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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大概這五年來，整個唱片市場營業額是跌了四成到五成，我們以前一年大概 
會發個 3、40 張唱片，一年下來平均下來，每張銷售量都會有 9 萬張，現在 
一年 10 張，跑到去年，平均不到 3 萬多，2004 年比 2003 年還是有掉一些， 
每年大概掉個兩成，其實我們有認知到這是科技的影響，網路、電腦那些， 
以唱片界來講，我們是稱為「工業革命」，嚴重性是到像從農業社會進步到 
工業社會，我們也都知道大勢是不可擋的（參見附錄五）。 
 
滾石營運長陳勇志對於台灣流行音樂與唱片發展所面臨的生存環境改變，造

成市產值嚴重滑落，以及對於整個產業的影響，提出了「工業革命」的說法，於

此稍早時，情歌教父李宗盛眼見流行音樂產業低靡的現象，則是直接對流行音樂

宣告死亡，對於這些的論調，我們都有許多的存疑。 

 

當年羅大佑嘶喊高唱《之乎者也》、《鹿港小鎮》、《戀曲1980》，述說台灣經

濟起飛，台北都市與家鄉小鎮的對比，批判文明現代的冷酷與現代社會冷漠，這

成為四、五年級生對於流行音樂的集體記憶。而六、七年級生對於流行音樂的共

同回憶則是小虎隊的《紅蜻蜓》，唱著對於長大這檔事有如少年維特情懷似地煩

憂，但也自我勉勵，還有絕對不能忘記郭富城《對你愛不完》的俊美臉龐、招牌

動作，以及柔情到甚至略嫌矯作的情歌內容。 

 

音樂創作隨著時代變遷，商業機制的成熟，而變成一個流行商品的內容物，

不過，在不同時代，卻都是大眾的共通討論話題，也許不再擁有八０年代的抗辯、

激憤和批判語言的力量，卻在九０年代成為流行、娛樂和消費的表達方式。台灣

的流行音樂產業正處於一個轉折點，當下的產業態勢關係產業存亡，因此有李宗

盛的悲觀言論，但也可能是促使產業體質脫胎換骨的生存條件，因此有陳勇志的

嚴肅口吻，筆者以此為關照，本文書寫的初衷也慢慢形成… 
 

第一節 流行音樂產業現況 

 
你可知道台灣唱片市場規模排名亞洲第二？你可知道滾石唱片的海外收益 
逼近總營收的一半？在產業喊出全球化時，台灣唱片業不僅在趨勢中挺進， 
甚至攻下國際市場…當政府高喊亞太媒體中心時，國片卻逐漸凋零…台灣唱 
片卻以悄悄取代香港，像磁石般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才，成為華語流行音樂中 
心，音樂勢力甚至放射到亞洲其他非華語地區1。 

 
千禧年前夕，國內最具產業訊息權威的《天下》雜誌，以斗大的標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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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席捲亞洲」讚嘆台灣流行音樂產業在亞洲的亮麗成績，針砭政府當局的大

意。報導指出九０年代眾多跨國音樂品牌紛紛進駐台灣，包括華納、SONY、EMI

等，或收購合併本土唱片公司，或自行成立分公司，本土唱片大老滾石有鑑於此，

自1992年開始，便於馬來西亞、新加坡、韓國、大陸等地成立海外分公司，不僅

培植當地人才，更吸收當地音樂素材回流台灣，這一連串的國際化行動，促成台

灣成為華文音樂中心的角色，而當政府企圖將台灣打造為亞太媒體中心之時，卻

忽略了與媒體產業唇齒相依的流行音樂產業，早已因為國內電影產業的傾頹，逐

步支撐起媒體娛樂產業的半邊天。 

 

來到了2003年，政府開始積極推動文化產業，由於流行音樂產業年產值曾經

高達123億，居於亞洲第二，文建會當局將其納入重點產業之一，與出版業同被

視為具指標性的代表產業，期以流行音樂產業建制的商業化與旺盛的創造力，作

為其他文化創意產業的馬首。但是，自1998年開始，產值開始下滑，2000年之後

的流行音樂業界更是哀鴻遍野，世界與亞洲排名下滑，甚至本土唱片大老「滾石」

在2004年傳出財務危機，令流行音樂業界驚愕不已。 

 

