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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蚵寮漁村小搖滾看社區如何動起來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高雄梓官「蚵寮漁村小搖滾」此一由社區居民發起、自行規畫的音

樂祭為主題，認識活動舉辦的動態過程，了解小搖滾何以成功受到樂團支持、樂

迷喜愛，且具在地特色。 

研究透過參與觀察法與訪談法了解活動由內而外捲動在地鄉民、參與樂團、

外來的觀眾的動態過程。同時比較官方舉辦的烏魚節、台灣其他音樂祭，探究這

非關地方產業的活動，如何引發在地居民的參與及認同，又展現了什麼樣的文化

意義。 

研究發現，「多場域行動者」蔡大哥串連了在地小老闆的資金，也動員了在

地學校的志工團，由於策展成員皆為在地人，從可見的漁船意象、擲筊的決策方

式、在地學生的舞台演出，都使活動具備在地特色。現場人力主要是學校志工團

攜家帶眷支援，跨越不同年齡及興趣，也讓活動氣氛不同於其他音樂祭，更加開

放、適合居民參與。 

小搖滾的舉辦過程契合搖滾的原真性與 DIY 精神，而小搖滾也作為外來樂團

與在地居民的文化轉譯機制，雙方透過小搖滾相互交流，並且相互影響與改變，

一方面讓活動的文化意涵更加厚實，一方面成為創作與演出的養分。 

小搖滾是由日常生活中生長出的活動，盛大卻仍是社區活動的一部分，不具

招攬觀光目的，也並不將樂團視為花錢邀請的表演者，更希望彼此認識交朋友。

因此活動更有人味，也具備無法複製的在地特色。 

 

關鍵字：蚵寮漁村小搖滾、音樂祭、社區、地方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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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 the Community Mobilization  

from the Small Oyster Rock 

Abstract 

Taking Kaohsiung’s “Small Oyster Rock,” a music festival that is initiated and 

planned all by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s the subje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know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the event and to understand how the Small Oyster Rock could 

be supported by rock bands, loved by rock fans and combined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observation method and interviews a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involving the local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bands 

and out-town audience in the event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official Mullet Festival and other Taiwan’s music 

festival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is non-local industry-related event triggers the 

particip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local residents, as well as what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demonstrat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multi-field actor Brother Tsai not only collects the funds 

from the owners in the local industry, but also mobilizes the volunteer groups from 

local schools. Since the curators are all local residents, the event is full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every aspect, including the visible imagery of fishing boat, the 

decision-making method of throwing divination blocks, and the stage performance by 

local students. The on-site manpower is mainly the school volunteer groups and their 

family. With a significantly broad spectrum of age and interest, the festival has a 

special atmosphere unlike any other music festivals, which is more open and suitable 

for loc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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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Small Oyster Rock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uthenticity and do-it-yourself spirit of rock music. Moreover, the Small Oyster Rock 

is also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out-town bands and local 

residents. The two sid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Small Oyster Rock 

and further influence and change one another mutually. On the one hand, it deepen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even provides as the 

nutrients for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Small Oyster Rock is an event developed from daily life, and it is still a part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with no tourism purposes despite its grand scale. They do not 

treat the rock bands only the performers they pay and invite, but they also hope that 

these performers can us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and mak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event not only has a people-oriented nature but als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not be copied. 

 

 

 

 

 

 

 

Keyword: Small Oyster Rock; music festival; community; local cultural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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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我上大學後開始接觸獨立音樂，聽久了也開始跑音樂祭。第一個參與的音樂

祭是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接著陸續去過大港開唱、我的未來就是夢、貢寮海

洋音樂祭、發條音樂節……音樂祭對我而言向來是「可以一口氣看到很多樂團」

的場合，樂團是主角，出演名單是我決定是否參與的關鍵，未曾意識到主辦單位

或地理位置的不同，除了規模及票價還可能帶來什麼差異。 

對獨立音樂的喜愛誘發我將音樂祭作為研究主題。回顧過往對音樂祭的研究，

以歷史較久且延續至今的墾丁春吶和貢寮海祭為最大宗，也有少量書寫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野台開唱等大型音樂祭的論文，切入角度包括分析行銷策略如

何使活動成功、音樂祭的品牌經營，以及將海祭視為「地方文化節慶」，探討活

動與在地意象的成功連結、或活動與地方發展的斷裂。音樂祭和地方的關係，最

多談及的是貢寮海洋音樂祭，海洋音樂祭的發展始於「一鄉鎮一特色」的政策背

景，十多年來的舉辦的確讓大眾將「貢寮」一地與「海洋音樂祭直覺」聯想，然

而音樂祭並未促進地方發展、提升長期經濟或觀光效益，甚至在活動期間，主要

的獲利者也並非當地居民；而活動內部的策畫過程，乃至現場的布置、攤販及演

出，都缺乏在地人的充分參與，也使得活動呈現的樣貌與在地關係斷裂，突顯出

音樂祭與貢寮生活環境的異化，遑論在地人能對活動有多少認同。 

管仲暉（2009）針對台灣搖滾音樂節的研究，將音樂祭約略分為含有強烈政

治意識的、追求商業利益的、以及號召回歸音樂本質的三種脈絡，但三者非截然

畫分。專業、大型的海洋音樂祭和春吶已累積許多研究，2000 年後新興的音樂

祭多元且發展蓬勃，尚欠缺充分的討論。商業取向的如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

追求搖滾原真性的 DIY 音樂祭如巨獸搖滾，直至近年地方性音樂祭增加，且不同

於貢寮海洋音樂祭由政府主辦，愈來愈多生活在「當地」的人發起、籌辦音樂祭，

如 Wake Up 音樂祭是由嘉義各高中聯合成發，發展成專業的售票音樂祭；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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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讀書的大學生策畫的發條音樂節；高雄旗山尊懷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搖旗吶喊；

高雄梓官沿海居民籌畫的蚵寮漁村小搖滾；台南音樂人謝銘祐發起於安平舉辦的

南吼；原住民樂手 Suming 於花蓮組織的阿米斯音樂節。如果海洋音樂祭被詬病

的是由官方及企業主導，名氣或利益都不屬於貢寮人，活動未能與在地文化結合、

讓當地居民認同，那麼由在地人舉辦的音樂祭呢？  

既然我在嘉義讀書，原想將在地的 Wake Up 音樂祭作為研究對象，Wake Up

音樂祭由嘉義青年發起，近年規模擴大、益發專業，但策展團隊與志工招募仍以

嘉義人為主，策展人也強調希望提升嘉義學生的自信與地方認同。過去研究未有

從此角度書寫，探討在地人舉辦、具在地特色的音樂祭，音樂祭不是政府由上而

下主導，或外來專業團體規畫。然而我親身參與 Wake Up 音樂祭後，卻似乎感

受不到嘉義的「在地」特色，儘管我不明確地知道在地的特色是什麼，但現場的

氣氛與其他大型音樂祭並無二致，好像不一定要在這裡才能發生。 

在參考類似音樂祭的考量下，又因為受到一段非常「台」，在 Youtube 爆紅

的宣傳片吸引，2014 年 228 連假我以觀眾身分參與了第二屆蚵寮漁村小搖滾（以

下以蚵寮人的習慣簡稱「小搖滾」）。不同於大型音樂祭的多舞台設計，小搖滾僅

單一舞台，舞台位置在港邊空地，向旁邊一望便是海和沙灘，而現場最搶眼的便

是作為舞台背景的漁船，船上嵌著大大的「蚵寮」二字，在夜間有燈光閃爍效果。

中午由蚵寮國中小的演出開場，還沒出現人潮，不畏正午強烈陽光圍繞舞台的看

起來都是演出學生的爸媽、親友，對著演出者猛拍照，直到樂團輪番上陣、時間

愈晚，台下觀眾才漸漸轉變為大量的年輕樂迷。 

樂團演出中間的空檔，我走到攤販區果腹，也和攤位上的人閒聊幾句，一問

發現現場攤販全是當地居民，不像其他音樂祭是對外徵求商業攤位。而現場的工

作人員，從指揮交通、維護環境、到販賣紀念商品的志工，也全是當地居民，且

年齡跨度大，看起來從國中小生到阿公阿嬤都有，與記憶中的音樂祭都是青壯年

人不同，「在地」的氣息濃厚而自然，彷彿生活於此的人只是如常散步到這。工

作人員如此，難怪與會的群眾無論騎著單車只是路過暫停、穿著居家便服看來就

像住附近出來散步、阿公阿嬤帶著孫子，都不會覺得這個環境是排外的，不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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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格格不入。向來以年輕人為主的音樂祭，在此似乎更像是廟會活動，不分

男女老幼地前來湊熱鬧。 

不若貢寮海洋音樂祭與當地關係的異化，從漁船意象、舞台演出、到在地攤

販和志工，都能看見與在地的扣連以及社區的公共參與。這些異於一般音樂祭的

元素，也讓我首度體會到演出陣容未必是最重要的，現場的感染力不僅僅是倚靠

舞台上的演出者，還有一部分是出自船隻往來的海港環境，更多的是與其他音樂

祭有些不同的人群。現場觀眾年輕人的比例仍是偏高的，但視線隨意游移，要找

到中年以上年紀的人並不難，有伯伯邊聽邊打拍子、有帶著小孩來的一家人、也

有銀髮夫妻牽著手，環境與氣氛非常開放和舒適。 

令人吃驚又感到有趣，這些在我的刻板印象中「不懂搖滾樂」的人們，在工

作崗位上看起來都非常樂在其中，一點也不嫌吵，為什麼他們會願意參與這樣的

活動？Wake Up 音樂祭、發條音樂節都是由關注獨立音樂的學生發起，現場的志

工也多半是樂迷，搖旗吶喊的主辦則是基金會組織，執行人員自己也是樂團「台

青蕉」的成員，在蚵寮的志工卻是對樂團一無所知，主辦的人沒有音樂圈相關背

景。活動成功，許多人最關注的是舉辦動機與目的為何：是召喚青年返鄉、想吸

引觀光人潮、甚至有當地居民懷疑，主辦人是不是想選里長？ 

更令我好奇的是，辦活動有很多方式，為什麼是搖滾樂？ 

「咱蚵仔寮也是有文化的。」媒體報導中說主辦的大哥們認為烏魚節流於形

式，政府花了幾百萬辦桌、請歌星唱歌，大家吃完便走，只有一次性消費，沒有

文化。從樂迷的角度，蚵寮漁村小搖滾確實是自然散發草根氣息的音樂祭，但是

搖滾樂這個看來突兀、無關的元素，跟在地有什麼連結呢，為什麼主辦單位想到

要辦這樣的活動？兩日開場的演出是「蚵寮國小舞龍舞獅陣」、「蚵寮國中三太子」、

「蚵寮國小合唱團」，謝銘祐帶領的麵包車樂團邀請主辦鄉親一起上台演唱他寫

給蚵仔寮的歌，除此之外，不就是花錢請外來的人表演，與大家所說的反思官方

舉辦烏魚節、海鮮節僅僅帶來短暫的觀光消費，是否矛盾，況且第二屆演出的十

幾組樂團中只有一名樂手是在地人，海產反而才是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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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寮的大哥曾問我，會為了烏魚節特地跑到蚵寮嗎，我坦白說不會。音樂祭

吸引了不同過往的年輕人潮，對在地人而言是新鮮的；而對於熟悉音樂祭的人來

說，與其他同樣不收費的音樂祭相較，則可能因為策畫的團隊就跨了不同年齡層，

且非音樂圈內人，加上場地的開放性，吸引了更多元的人自然參與。如果小搖滾

的成功、好評以及我所感受到的現場氣氛，顯示出這並不是空降的、無關在地的

活動，在小搖滾的發起、動員、募款、邀團、設計種種過程中，是否有什麼屬於

蚵仔寮的特別之處？假如搖滾音樂祭讓居民有共鳴，海鮮節、烏魚節這樣的節慶

反而讓居民感到有距離，是不是我們對於「文化」的想像太過狹隘？那麼在地的

文化與特色是什麼，與搖滾精神如何結合、呼應、或相互影響，是否使得「蚵寮

漁村小搖滾」只能在此地發生、無法複製。 

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追問辦小搖滾的目的，被問累的主辦人們說，大家都想得

太複雜了。小搖滾是樂迷眼中的音樂祭，但對蚵仔寮人而言，與烤肉趴無異，就

是大夥開心辦一場熱鬧活動，活動最初的緣起便是大哥覺得家鄉有海景、有鄰居

賣咖啡，這樣的搭配在海邊悠閒聽音樂不是很愜意嗎？「想讓大家認識蚵仔寮」

目的也不是吸引觀光人潮刺激消費，而是對家鄉的熱愛，想向大家介紹分享家鄉

的美。隨著一屆一屆知名度的展開，或許確實增加了一些要愈辦愈好的壓力、更

多人認識自己家鄉的驕傲、自然產生的經濟效益與返鄉意願，但核心的出發是純

粹、從來未改變的。 

這種原真性的追求其實也是許多音樂祭的開端，只是更強調的是音樂本質，

然而許多音樂祭往往面臨商業化的必須或是商業化的抨擊，如春吶、野台開唱的

轉型；而新興反思搖滾精神與音樂本質的 DIY 音樂祭，則可能負債累累、僅能辦

一兩屆，如 2006 年的山丘音樂節或仍在苦撐的巨獸搖滾。所謂「DIY 音樂祭」，

指非以民間公司形式經營，亦非承攬政府委託的標案企畫，而是個人或幾位主辦

人、組織或地方團體的自發活動，經費籌措、內容製作相關事宜不假他人之手且

自負盈虧（辜子桓，2015：4）。雖然蚵寮漁村小搖滾最初的舉辦動機並不包含推

廣搖滾音樂，或在眾多大型商業化的音樂祭外號召回歸音樂本質，但策畫的方式

卻完全符合 DIY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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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都說自己不懂搖滾樂，然而「搖滾」是什麼，搖滾樂是一種樂風、是反

抗，是 DIY 精神，或是什麼樣的精神和內涵？搖滾的本質跟小漁村離得很遠嗎，

是年輕人專屬嗎，或者這個在現代看起來非典型、不專業的音樂祭，才是回歸搖

滾的初衷，離搖滾精神更近？如果搖滾及音樂祭不該流於形式，蚵寮是否回歸與

呼應了搖滾的本質，才在今日顯得特別卻又自然？ 

據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音樂祭的在地性： 

反思烏魚節而自辦的活動為何是音樂祭，透過音樂祭展現了什麼樣的在地特

色，讓活動只能在此地發生、無法複製？相較於梓官的烏魚節，或貢寮的海洋音

樂祭，由當地居民策畫的小搖滾是否真的引發更多共鳴與認同？ 

二、在地與搖滾： 

蚵寮在地鄉親與獨立樂團或搖滾，雙方是否有契合、相似之處，或如何相互

磨合與影響？對參與演出的樂團而言，小搖滾和其他音樂祭是否有什麼不一樣？ 

三、社區如何動起來： 

不像一般音樂祭對外招募志工，或透過音樂圈內的人脈組織人力，蚵寮漁村

小搖滾從策展到現場工作人員都是在地人。上百名在地人力是如何動員的？參與

者是什麼樣的人？主導者的角色、以及與當地的關係為何？  

四、文化意義： 

蚵寮漁村小搖滾發起、動員、募款、邀團的過程中，展現了什麼樣的社區文

化意義、以及搖滾文化意義？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者所關注的並不是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與統計推論，



 

6 

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

經驗和解釋」。（姚美華、胡幼慧，2008：117-118）本研究的主題對象為「蚵寮

漁村小搖滾」此一音樂祭，探討活動產生的文化背景，及其一屆屆的發展、在地

與外界的互動過程，以了解並描寫出音樂祭的特殊性，因此適合質性研究方法，

主要採用參與觀察法及訪談法並行的方式。 

在了解小搖滾的內部運作與發展脈絡之外，也佐以文獻資料的整理分析，加

上自身在過去參與各音樂祭的經驗，比較其他音樂祭與小搖滾的不同，以突顯出

小搖滾的特殊性。 

一、參與觀察法 

人類的活動是個持續過程，許多人類行為必須透過互動才有意義，而意義則

因時、地、人而有所不同，參與觀察就變成研究社會現象的最佳方法之一。（嚴

祥鸞，2008：163）參與觀察法的優點之一即是能看到事件的連續性脈絡，Bogdewic

認為，任何研究需要了解過程、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者，就選擇參

與觀察法。（嚴祥鸞，2008：169） 

因研究問題圍繞在內部動員、活動籌畫的過程，以及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

隊與當地居民的關係、與外來樂團的關係，符合參與觀察法的適用條件。研究者

在第二屆小搖滾時以觀眾身分到活動現場觀察，其後經友人牽線聯繫策展團隊的

Kirin，到蚵寮當地拜訪、認識過後，於第三屆小搖滾活動前一個多月入住蚵寮，

參與觀察第三屆的籌備過程。 

二、訪談法 

研究者在第二屆才參與活動現場，第三屆才加入團隊內部，對活動最初的緣

起、發展過程了解有限，因此在參與觀察法之外透過訪談法彌補不足之處。訪談

對象以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隊為主，訪談方式為非結構性訪談，以閒聊方式開

啟自由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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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訪談對象與時間 

