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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構造。

因此，在閱讀本書之前，讀

者必須先對留聲機及唱片的相關

術語及流行歌等相關背景有所了

解，才能在閱讀時不致發生困難

並對部分時代背景產生質疑。現

在，筆者就此分別敘述，以提供

讀者一個基本的概念，做為閱讀

本書的基礎。 

一、留聲機（Phonograph）

留聲機是指一八七七年愛迪生

所設計的留聲機械，在一八九○

之後開始量產並行銷到全世界。

「留聲機」一詞是中文的稱呼，

日本稱為「蓄音器」，至於台灣

民間，一般稱為「機器音」，表

示此一聲音是由機械裝置中所發

出，並非是直接由人聲或是樂器

所發聲。早期的留聲機都是以手

搖動機械，透過彈簧儲存動力來

旋轉唱盤，直到一九二○年代末

期，電氣留聲機被開發、製造，

進入使用電力的時代。

滾
筒
式
唱
片
及
平
圓
盤
唱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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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唱片（Record）

一八七七年愛迪生所設計的留

聲機所使用的唱片，是為滾筒式

唱片（Cylinder），但其後所發明

的平圓板錄音片（Flat Disc）卻在

市場競爭中居於領先地位，即我

們現在所看見的圓型唱片型式。

三、唱片轉速

所謂的「轉速」是指唱片在一

分鐘之內可以旋轉的回數，在一

九○○年代左右，唱片轉速即確

定為七十八轉，意即每分鐘旋轉

七十八回。在這種情況下，若是

一張直徑十英吋的唱片，最多可

以錄製四分鐘左右的聲音，而一

張唱片有正反面，早期的技術只

能製作「單面盤」，一九○○年

代之後在技術上得以突破，才能

製作「雙面盤」，由此可知雙面

盤唱片，最多只能錄製八分鐘左

右的聲音，而此唱片稱為「SP」, 

即是「Standard Player」（標準唱

片）之簡寫。到了一九三○年代，

唱片製作技術再度突破，開發出

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唱片，增加

78 轉唱片及 33 轉唱片所用之唱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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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左右的錄音時間，因此被稱

為「LP」, 即是「Long Player」（長

時間唱片）之簡寫，而此一技術

直到一九五○年代才普及，七十

八轉唱片才從市場上退出。

四、蟲膠唱片（Shellac）

唱片製造的基本材料是採用

東 南 亞 的 膠 蟲（Lacciter lacca 

Kerr） 所 生 產 之 物 質， 稱 之 為

「蟲膠」。膠蟲的幼蟲在樹木上

爬行，以口器吸取樹木的汗液維

生，並分泌出白色及紅色蠟質物

質包覆樹幹，人類摘取此物質加

以提煉，即可產生「蟲膠」，作

為塗料、黏著劑及防鏽劑使用，

而七十八轉唱片所使用的材質也

是「蟲膠」，可是因其材質特色，

使得唱片相當脆弱，若是掉落到

地面上則會破碎，在保存上較不

容易，但是在塑膠尚未普及時，

日本政府認為「蟲膠」具有工業

及商業用途，因而在一九四○年

從泰國將膠蟲引進台灣，沒想到

日本戰敗之後，塑膠逐漸普及，

這些膠蟲因無人管理而散佈到台

灣的果園中，現在反而成為台灣

果樹的主要害蟲之一。

傳統78轉唱片與竹針。

78 轉唱片及 33 轉唱片所用之唱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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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留聲機唱針