滾石是台灣「本土」大型唱片的最後一道防線，在流行樂壇極具指標意義，

再次傳出財務危機，震驚整個娛樂市場。首當其衝的，還是旗下近百位滾石

歌手，前途茫茫2。 
 

1980年由段鍾沂、段鍾潭兄弟成立的滾石，曾經培養許多優秀的華文音樂創

作人材，旗下擁有不少王牌歌手，包括李宗盛、任賢齊、莫文蔚、周華健、伍佰

等。風光時，歌手陳淑樺曾賣了80萬張《夢醒時分》，辛曉琪的《味道》和蘇慧

倫的《檸檬樹》也有數十萬張佳績，滾石事件之所以帶來如此大的衝擊，在於跨

國音樂集團一一進駐台灣之後，滾石成為唯一可與新力、華納、EMI、BMG、

環球等國際唱片抗衡的本土音樂公司，甚至被歐美視為亞洲最具代表的獨立唱片

廠牌3。 
 

然而，2004年並非滾石第一次的財務危機，從滾石一路的高底起伏中，除了

證明音樂生意難作外，更讓整個流行音樂業界不勝欷噓、不禁以此為惕。儘管此

次財務危機，實情出於滾石與錢櫃企業的KTV伴唱帶授權合約發生糾紛4，並非

營運業務的問題，但是也著實反映出流行音樂業界的焦慮，人人自危：  
 

曾是華語音樂龍頭的滾石國際音樂公司（滾石唱片），昨天驚傳爆發財務危

機…滾石旗下演唱團體「五月天」和其他歌手昨天都非常驚訝。唱片業則有

唇亡齒寒的危機感，認為滾石並不是個案，華語音樂現正面臨「最寒冷的冬

天」…滾石傳出財務危機，業界普遍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

除了少數國際唱片公司勉強維持平衡，豐華、福茂等本土唱片都是慘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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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界指出，華語音樂市場式微，最大殺手來自實體盜版以及非法燒錄、

MP3下載5。 
 
根據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之後簡稱IFPI）的資料顯示，目前台

灣的亞洲排名已經滑落至第4，世界排名22，年產值不到全盛期的四分之一。業

界普遍認為屆時真正殺死滾石，或是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甚至是整個流行音樂界

的凶手，絕對不是現在的銀行或KTV業者，而是整體大環境的敗劣，包括實體盜

版、非法燒錄，以及MP3下載。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尤其是寫入式光碟機的問世，讓複製音樂「檔案」更

為便利，又乘著數位化的優勢，每一張拷貝都和原版 CD 品質一模一樣，當可寫

入式光碟機的發展日新月異，燒錄時間的減少加快了盜版光碟侵蝕正版唱片銷售

的速度。然而，音樂產業的困境還不僅止於此，網路的肇興加上 MP3 格式的發

明，以及在 1998 年第一個 P2P（peer to peer，點對點）6網站 Napster7的問世之後，

讓音樂消費和流通超脫出唱片公司的控制，由於該軟體在美國大學內廣為流傳加

上學生的口耳相傳，它成為科技史上最迅速被擴散採用的程式8。台灣則是 2000
年出現 Kuro，後來一群淡江資工系的學生鑑於 Napster 的成功，也在同年推出

