費者重複聆聽音樂、演唱。然而，重製涉及到音樂

作品的使用權力。 

洪盛毅(2014)在〈流行音樂產業與著作權〉表示，電腦伴唱機涉及到重製權。

使用灌錄、新增歌曲的方式到電腦伴唱機裡，提供消費者演唱的行為。重製權又

包含詞、曲的音樂著作、原聲部分錄音著作、影像含聲音的視聽著作。重製是指

重複製作，是一種暫時或長久性的再現著作內容。根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間

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羅明通 2014：497)重製著作之同一內容「附著」

72於「有體物」。例如附著 RAM、ROM、錄音帶或錄影帶 (同上引 2014：498)。 

呂金守的作品不僅是客語歌曲盛行，臺語歌曲亦是。良林曾說：「像卡拉 OK

時代，很多都唱〈冷霜子〉、〈人生〉和〈合要好合要爽〉，都是比較早期轟動的

72 「附著」意指長久或暫時性的重製，如存於 RAM；「固著」指長久重製的意思，如儲存於硬體

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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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73更重要的是，科技媒介的推波助瀾，卡拉 OK 的新興媒介產生，呂金守

的音樂作品能讓閱聽者可以反覆聆聽、演唱作為大眾娛樂之用。 

臺灣卡拉 OK 的發展是從日本傳入的，它是一種新型的電子伴唱機。從最初

出租給駐唱歌手的卡拉 OK 演變成業餘愛好者皆能使用，卡拉 OK 作為一種休閒

媒介，改變了走唱表演的形式，提升臺灣音樂娛樂的產業。卡拉 OK 原譯音是

Kara-oke，Kara 為空之意，oke 為 orchestra 的簡稱，意指歌手唱歌時雖有伴奏樂

團，但樂池中空無一人。1960 年日本的美軍基地餐廳有投幣式的歌曲點播機

(jukebox)提供客人投入硬幣播放歌曲，1972 年井上大佑將點播機加上麥克風，

製作播放的伴唱卡帶，出租給酒吧的駐唱歌手。日本 Clarion 公司從 1976 年便有

販賣伴唱卡帶、播放伴唱卡帶的機器、家庭用的卡拉 OK。臺灣的你歌公司和日

本的Nikkodo公司1976年開始合作，針對臺灣日本顧客為主的餐廳推銷卡拉OK，

後來本地為主的餐廳開始使用卡拉 OK (陳郁秀 2008：915)。 

卡拉 OK 科技的引進帶來商業化的收益，提供消費者可選擇性的現場演唱，

亦提供了消費者的表演空間。除此之外，在 1980 年代卡拉 OK 的推陳出新，更

在空間的流通下，1990 年代出現經營包廂的模式，音樂設備的精進更加強化，

諸如舞臺燈光、大螢幕、立體音響，伴隨著錄影帶影像的功能等(陳郁秀 2008：

915)。根據羅明通(2014：281)最高法院前揭 86 年臺上字第 763 號判決更以伴唱

帶之製作過程為例： 

說明伴唱帶製作時之攝影師、導演及演員方為該單一視聽著作之共同著

作人，至於形成伴唱帶重要元素之音樂著作之著作人並非伴唱代之共同

著作人，判決稱：「伴唱帶並非音樂著作之著作人與伴唱帶製作公司共

同參與創作，蓋音樂著作係創作在先，伴唱帶之視聽著作在後，於創作

之際雙方亦無共同關係(雙方係各自分別創作)，且音樂著作完全可以從

伴唱帶中分離出來個別的加以利用，乃該伴唱帶之攝影師、導演及演員

73
2013/12/26 陳宏林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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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係共同著作人，其所共同著作完成者，伴唱帶單一之視聽著作，

並無任何人之著作可從中個別分離出來而單獨加以利用。反觀詞曲著作

此種音樂著作，與視聽著作為形態截然不同之兩種著作，並非單一著作，

音樂著作之創作亦非與視聽著作同時共同為之，因伴唱帶製作公司所製

作完成之一捲伴唱帶(即拍攝完成影像)，即已成為一獨立之視聽著作，

可任意搭配任何一首音樂著作而成為不同之結合著作，同樣之影像搭配

不同之歌詞歌曲，同樣之歌詞或歌曲更可能因不同伴唱帶製作公司加以

選用製作成伴唱帶而搭配不同之影像，故音樂著作與伴唱帶視聽著作並

非共同著作。」 

從上述說明中得知，伴唱帶的製作過程中，詞曲著作與伴唱帶著作是兩

個不同的著作。然伴唱帶的音樂歸屬製作的公司，可搭配不同的音樂著作結

合。然而，音樂科技業者與創作者之間的維護亦需彼此達到權力的平衡，相

關音樂授權合約書，筆者採用呂金守現存留的資料來看呂金守與各音樂業者

間的合約內容： 

(一)  音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仁智；臺北市松德路 159 號 10 樓) 

如 1998 年 1 月 13 日呂金守與「音霸股份有限公司」，以甲、乙方的身分擬

定合約書，同意重製使用於，第一，以電腦伴唱音樂機之方式多重使用；第二，

電腦伴唱機及其相關軟硬體媒介物，授權音樂著作協議作詞共 8 首、曲共 4 首(見

圖 27、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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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重製權合約書內容(音霸股份有限公司)筆者翻拍 

表 1：重製權合約之呂金守詞曲授權歌曲(音霸股份有限公司) 

歌名 主唱 語言 作詞 

淡水河邊 葉啟田 

臺語 呂金守 

因為我愛你 葉啟田 

內山和尚 葉啟田 

荒城之月 

雨夜的花蕊 陳淑萍 

春夢情已斷 葉啟田 

漁郎 陳小雲 

落翅仔歌 葉啟田 

歌名 主唱 屬 作詞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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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緣 阿吉仔  

臺語 

 

呂金守 

 

呂金守 無緣作成(做)鴛鴦  

茶山情歌  

雙枕只一人 尤菁 

筆者整理 

(二)  金樺音樂帶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萬川；臺南市崇善 11 街 69 號之 1) 

除此之外，從另外一份資料中亦可見，2000 年 6 月 6 日呂金守與「金樺音樂

帶有限公司」，同意對方以音樂伴唱機的方式多重錄製使用和電腦音樂伴唱及其

相關軟硬體媒介物，授權歌曲名稱，〈一顆流星〉等一首(見圖 28)。 

 

 
圖 28：音樂著作授權合約書(金樺唱片) 筆者翻拍 

 

(三) 音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莊嘉賓；桃園市中正路 1223 號 5 樓) 

2000 年 5 月 1 日呂金守與「音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呂金守與該公司共擬

定音樂著作權合約書(見圖 29)，甲方的產品名稱是「S-2001」電腦伴唱機，歌曲

名稱〈難忘的愛人〉、〈無良心的人〉、〈愛某不驚艱苦〉、〈流浪找頭路〉、〈出外無

賺錢〉共五首，同意上述的著作以製作和唯讀記憶體(硬體)，重新演唱一次一個

版本，並限於臺澎金馬地區。 

標準的合約會先清楚地顯示立約書人甲、乙方。一方是呂金守、一方是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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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金守擬定合約的公司。法律訂定後，某方享有一方的權力音樂著作，可以擁有

使用的歌曲、重製使用的費用、場合等協議，讓音樂作品賦予在重製和硬體媒介

物上，在法律的規定下，雙方有效的擬定合約，從合約書的內容顯示(見圖 29)，

甲、乙方權力授權金協議方面，音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最後支付給呂金守共壹拾

萬元整。  

 

圖 29：音樂著作授權合約書 (音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筆者翻拍 

 

有鑑於此，「電腦伴唱機」的出現，使閱聽者更易取得音樂的聆聽，亦證明

了科技技術的進步，提升了娛樂產業的發展。但相反地，電腦伴唱機的出現似乎

也讓唱片的購買力漸减，唱片市場萎縮，人們聽音樂玩樂選擇性變多，除此之外，

音樂人也為了符合伴唱音樂的供應而漸漸走向讓消費者易唱、易記的旋律。再者，

受到伴唱機載體的出現，音樂作品的產出亦更加為了符合音樂載體業者需求的考

量，呂金守個人對卡拉 OK 媒介的出現，他認為也是有助於音樂創作的提升。因

此電腦伴唱機載體的出現，改變了音樂創作者的寫作模式。 

 

 



71 

三、樂譜出版商 

出版樂譜是學習音樂的重要工具書，亦是最容易與樂迷接觸的媒介之一。當

唱片發行之後，樂譜就成為樂迷學習和收藏的重要媒介。在歐美，唱片傳播尚未

便利之時，暢銷專輯便是透過樂譜出版流通。 

筆者根據目前蒐集樂譜的資料有吉聲影視音有限公司(呂金守客語創作歌曲

專輯十，見圖 30)、上發音樂叢書(劉秀暐流行歌曲，見圖 31)、嘉應音樂叢書，

除此之外，臺語的歌本亦也是有收入呂金守的作品資料。Jacques Attali(1995：54)

表示： 

作曲家通常從販售商品(樂譜)以及商品的使用(表演)所得的剩餘價值

中取得一定比例的酬勞，藉由版稅法，作曲家得以在每一本樂譜翻印和

每一場演奏中再度被生產。因此他的酬勞是一種紅利(rente)。 

圖 30：呂金守客語創作歌曲集(十) 

圖 31：劉秀暐流行歌曲(呂金守客家創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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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在創作者與購買者、聆聽者間是一個唱片產製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機

構。唱片的製作是由不同組織人員分工形成，有唱片經理、發片歌手、從詞曲創

作者、樂隊指揮、樂隊伴奏人員、錄音場地租借、出版商、製作人等等。透過作

詞曲者的音樂創作力、唱片的產生與市場的呼應、角色間權力的關係等，對於音

樂創作者和唱片公司的互動有著相互地影響。唱片的產生促進了音樂的消費，也

成為一種「交換」價值，並建構出買、賣雙方的金錢交換行為。 

例如，呂金守詞、曲創作完成，即擁著作的財產權，若是透過唱片公司發行

作品，要與唱片公司的人協商內容，達成共識簽下契約。呂金守對於與唱片公司

「授權」與「賣斷」指出有兩種形式： 

 

歌曲如果你賣斷，賣給唱片公司，你要寫同意書，看你這首歌曲你賣多

少錢，公司會給你，賣斷雙方都要寫同意書，歌曲賣完後就不能再賣，

因為歌曲著作權賣給人家。如果你用同意的，這首歌曲我同意甲方，但

是我不是賣斷的，我是同意他出版，但我可以賣給乙方、丙方都可以。

那個就是著作權沒有賣斷的就可以，幾家公司都可以賣沒有關係。有簽

約賣斷的就不行，像我沒有賣斷我跟你簽約，我用幾年，這首歌曲我用

十年、八年，還是幾年，到了我們在講過就可以。我們不會去爭取這個

錢，我們有時候有一萬、兩萬、三萬，有時候人家有十萬、八萬的，但

是我們沒有拿過那麼多。74 

 

從上述呂金守的描述可知，音樂版權的簽定方式可以分作為「授權」與「讓

與」兩種形式。呂金守與合作對象簽屬同意書，並在內容中協議歌曲價錢和使用

期限等權力，從音樂重製換取報酬。歌曲同意賣給甲方，也可賣給乙方、丙方，

以不賣斷的方式，並且同意出版，這類屬「授權」；若是把一首歌的詞或曲的使

                                                        
74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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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賣給對方，這將屬於「讓與」。根據葉茂林(2001：29)表示，「買斷」版權是

表示雙方依照契約來決定內容，取得著作財產權中的某一項或某幾項權利，視雙

方簽訂的契約內容訂定。王美花(2007：57)表示，著作財產權中的授權又可分為

一次性的交易「讓與」和著作「授權」別人利用。這兩者的差別在於「讓與」後

著作人無主張的權力；「授權」後，著作人享有經濟利益，更能廣泛地被利用增

加報酬收入。 

另外，1992 年 3 月 23 日，呂金守寫給某公司有關於音樂版權之內容如下(見

圖 32)，呂金守的手寫文字反映音樂版權的規範，透過詢問信的書寫，協商版權

同意書的使用，呂金守藉著書信詢問，與公司聯繫是否透過合約來控制後續的利

用行為： 

敬啟者：貴公司經營文化事業，諒必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可喜可賀也！

本人是愛好臺灣文化的耕耘者呂金守，筆名敏郎，過去數十年來受到你

們大眾的愛戴，真是感激不盡，累積迄今已著作無數的臺語歌曲，今附

件目錄敬請查收，前年本人曾委託張玄武辦理版權之事，？於在八十年

六月三十日已終止，假使貴寶弟須要使用本人之歌曲，敬請知會本人，

版權同意書均由於本人自行開具，盼望指教，就此並祝 

商安 弟 呂金守敬上 199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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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呂金守手寫紀錄 

 

綜上所述，音樂作品要重複製使用、公開播送，需尊重詞曲創作者或者發行

人同意。除此之外，我們利用科技，使商品可以重製與再現，錄音的技術讓商品

可以製造產量，這樣的現象，音樂著作者可以從中獲取報酬。 

 

第三節 呂金守音樂文化性的流通 

表演的流通不僅存在於電視媒體，諸如其他音樂現場歌唱或是競選活動也列

為其中。過去的音樂活動中，《李文古笑科劇》不僅在廣播收聽引發迴響，也曾

在美濃戲院足足演了兩個多月，後來傅民雄75將黑膠唱片轉錄製成 CD，提供聽

眾聆賞與學術究使用。76
2003 年李盛發77校長籌組「李文古歌劇團」業餘藝團，

                                                        
75 傅民雄，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村長，傅民雄與曾海貴醫師合作的〈夜合〉(陳雙演唱)在 2004

年入圍最佳客語專輯和最佳客語新人獎。其他作品如童歌 CD《客語童心童謠》、和《學客話》，

2000 年向呂金守、李龍麟先生購買版權，發行《李文古再現江湖》卡帶和 CD。 
76
 客家數位典藏-傅民雄介紹

http://archives.hakka.gov.tw/blog/twhakka/articleAction.do?method=doViewBlogArticle&articleId=

NDgzM zU=，瀏覽日期 2015/12/02。 
77 李盛發，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人，1935 年出生，出版《客家話諺語、歇後語選集》、《客家話

讀音同音詞彙》等書籍；此劇團的成員大多是退休老師、公務員與愛好客語人士。資料引用「客

家人才戲劇資料庫」http://musicdrama.hakka.gov.tw/Top/ViewDetail.aspx?TID=233，瀏覽日期

2015/09/19。 

http://archives.hakka.gov.tw/blog/twhakka/articleAction.do?method=doViewBlogArticle&articleId=NDgzM%20zU=，瀏覽日期2015/12/02
http://archives.hakka.gov.tw/blog/twhakka/articleAction.do?method=doViewBlogArticle&articleId=NDgzM%20zU=，瀏覽日期2015/12/02
http://musicdrama.hakka.gov.tw/Top/ViewDetail.aspx?TID=233，瀏覽日期2015/09/19
http://musicdrama.hakka.gov.tw/Top/ViewDetail.aspx?TID=233，瀏覽日期2015/09/19