訪談對象 背景 時間 地點 

顏廷憲 Wake Up 音樂祭策展人 2014/01/20 嘉義市 MarketPlace 

曾芷玲（Kirin）、 

蔡登財（蔡大哥）、

康憶慈（憶慈姊）、

林賢郎（林老師） 

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隊 2014/04/20  有寮三合院 

康憶慈 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隊，

主事會計 

2015/01/30  有寮三合院 

蔡登財 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隊，

主事募款 

2015/01/31 順哥家 

順哥（郭進順） 蚵寮漁村小搖滾策展團隊，

主事募款 

2015/01/31 順哥家 

美秀姊（謝美秀） 蚵寮漁村小搖滾活動主持人 2015/02/12 小熊屋 

第一次到蚵寮拜訪是在 2014 年 04 月 20 日，是透過共同朋友認識活動中負

責邀請樂團的 Kirin 後，第一次見面談話。當時我所知道的相關人物僅有 Kirin 一

人，事先聯繫、相約的也是 Kirin，但到了蚵寮，在談話、移動的過程中自然加入

的人愈來愈多，變成在聚會中閒聊、閒聊中訪談，認識這些核心人物及小搖滾的

發展歷程。其後的訪談皆是在第三屆活動前，田野參與籌備期間發生。 

表 2：參與觀察事件與時間 

時間 地點 事件／內容 

2014/02/28 至 

2014/03/01 

蚵寮 第二屆蚵寮漁村小搖滾活動現場 

2014/05/04 順哥工廠 員工烤肉 

2014/08.30 蔡大哥工廠 中秋烤肉 

2015/01/17 至 

2015/03/01 

蚵寮 

 

借宿有寮三合院，參與觀察第三屆籌備 

2015/01/27 有寮三合院 高雄市新聞局採訪（憶慈姊受訪） 

2015/02/11 朝天宮（船仔媽） 高雄大學蚵仔寮集思社營隊，大哥演講 

2015/03/22 

 

嘉義市立博物館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片影展 

《蚵子寮漁村紀事》映後座談 

2015/10/10 誠品信義店 混種影展《蚵子寮漁村紀事》映後主題講座 

2015/11/07 高雄市總圖 高雄電影節《離岸堤》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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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蚵寮的傳統產業是漁業，在地鄉民卻批評官方的「烏魚文化節」而自辦「漁

村小搖滾」，比起烏魚、海鮮，搖滾看似與在地更無關，然而有哪個地方特別能

代表搖滾嗎？搖滾究竟是什麼？首先爬梳搖滾樂的發展歷史，了解搖滾的精神與

特色，方能探看搖滾與社區可能的關係。 

第一節 搖滾是什麼 

一、搖滾樂發展的歷史 

「搖滾樂」這一名詞的出現大約是在 1950 年代中期，但這並不是一個全新

的樂風，甚至搖滾一詞的意義與範疇，在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流動、轉變。在 1950

年代美式搖滾（rock’n’roll）誕生之前，樂手已經在全美各地用音樂耕耘多時──

風行於南方各州的布基（boogie）與藍調、德州和西南地區的西部搖擺樂與帶有

爵士風味的藍調、黑人教堂裡的福音節奏（gospel rhythms）、大都市裡的街頭遊

唱團體，以及各式各樣的布基烏基（boogie-woogie）樂曲：伐木區酒吧裡的鋼琴

爵士樂、山地居民的鄉村布基、都市舞廳裡的大樂隊布基。這些風潮以及其後更

多的音樂，漸漸地被歸納成一個單一的類型：搖滾樂。（蔡明錕、文鎧威，1995/2004：

2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逐漸復甦，社會趨於安定富裕，戰後嬰兒潮在

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使得「青年」成為龐大且具備消費能力的新階級。首先捧紅

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eley，即貓王）、傑瑞‧李‧路易斯以及其他早期搖

滾偶像的山姆‧飛利浦就獨具慧眼地注意到，市場上除了成人音樂及兒童音樂，

並沒有專為青年代言的音樂。（蔡明錕、文鎧威，1995/2004：21）搖滾的原初場

景發生在主流之外，然而 1960 年代大規模的青年人口，讓搖滾得以在主流中誕

生，又因「青年」是「成年人」的對立，而成年人是大眾社會的象徵，所以儘管

由於青年人口數及消費力的遽增，搖滾樂獲得商業上的成功與流行，但屬於「青

年」的搖滾樂，仍可說在本質上是反大眾的。（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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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除了與青年連結，也具備了「跨界」的特色。節奏藍調、鄉村音樂、爵

士樂、西部搖擺、福音音樂，搖滾樂吸收與結合了數種音樂文化的元素，而節奏

藍調指的是當時的黑人流行音樂，搖滾的興起也打破了種族界線。1955 年開始，

非裔美籍表演者在主流流行樂榜的出現機會漸增，到了 1963 年，《告示牌》放棄

原來單獨成榜的「種族音樂」及「節奏藍調」排行榜，音樂市場不再有所區隔。

可以說，美式搖滾的音樂在更早之前就有，但直到聽眾與演奏者跨界至白人、主

流、青少年為主，從邊緣進入主流，「搖滾」才誕生。 

美式搖滾在 1950 年代末衰退：貓王被徵召當兵，Chuck Berry 正準備坐牢，

Little Richard 退休，而 Buddy Holly、Big Bopper 及 Ritchie Valens 死於空難，美式

搖滾衰退，但傳入英國的搖滾樂有了新發展。在保守主義籠罩下的英國，搖滾樂

提倡了遙遠美式的烏托邦，一個能夠包括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的日常經驗、他們

的所有渴求、欲望、希望、挫折和休閒需求的烏托邦。他們把搖滾樂看成文化實

現的機會，一個能夠掙脫學校、工作和家庭的限制，使得他們能在生活的壓迫中

感受到某些「真實」的東西的機會。（郭政倫，1990/2000：76）美式搖滾進入英

國節拍音樂（beat music）架構，1964 年披頭四進入美國，英倫音樂入侵，但他

們的作品也是從模仿美國音樂開始，披頭四灌錄了 50 年代的搖滾樂、節奏藍調，

被視為是致敬，重現了失落的音樂精神。 

於此同時，民謠搖滾和迷幻搖滾也正在發展。1960 年代是美國在政治上不

安與騷動的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論述興起，民謠文化關注音樂作為社會

改革動力的功能，主張民謠是「民眾的音樂」，抗議歌手在歌詞中觸及社會議題

（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10）；儘管 60 年代並不是真正的反抗音樂起點，

但在此時搖滾樂吸收與改造了民謠文化的意識形態形成民謠搖滾，才掀起一整個

時代的反抗文化，譬如 Bob Bylan 和 Joan Baez 等人的創作活躍於反戰運動。（張

鐵志，2015）1965 年後，美國進一步以軍事力量介入越南，反戰運動更加擴大，

一方面基於對現狀的失望與無助，青年展現了極度的享樂主義，嬉皮沉迷在藥物

之中，聽起迷幻搖滾；一方面，他們或許不在乎具體的政治或社會改革主張，但

這也是對主流資本主義體制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本身就構成一種基進

的反抗姿態。（張鐵志，2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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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68 年，英美樂手密集的互相滋養和觀念交流，造成了搖滾之聲在當

時的誕生。如同美國的黑／白樂手在過去百年不斷進行創意對話，現在美／英的

音樂也彼此交織。（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08）搖滾樂有著比任何主流

音樂都更多的性指涉，它有著更為強烈而適合跳舞的節奏，它也更直接地反映了

當時從青少年眼中所感受到的狂躁與不安。（蔡明錕、文鎧威，1995/2004：21） 

1960 年代中期是搖滾的極盛期，其後隨著時間發展，搖滾出現了不同的樂

風和類型，推動了搖滾內部的分層化，譬如 70 年代的龐克、80 年代的死亡金屬，

搖滾樂的分類愈複雜多元，涵蓋的範圍也就愈廣。 

從 1960 年代末到整個 70 年代，龐克音樂自美國登場，龐克雖然源自美國，

但如果沒有當時英國的音樂／社會脈絡，龐克不會成為一場偉大的音樂「運動」。

英國在 70 年代中期後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非常高，從 1974 年到 1977 年，

失業率增長了 120%，青年失業率的增長更高達 200%。另一方面，1976 年在諾

丁山爆發了英國戰後最嚴重的種族暴動，黑人青少年和員警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

突。 

到了 70 年代，搖滾樂團開始強調高超的演奏技術、華麗的舞台效果或是深

奧的概念性專輯，這些音樂再無法表達年輕人的挫折感與憤怒，相對地，龐克強

調的是懂三和弦即可組團，並且相對於那些超級樂隊的大舞台，70 年代中期在

英國興起許多小 pub 讓這些樂隊可以隨性演奏，所以龐克音樂使音樂的生產到表

演都具有 DIY 的精神，讓任何年輕人都可以實現玩音樂的夢想。他們要挑戰從

60 年代以降魔掌日益強大的音樂商業建制，打破聽眾和表演者的界限，並讓音

樂的詮釋權回歸大眾。（張鐵志，2015：91-92） 

當龐克文化只剩衣著髮型等表面符號，並且成為另一種流行、被商業體制吸

收，便又沒落，新的音樂形態與風格出現，承續又轉換了搖滾的歷史。 

「搖滾」指涉的對象在不同時空下都略有不同，並不是靜態的，而且從一開

始便是跨越、融合了多種音樂風格而生，又矛盾地生於大眾文化之中卻反大眾，

因此，與其視搖滾樂為一種樂風，毋寧說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搖滾樂的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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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不斷在轉變與擴張，但約可標誌出幾項核心精神及特徵：反叛、DIY 精神、

原真性。 

二、反叛性 

搖滾的興起是因為通俗音樂主流的一個區塊接合了某種人口統計學的異常

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富裕的青年人口大量增加。弔詭的是，嬰兒潮人數是

將青年文化擴大了，而非大眾化了。長久以來，青年人處於邊緣、地位次要的感

覺，使得這個新興的支配性文化不斷自我想像它是一種次文化。因此搖滾的誕生，

是一個帶有特殊反大眾意義的大眾現象。（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22） 

1960 年代無疑是討論流行樂與政治關係的原型，沒有 60 年代的青年反文化

（counter-culture），搖滾樂和民歌運動不可能燃起如此豐富的生命力；沒有搖滾

樂的介入，60 年代的青年運動更不可能如此風起雲湧。（張鐵志，2015：42）吸

收了民謠社會關懷精神的搖滾樂在這樣的背景下蓬勃發展，達到極盛期，也使得

搖滾樂深具反叛性格。 

當嬰兒潮青年人數逐漸減少，搖滾的論爭力道也逐漸萎縮，到了 1980 年代

中期，標誌著搖滾文化聲望抬高的種種論爭，便不再固定於「青年」之整體概念

的確定性上。（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22）而每當應該反叛的搖滾逐漸

服膺商業體制，追求商業利益而喪失了原真性，新出現的搖滾樂風又會以反叛的

姿態誕生。或許可以說，搖滾依附於青年相對於大眾的邊緣性上，有著反成人的

精神，但這象徵性的赤子之心並不受真正的年齡所限制，搖滾不必然是十幾二十

歲的青年專屬的音樂，反叛的對象也不一定是成人。 

台灣原創的搖滾樂也是從反思和批判開始。從羅大佑結合民歌的在地關懷精

神與搖滾樂形式，寫出具社會批判性的作品；到解嚴後本土意識覺醒，黑名單工

作室製作《抓狂歌》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權威對於台灣歷史與台語的壓榨1，以草

根性和嘲諷性格強烈的台語描寫戒嚴前後台灣社會樣態，將台語自長期在台灣社

                                                      
1
 戒嚴時期政府曾推行國語運動，並限制方言節目在媒體的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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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低下位置解放出來，並且藉此喚醒台灣本土自主意識。（方美蓉，2008：

48-49）英美搖滾樂的極盛時期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 1960 年代，而台灣原創搖

滾樂也是在解嚴前後從壓抑中爆發，帶著反思與叛逆的精神，伴隨著一波波的學

運、社運蓬勃發展。 

三、ＤＩＹ精神 

搖滾樂的誕生除了因為戰後環境的安定富裕，以及青少年的龐大人口及消費

能力，也有賴於科技的進步。1950 年代以來錄音技術的發展，一方面使得錄音

與編曲更形專業，錄音室及製作人握有編曲的主導權；一方面也降低製作成本，

使得在保守、市場導向的主流音樂之外，獨立製作也隨之興起。70 年代開始，

許多成功的樂手打造起自己的錄音室，製造商也開始針對半專業及業餘樂手設計

輕便錄音室，整合錄音和混音功能，科技發展使聲音品質不斷進步、價格也降低，

聲訊市場的持續民主化，允許了某種程度的 DIY 錄音活動及其相關美學。70 年

代的龐克樂手和 80 年代的另類樂團，對錄音媒介發展了一種具有攻擊性、低傳

真（lo-fi）的處理方式，既拒斥了錄音工業的支配性作法和美學，也對自己的音

樂類型做出界定，用意識形態的用語來說，就是使它們比主流流行與搖滾等其他

類型更「原真（authentic）」。這種低成本、獨立製作的類型與比較商業化的錄音

實作並存的現象，是音樂工業的特色。（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23） 

70 年代的龐克次文化，在小規模的資本主義和手藝勞動的新網絡中重新界

定了消費的意義。他們幫助創造了某種微型經濟，創造了某種社會和企業領域，

降低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藝人和聽眾的區別。（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78-79）

龐克搖滾只需懂簡單的和弦即可創作、表演，不需要高超的技巧或過度的樂理知

識，也相對隨性，門檻低、與聽眾距離近。龐克音樂使音樂的生產到表演都具有

DIY 的精神，獨立音樂（indie）文化也根源於此，透過獨立廠牌發行，音樂人自

主性高，從詞曲創作、錄音製作、到發行銷售都可以 DIY 方式進行，打破聽眾和

表演者的界限。 

搖滾的反叛精神同時代表自我意識、自主掌控，而同樣存在於主流中的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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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與喪失搖滾精神、商品化的流行音樂的區別判準，便是 DIY 的自主精神：搖

滾樂即使廣受大眾歡迎，但並不是配合唱片公司設計包裝，塑造偶像、事先瞄準

市場刻意討好媚俗。而這種不以商業利潤為導向，且減少了專職的行銷、企畫、

製作等人員，樂手和聽眾間的層層中介，便也符合對原真性的追求。 

而「DIY 音樂祭」，係指非以民間公司形式經營，亦非承攬政府委託的標案

企畫，而是個人或幾位主辦人、組織或地方團體的自發活動，經費籌措、內容製

作相關事宜不假他人之手且自負盈虧（辜子桓，2015：4）。各音樂祭發起之初多

半符合 DIY 音樂祭的定義，然而擴大規模並定期舉辦後，主辦單位通常成立公司

組織維持經營。 

四、原真性 

原真性（authenticity）可以看作是為搖滾在主流的航行中引導方向的羅盤。

（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16）搖滾樂承接了民謠的意識形態，追求原真

性、反對大眾社會造成的異化，但與民謠相異的是，搖滾是從大眾主流當中誕生、

專以青年人為對象的音樂，這些差異深深影響了搖滾文化如何表現出它受到民謠

影響的世界觀，因為這些差異，搖滾可以同時擁抱反大眾的意識形態，又獲得商

業的成功。而原真性常與反商業作連結，譬如蔡岳儒（2006）以此為標準，認為

目前台灣搖滾樂景象仍僅僅是媒體及商業炒作，而方美蓉（2008）則認為，以「原

真性」的追求作為搖滾樂發展的標準，藉此檢視台灣搖滾樂作品，總導致台灣的

搖滾樂僅是商業操作的結論，因而摒棄此一判準。然而既然搖滾樂原本就誕生於

大眾文化中，「原真性」的表現也並不只有反商業如此簡單。 

搖滾一如 20 世紀所有的流行音樂，是一種商業的形式，音樂被生產為一種

賺取利潤的商品，和大眾文化一樣透過大眾媒體來傳布。（張釗維，1994：14）

是否具有「原真性」一詞不必然與商業化處於對立的態勢，「商業」與偽善也不

必然畫上等號，「真誠，在於創作者接受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商品的這個事實，並

且思考在這樣的前提下自己能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或是為了商業以外的什麼目

的而服務。」（鄭凱同，2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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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真性是一個複雜現象，牽涉音樂的外在背景、唱片公司行銷策略、音樂製

作科技，以及持續不墜的音樂風格演變史等因素，（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

117）由於搖滾文化是從許多特殊音樂文化的匯聚中誕生的，因此在信念、議題

或實作各方面少有一致，對原真性的定義亦是繁多且彼此競爭。搖滾從分割為搖

滾和流行樂的主流中興起，之後便開始在內部進行再分割，分層化，分為眾多陣

營和派別。雖然所有搖滾類型都強調原真是其核心價值，但表達和理解原真性的

方式卻不盡相同。（蔡佩君、張志宇，2001/2005：120）所謂的「真誠」，涵蓋了

樂手的創作動機到樂迷的溝通與詮釋過程的誠懇與真實性，不只是創作上的問題，

也是倫理的問題，是我們關聯音樂與世界的判準之一，也是使得樂迷依著他們的

社會感受來接受喜愛音樂的判準。（何東洪，2000；轉引自鄭凱同，2005：86） 

音樂生產可以商業但不能媚俗、音樂展演可以插電但仍需表達真實感受、音

樂風格可以傳統也可以具實驗性，但並不刻意致力於趕上潮流；若創作動機是出

自創作者自身的意願，以真實的生活經驗及感受為內容，不以外型或賣弄技巧為

噱頭，而是以真誠的音樂創作及演出表達，並且將商業利潤以外的目的為最主要

訴求，過程中不為利益造成扭曲、妥協、虛偽，或許便可稱為具備原真性。 

 