ezPeer 分享網站。 
 
自Kuro和ezPeer等分享網站的成立後，正版唱片的銷售數字大幅下滑，網路

分享和盜版光碟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唱片公司透過藝人呼籲、遊行活動、法

律訴訟等不同途徑，其間透過唱片工會等業界力量，訴請政府落實盜版取締、修

訂法令，同時也提出相關告訴，不論是針對消費者或是共享網站，無不致力將智

財權法治觀念與創作者努力的正當性推廣至消費大眾，以遏止非法音樂下載和盜

版購買的猖獗，回歸到流行音樂產業習慣的產銷結構之獲利範圍內。 
 
由於唱片銷售持續下滑，唱片公司為求降低風險、損益平衡，投資態度改變，

新人投資和新唱片出輯的比例大幅降低，唱片公司多出新曲加精選輯（號稱新選

輯），又或翻唱歌曲，如莫文蔚自1998年之後已出過4張精選輯，王菲即便不停更

換新唱片公司，卻已經出過11張國粵語的精選集和所謂的新選輯。除了精選或翻

唱之外，唱片公司也開始發行所謂的EP，以及同張專輯改版發售，相同內容物

採分版販售。由此可以看出，流行音樂產業面對音樂數位化，音樂消費與流通的

便利和快速，在產銷邏輯上所做的轉變和調整。 
 
然而，網路通路的無遠弗屆，讓台灣的音樂產業也認知到網路可能帶來的配

銷優勢，諸多唱片公司自行成立網站，提供網友上網試聽，作為新專輯宣傳的新

手法。華納於 2003 年率先採納線上付費下載單曲的作法，孫燕姿《The Moment》
專輯便率先在網路上提供 25 元一首付費下載的服務，成功地為該專輯行銷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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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短短一天高達 2 萬人的預購成績，而付費下載也有 5 萬人次9。鑑於美國 Apple
推出的「iTune+iPod」造成的銷售狂潮，以及國內兩大音樂共享網站 Kuro 和 Ezpeer
所傳輸的高量音樂檔案，唱片公司也認知到線上音樂的錢景可期，再也不能坐視

這塊市場大餅的流逝，於是 2004 年 3 月 iMusic 成立，號稱華人第一個合法音樂

下載平台，另有 Hinet 分別與亞洲數碼音樂公司、願境網訊公司合作的線上音樂

網站，在 2004 年年底也開始收費10。不僅如此，音樂產業也嘗試將音樂和網路

結合首推手機鈴聲下載，將唱片公司豐富的音樂目錄(back catalog)授權給電信業

和網路業者。 
 
然而，在一片對於正版市場頹圮的欷噓聲，並摻雜著盜版下載的撻伐聲，唱

片公司亦步亦趨地嘗試著平衡銜接 CD 販售與數位音樂的兩種獲利機制的當

下，我們依舊看見台灣流行樂壇在各個具指標性的音樂頒獎典禮表現亮麗。 
 

表 1-1  2004 年台灣歌手於兩大音樂頒獎典禮之獲頒獎項 

 第四屆全球華語歌曲排行榜 新加坡第十一屆金曲獎 

周杰倫 最受歡迎男歌手、最佳專輯、台灣

地區傑出藝人、最受歡迎創作歌

手、年度最受歡迎20大金曲 

十大金曲、最佳唱片製作、最受歡迎

男歌手 

蔡依林 年度全能藝人、傳媒推薦大獎 亞太區域最受歡迎歌手獎（台灣）、

最受歡迎女歌手及十大金曲 

陶吉吉 最受歡迎創作歌手、最佳製作人、

年度最受歡迎20大金曲 

 

王力宏 最受歡迎創作歌手、最佳專輯、年

度最受歡迎20大金曲 

亞太最受推崇男歌手十大金曲 

張惠妹 最佳舞台演繹  

F.I.R 最受歡迎新人、最受歡迎樂團 「最佳新人獎」 

張韶涵 最受歡迎新人  

五月天 最受歡迎樂團 最佳組合（團體） 

SHE 最受歡迎歌唱組合  

備註 尚有范曉萱、Energy等獲獎 尚有小剛、Energy等獲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1

 

 

