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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文化？
Sound Culture?



Jonathan Sterne (2003)



狹義

“the cultural contexts out of which sound 
media emerged and which they in turn work 

to create”

(Hilms 2005: 249)



廣義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life of sound

(Sterne 2003: 348)



日治時期臺灣聲音文化的重大
轉變

•西洋音樂、日本音樂

•影音科技：唱片、電影、廣播

•臺灣音樂戲曲：商業劇場、商業繁榮、
社會安定



戰後

• 1950、60年代

•黃得時、呂訴上、陳君玉

•臺北文物

•黑澤隆朝

• 1970年代

•林二、簡上仁



1980年代

•莊永明：《臺灣第一》（1983）

•郭乃惇：〈基督教音樂在臺灣之沿革〉
（1983）

•楊麗仙：〈西洋音樂在臺灣之沿革〉（
1985）

•蔡曼容：〈台灣地方音樂文獻資料之整
理與研究〉（1987)：1863-1945



解嚴之後
•陳郁秀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前輩臺灣音
樂家

•地方音樂發展史調查（許常惠為首）

•臺中縣（1989）

•彰化縣（1995）

•台北市（2001、2002）

•曲館武館調查（林美容1995計畫）

•許常惠《臺灣音樂史初稿》（1991）



日治臺灣音樂史研究困境

•缺乏臺灣史背景知識

•語文障礙

•民族音樂學訓練，缺乏歷史訓練

•過度仰賴口述歷史

•少數西洋音樂研究者投入，但以作曲家
為主，無法跳脫西洋音樂史的觀念，忽
略常民音樂生活



2000年之後新史料的出土

•歷史錄音的出土

• 78轉唱片

•田野錄音

•日記的出版

•報紙資料庫的出現



78轉唱片（蟲膠唱片）

• 1990s: 林良哲、李坤城

• 2000: 《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1910-1945: 台灣戲曲唱片
原音重現》

• 2003: 《跳舞時代》紀錄片

• 2007: 林太崴「桃花開出春風部落格」

• 2007: 徐麗紗、林良哲《從日治時期唱片看臺灣歌仔
戲》

• 2009: 《1930年代絕版臺語流行歌》

• 2011: 《林氏好1930年代絕版流行歌》



田野錄音

•北里闌（1921-1922）、田邊尚雄（1922
）、淺井惠倫（1930s-1940s）、黑澤隆
朝（1943）

• 2008: 《聽見殖民地》

• 2008: 《戰時臺灣的聲音》



日記

• 2000-2012: 灌園先生日記

• 2001-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

• 2004: 呂赫若日記

• 2009-2020: 黃旺成先生日記

• 2009: 臺灣日記知識庫

•陸續擴充內容



報紙資料庫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大鐸版）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漢珍版）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漢珍和臺大
圖書館合作）