「搖滾」一詞的指涉樂風一直在改變，因此搖滾並非僅僅指稱一種樂風，更

核心的是搖滾的精神及特徵：帶有反叛性、DIY 精神、不斷被檢視及強調的原真

性。這些特徵讓「現場」的演出更形重要，不限制於專輯中的音樂，少了錄音、

製作、包裝、行銷等層層中介，藉由現場與聽眾的互動創造的直接經驗，更容易

展現搖滾精神。台灣音樂祭如今發展成熟，依舉辦的動機與目的衍生出不同的類

型，要理解蚵寮漁村小搖滾的特殊性，必先回顧音樂祭的發展。 

第二節 台灣音樂祭的發展 

「搖滾文化」不僅是一種音樂風格，也就不止透過錄音專輯的發行體現，在

音樂消費形式之外，更透過演出者和聽眾的共同經驗、互動塑造，而現場演出也

最能降低演出者和聽眾的中介，直接經驗。搖滾音樂祭起始於 1969 年 8 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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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近郊農場舉辦的烏茲塔克音樂節（Woodstock Art and Fair），當時的美國

內外社會矛盾非常多，反越戰示威以及人權運動正盛，是社會運動及反叛精神騷

動著的年代；儘管高喊反戰、愛、和平的嬉皮是抱著避世的消極態度，而不是積

極參與社會，但搖滾樂與嬉皮確實展現了對當前政治與社會的反叛精神。烏茲塔

克音樂節由四個年輕人自行策畫舉辦，以「愛與和平」為主張，訴說了當前社會

的渴望：反戰、反階級、反種族仇視，而演出的陣容包括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民謠

及搖滾樂手，在三天內聚集了數十萬人的參與，不僅是音樂祭的原型、搖滾文化

的高峰，也是最大而成功的搖滾音樂盛會，其核心精神延續至日後各國音樂祭，

至今仍是眾搖滾樂手、音樂祭所追求的典範。  

而台灣的音樂祭濫觴是 1994 年於台北永福橋下舉辦的「破爛生活節」，活動

舞台設備全是廢棄建材搭造而成，演出內容包括實驗短片播放、小劇場演出、實

驗噪音表演，演出團體皆是臨時起意、隨性登台，但現場前衛甚至失控的演出引

發了兩極評論。（羅悅全，2004） 

1995 年從效仿烏茲塔克音樂節的「春天吶喊」開始，台灣樂團逐漸以創作

取代翻唱，同年大專搖滾聯盟在台北舉辦「搖不死、滾不倒」，隔年改名為「野

台開唱」成為擴大規模並固定舉辦的音樂祭。1995 年旅居台中的美籍青年 Jimi、

Wade 於「夢幻墾丁」舉辦第一屆春天吶喊，吸引約計三千名觀眾，第一年參與

樂團只是翻唱西洋搖滾歌曲，隔年才要求登台演出的樂團必須演出原創歌曲，興

起創作潮；「野台開唱」則是在閃靈樂團主唱 Freddy 接手後，開始限制僅接受創

作樂團的報名，甚至一度規定演出樂團必須推出自己的 EP（毛雅芬、歐佩佩，

2006），如今音樂祭的參與樂團演出自己的創作已是普遍共識。 

直至 2000 年貢寮海洋音樂祭配合「一鄉鎮一特色」政策登場，音樂祭開始

產生與地方連結的意識，接著在政府主辦的海洋音樂祭、搖滾台中之外，2010

年前後，各地陸續出現由下而上策畫舉辦的地方音樂祭。 

今日大小音樂祭在全台遍地開花，依音樂祭舉辦的目的可分為幾種類型，包

括：號召回歸音樂本質、增加樂團表演機會並促進樂團交流；含有強烈政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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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議題結合的；以及追求商業利益的、希望帶動觀光消費等經濟面向的考量（鄭

景雯，2006；管仲暉，2009）。第一類是讓獨立樂團有更多的表演機會以及促進

在音樂上的相互交流，這類的音樂祭以「春天吶喊」、「野台開唱」最為著名。然

而由民間組織自辦的活動在資源分配及使用上，有一定的困難處，尤其在擴大規

模並定期舉辦後，舉凡場地的申請租借、人力支出、宣傳費用等，在經費支出方

面時感不足，因此除了販售門票以外，通常需要依賴商業贊助或政府補助。以「搖

滾精神」為號召的音樂祭，必須維持活動的自主性，降低企業或政府對活動的干

預，而活動舉辦的目的也不是賺取利益，而是藉由音樂節促成國、內外音樂人士

的交流，拓展樂迷有更多的聆聽空間。然而以 2007 年的野台開唱為例，公部門

補助款項佔了經費中高達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在經費大量仰賴政府資助的情況下，

其獨立性不免令人質疑；而儘管贊助商未干預活動內容，也沒有大規模的販賣行

為，在活動場地內隨處可見贊助商的旗幟、標語或廣告，或在樂團準備時間重複

播放贊助商的廣告，亦容易使參與者反感。（何東洪、鄭凱同、鄭景雯，2008）

而票價隨著主辦單位邀請的樂團名單水漲船高，或許主辦單位認為樂團的知名度

及水準能促進交流品質的提升，但同時也是期盼吸引更多人購票，當音樂祭強調

演出卡司、以樂團知名度作為價值的衡量，吸引到的參與者可能只將音樂祭視同

售票演唱會，而音樂祭本身又是否忘卻了音樂本質，喪失了搖滾精神？因此在大

型音樂祭之外，也出現反思初衷的小型音樂節，譬如 2006 年的山丘音樂節、2009

年的音樂航空站，但因財政困難多半曇花一現，目前只有巨獸搖滾音樂祭仍賠錢

續辦著。 

第二種是較具「政治議題」的音樂節，通常這類活動是為了某些政治議題而

開唱，透過音樂節以表反對某個政治立場或是事件，以帶動起年輕人的關注。如

國外最知名的「西藏自由音樂會（Tibetan Freedom Concert）」由 Milarepa 基金會

發起，其宗旨在於推動世界人民對於西藏的認識，並了解西藏受中國政府以非法

手段佔領的歷史，在反對中國於 1949 年入侵西藏的霸權手段前提下推動西藏的

獨立自由與人權，並希望藉由音樂會來喚起世界各地年輕人對民主、自由的重視

及對霸權的和平抗爭。（鄭景雯，2006：28）而台灣 2000 年起由 TRA Music 所主

辦的「Say Yes To Taiwan」（後改為正義無敵音樂會）、2013 年起由學生組織的共

生音樂節，都是為了紀念二二八紀念日，希望藉由活動的舉辦喚醒眾人對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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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以及轉型正義的思考；2015 年激進工作室在南投開辦「內地搖滾」則是

以「台灣的內地是南投」為口號，不滿將中國大陸視為內地的說法，強調台灣與

中國是不同國家的政府立場。 

第三種是以「消費性質」為重的音樂祭活動，這類的音樂祭多半是以提升產

業經濟，帶動地方觀光發展為考量，譬如韓國的「國際釜山搖滾音樂節」、台灣

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以及「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何東洪、鄭凱同、

鄭景雯，2008）此類型音樂祭是透過音樂祭的形式，企圖帶動周邊產業，貢寮地

方政府即是希望藉由海洋音樂祭製造觀光人潮、帶動地方商機；而簡單生活節則

標榜「以音樂為核心的生活節」，先後由 7-ELEVEN 及永豐銀行贊助，推廣生活態

度、創意美學，並將自己打造成一品牌，兩度到中國上海舉辦。鄭景雯（2006）

質疑這樣的作法有些本末倒置，理想上是基礎的音樂文化自行發展，逐漸形成一

龐大的文化勢力後，政府提供公共資源將其整合於一音樂節慶當中，共同提升發

展、整體的區域經濟，然而在韓國與台灣的案例中發現，反而是政府先舉辦了一

大型音樂祭，希望由上而下的去開展下游的音樂生態。（鄭景雯，2006：28）在

缺乏地方音樂文化的培育下，這樣的音樂祭是突兀而與當地關係薄弱的，或許活

動本身成功、確實在短時間內帶來大批觀光人潮，卻無法和當地居民產生連結與

認同，帶來更長遠的文化價值。 

儘管先前的研究者將海洋音樂祭與簡單生活節皆歸為以「消費性質」為考量

的音樂祭，但實際上，海洋音樂祭初衷也是希望與在地文化做連結，不僅是依賴

大型活動帶來短期的外來人潮湧入而已。貢寮海洋音樂祭為社區總體營造時代之

產物，1994 年起由文建會所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推動項目包含「社區文化

活動發展」等四項核心計畫，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及目標，藉

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

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林雅雯，2012：

37）。2000 年，角頭音樂的老闆張四十三和台北縣政府新聞室主任廖志堅催生了

海洋音樂祭，希望結合文化創意（獨立音樂）與地方特色（海水浴場），建立吸

引年輕人的新文化特色，藉此打響貢寮的知名度、帶動地方觀光產業。貢寮鄉鄉

長曾提到，對「一鄉鎮一特色」政策的最初構想是九孔，「那新聞室的主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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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殊、想法另類，他認為說這樣的特色，就是勉強在辦九孔節當天大家吃吃

喝喝走了……季節到了大家來吃九孔完回去。」因此希望藉助其他文化，帶動貢

寮地區，「新聞室的廖主任認為，如果在沙灘上辦這個搖滾音樂應該會帶來更多

的年輕人。」（林雅雯，2012：39）福隆村村長也提到草嶺古道、靈鷺山、拱南

宮等週邊景點，認為地方知名度的提升能帶動整體觀光旅遊業，並促進長期的就

業機會。而音樂祭期間的攤位也設計為回饋當地居民，限制只有設籍在當地的人

才能參與抽籤，也曾規畫「海味大賞」便當，販售當地物產（鄭景雯，2006；林

雅雯，2012）。 

然而實際執行的過程卻往往未真正考量地方長遠發展，忽略地方居民的意見

也始終未能與地方文化扣連。譬如因核四工程造成福隆沙灘流失，每年活動前會

出動怪手回填沙灘，此種方式僅能維持極短時間、又耗費大筆金額，只為使活動

順利舉辦，並不在乎平時在貢寮生活的居民。而活動期間的攤位通常是在地居民

登記抽籤後再轉賣外來攤販，原因是在地居民少有經商經驗，多以農漁業為主，

而若是平時沒有經營店面，未售出的商品也難以處理。（林雅雯，2012）在缺乏

與在地居民有效溝通、以當地生活經驗為出發的狀況下，海洋音樂祭最終才流為

只著重經濟效益、參與人次等表面數字的活動，儘管打響貢寮知名度卻缺乏與在

地文化連結的深度。 

音樂祭只能作為刺激觀光消費的空洞活動嗎？像是回應此般質疑，2010 年

前後，由下而上策畫的地方音樂祭逐漸發展起來：嘉義 Wake Up 音樂祭、高雄

旗山搖旗吶喊、高雄梓官蚵寮漁村小搖滾、桃園發條音樂節、台南安平南吼音樂

季、花蓮阿米斯音樂節，可歸類為第四種強調「地方」的音樂祭類型。 

表 3：台灣地方音樂祭 

發起年 地點 音樂祭名 

2009 嘉義 起來音樂祭，2010 改名 Wake Up 音樂祭 

2010 高雄旗山 搖旗吶喊 

2012 高雄梓官 蚵寮漁村小搖滾 



 

19 

2013 桃園中壢 發條音樂節（中原大學學生發起） 

2013 台南安平 南吼音樂祭（謝銘祐發起） 

2013 花蓮 阿米斯音樂節（Suming 發起） 

2014 台南左鎮 左鎮‧故鄉是我的愛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09 年嘉義在地的玩團高中生將聯合成發命名為「起來音樂祭」，第二屆開

始確立音樂祭的形式，懷抱著讓嘉義在地學生能更具自信的期望，邀請嘉義為主

的樂團演出，定名為「Wake Up 音樂祭」，由嘉義的廟宇文財殿贊助活動經費，

日後更擴大規模，成為多日、多舞台、各國樂團參與演出的售票音樂祭；從第一

屆開始的核心策展人顏廷憲是嘉義在地人，而擴大規模、專業化的音樂祭至今招

募的志工仍以嘉義在地的高中職生為優先，希望讓在地學生有更多接觸音樂的機

會以及培養對家鄉的認同感。2010 年高雄旗山尊懷基金會舉辦「搖旗吶喊」，有

意識地將音樂祭扣連在地相關元素或主題，從地方文史、香蕉產業、到古蹟保存、

地方環境汙染，基金會成員組成的「台青蕉」樂團歌詞也寫入旗山生活大小事。

2012 年高雄梓官的蚵仔寮舉辦第一屆「蚵寮漁村小搖滾」，動機倒是沒有遠大的

抱負、社區營造的想法，純粹是覺得家鄉的環境適合辦一場音樂會，一群不懂搖

滾樂、沒去過音樂祭的在地居民，在酒後閒聊下慢慢拼湊發展，「玩」成一場自

己也意外吸引了眾多外地人參與的音樂祭，也影響了參與演出的音樂人謝銘祐回

到台南安平開辦「南吼」。 

Wake Up 音樂祭邀請多國樂團，或許有音樂交流上的意圖，而搖旗吶喊透過

活動也表達了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關注，但這些音樂祭的舉辦動機都更強調「在

地」，不若簡單生活節能移至上海舉辦；而相對於政府主導的海洋音樂祭，因為

是由在地人主動發起，主辦團隊、現場工作人員也都是在地人為主，而非委外給

專業的活動企畫團隊。這些新興的在地音樂祭，無論舉辦目的為何，都以各種方

式強調愛家鄉、在地性，而不只是為了辦活動隨意「借場地」。 

目前音樂祭相關研究以歷史較久的大型音樂祭為主，針對貢寮海洋音樂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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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最多，其次是春天吶喊及野台開唱，2010 年後新興的音樂祭相對欠缺討論，

僅有辜子桓（2015）的〈獨立音樂社群的 DIY 實踐─以「巨獸搖滾音樂祭」為例〉

書寫 2011 年開始的巨獸搖滾、傅筱婷（2014）的〈在地發聲：台灣當代獨立音

樂地方意識研究〉內文提及搖旗吶喊及蚵寮漁村小搖滾。此外，過往研究分析的

大致包括「活動成效的評估」（管仲暉，2009；林正文，2013）、「品牌打造及行

銷策略」（蕭如敏，2011；郭敬平，2013；鄒昌荃，2014；吳佩娟，2015）、「作

為地方政策的網絡治理模式」（鄭景雯，2006；林怡君，2008）等角度，因為舉

辦的流程雷同而少有過程的細緻描述，也因為發起人不是地方政府就是音樂圈相

關人士，幾乎不必探究策展單位與演出樂團的關係、如何溝通磨合。另外，活動

現場所需的大量人力，不是委請專業的活動企畫單位，就是公開對外招募志工，

近年的大港開唱則是透過主辦單位音樂圈內人脈支援。 

新興的地方音樂祭中，蚵寮漁村小搖滾與其他音樂祭不同的是，策畫團隊沒

有人玩音樂、也稱不上搖滾樂迷，卻選擇以音樂祭的形式介紹家鄉，並獲得廣大

的樂迷關注及好評。也因為這「圈外」的特別身分，使得過去研究少著墨的過程、

在地人與樂團的溝通、如何動員大量志工人力，都值得探究。此外，小搖滾非音

樂專業、非活動專業的身分，也意外體現了搖滾精神──因為對音樂祭了解有限

而不受限於既定框架，規畫籌辦過程又符合 DIY 的自主精神，僅僅是覺得沙灘邊

適合搧海風、喝酒配音樂，如此純粹的舉辦動機，更是大部分音樂祭最初具備的

原真性。 

另外，關於貢寮海洋音樂祭的研究普遍指出，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舉辦與地方

發展是斷裂的，是憑空而降的地方節慶，從音樂祭地景可看到異化的生活空間，

即使對外地人而言能將海水浴場與音樂祭做連結，活動卻並未使當地居民產生文

化認同，也只帶來活動期間的人潮車潮，並未提升貢寮整體環境發展，甚至實際

獲利的僅是官方及企業，並非當地居民。（鄭景雯，2006；林怡君，2008；林雅

雯，2012）假如海洋音樂祭被詬病的原因是由官方及企業主導，活動未能與在地

文化結合、讓當地居民認同，那麼由在地人舉辦的音樂祭作法會有何不同，其社

區化的過程亦是值得分析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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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與社區 

