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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行音樂跟社會中隱含了什麼關係？本文從蕭蘋與蘇振昇提出的流行音樂

與社會價值的五種理論出發，以伍佰的歌曲當作文本，透過剖析伍佰的歌中內

容，重新理解伍佰的流行音樂如何演變。 

    本研究採用的主要方法是內容研究法與文本分析。藉由內容研究法的分類

方式，先將伍佰的歌詞依照五個理論的模組進行歸類，再透過文本分析讓我們

了解伍佰的歌曲呈現什麼樣的樣貌。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偶然的聽見伍佰的歌，他的嗓音如此特別，有著歷經世事的滄桑；鏗鏘有

力的歌聲，有時令人震撼，有時又讓人陶醉。在七年級的公民課上，老師曾經

提過，文化的變遷除了展現在器物、制度與意識形態外，流行文化的轉變，特

別是流行音樂的變化，總是能夠引領時代的風騷。如同伍佰所寫的歌詞，隨著

時代變遷，打造了不同類型的音樂。有為社會時事的，有為他人紀念、致敬的，

而更多的歌都在書寫人類如何在社會中找尋自我，如何讓自己在寂寞中找到歸

屬，讓自己在無可奈何中大聲怒吼。不禁讓我們想深入了解，這些歌曲的出現

是否代表了什麼意義，伍佰撰寫的歌詞又如何反映整個社會。如同我們在公民

課上學到的，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被社會所束縛時，能夠尋求解放，尋求自

我。 

如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透過伍佰的歌曲，理解流行音樂與社會

間的關係，藉由理論分析伍佰的歌詞，讓我們能夠透過不同的視角重新認識伍

佰與這個社會。 

 

貳、 文獻探討：流行音樂與社會價值的理論觀點 

「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通常指的是一種用詞簡單、輕鬆活潑、愛

好者眾多，曲風短小簡練，旋律力求易記易唱，節奏強調強烈、清晰、變化大，

可視為經過設計來取悅大眾的作品，它有別於嚴肅音樂和古典音樂，又叫做通

俗音樂1（詹珮甄，2005）。 

蕭蘋與蘇振昇（1999）引用傳播理論研究者McQuail以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

歷史要素為主要看法，認為(1)科技；(2)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3)一

組活動或需要；(4)人(包含團體、階級等)，透過這四個要素來觀察流行音樂研

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一些新的錄音製作技術的發展、社會的背景、社會中

新的團體或階級的出現、以及他們對於音樂的溝通需要，都會影響到學者們對

於流行音樂與社會關係遠近的觀察。2因此，蕭蘋與蘇振昇整理了五種理論觀點，

解釋不同時代的流行音樂如何感覺出當代的社會價值3： 

一、控制論 

控制論的源頭應追尋到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的看法。法蘭克福學派

的阿多諾（Adorno）的〈論流行音樂〉文中認為唱片工業必須穩定消費者的音

樂品味，才能確保產品的銷售量，所以不斷的提供相似的音樂給消費者，這種

過程即音樂創作的標準化。同一首歌不管去掉哪一個部分，對整體樂曲都沒有

太大影響，高度標準化的音樂形式，讓整首歌充滿規律性，某些段落可以互相

調換，就像機器的螺絲一樣可以拆卸、互換。在唱片工業發展之下的消費者是

屬於被動的角色，他們的品味受到唱片公司操弄、制約卻不自覺，在消費流行

音樂的同時，消費者也正在強化流行音樂的型態，然而更加鞏固唱片工業4。 

                                                      
1詹珮甄（2005）。「周杰倫」現象研究（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 
2
 蕭蘋、蘇振昇(1999)。流行音樂與社會文化的價值：五種理論觀點的詮釋。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新竹。 

3
 同上。 

4
 陳柏達的網誌（2008 年 5 月 19 日）。論流行音樂【部落格文字資料】。取自



控制論提出的年代恰好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個國家不斷地運用政治宣

傳歌曲強化人民的民族意識與團結意識，「控制論」的說法正好與那個時代的

背景相符。在台灣，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流行音樂圈出現大量宣傳歌曲、

軍歌、與愛國歌曲，這類音樂可以說是國民黨政府鞏固其合法地位的工具之一，

因此「控制論」的論點可以在這些類別的音樂中得到證實，只是在台灣「控制」

的來源並非如前述阿多諾所言是來自資本主義的商業控制，而是來自政治力量

的威權控制5。 

 