留聲機是透過唱針與唱片的

溝槽接觸，而產生聲音，至於唱

針的材質則是硬度不高的鋼材

（Steel），與唱片接觸而產生聲

音時，將不斷地磨損，即一般的

唱針大約只能聽 1 面唱片就要

更換，後來也有唱片公司開發出

材質較硬的唱針，可以聽取二十

次以上，甚至有一百次的唱針出

現。但在戰爭期間，由於物資的

缺乏而使得唱針不易取得，甚至

還停止生產，即出現了「竹針」，

將竹子削尖來替代鋼針，以應付

無唱針可用的情況。

六、唱片的錄製及銷售

在一九五○年代之前，擁有唱

片錄製技術的錄音室並不多，以

台灣唱片的錄音來說，除了少數

是由錄音師前來台灣錄製外，大

多數都是歌手及樂師搭乘輪船到

日本錄製而成。由於路途相當遙

遠，一趟航程至少要四天三夜方

能抵達，因此在日治時期

的唱片錄音，都是一次錄

製多首歌曲，然後可分批

製作唱片，最後才運送回

台灣來發行。在此情況之

下，唱片公司每次都會發

行一定份量的新唱片，若

是較具規模的公司，甚至

還在每月的月底時，在報

紙等媒體上公佈下個月將

要發行的唱片名單，稱為

「每月新譜」。

戰後初期台灣所生產的唱片，其上標明「ST」及「LP」，
前者代表 Stiudio（立體聲），後者則是代表 Long Player
（長時間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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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行歌的產生

留聲機及唱片雖然是在十九

世紀末期所發明的產品，但到了

二十世紀初期，配合著資本主義

的市場經濟及資金的募集，才讓

唱片市場得以成立，再加上全球

資金的快速流動及貨物的運輸便

利，唱片及留聲機可以在短期間

遠涉重洋，將這些音樂及新的文

化散佈於全球。

流行歌文化就是在資本市場的

完善下，得以生成、茁壯。尤其

在二十世紀初期，歐美資金挾帶

著新興科技而進入東方，原本屬

於民間的民謠、俚曲，在商業唱

片公司的運作下得以灌錄成唱片

來銷售，之後又配合都市化社會

的產生及市民階級的形成，讓唱

片市場愈加穩固，而唱片公司為

了推陳出新以滿足大眾的需求，

從民謠、俚曲中誕生出新的流行

音樂文化，藉由商業網絡的發售

而形成新的音樂文化，一九二

○年代之後又透過無線電台的放

送，擴大了影響層面，使得流行

歌的時代得以誕生了。

八、所謂「台灣第一首流行

歌」之迷思

唱片的發行及銷售並非是如

同現今一般，每發行一張唱片即

舉辦記者招待會來宣傳。戰前的

宣傳管道相當有限，再加上唱片

錄製技術上之限制，唱片的發行

並非是一張一張的順序，而是一

次發行一定的數量，在此一情況

下，所謂的「台灣第一首流行

歌」、「台灣第一張錄製的唱片」

之說雖可撼動人心，讓人眼睛為

之一亮，但卻是虛幻及不符合史

實。在當時，唱片編號上的順序

並不代表這些唱片發行的前後順

序，尤其是唱片編號相近者，可

能都是在同一批發行的名單中，

甚至在同一天發行，例如經常被

譽為「第一首台語流行歌」的〈桃

花泣血記〉是在一九三二年四月

發行，但同時間發行的台語流行

歌還有〈去了的夜曲〉及〈台北

行進曲〉，因此，我們說台灣出

版的第一批流行歌唱片大概是哪

幾張， 較為合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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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語流行歌是否真的「流

行」？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所謂

的「主流文化」是以日本文化為

主，官方所制定的「國語」也是

日語，正如同現在的情況一樣，

台語並非主流文化的一環，而只

是社會上流通的一種地方語言，

甚至被形容為「方言」而已，在

此一背景下的台灣唱片市場，處

於統治階級的日本人及知識份子

（例如醫生、律師、老師、公務

人員）所購買的唱片，主要以日

語及西洋的音樂、歌劇、流行歌

唱片為主，對於台語唱片（戲劇

及流行歌）幾乎可以說是不屑一

顧。從當時的報章、雜誌所刊載

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有關台

語流行歌之討論相當稀少，而且

從目前台灣出土的台語流行歌唱

片數量，也遠低於日語流行歌，

從而得以證明。

古倫美亞唱片之每月新譜廣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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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個階級，也就是勞