75 

表演以歌唱、舞蹈、戲劇等內容，從「李文古的故事」劇本加以改編。78反觀現

今，從日常的音樂活動現象和媒介再現，觀察呂金守音樂作品在表演上的內容： 

一、藝術比賽活動 

隨著時間的過去，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傳播，討論「當今對呂金守音樂的使

用」，我們可以發現音樂空間的轉變，人們藉由音樂科技產品的進步，閱聽者聆

賞的管道也不同。2001 年 6 月 14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陸續興起相關的客

家事務、藝文展演、文物推廣、學術、藝文機構等。在政府官方的推動與策劃下，

例如客委會常推行各地區客家歌謠比賽，如「客語說唱藝術」、「客家桐花季歌謠

比賽」等活動，甚至有發行客家歌謠研習教本(如《花蓮心‧客家情》客家歌謠

研習教本第四冊，收入呂金守作曲〈思君〉、〈月下戀情〉、呂金守作詞〈又想佢〉、

〈童年夢〉、〈客家妹仔〉、呂金守作詞、作曲〈印崗戀情〉、〈茶山情歌〉、〈恩愛

个夫妻〉，共 6 首作為教學。這些活動的舉辦，似乎能聆賞到呂金守的音樂作品，

或者在一些地方性、區域性的客語音樂藝文比賽中，呂金守的創作作品可見編入

至參賽選歌的範本，提供參賽者作為選歌的考量。如 2015 年苗栗縣南庄鄉客家

桐花祭「賞春桐樂、藝傳客庄」客家歌謠比賽簡章，競賽歌單表 210 首中，呂金

守歌曲有 41 首(見圖 33，歌單表內文之一)。 

圖 33：「賞春桐樂、藝傳客庄」客家流行歌競賽歌單表(內文之一) 

78
謝宜文撰寫〈2010 年度南部客家音樂活動觀察與評介〉。

http://rimh.ncfta.gov.tw/2010_taiwan_traditional_music_yearbook/tw/review/review_d2.html 瀏覽

日期 2015/09/16。 

http://rimh.ncfta.gov.tw/2010_taiwan_traditional_music_yearbook/tw/review/review_d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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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地區的客家歌謠音樂比賽與藝文活動的舉行，為保存、傳承、創新

客家音樂，籌辦諸多客語相關流行音樂創作，鼓勵青少年及音樂愛好者參與，儼

然成為各縣市政府積極推動的項目。政府文化機關與學校的推廣，事實上扮演著

極為重要的推手，而此發展趨勢，亦逐漸形成一股客家音樂的活動熱潮。除此之

外，如電視節目「客家新樂園 Hot Music」、廣播電臺「寶島客家電臺」等傳播

類型管道，皆是推廣音樂的方式，讓大眾更貼近母語的保存，對音樂的傳遞有相

當極大助益。 

二、紀錄片的保存 

紀錄片指「拍攝下來的活動，像是歷史資料或檔案中所謂的『事實』，它們

所呈現出來的意義仍大半源自拍攝當時的企劃以及影片工作者結構性的詮釋力

量」(Michael Rabiger  2003：31)。紀錄片(documenyary)的影像紀錄是一種可事

先預想架構和操控的作品，據稱由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新創的字(同上引  

2003：35)。 

有關呂金守紀錄片影像紀錄，藉由紀錄片的拍攝，編寫影像的再現。由邱才

彥老師的操作拍攝完成《世紀的寶貝——璀璨歌藝呂金守》，(客家電視臺之節目

首播時間 2015 年 9 月 20 日，晚間 10 點)。 

2015 年 6 月 27 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與「屏東縣客家公益會」

主辦「李文古笑科劇編導呂金守紀錄片賞析」，活動地點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二

樓會議廳。臺下約有近百位觀眾共襄盛舉，年齡層主要以40-60歲的參與者居多，

筆者觀察會場中的年輕參與者寥寥無幾。根據了解，本活動目的是希望傳承客家

特色文化，深耕六堆地區的客家文化保存，讓大眾一窺 1960 年代，李文古笑科

劇的編導人物呂金守，因此內容的策劃，首先以《李文古笑科劇》的音樂作為開

場，播放內容為〈李文古的生活〉、〈智吻細妹仔〉等，約 30 分鐘音樂聆賞；接

著，觀賞邱才彥老師攝製的《呂金守紀錄片》。紀錄片內容講述呂金守的音樂作

品、歷程，紀錄片內容中亦有「崇正忠義民謠班」指導老師李秋霞對客語歌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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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與 2013 年謝福清以客家布袋戲的方式演藝呂金守的片段。活動最後是呂金

守與邱才彥老師的對談(見圖 34)，對談內容主要講述「李文古」創作的過程、呂

金守被警備總部歌曲遭禁的感觸。活動會場中呂金守談論到提倡發揚客家文化的

一些構想，諸如可以邀請李文光、劉秀暐、鄧百成等十幾位歌手籌辦一場客家的

音樂會，用音樂保存客家文化。79 

會場結束前，呂金守熱情為觀眾獻上他喜歡唱的一首〈又想佢〉，此詞曲由

呂金守所作，劉秀暐演唱，歌詞為「風吹花盆跌落地，像嗯感情碎忒去，佬哥交

情幾下秋，今日佬人蓋共被，夜來冷床受孤稀，目汁暗吞無人知，雞蹄三更思想

起，攬穩被骨又想佢。」整場活動在呂金守的歌聲中進入尾聲，觀眾跟著一起唱、

一起打拍子，在輕鬆愉快地氣氛和熱烈的掌聲中結束。筆者認為這是非常難能可

貴的策畫，亦是筆者在田野調查間，有幸參與呂金守公開的音樂活動，藉由影像

紀錄媒介工具的保存和呂金守本人現場的口述，呈現出一場「集體記憶」的再現。 

圖 34：呂金守與邱才彥對談之情景，活動名稱李文古笑劇編導呂金守紀錄

片賞析。2015/6/27 筆者攝。 

三、舞臺形式的音樂展演 

2006 年在電視媒體中，呂金守參與「臺灣望春風」電視歌唱節目，演唱〈醉

謎勒〉、〈合要好合要爽〉等歌曲，這次演出應該是至今呂金守在電視螢光幕前的

最後一場活動。近年活動中，呂金守作詞〈舊皮箱的流浪兒〉一曲，2015 年 6

79
2015/06/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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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由林峰演唱，擔當主持人為丁文琪、吳國楨、丁

鈴，節目名稱是《古早味ㄟ臺灣歌金曲演唱會》(海報見圖 35；節目內容見表 2)。 

除此之外，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在衛武營中央草皮舉辦《寶島

歌王之夜》音樂會，呂金守作為顧問角色和演唱〈醉彌勒〉，演出人員分別為良

山兄、文夏、文香、向蕙玲、陳思安、嚴永能、打狗亂樂團。 

 

 

圖 35：古早味ㄟ臺灣歌金曲演唱會，郭一男提供 2016/02/03 

 

表 2：古早味ㄟ臺灣歌金曲演唱會演出節目表 

01 吳國楨 上半場節目引言 02 林秀珠 送出帆、三聲無奈、港町十三番地、孤女

的願望 

03 劉福助 安童哥買菜、翁親某親老

婆仔拋車轔、阿媽的話 

04 文香  初戀的少女、漂浪之女、新娘悲歌) 

05 黑面 黑面講笑話 06 郭大誠 阿公的話、生蚵仔嫂、流浪的拳頭師 

07 方瑞娥 懷春曲、最後的火車站、

香蕉園 

08 文光 山歌自由唱、斷情、北國的春 

09 文棋 下半場節目引言 10 文棋、丁鈴 文棋、丁鈴答嘴鼓 

11 王秀如 臺北迎城隍、白牡丹、賣

花女之戀 

12 林峰 漂浪的行船人、舊皮箱的流浪兒、陳三五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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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沈明正 現場口白電視 布袋戲實

況演出 

14 劉燕燕 為錢賭性命、看破愛別人、相逢是離別的

開始 

15 郭一男 無緣的要出嫁、溫泉鄉的

流浪兒、盃 

16 紀露霞 離別傷心曲、黃昏嶺、臺北上午零時 

17 良山兄 夢遊仙公廟、悲哀的伴

侶、何時再相會 

18 活動圓滿完成 

             筆者製表 

 

對應本文「呂金守歌曲再利用與版權探討」議題。在此必須強調的是，舞臺

形式的音樂展演，歌曲在公開場合的使用上，亦是需經歌曲授權程序，也就是說，

所有文化傳承性的再利用，基本上也須取得著作權人之允許或授權。凡此涉及著

作財產權的問題，包括呂金守或原始歌曲版權的利益使用、獲利情形，是否都得

到應有的報酬，其實是一連串極複雜而不透明的事情，本文沒有處理，但可作為

未來研究的可能。然而，除了集管團體 MCAT 中有紀錄呂金守歌曲授權的曲名

之外，其他沒有在 MCAT 的呂金守歌曲，是否都有受到保護？再者，筆者試圖

詢問呂金守獲利情形，呂金守並未深入回應筆者具體的細節，呂金守說：「多多

少少都有，每半年結算一次。」 

綜上所述，大致呈現當今呂金守的音樂作品流通情形有一個藍圖，商業性、

文化性的。從本章的分析亦發現，廣播電臺、電視媒體、網路數位化、卡拉 OK

等傳播媒介科技的變化，漸漸改變閱聽者的聆賞模式。從歌廳的純唱歌發展至花

樣繁多的表演秀，業者在經營上的考量盡可能滿足觀眾對於欣賞「秀」的接受的

程度和需求，音樂活動內容日益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但依舊不敵電視媒體的效應，

改變了音樂市場的轉變。 

錄音技術的改變，影響聆賞音樂的內容，單軌到多軌的錄音，在編曲功能漸

趨多元化，配器的聲響使音樂更具豐富性，在音樂流通的方式上，也改變著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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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音樂的行為。 

若要做到客語母語的保存，從政策層面的推動、傳承的教育中編入相關母語

教材的學習，呂金守的歌曲亦有編入至客委會的客語流行歌本裡，如 2008 年發

行《客家歌謠選集》之〈現代客家創作歌曲〉(見圖 36)，歌謠本用於教唱研習，

對客家音樂的推展，皆有輔助性地幫助學習，此歌本總共曲目共有 52 首臺灣傳

統歌謠、41 首現代創作歌曲，在此呂金守收錄曲目佔 10 首。不過，必須強調的

是，透過報紙、電視的媒介宣傳、網路數位平臺的使用、網站平臺的建立與資訊

分享，皆能更快速地讓全世界認識、關注客家音樂的發展。不僅如此，市場的推

動，歌手作為重要的傳承者，藉此吸引更多聽眾群體，音樂在創新、保存上融合

多元性的客家音樂文化。除此之外，可以藉由專家學者研究、傳唱的、民間藝人

的傳承，可建立全面的保護機制。 

 

 

圖 36：《客家歌謠集》目錄-呂金守收錄曲目，引用《客家歌謠集》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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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呂金守音樂作品的分析 

本章將進行呂金守作品的整理與分析，將從音樂內容、唱片工業、合作演唱、

製作的人員加以描述，試圖勾勒呂金守音樂作品特性的大致輪廓，分析資料以呂

金守的實體唱片與文獻史料為主。然而，這樣的分析必須放回臺灣歷史與社會變

遷的脈絡，才真正能對呂金守音樂作品有較適切的解讀。本章首先說明筆者蒐集

資料的性質及初步分類統計，其次描述呂金守布袋戲歌曲演唱，最後描述呂金守

的禁歌。 

第一節 研究初步成果與分類統計  

一、分析材料與方法 

總觀呂金守 1960-2002 年的音樂歷程，近四十年的時間，呂金守的音樂歌曲

作品數量超過兩百首以上，呂金守的歌曲類型包含臺語、客語、國語。筆者試圖

從報章雜誌、網路資源(如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等)、呂金守本人提供的

第一手資料（唱片實體封面、曲譜、海報單）、高雄微微笑廣播電臺良林先生提

供的黑膠唱片，和苗栗貓貍文化工作室彭文銘先生提供筆者呂金守相關之鈴鈴唱

片、美樂唱片封套圖檔案等資料來分析歸類。2000 年左右，許多民間收藏家、

喜樂者開始蒐集黑膠唱片，並陸續將黑膠唱片復刻成 CD，作為歷史聲音的保存。

進行臺灣 78 轉唱片收藏與復刻的知名例子如林良哲、徐麗紗歌仔戲老唱片的整

理、李坤城日治時期臺灣音樂戲曲、林太崴鑽研日治時期臺語流行歌曲等。學者、

收藏家積極進行唱片數位典藏工作，這些唱片的還原服務計畫，在官方和學校方

面的合作中發展(王櫻芬 2012：5 )。 

筆者首先進行呂金守相關唱片專輯的翻拍、建檔處理。專輯資料來源為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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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本人、高雄廣播電臺陳雷、良林兩位廣播主持人、臺南南星唱片公司經營者郭

一男、苗栗貓狸文化工作室的彭文銘先生。調查過程中藉由受訪者提供照片、書

面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訪談過程中也進行錄音的紀錄，作為後續研究參考。筆

者將唱片內容資料整理成表格（將在以下各段落中呈現），並依據呂金守提供之

個人手寫和影印紙本資料相互比較考證；其次，依照樂曲性質及種類，分為臺語、

客語和國語歌曲；最後在各類別的區分上，筆者將其劃分呂金守演唱、創作的出

版，主要呈現的內容是歌曲的名稱、性質、樂曲類型、創作時間、出版(演出)記

錄等說明。另外，我們可以從唱片專輯的歸納和唱片封面中的文字紀錄，窺探當

時呂金守與唱片工業中各種專業人員的名單，例如樂隊伴奏者、製作人、詞曲作

者、指揮人員、編曲人員等。 

本研究的限制為筆者無法取得所有唱片的實體，以致於有些問題有待確認，

例如錄製年代的確切時間、詳細的詞曲作者、黑膠唱片中音樂內容的進一步分析，

以上這些都是尚待考證的問題。因此，筆者從目前僅有的資料作一概述，彼此比

對，以便了解呂金守的音樂作品。 

 

