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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尹軒 採訪整理

台灣最大的本土唱片公司滾石唱片邁入第二十二個年頭，而從不在舞台現身的滾石唱片總經

理段鍾潭，也在馬來西亞滾石唱片十週年慶演唱會上破例開金口，與周華健合唱了幾句「花

心」的副歌，展現其感性的歌聲。學生時代就組過樂團、辦過雜誌，後來還和兄長開起了唱

片公司，當時年紀小小的段鍾潭，志氣可是過人一等。西諺有云：「滾動的石頭不生苔。」

且看段鍾潭如何自創段式組織，帶領滾石集團度過音樂產業的盜版黑暗期。

少年三毛的夢想

在北方人的家庭裡有個習俗，

就是家中的小孩都得取個小名，段

鍾潭一家五兄弟以毛為名，於是排

行老三的段鍾潭就這麼從小三毛、

三毛被喊大。

高中就讀台中一中的三毛段鍾

潭，當時就和廖志誠等幾位志同道

合的同學組了個小樂團。高中畢業

後，考上成大卻休學重考，第二年

隨即考上交大電工系，於是段鍾潭

成了比廖志誠（電工系 62級）小一

屆的學弟，和程天縱是同班同寢的

好哥兒們。當時廖志誠參加星聲

社，段鍾潭和程天縱也跟著加入，

再與 6 1 級學長柳中岡等人，開始

玩起了樂團。一有空就在活動中心

玩樂器，偶爾還會應邀到其他學校

滾石不生苔、春去春又來

專訪滾石唱片總經理─段鍾潭

的舞會表演。

大學畢業後，段鍾潭考上政大

企研所，研二時段鍾潭就和二哥段

鍾沂（二毛）一起辦了滾石雜誌。

「到了台北唸研究所，我想做些自

p 段鍾潭學長在馬來西亞滾石十週年演唱會上與周華健

合唱「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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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喜歡的事。」段鍾潭仔細地蒐集

資料，觀察過當時的雜誌市場中並

沒有介紹西洋搖滾樂的雜誌，加上

在交大有過《交大青年》的編輯經

驗，對編雜誌很有興趣的他就找了

二哥，兩人創辦了《滾石雜誌》。

萬事起頭難，當時才二十八歲

的段鍾潭辦雜誌，要面對資金不足

和實務經驗不夠的挑戰，加上還是

個有學業壓力的研究生，那條追求

自我理想的路，一步一步，都不是

那麼好走，但是為了堅持理想和對

音樂的喜愛，再苦也得熬過去。辦

雜誌那幾年是真的吃了很多苦，最

終也是賠了錢。這些過程都沒有白

白浪費，段鍾潭累積了豐厚的人

脈，學習到作生意的方法，這些都

是日後創辦滾石唱片的墊腳石。

跑得快 看得遠

雜誌一辦就是四年多，邊辦雜

誌邊唸研究所的結果，唸了五年才

畢業當兵去。在服一年十個月的預

官役期間，段鍾潭也沒閒著，和二

哥陸續進行滾石唱片公司的籌備計

畫。退伍之後，進入王安電腦工作

將近三年的時間，但滾石唱片愈作

愈大，段鍾潭於是辭去了電腦公司

的工作，專心經營滾石的業務。一

晃眼，滾石唱片已屆二十二週年。

唱片業並不是個容易經營的產

業，回想滾石唱片的草創時期，當

時的唱片市場與現今市場有一個相

同點──盜版猖獗。當年新格唱片

公司創造了好些年民歌風行的年

代，但是單一的音樂路線無法適應

時代前行的腳步，民歌的發展漸漸

遠離了與現實生活的距離。於是在

深切體認到歌迷更需要一種可以貼

切反映當代人生活的音樂作品 之

後，段鍾潭與段鍾沂以原滾石雜誌

為基礎，開辦了滾石唱片公司，代

表新生代唱片業者的滾石以一系列

極具現代流行意識的專輯作品，宣

示一個新音樂時代的來臨。

民歌時代極具影響力的歌手張

艾嘉在轉投滾石旗下後，由當時初

出茅廬的羅大佑擔任製作人，推出

了《童年》專輯。雖然專輯中大部

份的作品依舊沿襲了民歌的曲式，

但像大家一起來、小天使、春望等

p 段鍾潭學長載歌載舞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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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均以極富現代韻味的編曲、

錄音手法，給人完全耳目一新的感

覺。此外，滾石推出的陶大偉、孫

越《朋友歌》專輯，雖然從表現上

看是一張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

樂中他們卻大膽地吸取了甲殼蟲的

曲風，並唱出了「洋煙不比長壽，

清茶勝過酒？」對現代社會生活的

反思話題。

段鍾潭說，在新格之前，國語

歌曲的聽眾主要是藍領勞動階層，

學生是不聽國語歌曲的，他們都是

聽西洋音樂。經過了校園民歌運

動、新格的金韻獎等為了國語歌曲

市場開拓的努力，站在前人肩膀上

的滾石唱片能夠看得更遠。這些作

品無疑與民歌憧憬式的表達有著明

顯的區別，滾石唱片無疑成為拓寬

國語音樂市場視野的先鋒者。

無字天書的答案  何時

浮現?

