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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動機： 
 

  一直以來認為音樂能夠傳遞的，遠遠大於文字型式的作品。我本身雖然一直

有在創作歌曲，但當時並沒有認為能夠使用此一專長做些什麼。在參與了去年的

學士論文發表會之後，得知系上有社會實踐的企劃，能夠使用文字以外的方式，

體現社會學的各個面相。我覺得很有趣，而且讓人印象深刻。當時社會學理論的

課程也剛好有實踐型式的報告，基於自身對社會學的想像，是能夠帶給平常沒有

接觸社會學的人社會學式的思考，我開始思索：怎麼樣去實踐，才能讓平常不讀

社會學的人也能讀到一些社會學相關的故事或議題。我認為，音樂是最能夠吸引

閱聽人來「讀」其內容的呈現型式，因此我選擇了創作並演唱歌曲來完成社會學

理論的課堂報告。 

 

  而後我開始思考，若是能將所學與所長結合，透過社會學與音樂展演的力量

捲動更多人，比起我一直都拙於表達的文字型式，社會實踐想來是更有意義的。

加上我自身對於理想中公民社會的想像，是人們能夠在充分理解並審慎思考各起

事件的脈絡之後，才採取日常生活的發言行為，並分享之，討論之。基於直接的

接觸以達到直接影響的想法，我的社會實踐也想要直接實踐於社會之中，因此我

便開始尋找，能夠以音樂與閱聽人對話的，最直接的型式。而街頭的音樂展演便

是我最後決定的型式。 

 

  另外，我還有一些自身參與社會運動後，想將之整理成音符的情緒欲宣洩。

像是反服貿黑箱行動的時候，從第一天晚上看到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畫面，感到整

個國家、社會都開始變得不一樣了，當時在為台灣人民的權益奮鬥的人們，他們

對國家社會充滿著失望與不信任的情緒，不論身理或心理都受到嚴重地毆打，卻

仍然選擇站出來抗爭的精神；去過幾次士林文林苑，曾經感受議題底下的人們最

直接的情緒反應，那股焦慮、鬱悶、無可奈何，對政府的失望，不信任，對社會

的困惑、憤怒，都是文字表達不出來的悸動。而使用歌曲的型式將情緒記錄下來

並使之演出，能讓很多正在發生的剝削壓迫增加被曝光的可能性，同時刺激公眾

反思自身對已知社會的想像。 

 

  選擇社會實踐，能將社會學的思考經由文字以外的媒介，以更容易被理解的

姿態體現出來。進行街頭展演，除了能利用我自己創作的表演，使路過的人們被

吸引來觀賞，還能藉此分享更多同樣在創作關心社會議題歌曲的音樂團體。透過

音樂來進行情緒的傳遞，連結作品和觀眾的想像和記憶，並延續當下意識到的同

理心，使閱聽人在離開展演之後，還能持續關注該類型的音樂，及其描述之社會

議題的內容。 

 



（二）實踐目的： 
 

  我想要實踐的對象是平常沒有接觸社會議題的人們。讓他們在聽了整理情緒

過後而創作出來的歌曲，能盡量將其同理心激發出來。而在進行情緒整理的過程

也一併分享給聽眾知道，屆時方能在實踐的展演之中，達到使原本較少接觸社會

議題的人，開始接觸社會議題，並且能持續接收該類資訊。 

 

  人們往往會有所為參考團體的概念來驅動他們的言行，如嬉皮風格的披頭四，

當時他們的音樂推動反越戰的聲浪，讓許多的樂迷成為同樣主張和平的嬉皮。我

自身的展演可能無法即時的成為路過觀眾的楷模，但作為媒介，我可以介紹網路

上的資源及歌曲，替閱聽人創造參考團體。而當人們開始發覺到社會上充斥著不

公平和不合理，有這麼多剝削壓迫在上演時，反思和行動也許就會出現。 

 

  綜合參與過的社會運動，對於革命或改變體制等行為有一股自己浪漫且感性

的想像，以此作出發點將自我那股對革命抱持著敬意、衝動、渴望的情緒化為歌

曲，並將其記錄下來，做為對於此次實踐的背景，也就是以行動捲動他人的概念

下了一個充滿感性情緒的註解。也希望能帶給聽眾同樣具有熱忱的情緒。 

   

  當社會有太多的不合理，人們想要與之改變即產生許多社會議題。而認為與

之無關的其他人其實都有能力去幫助受迫害的人們，我想利用歌曲的力量使人們

能夠有被不合理對待的想像，而從同是被害人的角度出發，進行社會學想像，進

而產生同理心。 

  

  閱讀文獻後發現，革命就是激進的同理心。採取街頭型式是為了激起路過民

眾的注意和興趣，達到類似廣告的效果。像是有文獻提到，如果有人使用有別於

傳統的方式來表達訴求則更容易被接受。在這之後取得認同感和同理心之類的情

緒。愛爾蘭裔社會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

從激發大眾社會學想像的角度出發，來達到使大眾能夠進入「所有閱聽人同是一

個群體」的想像，進而傳遞理念。 

 