二、 呂金守的音樂史料內容 

呂金守音樂曲目統計的數量，因筆者在唱片蒐集上並未全面，因此無法全面

統計曲目總數，但盡可能以現有搜集得到的專輯來整理，提供呂金守作品在各唱

片公司出版發行的雛型。雖已累積一些初步成果，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填補，目

前能掌握呂金守的音樂史料內容詳見附錄二呂金守音樂作品。 

筆者共整理 42 張臺語專輯、13 張客語專輯、國語歌曲 6 首〈我陪你到天明〉

鄧百城演唱、〈你怨誰〉田路路演唱，以及文獻紀錄〈忘了我〉和〈謝謝你關心〉

馬郁美演唱(未出版)、〈年節時景〉蔡幸娟演唱、〈春秋閣之戀〉戴僖演唱、〈謝

謝你關心〉馬郁美演唱(未出版) (黃穎超 2016：19)。 

歌本的紀錄整理則是呂金守客家創作流行歌曲歌本，分別為上發和吉聲所出

版的音樂叢書 2 本。除了臺語歌曲依專輯整理之外，呂金守臺語歌曲的手稿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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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格計有 64 首歌曲，資料來源為呂金守本人。 

潘俊錡 (2014：106)曾針對呂金守的臺語歌曲歌詞做成統計並編號，臺語歌

曲合計 265 首，此論文以臺語文學為研究範疇，主要以文學角度分析呂金守

1970-1980 年代的歌詞與生平記錄，將呂金守的歌詞主題分為奮鬥打拼、愛情歷

程、社會百態三大類論述。另外，黃穎超 (2016：9)對呂金守歌曲統計顯示，臺

語歌曲 294 首、客語歌曲 101 首、國語歌曲 6 首，本文探討重點是客語、閩南語

和笑科劇的研究。80  

然而，目前筆者蒐集有關呂金守的鈴鈴客語演唱有 21 張黑膠唱片、美樂客

語演唱有 3 張黑膠唱片。呂金守在 1960-1970 年間曾參與過鈴鈴、美樂客語等唱

片公司的演唱發行，以下分述。 (見表格 3：1960-1970 呂金守在鈴鈴、美樂唱

片灌入之客語唱片)  

 

 (一)、呂金守與鈴鈴、美樂唱片公司的連結 

 

1.「鈴鈴」的連結： 

 鈴鈴公司的創辦人洪傳興，原先取名為「寶島」(Formosa)，後改作鈴鈴唱

片公司。彭文銘先生表示，寶島唱片公司的洪傳興，曾做塑膠工作。洪傳興後來

得知壓制唱片有市場，變改行壓制唱片、灌錄唱片。洪傳興靈機興起，便到相館

拍攝宣傳照，穿著西裝庫、皮鞋，打赤膊，洪傳興手裡拿著寶島唱片公司的黑膠

唱片，擺個姿勢(見圖 37)。寶島唱片公司的類別包括客家民謠，客家採茶戲、客

家八音和北管、南管、歌仔戲等。81 

                                                        
80 潘俊錡，國立成功學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生，2014 年 1 月完成碩士論文的書寫，題名是《呂

金守其人及其歌詞文本研究》，目前此本碩士論文電子全文尚未公開。筆者有幸在 2015 年 6

月 27 日的田野調查訪談中，呂金守慷慨分享提供潘俊錡的紙本碩士論文供我寫作參考之用；

黃穎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生，2016 年 1 月完成碩士論文，題名是《舊皮

箱的流浪兒：呂金守的歌謠創作歷程與特色》，目前此本碩士論文電子全文尚未公開。筆者有

幸在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田野調查訪談中，呂金守慷慨分享提供黃穎超的紙本碩士論文供我寫

作參考之用，非常感謝。 
81
 2015/08/10 彭文銘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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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洪傳興寶島唱片的宣傳照，2015/08/10 彭文銘提供 

 

以「鈴鈴」唱片為例，呂金守與歌手們以個人或者合輯方式發行出版之外，

呂金守在鈴鈴唱片灌錄的分類，基本上可以分為第一、「客語流行歌」：大多是挪

用日本歌曲的曲調，翻版填詞的歌曲。第二、「客-閩語混合笑劇」：茶山情歌82(客

家採茶劇) 賴碧霞、呂金守合唱。第三、「客語民謠歌曲」：〈風流相褒歌〉(客家

採茶劇) 賴碧霞、呂金守合唱；〈風流相褒歌〉83由賴碧霞與呂金守男女對唱，

每首七言四句，二十四首〈十怪姐〉、二十四首〈十勸郎〉 (鄭榮興等人 2010：

69)。第四、「客語拜年新婚四句聯」：賴碧霞、明郎口白，唱盤 A 面為〈食新娘

茶〉、〈起屋上樑〉、〈入新屋〉；唱盤 B 面為〈拜年〉、〈祝開業〉、〈祝

壽〉。從鈴鈴唱片的樂隊伴奏內容來看，約 1965 中期有「鈴鈴民謠團伴奏」(KL-463)、

葉傳經指揮的白峰樂團伴奏 (KL-473)、鈴鈴男聲合唱團(KL-518)，臨海雷聲樂

隊伴奏(客語明朗歌唱集 KL-1590 林金池編曲)；其他參與演唱者如賴碧霞，以及

黃坤松、楊德昌等對唱(KL-709)。 

然而，從眾多唱片公司的合作中，「鈴鈴」是呂金守發行客語流行歌曲最多

的一間公司，他常與卡斯米發行合輯，卡斯米是賴碧霞的藝名，呂金守開始在鈴

鈴演唱發行客語流行歌曲的年代大約是 1964-1969 年。唱片「合輯」中，常見歌

曲選曲編排上是，A 面 4 首曲，由賴碧霞演唱，B 面 4 首曲由明朗(呂金守藝名)

                                                        
82 1961 年編作閩、客笑科唱片《茶山情歌》。 
83
 〈風流相褒歌〉，賴碧霞的訪問內容提及是 1960 年代所錄製，把〈鹽埕區長〉改成客家的，歌

詞賴碧霞寫，配樂用西樂器。老闆洪傳興得知市場賣點好，所以賴碧霞著手寫詞跟呂金守對唱，

參見鄭榮興(2010：203)等人合撰的《賴碧霞客家民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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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或賴碧霞的個人專輯中會有 1-2 首是明朗穿插演唱；或卡斯米與呂金守作

詞，由其他歌手擔當演唱，如葉月霞、麗雲 (KL-697A)。同時期呂金守與其他作

詞者在鈴鈴公司，包含陳瑞倉(客語流行歌第 16 集；KL-772)，分別代表演唱者

是陳子武、黎秀香、劉棋連、黃進順、葉國斗、魏智沐、彭煥郎等人。 

 

2.「美樂」的連結： 

美樂的名字是從「MELODY」翻譯，日本語為「メロ─リ」。「美樂唱片行」

的前身是「國際唱片行」與「美樂出版社」，1975 年才登記改為「美樂唱片行」，

並於 1981 年才結束營業。起初美樂的創辦人是彭雙松與彭雙琳於 1947 年創辦，

目前由彭文銘負責保存、版權事宜。84 

這間唱片發行的類別主要為出版客家民謠、戲曲。它原先是一間「國際照相

館」，民國四十年開始在照相館販售七十八轉的留聲機唱片，唱片的貨源來自臺

北的麗歌唱片，也販售鈴鈴、百合、五洲、遠東的公司出版的客家唱片(鄭榮興

等人 2010：71)。除了「鈴鈴」之外，約 1967 年，呂金守也曾參與過「美樂」

客語流行歌曲的發行(見表 3) 85，也有與賴碧霞和鐘天一起岀合輯，美樂發行的年

代集中約 1967 年。除了上述描述，蔡育振 (2012) 《臺灣客家讚後出版研究─

以美樂與鈴鈴唱片為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提及，美樂當時灌錄的歌手，大多

數是由苗栗中廣公司舉辦和客家民謠研進會合辦的全省客家民謠比賽的冠軍、亞

軍參賽者。 

 

                                                        
84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傳統音樂網，有關於美樂唱片公司的資料。

http://taiwan.ihakka.net/old.htm，瀏覽日期 2016/02/25。  
85

 本表製作參見《鈴鈴唱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部目錄六本》唱片目錄資料，此份資料感謝許

馨文老師的分享，原自貓貍文化工作室，鈴鈴唱片版權擁有人，彭文銘先生提供。其他資料的

參照出自，賴碧霞有聲出版品目錄 鄭榮興等人合著(2010)、網路資源：如國家圖書館數位影

音服務系統。 

http://taiwan.ihakka.net/old.htm，瀏覽日期201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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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60-1970 呂金守在鈴鈴、美樂演唱之客語唱片 

編號 發行時間 收入專輯 歌曲名稱 演唱者 備註 

鈴鈴唱片 

1 

茶山情歌

1972 年 6 月

20 日再版

KL-463 

客‧閩語混合笑劇 KL-463 再

版(1973 年電影茶山情歌上

映，電影前身出自鈴鈴唱片公

司出版的客家採茶笑劇) 

茶山情歌(客家採茶笑

劇) 

賴碧霞、 

明朗合唱 

鈴鈴唱片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地址：臺

灣臺北三重市

正義北路 190

巷 33 號。錄音

室：三重市自

強路一段 115

號 4 樓。卡斯

米編作、鈴鈴

民謠團伴奏 

2 1964.4.1 初

版 
客語民謠歌曲(牛尾調)KL-619 

(牛尾調)風流相褒歌

(客家採茶歌劇) 

賴碧霞、 

明朗合唱 
賴碧霞編作 

3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一集(明朗主

唱)KL-431 

A 心愛的小姐 

明朗主唱   

青春男兒 

心肝亂迷迷 

美麗的港都 

B 大家來飲酒 

來過想 

溫雅灣梭囉 

採檳榔 

4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三集明朗主唱

KL-472 

A 港口情歌 

明朗主唱 呂金守作詞 

農村的姑娘 

港邊乾杯 

鷲與鷹 

B 惜別夜快車 

有骨氣的男子 

人生的運命 

可愛的！再會啦 

5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四集 A 賴碧霞唱 

B 明朗唱 KL-473 

A 思想起 

賴碧霞 

呂金守、卡斯

米作詞 (葉傳

經指揮、白峰
挽茶歌 

山地歌(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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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犁歌 樂團伴奏) 

B 草螟丟雞公 

明朗 
桃花過渡 

丟丟咚 

人生一樂園(六月茉莉) 

6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五集 KL-474 

A 等待好佳期(愛染桂) 

賴碧霞主唱 
呂金守、卡斯

米作詞 

今世之花 

三百六十五夜 

可憐農村女(孤女願望) 

懷念母親 

B 送君情淚 

貧苦擦鞋童 

蘋果思情 

十五夜 

7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六集明朗 KL-490 

A 清白的男兒 

明朗主唱 呂金守作詞 

素蘭出嫁啦 

初戀的人 

異鄉秋雨 

B 無緣的人再會！ 

妹妹在那裡 

我思慕的人 

再會！心愛的人 

8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七集 賴碧霞主

唱 KL-515 

A 四季情歌 
明朗合唱 A1

四季情歌 

卡斯米作詞 

殉情的莎蓉 

賴碧霞 

恩戀 

望君早歸 

B 五更鼓 

心酸酸 

雨中鳥 

雨夜花 

9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八集 A賴碧霞唱 

B 明朗唱 KL-518 

桃花鄉 

賴碧霞唱 

國語歌曲改

編；卡斯米 呂

金守作詞 (鈴

鈴男聲合唱

團)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夢裡相思 

難忘了 

高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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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姑娘一朵花 

明朗 

大家來跳却却 

賣花姑娘 

寂寞愛河邊 

送情郎 

10 

1964.5 灌錄 
客語流行歌第九集 賴碧霞、 

明朗唱 KL-665 

A 意難忘 

賴碧霞、明朗

唱 

卡斯米、呂金

守作詞 

過去的事情 

誰部思念故鄉 

山地情歌 

B 知心人請期待 

彈吉他的流浪人 

難忘的三線路 

卜卦調 

11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十集 賴碧霞主

唱 KL-696 

A 月夜情歌 

賴碧霞主唱 
卡斯米、呂金

守作詞 

青年男女 

孤單的女性 

空戀 

B 酒女嘆 

青春戀 

流浪的素蘭 

綠島小夜曲 

12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十一集 KL-697A 

A 快樂的岀帆 葉月霞 

卡斯米、呂金

守作詞 

樂春風 葉月霞 

純情的少女 葉月霞 

意亂情迷 麗雲 

13 

1964.11.10 
客語笑劇-客家採茶笑科歌劇

KL-709 
A 酒場大會串(上)(下) 

賴碧霞、呂金

守、黃坤松、

楊德昌等對

唱 

參照鄭榮興等

人(2010：147) 

14 

待考 客語流行歌第十六集 KL-772 

A 賣粄條姑娘 
陳子武、黎秀

香 

陳瑞倉作詞 

孤單行船人 劉棋連 

空中朋友您好 黃進順 

牧場之歌 葉國斗 

B 他鄉流浪人 明朗 

新年花鼓 魏智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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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天橋 魏智沐 

再會心愛的人 彭煥郎 

15 

1965.6.5 
客語流行歌第二十集 群星會

大會串 KL-916--A 

勞燕分飛為誰害 
賴碧霞、劉祺

連 

重逢鴛鴦 
賴碧霞、劉祺

連 

暗夜介月 劉祺連唱 

霧夜的燈塔 劉祺連唱 

16 

1968.12.10 客語明朗歌唱集 KL-1590 

愛馬 

明朗 

(呂金守作

詞、林金池編

曲) 

臨海雷聲樂隊

伴奏 

我就係泥水師 

真鬱卒 

祝你幸福 

做人真干苦 

故鄉的愛人 

怨無公平 

不想食飯不想眠 

17 

1969.2.10 

客語拜年新婚四句聯

(上)KL-1687A (時間 14'10'') 

A 食新娘茶 

賴碧霞、明朗

口白 

賴碧霞編作，

楊三光又名楊

德昌及楊太

郎。其他附

記：1970 年版

目錄無 

起屋上樑 

入新屋 

客語拜年新婚四句聯

(下)KL-1687B(時間 13'14'') 

B 拜年 

祝開業 

祝壽 

18 

待考 客語歌曲明朗唱 RR-6046 

A 阿舍公子 

明朗 

出外人 

溫泉鄉的悲歌 

單戀 

天涯流浪人 

B 情投意合 

不是我無修大家都風

流 

阿憨哥遊臺北 

頭份鎮的姑娘 

討厭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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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待考 賴碧霞、明郎合唱 KL-2356 

A 癡情个戀夢   

  

恩愛夫妻   

春戀   

少女恨   

B 真爽快   

姊姊鬧出嫁   

男兒立志出鄉關   

種煙仔小姐   

20 

待考 賴碧霞、明郎合唱 KL-2365 

A 愛到入骨   

  

手足情深   

農家忙   

打拼流浪曲   

B 標準男兒   

我个老愛人   

車邊送君   

吉他傷心曲   

21 

1968 日名、明郎、鍾天  唱 KL-2378 

A 客家姑娘   

  