「所有成功的企業，都具有創

造力。」從事音樂工作，不論音樂

內容或雜誌文本，甚至是經營方

式，段鍾潭認為除了喜愛，還必須

有著豐富的創造力。而立之年就成

了一家唱片公司的總經理，段鍾潭

期許滾石唱片能夠產生精神力量，

鼓 舞 人 心 。 「 這 就 是 一 種

i n s p i r a t i o n！我們雖然是一家企

業，但不論是歌手或是音樂，都會

接觸到很多人，因此我們認為企業

的精神也必須由歌手和音樂傳遞出

去。」滾石唱片讓人感動的不只是

音樂內容，更重要的是做音樂的態

度，以及經營企業的使命感，在在

都讓人感受到段鍾潭的用心與感性

的一面。

九○年代以降，外商唱片公司

大舉進入台灣市場，早期滾石唱片

也曾代理過部份外商唱片公司的音

樂，如 E MI 、 B MG，就在約莫十

年前，經濟的榮景，加上遏阻盜版

有成，五大唱片公司評估在台灣設

立子公司的時機成熟，紛紛進入台

灣市場，這也使得許多本土小型唱

片公司因為不敵財力雄厚的外商唱

片公司進駐，而遭併購，或是面對

倒閉的命運。而段鍾潭身為本土唱

片公司第一把交椅的滾石唱片總經

理，不斷思索下一步究竟是該競爭

亦是該合作？然而，問題的答案就

像是本無字天書──還沒浮現出

來。

隨著的科技的發展，燒錄機的

問世，讓 CD 片的轉拷變得容易，

也間接助長了夜市盜版 CD 片的量

販。滾石面臨盜版的狀況，相同

地，五大唱片公司亦然。「接下來

的幾年，應該是合作重於競爭的情

形。惟有如此，大家才能生存下

去。」段鍾潭說明，應聯合各家唱

片來打擊盜版，應用了兵法裡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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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聯合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

的作戰方式。

隨 C D 送贈品或是買一送一等

商業促銷手段，對於正版的銷售量

或是降低盜版的情形幫助不大，打

擊盜版的成效，最重要的仍然是取

決於政府公權力的決心與執行徹底

與否。「真的很期望政府能拿出公

權力來，否則我們這些唱片公司很

難使得上力去改變什麼。」段鍾潭

的言語間彷彿透露著幾許的無奈。

有些消費者甚至表示是唱片公司的

音樂作得難聽，所以才去買盜版，

不買正版。「我承認我們音樂作得

不是十全十美，不過並不表示你就

可以去買盜版。」說出這些話，段

鍾潭伴隨著苦笑二聲，心裡的苦澀

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說故事的人 別來無恙?