  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能拯救社會議題底下被剝削的人們。我相信，拯救是反思

後的行動，而在考慮遠大的願景之前，實踐於街頭演唱是為了能觸及日常生活中

沒有社會議題的人，讓社會關懷的思想，從音樂滲透進日常生活，如對音樂種類

的喜好與挑選，關注的音樂創作團體以及他們創作的歌曲之主題等。進而在淺移

默化的價值塑造當中，教育閱聽人使之得以產生同理心，讓能夠達成拯救的願望

被一點一滴的實現。 

 



（三）、執行方法 
   

  音樂，尤其是現場演奏的音樂展演，做為媒介比起文字或演說更容易也更快

能使人聽得進去並產生共鳴，而要完成音樂製作的方法便是以我身邊已經在使用

的音樂軟體作為基礎，加上四種我較為熟悉的樂器，包含吉他、爵士鼓、烏克麗

麗和鋼琴來進行演奏、合成、編輯，並製作成能以流行嘻哈曲風進行演出的音樂

檔案。歌詞的部分，分別有以我自身的經驗為題材、以大學所學之社會學知識為

題材、或是以朋友的文字創作進行的二次創作為題材，來創作出能表達我實踐之

價值觀的五首歌曲之歌詞。  

   

  為了實踐的方便性，我在圓山花博公園、民生社區公園、以及中正紀念堂的

自由廣場等台北市開放公共空間，利用自備以及向朋友借的兩枚音箱和音源線，

以 ipod-touch作為麥克風的方式，進行四次街頭演唱。並發放傳單（附錄一）

和回饋表（附錄二），讓路過的群眾能很快的知道我在那邊演唱的內容和目的。

而我也請朋友幫我利用照片或影片的形式記錄我的實踐過程，使我能夠將其記錄

整理並發表。 

 

  由於我自身的社交圈大多在本科系裡頭，街頭演唱的型式能讓更多非本科系，

平常也較少接觸社會議題的人，接觸我演唱社會議題內容的歌曲，促使日常生活

中沒有社會議題也不在我社交圈的這些人，能夠進入被此次計畫影響的範疇裡，

進而達到此計畫欲達成之效果。 

 

 



（四）、操作內容〈歌曲歌詞〉 

１、站出來的人阿 

 

詞，曲：張聖翊 

 

＊ 

然後 什麼都不相信 

卻還站出來的 

人阿 再把拳頭高舉著 

燒 出落個方向 

 

我們 什麼都不相信 

只願站出來的 

人阿 再把拳頭高舉著 

然後 

（永遠 向著太陽） 

 

那幾天 不敢睡 只能選擇等待 

養育我的土地動亂 我不曾表態 

直到那一晚 看到警棍染血揮下 

從此關了燈 開始想 這是什麼家 

 

拒馬 擋在民主路上這麼重 

暴政 打在人民身上這麼痛 

血和淚的故事 被幾句話帶過 

我為了看見真實 慢慢身陷其中 

 

慢慢發現 媒體不等於真相 

所謂暴民 只是雞蛋砸磚牆 

沒有力量 有多努力都被抬走 

人民喊得多大聲都沒被聽懂 

 

為什麼 誰的土地 誰卻在流淚 

他們霸道的踩著我們的尊嚴 

信任被摧毀 崩潰著怎麼哭 

最後只剩燃燒著信念的憤怒 



＊ 

 

有多少個夜一同鞠躬盡瘁 

有多少個夜你澡沒洗了就睡 

以為 醒來能看到轉機 或一點點光明 

無奈烏雲密布 發不出聲音 

 

卑微的相信正義 所以一直走 

嗜血的社會大眾讓你搞不懂 

對掌權者寬容 即便他很爛 

奮鬥的人民卻要承受這麼多苦難 

 

你說幹 麻政府都不回應 

你說幹麻要相信表面 利大於弊 

你說幹麻還有人裝中立 不關心 

你說幹麻被壓迫還和平理性 

 

幹麻得到一點權利就不准人民跳舞 

是造反 還民意難道真的搞不清楚 

若假民主 人民幹麻順服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 

 

＊ 

 

想想最後 不知道好或壞 

想想過程 又怎麼界定成功或失敗 

那些路 曾經沒人走 就沒有現在 

你要 未來 你就站出來 

 