二、反映論 

反映論是與控制論對立的觀點，蕭蘋與蘇振昇引用Frith（1988）的看法，

認為在大眾社會中，音樂雖然不是由人民自行創作，但是只有文化價值觀令人

接受的音樂才會有人購買，並進一步成為流行的音樂，音樂工業雖然控制了流

行音樂的生產方式，卻無法控制人們對於音樂的偏好6。反映論出現的背景是1940

年代大眾傳播媒介的環境還不太複雜，傳播理論的發展正處於萌芽階段，鏡子

理論則被視為理所當然，而當時的鄉村、藍調、民謠音樂是屬於較草根性的民

間音樂，與平民的生活經驗相符，「反映論」也因此得到印證。7 

在台灣，張釗維（1991）認為1970年代在台語歌曲式微、國語歌曲被指為

靡靡之音、西洋歌曲是外國產物的背景之下，校園民歌運動是青年學子試圖找

回民族自覺的文化運動，並從歷史背景和校園民歌發展方向的互動中發現校園

民歌運動是在特定的、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構而成8。葉乃嘉（2008）則認

為從校園民歌的歌詞中發現，校園民歌是以生活經驗為主，主要是關於四、五

年級生的生活書寫，而民族、國家與政治的描述，只不過是生活經驗的一部份

而已9。 

然而，反映論認為歌曲可以反映現實的說法，遇到了很大的挑戰。反映論

或許可以符文化產品尚未被大量標準化或商業化的時代，那時候出現的民謠與

民歌跟人們的生活較為貼近，可以反映出人們創作歌曲的社會環境，但是流行

音樂商業化之後，歌詞是否真的反映出社會現實就值得懷疑。 

 

三、再現論 

再現論認為媒體不像反映論所說的是面鏡子，媒體其實是產生特定意義的

中介物。也就是說，媒體再現了社會當中某些具有特定意義的事物，這些意義

不是只有客觀也不是只有主觀的，而是客觀跟主觀交錯的真實（蕭蘋、蘇振昇，

1999）。 

                                                                                                                                                                                
http://blog.udn.com/ChenBoDa/18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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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2. 

6
 同 2. 

7
 同 2. 

8
 張釗維（1991）。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70 年代臺灣現代民歌發展史:1970 年代台灣現代民歌發展史--建制、

正當性理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網系統。國立清華大學，新竹。 
9
 葉乃嘉（2008）。抱著吉他的七 0 年代：校園民歌的文化意涵研究（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網系

統。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台南。 



王美珍（2006）認為2005年台灣社會掀起一股「台客文化」的論述，不管

是學院派或是音樂界都試圖回答：為什麼「台客」從視為俗氣、沒品味的貶意

稱呼，逐漸朝向「台客就是一種驕傲」、「台客文化就是台灣的特色」這樣意

義轉變。在眾多文化再現的場域中，這一波「台客」的正名運動，讓台客成為

一種「台灣代表」、「台灣製造」的象徵符號。越來越多人有意識地對「台客」

（或相關的「台妹」、「很台」）這幾個字詞進行論述，讓台灣人的某些文化

特徵被再現為台客精神10。 

依再現論的觀點，媒體將許多社會事件重組的同時，也合理化了許多既存

制度所造成的不公平。流行音樂也有同樣的效果，媒體決定了某些社會上的主

流價值，經過轉化、重組後把這些主流價值融合進流行音樂，再傳給聽眾。 

 

四、互動論 

互動論提出這個世界上的語言跟符號都以不同形式在影響人類社會，因此

互動論特別強調語言與符號在自我、心智、社會的形成中所扮演的重大角色。11

對互動論者而言，流行音樂的詞曲正代表一種符號。 

就互動論的觀點而言，流行音樂與社會價值觀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控制論或

反映論的說法是單方面的，音樂的形式與音樂的次文化都是由不同的品味構成

的，消費者與流行音樂間隨時都在互動，譬如抒情歌與搖滾樂的消費者在對音

樂型態的鑑賞角度就不盡相同，或是許多歌手，透過歌詞的書寫表達了自己對

於社會事件的意見，而這些歌曲又能讓社會事件中的被影響的人們所選擇，藉

著歌曲表達自己的價值觀（蕭蘋、蘇振昇，1999）。 

 