台灣歌手在兩個華文音樂頒獎典禮上包辦眾多獎項，此象透露出一個訊息，

就是台灣在華文音樂市場的競爭力強，華文音樂中心的美譽尚在，台灣流行音樂

產業儘管正面臨著左支右絀的窘境，一方面盜版跟非法網路下載鯨吞蠶食著流行

樂壇的生命力，另一方面數位音樂的商業獲利模式未臻成熟，固有的競爭優勢在

內需市場上不斷內耗，可是卻能在海外市場發揮影響力，這正是因為流行音樂產

業的價值鏈馬不停蹄地自我調整，修正原本的價值活動，一方要固守僅存的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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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但另一方面對於海外市場的鞏固，或說是整個華語音樂市場的想望，卻也

不曾停歇。 
 
台灣流行音樂產業腹地可說是包含中國大陸、香港，加上東南亞地區的華文

音樂市場，產值潛力驚人。反觀歐洲非英語系的國家中，其英語歌曲進入當地

Billbaord排行榜的比率，高過各國母與創作的歌曲12。可是台灣卻相當不同，1990
到1997年間，本土的音樂產品（包括國台語）與外國的音樂產品銷售比例幾乎都

保持約七比三的比例13。如今，中國大陸經濟起飛，生活水平越來越好，對於音

樂娛樂的需求也跟著與日俱增，許多在台灣已經沒有市場的的老歌手，目前都在

大陸巡迴表演，如姜育恆、蔡琴、齊秦等，而台灣新一輩的歌手也在大陸頗享盛

譽，不論是阿妹，或是周杰倫，甚至蔡依林還被邀請到中央電視台2005新春晚會

節目上表演，正因為台灣具備與中國大陸的語言、文化親近關係，因此成為攻下

華文音樂市場的最佳灘頭堡，而這正是當年跨國唱片公司前進台灣的初衷，在國

內市場一片哀鴻遍野之時，我們看到國內唱片公司競相將音樂、藝人行銷到對岸

去，另謀更大的市場利基。 
 
由於流行音樂是依循產製／發行／消費的經濟邏輯，不論生產、製作、行銷

都是依照市場經濟的考量，透過這些過程流行音樂的商業利益將充分發揮，因

此，「市場」因素的考量，無疑地是影響流行音樂製作和配銷的重要關鍵14。如

今國內市場消費型態的改變，以及市場銷售數據的滑落，讓唱片公司成立合法音

樂下載機制、執行專輯改版、藝人投資策略改變、以及授權線上音樂等，凸顯了

流行音樂產銷機制的轉，藉此修正產製和配銷策略，另外海外市場的重要性提

升，尤其是大陸市場方面的影響力越來越明顯，唱片公司勢必也得隨之大幅度調

整產銷機制，可以想見，台灣的流行音樂產業正處於一個轉折點。 
 
然而，些許的調整能使台灣流行音樂產業搭上這波科技洪流中的諾亞方舟

嗎？是否能夠更加提升流行音樂產業的市場和產品表現？抑或是改善台灣流行

音樂產業體質的機會？對於台灣成為華人音樂中心的機會有什麼影響呢？這些

問題是眾多關心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人士最常提出的疑問，全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解答，也成為本文撰寫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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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於流行音樂的研究論述 

 
由於流行音樂背負著大眾文化等於低俗的污名原罪，因此，在大眾傳播的學

術研究當中，始終不是個顯學，在國內學術圈裡，也不是一個備受重視的領域，

下文便先介紹流行音樂的研究論述的緣起、演變，以及國內相關論文所注重的面

向，以作為瞭解流行音樂產業的基本功課。 
 

一、 流行音樂相關論述的演變 

有關流行音樂的研究論述，多源自於學者 Theodor Adorno 的觀點，其批評

錫潘巷(Tin Pan Alley)爵士音樂的氾濫，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創作音樂終將