＊ 

＊ 

────────────────────────────────── 

創作背景： 

  這首歌曲是我在反服貿黑箱運動佔領立法院（2014,3/18~4/10）之間，每天

前往青島東路和林森南路八巷等地的一些所見所聞和心得。從第一天在家裡對著

電腦螢幕流淚祈禱，經過一天天的看著台灣各地的人慢慢跳進來參與、系上罷課

和戶外授課、各種講座各種立場各種聲音，對同一件事情的熱情不滿等種種情緒

混音出我對於這場運動的價值與認識。 



  這首歌曲一開始在講我自己的心境，直到看到很多畫面，關於警察打人、關

於拒馬和黃布條、關於政府不回應只採取鎮壓、關於很多親身經歷的故事……，

原本不會對於社會議題或政治或國家表態的我或周遭的朋友，慢慢開始用意志堅

定的態度說出自己的立場。而許多人初試啼聲就遭受很多挫折，像是因媒體扭曲

真相而被當作暴民、家人不體諒、許多假中立真不關心的言論，使得疲倦憤怒等

情緒一天天高漲，對於所謂政府甚至是這個社會產生嚴重的不信任感。整個反服

貿黑箱運動的過程都屬於因為被壓迫而產生之公民不服從的範疇，而不服從的過

程中卻一直被要求的和平理性儼然成為最不合時宜的玩笑話，而這也是整場運動

中不斷被提及的爭議點。 

 

  但是，卻還是有人毅然決然的站出來，雖然什麼都不相信，也不知道這一切

發生是好是壞是成功或失敗，不管如何仍就舉高拳頭去爭取自己思考過的，用力

相信著的信念。我覺得這樣的人非常偉大，所以我也在歌曲的最後用了一個雙關，

對閱聽人喊道：你要，未來你就站出來；你要未來，你就站出來。這首歌曲就是

要表達這種真真實實站出來，表達自己理念的壯闊。因為就算悶著頭失望憤怒，

也沒有辦法在冷峻的現實中創造改變；在現代公民社會中，只有清楚的將訴求用

實際行動給表達出來，才有創造改變的可能。 

 

 



２、一段故事 

 

詞：林佳欣、張聖翊 

曲：張聖翊 

 

＊ 

咆嘯你 的嘶吼 

掩飾我的 默落  

心中有淚還在一直掉落 

絢麗的 煙花後  

隱藏著 你的面容  

轉過身你還在原地等我 

沒有走過 

 

說故事  

一段愛與你與我的故事 

美麗的複製 放肆 侵蝕 你的大腦 

極致 重複 遺失的美好 

有花香 有彩虹的微笑 

男的美 女的俏 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 

我可能不會喜歡那個誰 

誰是失散多年的親兄妹 

 

他看到她如此掏肺掏心  

心裡早就想把她抱緊 

這都只是愛的惡作劇  

或是真愛迷魂記 

 

用媒體控制 

潛伏的操縱性 

真藝術消失 

以利益為動力 

資本主義霸權消滅自主性 

所有才華 創意 全部葛屁 

 

＊ 

 



事物本身標準化 分配技術理性化 

不配當文化 而身為工業 

文化商品化 重複著乾脆 

機械性的制式 複製 

技術 非藝術 是 制式 複製 

由上往下使消費者臣服於商品世界塑造出來的意識 

人民階級 思想 制式 複製 

 

＊ 

 

以為的創作 那不是創作 

以為的創新 也只是銅臭 

以前的成功 再拿來攪和 

以後的創意 該怎麼做 

 

＊ 

 

咆哮你的時候  

不想被你網羅 

不想被你的銅臭牽著走 

 

燒毀你的時候 

斬斷一切牽連後 

轉過身 我要為自己奮鬥 

創作自由 

────────────────────────────────── 

創作背景： 

  這首歌曲是大三時期，從曾凡慈老師授課之社會學理論的課程中，關於法蘭

克福學派的學者－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提出關於文化工業的概念

所延伸出我自身對創作自由之想法的歌曲。歌詞是我和輔大社會系的林佳欣同學

共同創作，並且共同演唱的。 

 

  內容的部分有我們對現代流行文化之現象的觀察，以電視劇為例，很多橋段

在不同的劇碼裡都有大同小異地被複製的現象，而點出這些觀眾不斷無意識並且

重複接收的文化資訊，以理論直白地陳述再進行諷刺，就是我們這首歌最主要的

架構。而歌曲中也表達了身為創作者，在文化藝術的創作和傳播方面難敵工業化

的巨擘，但也同時有著工業化系統無法取代的文化傳遞脈絡，而創作者最該做的

事便是莫忘初衷，持之以恆堅持創作自由。 



３、可是 別怕 

 

原詞：網路日誌《世界，是這樣的》－孫羽柔，2014,9月 

詞，曲：張聖翊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不是沒有惡意，就不會受傷，就不會傷害到他人 

不是你道歉，不是你端出悔意，不是坦白你的需要，傷害就能和解。 

我們都在要求，我們都在批評，我們都在用自己 覺得好的方式對待他人 

也同時要求大家遵守自己的規則。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永遠充滿矛盾對立，用片面真實建構謊言換取利益， 

人們重視的是表面上可以得到什麼，是否對自己忠實與誠實則沒有人在意。 

世界告訴你，大家都在說謊，你不說謊，生存就不適合你。 

世界是原始的，貪婪的，攻擊的，會把人的皮扒下來不流一滴淚的。 

 

我們不過是肉，在沒有心以後，這樣的事實更為明顯。更為沉重。 

世界沒有錯，即使沒有你我不足道的生活，他還是轉動。 

世界是這樣的，人類是這樣的，有所選擇，就有所傷害和犧牲， 

世界是這樣的，人們受著不同程度的苦。一直，一直，一直，重複。 

 