「地方」音樂祭比其他音樂祭更強調與在地的連結，因此透過對「地方」及

「社區」的認識，能進一步分析小搖滾內部動員的過程、居民參與的原因，了解

音樂祭在地化的方式。本段主要引用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

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一書，此書以「在地實作」發展出相關概念，

不僅分析個案社區發展的成功因素，更細緻地描述內部的人際網絡、如何接受外

來新觀念並在地化、實作先行而突破困境的發展過程，是台灣社區研究普遍使用

的文獻與架構。 

一、地方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 1987）勾勒出地方作為「有意義區位」

的三個基本面向：區位、場所、地方感。（王志弘、徐苔玲，2004/2006：14）指

出所謂「地方」除了有其定位，並具有物質視覺形式，是實際存在的空間外，還

必須與人，以及人類製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有某些關係。（王志弘、徐苔玲

2004/2006：15）地方感可以說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人們對一個空間有

了感情、記憶與特殊的意義後，「空間」才得以成為「地方」；地方感有其地理的

範圍或界限，是文化與社會的產物，經過生活經驗的累積而產生，雖然是暫時性

的，卻連接著過去也指向將來（蔡文川，2009：21-22, 60）。 

西蒙（David Seamon）亦指出人類活動的重要性，他援引跳舞的隱喻，來描

述完成特殊任務的一連串前意識行動，他稱呼這種序列為身體芭蕾（body-ballet），

若這種移動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就稱之為「時空慣例」（time-space 

routine），譬如開車上班、送小孩上學、吃午餐等。許多時空慣例在某個特殊區

位裡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地方芭蕾」（place-ballet），西蒙認為這會產生強烈

的地方感，身體的移動性在空間與時間裡結合，產生了存在的內在性，那是一種

地方內部生活節奏的歸屬感。「地方芭蕾」是召喚我們地方經驗的隱喻，它指出

了地方乃是透過人群的日常生活而日復一日操演出來的。（王志弘、徐苔玲，

2004/2006：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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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德（Allan Pred）也強調，地方不只是固定可見、能夠測量的屬性，譬

如房屋、人口、設施等，地方不僅是「人類活動的僵滯布景」，普瑞德主張，地

方從未「完成」，而總是處於「流變」（becoming）之中，地方是「不斷發生的東

西，是以創造和利用物理環境的方式，對特殊脈絡中的歷史有所貢獻的東西」。（王

志弘、徐苔玲，2004/2006：59-60）地方向來不會完整、完成，或受到束縛，而

總是流變，處於過程之中，人類的活動才構成「地方」存在，也正是人類的活動

使得地方從未完成、靜止，而是在實踐過程中不停地變化。（王志弘、徐苔玲，

2004/2006：63） 

因此無論是企圖成為貢寮地方新文化的海洋音樂祭，或是只想辦一場同樂會

的蚵寮漁村小搖滾，看似並不屬於當地傳統的元素，只要能與地方的人群及生活

經驗連結，一樣能成為在地的一部分，因為地方就是透過人類在空間中的不斷活

動所創造形成。不同於海洋音樂祭由政府主導，帶著文化治理的企圖且大多由非

居於貢寮當地的人策畫及參與，蚵寮漁村小搖滾是由下而上發起的草根活動，策

畫與執行的人幾乎全是生活於此的當地居民，會發起這樣的活動更該有跡可循，

首先爬梳當地歷史、與其他地方的關聯，描繪出蚵仔寮的特色，期能了解搖滾音

樂祭的舉辦是如何醞釀。同時，發起活動的居民批判官方舉辦的「烏魚節」流於

形式，因此可以進一步探討，在一屆屆的活動過程中，居民如何與原來的地方和

生活經驗互動、連結，舊有的與新進的文化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銜接起來，外來的

演出樂團又給予了在地刺激後，活動內部、以及蚵仔寮這個地方在實踐過程中發

生了何種變化，進而形成更具備地方特色的獨特活動，甚至在當地發酵成活動以

外的影響。 

二、社區如何動起來 

地方感的重新喚起或社區重建的方式，往往是藉由社區總體營造開展，社區

總體營造的政策強調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以及社區意識的建構。然而黃盈豪

（2004）根據自身在大安溪流域泰雅部落工作站的社工實踐經驗指出，許多社造

團隊避重就輕只做「硬體或空間的營造」而不敢面對「人的營造」，造成目前社

造界充斥著缺少人文關懷的空間營造，或是一場接一場的學術剝削式的規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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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社區文史調查報告。（黃盈豪，2004：81-82）空間和文史調查因為有具體成

果和容易切入，因而成為社區營造工作的主流，但與在地連結薄弱、僅有表面硬

體或文書報告的社區營造模式，容易流於形式，是政府部門喜好的具體表面政績，

卻並未達到凝聚社區意識的目的。 

另外一大問題是，成功的社造案例中，大部分都是過分依賴政府補助款做出

的社造成果，若未能持續申請到款項，所謂的社造行動很可能就中斷了。缺少了

在地居民的培力，即使案子是成功的，卻仍是經由專業單位的代理，並未徹底達

到由下而上的精神，讓居民積極、廣泛地參與並能獨立運作，使得社區能永續經

營。黃盈豪認為，應破除僅是依賴政府種種資源的「系統營造」真正開始社區總

體營造，不管社造的主題是環保、生態、空間、福利、文史，各種議題如果能扣

連到人，關注人在情境之中，從社區「人」的主體出發，才是理想的社區總體營

造模式。（黃盈豪，2004：82）空間營造或文史調查作為社造起手式，應是容易

凝聚在地居民的參與和共同記憶，促使社區中的人主動思考與表達、引發後繼的

動力，而不只是好看的記錄、一次性的活動；唯有社區中「人」的改變才能促進

社區意識的建立，而當以人為主體的全面性生活改造有所可能，社區居民才會自

發、自主地形成共識，集思廣益解決社區各項問題。（李宗麟，2008：107） 

楊弘任在《社區如何動起來？》這本書中以屏東縣林邊鄉為例，細述了當地

的社區總體營造動態過程，分析社區如何動起來，也探問了如何能動得徹底、動

得持久，約可歸納出幾項關鍵： 

（一）外來刺激 

如果所期待的社區行動不只是離既有派系動員的劇碼相近的事務，那麼，社

區無疑必須有外來的視野刺激。（楊弘任，2015：19）林邊鄉傳統的政治及公共

事務是分派系運作的，而派系會以跑紅白帖、做人情、幫忙「橋」事情等選民服

務維繫，日常生活的人際網絡與派系的界線重疊，人力的動員也因此畫分受限；

而居民對「公共性」的想像則是以道德角度的行為動機區分，而非由事務的領域、

範疇判定，導致即使掀起一定的參與熱度，卻容易局限於特定的年齡群，像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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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被界定為退休長者的公共行動劇碼（楊弘任，2015：21），無法形成年齡跨

度大的動員。 

無論是林邊鄉（楊弘任，2015）或新港鄉（李宗麟，2008）的例子，都是先

有外來或返鄉的文化菁英、專業行動者，帶來新能量與新觀念，刺激在地意識到、

或逐漸轉變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文化習性、想像範疇。新港文教基金會的誕生

便是經歷雲門舞集返鄉演出、小鎮醫生陳錦煌推展文教活動而開啟，林邊鄉則是

無派系淵源的曹老師帶領林邊民主促進會、東港溪保育協會、林邊文史工作室的

創立與轉型。 

但外來的視野刺激之後，需要與既有的社團連結、與傳統的文化溝通，讓新

的元素在地化。這個過程需要在地的「多場域行動者」帶動串連，以及對新舊文

化和人群皆有所認識的「文化轉譯者」溝通雙方，以自己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

進而達成共識、擁有共同目標，將理念落實於行動，並擴及社區各角落。 

（二）文化轉譯 

楊弘任（2015）描寫屏東林邊「社區如何動起來」的研究中，借用了 Latour

（1987）提出的「轉譯」概念。「轉譯」（translation）這一概念的原始構想源自

Bruno Latour 在處理科學知識如何有效介入常民社會的過程所發展出來的概念，

由於實驗室裡所關注的是實驗室控制變因之下以具體數據呈現的科學知識，這些

數據和專業語言並不是一般人感興趣和容易了解的，科學行動者必須進入常民原

初關注的興趣進行轉譯，也就是「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譬如以實驗

室裡關於細菌的作用狀態，來轉譯農民所關心疽病牛隻正在發生的病情，解釋實

際生活環境之中牛隻如何得到治療或避免感染。透過有效的轉譯，才能使知識有

效普及於生活中，而不僅是象牙塔內的專業。（楊弘任，2015：15-16） 

楊弘任將轉譯的概念延伸至社區總體營造的研究中，外來專家與在地居民的

溝通過程便是透過文化轉譯，才將理念與行動有效整合，讓社區徹底動起來，並

達到培力的目的。但「文化轉譯」並不僅是外來專家單向的傳達資訊與教育，而

是雙向的轉譯、溝通過程，在黑珍珠之鄉（屏東縣林邊鄉）的例子中，如在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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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說：「王技士（農業博士王德男）真的很熱心，常常下來座談，也帶給我們

農民很多農業知識，不過，很多技術都是農民瞎打誤撞先做出來的……」（楊弘

任，2015：118），王德男吸收農民的實作經驗，將這些知識帶回實驗室研究，再

到各地傳播推廣，從分享的座談會中一面發表整理過的農業知識，一面從農民的

分享中獲得新資料，重複轉譯的過程。在地農民師傅的實作知識，與外來農學專

家的論述知識，並沒有優劣之分，在地的知識與生活經驗未能文字化形成論述，

而是透過言說及身體實作傳承，雙方藉由文化轉譯相互交流學習，方促成有效的

溝通，也使得新的知識為在地理解接納。 

除了往返實驗室與社區田野間的王德男以轉譯的方式輸入新知，有社運經驗

的地方政治人物曹老師也扮演了關鍵的文化轉譯者，使公共行動組織與在地有著

紮實的連結。譬如由曹老師協助創立的東港溪保育協會，能夠從初期抗議、反對

開發的姿態，到後來轉而主動提出替代方案，提出以小型的地下水庫取代易大幅

破壞生態的地表水庫，便是汲取了在地師傅多年鑿井經驗中獲得的實作水文知識，

了解在地的地質構造。身為地方社會中民選政治人物，環繞在身邊的、或者必須

親身接觸的，永遠少不了在地師傅與實作知識這一環，但多數地方政治人物忽視

了這樣在地實作知識的特性；讓「實作知識」與「論述知識」有了相互轉譯的條

件，而建立在實作取向的在地知識上，也就一定程度建立在地方的文化傳統上，

但同時又能有效反饋，將當代環境運動與其他社運的理念論述與制度提案，緩緩

引介到在地傳統的基礎上，使之產生一定的轉化。（楊弘任，2015：174） 

林邊文史工作室的運作則類似於王德男的轉譯經驗，儘管工作室成立之初便

積極串連在地既有社團，但將文史、生態議題轉譯為居民的生活經驗，是在「林

邊溪的歷史」講座舉辦時，引發在地耆老分享年少時親自目睹的，日治時期河川

整治的觀測、整治經驗。於是，外來河川保團體所設定以河川為主角的議題，經

過在地耆老歷史記憶的中介後，轉譯為以在地人生活感受為主角的議題：「歷史

中的林邊溪」。（楊弘任，2015：178-179）經過文化轉譯，方能使外來的新知識、

新觀念、新的團體組織「在地化」，轉化為適合當地的形式，而非放諸四海皆準

的標準化操作；而有效的在地紮根，也才能擴大參與的範圍，使社區動起來、動

得徹底，不總是仰賴專業單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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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作 

這些例子也看出「實作」在社區中的重要性，要讓在地居民普遍理解專業知

識，或找到雙方的共同興趣，實作經驗總是關鍵的轉譯機制，譬如實驗數據轉譯

為農業實作方式、歷史講座誘發在地人回憶親見過的河川整治實作；而要有效地

將新觀念、新事物在地化，最好的方式也是從身體實作開始。 

譬如東港溪保育協會在帶領社區環境改造的計畫時一度停滯，直至社區巡守

隊無視企畫書直接開始動手，才出現在地師傅、媽媽教室等愈來愈多的在地成員

參與，針對實作成果給予意見，邊做邊討論、修補原本的計畫；新港文教基金會

的運作初期由返鄉的陳醫師、林懷民、廖嘉展等知識分子帶來新能量後，也是經

由領導習性為「實作先行」的阿煌繼任，把社區進行中的實作銜接計畫、提升行

動意義層次並擴大參與範圍，而非基金會先規畫再帶領社區行動，方使得實質參

與的範圍擴及全鄉（楊弘任，2015；李宗麟，2008）。專業社團擅長規畫完整流

程，卻不容易將居民「塞進」既定企畫裡行動，總是在看似有些失控的狀況下，

以實作先行的方式有效引導社區居民參與，再將觀念與意義漸次帶入。 

要讓更多人參與實作，需要在地的「多場域行動者」帶動串連。「多場域行

動者」具有兩種意涵，一個意指社區雖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場域，但尚包含了形

形色色的次場域，而這些次場域能產生足以擔負場域間，或是不同意義網絡間的

中介角色。另一個意涵指的是，能在社區中遊走或帶動各個場域及意義系統的行

動者，而這樣的行動者有其特殊的社會角色功能。（李宗麟，2008：34）在地的

多場域行動者擔負社區次場域間的溝通及轉譯媒介，其所擔負的不是「外來刺激」，

挑戰的也不是在地習性或觀念，反而是要掌握場域中的在地性來進行轉譯或昇華，

也就是立基於既有基礎尋求新的改革契機。（李宗麟，2008：113）在帶入外來視

野的刺激後，經過對新舊觀念及文化皆有所了解的人物轉譯，加上多場域行動者

串連起在地既有的傳統社團、組織、或行動的個人，得以讓動員的範圍擴大，也

讓外來的刺激跨越不同次場域。 

實作不僅是社區理解與接受新事物的最好方法，「實作先行」的意義也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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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跟分權。由上而下的作法通常是由專業者事先安排好，社區參與的方式只是

被動聽話、配合行事。實作先行是主動投入在地的知識與想法，再銜接、形塑成

完整的企畫，人人能提供意見、具有決策權的參與方式，使得計畫、活動不僅是

帶頭者的事情，而是跟每個人有關，因此形成推動社區的力量。 

三、小結 

在過去的社區研究中，通常是新興的、帶著外來視野的專業的文化性組織抱

持著理念，與在地頭人、社區既有組織進行溝通，經過文化轉譯了解彼此不同的

文化習性、找出共同關注的興趣，再以社區中習慣的「實作優先」行動模式銜接

計畫與論述，讓實作行動參與規模擴大落實到整個社區，並且由於給予了新的刺

激，新觀念的在地化使行動的意義昇華，具有更高的視野及理念。 

但小搖滾的策畫團隊說自己不是社區發展協會，而是「社區無聊協會」2，

實際上這群人的確不隸屬於任何協會、基金會等常態性組織，而是因學校、巡守

隊、鄰居等關係相識，再因小搖滾聚合起來；而小搖滾初始發起的雛型是「海邊

烤肉趴」，也並沒有續辦的打算，或帶著社區營造的理念。儘管如此，社區總體

營造的政策就是強調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及社區意識建構，這也是小搖滾一屆

屆發展過程中益發強調的；而演出樂團則帶來了「外來刺激」，儘管樂團並非帶

著協助地方社區營造的目的而來，但在雙方有機的互動過程中，卻帶來了相似的

影響。 

  

                                                      
2
 「社區無聊協會」並非確有此組織，而是高閑至老師到蚵寮演出時，誤以為主辦團隊是「社區

發展協會」，大哥開玩笑地解釋大家只是「社區無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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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時間 

第三章 蚵寮地方背景 

第一節 蚵寮歷史與變化 

「蚵仔寮」的範圍依現今行政區畫分，是高雄市梓官區禮蚵、智蚵、信蚵沿

海三個里。清康熙年間，有福建曾、黃兩姓及漳州蔡姓族人移台入墾此地，以典

寶溪出口分北、南定居，並以插蚵為業，是為「蚵仔寮」之地名由來，典寶溪以

南之聚落稱下蚵仔寮，典寶溪以北之聚落稱頂蚵仔寮（梓官鄉志 1981：18）。黃、

曾、蔡至今仍是本地大姓，蚵寮漁村小搖滾的核心人物蔡大哥、Kirin 就分別為蔡

曾二姓。但此出海口盛產蚵之歷史短，光緒 20 年（西元 1894 年）《鳳山縣采訪

冊》提及「仁壽里大潭官堰（受五里林溪，周五里許）」，又因五里林溪為典寶溪

之上源，故知典寶溪下游出海口於光緒年間可能已漸淤積，不適養蚵，改築為魚

塭。且 1997 年出版的《高雄縣產業》作者訪問蚵仔寮耆老，皆言未聞有蚵仔寮

養蚵之事，只知今蚵仔寮漁港（典寶溪下游出海口）古時為魚塭，名「大潭塭」，

故蚵仔寮養蚵已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薛雅惠，1997：248） 

 

表 4：梓官區濱海漁村行政區沿革 

 

       

所屬行政區 庄落發展 

1720 年 鳳山縣仁壽上里 赤崁塘   

1764 年 鳳山縣仁壽上里 赤崁汛 萬丹汛  

1894 年 鳳山縣仁壽上里 赤崁 蚵仔寮 嘉棠阬 典寶 

1897 年 
鳳山縣阿公店辨

務署梓官區 

赤崁 頂蚵仔寮 下蚵仔寮 茄苳坑 
1898 年 

台南縣鳳山辨事

署梓官區 

1901 年 鳳山廳梓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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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余小芬，2007：16） 