變成純粹的文化商品，以「文化工業」之姿標準化、統一化的產銷音樂，喪失藝

術的原創精神，因此流行音樂的詞曲創作在符合體制要求的當下，卻逐漸呈現淪

於制式的悲哀15。 
 
除了文化工業討論，學者 Roy Shuker16指出流行音樂的研究論述還包括下述

幾種：最著名的便是政治經濟學，其認為流行音樂產業主要掌握在少數資本力量

的手上，音樂創作乃是企業組織的私有財產，藉由不斷複製生產，以攫取最大獲

利率17；結構主義和音樂學論述主要瞭解音樂文本當中意義的生成和產製，檢視

文本的結構安排如何建構出所被偏好的解讀面(preferred reading)，或所謂的主導

意義(domain meaning)，如此的偏好解讀又會產生特定的意識型態18；文化主義取

向，或稱為文化研究，承接葛蘭西對於霸權的討論，主張音樂產品的檢視不應如

政經學派的經濟決定導向，而是更要含括社會、消費者等的制衡力量19；後現代

主義論述用於流行音樂的討論包含兩個趨勢，一是音樂文本的混成品、互文性，

和電子主義的潮流，討論音樂本身的真誠性(authenticity)和美學(aesthetics)概念。

另一則是菁英和流行文化兩種形式的的音樂揉雜20，凸顯流行音樂所呈現的拼

貼、去歷史感，以及在跨媒體整合的趨勢下，流行音樂和目不暇給的流行文化符

碼相互竄流、擬仿的現象。 
 
上述的論述重點多落於政經鉅觀結構的批判角度或是消費者/文本的微觀分

析兩端，對於社會結構與文化符號的辯證關係總是採取單方決定的論調。然而到

了九０年代，Nicholas Garnham 提出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一詞，目的在

於取代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批評色彩逐漸褪去，強調那些運用特有的生產

模式與工業化的組織運作，來生產散佈文化商品和服務21，其背後的經濟意涵和

文化意涵遠大過美學使命。 
 
Robert Burnett 在整理文化產業的研究論述中，闡明了文化產業研究的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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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第一為政治經濟學，其關注焦點在於文化生產者的經濟/階級/權利關係，

其研究取向著重在制度/所有權/經濟分析等；第二為文化研究，其關注焦點在於

文本/結構/閱聽人，其研究取向則為文本分析/社會的/制度的情境，這兩者便是

即是傳統的流行音樂論述。第三種是文化社會學取向，關注焦點在整體社會與流

行文化產製的制度/經濟/生產結構，其研究取向為量化/質化/歷史22，與 Nicholas 
Garnham 的文化產業論調相互呼應。是故，產製研究的緣起來自於「社會結構與

文化結構反映說」的失敗，因為產製研究認為關於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間究竟是

誰反映了誰的疑問，實際上並無意義，從產製面來看，這兩種結構已經緊緊地連

結在一起，無法說明究竟是誰造就了誰，亦或是誰反映了誰。 
 
流行音樂產業始終是個生產文化符號的文化產業，誠如 Simon Frith 所言，

二十世紀中有關流行音樂文化的特殊經驗，即是斷定音樂究竟是做為商品型式或

是表達工具的拉距23，然而，文化工業已經脫胎、以文化產業之姿出現，不論是

獨斷地追隨政經分析的經濟決定論步伐，或狹隘地沈迷在文化研究的消費者至上

論，都稍嫌不妥，產銷研究鑑於兩派的缺點異軍突起，期以補足由下而上的文化

研究與由上而下的政經分析不足之處，這也將是本研究採納的取向。 
 

二、 國內流行音樂相關研究 

筆者整理近 10 年來，傳播、管理等系所對於音樂產業相關之學術論文， 
可以發現，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三個領域—文本分析與消費、