＊ 

可是不怕 可是你別怕  

撐起你的爛命 把自己從日子裡摔過去 

去背 用力的活 專心面對 

這一旦死亡 就是虛無的生命 

可是不怕 可是你別怕  

撐起你的爛命 把自己從日子裡摔過去 

如果你要繼續 呼吸 就選擇咬牙 

拔牙 或是不再咀嚼東西（要就看看天空，活著就有夢。） 

────────────────────────────────── 

創作背景： 

  對於這個世界有很多的想像，或是一意孤行的哲思。在看了中正大學哲學所

－孫羽柔的網路日誌－『世界，是這樣的。』之後，有了一些價值觀上新的啟迪。

歌詞的主歌道出對於人們的互動、社會的建構、世界的運行等價值的主觀哲思，

而副歌在沉重的現實表述之後仍大力的宣揚好好地面對生命，即使活在這殘忍而

使人渺小的世道也不要害怕。只要咬著牙專心面對生命，活著就能有夢是我對於

人生價值的底線，也是這首歌想要推廣的價值。 



４、在你之後 

 

詞：張聖翊 

原曲：在你死了之後－野人洞穴，2013,7 月 

編曲：張聖翊 

 

故事是這樣的 台灣不知道又 換哪批人來統治 

對於壓迫 多數人都沒有認知 

覺得安安份份活著 就夠了 

何必去管自己或誰被奴役呢 

 

有些人 覺得安安份份不能叫生活 

擁有呼吸 卻沒有完全的自由 

但是 那言辭 太沉重  

說不出口 的是 那曾經最絕望的壓迫 

 

那個你跟你的語言一起失蹤 的年代 

即使生活歪斜曲扭 找不到依賴 

他們還是那樣一而再的站出來 

為這片土地 奮戰 

 

生是台灣人 死是台灣魂 

壯志未酬 是誰的犧牲 

誰為了民主 捲進自己的人生 

是誰的命 燒成我們自由的發聲 

 

＊ 

而他們都真實的愛著這片土地 

而他們都為了追求自由的正義 

 

你不懂嗎 你不懂嗎 

他們連命都可以不要呀 

 

 

我們生而擁有 自由 的年代 

這段路多麼長 多麼黑暗 

多麼令人感嘆 我們走的路 



是曾經的壯士 意志堅定踏的步 

我們乘涼 是前人栽種的樹 

 

歷史走過 革命以後 

發現 生活裡還是很多壓迫 

但現代 聲音充斥得太滿 

太多人把太多事 當作理所當然 

不應該 

不應該 讓少數人對迫害感到徬徨 

 

人民應該站在一起 

面對著高聳的牆 

面對巨大挖土機 面對武裝警察 

為了自由和民主 絕不投降 

 

＊ 

而人們都真實的愛著這片土地 

而人們都為了追求自由的正義 

 

你真的不懂嗎 你真的不懂嗎 

他們連命都可以不要呀 

 

＊ 

在你死了之後 我才發現 很多事情不是想做就做 

在你死了之後 我才發現 我和你一樣渴望自由 

 

在你死了之後 我才發現 那些王八蛋都早已腐朽 

在你死了之後 我才發現 我們都不應該保持沉默 

────────────────────────────────── 

創作背景： 

  這首歌曲是我參考野人洞穴的『在你死了之後』譜寫出來的。野人寫這首歌

是為了紀念洪仲丘事件，也喚醒大眾對社會的冷漠。近幾年社會參與議題運動是

越來越積極，也有許多反對聲浪的出現，其中我印象深刻的網路言論都包含秉著

言論自由之名在謾罵爭取平等反剝削的人們。我憤怒於此，覺得當初的言論自由

也是許多先賢烈士燃燒生命才換來的，今天卻有人打著反剝削的旗子助紂為虐。

而社會大眾的沉默和不理解更是讓人無奈的部分，也因此我將這部分的情緒寫出，

而實際演唱時我也對著群眾吶喊「我們都不應該保持沉默」，希望能將積極參與

社會事件議題的情緒散播出去。 



５、妳 

 

原詞：吳國丞 

詞，曲：張聖翊  

 

聲嘶力竭 

而妳妝點後 到來 

輕描淡寫 

血紅色的慘白 

妳輕輕悠悠踏過 

猛坑滿谷的 屍骸 

抿抿嘴角 一切又重來 

 

狼煙 號角 

燃起火的戰袍 

風塵 煙硝 

斑駁了誰的驕傲 

那頌妳名的 人阿 

群群拜倒 

只願妳能 再回眸一笑 

 

＊ 

望著妳的背影 

崇拜著妳艷麗 

被遺忘不被憐憫 

真渴望妳的名 

妳是高傲的嗎 

妳是嬌羞的嗎 

還是只是冷漠罷了 

哎 妳回答我吧 

 