五、擬像論 

擬像論主要是針對再現論的缺失提出批評。根據再現論的論點，符號的再

現過程常常讓人忽略了真實的存在是什麼樣子，這也是再現論批評當代媒體內

容的論點基礎。可是對擬像論者來說，大量的符號使用讓符號的本身就代表真

實，對擬像論者來說，討論社會真實跟符號的關係沒有必要。 

張惠嵐（2008）以《超級星光大道》節目為例，認為觀眾觀看節目的時候，

已經不想去認定節目的真實性如何，觀眾關切的是節目的演出內容能不能引起

興趣、節目從日常生活取材的經驗跟觀眾有沒有共鳴，以及觀眾自己對節目的

看法是否能夠跟其他觀眾有所交集。12 

 

 

 

 

                                                      
10王美珍（2006 年 2 月 25 日）。從「他們台客」到「我們台灣人」—台客正名的文化意義分析。取自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5/journal_park420.htm 
11

 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 年 12 月）。符號互動論【網路資料】。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670/ 
12

 張惠嵐（2008）。擬仿時代？真人實境節目下「過度的」閱聽人─以《超級星光大道》為例。傳播與管理研

究，8（1），85-123。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主要方法是內容研究法與文本分析。內容分析法是對過去已

存在的事物進行探究與了解，所以又可稱之為文獻分析或資訊分析法，是研究

者不介入事物中的一種研究，通常拿來進行量化研究。 

文本分析並非一種研究方法，因此需要搭配其他的研究方法施行。文本分

析的目的除了分析文本內容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文本內容找到那些在文本外的

社會意涵。 

本研究藉由內容研究法的分類方式，先將伍佰的歌詞依照五個理論的模組

進行歸類，再透過文本分析讓我們了解伍佰的歌曲呈現什麼樣的樣貌。 

為什麼我們的研究對象要選擇伍佰，而不選擇其他人？這是因為伍佰在台

灣流行樂壇具有代表性，如樂迷對他的封號「LIVE  KING」就可窺知一二。同

時，伍佰也是台客搖滾音樂祭的主要歌手，他的歌曲大多數都跟台灣意識有關。 

根據我們的分類，伍佰的歌曲大致上可以分成下列項目： 

表一：伍佰的歌詞分類 

致敬、紀念 
思念親像一條河、白鷺鷥、斷腸詩、夢醒時分、夢的河流、小妹、

心愛的再會啦、挪威的森林、白鴿、愛你一萬年、閃光魔術 

描述社會 

空襲警報、蛇、少年吔安啦、台北孤兒、心愛的再會啦、無聲的

所在、純真年代、寂寞叢林、銀河特快、海浪、翅膀、台灣製造、

太空彈、新聞秀、時尚狗 

 愛情書寫 

小人國、心如刀割、愛情的盡頭、心愛的再會啦、煞到妳、淚橋、

夜照亮了夜、妳是我的花朵、就是因為愛、往事欲如何、無盡閃

亮的哀愁、青春與愛情、浪人情歌 

政治 
不滿、活下去、返去故鄉、徘徊夜都市、樹枝孤鳥、沒有頭、敵

人、雙面人、海上的島 

奮鬥 

樓仔厝、青春、錢的力量、萬丈深坑、不要想太多、七彩燈光、

怨嗟歎、人生一場夢、上癮了、美麗新世界、上帝救救我、九重

天、路、下港人在台北市、迷航記、停止的危險、生存遊戲、答

案、衝衝衝、世界第一等、殺手驪歌、晚風、單程車票、好運總

來、生命之歌 

從這些分類項目中，我們可以發現伍佰的歌曲多集中在關於人生的奮鬥與

描述社會現況，其次才是愛情的書寫。我們的研究主要就是運用理論解釋伍佰

當中的代表性歌曲。 

 

 

http://www.oiktv.com/lyric-m31801.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2346.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800.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551.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615.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798.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608.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608.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572.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808.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775.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754.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586.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586.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72912.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707.html
http://www.oiktv.com/lyric-m31604.html


 