產銷與產業競爭研究，以及政經分析/全球化議題，然而，近代由於數位科技衝

擊，相關討論更如潮水紛沓而至。不過，早期的音樂產業研究並非一塊顯學，1995
年之前學術論文產量偏低，多偏向民歌時期音樂內容的探討，多以文本分析與消

費為主，或是台灣音樂產業歷史介紹。其後，台灣流行音樂因為跨國公司的進駐，

產業建制化成功，學術論文急速累積，以 1999 年的劉世鼎和王英裕最為代表。

至 2000 年，數位科技議題浮起，學術論文又轉向此塊發展。因此，從近 10 年來

的學術論文走向來看，多少也嗅出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重要流變和發展。 
 
產銷研究的開端始自林怡伶（1995）「流行音樂產製之研究」，以政治經濟學

角度切入，分析1980年代台灣主流音樂市場之國語及台語流行歌曲之產製過程，

並說明主流與非主流音樂產製過程之差異。王佩華（1999）則是檢視市場集中度

與產品多樣性兩者的關係，論述影響流行音樂產製過程中創新及產品型態的因

子。林欣宜（1999）討論流行音樂的產製結構，說明唱片公司居音樂產業權力核

心角色，並身為媒體界娛樂內容的提供者。張容瑛(2002)採空間取向探討台灣流

行音樂產業的產製網絡和聚集發展情形。  
 
隨著跨國資本進入台灣流行音樂產業，或獨資成立分公司，或吸納併購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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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加上學術界一片全球化熱潮，流行音樂產業也進入全球化與本土的議

題中。周昭平(1999)承接前期產製研究的餘溫，又摻入跨國資本的討論，以滾石

和新力兩家本土/跨國唱片公司相互對照，論述兩種資本力量在華語流行歌曲的

產製策略。王英裕(1999)將本土政經環境置放於全球經濟脈絡下，以釐清台灣流

行音樂產業為呼應市場結構而呈顯的轉變意涵，析論出台灣流行音樂產業在全球

／本土的互動與結果。劉世鼎(1999)則利用歷史發展軸線說明跨國唱片如何善用

政經優勢進入台灣唱片市場。後續跨國化的研究還包括紀明程(2001)和張彥彥

(2003)等人。 
 
自MP3數位音樂格式的興起，以及網路P2P模式檔案共享的熱潮興起後，流

行音樂面臨大為動盪的產業危機和變革，學術論文關於數位科技的影響，更是發

韌於成大MP3事件。陳泓銘（2000）以深度報導和歷史觀點的方式，除了探討音

樂產業歷年來的資本面的結構轉變和大陸市場的吸納力量，更討論了網路在千禧

年動搖音樂產業的情況。江明珊(2001)以MP3數位科技的影響為主軸，析論科

技、法律和流行音樂產業的角力戰，同時納入著作權法跟國際關係的討論。葉國

隆(2001)率先以個案分析法，針對Kuro、Ezpeer和滾石可樂三個知名數位音樂網

站，探討數位音樂的衝擊和網站的經營模式，以做為音樂產業的參考。相關數位

化的討論研究還有汪宜正（2001）、郭威君(2002)、 何易霖（2003）等。 
 
由於近年來流行音樂產業研究焦點多鎖定在網路的衝擊，其面向討論包含法

律面向、網路商務面向、以及唱片公司的應對等三方面討論，唯一針對音樂產製

的研究只有葉國隆一篇，然而該篇研究對象卻只有鎖定在數位音樂網站的產製情

形，而不是流行音樂產業或唱片公司，而關於流行音樂產銷研究最新的是為張容

瑛的《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網絡、創作系統與空間》，但本篇重點在於流行音樂產

業空間聚集之情形與意涵，及特定地理環境對於產業發展之影響，而非流行音樂

產業生產機構的研究，可以得知，距今關於唱片公司的最新產銷研究當屬周昭平

和林欣宜二者，至於 1999 年後的資料則盡付闕如。 
  
從國內論文撰寫的趨勢來看，關於跨國公司進駐，促使台灣流行樂壇「國際

化」，以及近年討論「數位化和網路」的衝擊影響，都已經累積到一定數量的研

究資料。不過，關於國際化的研究止於跨國公司進駐影響的討論，而數位化的研

究也多集中在網路興起帶來的版權、法律和唱片公司反盜的事實陳述，這兩大因

素對於流行音樂產業的綜合影響卻從現在開始發酵，流行音樂產業已經走到一個

歷史的轉捩點，當年國際化的目標就是現在大陸市場的想望，當年反對網路盜版

的激情成為現在唱片公司提供版權貿易、開發數位通路的刺激來源，因此整個產

業的產銷鏈已經出現變化調整。 
 
因此，本文欲從流行音樂產業的產銷機制出發，檢視九０年代產業國際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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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構的，並且讓台灣成為華文音樂中心的產業樣貌，在面臨1998年後的產值滑