據蚵仔寮耆老表示，原位於典寶溪以南的下蚵仔寮，於日據時期遭受暴風雨

及海水倒灌侵襲，再加上當局以擴建左營軍港為由強迫遷村，大部分居民移居頂

蚵仔寮、茄苳坑，原下蚵仔寮從此廢庄。日據時期舊高雄縣沿岸漁港未被列入建

設，故當時的港口皆為清時殘留的天然港口，其中蚵仔寮、赤崁僅是陸上交通不

便的沿海小部落，作為交通與漁業用小船舟之停泊地，早期漁民須將竹筏以人力

扛上沙灘停放，漁船則泊碇於外海，再以竹筏將船上的漁民及漁獲接駁上岸。現

今的蚵仔寮漁港是利用原有魚塭「大潭塭」闢建而成，自 1978 年開始興建，迄

1985 年完工啟用。（余小芬，2007：19；薛雅惠，1997：174-177） 

濱海的地理位置讓漁業一直是蚵仔寮的重要產業，日治初期蚵仔寮庄在梓官

地區人口總數居第二位，其耕地卻是五個庄落中最少的，而相同面積的養魚池買

賣金高於當地的水田與旱田、租金也較其他庄落高，皆可印證漁業是蚵仔寮重要

的產業、蚵仔寮是梓官地區漁業發展的重點區域。直至戰後梓官地區產業結構逐

漸轉型，第二、三級產業人口成長，蚵仔寮地區的漁業人口依舊佔據梓官區漁業

人口的半數。（萬雅惠，2011） 

表 5：民國 45-55 年梓官區各產業人口（單位：人） 

 總計 農 漁 礦 工 商 交通

運輸 

人事

服務 

公共

服務 

國防

事業 

自由

業 

其他 

總

計 

45 年 5951  2187 1305 40 108 282 25 1562 73 25 118 223 

55 年 8231  2087 2872 69 333 296 53 2058 97 146 163 57 

禮

蚵 

45 年 544 37 246 -- 1 14 3 212 3 1 8 19 

55 年 929 11 654 1 12 15 4 207 5 4 15 1 

1910 年 台南廳梓官區 赤崁 蚵仔寮 茄苳坑 

1920 年 
高雄州岡山郡彌

陀庄 
赤崁 蚵仔寮 茄苳坑 

1951 年 高雄縣梓官鄉 赤崁 赤東 赤西 禮蚵 智蚵 信蚵 茄典 

1993 年 高雄縣梓官鄉 赤崁 赤東 赤西 禮蚵 智蚵 信蚵 茄苳 典寶 

2010 年 高雄市梓官區 赤崁 赤東 赤西 禮蚵 智蚵 信蚵 茄苳 典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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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蚵 

45 年 546 43 215 1 7 34 2 193 -- -- 8 43 

55 年 877 32 490 1 19 28 5 287 3 3 8 1 

信

蚵 

45 年 442 26 201 -- 6 13 -- 190 4 -- 2 39 

55 年 685 21 403 1 16 20 5 202 3 4 9 1 

資料來源：根據梓官鄉戶政事務所提供資料整理而成（轉引自萬雅惠，2011） 

光復初期舊高雄縣漁業仍屬傳統漁業，傳統養殖業、沿岸漁業之漁業生產值

較高，直至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後，因機動船隻引進，漁業漸從沿岸漁業轉型為

近海漁業。而到民國七十年代因海洋漁業資源枯竭，近海漁業生產值漸減，政府

因而積極改進養殖技術，提倡高經濟價值海水魚的養殖，養殖漁業之生產值漸攀

昇為首位。（薛雅惠 198）漁民普遍使用的漁法也因地形、漁業類型的變化及技

術改良而改變，尤其在養殖漁業比例增高後，許多漁法逐漸少見、淘汰，可能因

此失傳。 

表 6：高雄縣漁法的變遷 

（資料來源：薛雅惠，19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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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海捕魚既辛苦又有諸多風險，討海人多半不希望小孩也從事相同工作，

再加上過度捕撈造成海洋魚類資源枯竭，儘管漁業仍是蚵仔寮比例高的產業，但

出海漁船大量減少，事業不再傳承。雖然根據萬雅惠（2011）的研究，民國 75

至 95 年間，海岸易受侵蝕的梓官北部沿海地區人口外移嚴重，但港邊的智蚵、

信蚵兩村里的人口增加，梓官區戶政事務所的資料也顯示民國 95 年至今人口仍

持續成長，但因漁船減少、加上少子化及年輕人口外流的影響，近年仍舊出海的

船隻多以聘雇外籍船員為主。 

蚵仔寮的變化也出現在自然環境的變遷上。過去蚵仔寮沿岸有整片寬闊的沙

灘，但受到海浪的侵蝕，海岸線不斷後退，如今沿岸布滿的是消波塊，沙灘只剩

下辦小搖滾的場地旁那一小塊。根據石再添（1980）的研究，1904 年至 1975 年

間舊高雄縣海岸線之變化並不明顯，因此除了海浪的自然侵蝕，可推測是由於台

灣西南沿岸屬沙質海岸，不利建港，原本就脆弱的易受侵蝕的地質，在興建港口

與海岸開發工程反而造成突堤效應，加速沙灘的消失。為了防止海岸線繼續後退，

沿著海岸線興堤防、外側再置放上萬個消波塊保護海岸、更遠興築離岸堤養灘，

每年投入大筆經費，效果卻有限。海岸線的後退，不僅改變海岸生態系統，使原

本的濱海植物、沙丘地形消失，亦造成聚落的往內陸遷移，無形中剝奪了居民的

生活空間。（薛雅惠，1997：170） 

2007 高鐵開始營運，2008 高雄捷運開通，2010 開始規畫原高雄縣區的公車

接駁網，紅 53 路線延駛至蚵仔寮，是現今蚵仔寮往市區主要的大眾運輸。2008

年重整規畫蚵仔寮觀光漁市，成立「戀戀蚵仔寮」在地特產的展售中心，在交通

便捷的條件下，被打造為觀光漁市的蚵仔寮港口，至今在假日仍有相當熱鬧的人

潮，加上拍賣制度健全，吸引高雄甚至枋寮地區的漁船到此卸魚交易，營業額為

高雄市現撈於魚貨之冠，從人口的增加到漁港的繁榮，在在顯示蚵仔寮並非凋零

中的漁村。然而儘管海港邊的漁市場熱鬧，但蓬勃的產業仍以漁業及其相關產業

為主，在《蚵子寮漁村紀事》片中便可看見離港邊較遠的街道不如以往繁華，如

在地人信成大哥描述通安路：「以前盛況空前啊，現在是一個個都這樣子走掉了，

以前認識的人啊、一些長輩啊，就一個個消失不見了，然後一間一間店門都這樣

關起來啦，這條路好像變成孤兒一樣沒人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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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5 年招收第一屆的蚵寮國中，在當年一個年級有八個班，近年來

卻因為蚵寮國小畢業生越區就讀的狀況普遍，班級數逐年下滑，目前一屆只剩三

至四個班級，每班約 25 人。由於漁村教育資源較少的印象烙印在居民腦海中，

造成社區學校使家長不信任（蔡昌杰，2013），國小畢業後多將孩子轉往市區的

學校，有更多資源才有好的教育這樣的迷思，造成就讀蚵寮國中的孩子會被視為

「放棄」。（田野筆記，2015/01/27）憶慈大姊曾經提到，「以前跟人家講蚵仔寮，

他那個表情回你就是『窮鄉僻壤來的小孩子』，那就會開始覺得有點自卑，難以

啟口；可是現在我會很驕傲的跟人家講說，我家鄉有辦蚵寮漁村小搖滾，很好玩

的，我們這邊的人很熱情，我們這邊的人很單純，歡迎你們來玩。」（田野筆記，

2015/03/22），這些跡象顯示，儘管社區內部的人際關係好，但是欠缺對地方的

自信和認同。 

第二節 烏魚文化的消失與烏魚文化節的出現 

每年冬季，產卵期的烏魚會隨著洋流成群洄游，沿著台灣海峽一路南下，因

為固定到來而被稱為「信魚」，配合著烏魚習性定時出海，烏魚自古便是台灣西

部沿海漁民重要的經濟來源；且烏魚經濟價值高，在烏魚捕撈的極盛時期，短暫

的冬季汛期收入甚至可抵過其他時間的漁獲收入。梓官漁民捕撈烏魚的歷史從移

民初定居時便開始，赤崁〈清進宮沿革碑記〉、蚵仔寮〈塭堵龍興堂沿革碑記〉

都有清朝年間捕烏魚的相關記載。在動力船引進前，梓官濱海漁村的傳統的烏藏

漁法是透過合作包圍捕撈，作業單位是六隻竹筏為一「甲」，光復初期赤崁、蚵

仔寮沿岸有 20 餘甲烏藏，為梓官地區烏藏漁業的極盛時期，民國 40 年冬季的「高

雄縣烏魚增產競賽」，共有 86 組烏藏參賽，前三名由蚵寮、赤崁人以優異的漁獲

成績包辦，足見當時此地漁民捕烏技巧的優異。（余小芬，2007：69） 

然而因海洋汙染、過度捕撈、以及中國漁民破壞生態環境的炸魚方式，再加

上 1998 年以後中國漁民改用快速拖網攔截捕撈，導致洄游至台灣的烏魚數量銳

減，烏魚的撈捕因此沒落，2006 年蚵仔寮最後一組烏魚巾著網船轉賣，停止討

烏的船組紛紛改行其他漁法，或將船出售退休（余小芬，2007：160），捕烏不再

是此地主要經濟來源、具代表性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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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魚文化節卻是在此逐漸沒落的時刻開辦，高雄縣政府及梓官鄉公所在

2001 年推出首屆烏魚文化節活動，席開兩三百桌、請藝人表演，隔年結合高雄

沿海的梓官、彌陀、林園、永安、茄萣五區聯合舉辦海洋文化節活動，2008 年

梓官漁會再推出「海鮮節」，藉著這些官方舉辦的節慶活動，試圖將梓官打造為

「烏魚的故鄉」。對漁會及漁民而言，愈多媒體的報導與關注，愈會抬升蚵仔寮

港的烏魚、烏魚子及烏魚腱等相關漁產的行情，在還有僅存少許捕烏漁船時，漁

會會在撈捕後通知各方媒體前來採訪，而烏魚節的開辦、烏魚文化館的落成，也

同樣是行銷本地水產的宣傳活動。 

標榜烏魚產地的蚵仔寮港，年年於烏魚文化節風光上菜的烏魚大餐，烹調所

使用的烏魚卻非現撈的「海烏」，而為養殖的「塭仔烏」及由中國走私的「大陸

烏」，因為烏魚文化節開辦的 2001 年，蚵仔寮漁港的烏魚巾著網漁業已徘徊於消

失邊緣，只餘一組漁船尚在冬季討烏，其所撈捕的少量烏魚，無法供應烏魚文化

節時動輒上千桌的宴席訂單，故主辦單位只好以貨源穩定的「塭仔烏」與「大陸

烏」取代本地野生的「海烏」。到了 2006 年，持續虧損的最後一組漁船終究停止

討烏並將船組轉售，梓官濱海漁村自清朝延續至今的討烏文化至此戛然而止，徒

留「烏魚文化節」的空洞形式。（余小芬，2007：177） 

舉辦小搖滾的大哥們不喜歡官方舉辦的烏魚節、海鮮節，認為參與者僅是來

消費一頓便走，並不會藉此了解在地環境與文化： 

「我們漁港這一般都辦烏魚節啦，海鮮節啦，蚵仔寮根本沒在抓烏魚啦，是

為什麼要辦烏魚節，去跟大陸買烏魚，來這辦一辦。……吃久了很討厭，我是這

樣啦，因為我吃太多了，會覺得說喔，我們這辦的活動就是，吃一吃、喝一喝，

過了活動就結束，沒什麼意義。」（蔡大哥，田野筆記，2015/02/11） 

新聞也曾報導民眾的反應，認為各地海鮮節慶所費不貲，卻大同小異： 

「週末假日，高雄茄定和梓官區，不約而通都辦了烏魚節，連上個禮拜同一

地點舉辦的海鮮節，也都在便宜賣烏魚，免費吃烏魚米粉，內容都大同小異，民

政局花了七千萬補助辦活動，行銷在地特產卻沒做出文化特色，民眾直批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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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一般夜市。」（中天新聞，2012/12/16）3 

回顧過往烏魚文化節的企畫與文宣，事實上活動不單只有吃吃喝喝，譬如

2002 年第二屆的烏魚節同時舉辦了兒童寫生比賽、刮魚鱗比賽、魚拓 DIY、搭配

解說員的漁具展示，節目看起來豐富也有心與在地文化連結。但實際上，「烏魚

饗宴」還是每屆最盛大的活動項目，也是經費回收的來源、可量化呈現於報告中

的「成果」，其餘附屬活動的點綴，目的仍是希望刺激水產的消費。然而提早訂

桌的參與者往往是漁會、漁港生意人的親友捧場，「都是這些做生意的說，來這

五桌給你簽，五桌他就去 call人，call他的工人、call他的親戚朋友，招一招

來，他如果找我我也是兩桌，那兩桌我就叫我裡面的人（員工）全部去吃，那有

什麼意思。」（順哥，訪談記錄，2015/01/31）零散的外來觀光客則多半只吸引

到梓官鄰近地區民眾，少有遠道而來者，且年輕族群偏低，因為各地的官方節慶

活動太雷同、缺乏特色，譬如永安區有石斑魚節、新竹也有烏魚節，節目內容幾

乎如出一轍是海鮮辦桌、藝人表演、摸彩活動。 

政府補助百萬、千萬的活動幾乎只是為吃一頓，又常常是生意人的親戚、朋

友相互捧場，很少吸引到更遠、更多元的人參與，更尷尬的是，烏魚文化節不僅

空有辦桌形式，缺乏文化內涵與傳承，甚至連餐桌上的海鮮都從來不是當地捕撈

的，是個「假在地」的節慶。 

這樣的現象不僅限於高雄、梓官地區的烏魚節、海鮮節，在政府政策的推波

助瀾下，全台各地瘋節慶，卻大部分徒具形式、缺乏內涵且與在地文化脫鉤。林

怡君（2008）便指出，各地節慶活動幾乎都是以招標方式委外辦理，既形成各屆

的經驗斷裂，也難以結合外來團隊根本不熟悉的在地文化，使得活動無法取得在

地居民的共鳴。更不用心的，便流於一窩蜂複製他處的成功模式，導致真正有特

色、有內涵的節慶極少，甚至變成「主題是攤販小吃，背景才是節慶活動，到頭

來還是吃吃喝喝，沒有感受到真正的文化涵養。」（何榮幸、陳嘉宏等，2006；

轉引自林怡君，2008） 

  

                                                      
3
 中天新聞台報導：http://www.youtube.com/watch?v=c_-1zqUS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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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蚵寮如何動起來 

小搖滾是在日常吃飯喝酒間聊出來的活動，而喝酒「交陪」的方式與新港的

經驗類似，廖嘉展（1995）提到，新港在文教基金會正式成立前，就有一群朋友

共租、喝酒聚會用的空間，暱稱「別墅」聯誼會，別墅的成員曾言「在這裡喝酒

大家都一樣大小」（廖嘉展，1995：79），喝酒並不是不分日夜的嗜好，也不是求

醉，而是一個開關，讓所有人得以放鬆、暢談、打破拘束性格和年齡或職業界線，

增進彼此情誼的方式。蚵寮的聚會空間是「海灣」，位在小工廠林立的赤崁北路

上，一個臨海、半露天，有卡拉 OK 的熱炒店，是平時大夥吃飯喝酒的空間，也

是第二屆小搖滾之前介紹樂團先來演出、認識的「live house」。「海灣」是一重要

的地方，這裡相對偏遠簡陋但能欣賞海景，大哥曾說會帶到這來的都是朋友，若

是純粹談生意，反而會帶到港邊明亮氣派的餐廳。而「喝」作為一重要儀式，我

在田野期間有深刻感受，除了每次「開會」都在酒足飯飽後展開，某次國中排戲

結束大家到海灣吃飯，原本沒有開酒，但吃飽大家一陣沉默，說沒喝沒話講、感

覺怪怪的，後來還是喝了幾瓶。 

這樣的交際方式使得參與範疇不斷擴散，原本認識的親友、參與演出的樂團、

或是受活動吸引前來的居民、導演和觀眾，在過程中都漸漸產生認同，成為其中

一分子。蚵寮社區人力和資源的動員是由內而外逐步擴散的，本章由活動的緣起

開始，描寫與分析從核心成員、在地鄉民、到演出樂團，這段捲動參與的過程。 

第一節 緣起 

2012 年「聖母4」生日這天，Kirin 的大伯請朋友蔡大哥來吃飯，促成了 Kirin

和蔡大哥的認識，這便是蚵寮漁村小搖滾的開端。 

Kirin 是蚵寮國中第一屆校友，雖然國中畢業後就搬到鳳山，但蚵寮仍住著

奶奶、大伯等親戚。奶奶過世後回來整理舊家，規畫成民宿形式的「有寮三合院」，

現在改登記為個人工作室，無論名目為何，都是希望保留一個回蚵寮時能待著、

                                                      
4
 指「天上聖母」媽祖，生日是農曆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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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接待人的空間。 