奴个禮拜天   

祈願   

吉他流浪曲   

B 春夏秋冬   

車站送君   

離鄉   

寂寞流浪兒   

美樂唱片 

1 

約 1967 客語流行歌曲 HL-356 

A 癡情的戀夢 

賴碧霞、明朗   

恩愛夫妻 

春戀 

少女恨 

B 真爽快 

姊姊鬧出嫁 

男兒立志出鄉關 

種煙仔小姐 

2 
約

1967.10.10 
客語流行歌曲 HL-365 

A 愛到入骨 賴碧霞 

  手足情深 明朗 

農家忙 賴碧霞 



 

91 

 

 

3.其他    

1965年陸續有惠美和文華唱片發行笑科劇，《李文古笑科劇》。此外，同年發

行的《王哥柳哥奇遇記》，其他角色分別為阿三、阿四、阿五妹等灌唱。除了臺

語、客語作詞之外，呂金守的國語音樂作詞部分。田路路臺語專輯(金樺唱片)十

二首臺語歌中，其中一首〈你怨誰〉是國語歌曲。另外，黃穎超(2016：12)的碩

士論文指出，呂金守與國語合作過的歌手中有，馬郁美、田路路、蔡幸娟、戴僖、

包娜娜共六人是呂金守曾合作過的國語歌手。 

 

(二) 呂金守合作過的唱片公司  

試圖瞭解呂金守合作過的唱片公司，合計有 31 間(見表 4) 86，分佈的地點以

北部三重市居多。臺灣唱片的生產主要集中在臺北三重地區，臺北唱片業的發展

可分為翻版代工、自製唱片工廠、和進口販賣三種(蔡棟雄 2007 )。三重地區為

主要的唱片工廠集中地區，主要是因為 1963 年開始臺北「頂崁工業區」，成為南

部人口工作的聚集地；臺北橋是當時進入臺北的重要通道，工業發展、交通建設

                                                        
86 參考資料引用蔡棟雄(2007)三重唱片廠覽表與呂金守等人提供的實體唱片資料。 

打拼流浪曲 明朗 

B 標準男兒 賴碧霞 

我的老愛人  待查 

車邊送君   待查  

吉他傷心曲  待查 

3 

約 1967 客語流行歌曲 HL-378 

A 客家姑娘 賴碧霞 

  

奴的禮拜天 明朗 

祈願 賴碧霞 

吉他流浪曲 明朗 

B 春夏秋冬 明朗 

車站送君 賴碧霞 

離鄉 鍾天 

寂寞流浪兒 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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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原因皆是讓三重地區形成密集娛樂地，1967 年後三重市唱片工廠大多集

中在三重市的中、南區菜寮(石計生 2014：27)。呂金守合作過的唱片公司，其

他分佈地點包含臺中、雲林、臺南；呂金守客語歌曲的唱片發行有些位於在苗栗、

桃園、屏東一帶(例如苗栗美樂唱片、桃園的嘉應唱片公司、屏東聲鼎公司)。 

鈴鈴從翻版代工走向自製唱片工廠，翻版代工在 1960 年代的臺灣唱片製作

興盛，所謂翻版指的是翻版外國唱片，先取得國外母片，在蟲膠翻版，以 10 吋

單面錄音(黃裕元 2000：57)。鈴鈴翻版類型音樂唱片包含，客語、臺語流行歌

曲(翻版外國，日本為主)、夏威夷吉他奏曲、電吉他奏曲、精選東洋流行歌集、

精選國語歌曲等等；鈴鈴唱片實例，例如一，1965 年西洋歌曲《女歌星(白蘭黛‧

李)風靡之音》；例如二，RRLP-2071 演奏專輯《音樂世界 30：電子琴演奏集》87，

1973 年出版，原版是 1970 年德國音樂演奏家 Klaus Wunderlich 演奏的《Hammond 

Pops5》音樂專輯。 

表 4：呂金守合作過的唱片公司 

編號 唱片公司名稱 地址 

1 鈴鈴唱片公司 
廠址：臺北縣三重市正義北路 190 巷 33 號 

錄音室：三重市自強路一段 115 號 4 樓 

2 麗歌唱片廠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市福德北路 

公司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 84 號 1 樓至 4

樓 (約 1951-2000 年代前期) 

3 中外唱片場出品 三重市中央北路 49 號 

4 惠美唱片 三重市重新路三段 85 號 

5 皇冠唱片出版社 
三重市車路頭街 23 號 1 樓(工廠地址) 

三重市大有街 29 號(壓片製作) 

6 中美唱片出版社出品 三重市中央北路 49 號 

7 五龍唱片出版社 三重市重新路二段 44 號 

8 新時代唱片 三重市金華街 74 巷 16 號 

                                                        
87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Location_browse.aspx?area=

W orld&Location=Germany&RNO=2003.048.0008.0002&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

瀏覽日期 2016/06/06。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Location_browse.aspx?area=W%20orld&Location=Germany&RNO=2003.048.0008.0002&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瀏覽日期2016/06/06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Location_browse.aspx?area=W%20orld&Location=Germany&RNO=2003.048.0008.0002&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瀏覽日期2016/06/06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Location_browse.aspx?area=W%20orld&Location=Germany&RNO=2003.048.0008.0002&Page=0&Show=DataList&PageSize=1，瀏覽日期201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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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鐘聲 三重市重新路三段 85 號(地址同惠美) 

10 巨世唱片出版社 三重市大同南路 118 號 

11 田園唱片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富貴一路三巷 11 號 

12 
葆德行有限公司附設有聲出版

部出品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九街一號 

13 
光華版唱片/音樂帶 

中和市圓通路 147 號 4 樓 
山歌企業有限公司出品 

14 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北路 1 段 1 號 7 樓 

15 聲佑有聲出版社 臺北市合江街 144 巷 17 號 1 樓 

16 吉馬唱片錄音帶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159 號 10 樓之 2 

17 好歌傳播 臺北市長安西路 177 巷 

18 嘉應唱片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民族錄 239 號 3 樓之 2 

19 龍閣 桃園市龍潭區五福街 279 號 

20 吉聲影視音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市東流里水流東 1 鄰 1 號之 1 樓 

21 上發影視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廣西路 4 巷 40-1 號 2 樓 

22 美樂唱片 

苗栗鎮中正路 711 號(1950 年「國際照相館」

租屋地址)；後來的錄音室位於苗栗縣中正路

644 號 

23 藍天唱片 臺中縣烏日鄉湖日村榮泰街 152 巷 

24 勝聲實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鎮武昌路 27 號 

25 南星唱片出版社 臺南市新生街 21 號 

26 金樺唱片音樂帶有限公司 臺南市崇善 11 街 69 號之 1 

27 聲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市崇德一路 25 巷 30 號 

28 名利 待考 

29 文華唱片 待考 

30 祥聲唱片 待考 

31 東尼機構 待考 

 

值得一提的是，呂金守曾設立的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呂金守從身分的轉

換，作詞、作曲轉變成經營音樂公司的老闆，擁有決定音樂的出版權力者，如同

《搖滾樂社會學》提及 A&R（artist and repertoire）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唱片製作

人。A&R 的責任「就是將藝人的才華轉化為可供銷售的商品，將聽眾群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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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考量。」因此，製作人的角色扮演著整張唱片的創造核心。音樂商品完成後，

宣傳是重要的行銷方式，透過歌星的現場演唱、廣播電臺的播放、唱片行的販售、

電視媒體、文字編輯的報導等，作為宣傳的方法(Simon Frith 1993：136)。 

 

第二節 呂金守布袋戲插曲演唱 

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布袋戲 1970 年開始在臺灣電視公司演出。88 起初，

布袋戲的演出是戶外戲臺的表演方式，又分前場和後場，前場戲臺供操偶師操偶

表演，後場包含樂師、口白師傅等，用於迎神、謝神儀式的演出。再者，娛樂型

態的多元化和衝擊下，1960 年代以後布袋戲的展演模式發展出電視、電影、錄

影帶的媒體傳播。呂金守有寫歌的經驗，於是黃俊雄與他開始在音樂上合作，《史

艷文》戲齣插曲〈醉彌勒〉詞意較「調皮」，醉彌勒是一個角色。呂金守亦曾經

找過 5、6 個人去錄音，呂金守認為其他人唱起來較不好，在時間急迫的情況下，

呂金守演唱〈醉彌勒〉音樂和錄製。89呂金守曾參與電視布袋戲《雲州大儒俠》、

《六合三俠傳》(唱片封套見圖 38)的插曲演唱。隨著電視布袋戲歌曲的盛行，布

袋戲音樂的表現方式被推上唱片流行的市場，使得布袋戲歌曲的創新有了重大突

破的契機，亦讓呂金守的知名度便漸漸提高。 

 

 
圖 38：六合三俠專輯封面，2014/08/21 筆者攝 

                                                        
88
 陳龍廷(2010：327)表示，1970 年 3 月 2 日進軍臺灣電視公司演出《雲州大儒俠》，從每周一、

五個播出一次，直到天天幾乎播出欲罷不能，而引起高層的重視最後面臨腰斬的命運。 
89

 2014/08/21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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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交陳龍廷叉比對陳龍廷 2010 年《發現布袋戲：文化生態‧表演文本‧

方法論》與陳龍廷 2013 年〈跨媒體性‧浮動的能指：1970 年代電視布袋戲角色

主題歌〉，引用這兩份資料，筆者重新整理呂金守演唱布袋戲歌曲，整理 1970

年代呂金守布袋戲角色主題曲唱片表格(見表 5)，而陳龍廷的資料來自巨世、泰

利、三洋、海山、惠美、麗歌等唱片封面，以及陳和平提供的資料。  

如陳龍廷(2010：484-487)一書中所整理之 1970 年代布袋戲主題曲唱片與角

色，呂金守擔任布袋戲「主題曲」(指依照戲劇人物的性格而編的臺語歌曲)演唱，

例如 1970 年戲齣《雲州大儒俠》，(巨世 LW-2007)，角色醉彌勒，主題曲〈合要

好合要爽〉，詞文藝部，敏郎唱；1971 年戲齣《六合三俠傳》，呂金守演唱〈矮

冬瓜〉、〈賣唱生〉、〈勸世歌〉(巨世 LW-2016)。 

表 5：呂金守參與演唱布袋戲主題曲唱片與角色   

年代 戲齣 歌名 角色 作詞 原曲 編號 唱片 演唱 

1970/7 史豔文 合要好

合要爽 

醉彌勒 呂金守 日本曲 

(唱片編曲江明旺) 

LW-2007 

巨世 呂敏郎 

1971 新西遊

記 

三藏取

經 

唐三藏 黃俊雄 星 はなんでも知

っている (星星什

麼都知道) 

LW-2012 

1971/2 新西遊

記 

慷慨仙 慷慨仙 黃俊雄 待考 LW-2015 

囂囂大

褲呆 

豬八戒 黃俊雄 待考 

1971/2 六合三

俠傳 

矮冬瓜 矮冬瓜 林天恩 待考 LW-2016 

賣唱生 賣唱生 林天恩 待考 

勸世歌 賣唱生 黃俊雄 〈參拜百次的小

姑娘〉(お百度こ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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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呂孟儒(2009：28)訪問葉啟田的文中表示，「葉啟田當兵後和中美唱片

公司簽約，中美唱片中的老師呂金守也開始寫歌。」呂金守表示，葉啟田服兵役

後，他有兩年的時間好像不得志，歌廳亦不讓他去演唱，當時葉啟田經由公司老

闆漸漸與呂金守熟識，由呂金守推薦便將這首〈冷霜子〉（中美唱片 CS6666，見

圖 39，師生照見圖 40）給葉啟田唱，其實本來 19 天之後，黃俊雄就要放已經在

臺視剪接好呂金守唱的〈冷霜子〉版本，後來由葉啟田擔任演唱發行，呂金守成

為葉啟田的貴人，此歌在當年亦造成轟動。除此之外，葉啟田也唱紅〈人生〉、〈斷

魂靈鐘聲淚〉、〈三年前的我〉、〈三年後的我〉，一系列作品陸續問世。 

 
           圖 39：冷霜子專輯封面， 

2013/12/26 筆者攝 

         

圖 40：呂金守、葉啟田師生照(發行冷霜子歌曲時所攝)， 

2013/02/17 筆者翻拍 

さん) 

1970/8 劍王子 醉俠 醉俠 待考 待考 LW-2017 

1971/9 史艷文 合要好

合要爽 

醉彌勒 呂金守  日本曲 

 

STA040 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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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呂金守談及到〈冷霜子〉的產生背景有如下敘述： 

 

我不曉得哪一天要出去玩，我在臺北市座計程車，正巧聽到計程車上的

音樂。我就跟司機問：「你這音樂帶可不可以讓給我？」司機說：「我聽

了好久，可以。」我說：「你這音樂帶是從哪裡來？」司機說：「某天，

我載著日本乘客，日本乘客拿給我放給他聽，之後日本人免費送給我。」

我跟司機說：「我跟你買，因為你聽了很久，你賣給我？」司機說：「你

要買的話？那我就兩百塊錢賣給你。」我買了後再去錄音室，再將帶子

過帶，因為那個帶是小小的帶，也怕它斷，我就用兩吋帶過帶，過帶完

後我在拷貝卡帶。〈冷霜子〉挪用日本曲我填入臺語歌詞，給葉啟田演

唱。布袋戲偶我設想一位穿黑衣服的角色，音樂播出後，木偶的臉不要

露相，就比較神祕一點，正臉不要給觀眾看，看背後，直到第三天「冷

霜子」角色才給觀眾看，以前沒看「這個人」(木偶)，歌曲就以已經紅

了。90 

 

從上述訪談得知呂金守做〈冷霜子〉歌曲創作時的動機，呂金守巧合地在搭

乘計程車上無意間聆聽到日本原曲，後來與計程車司機買下帶子，才到錄音室拷

貝過帶，呂金守認為這首日本歌曲的旋律很吸引人，便著手拷貝原版音樂，將日

本歌曲填入臺語歌詞，由葉啟田演唱。我們發現布袋操偶為觀眾帶來神秘感，也

藉以了解到部分閱聽者習慣日本歌曲翻唱的風格。 

 

第三節 呂金守的歌詞分析 

對於流行音樂歌詞的研究，在音樂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領域中，一直是被研

究的重點(見曾慧佳 1998；荘永明 1995、2009；葉龍彥 2001 等)。然而，西方

                                                        
90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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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社會學對音樂歌詞的討論，指出社會其實包含不同族群、階級、性別、年紀

的人組成，若僅以歌詞的分析去評述當代的社會經驗略有所侷限。張釗維(1994：

26)也表示，臺灣的通俗音樂中討論歌詞的論述，是一種「民歌意識形態」，歌詞

被視為反映了社會，但要從不同的生產機制來看待它的差異關係。 

本節從歌詞的分析，討論翻版歌曲的填詞模式和禁忌年代呂金守之禁歌，並

從採用原曲與翻唱曲的分析，探究呂金守音樂跨語種傳唱現象。 

 