那送妳名的人總鹹的不夠豔麗  

吶喊著妳的名的人拿鮮血喚作獻祭 

而人們喊得狼狽 虛妄的自抬身價 

在妳面前碎成禮毯 讓妳仁慈的踩踏 

 

 



＊ 

望著妳的背影 

誰曾真正擁有妳 

被遺忘不被憐憫 

也不再被想起 

妳是高傲的嗎 

妳是嬌羞的嗎 

還是只是冷漠罷了 

哎 妳回答我吧（革命阿） 

────────────────────────────────── 

創作背景：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

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

暴烈的行動。』－毛澤東，1927。在今年四月的一個夜裡，我在社群網站中看見

輔大社會系的學長－吳國丞，的一則貼文，內容是一則新詩（附錄三），我看了

覺得心有戚戚焉。詩中描述人們用鮮血織成禮袍、用隨風的煙硝味妝點一位女人，

人們歌頌著她的名子，不知是沾著她的光，還是真心想喚得她回頭一眨眼的瞬間。

而真正渴望她到來的人們卻總等不到她，而她便是革命。 

  

  這則詩對革命的想像不是激動爆裂的，而是描寫一個孤傲的女人難以追求。

就像革命，有人光是假革命之名喊喊爾，而有人卻聲嘶力竭也呼喚不出它真正的

到來，這個意象讓我印象十分深刻。對於社會體制、國家行政、乃至於家庭個人

的劇烈變化，在現代我們能都稱之為革命，革命少不了的是戰爭的煙硝味，和為

此必須做的犧牲，也因此在我改編的歌詞當中，將革命的意象塑造成孤傲的戰爭

女神，帶著驕傲披上戰袍，引領在她身後拜倒的人們前進，而人們身為戰場上的

士兵或獻給女神的祭品，轉眼間便成了滿坑滿谷被遺忘的屍骸，革命卻只是抿抿

嘴角，看著關於革命行動的一切不斷重演。而回顧現實中的革命，同樣是由行動

和犧牲建構出來的，而革命卻也為剩下來的人帶來改變，因此對於這首歌，我的

核心命題便是：『究竟是人們乘載著革命，抑或是革命成就了今天的人們。』 

   

  我選擇將這首歌放在街頭演唱的最後，是因為這首歌曲講述的主題與我此次

進行實踐的情緒有莫大的關連。由於我原本欲進行實踐的對象是社會議題底下受

壓迫的人們，我希望透過用音樂撰寫他們的故事來達到對這些人有意義的效果。

然而後來我發現，我的參與狀況、熟悉議題的程度、甚至是對於議題本身的熱情

抱負都不甚理想，正當我苦惱能用音樂進行何種社會實踐時，這首歌的創作讓我

有了新的想法：要改變的人，是連革命都沒聽過的人。討論社會議題的如何可能，

對象都是已進入社會議題之後的人們，但任何人在這社會上都有其影響力，而這

也是我最想傳遞給聽眾的想法：我們都該更加關心這個社會。 



（五）、實踐過程〈四次展演＆訪談問卷〉 

  事情是這樣的，一開始我本來打算要寫一些關於社會議題的歌曲。因為走過

幾次遊行，去過幾次社運現場，看過幾次現場拉扯，也在 318 反服貿黑箱行動躺

過青島東路，靜坐過立法院旁等等等等，就自以為有點了解社會議題是在幹麻的、

以為能幫忙寫首歌描寫他們的心路歷程云云等的了。結果光是我幾乎天天到場的

太陽花學運的歌我就寫了三個禮拜，寫完發現大部分的人根本就都不在乎了。當

初參與的滿腔熱血說什麼遍地開花，議場裡面的人退出來後就像夢醒了一樣好像

什麼都沒發生過的繼續生活，有人問起可能還回一句：不是結束了嗎？ 

 

  如果忘了熱情散了不在乎了就是結束了，身邊好多重要的事情都一件接著一

件結束。我有點茫然不知所措，覺得因為我的了解不夠參與不夠，我先是不能為

社會議題底下的人誠摯的發出心聲，甚至替他們帶來什麼較有意義的改變；而後

又對於台灣社會的喜新厭舊高忘性感到困惑，彷彿不管多嚴重的喜怒哀樂都像在

看電影一樣，戲散了就又強迫自己回到生活中。但是，我覺得生活中不該只眷戀

於短暫的情緒發洩，而是長久的往前推動的力量。也才有我從事實踐的最大動機：

給別人帶來關注社會的動機。 

 

  本身接觸過的社會議題，包含不要告別東海岸，太陽花學運，巢運，同志婚

姻合法化，淡海二期，校園民主，多元成家方案，公平貿易之社會企業，關廠工

人在罷工，反服貿黑箱，反居住不正義，反對恐懼同性戀，反對剝削關廠工人，

反對強迫拆遷，反對任意土地徵收，反對都市更新，反對性別壓迫，爭取職場性

別平權，反對美麗灣，反核能，反漲學費等。而我接觸過，有在創作並演唱關於

社會議題的音樂團體，包括拷秋勤樂團，農村武裝青年，黑手那卡西，滅火器，

勞動服務，野人洞穴等，希望也能讓更多人接觸類似的議題和音樂創作團體，並

從生活中開始接觸，創造改變，造成影響。 

 