肆、結果與討論：從五種理論觀看伍佰的歌曲 

(一)被控制的伍佰 

我會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淚水，還會裝作一切都無所謂，將你和我的

愛情，全部敲碎，再將它通通趕出我受傷的心扉(伍佰，浪人情歌，

1994)。 

〈浪人情歌〉是伍佰膾炙人口的一首情歌，陪伴著六、七年級生一起長大，

但很少人知道，原來這首是當初伍佰不要的歌，後來是唱片公司認為需要有一

首所謂的「芭樂歌」，專輯才會賣出去，才將這首歌留下來。 

我那張《浪人情歌》專輯有十幾首，最後多了一首叫〈把你忘記〉，

本來不想拿出來，因為 key錄錯了，結果還是拿出來討論，許常德

聽了覺得這些歌很好，但還是需要一首什麼樣的歌，然後他聽到〈把

你忘記〉就把它改叫〈浪人情歌〉，悲慘的事情從此開始了13（伍佰，

2012）。 

這張專輯後來大賣，但這不是伍佰的第一張專輯，伍佰的第一張專輯是《愛

上別人是快樂的事》，在這張專輯前還有不少跟別人的合輯。儘管首張專輯以及

之前的創作均獲得好評，但是唱片銷售量並不佳，伍佰的音樂風格無法被市場

所接受，成為小眾音樂14。 

 

到了《浪人情歌》這張專輯，經過唱片工業更為細緻的算計包裝下，伍佰

變成一個台味十足而充滿搖滾精神的搖滾歌手，用《浪人情歌》建立了與大眾

市場的連結15。或許是這張專輯成功吸引到聽眾，接下來伍佰有好長一段時間，

在專輯內都會放進一兩首芭樂歌，讓整張專輯在搖滾之餘也有一顆芭樂心。 

 

(二)反映社會的伍佰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那會土腳歸會攏是一坑一缺，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那會整個天頂是攏總全砂，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那會烏托麥攏鑽來頭前擱後壁，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紅燈青燈伊老師那像攏總沒教（伍佰，樓仔

厝，1992）。 

〈樓仔厝〉是伍佰第一張專輯中，現在在演唱會上唯一還會出現的歌曲，

這首歌在描寫伍佰上台北的時候的心情，也反映了那個年代從南部獨身上台北

的異鄉遊子，初次到繁榮城市中所體會到的新鮮感與城鄉差異。回到台北市居

民自身的經驗，歷經城市快速發展，捷運與新建道路取代了原來的交通方式，

就算是個老台北人，也終究在這不屬於自己的城市中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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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類的歌曲，經典的還有〈少年仔，安啦〉： 

這個世界甘真正有影公平，這多問題，你怎麼來解釋？甘是我自己讀不

夠冊，還是環境害我自己不知在佗位。少年耶，安啦！（伍佰，少年仔

安啦，1992） 

〈少年仔，安啦〉在描述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的年輕人呈現自我迷失以

及校園深受毒品侵入的影響，歌詞當中的「安」並不是真的叫年輕人安心，而

是暗指當時相當流行的安非他命，表現出當時青少年藉由毒品逃避現實的社會

氛圍。 

(三)再現事件的伍佰 

堂堂男兒，心肝全碎， 

欺騙著我，癡情花啊， 

我哪會安呢生，我哪會安呢生（伍佰，樹枝孤鳥，1998）。  

〈樹枝孤鳥〉描寫的是台美斷交，雖然整首歌看起來都跟台美斷交沒有關

係，但伍佰利用樹枝上的孤鳥這個意象，再現了台灣在國際地位中的無足輕重。

《樹枝孤鳥》這張專輯，也是伍佰的生涯最高峰。 

對伍佰來說，台語不是用來唱情歌的，在嘉義鄉下長大的伍佰，台語是他

生活、思考的一部分。台語對他的意義，加上文字作為符號的意象，讓他在書

寫許多關於再現社會價值的歌曲時，選擇使用台語。如同他對於家鄉的情感： 

我的雙腳站在這，我的鮮血、我的目屎隴藏在這個土腳， 

我的雙腳站在這，這有我的靈魂，雖然我猶原是感覺孤單， 

沒人會凍震動著我，在這沒人會凍震動著我（伍佰，返去故鄉，1998）。 

〈返來故鄉〉除了描述伍佰對家鄉的情感外，同時也向那些國民黨威權體

制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致敬。這首歌深刻的點出當這些坐黑牢的政治犯回到

家，發現家鄉雖然跟自己記憶中不一樣，卻依然是家鄉的複雜情感。 

 