一、混血歌：翻版歌曲的填詞模式，以〈愛馬〉為例   

呂金守曾在鈴鈴、惠美等唱片公司出版流行歌曲和笑科劇，以「明郎」藝名

出版。由於歌曲眾多，筆者擇其代表性的作品介紹，如收錄在《愛馬客語明朗歌

唱集》(見圖 41)中的一曲〈愛馬〉，原曲為可愛的馬〈達者でナ〉，原唱是 1960

年三橋美智也91演唱，作詞為橫井弘，作曲是中野忠；1968 年葉俊麟填上臺語歌

詞，由林春福92演唱。樂隊演奏由臨海雷聲樂隊伴奏，林金池編曲，呂金守作詞。 

 

 

 

圖 41：客語明朗歌唱集專輯封面、背面93 

 

                                                        
91
 三橋美智也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9%8B%E7%BE%8E%E6%99%BA%E4%B9

%9F，瀏覽日期 2015/07/09。 
92 林春福所演唱的〈可愛的馬〉，此歌曲由皇冠唱片出版社發行。林春福與賴謙祺、郭金發、劉 

漢忠為四奇士。  
93 呂金守《愛馬》專輯(圖檔)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53，瀏覽日期

2015/0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9%8B%E7%BE%8E%E6%99%BA%E4%B9%9F，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A9%8B%E7%BE%8E%E6%99%BA%E4%B9%9F，瀏
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53，瀏覽日期
http://music.ihakka.net/web/web_songs_view.aspx?id=53，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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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原曲〈達者でナ〉與各語種的填詞(見表6)，曲名不同，但歌詞內容

與原詞所表述之意境或類型仍然相似(見表7)，呈現翻唱跨語種傳唱情形。然而，

音樂著作權的規範不明確，所以許多歌曲採用日本的曲調重新填詞發行專輯。 

 

表 6：〈達者でナ〉與翻唱曲之整理   筆者整理 

 

表 7：〈達者でナ〉與譯曲〈愛馬〉之歌詞  筆者整理 

曲名 達者でナ 可愛的馬 愛馬 心愛的馬 可愛的馬 

發行 1960/10 1968/09 1968/12 1969 1992 

演唱 三橋美智也 林春福 呂金守 青山 陳昇與伍佰 

作詞 橫井弘 葉俊麟 呂金守 佚名 葉俊麟 

語種 日文 臺語 客語 國語 臺語 

日文原曲 〈達者でナ〉(1960) 客語填詞 〈愛馬〉(1968) 

(一)わらにまみれてヨー 育てた栗毛 

  今日は買われてヨー 町へゆく 

  オーラ オーラ 達者でナ 

  オーラ オーラ 風邪引くな 

  ああ 風邪引くな 離す手綱（たづな）が 

  ふるえ ふるえるぜ 

(二)俺が泣く時ゃヨー お前も泣いて 

  ともに走ったヨー 丘の道 

  オーラ オーラ 達者でナ 

  オーラ オーラ 忘れるな 

  ああ 忘れるな 月の河原を 

  思い 思い出を 

(三) 町のお人はヨー よい人だろが 

  変わる暮らしがヨー 気にかかる 

  オーラ オーラ 達者でナ 

(一) 共下也已二年 今日也愛離開 

手牽可愛的馬喲 不覺心哀悲 

噢…………….好啦好啦來放心 

不好傷心來流淚 啊傷心來流浪 

祝福牠快樂 快樂來過日 

 

 

(二) 離別也無可奈 傷心也難做堆 

為了我的環境喲 將牠賣出去 

噢…………….好啦好啦愛放心 

我也不係無情義 啊不係無情義 

祝福牠快樂 快樂來過日 

 

(三) 已經也日落西 海風也冷微微 

難分難難的心喲 忍耐放牠去 

噢…………….好啦好啦請放心 

乖乖聽人的指揮 啊聽人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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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歌詞94： (表 7 日文〈達者でナ〉中譯歌詞) 

(一) 在地上舖滿麥桿中唷，養育長大的栗色馬。今日已被人買去了唷，要被帶 

去城鎮去。喔啦，喔啦，祝你健康哪。喔啦，喔啦，可不要感冒喔。啊，別

感冒喔，放開疆繩後。手在顫抖，著顫抖著。 

(二) 我哭著時候呀，你也跟著哭。我們一起跑過唷，山丘的道路。 

喔啦，喔啦，祝你健康哪。喔啦，喔啦，可別忘記唷。啊，可別忘了，回想 

回想起月光下的河灘吧。 

(三)城鎮上的人們唷，是善心人士嗎。生活的改變唷，令人掛念。喔啦，喔啦， 

祝你健康哪。喔啦，喔啦，希望能再見。啊啊，希望能再見，想再撫摸納可

愛的鬃毛呀阿。   

 

不僅如此，翻版流行歌曲的填詞模式，日語歌曲翻成國語、臺語、客語在流

行音樂演唱是常見模式。1975-2010 年國語流行歌曲的市場，日翻中流行歌曲進

行分析，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國語流行歌曲的市場中，依附日本歌曲作為宣傳

手法(蔡昕璋、鄭可渼 2012)。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混血歌」定義是由荘永

明提出，意指「混血歌曲是受到唱片業者的短視，使臺灣歌壇淪為日本的文化殖

民地。」可見混血歌在當時 1950-1980 年間，唱片公司製作臺語唱片所發行臺語

音樂亦是普遍可見的音樂「混血」現象。例如呂金守作詞的〈人生〉葉啟田演唱， 

葉啟田演唱版本屬日歌臺唱，原曲為夫婦春秋，作曲是市川昭川，作詞是關澤新

一，原唱是村田英雄；葉啟田演唱〈落翅仔歌〉，歌曲挪用 Daniel Boone 的 Beautiful 

Sunday 英文歌曲。混血歌曲所代表的意義具有一種反應「被殖民者思想的現象。』 

(邱婉婷 2011：4)。不單是日本歌曲的演唱，有西洋、國語等外來歌曲的來源 (黃

                                                        
94〈達者でナ〉中譯歌詞，翻譯林技師，瀏覽日期 2016/06/06，

http://blog.xuite.net/chuzu0/twblog/197263570-%E4%B8%89%E6%A9%8B%E7%BE%8E%E6%9

9%BA%E4%B9%9F%E7%9A%84%E6%97%A5%E6%96%87%E6%BC%94%E6%AD%8C%E2

%94%80%E9%81%94%E8%80%85%E3%81%A7%E3%81%AA%E2%94%80%E4%BD%A0%E

8%A6%81%E5%BC%B7%E5%81%A5%E5%93%AA%2B%E6%AD%8C%E8%A9%9E%2B%E6

%B3%A8%E9%9F%B3%2B%E7%BF%BB%E8%AD%AF%E4%B8%AD%E8%AD%AF%2B%E

6%97%A5%E6%96%87%E5%AD%B8%E7%BF%92 

  オーラ オーラ また逢おな 

  ああ また逢おな 可愛いたてがみ 

  なでて なでてやろ 

祝福牠快樂 快樂來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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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 2000、石計生 2014)。除此之外，「大雜燴混血歌」95。(the medley mix-blood 

songs)現象，由石計生(2014：151)進一步提出，「大雜燴混血歌」受到「準全球

化」(quasi-globalization)影響，歌曲的演唱有「日歌臺唱」、「美歌臺唱」、「中歌

臺唱」、臺灣民謠新唱的方式。例如呂金守在 1950-1960 演唱的作品〈十八姑娘

一朵花〉、〈素蘭出嫁啦〉、〈高山青〉與賴碧霞的〈桃花鄉〉等作品，灌製傳

統山歌的客語唱片是就屬於翻版(同上引 2014：238)。在 1960 年代的音樂創作，

呂金守亦說道：「音樂普遍是用日本歌曲的旋律填入臺(客)語歌詞，歌曲旋律多

採用日語『演歌』，或臺語歌詞中會附上一段口白。」
96根據呂金守所言，我們可

以發現演歌的歌曲是當時人們愛演唱的風格。  

 

二、呂金守的禁歌    

隨著時代變遷，臺灣音樂創作歌曲審查，受到政府制度的變革，而經歷了不

同制度的轉換。不同時期歌曲的管制是什麼？用什麼法律方式規範？ 1949-1973

年，臺灣的音樂出版品，例如唱片和歌本需要事先送交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審查 

(林靜怡 2010：56)。文獻中表示，1935 年，第一首禁歌由泰平唱片發行的〈街

頭流浪〉，亦稱〈失業兄弟〉，描述當時臺灣失業找不要工作，被禁的理由因諷刺

當時經濟的不景氣，歌詞寫道：「景氣一年一年歹，生意一日一日害，頭家無趁

錢，返來食家己。唉唷！無頭路的兄弟。」(林太崴 2015：343)。日治時客家音

樂，也有發生被禁的現象，例如徐亞湘(2004：27)《賴碧霞客家山歌專題研究及

影音保存計畫》提到，日治時期，客家山歌禁唱，臺灣客家藝人到哥倫比亞灌錄，

有阿玉旦、梁阿才、蘇萬松四位，客家藝人所唱的二十八字山歌暗罵日本人，後

來遭到禁唱。 

 

日本侵占臺灣後，客家族群野蠻排斥，就用簡單扼要的二十八個字，作

成一首歌，用影射的方式來罵日本人，……因此被不准傳唱，但山歌不

                                                        
95
 石計生(2014：237)「大雜燴混血歌」(the medley mix-blood songs)作用，表現在各種起始(日本、 

韓國、上海、東南亞、西洋和香港)之流傳，如何跨語種、跨界相互滲透、相互翻唱的現象。 
96
 2013/02/1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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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舞臺，屬於即興而發的東西。斷層五十年的客家山歌，賴碧霞絕這是

客家人自己的東西，就慢慢地研究與推廣(徐亞湘 2004：47)。 

 

然而，基於政策緣故，在1956年中廣苗栗臺「好家庭」節目中，有公開向

聽眾徵選歌詞，投稿歌詞通過的聽眾，便能在廣播中聽到賴碧霞演唱。然而，

政策關係，廣播電臺的徐煥堂科長、江平成臺長會先審查歌詞 (范揚坤、徐

亞湘 2004：60)。 

呂金守提及：「歌曲需要先申請，申請過程的第一個單位是臺灣警備總司令部97，

第二是新聞局，第三是 MCAT-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98
1960

年後期，呂金守逐漸投入臺語領域的創作，政權對歌曲的檢查，呂金守作詞的〈無

頭路〉成為禁歌，〈無頭路〉演唱者為呂金守與李文光，當時被禁唱的原因在於，

臺灣怎麼可能找不到工作？怎麼可以唱「無頭路」的內容。憶起過往之事，呂金

守說道： 

 

警備總部得知我有寫一首〈無頭路〉，警備總部的單位就調我進去，原

本我不要去，若沒去警備總部會跟你通緝，我也是常常去警備總部。有

三位，一位專門打人、一位專門問話、一位專門大小聲，其中一位稱呼

馬先生，像這樣講沒有什麼話，馬上就三字經罵出。馬先生就問了三句：

「你是呂金守先生。」我說：「是，我是呂金守。」馬先生說：「你還敢

說是！」三字經就來。現在社會來說，怎麼可能對我這麼沒有禮貌，不

過在裡面你走不了，第三句就罵我，那拳頭就打了我兩、三下，問我會

不會走掉，今天我才知道警備總部不是很簡單，你說什麼不要應他、回

                                                        
9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於 1945 年 9 月 1 日，產生的原因是：「為確保臺澎光復區之治安與

主權，必處理軍事受降與接受、遣俘等事宜」，但是後來卻變成國民黨的特務機關。1958 年

5 月 16 日「臺灣省保司令部」和「臺灣省軍官區司令部」等單位合併之後改名「臺灣警備

總司令部」，同年頒訂出版法，加強禁歌管制政策，詳見李坤城(2007)《再見禁紀的年代》。 
98
 2013/11/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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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說什麼你就說是，就會沒事情了，你若回應他，我也被揮了一拳，

三字經就來了，他說坐著就得站著。99 

 

1944 年國民政府來臺，臺灣在語言和思想上受到控制，歌詞思想若有不雅，

歌曲將禁止播放、演出和販售唱片。從廣播層面來看，1955 年頒布「動員戡亂

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廣播播放禁止禁歌；從唱片業來看，1960 成立「臺

灣省唱片工業同業公會」，唱片業採取註冊製，需向「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登記，

登臺的演員與歌星們都需有演藝事業證照，否則無法公開演出，證照稱作「上演

節目查驗登記申請一覽表」100 (李坤誠 2007：25)。 

1973 年 11 月後，新聞局成立「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品出版小組」負責歌曲審

查(李坤城 2007：31、林靜怡 2010：82)。爾後，新聞局陸續設立「行政院新聞

局廣播電視歌曲輔導小組」、「電視事業改進研究小組」，成立的目的是要唱片公

司旗下的簽約歌星要配合演唱愛國歌，電視節目的內容要有三分之一的「愛國歌

曲」、「藝術歌曲」、「徵選歌曲」(李坤城 2007：32)。 

除此之外，回顧 2007 年 9 月的一則報導中表示，「適逢解嚴 20 週年，行政

院新聞局在 9 月 8 日舉辦「自由歌唱‧歌唱自由記者會」(見圖 42) 101，記者會中

除由黃連煜演唱「無緣」外，謝志偉與黃連煜、呂金守以及阿吉等人大聲合唱「寶

島曼波」，演唱戒嚴時代以各種理由被禁的歌曲，這場發表會呂金守說道：「希

                                                        
99 2015/06/27 呂金守口述歷史(李文古笑科劇編導~呂金守紀錄片賞析：呂金守與邱才彥對談)) 
100 申請歌星證除繳交個人文件外，還必須在省市境內設籍六個月以上，另必須通過面試，臨時

抽籤唱出二十首指定歌曲中的兩首，指定曲多數已發揚民族正氣、修身養性、惕人志氣為主題

的近代歌曲，據聞無相當聲樂基礎或歌唱專業訓練者，或對指定取不夠熟練者將不易合格。黃

裕元(2000：73)《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原引用林金池主編，〈如何請教歌唱演員證〉，《大

眾之歌》，「附錄二」；另可參考石計生(2014：29)。 
101

 行政院發言人、新聞局長謝志偉(任職時間 2007 年 6 月 11 日到 2008 年 5 月 20 日) 4 日出席「自

由歌唱‧歌唱自由記者會」，邀請黃連煜、呂金守、「董事長樂團」主唱阿吉、李坤城等人到場，

進行座談。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sep/5/today-show2.htm，瀏覽日期

2013/12/24。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sep/5/today-show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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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當年所簽下的切結書可以拿回。」另外，筆者詢問呂金守是否保有當年被禁的

手寫歌譜，呂金守表示，曾經寫的禁歌手稿也都沒有留存。 

 

 

圖42：「自由歌唱‧歌唱自由記者會」情景，(左至右)黃連煜、主持人李坤城、

作曲人呂金守、新聞局長謝志偉、董事長樂團阿吉合唱〈外好汝干知〉。 

 