壹、（9/29第一次街頭演唱） 

   

  我準備了兩台音箱連結音源線、兩支 ipod-touch作為麥克風、五首自行及

雨朋友共同創作的歌曲，在台北市的公共空間進行了四次的完整表演。 

 

  前兩場都沒什麼人來駐足，都是遠遠的觀望，聽完一首歌，拍張照片就匆匆

離去的。也許是因為非假日的關係，公園除了老人小孩外，大家都有要事在身，

因此無法停留過久於觀賞我的街頭演唱。而後兩次我選在周休二日時進行展演，

聽眾相對之下就多了相當多，也讓我有機會觀察並記錄眾多不同聽者和過路人對

於社會議題結合音樂之街頭展演的反應。 

 

  演出過程裡，除了有阿姨靠過來想要給我打賞，或是外，我有幾個印象深刻

的過程，像是會跟我靠比較近的都是小孩，家長都在稍微有點距離的地方拍照，

但聽到我演唱的內容之後，有的家長會直接把小孩子抱走，有的會等我的歌曲結

束之後再以一個有文化素養的姿態跟小朋友說「好了拍拍手，走了走了。」 

 

  在觀光地區有許多觀光客，甚至比本地人還多，但是會因為我的街頭演唱而

停下腳步觀看表演的卻多為台灣人，然而聽到我演唱的內容後會直接走人的也都

是台灣人。他們有的會直接不屑的走掉，有的會擺出一副可以理解的神情、而後

聳聳肩地離去。 



貳、（10/6第二次街頭演唱） 

   

  當然也有路過的觀眾會聽完我的歌曲，甚至有人聽了兩首歌曲之後跑去便利

商店買啤酒回來繼續參加我的街頭演唱會。有人在路邊吃飯，聽到我的演唱後寫

了一些鼓勵的話給我。也有人聽完了我三十分鐘的表演後，跟我聊了近一個小時

的他的感觸。 



參、（10/18第三次街頭演唱） 

 
  畫面左邊的這個人是王先生。王先生近三十歲，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邊工作。

他說，他的生活裡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聊這種事情。大家進入職場工作後，就覺

得政治、社會等的事情怎麼樣都無所謂，大家在冷感，也鮮少有人會提起精神去

關心社會議題，更遑論去參加社會運動了。王先生跟我講了很多他對我街頭演唱

的想法，還有他做為台下觀眾即對這個場域較熟悉的角色所觀察到的一些情況。

他說，只要行動就有改變的可能。因為在街頭唱歌能拉近人跟人之間的價值觀，

而人們就是都沒有行動，才錯失那麼多改變的機會。 

 

  王先生提到，在圓山花博公園有各個年齡層的人會經過，大家聽到街頭藝人

表演都會靠過來，但街頭演唱社會相關歌曲的人卻沒看過。因為很敏感，就會不

太容易要到錢。路人會被節奏旋律給吸引過來，但看到年輕的學生和有關社會議

題或革命等內容就會覺得，又是一個被煽動的學生，還出來煽動大家。雖然很多

人是擺出一副尊重的樣子，但馬上掉頭就走的人就知道他是不認同也不願意傾聽

的。有些人在我的演唱結束之後才離去，也許這些人裡也有對社會議題的關心興

趣缺缺的人，但是他們留下來了，也許真的覺得我的音樂好聽有吸引力，也許是

都市人對表演者尊重的文明風度展現，不管如何，至少他們因為我的音樂我的演

唱表演被吸引來，並且聽完我在短時間內所能表達的全部了。而能否達成我預計

中的效果，我對觀眾（王先生）做了訪談來解答。而我也在現場請同學發放回饋

單給有駐足觀賞我展演的閱聽人，並從中歸納出一些結論。 

 



  我設計了 20 題的李克特量表作為回饋單的內容，並請朋友在我第三次演唱

時於圓山花博公園發放。最後回收了 20 份現場聽眾的回饋意見。而這 20位聽眾

都是路過而被我的街頭演唱吸引並有至少聽完一首歌且聽我陳述創作理念的人。

當然整場展演並不是只有這二十人停下腳步收聽，有位年紀約莫 40來歲的中年

大叔就在現場聽完兩首歌曲，卻不願填寫問卷。而我針對有填寫回饋單的 20位

聽眾進行了簡易的描述性統計，統計結果如下： 

 

性別：14 位男性 6位女性。 

教育程度：18位大專院校 2位研究所以上。 

職業：16 位是學生 4位已進入職場。 

年齡分布：20歲以下 6位，21~25歲 10位，26~30歲 4位，31~35歲 2位。 

 