很多人曾編織過星夢，然而大

部份人卻多以夢碎收場，真正能躍

上舞台，成為耀眼明星者，幾希

矣！一家唱片公司決定栽培新人並

不是單由總經理一個人或是經紀部

門來決定，段鍾潭簡單地說明了考

量因素。一般而言，最重視的是創

作能力，不論是作詞或作曲方面，

具備基本的音樂素養絕對是有幫助

的，而且會是一個加重計分的項

目。

「表現屬於自己的風格，以及

更具原創性的作品。」早期重視的

主要是藝人歌聲優美的單項因素，

但現在光是唱得不錯還不足以出

線，藝人的整體性受到了更多的關

注，包括創作、個性以及其他才華

等等。未來國語流行樂壇將走向更

整體性更多元化的發展。

進入唱片業二十多個年頭，製

作過的歌手及音樂不勝枚舉，許多

歌手也都因為段鍾潭的拉拔知遇而

大鳴大放其光采，封段鍾潭為音樂

「伯樂」，一點也不為過。問及使

其印象最深刻的歌手是誰？段鍾潭

居然一下子愣住了三秒鐘，顯然這

個問題有點困難。「因為二十多年

來，作過的歌手實在是太多了！」

傻笑了一下，隨即說出了兩個名

字。

「我想，羅大佑的獨特性、創

p 段鍾潭學長在馬來西亞滾石十週年演唱會中與

滾石歌手、工作人員合影



58 alumni_v oic e@aa. nc tu.edu.t w 394交大友聲    期

造力與表演方式，是完完全全的羅

大佑風格。」早期參與製作較深入

的段鍾潭，對於這位元老級的創作

歌手相當難忘。「李宗盛是一位相

當有才華的製作人，在製作音樂時

全心投入，詞曲創作俱佳。」加上

李宗盛與滾石合作的時間長達十幾

年，同時也在滾石上班，與段鍾潭

的往來就更加密切。

其他像是周華健、趙傳和陳淑

樺等知名歌手，其獨特性以及所創

造出的經典與記錄，都是段鍾潭記

憶中難以抹滅的名字。每一個人就

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故事，說著自己

的夢，唱著自己的歌，也許仍然和

那時候一樣，但多年後，別來是否

無恙？

滾石移動不生苔

為了追尋網路的美夢，滾石在

20 00年1月時宣佈成立滾石網路公

司（R I C），滾石集團旗下，原本

包括滾石唱片、滾石網路兩大事業

部，在與大陸中國移動敲定合作

後，在 20 02年8月正式將滾石網路

公司旗下網路科技娛樂通信事業部

獨立為滾石移動公司（R MC），揮

軍大陸市場，搶進兩岸三地行動娛

樂服務市場。滾石集團希望透過唱

片、網路、移動三家獨立公司，轉

型為多媒體娛樂事業。

由唱片業起家的滾石集團在大

陸發展的產品，主要是自設行動服

務平台發展網站（WEB）、手機上

網（W A P ）及語音互動式平台

（I V R）。簡單說，就是手機用戶

直撥代碼，就可以下載鈴聲、圖形

到手機，或透過手機唱卡拉 OK 、

點播歌曲等，未來進入大陸市場

後，將透過母公司滾石唱片的資

源，開發手機遊戲、算命占卜、

D IY點歌伴唱等新產品。

同時擔任滾石移動公司董事長

的段鍾潭表示，網路科技的普及對

音樂產生始料未及之鉅大負面衝

擊，使得音樂在網路世界很難營

運。為了尋找網路音樂的希望，滾

石集團試著以跨足到無線通訊領

域，提供手機音樂下載的方式，在

網路音樂的寒冬中，點燃一根希望

的火把。段鍾潭看好音樂得以在無

線通訊業發展，因為其具備良好的

付費機制，在兩岸行動內容服務的

營收挹注下，集團總營業數字預計

將會大大攀昇。

段氏兄弟 段氏組織

台灣近三年來整體國語音樂市

場緊縮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每

年以減少百分之四十總銷售額的速

度往下掉，第一年降為百分之六

十，第二年掉到百分之三十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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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鍾潭學長小檔案：

學歷：
l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
l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63級

現職：
l 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三年就只剩下大約佔原有市場百分

之二十的比例。現在的音樂市場，

大約是三年前的五分之一，這個數

字實在教人不忍卒睹，可想而知其

形成的衝擊有多麼鉅大。

與外商唱片公司相比，歐美的

確受到M P 3 盛行的影響，但是盜

版的問題卻沒有台灣嚴重。而滾石

是以台灣為基地的公司，面臨MP3

和夜市盜版的雙重夾擊，自然是傷

痕累累，快速的組織縮編，也成了

不得不的選擇。「我們希望能夠摸

索出一套能幫助滾石經營下去的新

模式。」段鍾潭的話語中，展現了

堅毅與韌性。

堅持以音樂為本業，以娛樂和

音樂為滾石的核心，面對音樂產業

環境的驟變，段鍾潭選擇將核心拆

開，分解成數段，每一段以其基礎

發展出新的技術，各自獨立卻又環

環相扣的組織型態，姑且就稱之為

「段式組織」吧！讓音樂的原料，

在原本固定的音樂製程中分解，各

自分工獨立卻又合作。段鍾潭以版

權處理為例說明，在原本的唱片經

營模式中，其中一段是版權的處

理，現在將之重新定義為「版權管

理」（R ig ht s Mana ge me nt）且獨立

出其知識管理，就可以在唱片版權

之外，處理戲劇、電視節目或電影

等其他業務。其他的經紀部門亦

然。在唱片本業需要的時候，可以

提供技術支援，不同的是核心技

術經過重新設計，創造了往外擴

充結合其他內容產業的機會，不

再侷限於音樂產業的框架。

「一切都不能確定，唯一確定

的目標就是生存！」他表示，隨

著環境應變可能會比較容易生

存。這意料之外的音樂產業黑暗

期所帶來的變化，讓段鍾潭大刀

闊斧地改革了滾石集團的組織型

態，對於經營管理概念十分清楚

的段鍾潭，下一步工作就是重新

找尋新的企業經營模式，另外，

同時在進行的工作就是開拓大陸

市場。「大陸在加入WTO後，對

於智慧財產權會有適度友善的表

態，大陸市場販售盜版音樂的情

形，應該會有改善。」 面對著混

沌未知的前方，段鍾潭仍然樂觀

地堅信著國語流行樂壇的黑暗期

就要過去，破曉前的黎明即將來

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