唱片專輯例如《呂金守專輯》(見圖 43)中，呂金守詞曲創作的部分，如〈我

嗎是出外人〉、〈母親 我袜給您失望〉、〈我愛我妻〉、〈緣分啦〉送審第 138 期通

過；〈度小月〉送審第 140 期通過。 

 

 

圖 43：呂金守臺語歌曲專輯封面 2013/12/26 筆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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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頭路〉由呂金守和李文龍臺語演唱，挪用自日本歌曲〈步行〉，(歩く

うた 佐川ミツオ)，收錄在《惠美臺語流行歌曲第三集》(唱片編號 ANL-3404-B)。

第一段歌詞：「無頭路無頭路，搜來搜去無頭路，南平行來到北平，也是無頭路。

東平行來到西平，猶原也是無頭路，有路嗎著愛行，無路嗎著愛行，行來行去心

糟糟，猶原也是無頭路。」查禁歌曲的主管機關「教育部社教司」，以下列理由

予以查禁：「查本省農業工業發達，社會繁榮，稍知自愛而肯自食其力者，不難

謀求生活，該無頭路(失業)一曲，歌詞荒謬，謠言惑眾，顯係有意妨害社會安寧

與秩序」(張錫輝 2009：153)。其它呂金守的作詞中，如〈臺東人〉，歌詞中主要

有句歌詞「你可以弄弄我，我可以衝衝你」；與〈安捏娘〉歌詞中一句「師父的

功夫說多好，安捏娘。」102皆遭禁，其原因在於「安捏娘」的臺語發音，讓聽得

人感到不雅，因此呂金守頻頻被警備總部叫去問話，還因此被迫要寫下切結書，

不准再寫沒工作或帶有戲謔的歌詞，1987 年臺灣解嚴之前的臺灣社會反映人們

壓抑、沉默的心情。 

三、 呂金守慣用的作詞詞彙 

呂金守作詞的作品中，尤其強調故鄉、命運、男女情愛的表達，在異鄉出外

為了生活打拼，男女愛情之間的關心、良心、愛與恨、思君、緣分等。或是討海

人「背著漁網跟船走，波浪做枕頭」、行船人、岀帆的情景與辛勞。例如〈舊皮

箱的流浪兒〉、〈故鄉的列車〉傳達離鄉背井；〈孽緣〉、〈春夢情已斷愛情類、〈醉

彌勒〉抒發情感；〈友情的可貴〉、〈鬥陣是緣份〉描述友情等。呂金守的用字讓

人簡潔易懂，常使用「我」、「你」、「咱」主詞，讓演唱的人可以表達心情，

更能貼近聽眾的生活，也許音樂的表達折射著基層人民的心聲。呂金守說，作詞

遇到的問題會因演唱者的腔調考量進去，受到禁歌年代的約束，使得寫詞時受限。

在詞語表達上，意思相同詞可能同時有 3、4 個，音樂與詞的配合也是創作思考

的關鍵。 

102
2015/06/27 呂金守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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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簡淺說明〈舊皮箱的流浪兒〉與〈斷魂嶺鐘聲淚 〉的歌詞表現。〈舊

皮箱的流浪兒〉歌詞內容雖然詞中，也有隱藏著無工作的含意，但相對的沒有像

〈無頭路〉歌詞表現直接。根據呂金守的說法，寫這首歌詞的時候，靈感來自他

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憶起年輕過往的自己，帶著妻子小孩遠赴臺北工作的心酸，

呂金守國中畢業後離開故鄉獨自奮鬥經營事業，退伍後帶著年幼小孩一同北上，

及使曾過扛磚頭的工作，任何的苦都肯撐肯賣力，歌曲描述著請父母親不要掛念

我，當一位男孩為了生活再苦、再累都會努力打拼著。另外，1974 年〈斷魂嶺

鐘聲淚 〉葉啟田演唱、作詞呂金守，這首旋律選自日本曲。它的故事背景和劇

情，描寫失去妻子的痛苦，歌詞敘說一名女孩墜崖生亡，留下丈夫與幼子相依為

命，每逢日落時分、鐘聲響起，深思妻之苦心情湧上；決意父代母職為愛犧牲，

全心養育愛子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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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呂金守生命史角度切入，進而探討臺灣流行音樂的歌曲創作與流通，

分別由「呂金守的音樂生命歷程」、「唱片音樂製作--呂金守歌曲的產生與音樂展

演」、「純聽唱片之外--呂金守歌曲的再利用與版權探討」、「呂金守音樂作品的分

析」四部份建構呂金守所處的流行音樂歷史、社會背景，以及音樂產製過程、歌

曲的版權義務關係、音樂作品整理與分析。根據史料和田野資料，勾勒 1960 年

代以來，呂金守在臺灣的音樂發展脈絡，並與當今臺灣音樂進行連結。 

第二章以呂金守的音樂生命史呈現，第三章隨著音樂載體科技的發展，唱片

公司不僅是產業的中介，亦顯示唱片產業經營者的市場操作和流通管道。第四章

討論呂金守的歌曲版權在社會變遷下，商業利用、文化利用的歌曲使用情形，強

調著作權對創作者的重要性，歌曲權力擁有者與使用人的經濟收益關係。事實上，

新興科技的盛行與盜版的影響，對創作者人的利益是受到損失，亦改變音樂消費

模式。第五章是音樂資料蒐集後的研究初步成果統計，說明翻版填詞、禁歌背景

的闡述。 

綜上所述，筆者對呂金守的研究有以下幾點重要發現。第一，呂金守一直被

強調是 1980 年代重要的客家音樂代表者，事實上，筆者整理呂金守歌曲後發現，

呂金守創作臺語歌曲的數量比客語歌曲甚多，也就是說，呂金守的客家音樂身分

地位是社會建構。《無緣》呂金守負責作詞企劃，除了吳盛智優異的音樂演奏、

演唱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歌曲本身的獨特性，加上有別於傳統客家音樂的演奏、

唱之外，這源於社會的影響力，亦是 1980 年代後臺灣客家流行音樂之所以有新

轉變的緣由。第二，呂金守擔任錄音學徒時間，呂金守曾說：「曾與鈴鈴唱片公

司洪傳興老闆一同採錄山地歌曲。」文獻提及洪傳興獨自一人進行採錄山地歌曲，

事實上亦有其他參與者一起合作。第三，從文獻回顧與訪談紀錄進行相互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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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史料可能出現的的矛盾、疏露，例如筆者與郭一男詢問當時《舊皮箱的流浪

兒》的銷售情形是否有達到百萬銷售的說法，郭一男並未具體回應，但提到這張

專輯他認為是有暢銷。第四，藉由呂金守的訪談，瞭解當時唱片市場形態的轉變，

瞭解呂金守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當時音樂合作人員。第五，呂金守的歷史敘述提供

我們想像的空間，呂金守過去在 1960 年代被調至警備總部審問歌曲，呂金守話

語的陳述，可以感受到在戒嚴時期思想、言論禁忌的權力。 

筆者透過呂金守的生命歷程，讓我們理解呂金守身處時代的臺灣流行音樂現

象。呂金守的生命經驗和音樂創作，多少讓我們在回顧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歷史

中有一個雛型，因為進入 1980 年代後，校園民歌和創作歌曲對臺灣的流行音樂

起了很大的改革，像似「企業化、專業化、工業化的唱片產業」(簡妙如 2002：

123)。音樂唱片經營有別於 1980 年前的不同，諸如消費結構轉向年輕學生市場、

歌手以開演唱會證明實力、「唱片企劃」的概念；唱片出版發行轉為企業結構的

操作，以推出形象鮮明創作型歌手(sing& song writer)、偶像型團體歌手的企劃宣

傳手法，在音樂上強調如「搖滾」、「年輕」的風格 (同上引 2002：112)。因

此，1980 年代前呂金守所產生的流行音樂，與 1980 後相較，音樂的生產和消費

模式極其差異。 

研究限制上，筆者曾試圖詢問從事客家廣播節目主持人，但未能聯繫順利，

因此呂金守客家歌曲在廣播媒介播歌情況，這部分筆者在文中並沒有談論。此外，

呂金守歌曲方面，若能在資料掌握上蒐集到 1960 年後在廣播中被播放的紀錄，

便能窺探呂金守歌曲在聽眾的接受程度是如何；若能得知唱片銷售量的統計，便

能得知專輯銷售量數據；若能蒐集更全面呂金守歌曲的唱片實體資料，將有更完

整的統整；尤於受訪者對於過往發生的經驗，時間甚遠，受訪者的回答只能憑較

有印象的經驗陳述；經濟利益的分配涉及到公司與個人隱私，以上這一些問題受

限於資料不足，論文的書寫上而無法有較全面的呈現，這些都會受到研究上的侷

限。筆者進行呂金守研究過程裡，有時會疑惑受訪者的回答，這些疑惑正也引導

我們思考訪談紀錄的真實性。無可否認地，研究過程須不斷透過文獻回顧、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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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尋找資料、驗證資料的方式來回答問題，或是透過其他參與者們的經驗多

次確認資訊，才能較有正確的描述。 

本文書寫呂金守的音樂研究，建立在呂金守音樂作品歸納整理、唱片產製過

程、版權探討、歌曲流通方式等紀錄，期許未來能擴大相關人物的訪問和史料的

增添，提供音樂史研究多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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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呂金守年表 

 

西元 年齡 事紀 

1935 01 1934 年 1 月 3 日呂金守出生於澎湖。 

1945 11 
搬到高雄，小學就讀高雄旭日國小，小學畢業後考上內埔

中學，因家境關係沒繼續升學。 

1949-1952 15-18 臺南學習修理腳踏車。 

1953 19 返回萬巒家經營腳踏車店 

1954 20 認識妻子李福妹(1936 年生) 。 

1957 23 與李福妹結婚、臺北經裡學校服兵役。 

1959 25 退伍。 

1960 26 

退伍後萬巒經營腳踏車店一年。 

臺北扛磚頭工作。 

徵信(現今中國時報)報社發報員，期間參與歌唱比賽，參加

「中華電臺比賽」常演唱的歌曲是〈南都夜曲〉。 

1961 27 
大約 1961 年加入鈴鈴唱片與郭金發、林春福認識。 

原住民部落採集錄音。 

1963 29 
呂金守做錄音師學習，良山在錄音室錄音，之後與他成為

好朋友。 

1964 30 

呂金守在鈴鈴唱片公司發行客語演唱專輯。 

文光和呂金守在惠美和信義唱片兩公司合輯，推出〈無頭

路〉歌曲。 

1965 31 
呂金守與文光(1934 出生─迄今)合作編寫十集《李文古笑

科劇》。 

1967 33 

呂金守在美樂唱片公司發行客語演唱專輯。 

呂金守作詞〈舊皮箱的流浪兒〉的發行紀錄，1967 年 1 月

南星唱片 (NS114) 。 

1968 34 客語明朗歌唱集 KL-1590。 

1969 35 張素綾臺語暢銷第一集：愛的四季  歌曲名稱〈晶晶〉。 

1970 36 
中美-葉啟田〈斷魂嶺鐘聲淚〉。 

1970 中美 CS-10003 葉啟田金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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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左右，游國謙引領進入電視臺八點檔歌曲製作。 

1971 37 1 月臺視布袋戲新西遊記全部插曲。 

1972 38 
約 38-40 歲，呂金守製作「臺語歌影視明星聯歡大會第二

強檔」，該節目於 3 月 26 日高雄金都樂府歌廳舉行。 

1973 39 

麗歌 AK-906 葉啟田《落翅仔歌》。 

呂金守策畫與學生葉啟田舉辦「懷念的臺灣歌王歌后的演

唱會」。 

1973-1974 臺語歌曲專輯《不平凡的愛》臺視閩南語連戲劇

主題曲。 

參與第二屆或第三屆(1976/07/09)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1975 41 

2 月麗歌 AK-968 葉啟田《三年前的我》。 

6 月麗歌 AK-978 葉啟田《三年後的我》。 

8 月麗歌 AK-984 劉福助《一樣米飼百樣人》。 

在高雄鳳鳴電臺開設音樂教室，時間約兩年。 

1976. 42 
12 月麗歌與新加坡凱旋唱片合作 MLP-2082 埔里小姐 

〈宜蘭人〉一曲收入此專輯。 

1979 45 勝聲公司製作葉啟田《春夢情已斷》專輯。 

1980 46 

呂金守設立金盾唱片公司，後因請牌登記未通過。 

呂金守製作的「懷念臺語歌謠新歌發表會」，於 6 月 11 日

起七天在臺南大歌聽演出。 

1981 47 作詞企劃《無緣》專輯。 

1983 49 6 月臺灣 金車輪發行呂金守《我嗎是出外人》。 

1985 51 
臺北開設音樂教室，學生有申進一、甘奇靈、田路路。 

1985 年 4 月製作《申進一閩南語專輯》(飛達 FD-1001) 。 

1986 52 
雲門舞集的舞作中「我的鄉愁我的歌」，以〈無緣〉一曲 

配樂。 

1988 54 呂金守在麗園、名利唱片公司作詞、作曲。 

2000 66 
9 月 2 日設立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左右呂金守受邀大陸表演活動。 

2002 68 
呂金守設立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故鄉新希望〉劉秀暐唱曾獲第二屆客家新曲獎。 

2007 73 

結束臺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營業。 

12 月 11 日參與演出新聞局舉辦「解嚴 20 週年系列活動-

禁歌禁曲演唱會」。 

2009 75 返回屏東萬巒鄉五溝村居住。 

2013 79 呂金守榮獲 2013 年度「客家臺灣文化獎」。 

2015 81 
李文古笑科劇編導~呂金守紀錄片賞析 (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二樓會議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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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林峰演唱〈舊皮箱的流浪

兒〉，節目名稱是《古早味ㄟ臺灣歌金曲演唱會》。 

10 月 17 日)在衛武營中央草皮舉辦《寶島歌王之夜》音樂

會，呂金守作為顧問角色和演唱〈醉彌勒〉。 

 

附錄二、呂金守音樂作品 

資料來源依呂金守所提供的唱片實體封面、曲譜資料、手寫歌譜複印整理以

及史料相互比照。臺語唱片提供者陳宏林先生，網路電子資料如國家圖書館影音

數位網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等，筆者整理日期至 2016 年 6 月。附錄

二依序整理如下： 

一、呂金守客語歌曲專輯：共計 13 張專輯 

二、呂金守客家歌曲出版歌本：共計 2 本 

三、呂金守國語歌曲：共計 6 首 

四、呂金守臺語歌曲之一：共計 64 首(未依專輯整理) 

五、呂金守臺語歌曲之二：共計 42 張臺語專輯(依專輯整理) 

 

一、呂金守客語歌曲專輯：共計 13 張專輯 

收入專輯 歌曲名稱 作詞 作曲 演唱者 唱片公司 

陳志明-客語

歌曲專輯 

A 客家人 呂金守 呂金守   

好歌傳播

有限公司

股份 

父母生成 呂金守 呂金守   

醉歌 呂金守 呂金守 
荘蕙如

口白 

將舊的皮箱 呂金守 呂金守   

媽祖生 呂金守     

農夫 呂金守     

B 印崗戀情 呂金守 呂金守   

做人難又難 呂金守 呂金守   

怨嘆自家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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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有一封信 呂金守 呂金守   