  聽眾們認為這場街頭展演能吸引到路過群眾目光表示認同，而大部分有填寫

回饋單的聽眾平常就有關注社會議題或平常就有參與音樂性節目的習慣，又或者

平常就有在聽與社會議題結合的歌曲。也因為年齡層多為 20~30 歲之學生，因此

也較少只從主流媒體（報紙、電視）獲取資訊。而多數人也都認為音樂結合社會

議題是有意義的。其中兩位聽眾（21~25歲之男學生）表示，對於平常關注社會

議題和有在參與音樂性節目表示不認同，但對於會因為這場展演想去聽更多談論

有關社會議題的歌曲表示認同，也會想在社群網站分享類似的展演或音樂資訊。

另外有兩名聽眾（21~25歲之女學生）表示，雖然不覺得這場展演的地點選得好，

平常聽的歌曲也較少結合社會議題，但在這場展演之下對於產生共鳴表示認同，

對於是否會跟別人談論這場展演表示非常認同，也會想要再參加音樂結合社會議

題的活動。而包含上述聽眾的其他聽眾也都對於認為這場展演對更多人開始關注

社會議題是有用的表示認同。 

 

  而在最後的「其他意見」一欄裡，也有不少閱聽人留下鼓勵或支持的字句。

像是一位聽眾（26~30男）表示：『可以加入更多音樂元素，集合大家的力量能

有更大的 power＆可能性！』而另一位聽眾（21~25歲之男學生）表示：『加油，

會幫你分享出去！也謝謝你的歌聲！』還有一位聽眾（20歲以下之女學生）表

示：『Good job！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加入表演，我喜歡你們的表演，勇氣，和

行動力。』 

 

  綜合以上的回饋資訊，整理的結果與我實踐預期達到的目標吻合。在現場與

觀眾互動方面，大部分的聽眾對於會搜尋或對議題進行分享抱持著正面的態度，

藉此能讓聽眾成為捲動其他人的力量，從分享音樂的社交行為開始，讓更多人能

接觸到社會議題及以社會關懷為主題創作歌曲的團體。而此四次展演除了有照片

紀錄之外，還有影片及音樂檔案的記錄能予以保存，傳播。並且以大多都是正向

回應為基礎，讓我的實踐以後有後續行動成為可能。 



肆、（11/15第四次街頭演唱） 

 

 

  上圖為第四次於中正紀念堂的實踐過程中，遇到中國科技大學一群很熱情的

朋友，他們看到我要唱歌還主動借我麥克風，而我在演唱歌曲【站出來的人阿】

中間不時聽到他們激動的叫喊，並且在最後結束的時候也不斷感受到他們熱烈的

情緒，這是一次很有趣的互動體驗。 



（六）、檢討＆後續發展 

  再次看過了自己的田野日誌之後進行自我觀察，認為路過民眾對於街頭演唱

反應不一，是跟演唱者（我本人）的演唱內容與形式有關。在進行音樂展演結合

社會議題時，情緒必然性地被鑲嵌進歌曲作品之內，而使得作品被展演出來時會

一併釋放那些情緒，讓路過群眾或與該情緒相抵觸之聽者不敢靠近。而展演時間

正值台北市長選舉當月，在台北市的開放空間進行結合社會議題的展演，容易被

塗上政治的色彩，或被當作政治操弄之工具。演唱者的設備簡陋可能也是使路過

群眾不願駐足的原因之一。而會被吸引前來的聽眾，或是以回饋單給予正面回應

或會被受訪於演唱者的聽眾，本身也已經對於社會議題有過瞭解了，而這也可能

產生樣本的偏誤。此次實踐的研究目的是要將社會議題透過音樂傳遞社會學想像

的方式讓更多人知曉，因此無論透過什麼方式進行的宣傳都應該具有其效果，而

以學術作為宣傳出發點也是之後進行實踐能夠考慮的方式。 

 

  此次實踐我原本想要影響的對象，是社會議題底下遭受迫害剝削的人們，在

透過了街頭音樂的講唱及理念的宣揚後，基於問卷的正面回應，以及所有駐足聽

眾的支持與鼓勵，讓我相信持續性的用音樂推廣我們相信的價值，宣傳我們認為

應該被大眾所了解的事情，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也相信這對我原本想實踐影響的

人們，在不同層面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至於我在對實踐對象（路過民眾）的觀察

與互動中，學習了如何進行透過音樂及社會議題故事等媒介散播共同體的想像，

思考要如何營造現場情緒，並且嘗試捲動他人來創造對理想中的公民社會有正面

意義的能量，因此這次實踐中獲得最大影響的應是我自己。 

 

  預期後續還能夠再嘗試進行不同形式的實踐。像是讓音樂作品在進入錄音室

錄製之後，在網路影音展示平台上進行播送，以及在社群網站上進行分享，讓更

多對音樂有興趣的人點閱，並對社會議題的歌曲開始接觸、認識，進而對社會議

題產生認識、思考，也相信這能捲動更多人投身對社會有意義的活動之中，造成

影響及改變。 

 

 

 

 

 

 

 

 

 

 



那些人，那些事             （附錄 1－傳單） 

   －我們都應該更關心這個社會 

 