蔡大哥是在地的中小企業主，時任蚵寮國中家長會長，因為從事營造業，

Kirin 的大伯便牽線協助三合院的整理，蔡大哥聽到 Kirin 是蚵寮國中第一屆校友

備感親切，加上酒精助興，兩人很快熱絡起來。蔡大哥聊到蚵仔寮這有沙灘有夕

陽，又有朋友在漁市場做咖啡，一直想著若是能在海邊吃吃喝喝、搧海風聽音樂，

豈不愜意？正巧 Kirin 因為朋友有參與演出的緣故，剛去過甫結束的春吶，便自

告奮勇說可以幫忙找樂團，一拍即合的兩人，加上在地各行業小老闆補足經費、

蚵寮國中小志工的現場支援、鄰居退休教師林老師協調行政公文，就此催生蚵寮

漁小搖滾。 

蔡大哥在擔任家長會長期間辦過不少活動，包括幾個月前才在國中辦過跨年

晚會，找了「岡山佳佳綜藝社」的舞台車以及他們的藝人，加上學校志工和同學

一起表演，蔡大哥想像中的音樂會、樂團表演約莫如是。蚵寮國中還有一筆活動

預算沒花完，第一屆蚵寮漁村小搖滾的經費便是這筆錢，現場工作人員則是學校

志工爸爸媽媽攜家帶眷，也因此主辦單位是「蚵寮國中、國小家長會」。第一屆

的小搖滾其實是想找朋友來海邊同歡，辦個烤肉趴、聽音樂看夕陽搧海風，所以

現場烤了全豬還供應啤酒，當天意外湧入的大量樂迷也都有得吃。 

「蚵寮國中、國小家長會」主辦的烤肉趴兼音樂會，對於志工群而言就是如

常的學校活動，如《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中，志工茵茵姊所說：「2012 年的

時候，7 月 21 號的時候，我們當時不知道自己在寫歷史，然後我們當時也不知

道說，我們參與的是多麼盛大的一件事。我們只是覺得說，想把這個活動把它辦

好。」5 

聖母生日那天達成的簡單共識是：找幾個樂團表演，不接受公家單位贊助或

政治人物上台，大約十萬塊的預算。接著幾次吃飯開會，每次聊出一些新想法，

不知不覺愈玩愈大，建立了 facebook 專頁放消息、後來也做了路旗跟海報、又拍

了宣傳短片。直到宣傳短片的轉發和瀏覽次數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採訪上報後

                                                      
5
 施合峰（2015）。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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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外地人注意到，意外成為大量樂迷以及市長都到場，參與人數超出預期的

音樂祭。 

活動最初的構想是在地人辦給在地人，邀請親朋好友參與的私人同樂會，因

此形式不受既有的音樂祭想像所拘束，沒有「玩得開心」之外的目的，也沒有被

評價比較的壓力。小搖滾是樂迷眼中的音樂祭，然而對主辦的蚵寮人來說，就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儘管是私人聚會，蚵寮的「朋友」標準並不從嚴計較，我曾

受邀中秋烤肉活動，到場發現與會成員包括在地小老闆、員工、合作廠商、因小

搖滾的演出或採訪而認識的朋友，基於蚵寮人熱情好客的特質，小搖滾並不限制

任何人的參與。第一屆小搖滾就是大家決定辦一場海邊的烤肉趴兼音樂會，不小

心辦得太大、太多人來了，不為服務樂迷、不是由音樂圈內的人或專業活動企畫

主辦，更像廟會，是一場熱鬧、開放式的活動，歡迎所有人的參與，不用「認識」

樂團也覺得好玩。 

第二節 核心成員 

第一屆的核心成員除了蔡大哥和 Kirin，還包括他們身邊的親友。順哥、林

老師都是蔡大哥參與社區巡守隊認識的朋友，林老師是海青工商退休的教師，擔

任活動「總幹事」，因為曾任學校教師、也在世運會工作過，對公文的處理較熟

悉，因此負責起行政工作，聯絡警察局、交通局、海洋局、軍備局……等八個局

處，協調活動所需場地。 

從事營造業的蔡大哥、從事漁網業的順哥，兩位小老闆則是自動擔起募款工

作至今，蔡大哥的妻子憶慈大姊負責會計。第一屆的活動經費除了蚵寮國中剩餘

的活動預算，另外加上蚵寮、赤崁在地的小老闆共同出資，名列贊助單位的都是

在地人的公司、企業。這些人原本就是朋友，在漁港有個小團體叫「議善園」，

平時眾人會一起泡茶聊天聯絡感情，也如其名會共同做好事，另外「愛心書桌團」

也是相同理念的非正式組織，書桌團成員行業廣泛，有家具行老闆、有鐵工廠負

責人，裝潢、五金、超商和麵包店6，連續數年組裝製作書桌送至偏鄉學校，服

                                                      
6
 《蚵寮大潮報》no.1 海水號，p.12。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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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從高雄、屏東到新北、台東，遍及全台各地。蚵寮國小家長會、蚵寮國中

家長會、議善園、愛心書桌團，這四個成員重疊的組織是第一屆海報上的主辦單

位，贊助者也兼任活動現場人力支援，如同愛心書桌團的合作模式，每個人身體

力行，不只是出資指揮別人。 

負責樂團選擇聯繫的 Kirin，和好友貞德共同討論決定樂團，兩人找了共同

朋友小肆做活動的視覺設計，至今各屆小搖滾的各項文宣品、紀念品都出自小肆

之手，以他為活動設計的「浮球人」為主角，小肆參與的樂團「Otaku 3」也成

為活動第一個敲定的樂團。 

三屆以來的核心組織變化不大，內部分工並不精細，少了辦大型活動時通常

有的功能性分組，譬如企畫、美宣、公關等，小搖滾不需明確分組分工，每個人

總會自動找到自己的工作。第一屆結束後加入的在地人嘉榮、紀錄片導演合峰，

也不是為了填補團隊功能的缺口而被延攬，純粹因為熟悉了這些人，自然產生新

的靈感、加入討論並親自執行。 

第三節 在地鄉民 

蚵寮漁村小搖滾的主辦單位在第一屆是「議善園、愛心書桌團、蚵寮國中家

長會、蚵寮國小家長會」，第二屆後皆標示為「蚵仔寮在地居民」，動員的人力範

圍隨之擴大。「妳現在看到在這邊幫忙的都是頭家啦！都是我朋友，我們都規定

出錢不來幫忙不行捏！所以他們都來當義工的啦！」（曾芷筠，2012/07/26）如

《破報》採訪記述，第一屆主要由在地的贊助者兼任活動志工；續辦且擴大為兩

日的第二屆所需人力更多，正式動員了蚵寮國中小志工團支援活動現場，由志工

團團長郭信成大哥召集、分工，現場學生則是志工爸爸媽媽帶來幫忙的。到了第

三屆，更直接透過學校老師，讓有意擔任志工的學生主動登記、正式分組，同樣

是老中青全體動員，但不限以家庭為單位，參與的學生從跟來「幫忙」變成賦予

各自的「任務」分配，參與及認同度更高。 

活動的成功是仰賴所有參與的鄉親，不僅是一兩人的功勞；但活動的發起及

策畫、能夠使社區動起來，蔡大哥與 Kirin 是關鍵的人物。Kirin 將搖滾、音樂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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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相對新穎的元素帶進蚵寮，而蔡大哥主導了整個活動的進行，動員各種人脈

資源，自然地使音樂祭染上在地特色；李宗麟（2008）提到，由於社區中包含了

各次場域，能在社區中遊走或帶動各個場域及意義系統的行動者，能夠擔負社區

次場域間的溝通及轉譯媒介，而在蚵寮的多場域行動者當屬蔡大哥。 

一般音樂祭活動現場所需大量人力是對外招募而來，吸引到的多半是來自各

地的樂迷，小搖滾則是動員當地居民擔任志工，指揮交通、維護環境、販賣紀念

商品皆以當地居民為主，且從老到幼年齡跨度大，不僅止音樂祭中常見的年輕學

生或青壯年人口。這些志工主要來自於蚵寮國中小志工團及其家人，能夠動員龐

大的在地人力，則是因為蔡大哥曾任兩校的家長會長，多次帶領志工團共同舉辦

活動；而即使孩子已畢業，這些志工爸爸媽媽仍長期留在志工團，不僅有多年合

作的默契，也建立起不囿於校內的關係網絡，除了校內的綠美化、交通導護、圖

書整理等服務工作，平時也會聯繫互動、共同出遊，像是社區中的聯誼社團。小

搖滾發起的幾個月前，擔任會長的蔡大哥才在國中辦過跨年晚會，找了「岡山佳

佳綜藝社」的舞台車以及他們的藝人，加上學校志工和同學一起表演，對於志工

團而言，定位成「烤肉趴兼音樂會」的第一屆小搖滾，就是相似的學校活動。 

「剛開始可能就會覺得說，『啊，家長會長又要辦某某活動了』，就很像學校

那種烤肉啦、聚餐之類的。可能會是到了現場才發現，欸好像……第一次辦的時

候愈來愈多人。其實我們這邊的志工媽媽有一種『像自己家裡在辦喜事』那種心

情，來做這些事情，我覺得他們的立場是這樣。我自己也是這種想法，就覺得不

管是認識、不認識的朋友來，從外地來，我們就是招待他們，讓他們覺得來這邊

『足舒適』」。（憶慈姊，訪談紀錄，2015/01/30） 

志工茵茵姊也說：「2012 年的時候，7月 21 號的時候，我們當時不知道自己

在寫歷史，然後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說，我們參與的是多麼盛大的一件事。我們只

是覺得說，想把這個活動把它辦好。」7彼此都習慣這樣的合作方式，因此蔡大

哥不需費力說明或一一拜託，便能動員志工團參與。這種動員方式、蚵寮人的性

格，也如謝銘祐所形容的漁村強悍度：「你如果不直接一點，這些居民的參與度

                                                      
7
 施合峰（2015）。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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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那麼高，如果是像很文青式的、貼個海報說我們想要浪漫一下，可能這些人

不會出門；可是如果你說『欸你要不要來幫忙，很辛苦，但是要不要來幫忙』，

我們會很熱鬧怎麼樣，他們就會來。」8 

同樣強調在地參與的嘉義 Wake Up 音樂祭，則是在公開招募志工時特別以

年齡及地域為優先條件，譬如 2015 年即言明「為了讓在地學生有更多接觸音樂

的機會以及培養對家鄉的認同感，故優先保留名額給嘉義地區學生」、「入選次序

為：年齡＞嘉義地區＞具備相關經驗者」9。會這麼做是有向下紮根、建立在地

年輕人自信及地方認同感的企圖，「嘉義人年輕人很自卑，會覺得說我們嘉義很

無聊，輸外地很多。Circus 有一集，他們來嘉義玩，然後他們訪問嘉義的小朋

友，他們就不敢說他們是嘉義人，他們跑去跟人家講說他們是嘉義人，他自己心

裡就會覺得比人家矮一截。」（顏廷憲，訪談紀錄，2014/01/20）這樣的保障條

件卻同時形成年齡的界線，雖有栽培美意，卻無法使這分認同感和參與可能擴及

更廣大的中壯年、老年嘉義居民；即使是尚未專業化、制度化的前幾屆，同樣由

在地人發起的 Wake Up 音樂祭，吸引的團隊參與者依然難以跨越年齡界線，不

同於蚵寮志工年齡層廣泛。 

蚵寮漁村小搖滾與其他音樂祭最大的不同，在於發起者既沒有玩音樂、又不

是年輕學生，直接動員的是中壯年且非特定興趣導向的志工團，而這些爸爸媽媽

又會攜家帶眷前往幫忙；Wake Up 音樂祭儘管鼓勵在地參與，但由學生組成的策

展團隊觸及的仍是年輕的玩團學生，策展人顏廷憲對活動的思考也是針對學生族

群，「從根部改變的話你就是先有名，讓學生都想來，再找學生，把他們培養，

讓他們長大去改變（嘉義），一直傳承傳承傳承。」（顏廷憲，訪談紀錄，2014/01/20）

由小孩說服、動員家長的難度較高，強烈的興趣動機也難打開參與範圍，觸及次

文化圈外的居民。 

蔡大哥除了（前）家長會長的身分，同時是在地中小企業主，從事營造業的

                                                      
8
 黃義傑（2014 年 04 月 13 日）。樂事美聲錄─蚵寮漁村小搖滾【電視】。台北：大愛電視台。 

9
 摘自 Wake Up 音樂祭專頁：http://www.facebook.com/wakeupfest/posts/856527441081959、 

http://www.facebook.com/wakeupfest/photos/a.151138681620842.37500.136172499784127/78521
714154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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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工廠，認識很多在地小老闆，也有許多生意上合作往來的人脈。第一

屆蚵寮漁村小搖滾的經費是蚵寮國中的尚未花完的活動預算，加上認識的在地朋

友出資，過去「議善園」、「愛心書桌團」都是相似的合作模式，不同的發起人皆

抱著「做好事」的理念號召在地親友共同參與；第二屆後，經費主要以蔡大哥及

順哥為中心，來源除了同樣在地開店的、開工廠的小老闆朋友，另外也向自身的

合作廠商客戶募款，無論是平時會串門子喝茶聊天的朋友，或長期合作互惠的廠

商，募款方式就是在平時的喝茶、聚餐、或彼此工廠公司活動的跑攤時自然聊到

小搖滾，餐桌上大家就乾脆地贊助。憶慈姊形容：「我們有很多廠商、朋友、客

戶，你覺得他會認同你這種作法的，跟他們講，通常就是說，欸你有相亯我嗎，

有相亯我喔，那一萬先拿來，我會用好。」10在第三屆小搖滾籌備期間，在田野

的我也目睹了這樣的募款方式，「在海灣，飯桌上有順哥老友與其丈夫，還有班

長（綽號）跟另一位大哥，順哥對著兩位在地小老闆就說跟上次一樣，你五千、

你一萬，老友夫妻剛好只剩七千二，那就七千二，說得隨性卻又認真。」（田野

筆記，2015/02/15）大哥們募款原則是「只拿認識的」，某晚大哥參與朋友的飯

局，席間有人說要贊助，他回應對方：一起喝三遍再說、不認識的不拿，「用亯

任，不用明細，省麻煩」，不用一一報告支出明細，是依人情募款。 

「要是沒募到款項，最多就我們自己出錢而已，是不是？其實我們自己出錢

也沒問題，但我們自己出錢就變成說，好像我們三個人（順哥、蔡大哥、Kirin）

自己在辦而已。因為我們辦這個活動是希望我們周遭的朋友、更多的朋友，大家

來參與，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向他募款，他好像就缺少要過來看的動力；讓他來參與，比方說

覺得活動舉辦得滿不錯的、很成功，說實在，他有贊助這筆經費，他也覺得與有

榮焉。……募款募不夠最多自己花而已嘛，只是差在我們希望讓很多的朋友來參

與，我們的希望是這樣。」（順哥，訪談紀錄，2015/01/31） 

不申請政府補助除了省去事前事後各種文書報告的準備，或綁手綁腳的干預，

大哥們也將出資視為一種參與形式及活動邀請，希望對方對自己的情誼與認同，

                                                      
10

 施合峰（2015）。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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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轉換為對活動本身的認同。每屆活動現場也都在路口設立大看板，寫了感謝

文字及詳細的贊助名單，讓各種形式的參與者都與有榮焉。 

作為多場域行動者的蔡大哥串連起在地既有的組織及個人，而動員的人力即

使沒聽過搖滾、不認識樂團，卻已先認同這個活動而積極參與。如同大姊形容「像

自己家裡在辦喜事」的心情，策畫團隊、贊助者、志工，都不單是默默擔負某項

工作的苦勞角色，小搖滾不是專門辦給樂迷的活動，而是歡迎所有人來到蚵寮參

與同樂。 

除了龐大的現場志工，廣受赴會樂迷好評的主持人美秀姊也是在地人。穩健

的台風讓許多人好奇是否為專業主持人，對每個樂團都能簡單介紹也令台下驚訝

「怎麼都知道」，不時穿插著請大家凝神聽海浪聲、或切勿亂丟垃圾這些少見於

一般音樂祭的叮嚀，更令人印象深刻。現在經營小店的美秀姊在小搖滾舉辦之初，

是蚵寮國小的說故事媽媽，主持經驗也僅有一次，就是那場和志工同樂的跨年晚

會，「主持從志工裡面找嘛，他（蔡會長）說我有當故事媽媽，比較穩，我上去

試試看。」（謝美秀，訪談紀錄，2015/02/12）對於樂團實際上完全不認識，只

是藉由網路搜尋認真準備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擔心業餘的美秀姊無法駕馭大舞台，第一屆的小搖滾另

外花錢請了一位電台主持人「阿宏」與她搭檔。然而阿宏可能是依著自己的主持

經驗，認為活動主持只需炒炒氣氛、講講笑話，既沒有事先找搭檔討論，也沒有

針對蚵寮或樂團做資料準備。 

「從頭到尾寫稿的是我，因為我在想說，我沒有跟人家搭檔過，我應該要怎

麼跟你搭，我自己設計講稿，然後來的時候我影印，我那時候為了安全起見影印

了兩分。一直到，比如說我們幾點開始啊，下午四點嗎，我忘記了，然後他才姍

姍來遲，就是已經開演的前十分鐘他才到……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講什麼，我就分給他說，這是我自己做的資料，你要不要