(四)與社會互動的伍佰 

飛凌機若來你就趴落爛溝仔或是土腳， 

阮厝邊有人未付去乎彈到腳， 

飛凌機飛來的時盛盛叫是有夠大聲， 

你遠遠無見人是已經就知影。 

啊～～～這款的代誌， 

啊～～～學校隴無提， 

啊～～～那當時那這呢神祕（伍佰，空襲警報，1998）。 

〈空襲警報〉或者說整張《樹枝孤鳥》專輯創作的背景，正好是台灣本土

意識開始抬頭的時候，長久受到黨國體制篩選的教科書，當然不會提到在日治

時期，美軍曾經轟炸過台灣的歷史事實，甚至在黨國教育下，許多人以為日治

時期轟炸台灣的是日本人。伍佰透過歌曲，傳達了這些事件的荒謬，也控訴在

看似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下，人民的思想其實尚未自由。 

伍佰：「搖滾樂手一定要跟社會有關聯、有互動，並不是說你拿把電

吉他，唱唱搖滾樂，就叫做搖滾樂手；應該說你對這個社會有搖滾性



的注視、搖滾性的關懷、搖滾性的抗議、搖滾性的觀念與思想，這樣

才是一個搖滾樂手。」16 

對伍佰來說，搖滾樂手的身分就是他與社會連結的其中一種，也是他對大

眾的身分中最重要的一種，音樂不只是興趣與文化商品，更是與社會溝通的管

道，透過音樂，伍佰可以將自己的關懷擺在一個鮮明的位置，讓社會大眾在聆

聽他的音樂時，不再是孤獨的個體，而是與社會共同存在的社群。 

除了對社會的思考外，伍佰用台語寫出的情歌，很不像情歌： 

異鄉啊，總有坎坷路要行， 

我袂寂寞，有你在我的心肝， 

男兒啊，立志他鄉為生活， 

和妳團圓，在我成功的時（伍佰，心愛的再會啦，1998）。 

〈心愛的再會啦〉一樣是在描寫當時許多男人為了生活離鄉背井，不得已

跟心愛的人分離，帶著期待與不安來到異鄉，只能盼望自己衣錦還鄉時，能夠

與愛人團圓的心情。但這首歌後來成為當兵抽到「金馬獎」的人的代表情歌，

一樣要坐船到金門馬祖去，一樣是分隔兩地，不過原本期待團圓的心情，變成

了希望別受兵變的想望。 

 

 

(五)創造獨特的伍佰 

伍佰的擬像倒是沒有展現在歌曲中，而是在舞台上、演唱會現場上與電視

MV中。頭戴鯊魚帽的伍佰、唱著〈你是我的花朵〉跳花朵舞的伍佰、拍著令人

發噱的〈火山〉MV的伍佰、擔綱電影男主角演出的伍佰，這些藉由影像展現不

同姿態的伍佰，實踐了他對音樂的堅持，也告訴觀眾時代與他的關係，伍佰 and 

China Blue不只是時代的產物，他們也推著這個新力量往前走的更遠17（張鐵志，

2012）。 

伍佰曾接受 TVBS訪問，他說：「我一直不認為說我是一個唱歌好聽的歌手，

我都不相信不認為我是一個唱歌的人，不過我認為我給大家的是一個態度，生

活的態度，對生命的態度，這個是無可取代的，我給大家的是一個態度，那至

於唱歌好不好聽那就是一個態度的其中一個，一個裡面的一項，那並不是很重

要，重要的是那個歌曲的內容，還有表演的這個整個東西的意義這樣子。」 

伍佰本身就是一種擬像，他試著讓自己成為表現社會的人，而不是讓社會

表現自己的人。他希望把主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上，創造出能夠與大眾共鳴的表

演，縱使那些表演在現實社會中顯得荒謬，但伍佰仍然透過這些荒謬，展演了

人生更加荒謬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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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縱然帶著永遠的傷口，至少我還擁有自由（伍佰，白鴿，1999）。 