工、婦女、農民及地主等方面，

卻因不懂日語及無法了解日本及

西洋文化，使得其娛樂項目仍是

以傳統戲劇（南北管、歌仔戲、

布袋戲）為主，而在一九三○年

代興起的台語流行歌，也因音

樂、語言的共通性而成為其所愛

好的標的，但此一階級之經濟力

相對較為弱勢，對於唱片的購買

能力也不強。因此，在日治時期

的台灣唱片市場中，主流的唱片

仍是以日語音樂為主，而屬於本

土的唱片在銷售數量上無法與其

相提並論。換言之，在當時的唱

片市場上，台語流行歌唱片的銷

售數量還低於日語歌曲，而台語

流行歌只是在某一階級中流傳，

並未普及台灣的各階層社會，更

無法撼動主流的日語文化。

十、台語流行歌與歌仔戲

台語流行歌與歌仔戲都是源自

台灣的民謠，但卻各有不同層面

的發展。在日治時期，歌仔戲在

一九二○年代開始蓬勃，職業戲

班的產生以及新戲齣的編寫，造

就了這個新劇種之發達，而唱片

工業也對此加以重視，並將歌仔

戲灌錄為唱片來發售。在一九三

○年代興起的台語流行歌，也產

生了新一代的作曲、作詞家以及

歌手，然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唱

片市場中，歌仔戲的愛好者主要

以婦女及中下階層民眾為主，流

行歌則是受到年輕男女的青睞，

其主要的消費族群並不相同。而

在目前所發現的唱片中，歌仔戲

的數量明顯地高出台語流行歌

許多，這也間接證明了在日治時

期，歌仔戲的確比台語流行歌更

加盛行。

好了！有了這些基本概念之

後，我們再回頭來看書中所針對

的日治時期唱片，即能具備基本

的知識。現在就請大家坐好，我

們將轉緊留聲機的發條，透過唱

針與唱片間的接觸，回去那個令

人懷念的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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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稻埕
街頭

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

第 壹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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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六月，這是日本

統治台灣的第三個夏天。鮮花燦

爛、豔陽似火，正是茶葉出產的

季節。在台灣北部最繁華的大稻

埕街頭，淡水河旁的碼頭上，漲

潮的海水混合了湧入的河水，一

波波打著岸邊的枕木；在岸旁，

一艘艘木造的帆船停靠著，船帆

早已收起，船隻隨著潮水起伏搖

盪；苦力們扛著一包包的貨物，

在忙碌的碼頭旁賣力地裝填著。

日本佔領台灣初期的戰亂早已過

去，戰爭的氣息也已經褪去，平

靜的生活帶來了繁華的商機，大

稻埕的街上滿滿都是人潮，來往

的行商將街道點綴得多姿多采，

轉彎處的巷弄中僻靜的茶樓，成

為大老闆們談論生意之處所。

盛夏的午間，南國的豔陽早

已晒得人們睜不開眼，迷濛的水

氣如雲煙般溢出，彷彿虛假，又

彷彿真實。一位來自廣東的男子

走進了大稻埕的茶館中，他留著

長長的辮子，穿上不大合身的唐

裝，說著不甚流利的台灣話。這

位男子宣稱要表演一項前所未見

的絕活，一定讓人大開眼界。

街 

頭

大
稻
埕
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

第 壹 期 一九○○年左右在台北大稻埕碼頭載運茶葉之船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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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場騙局呢？茶樓裡的

人狐疑地交頭接耳。大稻埕是台

灣最繁華的街市，不但有洋樓、

商行，更有洋人在此居住，舉凡

時鐘、懷錶等西洋物品，大家早

就開過眼界了，還會有什麼神奇

物品沒見過！

面對著一雙雙懷疑的眼神，這

位男子向在場圍觀的人群說道，

他一個人獨自表演，能唱出生、

旦、丑等角色，甚至連伴奏的後

場音樂也是他一人包辦，在場圍

觀的台灣人根本不相信有人如此

能幹，這位男子向在場的觀眾表

示，每人只收費 一角銀，即能觀

賞此一絕技演出。

對於這位廣東人宣稱將表演的

絕技，在座者全然不信，有人十分

「鐵齒」，毫不猶豫地掏出了錢，

執意要一探究竟，以便拆穿這位廣

東人的謊言，砸掉他的招牌。

台灣藝旦演奏樂器時之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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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錢，這人引領好奇的顧