參考看看，我們到時候大概是怎麼講，一搭一唱，現場在開演前十分鐘，我們對

好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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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先確認說蚵仔寮這方面的資訊他有沒有，他說沒有，沒有我說那好，介

紹蚵仔寮前面這一段我來 cue好了，你等一下再接著。因為他們（蔡會長、Kirin）

一開始是有跟我提到，我們要讓人家知道，我們辦這個的用意是什麼……他們給

我的想法是說，希望介紹蚵仔寮，蚵仔寮有什麼美，它哪裡漂亮，它有什麼歷史，

有什麼東西，這些東西你事先沒有找資料，請問你要講什麼，沒得講。」（謝美

秀，訪談紀錄，2015/02/12） 

阿宏的主持方式是靠現場狀況應變，講講冷笑話、調侃或稱讚演出者，講出

的話沒什麼實在的內容，只試圖炒熱氣氛，有經驗的主持反而顯現出專業傲慢和

框架。相對地，一再強調這是義務幫忙沒壓力的美秀姊，出於對在地的了解、對

於家鄉及活動的認同，不僅積極地準備講稿，思考角度也從在地人的眼光出發，

自然彰顯在地特色與關懷，除了對蚵寮的介紹，問團員的問題也通常是大家（非

樂迷）的疑問，牽起本地與外來樂團的互相了解。第二屆起主持便由美秀姊一人

擔任，不假外人，比起主持或音樂的專業，在地人對家鄉的了解才是小搖滾追求

的專業，也使得音樂祭成功在地化；而這樣的主持風格，不止策展和贊助人認同，

也比綜藝的方式更契合演出樂團。 

第四節 演出樂團 

由在地居民所策畫的音樂祭，選團的思考角度及元素的選取與一般音樂祭有

何不同？旗山的「搖旗吶喊」每年都結合在地的相關議題，關心重新整修的火車

站、在地香蕉產業、守護文化資產太平寺、爐渣汙染農田；桃園作為台灣移工最

多的城市，中壢的大學生發起「發條音樂節」則強調族群對話與平等共存，關懷

新移民與多元族群，除了台灣樂團，也邀請其他音樂祭相對罕見的東南亞地區樂

團參與演出。 

第一屆的蚵寮漁村小搖滾幾乎是靠滾雪球的方式找尋樂團：擔任小搖滾視覺

設計的小肆是 Otaku 3 的團員、Kirin 另一位朋友是拍謝少年的設計師、拍謝少年

的維尼兼任阿飛西雅吉他手、維尼介紹的音響技術人員大熊推薦了謝銘祐的麵包

車樂團。即便沒有社區營造企圖、未經如此縝密的思考想彰顯與在地的連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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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存在於生活之中，因為是這些「在地人」選「自己喜歡的」，早在只想「搧

海風、聽音樂」的第一屆小搖滾，策畫團隊就很自然地依著親近的符號認可並決

定演出樂團：拍謝少年有一首歌名為〈台十七〉，台十七線是來到蚵仔寮的必經

道路；阿飛西雅有與地方完全同名的歌曲〈蚵仔寮〉；謝銘祐與麵包車樂團則是

因為演出影片「穿著吊嘎、拖鞋」，蔡大哥判斷「這個會喝」而被相中。「會喝」

作為標準，除了是海口人的豪氣，是談生意的方法，也是這些人博感情、招待朋

友的方式，如前所述是重要的儀式，因此成為大哥直覺感到契合的條件。 

當其他音樂祭以樂風和價位決定演出樂團，或給予小團演出機會但酬勞不同

時，大哥說自己是「看人不看音樂」，對樂團一視同仁；更不同於官方舉辦的海

鮮節、烏魚節，邀請與受邀演出的兩造僅透過金錢，形成短暫的契約，所有來到

蚵寮的人，大哥都是要「交朋友」的。蔡大哥、順哥和 Kirin 都不希望樂團只是

來表演完就走，而是希望他們能跟蚵仔寮有交流、認識這個地方與人。登台的樂

團都有給付車馬費，以及當天啤酒喝到飽，卻並不依照「名氣」、「身價」、或實

質的交通票根數字計算，這也使得在邀請樂手時曾經碰壁，譬如某老牌台語歌手

開出以知名度而言合理、但遠高於小搖滾預算的價位表示「要讓我看見誠意」，

終因雙方對「誠意」的觀念不同而作罷。其中婉拒的也有性格上應該會喜歡這裡

的歌手，可能只是不認識、不了解小搖滾，但如同大哥募款時「只拿認識的」，

小搖滾邀請樂手都是直接聯絡，不靠間接關係介紹、說情，倒是很願意邀對方先

來喝過、相互認識，譬如在巴奈參與小搖滾之前先力邀她「給孩子們，非核家園」

五十場巡迴演出留一場在蚵寮，或是在第二屆小搖滾前邀請謝銘祐、高閑至、農

村武裝青年到海灣做熱身演出兼吃飯喝酒。 

蚵寮的「誠意」不是價碼，而是現場的招待與長期的人際關係；招待的方式

不是將來客視為尊貴的明星，而是當作兄弟朋友一般，來到蚵寮能感到開心、舒

適。招待啤酒之外，需要住宿的樂團除了入住「金龍」這間兼營釣蝦、ＫＴＶ、

網咖的在地旅館，更有許多是住進蚵寮居民家中，譬如第三屆的小搖滾，絲襪小

姐借宿 Kirin 的三合院通鋪、大哥的透天厝連沙發都睡了人。如此的誠意相待，

的確使許多參與過小搖滾的樂團都和蚵寮鄉親變成朋友，以小搖滾作為開端，締

結音樂之外、日常之中更深厚的關係：拍謝少年到高雄演出時會招待鄉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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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武裝青年的阿達環島時在蚵寮待了一天；蚵寮人和謝銘祐感情好到會在社群

網站上「練肖話」互動；2014 年底，巴奈和那布的婚禮邀請了蚵寮人到台東參

與。 

獨立樂團有多種樣貌，其中也不乏希望能成名、踏入主流音樂圈的，但願意

接受微薄車馬費、只要有酒喝便參與演出的樂團，多是草根性格強烈的樂團。在

某次高雄市新聞局的採訪中，大姊曾提到對獨立樂團的看法： 

「我們請來的獨立樂團有八九成都會出現在太陽花，那你就知道他們獨立樂

團不是為了錢在辦事，沒有經紀約，今天我看到你在做這個活動，我覺得這個活

動我認同，我就來挺你。」 

「他們其實不是需要舞台，他們需要被人了解。我發現很多人不了解獨立樂

團，我身邊的人十個，十個不了解獨立樂團是什麼，其實獨立樂團他們每個人有

每個人的想法跟理念，跟對土地的熱愛。」（田野筆記，2015/01/27） 

與蚵寮契合、能夠成為長期朋友的樂團，音樂類型及展演者特質多半有強烈

的草根特性，且不以資本主義邏輯思考、做音樂不為成名得利。拍謝少年的創作

以台語搖滾為主，樂團演出的場地除了一般的 live house，也曾選擇在羊肉爐店

表演、跟著《拔一條河》的紀錄片到甲仙為當地居民表演，代表樂團的圖騰是虱

目魚拓。蚵寮國小張登傑主任的創作入圍「南面而歌」，因錄音與董事長樂團結

識，董事長只來蚵寮吃過一兩次飯，就覺得頻率很合、在樂團幾乎滿額的情況下

主動提出想在第三屆小搖滾演出，還說跟蔡大哥比較熟，希望當日是借宿大哥家；

這情況就像《滿勝益》紀錄片中，福茂對蔡大哥、Kirin 的形容：「他們不是自己

的親人，也不是自己的朋友，可是你只要跟他們見過一次面，他們就很奇怪，覺

得好像跟你很熟一樣，變成好朋友在那邊喝成一片。」11第三屆董事長團員大鈞

也在舞台上直言，「我們的磁場很接近」。謝銘祐老師成立的麵包車樂團，創作音

樂以服務中高齡層聽眾為主，並且常到醫療院所、老人安養中心表演；謝銘祐貼

近土地的創作不僅是唱出自己的經驗，也藉由讓素人唱自己的生活經驗，記錄台

                                                      
11

 吳昀庭、葉思妤、林立婷（2014）。2014 高雄蚵寮漁村小搖滾紀實「滿勝益」【紀錄片】。世新

大學新聞系畢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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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不同角落的故事，他邀蚵寮人演唱錄製《蚵子寮痟搖滾》，已是他製作的第三

張素人音樂唱片。曾經歷草根性極強的黑名單工作室，也曾組成「淡水走唱團」

的陳明章老師也在參與、了解是在地人發起的活動後表示非常喜歡，不僅不收他

個人的演出車馬費，還預約了活動續辦他必定參與。高閑至老師在來演出時也說

「今天是來交朋友的，唱歌喝酒只是一個媒介啦！」12農村武裝青年的創作總是

描寫對土地的關懷，或是對社會不公義的憤怒，演出地點在街頭多過在正規的音

樂展演空間。巴奈不同於前述音樂人以台語創作為主，但是歌曲一樣與土地、社

會貼近，也像謝銘祐長期深耕台南一樣，長時間待在台東的部落。 

因為小搖滾是由鄉親發起並合作成就，參與者都抱著對家鄉的認同而支持活

動，與蚵寮最契合的也是關懷社會與土地的樂團。在接觸這些樂團朋友後，透過

他們傳遞的資訊，蚵寮人對土地的關懷與認知也擴大，最初是對自己家鄉蚵寮的

熱愛，開始跟著樂團朋友了解、關心反核議題，參與社會運動。對於活動本身、

當地環境的刺激，則於下一章節再討論。 

至於參與的樂團如何看待小搖滾與蚵寮居民，或許可以參考與鄉親關係極好

的拍謝少年，在其他音樂祭受訪時的說法： 

「其實是第一次跟音樂祭的策展人這麼親密。因為以前，某單位辦某表演，

就是時間到、人就去，然後表演完，可能我們自己玩一玩就走了。但是蚵仔寮，

我覺得我們雙方都有用心在交朋友。」（維尼，2014/05/21） 

「除了合作之外，像我們自己在玩團，自己在做創作，很多事情精神是一樣

的。他們在辦這個活動，我覺得是非常從他們生活的環境，到他們的價值觀、文

化，去覺得他們的音樂祭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然後他們把它呈現出來，而且到

現場的人我相亯都可以感受到這個音樂祭很特別，它不是政府的一個發包的活動，

或是說一個魚市場觀光祭什麼的，它是一個很原生、就是要讓大家開心的，就我

覺得是一個很原始的，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然後他很台，就是你去到那邊會覺

得這個東西是在別的地方找不到的。」（薑薑，2014/05/21） 

                                                      
12

 《蚵寮大潮報》no.1 海水號，p.8。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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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與搖滾、音樂祭完全扯不上關係的小漁村，卻有著相同的獨立、反叛與

原真精神，更與關懷社會與土地的樂團共鳴。小搖滾從經費籌措、活動規畫、人

力動員，不僅維持 DIY 精神獨立自主，更是全由在地鄉親共同出力支持，因是在

地人於實作中建立起活動的樣貌，所以自然反映出在地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發

展成適合在地環境的音樂祭；也因為動員的過程是透過人際情誼的基礎，或伴隨

著建立情誼的想法而邀請，不是以金錢利益的交換作為首要條件，參與的人對活

動的認同因此更強烈、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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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蚵寮漁村小搖滾的活動展演與文化意義 

第一節 漁村就是搖滾舞台 

在新港鄉三間村的藝術造村的經驗中，負責人阿麗提到，村民若對藝術家設

計出來的作品不了解、沒感情，反而會限制動員的能量，所以阿麗與在地藝術家

蕭老師試著將作品呈現出來的「在地象徵」結合早年的抗爭經歷與生活經驗，讓

藝術品與在地歷史產生進一步連結（李宗麟，2008：42-43）。除了由在地人主導

的演出樂團選擇，因〈台十七〉或〈蚵仔寮〉等歌名讓雙方產生共鳴，第一屆小

搖滾的宣傳片委請「二人三角」團隊拍攝剪輯，片中便呈現大量的海港元素，海

產、船、漁網、廟宇、人們在漁船和漁市的工作景象。由 Kirin 友人小肆設計的

小搖滾代表 logo「浮球人」運用在各屆海報、旗幟、紀念Ｔ恤上，靈感源於漁村

常見的浮球，既代表漁村也象徵著「不沉」的精神：「硬邦邦的肌肉代表硬漢態

度，沉不下去的浮球代表不畏時代，奇怪的動作代表活力（也像酒醉之後的人），

我是把我在蚵寮看到的人，簡單的畫出來而已」13 

 

圖 1：浮球人（第三屆小搖滾主視覺） 

（圖片來源：蚵寮漁村小搖滾 facebook） 

                                                      
13

 徐子凡（小肆），《蚵寮大潮報》no.3 搖滾號，p.12。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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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活動前爆紅的宣傳片，因趣味結尾和台味對白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

更是有意透過短片介紹蚵寮的環境、曾經熱鬧的景點，兩位主角騎車經過並介紹

了舊菜市場、公廟通安宮、舊漁行、魚貨拍賣場，熟悉當地的人會發現這路線其

實是稍微繞路的；此外這支爆紅的宣傳片除了騎車的路線與最後的結局，沒有任

何事先寫好的腳本與對白，正因如此顯得親切自然，流露實在的在地感。第三屆

的現場加上了「影像詩」作為每個樂團演出的開場，每段影片除了樂團的音樂作

為背景，更重要的是搭配在地鄉親口白，文字來自鄭順聰《海邊有夠熱情》書中

描寫蚵寮的段落，加上施合峰導演拍攝的在地影像。有趣的是，無論是第二屆的

宣傳片或第三屆的影像詩，儘管是由在地人當主角，這些充斥著在地元素的設計

並不是在地居民的構想，而是出自到蚵寮拍紀錄片的施合峰導演。如前所述，因

為蚵寮人的性格，許多因小搖滾匯聚而來的人都在這過程中被吸納為團隊的一分

子、蚵寮的一分子。 

合峰導演因長時間跟拍紀錄片，自然會和蚵寮建立交情、相互信任，但雙方

已不僅是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而是從觀察到參與，成為玩在一起的朋友。蚵寮

的聚會導演都會到場，導演的婚禮蚵寮人也出席，甚至導演的孩子出生也收到大

哥大姊送的小禮物。第二屆的宣傳片即是抱著「好玩」的原則提案，「原本我只

是想說拍個小短片應該會滿好玩的，所以隨口跟蔡大哥提了一下，想要叫蔡大哥

來嘎一角，因為他那種土生土長的在地氣質相當吸引我，想不到大哥居然一口就

答應了……那時候我心裡想說大哥老愛開玩笑，也不知道說真的還是假的，結果

除夕時我就接到 Kirin 電話，跟我確認要拍攝的時間、地點以及需要的道具，最

後敲定大年初四開拍，甚至連其他角色人選都已經選好了……」14這一拍，合峰

便成了小搖滾團隊的影像師，自動承接了第三屆的宣傳片拍攝工作，又想出開場

影像詩的新點子。 

鄭順聰則是因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南方人文駐地書寫計畫」而來，《海邊

有夠熱情》是他在永安、彌陀、梓官、蚵仔寮的駐地觀察書寫。寫作期間借宿的

是 Kirin 的「有寮三合院」，因此亦是由 Kirin、蔡大哥、順哥這群人帶領介紹蚵寮，

順聰寫下所見的街景、古厝、海港居民在廟埕曬蝦米的日常，也透過順哥和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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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合峰，《蚵寮大潮報》no.3 搖滾號，p.5。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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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述說的家族故事，寫下漁民今昔的生活及產業變遷。 

第三屆各樂團登台開場的影像詩，是由合峰導演拍攝剪輯蚵寮在地影像，搭

配樂團的歌曲作為背景音樂，由在地鄉親旁白讀詩： 

「通安宮前晒蝦米：平行的綠色紗網帶幾何美感，拿掃把的阿婆微微撥弄，

如穩定的海風；撒蝦米的阿婆動作饒有韻律，是均勻的波浪。」 

「酒醉的夜：蚵仔寮家家戶戶點起溫暖的光，海陷入全然的黑暗，藉由濤聲

與海風，我知道我還在海邊，酒杯浮泛著泡沫，大家一杯一杯呼乾啦，歌聲、喧

鬧、笑語，挾帶著大海，一起醺醉迷茫了……」 

事實上《海邊有夠熱情》是散文，但擷取其中詩化的文字，搭配影像、音樂、

與在地人的讀念，就賦予了不同的感受，也強化了活動中在地與樂團的連結。儘

管文字皆出自書裡，但以「台語」念出，就等於是新的翻譯，而影像詩標示的「台

語文顧問」是黑哥（謝銘祐），這又是一次在地鄉親、導演、作家、樂團因為對

活動與地方的情感與認同，產生的「跨界」合作。 

除了外來的參與者藉由小搖滾的團隊認識地方，汲取養分化為創作，新形成

的人際關係、外來的眼光也帶來對於在地或活動的刺激，讓大家注意到在地習以

為常而未發覺的特色或變化。 

譬如《蚵子寮漁村紀事》片中，大姊提到： 

「突然有一天，巴奈姊姊來這邊演唱的時候，她來就開始皺眉頭，她說，你

們這邊是為什麼那麼多肉粽15？她說台東的海岸都沒有這樣子。然後我才驚覺說，

欸是喔，我們的沙灘什麼時候不見了，我怎麼一點都沒有發現……其實知道它不

見了，可是沒有那麼多感受，反而是外面的人來，一講，就覺得，對喔，怎麼小

時候可以玩的地方不見了……」16 

過去蚵仔寮沿岸都是沙灘，因為地質與海浪侵蝕的影響，現今只剩下辦小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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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合峰（2015）。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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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的場地旁那一塊，但那片沙灘大部分範圍都歸屬左營軍港，居民能自由使用的