〈白鴿〉象徵伍佰演藝人生的起伏，也象徵作為一個人，不管歷經多少苦

難與折磨，都在追尋屬於自己的自由。從社會理論解釋伍佰的歌曲，對我們而

言是種挑戰，這些理論對我們來說都太過陌生，只能盡力去理解並加以應用。

這也是伍佰的歌曲所要告訴我們的精神，透過對伍佰歌曲的重新詮釋，我們也

重新思考關於流行音樂的存在與價值。我們在聽流行音樂的時候，究竟是被唱

片公司餵養，還是能夠自行決定我們想聽什麼？在現代社會跟資本主義下，我

們似乎沒有真正能夠選擇的自由，伍佰在現實與理想間，透過音樂與市場進行

對話，看起來是妥協了，實際上卻用另一種方式突破市場給定的框架，反倒是

扭轉市場，創造出屬於伍佰風格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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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分析用的文本 

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妳 不要再愛妳 讓時間悄悄的飛逝 抹去我倆的回憶 

    對於妳的名字 從今不會再提起 不再讓悲傷 將我心佔據 

    ＊讓它隨風去 讓它無痕跡 所有快樂悲傷所有過去通通都拋去 

     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會再是妳 不願再承受 要把妳忘記 

   ＃我會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淚水 還會裝做一切都無所謂 

     將妳和我的愛情全部敲碎 再將它通通趕出我受傷的心扉 

    Repeat ＊ ＃,＊ 

    不願再承受 我把妳忘記 

    妳會看見的 把妳忘記 

    [口白]我想到了一個忘記溫柔的妳的方法，我不要再想妳，不要再愛妳，

不會再提起妳，我的生命中，不曾有妳。 

 

樓仔厝 

坐著土腳底的鐵路來到這 看隔壁阿財說的敢攏有影 

看敢是世界上很有名 看敢是人人出門攏駛轎車 

聽到四界全全攏是吵鬧的聲 走沒兩步左邊右邊攏總是車 

要過大路大家就要坐陣走 那沒司機就會給阮叭叭叭 

阮要來去西門町去感受一下 看那的東西敢是俗擱大碗 

等一個公車我等到下午兩點半 乾脆來去坐坐那落計程車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 那會土腳歸會攏是一坑一缺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 那會整個天頂是攏總全砂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 那會烏托麥攏鑽來頭前擱後壁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 紅燈青燈伊老師那像攏總沒教 

不曾看過這多的樓仔厝 

歸條路攏是賣鞋擱賣衫 還有一條街整個攏在做電影 

有的朋友擱實在有影很好禮 手給阮拖著擱一直叫阮入來坐 

阮要來去東區去感受一下 看那的人敢是攏總穿甲足趴 

擠一下公車擠歸半天還沒到我 歸去又擱來去坐坐那落計程車 

想過來呀又想過去呦 那會整排車大家攏在喘大氣 

想過來呀又想過去呦 那會大家攏給垃圾丟在路邊 

想過來呀又想過去呀 天上的鳥仔是安怎攏總飛去避 

想過來呀又想過去呦 這款的環境伊敢有影住會舒適 

想過來呀又想過去呦 

看到大家人伊家那像攏足好額 七八十攤排在路邊在賣東西 

熊熊咻一下歸下攏總沒看人影 當時啊就是那個警察擱來抓 

阮要來去士林夜市感受一下 聽說那個東西實在有影有夠好吃 

要找公車牌我找甲霧煞煞 看破得要花那個兩百八去坐計程車 

轉過來呀擱轉過去呦 轉甲司機險險撞從安全島去 



轉過來呀擱轉過去呦 轉甲今嘛不知是民國幾年 

轉過來呀擱轉過去呀 轉甲全身軀煞感覺攏無趣味 

轉過來呀擱轉過去呦 轉甲這世人那像無通呷到百二 

轉過來呀擱轉過去呦 

整條路攏擠甲看沒頭前 還擱有一間鐵厝是有夠大間 

在賣蚵仔煎 牛排肉圓花枝和銼冰 還擱有一種大餅包小餅 

 

少年吔，安啦！ 

    滿腹的怨氣 不知從那掏 

    日子的傷痕 給我強欲哭 

    敢是我的命像一支草 

    安怎打拼攏無比人較豪 

    少年耶,安啦! 

    少年耶,安啦! 