客進入一間拉上窗簾的房間，黑

黑暗暗的環境中根本是伸手不見

五指、不見人影，此時，只聽他

以弦琴彈奏，並招呼一句：「各

位客官坐看了！」隨即一段緊快

的鑼鼓聲，後場的胡琴拉起了曲

調，接著小旦的歌聲傳出，不久

又聽見一位小生唱出曲調，還有

兩人對話的情節，樂器伴奏聲隨

時響起，正像是十多人的戲班所

演出的場面。

聆聽了三、四分鐘左右，樂器

及歌聲慢慢停止，突然有人將窗

簾拉開，光線立刻透了進來，大

夥兒搖頭晃腦的仔細觀看，只見

那人拿著一把琴，向大家拱手致

意，表示表演已經結束了。

觀眾嚇得目瞪口呆，他們完全

沒有看見任何演員及後場樂師，

只有那位廣東人單獨一個人，怎

可能表演出這樣的場面？但擺在

面前的事實確是如此，大家也無

法找出任何破綻，只能佩服表演

者的功力，算是花錢開了眼界。

留聲機是「魔法」？在這張日本蓄音器公司的廣告
中，圖片中間放置一台留聲機，而圖中這些演員及
歌手，都是從留聲機中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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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的表演立刻在大稻埕

的街市中傳了開來，吸引不少好

奇者前來觀賞，大家莫不嘖嘖稱

奇，而此消息也傳入台北城內。

當時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

報」的記者聽聞這訊息，即加以

報導。然而，記者的訊息較為靈

通，接觸面也寬廣，就能直言判

斷這不是什麼「絕技」，而是利

用了當時在台灣還未曾出現的留

聲機及唱片來「欺騙」觀眾，將

大夥兒唬得一楞一楞、嚇得目瞪

口呆。

報社記者的推斷應該是正確

的，這位廣東人先以一把琴為

「幌子」，再利用留聲機及唱片

來「欺騙」觀眾。為了防止穿幫，

他在播放留聲機時必須在漆黑的

房間內，以免被觀眾發現，至於

這些觀眾，也是「只聞其聲、不

見其人」，根本摸不清他在搞什

麼鬼。

其實，在此事件發生的一年

多前（一八九六年十二月），日

本橫濱的商人們才從歐美引進留

聲機及唱片，有人在街頭上張貼

廣告，以收費的方式供人聽取音

樂，當時交通及資訊傳播並不像

現今這樣便利，遠隔重洋的台灣

社會，沒幾個人知道有留聲機及

唱片這樣科技產品存在，更無法

想像會有一種機器能將聲音保存

下來並隨時可以播放，當然，也

沒幾個人親眼見過這項科技，才

會被人所騙。但是，除了日本東

京之外，中國的上海以及英國殖

民地香港、印度孟買等地，也幾

乎是在同時引進留聲機及唱片，

這種新興科技在亞洲的大都市造

成了轟動，深深吸引著人們的視

線，捉住了人們的聽覺，更滿足

了人們的好奇心。畢竟在此之

前，沒有人相信聲音是可以被保

存的，更沒有人相信會有一個魔

法，能將一段戲曲音樂的演奏儲

存在一片小小的唱片之內，不管

何時何地都可以播放。

依據一八九七年留聲機在日

本東京播放的收費情況來說，聆

聽者每次只要收聽取費用大約是

一、二錢左右，但在一八九八年

的台灣，這種新興科技甫為人所

引進，每位聽眾要收取一角，是

日本本土的十倍價格。從這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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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中，讓我們了解處於東亞的