落，以及整體產業環境的改變，不論是科技的衝擊，或是大陸市場的吸納，流行

音樂產業為因應生存之要求及相關條件下，在產銷結構運作上所有的轉變與調

整，以瞭解此舉對於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意義為何，對於台灣競爭華文音樂中心

的影響何在，這便是本文的目的。 
 
由於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處於產業轉捩點的流行音樂產業，在產銷鏈的修正

與調整有哪些，對於整體產業體質的影響為何，對於台灣流行音樂產業在整個華

文音樂市場中的競賽中，優劣勢又在哪，故本文採取的是 Burnett 的第三取向--
綜觀的歷史研究，鑑於國內研究資料情勢，產銷論文資料只有到 1998，再加上

產業現況的瞭解，本文認為一個從九０年代國際化時期到歷經數位化變動，最後

站在歷史轉捩點的流行音樂產業產銷鏈的研究是必須開發出來的。 
 
多數論文定義產業的國際化，多是起於 1990 年、終於 1998 年，在 1997 年

創下亞洲第二的成績之後，1998 年是台灣流行音樂產業銷售量開始下滑的年

度，更是第一個 P2P 網站問世的震撼年，接續的研究便是集中在數位化和網路

的衝擊，台灣的 P2P 網站雖然到 2000 年才出現，但是在 P2P 問世之前，流行音

樂產業則要面臨盜版燒錄的問題，影響產值的徵兆已有所浮現，鑑於此，本文決

定分兩個年代分析比較：1990～1997 全盛期與 1998～2004 轉變期，於此，本文

將參考眾多音樂產業學者對於產業產銷鏈的建構，並按時下產業情況，於下一章

節整理出當代流行音樂產業的產銷流程，建構出流行音樂產業完整的產銷結構

（或稱產銷鏈），再以此分別析論兩個年代的結構轉變，簡言之，以年代為分割

章節的經線，產銷結構為行文架構的緯線，縱橫構論兩年代的產銷結構內涵，在

此也大致整理出本文的研究問題： 
 

（一） 1990-1997 與 1998 以降兩個年代，產業產銷結構的的調整和變化為何？ 
（二） 產銷結構的調整變化對於整體產業的影響和定位又為何？ 
（三） 對於台灣競爭華文流行音樂中心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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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由於本文將以年代為分割章節的經線，產銷結構為行文架構的緯線，縱橫構

論兩年代的產銷結構內涵，以結論出兩階段（1990-1997 與 1998-2004）流行音

樂產業產銷結構的修正與流變，進而解答目前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產業體質，以

及在華文音樂市場的相對位階，採取取向是如 Burnett 所言的歷史取向，此乃屬

於對於社會現象的陳述整理與解釋分析的歸納動作，符合質化研究所具備之「發

現取向」的研究途徑24。所謂質化研究，是一種強調「浮現」(emergent)的事物，

換句話說，觀念議題的呈現乃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資料、文獻研究場域中的不

斷互動中而逐漸浮現，因此形成概念架構或理論基礎／依據，而研究者便是從凌

亂、龐雜的原始資料中，利用簡化原則、分類原則和關連原則，找出研究主體的

概念化架構，藉此由下而上的整理分析過程來累積社會現象的知識25。 
 
是故，本文將分成五個章節，藉由整理分析的手續，逐一浮現研究對象的現 

象知識與概念基礎，第一個章節即是本章，簡介當下流行音樂產業概況，得以瞭

解面臨數位化和網路衝擊的流行音樂產業，同時還面對大陸新興市場的吸引，無

形中改變了產業的產銷結構，此象成為本文撰寫的動機和目的，其後參考閱讀流

行音樂的相關論述，發覺一個綜觀角度的流行音樂產業價值鏈研究是必須的，因

此，確立在第二章先行整理產業產銷鏈的內涵，並以此作後續行文架構的骨幹，

並將兩個年代（1990-1997 與 1998 以降）的流行音樂產業做為分析內容，按此進

行下面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先處理「什麼」是流行音樂產業，流行音樂產業可以說是以唱片公司