『當納粹抓走了共產黨員，我沒說話，因為我又不是共產黨員 

 當他們抓走了工會成員，我沒說話，因為我也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把社會主義者關起來時，我沒說話，因為我也不是社會主義者 

 當他們把猶太人關起來時，我還是沒說話，因為我也不是猶太人 

 直到他們把我抓起來了，已經沒有任何人能幫我說話…』 

－德國牧師 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 

我愛台灣 

  我可能沒有那種偉大情操，對於其他國家－像是中國，發生的不公義和迫害

感到憂心甚至替他們發聲。但台灣是我的家，雖然被稱作馬的鬼島，但家就是家，

是個我們身為家人都該小心愛護的地方。而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我也都會想要知道，

誰被迫害誰上街抗議誰被丟書誰聲援了哪裡的遊行，以及他們為什麼做了這些事，

都是我想要得到的資訊。 

 

什麼才是真相 

  欸那些媒體都在騙你阿！所有事情不是親眼看見的都不能全盤相信的。尤其

是有關於政治立場的新聞，那些社會議題的新聞，媽的電視台什麼立場，記者就

怎麼寫阿，哪管你是不是真相。也許，那些電視上播報的什麼抗爭，你真的不是

那麼的在乎。那請你開始想想什麼跟自己有關係吧。 

  你看著電視報紙，相信了某位記者的文字，卻不相信喊破喉嚨的抗議群眾有

他們的苦衷？很多事情正在發生，只是我們都不知道緣由，而這也是我站在這裡

的主要原因。事情的緣由，那些人的故事，所謂真相，我們都有知道的權利。 

 

方法和議題和音樂 

  搜尋苦勞網來更加理解台灣社會有什麼議題在發生。除了議題本身，也請多

搜尋有在創作社會議題歌曲的樂團，像是－拷秋勤，農村武裝青年，黑手那卡西，

滅火器，勞動服務等。相信透過音樂能捲動更多人來搜尋並認識真相，一起體會

音符化作激昂的情緒，和改革的力量吧！ 



   音樂展演社會議題－回饋表   （附錄 2－問卷） 

─────────────────────────────── 

親愛的朋友，您好! 

  謝謝您路過駐足於此，並欣賞完一段表演。請將下列各項逐一填寫。

您寶貴的意見是我們成長的最大動力，感謝您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那個在街頭唱歌還發問卷的人  敬啟 

─────────────────────────────── 

※個人資料 

１.性別 

  □男  □女 

２.學歷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３.職業 

  □軍  □公  □教  □農 □工  □商 □家管 □學生 □其他 

４.年齡 

  □ 20以下  □ 21~25  □ 26~30  □ 31~35  □ 36~40 □ 40以上 

※請從下面敘述勾選您的情況： 

１.我平常有在關注社會議題。（ＥＸ：核四，巢運，服貿黑箱，多元成家， 

同性婚姻合法化，文林苑都更，大埔張藥房，樂生，關廠工人，香港佔中等。）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２.我平常有在參與音樂性活動。（ＥＸ：演唱會，音樂會等。）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３.我會跟別人談論社會議題的話題。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４.我平常聽的歌曲有結合社會議題。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５.我平常只從主流媒體（報紙，電視）得知社會議題的資訊。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請從下面敘述勾選您對這場表演的看法： 

１.我覺得這段表演能吸引我的目光。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２.我覺得音樂活動結合社會議題是有意義的。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３.我認為這場展演的地點選得好。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４.我認為這場展演的形式（街頭講唱），對於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社會議題， 

是有用的。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５.我會因為這場展演而產生共鳴。（同理心或憤慨等情緒反應。）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６.我會去蒐尋這場展演提到的議題之詳情。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７.我會跟別人談論這場展演。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８.我會想要再參加類似的展演。（音樂活動結合社會議題）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９.我會想去聽更多談論社會議題的歌曲。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10.我會在社群網站上（Facebook 等）分享有關類似展演或音樂的資訊。 

  □非常認同  □認同  □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其他意見 



（附錄 3－新詩－吳國丞，2014,4 月） 

 

 

那送妳名的人啊 

鮮血的禮袍總嫌不夠艷麗 

為妳妝點的 

是隨風的煙硝味 

鹹鹹的 

 

那頌妳名的人啊 

到底 

那是嘶聲力竭的只求喚得妳回頭一眨眼的瞬間 

還是 

虛妄的自抬身價？ 

 

那些真渴妳到來的人啊 

妳總是姍姍來遲 

睡著碎著一地屍骸的禮毯 

他們恭迎 

輕描淡寫的 

妳 

忽悠踏過 

 

望著妳的背影 

假妳的名者拜倒 

諷刺的 

妳太仁慈了 

縱然妳是烈火 

妳仍垂憐那剩下的人們 

燒不盡的 

遺忘 

 

妳是高傲的嗎？ 

妳是嬌羞的嗎？ 

還是只是冷漠罷了？ 

哎 

妳回答我吧 

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