台灣，是在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接

觸到留聲機這種新興科技。而隨

著此一科技配合著唱片的發行，

亦即將歌劇、音樂及民謠灌錄成

唱片，並從中衍生出流行歌的文

化，隨後將影響全世界。在這一

波潮流中，台灣也受到相當程度

的影響，沒有被孤立在外，之後

更發展出獨特的流行歌文化，然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從留聲機

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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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是人類文明突飛猛

進的一刻。一八一四年，英國人

史蒂文生（George Stephenson）

發明了蒸氣機車，將其命名為

「Locomotive」，在英國的鄉間

進行試車，當時有數千名群眾

圍觀，共同見證了這一幕「車

輪奇蹟」的首航典禮，火車從

斯達頓（Stoekton）開往達靈頓

（Darlmgton），時速有二十五英

哩，開創出鐵路運輸的時代，也

讓人類的陸路交通掀起新頁。

除了火車之外，電影、電話、

照像技術、留聲機、無線電等，

都是在十九世紀的發明。這些發

明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徹底

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也重組了社

會的結構，更重要的是，人類的

思維及價值觀隨之改變，視野與

意識型態更趨向多元，使得社會

有了大幅度的改變。

留聲機及唱片為十九世紀末期

的產物，進入二十世紀之際，大

規模的資本投注此一科技產品，

創造出新的娛樂，也為人類社會

提供不同於以往的載體，亦即可

透過錄音及再製作的方式，讓音

樂可以傳播到世界各地。而此大

量生產、宣傳、銷售的模式，正

是社會學者所謂的「文化工業」

或是「大眾文化」。

二十世紀起，文化不再是貴族

或少數人獨享的事物，以留聲機

及唱片為載體的音樂，在各地被

分享著；此外，印刷技術之發達

也讓書籍出版變得容易，透過工

業化大量生產，人類文化「進化」

到另外一個層次，其中雖受到部

分人士批評，認為藝術的靈氣已

蒙上商業的陰影，變得膚淺且缺

乏深度，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

也是人類文明中一個不可阻擋的

潮流。簡而言之，一個大眾化的

時 

代

留
聲
機
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

第 壹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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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殖民統治與現代化下的變遷

在日本帝國佔領台灣後，有感於國家

沉淪而致異族統治，堅持留著清朝的

辮髮，在精神上表達抗日，日本警察

忍無可忍，有一天終於強制剪去洪棄

生的辮子。那一年，洪棄生五十歲，

他痛心的寫下好幾首詩，和辮子訣別，

其中一首〈痛斷髮〉如此述說：

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為斷髮民；

披髮欲向中華去，海天水黑波粼粼。

洪棄生的辮尾被剪後，他不想留著

像日本人或大多數台灣人一樣的現代

髮型，就不修不理，讓頭髮長不長、

短不短，鬢邊的細辮垂下，成為奇頭

怪髮。這種奇特的造型，被洪棄生稱

為是「不歐不亞亦不倭」。此外，洪

棄生繼續穿著寬袖長袍，拿著大蒲扇，

招搖過市，他不穿和服、西裝，並在

家裡傳授漢學，從不學日語，不用日

在談論台灣流行歌的發展

之前，先來說一個故事，這

個故事是有關於男人頭頂上

的辮髮！

中國男性剃光前額並辮

髮的作風起源於大清帝國統

治期間，這也是漢人降服於

滿人的象徵，有所謂「留髮

不留頭」之說。一八九五年

日本統治台灣後，視此一禁

令為不文明之舉，連同漢人

女性裹小腳的習俗也受到質

疑，日本政府開始宣導男性

剪去辮子以及女性放開裹腳

布。

在殖民政策統治下的台灣

人民，難以接受日本政府的

新觀念，並視維繫舊日傳統

為「抗日」的象徵，例如台

灣著名的抗日詩人洪棄生 1

社會因而產生，留聲機的時代將

改變人類對於音樂的觀念，進而

創造出新的音樂型態──流行歌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