憂慮又何奈 呂金守   
荘蕙如

主唱 

無緣 呂金守 呂金守   

1981 陽光客

家歌謠傑作

集 

A 無緣 呂金守 呂金守 

吳盛智 皇冠 

問卜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採茶歌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濃膠膠 呂金守 吳盛智 

跳月古人調 
呂金守採曲

填詞 
客家歌謠 

美濃調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桃花開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B 勇往直前跑 呂金守 吳盛智 

十八相送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玉鳳合唱 

山歌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十朝歌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桃花過渡 
呂金守採曲

補詞 

客家歌謠

玉鳳合唱 

1997 劉秀暐

專輯 相思苦

問蒼天 

相思苦問蒼天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上發 
愛情个酒樣按

若 
涂敏恆 呂金守 

世間个愛世間

情 
黃義永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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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你个關懷 呂金守 呂金守 

長短夜 黃義桂 呂金守 

生緣唔使生靚 呂金守 呂金守 

難以相投个緣

分 
呂金守 呂金守 

春夢難再圓(劉

秀暐、陳威) 
呂金守 呂金守 

僥心的人無好

尾 
呂金守 呂金守 

你怨誰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懶司个愛人 呂金守 
古賀政男

(日本曲) 

客家妹仔專

輯 

客家妹仔 賴碧霞 呂金守 

劉秀暐 上發 

一心等待你 呂金守 呂金守 

濃情蜜意 劉興照 呂金守 

一枝草一點露 薛能章 呂金守 

生份人 賴碧霞 呂金守 

思君 賴碧霞 呂金守 

舊情難忘 黃苓瑄 呂金守 

又想佢 鍾菊英 呂金守 

隨緣 黃義桂 呂金守 

愛你愛到老 賴碧霞 呂金守 

恩愛个夫妻 呂金守 呂金守 

桃花戀情 薛能章 呂金守 

千禧客語歌

曲 劉秀暐 

露水情侶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臺灣唱片

股份有限

公司 

熟事無意中 呂金守 呂金守 

行船人 呂金守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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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愛上你 呂金守 呂金守 

秋風又吹來 呂金守 呂金守 

憨就憨一擺 呂金守 陳清文 

傷透心个人 呂金守 王瑞河 

看透透 呂金守 呂金守 

給我傷心个人 呂金守 呂金守 

金玉良言 劉興照 呂金守 

千禧客語流

行歌曲 鄧百

成 

純情个人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成 

臺灣唱片

股份有限

公司 

妹心愽愽飆 呂金守 呂金守 

看透透 呂金守 呂金守 

北風 呂金守 呂金守 

(國語歌曲)我

陪你到天明 
呂金守 呂金守 

阿舍公子 呂金守 日本曲 

飛走个鳥 呂金守 日本曲 

茶山情歌 呂金守 呂金守 

單身哥仔 呂金守 王瑞河 

風流莫下流 呂金守 日本曲 

(臺語歌曲)輸

贏不在一時 
呂金守 呂金守 

1998 我也是

客家人 

客家人       

桃園龍閣 

印崗戀情       

將舊的皮箱       

醉歌       

媽祖生       

父母生成       

無緣       

怨嘆自已       

做人難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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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呂金守客家歌曲出版歌本： 共計 2 本 

 

出版時間 歌本名 曲名 作詞 作曲 演唱者 出版商 

待考  

呂金守/客

家創作流

行歌曲 

長短夜 黃義桂 呂金守 劉秀暐 

上發音樂

叢書 

中原頌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成、劉秀暐對唱 

你怨誰人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無緣介人 呂金守 船春徹 鄧百成 

桃花戀情 薛能章 呂金守 薛能章、古惠景對唱 

春夢難再

圓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陳威對唱 

等你等斷

腸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懶司介愛

人 
呂金守 古賀正男 劉秀暐 

友情介可

貴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成 

謊話一牛

車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成 

恩愛介夫

妻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陳威對唱 

難有一封信       

1998 客家風

情話 流行歌

曲 

1 印崗戀情 2 將舊的皮箱 3 醉歌 4 客家人 5 媽祖

生 6 父母生成 7 無緣 8 怨嘆自己 9 做人難又難

10 難有一封信 

臺北縣淡

水鎮:金王

星傳播 

2002 客家新

曲獎第二屆 
故鄉新希望 劉興照 呂金守   

新竹縣立

文化中心 

李文股再現

江湖 【客家

口語經典劇 

CD 珍藏版】 

1~5 片 CD       

聲鼎文化

事業有限

公司 

以下三筆資料從國圖影音數位蒐集 

1965 年 王哥柳哥奇遇記 V.1  阿三、阿四、阿五妹灌唱 

1965 年 王哥柳哥奇遇記 V.3  阿三、阿四、阿五妹灌唱 

1965 年 曾得同遠來看      鐘聲、呂金守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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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人仔時

代 
呂金守 待考 鄧百成 

捱係出外

人 
呂金守 待考 鄧百成 

人各有所

長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成 

相思苦問

蒼天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承蒙你介

關懷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生緣唔使

生靚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爸爸交帶

介話 
呂金守 雅拉斯 鄧百成 

靠自己介

本能 
呂金守 徐川 鄧百成 

世間介愛

世間情 
黃義永 呂金守 劉秀暐 

愛情介酒

樣按若 
涂敏恆 呂金守 劉秀暐 

難以相投

介緣分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僥心介人

無好尾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秀暐 

捱愛介人

就係你 
呂金守 待考 鄧百成 

2005 

呂金守客

語創作歌

曲專輯 

北風 呂金守 呂金守   

吉聲音樂

叢書/作者

劉家丁/出

版項：桃

園縣平鎮

市吉聲影

視音 

行船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油桐花 呂金守 呂金守   

看透透 呂金守 呂金守   

愁嘛个 呂金守 呂金守   

你怨誰人 呂金守 呂金守   

金玉良言 劉興照 呂金守   

阿舍公子 呂金守 外來曲   

客家真情 呂金守 呂金守   

柔腸寸斷 呂金守 呂金守   

飛走个鳥 呂金守 呂金守   

純情个人 呂金守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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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哥仔 呂金守 王瑞河   

藕斷絲連 呂金守 日本曲   

支持的可

貴 
呂金守 呂金守   

妹心博博

飆 
呂金守 呂金守   

盲目愛上

你 
呂金守 呂金守   

春夢難再

圓 
呂金守 呂金守   

風流莫下

流 
呂金守 外來曲   

無彩捱愛

你 
呂金守 呂金守   

等你等斷

腸 
呂金守 呂金守   

傷透心个

人 
呂金守 王瑞河   

熟事無意

中 
呂金守 呂金守   

憨就憨一

擺 
呂金守 呂金守   

斷線个紙

鷂 
呂金守 呂金守   

相思苦問

蒼天 
呂金守 呂金守 編曲：欒克勇 

給我傷心

个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愛你个心

已冷 
呂金守 文夏   

生緣唔使

生靚 
呂金守 呂金守   

捱係針你

捱線 
呂金守 呂金守   

捱陪你到

天明(國) 
呂金守 呂金守   

有骨氣的

年輕人 
呂金守 日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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僥心个人

無好尾 
呂金守 呂金守   

難以相投

的緣份 
呂金守 呂金守   

門一開錢

就滾滾來 
呂金守 日本曲   

 

三、呂金守國語歌曲：共計 6 首 

 

 

四、 呂金守臺語歌曲之一：共計 64 首(未依專輯整理) 

 

說明：指呂金守的手寫歌譜，筆者複印後整理表格。 

 

序號 曲名 作詞 作曲 演唱 

1 醉彌勒(合要好合要爽) 呂金守 呂金守 呂敏郎 

2 1989.5.15 按呢娘 呂金守 呂金守 呂金守 

3 牽仙調 呂金守 待考 劉福助 

4 小雨要接落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福助 

5 臺東人(麗歌公司) 呂金守 呂金守 劉福助 

6 宜蘭人 呂金守 待考 劉福助 

7 相欠債(葆德公司) 呂金守 待考 劉福助 

8 甭受氣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洪榮宏 

9 真生氣 呂金守 待考 洪榮宏 

10 他鄉的男兒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洪榮宏 

11 離別的鐘聲 呂金守 待考 洪榮宏 

序號 歌曲名稱 作詞 作曲 演唱者 
 

1 我陪你到天明 呂金守 呂金守 鄧百城演唱 
 

2 你怨誰 呂金守 呂金守 田路路 
 

3 忘了我 呂金守 待考 馬郁美 未出版 

4 謝謝你關心 呂金守 呂金守 馬郁美 未出版 

5 年節時景 許杭 呂金守 蔡幸娟 
 

6 春秋閣之戀 呂金守 呂金守 戴僖 試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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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鄉迎鬧熱(皇冠公司) 呂金守 待考 洪榮宏 

13 我是出外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洪榮宏 

14 思鄉的人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洪榮宏 

15 追夢人的酒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洪榮宏 

16 白色情的人 呂金守 待考 洪榮宏 

17 悲戀的酒場 呂金守 待考 洪榮宏 

18 故鄉一封信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19 純情的行船人 呂金守 待考 葉啟田 

20 懺悔 呂金守 呂金守 方瑞娥 

21 不應該有的愛 張宗榮 呂金守 方瑞娥 

22 青春無幾時 呂金守 日本歌曲 黃西田 

23 1970.2 男性的氣魄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24 因為我愛你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25 我恨的人就是你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26 淡水河邊 呂金守 待考 葉啟田 

27 青春無幾時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28 人要有骨氣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29 愛情無辜的人 (麗歌公司) 呂金守 待考 葉啟田 

30 給愛人仔煽東風 呂金守 待考 葉啟田 

31 愛情無專一的人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32 愛人仔的批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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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逢情綿綿 呂金守 
 

葉啟

田、方瑞

娥對唱 

34 因為我愛你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35 咱該行的路 呂金守 
 

葉啟田 

36 中山七里 呂金守 
 

葉啟田 

37 哀愁的列車 呂金守 
 

葉啟田 

38 內山小和尚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39 西海岸情歌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40 愛情無專一的人(麗歌公司) 呂金守 
 

葉啟田 

41 落翹仔歌 呂金守 
 

葉啟田 

42 離開故鄉的我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43 澎湖伯遊臺灣(麗歌公司) 麗歌 呂金守 葉啟田 

44 離開故鄉的我(祥聲公司)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45 冷霜子(中美公司)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46 淚痕 
呂金

守、中生  
葉啟田 

47 錯愛(勝聲公司) 呂金守 
 

葉啟田 

48 人生著要打拼 呂金守 
 

葉啟田 

49 古錐的(麗歌公司)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50 騙婚記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51 流浪漢 呂金守 
 

葉啟田 

52 夜行列車(葆德公司) 呂金守 
 

葉啟田 

53 你的誓言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54 中國功夫(麗歌公司)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55 悲戀情史 呂金守 
 

葉啟田 

56 各有千秋(麗歌公司)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57 少年著愛夢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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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我要行的路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59 故鄉的列車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60 各有千秋各有志 呂金守 日本歌曲 黃西田 

61 想著歸腹火 呂金守 呂金守 田路路 

62 戲棚下監久人的 呂金守 呂金守 張一仁 

63 茶山情歌 呂金守 呂金守 張一仁 

64 賣塩順仔 呂金守 呂金守 張一仁 



 

136 

 

五、呂金守臺語歌曲之二：共計 42 張臺語專輯(依專輯整理) 

 

發行時間 
收入專輯

(編號) 
歌曲名稱 其他 作詞 作曲 演唱者 唱片公司 

待考 
申進一專

輯 

A 誤會 新聞局第 161 次通過 洪福村 呂金守 

申進一 
藍天唱片音樂帶有

限公司 

阮是庄下人 新聞局第 161 次通過 呂金守 文夏 

媽/我真思念您 新聞局第 160 次通過 呂金守 呂金守 

男性的心情 
 

邱樂人 
 

一生只為你 
   

夜夜為你失眠 
 

蜚聲 
 

B 知足才是樂觀 新聞局第 160 次通過 
 

呂金守 

艱苦著忍耐 新聞局第 160 次通過 呂金守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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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小月 新聞局第 140 次通過 呂金守 呂金守 

傷心何奈 
 

黃玉玲 
 

人生著要打拼 新聞局第 168 次通過 呂金守 呂金守 

流浪天涯三兄妹 
 

蜚聲 
 

林峰 南星唱片出版社 
1969.8 

林峰金唱

片  

NS-210 

A 舊皮箱的流浪

兒  
呂金守 關野幾生 

思妻旅遊 
 

王時人 
 

一生為著妳 
 

謝麗燕 
 

送出帆 
 

陳達儒 林錦隆 

流浪記(連串曲) 
 

愁人 
 

B 姑娘真美麗 
 

葉俊麟 
 

爸爸緊返來 
 

王麗華 
 

流浪天涯伴吉他 
 

劉達雄 
 

陳三五娘 
 

葉啟東 
 

風流黑狗兄 
 

阿狗兄 
 

懷念的花籃灯 
 

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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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2 

張素綾臺

語暢銷第

一集：愛

的四季 

晶晶 呂金守 張素綾 
新時代唱片(位於三

重) 

1969 

洪一峰轟

動歌唱集 

第三集 

RR-6057 

追憶的戀夢 呂金守 洪一峰 

鈴鈴 

傷心的離別 呂金守 洪一峰 

五月花 

淡水河邊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洪一峰 

雙燕影 

最後一封信 

港都夜雨 

秋風夜雨 

男性的苦戀 

鷺與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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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 

臺視布袋

戲新西遊

記全部插

曲  

LW-2012 

待考 待考 待考 待考 待考 巨世 

大約 1973-1974 

臺語歌曲

專輯《不

平凡的

愛》

AK-908 

不平凡的愛 
臺視閩南語連戲劇主

題曲 
黃玉玲 吳景中 司馬玉嬌 

麗歌 

春秋風雨 「不平凡的愛」插曲 黃玉玲 吳景中 方瑞娥 

心愛請保重 呂金守 

無情的戀夢 呂金守 

人海茫茫 東方白 東方白 

天涯流浪兒 

不可辜負我的愛 唐山 藝昇 

孤女悲歌 

流浪的呆命子 藝昇 藝昇 

環境來所害 于文 于文 

純情心 明霓 東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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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圈套 黃敏 

1974 

轟動歌壇

懷年臺語 

紅歌星金

曲精選集 

AK-952 

流浪到臺北 黃西田 

麗歌 

最後的火車站 方瑞娥 

舊皮箱的流浪兒 林峰 

三聲無奈 林秀珠 

流浪魔法師 郭大誠 

酒女夢 胡美虹 

再會呀港都 文夏 

何時再相會 良山 

黃昏嶺 紀錄霞 

可愛的馬 敏朗 

1975.2 AK-968 

三年前的我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麗歌 

男女之間 呂金守 葉啟田 

思念故鄉的情人 

悲哀的戀夢 

為你相思 

可愛的人 

草根大使 王禛和 敏朗 

癡情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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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綿情絲斷未離 
    

媽媽交代的話 
    

一粒流星 
 

馬沙 東方白 
 

我是行船人 
    

1975.7 

臺語歌后

方瑞娥暢

銷歌曲

集：等君

情淚 

AK-985 

緣投免撓擺 
 

呂金守 呂金守 方瑞娥 麗歌 

推測 1975 

臺視閩南

語連戲劇

〈自君別

後〉主題

曲：深深

的戀情  

AK-999 

孽緣 
 

呂金守 呂金守 方瑞娥 

麗歌 

心情慮蔥蔥 
 

呂金守 呂金守 方瑞娥 

傷心地信 
 

呂金守 呂金守 方瑞娥 

待考 
轟動暢銷

閩南語歌

單戀 
 

呂金守 
 方瑞娥 麗歌 

故鄉之春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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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精選方

瑞娥主唱 

AK-1230 

媽媽一封信 
 

呂金守 
 

難忘的火車站 
   

幸福的人生 
   

月下流浪兒 
   

夢中的夢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橋頭送別 
   

你是所愛的人 
   

海邊月 
   

離開故鄉的? 
 