製造的商品所開展而成的文化產業，欲分析一專門產業，尚得先瞭解該產業本身

的特質，由於流行音樂產業屬於文化產業的一支，在本質、特性更是與製造業、

運輸業、零售業、或是其他產業都有極大殊異性所在，如此特異性，讓流行音樂

產業的產銷環境是與許多機構相互連結執行，在這一連串的鍊節過程當中，就建

構了流行音樂產業的完整價值鏈，本文接續析論組成產銷結構的價值活動內涵，

以及各價值活動之間的影響和權力相對位置。產銷結構為本文最重要的行文架

構，關係著後面章節的分析面向，此處的資料來源將是綜合流行音樂研究與文化

產業兩大論述，同時參考過去關於流行音樂產業論述文獻，並結合現今產業時勢

而建構出完整的流行音樂產銷結構。 
 

第三章依循價值鏈的架構分析 1990 年到 1997 年的產業價值活動內涵，九０

年代產業最重要的轉變就是跨國公司的進駐，也因此導致台灣流行音樂產業的跨

國化，嚴格地說，是亞太區域化，這一章必須回答究竟跨國化對於台灣流行音樂

產業的產銷結構帶來哪些新變化？這些產銷結構內涵的變動，對於產業本質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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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更重要的讓台灣在華文音樂市場中擁有哪些競爭力？第四章則是將時序

推進到 1998 年以降，析論產業面臨外部環境的變化，包括大陸市場的吸磁，以

及科技改革的衝擊，盜版、網路下載等，從九０年代演進至今的產銷結構是否產

生哪些調整？唱片公司亟思的應對政策，又有哪些跟本變化？調整後的產銷鏈又

引發哪些市場效應？對於流行音樂的產業定位產生哪些質變？對於競爭力的影

響為何？ 
 
三、四兩章的資料來源將透過次級資料分析和深度訪談兩種取得，前者是藉

由二手資料的收集與分析，包括報章雜誌的影劇簡報資料，唱片公司網站新聞（企

業資料、宣傳廣告、年度報告等）。學界的研究論文跟期刊文章亦將是重點資料

來源，同時參照政府文件中的統計紀錄，以及相關機關發佈的數據資料，如 IFPI、
資策會等，以求達到研究資料的廣度，亦可被援用為訪談題綱研擬之參考，同時

也是取得市場生態與產業資訊的最直接方式。Wimmer 和 Dominick 認為深度訪

談的最大優點在於可以提供豐富的詳盡資料，訪問者和受訪者的互動中，通常允

許訪問者深入針對敏感性議題提問，能夠接近在其他研究方法中受到限制的話

題，也因此讓受訪者有機會提供最精確的答案26，訪談結果也可同時作為二手資

料不足之補充，加強研究資料的深度。訪談對象的選擇將以唱片公司從業人員為

主，尤以主管級以上的人員為考量，由於本文是縱論整個流行音樂產業的產銷結

構，因此唯有訪問主管級以上的從業人員，同時盡量要求從業經驗是自九０年代

開始，方能提供最完整的產業資料，此外，訪問過程也力求訪問對象必須來自不

同部門，如此統合比較各部門的訪問內容，才能避免立場偏差，造成可信度的低

落，本文亦將訪談人員名單與內容資料皆整理至附錄，以供參考。 
 
第五章則綜貫三、四章的分析結果，做一對照比較，統合討論台灣流行音樂

產業當下的處境，以及業界因應之道，最重要的是瞭解台灣目前在華文音樂市場

的定位和未來可能的位置。本文作為一個產業資料的跨時代詳細整理，亦當提出

後續研究者在此塊領域上可以繼續深耕的方向，以期流行音樂產業研究不再只是

傳播研究的偏學，而會是台灣文化產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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