其他人文藝術領域

• 美術（顏娟英）
• 戲曲（徐亞湘）
• 文學（黃英哲）
• 電影（李道明）



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



臺灣日日新報

• 1898-1944

•最大、最久

•日治時期臺灣常民音樂生活（musical 
life）和聲音文化（sound culture）



建置過程

• 2008: 陳峙維博士後研究期間進行規劃

• 2009: 明治期（音樂學所邁頂計畫）

• 2010.8-2011.7: 與漢珍合作，完成明治期和大正
期（臺大產學合作計畫）

• 2011.10-2015.2: 獲得圖書館支持，進行昭和期

• 2015.2-2020: 補漏、校對修訂、資料庫介面修改

• 2020年9月：正式上市



範圍

•任何出現音樂聲響的報導

•表演藝術：音樂、舞蹈、戲劇

•大眾媒體：唱片、廣播、電影

•傳統活動：儀式、典禮、節慶



詮釋資料

•盡量詳細的關鍵詞

•關鍵詞分欄位

•詞彙擴展

•同義詞

•地名

、



欄位

• 標題

• 報導類型

• 人名/團體

• 地點

• 曲目/劇目/書名

• 樂器

• 樂譜

• 表演形式

• 事件

• 日期版別



地理區域
•臺灣
•日本
•東亞（朝鮮、中國）

•東南亞、歐美、其他各地
•世界史的視角



35萬筆, 2千多萬字後設資料
（2014年為止的統計數據）

Year Entries Characters

明治 1898-1911 26,639 878,379

大正 1912-1926 65,625 3,356,908

昭和 1927-1944 188,858 13,031,202

廣播 1928-1944 70,937 4,836,478

總計 1898-1944 352,059 22,102,967



建置的困難
• 需要同時具備日文能力和音樂知識，吃苦耐來，犧牲

奉獻

• 報紙模糊、缺頁

• 當時用詞與現代不同

• 當時日文與現代日文不同

• 新興名詞（包括音樂、電影等）尚未固定，有各種
不同稱法，外來語不固定，日文漢字、中文用詞更
不固定

• 漢文報紙，雖是中文撰寫，但讀音其實是閩南語

• 專有名詞出現與音樂或樂器有關的字



成果

•使用者回饋：關鍵詞精細準確

•與大鐸版比較

•ジヤズ： 104：2691

•流行歌：65：5516

•ピアノ：73：7876

•ダンス：338：3214



臺灣日日新報的侷限

•關於邦樂和洋樂的報導多於漢人和原住
民音樂

•主要是日文（1937年前每天兩頁漢文）

•讀者：在臺日人和會讀日文的臺人



廣播

•服務對象：在臺和南支南洋的日人

•音樂節目：

•主要是邦樂和洋樂

•臺灣音樂只佔一小部分



臺灣音樂人甚少留下文字資料

•反應了日治時期殖民和被殖民者的權力
結構問題。

•多數留下來的是日文資料



歷史錄音的重要

•了解當時臺灣音樂的具體樣貌

•了解當時臺灣音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實踐



臺大圖書館78轉資料庫



建置過程（1）

• 2009-2012國科會計畫「閩臺東南亞78轉南管唱片研
究」，林太崴擔任助理

• 與臺大圖書館合作

• 南管78轉唱片採購

• 採購林良哲收藏之部分臺灣唱片

• 林太崴代為進行數位化。



建置過程（2）
• 2012：圖書館多媒體中心接手，與收藏家合作

• 2012：與林良哲

• 2013：徐登芳

• 2015：「留聲臺灣」計畫

• 詮釋資料建置和校對

• 2017春：初版上線

• 2021春：更新版面



數量

• 6047張

•徐登芳：3834

•臺大圖書館：1786

•林良哲：427



內容
• 物件：圓標、聲音檔、歌單

• 地理範圍（粗估）

• 中國：2500

• 臺灣：2000

• 日本：800

• 東南亞：500

• 香港、滿洲、美國、朝鮮

• 時間範圍

• 1900s-1950s



與其他資料庫比較



師大
•建置時間：2010.8-2012.1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來源：李坤城的收藏

•數量：1158 張

•內容：臺灣傳統戲曲和部分日本音樂

•聲音檔、唱片圓標、部分歌單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重要性

•臺灣唱片工業寶庫

•量最大：2000張

•涵蓋各樂種

•流行歌

•臺灣、中國、日本、東南亞唱片的關係



徐登芳 2021



內容

•臺灣唱片工業

•臺語流行歌的產生

•電影與流行歌的關係

•翻唱歌曲

•唱片與民俗、原住民音樂、清代國歌、
孫中山/小林躋造總督講話、江文也



重要

•結合唱片、報紙、廣播、史料、收藏家
經驗

•唱片封套、《日蓄新聞》等等

•詳細爬梳、比對

•提出許多細膩觀察和有待研究的問題

•指出某些唱片的重要價值

•指出臺灣作為東南亞閩南語流行歌的來
源



結合其他資料庫

•臺大圖書館

•歌仔冊與念歌

•師大

•臺灣音聲一百年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古倫美亞唱片

• Nippon Columbia保存課



日治臺灣聲音文化研究的新紀元

•改寫過往的錯誤

•填補過往的空白

•臺灣位於日本、中國、東南亞之間的樞
紐位置

•將臺灣置於世界史的脈絡

•從聲音文化的角度重新認識日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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