呂金守 
 

咱要行的路 
 

呂金守 
 

1976.4 

無奇不有 

姻緣路：

黃西田專

輯 

AK-1017 

無奇不有 
 

呂金守 
 

黃西田 

麗歌 

十八姑娘 
 

黃玉玲 吳景中 
 

姻緣路 
  

曾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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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2 

高羊主唱

臺語歌曲

專輯《第

四集：可

愛的馬》

PRA-6883 

    
高羊 

葆德行有限公司有

聲書版部(寶德唱

片) 

1976.12 

轟動歌壇

懷念臺語

紅歌星金

曲精選集

第五集

AK-1055 

戀歌 
   

李清風 麗歌 

1978 

黃西田轟

動歌唱集      

WL-1027 

西田仔牽水牛 
 

呂金守 林金池 黃西田 

五龍唱片出版社 

故鄉的列車 
 

呂金守 林金池 黃西田 

阿西遊臺北 
 

呂金守 林金池 謝震宏 

阿娘仔十七、八 
 

呂金守 林金池 黃西田 

懷念故鄉的歌 
 

呂金守 林金池 黃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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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某圓仔妳幾歲 
 

謝麗燕 
 

郭大誠 

醒來吧！雷夢娜 
    

厝前厝後通人知 
    

玫瑰小姐 Miss 
    

請妳免擱講啦 
    

1981.1 

張一仍、

尤菁臺語

情歌對唱

專輯 

青春機車隊 
 

呂金守 日本曲 張一仍、尤菁 
 

待考 
江蕙臺語

專輯一 

你不該輕視我 
著作完成 1980 年 

3 月 7 日文字著述 
呂金守 日本歌曲 

江蕙 
 風塵淚 

著作完成 1988 年 

5 月 2 日   

鄉下少女 
 

呂金守 
 

山頂黑狗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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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 呂金守 

心事誰人知 

女性 呂金守 日本歌曲 

無緣做鴛鴦 

白色的愛 

愛與恨 

1983.5 
江惠專輯 

TE-7008 

你著忍耐 廖信富 箽家銘 

江惠 
田園唱片企業有限

公司 

安娜 箽家銘 

命運要怨誰 呂金守 

出外人免怨嘆 呂金守 呂金守 

探獄思君怨 

悲哀的戀夢 

愛情受阻礙 箽家銘 箽家銘 

望你來關懷 許杭 葉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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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鼗人的氣魄 
 

箽家銘 箽家銘 

望郎早歸 
   

運河追想曲 
   

南都夜曲(臺灣民

謠)    

1983.5.6 
 

情願 
著作完成 1978 年 

4 月 10 日 
呂金守 呂金守 

良山 
 

人豈無得運時 1979 年 10 月創作 呂金守 呂金守 

1984.1 

良山

1984 閩

南語專輯     

SA-6002 

成功免得意 
 

呂金守 呂金守 

良山 光華版唱片/音樂帶 

白米酒 (國語歌

曲)    

初戀的路 
 

呂金守 
 

東港戀情 
 

游國謙 
 

勸浪子 
 

李川 楊三郎 

運 
 

呂金守 呂金守 

看破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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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大雨彼日 
 

葉俊麟 
 

難忘的勃露斯 
 

陳三雅 
 

咱的青春 
 

葉俊麟 
 

離別的情淚 
 

呂金守 
 

1985.6.15 
良山與吉

他 出帆 

出帆 
著作完成 1978 年 

4 月 1 日 
呂金守 呂金守 

良山 麗歌 

期待再相會 
 

成鳳 黃仁清 

一顆流星 
 

馬沙 東方白 

媽媽請您也保重 
 

愁人 
 

溫泉鄉的吉他 
 

葉俊麟 
 

舊皮箱的流浪兒 
 

呂金守 
 

舞女 
 

俞隆華 俞隆華 

戀歌 
 

愁人 愁人 

夜半路燈 
 

許石 許石 

雨夜的花蕊 
 

呂金守 
 

秋風女人心 
 

周添旺 
 

人客的要求 
 

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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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8 
 

友情的可貴 
著作完成 1989 年 

12 月 8 日音樂著作 
呂金守 呂金守 

良 山 
 

流浪的情歌 
著作完成 1989 年 

12 月 8 日音樂著作 
呂金守 呂金守 

待考 
良山專輯

AK-1442 

來哈燒茶 
 

呂金守 呂金守 

良山 麗歌 

討海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有骨氣的人 
 

呂金守 
 

落魄是暫時 
 

張宗榮 紀力男 

瀟瀟風雨太無情 
 

張宗榮 良山 

春天在何處 
 

呂金守 
 

難忘的一杯咖啡 
 

張家榮 呂金守 

流浪人的純情曲 
 

呂金守 
 

漂泊的男子漢 
 

張家榮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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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都雨濛濛 
 

張家榮 呂金守 

無聊的男性 
   

無聊的人生 
   

待考 
葉啟田之

歌 

人生 1974 年 10 月寫作 呂金守 徐川 葉啟田 

葆德行有限公司有

聲書版部(寶德唱片 

愛的心聲 
 

呂金守 洪一峰 葉啟田 

內山兄弟 
    

孤獨客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運河悲喜曲 
   

葉啟田 劉燕燕

合唱 

有錢萬事通 
 

呂金守 
 

葉啟田 

離愁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心愛可比天頂星 
   

葉啟田 

多情的男性 
 

呂金守 
 

葉啟田 

想著彼個人 
   

葉啟田 

待考 媽媽！春 媽媽 
 

呂金守 聖聲 葉啟田 勝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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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情已斷

專輯

SVT-801 

懷念的春天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舊式的新娘 
 

呂金守

作詞/郭

大誠口

白 

日本歌曲 
葉啟田、雷絲絲

合唱 

我不是失戀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路邊彼個小姐 
 

呂金守 勝聲 葉啟田 

春夢情已斷 
著作完成 1979 年 

2 月 3 日文字著作 
呂金守 勝聲 葉啟田 

情難移 
 

呂金守 勝聲 葉啟田 

初戀的熱度 
 

呂金守 日本歌曲 葉啟田 

為什麼我愛你 
 

呂金守 
 

葉啟田 

離別之夜 
 

愁人 
 

葉啟田 

待考 
寶島歌王

葉啟田：
阿松哥 

臺視閩南語連戲劇主

題歌 
麗哥 曾仲影 葉啟田 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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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氣

魄 

AK-831 
男性的氣魄 陳秋和 葉啟田 

我恨的人就是你 呂金守 葉啟田 

溫泉鄉的流浪兒 葉啟田 

野玫瑰 蜚聲 蜚聲 葉啟田 

誰是知心人 陳秋和 光陽 葉啟田 

甘國寶過臺灣 
臺視閩南語連戲劇主

題歌 
王明山 黃文紫 良山 

因為我愛你 呂金守 葉啟田 

舊皮箱的流浪兒 呂金守 葉啟田 

港口情歌 莊啟勝 葉啟田 

待考 

葉啟田、

敏郎主唱

專輯

斷魂嶺鐘聲淚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中外唱片 

故鄉的愛人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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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6012 
失戀免悲傷 

 
秋明 

 
葉啟田 

愛著愛到死 
 

黃敏 
  

恨天無公平 
 

呂金守 呂金守 葉啟田 

為著誰人 
 

呂金守 呂金守 敏郎 

悲戀的愛 
 

王美英 呂金守 敏郎 

往事難追回 
 

王美英 
 

敏郎 

愛情失敗者 
 

陳星光 
 

敏郎 

流浪的樂師 
 

愁人 
 

敏郎 

待考 

呂金守臺

語歌曲專

輯 

TAL-101 

我嗎是出外人 
 

呂金守 呂金守 

呂金守 
臺灣唱片企業有限

公司發行 

母親、我抹給您失

望  
呂金守 呂金守 

有骨氣的人 
 

呂金守 
 

著錢癌 
 

呂金守 
 

他鄉思妻兒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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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又天涯 
 

莊啟勝 
 

我愛我妻 
 

呂金守 呂金守 

度小月 
 

呂金守 呂金守 

緣分啦 
 

呂金守 呂金守 

鵝鸞鼻之戀 
 

呂金守 
 

我的希望 
 

呂金守 
 

望月思鄉 
 

呂金守 
 

待考 

敏郎 合

輯

RO-1006 

我不後悔 
 

岳青 
 

敏郎 

中美 

可憐的鴛鴦 
 

陳星光 飛虎 敏郎 

想你的人是我 
 

林謝輝 
 

敏郎 

月色多美麗 
 

林樂 
 

敏郎 

小山崗 
 

文峰 翁源賜 敏郎 

不能忘記你 
 

蘇威仁 
 

陳一元 

煩惱湧上心頭 
 

陳麗秋 
 

小華 

風雨為我哭泣 
 

陳雷 
 

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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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該愛上你 
 

孫儀 
 

彭琪 

往日情 
 

劉冠傑 劉冠傑 劉冠傑 

待考 

你是我的

人專輯

SU-6001 

你是我的人 
 

呂金守 呂金守 

辰欣 聲佑 

漁郎 
 

呂金守 古月 

輕輕吻一下 
   

夢中的夢 
 

呂金守 遠藤實 

漂亮你一人(民謠) 
 

許丙丁 
 

惜別夜港邊 
   

為孝離故鄉 
 

呂金守 呂金守 

異鄉 
 

呂金守 呂金守 

孝女的願望 
   

離開故鄉的我 
 

呂金守 呂金守 

可憐的鴛鴦 
 

呂金守 呂金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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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酒杯 

待考 

愛人仔專

輯 陳紀

吟 

愛人仔 呂金守 呂金守 陳紀吟 

金樺唱片音樂帶有

限公司 

就這樣(按呢娘) 呂金守 呂金守 敏郎 

淡水河邊 呂金守 

陳紀吟 

雨夜花蕊 呂金守 

請你相信我 葉俊麟 

黃昏嶺 莊裕勝 

親愛的覓後悔 呂金守 呂金守 

天涯找愛人 呂金守 

情女 呂金守 呂金守 

最後的出帆 謝麗燕 

春夢不了情 蜚聲 

送君心綿綿 謝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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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田路路

(臺語)專

輯 

你的良心治叨位 
 

呂金守 呂金守 

田路路 

 

金樺唱片音樂帶有

限公司 

講祙完 
 

呂金守 呂金守 

誰人叫你愛著行

船人  
張宗榮 呂金守 

夜雨 
   

你一定順利 
   

雛妓涙 
   

覓煩我 
   

你怨誰(國語) 
   

天下無不散的宴

席  
呂金守 呂金守 

愛情無分階級 
 

呂金守 呂金守 

粗心的人 
   

你的良心治叨位 
 

呂金守 呂金守 

待考 
吳秀珠閩

南語專輯 

免講我了解 (審

194)  
呂金守 呂金守 吳秀珠 東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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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拐 
 

呂金守 
 

這就是阮運命 
 

呂金守 
 

好好仔想！朋友

(審 192)  
呂金守 呂金守 

恆春姑娘 
 

呂金守 呂金守 

無錢尚得人驚 
 

呂金守 
 

緣份啦(審 138) 
 

呂金守 呂金守 

舞臺的生涯(審

198)  
呂金守 呂金守 

母親！ 我祙給您

失望(審 138) 

著作完成 1992 年 

4 月 28 日音樂著作 
呂金守 呂金守 

無講無人知 
 

呂金守 呂金守 

純情的花 
 

呂金守 
 

待考 

葉啟田‧

方瑞娥 

70 年代

A 青春歌聲 
     

鴛鴦夢 
     

真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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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合唱

精選集 

AK-1260 

初戀日記 
     

西北雨 
     

惜別港岸 
     

B 越山嶺 
     

山高情又深 
     

戀愛列車 
     

思念故鄉 
     

港邊惜別 
     

十一哥 
     

待考 

臺視布袋

戲 六合

三俠傳

LW-2016 

A 忍 黃俊雄 
 

黃俊雄 
  

矮冬瓜 林天恩 
 

呂敏郎 
  

賣唱生(主題歌) 林天恩 
 

呂敏郎 
  

醉俠(主題歌) 林天恩 
 

梁明 
  

勸世歌(賣唱生主

題歌) 
黃俊雄 

 
呂敏郎 

  

B 大節女 黃俊雄 
 

邱蘭芬 
  

X+Y=愛 
  

邱蘭芬 
  

江湖女劍客 林天恩 
 

邱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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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單戀 林天恩 
 

邱蘭芬 
  

看破的愛 
  

美玲 
  

待考 
陳福松閩

南語專輯     
陳福松 

 

待考 
臺語紅歌

星群星輯     
待考 

臺灣唱片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發行 

待考 

臺商的心

聲 阿達

仔主唱

(CD) 

臺商的心聲 
   

阿達仔 (A 

DALA) 

吉馬唱片錄音帶有

限公司 

小雨要接落 
   

劉福助 

春夢連連 
   

陳盈潔 

情願 
   

良山、空心吉他

伴奏 

天涯傷心淚 
   

陳思安 

人生 
   

張一仁、尤菁 

友情的可貴 
   

良山 



160 

鬥陣是緣分 林文隆 

想著歸腹火 田路路 

出帆 洪春寬 

戲棚下豎久人的 陳福松 

按呢娘 呂敏郎 

待考 天下一定是咱的 葉啟田 

待考 特選限定盤 葉啟田 Disc1 和 2 麗歌 

待考 葉啟田經典珍藏版 4 麗歌 

待考 臺語 尤菁專輯 
名利唱片事業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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