 

    聽人說過很多大道理 

    我照行代誌無較順適 

    每天干單在打來打去 

    這種的生活 過的敢有意義 

    少年耶,安啦 

 

    我卡早日子比你得較未溜力 

    心內話 沒人聽 眾人騎 沒人疼 

    那親像所有的人攏想要和我拼命 

    到干單才知影希望還擱在這 等我 

    少年耶,安啦 

 

    安怎江湖已經攏無義氣 

    安怎兄弟攏不知從何去 

    安怎每天晚上攏要想得這多代誌 

    手頭的煙點著一支閣一支 

    少年耶,安啦 

 

    這個世界甘真正有影公平 

    這多問題 你怎麼來解釋 

    甘是我害自己讀不夠冊 

    還是環境害我自己不知在佗位 

    少年耶,安啦 

 

 



    我卡早嘛想要做好子 

    我卡早嘛受父母痛疼 

    生活單單為著顧生命 叫我 

    安怎來騙自己說做你安啦 

    少年耶,安啦 

 

樹枝孤鳥 

愛人妳是在佗位 無留著批信 無留半個字 

啊～愛人無見妳的面 親像風在透 親像針在偎  

為何 堂堂男兒 無路用 心肝全碎 太倔強 

欺騙著我（戲弄著我）著呢熊 癡情花啊（憨憨轉啊） 

愛人妳是去佗位 無代念我情 無代念我意 

啊～愛人想妳的香味 望妳快回頭 轉來阮身邊 

愛人妳哪這酷刑 無采我在撞 心情攏未清 

啊～我無法度瘋瘋活下去 無妳我會空 無妳我會死 

樹枝孤鳥 樹枝孤鳥 樹枝孤鳥 樹枝孤鳥 

偷偷在哭 

堂堂男兒 心肝全碎 

欺騙著我 癡情花啊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我哪會安呢生 

 

心愛的再會啦 

海上的 船螺聲已經響起 

對你猶原情綿綿 

今日要來離開 

心愛的 不甘看你珠淚滴 

在我不在的日子 

你著保重自己 

異鄉啊 總有坎坷路要行 

我袂寂寞 有你在我的心肝 

男兒啊 立志他鄉為生活 

和妳團圓 在我成功的時 

最後的 船螺聲又再響起 

猶原不甘來離開 

手牽著心愛的 再會啦 

 

 



空襲警報 

空襲警報～～～～ 

阮阿公空襲的時早就已經跌落山腳 

阮阿嬤的豬圈乎伊燒甲臭火乾 

阮阿爸上班的糖廠去乎掃甲一坑一嘎 

做田的隴嘛走去躲在樹仔腳 

飛凌機若來你就趴落爛溝仔或是土腳 

阮厝邊有人未付去乎彈到腳 

飛凌機飛來的時盛盛叫是有夠大聲 

你遠遠無見人是已經就知影 

啊～這款的代誌 

啊～學校隴無提 

啊～那當時那這呢神祕（未來嘛是非常神祕） 

聽說是美軍要來炸台灣的日本兵仔 

聽說咱隴總唱著日本的軍歌 

聽說咱著要交出鋤頭剪刀 摻ㄌㄡˊㄌㄞˋㄅㄚ˙ 

說戰爭是保護咱自己的國家 

酸酸喲喲酸喲喲 

兒仔時的 Radio 隴聽會到 

對你的瞭解哪這呢少 

歷史的傷害擱有影不是親采 

自開始我隴當做是阮阿爸在說的詼頦 

自開始不知咱過去有這多的目屎 

現此時咱是生活在塊不同的世界 

不知影飛凌機何時會擱來 

 

返去故鄉 

走出這個門我要來返返去我的故鄉 我的家門 

想到父母我的腳就軟日頭曬甲目睭張不開 

我的心裡今嘛才做準備路上景緻我隴無心通留戀 

咱來借問路邊的歐吉桑這條路和較早哪隴無同 

心情愈來是愈沈重 一切親像夢風真透 我強愈哭 

我哪乎人吃得這呢到社會無量需要性命才是英雄 

回到我的家門我將門關 所有計較隴總是多餘 

我今嘛已經是有準備 轉頭對天大聲喊出 

我的雙腳站在這我的鮮血 我的目屎隴藏在這個土腳 

我的雙腳站在這這有我的靈魂雖然我猶原是感覺孤單 

沒人會凍震動著我但是沒人會凍震動著我 

在這沒人會凍震動著我但是沒人會凍震動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