區塊相對很小。因此第二屆小搖滾由蔡大哥在舞台上提出訴求，希望軍營佔走大

半卻未實際使用的沙灘能夠還給蚵寮居民，讓居民休閒活動的範圍擴大，「我希

望說那邊可以做一些木棧道啊，老人在那邊走，很大的沙灘，所以說希望軍營能

夠還那個小小的沙灘。」（蔡大哥，田野筆記，2015/02/11） 

經過樂團、樂迷這些外來的回饋和刺激，第二屆、第三屆開始有意識「為家

鄉做點什麼」的蚵寮漁村小搖滾更朝此方向發展，第二屆在舞台演出以外搭建了

「文創館」，展出蒐集到的老照片，以及在地素人畫家描繪傳統漁業、生活經驗

的畫作，既是在地藝術又是在地歷史記憶，吸引到老一輩的參與，在現場指著展

出物向兒孫介紹，也讓外地人了解蚵寮；第三屆則安排了舞台劇演出，由蚵寮國

中學生自行提出在地元素、自行編劇、演出，在過程中認識自己的家鄉及傳統文

化，再透過戲劇向台下觀眾介紹分享。 

談到第二屆的舉辦，蔡大哥這麼說：「其實我們第一屆辦的意義，很單純，

是說沒打算這麼多人，就想要聽個音樂，招個朋友這樣去喝酒烤肉而已。所以第

二屆再辦，想很多，會跟第一屆的感覺更不一樣，希望讓大家認識我們蚵仔寮的

美啊，不要只有吃海產，也希望大家來了解我們的文化，不要只消費我們蚵仔寮，

現在我們的文化在哪，我也開始現在在找，我自己在地我都自己搞不清楚，所以

我現在想要找回來……」17 

小搖滾的成功不僅讓外地人認識蚵仔寮，也吸引到蚵寮在地調性接近的人，

嘉榮、福茂即是被活動吸引進而認識並加入大家，使參與範圍擴大到大哥、Kirin

親友以外的人。住在赤崁的福茂是「羌樂團」的成員，參與了第二屆的演出，而

擔任《透南風》雜誌總編的嘉榮將自己的經驗帶進來，被半開玩笑地賦予「文創

總監」的頭銜，除了構思第二屆的文創館，在第三屆也牽了差事劇團這條線。第

二屆命名為「蚵板印象」的文創館，是在前往舞台的必經之路上搭棚，主要陳設

老照片及在地素人畫家的作品，素人畫家尤辰允繪出記憶中的漁村，用畫作記錄

捕魚景象及蚵寮環境，和老照片同樣保存著蚵寮的漁村文化、昔日的蚵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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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讓外來的人認識蚵寮，也召喚在地人的記憶。 

「第一屆在辦，老人家都站著看一看，出去又進來看看，他們是聽不懂啦，

但是他們會覺得，看熱鬧啦；我希望第二屆可以讓長輩來參與……其實你如果聽

老人講故事，那是很好聽，所以第二屆我們希望讓長輩來參與，我們收集我們的

老照片，譬如以前河堤在哪，我們的船在哪，現在帶孫子來，說這就是以前你阿

公的漁船在哪……說給孫子。」（蔡大哥，田野筆記，2015/02/11） 

在文創館之外，第二屆最搶眼的是現場以真實的漁船作為舞台背景，不僅具

氣勢更具漁村代表性。然而即使是如此鮮明的意象也非經過縝密規畫，而是如同

當初決定舉辦小搖滾的直接、乾脆：眾人在整頓文創館時看到旁邊的漁船，嘉榮

的一句話，蔡大哥覺得主意不錯就立刻定案，才開始想辦法聯絡漁船船主、恐觸

犯漁民禁忌而擲筊請示、找來拖板車花了大半天移動這艘 40 噸重的舊漁船，預

算瞬間暴增十幾萬，活動前三天才安置完成。無論是可見的漁船，或不可見的決

策過程，都十足具備蚵寮人的特色。第二屆氣勢萬鈞的漁船背景讓小搖滾自己也

難以突破，第三屆規畫直接將舞台搭設於沙灘上，卻因軍方不願出借場地而輾轉

移至海堤廣場；雖然沒辦法在沙灘上聽音樂看演出，反而多了平時就在這裡出入

的漁船充當動態舞台背景，這是其他同樣在海邊的音樂祭也看不到的，既是蚵寮

漁村小搖滾獨具的特色，也是蚵寮的日常生活與文化。 

 

圖 2、圖 3：第二屆舞台背景漁船 

（圖片來源：蚵寮漁村小搖滾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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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是蚵寮的日常景色，也涉及蚵寮長期以漁業為主要產業的歷史背景，從

「漁村」小搖滾的活動命名，到舞台背景、文創館內的展品、到舞台劇演出牽罟

的構想，在在圍繞著漁船意象。在台南土溝村、嘉義新港鄉、或嘉義板頭村的社

區營造案例中，公共藝術的創作也都會連結與在地歷史相關的在地象徵。土溝村

強調農村的水牛精神，社區營造協會推動一系列農村人文相關活動，都結合「水

牛」的意象，從「老牛車 TO GO─土溝向前走」的遊街行動，到號召「水牛起厝」，

再藉由藝術設置石雕水牛；板頭村則因為早期唯一聯外的交通工具是台糖的五分

車，因此社區營造的推動便由車站重建開始，並樹立「相信有一天火車ㄟ轉來」

看板，象徵居民對嘉北鐵道的記憶（黃俊豪，2009；黃瑜婷，2013）。小搖滾雖

然沒有社區營造的組織企圖，但「漁船」的地方意象，仍反映生活環境與地方重

要產業、文化與歷史，召喚著居民的共同記憶。 

明顯的視覺符碼展現在地特色，活動籌備過程也並不脫離蚵寮的生活習性，

因為這是一場為在地舉辦的活動，不為極力討好或吸引更多外來遊客。第二屆前

的熱身場遇到颱風，最後是擲筊請示聖公18才決定要辦，說這場是聖公主辦；第

二屆移動舊漁船作為舞台背景時，因為該船隻曾發生事故，擔心動這艘船會觸犯

討海人的禁忌，因此除了說服船主，也先請示過聖公。即使主辦團隊皆非從事漁

業，這些細節顯現出生活於此的居民對漁村文化的理解與重視。出海捕漁維生的

漁民需面對不穩定的天氣與環境，會祈求地方神明的保佑，因此廟宇及相關信仰

文化特別根深柢固，是在地人普遍尊重與信賴的，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僅僅是

少數人迷信、或到了特定時間才重視。 

而「擲筊」這個代表著俗民文化的動作，也顯現出小搖滾不同於一般音樂祭

的在地意義。制度化的音樂祭，決策的關鍵通常不會是取得神明的同意，而是不

得不的商業考量──移動漁船所花費的成本太高了，遠遠超出預算；配合活動的

音響、舞台、攤販各廠商利益受影響，需要共同協調降低損失。小搖滾策展團隊

人員的單純與資金的獨立，減少了活動決策受外界的干擾，但在這些人之上，在

地信仰的「聖公」擁有著最高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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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活動現場的人力也不像其他音樂祭是對外招募、發包，而是以在地居民

為主，不僅主辦單位、資金籌募、人力動員是在地人，形象與在地連結，也是完

全非營利的在地活動。除了以蚵寮國中小志工為核心的場控、交管、清潔等活動

支援，前兩屆現場攤販都是在地人，以及在地人有參與、許多成員與蔡大哥相熟

的「衡山基金會」與「小太陽協會」兩個關懷身障者的公益組織，第三屆另外加

入蔡大哥的外地朋友及公開招募的 NGO 組織。除了第三屆的 NGO 組織，攤位皆

因人際網絡聚集於此，且攤位的設置完全不為營利或補貼活動經費，不收租金或

保證金，就像大姊認為獨立樂團的觀念是「這個活動我認同，我就來挺你」，蚵

寮小搖滾也是本著非營利、關懷土地與社會的想法，邀請有著相同理念的 NGO

組織參與。 

當現場支援的人大部分是在地居民時，外來參與者的感受也會不同。眼前所

見的人遍及各年齡層，使得音樂祭似乎「專屬於年輕人、不適合圈外人」的感受

降低，因此觀眾中可以看到騎著單車路過的爺爺，也可以發現牽著小孩出來散步

的媽媽；現在持續舉辦的音樂祭中，「巨獸搖滾」雖然也是財務獨立、好友相挺，

DIY 式的組織規畫，但仍是聽樂團與玩樂團的年輕人自成一圈，吸引到的也是原

本就在這文化圈內的樂迷。到小搖滾的攤位買東西順便問問題時，不太會遇到對

活動完全不了解、和此地陌生而斷裂的人，由於三屆以來飲食相關攤位都是居民

或蔡大哥的朋友，和當地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並不是嗅到人潮帶來的商機、純

粹為了賺錢而到此擺攤。現場甚至沒有許多音樂祭會出現的「文創商品」攤位召

喚文青，第三屆唯一對外招募的攤位僅限 NGO 組織，而報名的 NGO 組織多半對

小搖滾有一定程度的認同與認識。這樣的人員組成，使得在場的人即使未經特別

訓練，卻都對蚵寮／小搖滾不陌生，和整個活動有一體感。 

相對於初衷亦是企圖與在地連結、回饋給貢寮鄉民的海洋音樂祭，活動攤位

的抽籤儘管有保留名額、限制設籍於貢寮的人才能參與，但因活動人潮及攤位數

都過多，參與過的居民覺得無法負擔、不敷成本，幾乎都是抽籤後轉租。由上而

下策畫的貢寮海洋音樂祭，既缺乏在地居民參與討論、策畫，活動的成功也沒有

回饋到居民身上，少了在地人的參與和認同，透過招標和營利目的拼湊而成的成

員，也使外來的參與者更感受不到音樂祭和當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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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樂團演出 

小搖滾之所以被樂迷認同為「音樂祭」，是因為有著音樂祭的基本形式：以

獨立樂團為主的接力音樂演出。然而現在台灣音樂祭遍地開花，不同類型的音樂

祭具備不同的目的與特色，小搖滾異於大部分音樂祭的內部組織及動員，也致使

呈現出來的設計，以及現場的活動展演、互動過程具備某些獨特性及趣味。 

表 7：歷屆小搖滾演出節目表（標*者為蚵寮在地學生演出） 

第一屆：2012/07/21 第二屆前熱身：2013/09/22 

16:05-16:10 蚵寮國小舞獅團* 16:00 台青蕉 

16:10-16:50 The Pure 人聲樂團 17:00 河豚子 

17:05-17:45 麵包車樂團 18:00 拍謝少年 

18:00-18:40 高閑至 19:00 麵包車樂團 

18:40-18:50 蚵寮國小舞蹈表演*  

18:50-19:05 音樂頑童 

20:00-20:40 拍謝少年 

20:55-21:35 阿飛西雅 

21:50-22:30 Otaku 3 三宅一生 

第二屆：2014/02/28、2014/03/01 

第一天：2014/02/28 第二天：2014/03/01 

12:00 蚵寮國小舞獅團* 12:00 蚵寮國中三太子*／ 

蚵寮國小合唱團* 12:30 孩子王 

13:30 必順鄉村 12:30 台青蕉 

14:30 拾參樂團 13:30 老貓偵探社 

15:30 達卡鬧 14:30 河豚子 

16:30 盪在空中 15:30 高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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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羌樂團 16:30 農村武裝青年 

18:30 陳明章 17:30 巴奈＋那布 

19:30 阿飛西雅 18:30 拍謝少年 

20:30 流氓阿德 19:30 林生祥＋大竹研 

21:30 Otaku 3 三宅一生 20:30 麵包車樂團 

第三屆：2015/02/26、2015/02/27、2015/02/28 

前夜祭：2015/02/26 第一天：2015/02/27 第二天：2015/02/28 

18:00 桑布伊 12:00 蚵寮國小舞獅團* 12:00 蚵寮國中三太子* 

19:00 紀錄片《蚵子寮漁

村紀事》放映 

12:30 絲襪小姐 12:30 麵包車樂團 

13:30 黃瑋傑 13:30 盪在空中 

14:30 929 14:30 充氣娃娃 

15:30 蚵寮國小合唱團* 15:30 非人物種 

16:00 夾子電動大樂隊 16:30 陳明章 

17:00 農村武裝青年 17:30 阿飛西雅 

18:00 巴奈＋那布 18:30 港邊劇場* 

（蚵寮國中） 

19:00 拍謝少年 19:00 賽璐璐 

20:00 董事長樂團 20:00 八十八顆芭樂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為主辦團隊、現場志工都沒有玩音樂，對獨立樂團毫不認識，只交由 Kirin

負責邀請演出者，在地鄉親和樂團於現場接觸時鬧出不少趣事。譬如「阿飛西雅」

是無歌唱、純樂器演奏的後搖滾樂團，台下鄉親等半天都沒人開口，疑惑他們是

不是歌聲難聽缺主唱？「拍謝少年」則是有位打赤膊、頭戴虱目魚頭的成員會在

演出進行到一半時上台，差點被緊張的鄉親拉下來「那團在那邊唱歌就有一個虱

目魚頭在表演，結果那個虱目魚要上去被林老師拉下來，你是來亂的嗎。」（蔡

大哥，田野筆記，2015/02/11）前兩屆壓軸的「Otaku 3」團員因為雷鬼文化而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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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糾結的長髮、打扮邋遢，直到登台前都被鄉親誤以為是流浪漢，還想著是不是

要給他一點錢去洗頭吃飯。無論有名或是外表好認，對鄉親而言都一樣，「我們

後台會有人顧，樂團都有識別證，然後我們那個志工媽媽就說，欸那個識別證要

戴啊！不然我們會把你攔在外面這樣，那那個巴奈就說，我這麼好認，不用戴吧！

我們志工媽媽就說：可是我不認識妳啊。」（憶慈姊，訪談記錄，2014/04/20）

這些趣味在其他音樂祭都不會發生，像林老師所說：「不是音樂人來辦這個音樂

活動才覺得很好玩。」（林老師，訪談記錄，2014/04/20） 

台灣的音樂祭大約可畫分為四類：重視獨立樂團表演機會和音樂上的交流，

特定政治議題或理念的表達，具有刺激消費或觀光等營利目的，以及近年開始發

展強調屬於「地方」的音樂祭。當舉辦的動機、目的和人員不同，邀請的樂團雖

然可能重疊，但仍可窺見各自的特色。 

希望給予樂團演出機會和促進音樂交流的音樂祭，會重視音樂風格的多元，

若財政允許，也會盡量邀請國外樂團來台進行交流，是以「演出者」為核心；為

了政治議題而辦的音樂祭，演出樂團都是了解與認同其主題理念的，這些樂團平

時就投身社會運動、或常在社運場合表演，譬如閃靈、農村武裝青年，是以宣傳

「議題」為主要目的；希望帶來消費和觀光效果的音樂祭，會邀請較具知名度的

歌手加入，期能招來最多的人潮，譬如蘇打綠、張惠妹都曾受邀至簡單生活節演

出，此類是以「消費」為重的思考角度；強調「地方」的音樂祭，是由在地居民

發起，不在乎來客多寡、沒有非邀不可的團，容易請到有地緣關係，或是草根性

強的表演者，譬如嘉義的 Wake Up 音樂祭 2015 年邀請伍佰演出，就特別強調「返

鄉」這件事19。 

草根性強的樂團創作多取材自生活經驗，流行的情歌或勵志歌曲偏少，演出

方式時常即興表現、重視現場的氣氛與互動甚於自己音樂演出的精準度和技巧，

演出隨性而不精緻，但並非抱著草率敷衍的態度上舞台，僅僅是看重的面向不同，

就像小搖滾重視的並不是最好的燈光音響。台青蕉唱著一則則社區中發生的故事，

〈一個瘋所在〉唱道社區環境的變遷「細漢熱鬧ㄟ街市／今日無人來認識」，〈搖

                                                      
19

 伍佰的故鄉為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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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吶喊〉介紹旗山景色「你看麥 你看麥／這是旗山亭仔腳／你看麥 你看麥／旗

山老街不得了……」，〈公聽會〉唱出公聽會往往只是做做樣子「社區老人來到現

場幹攪擱來生氣／歹勢邀令來看這出戲」，在演出歌曲〈香蕉他不肥〉時更拿了

成串香蕉發給台下；充氣娃娃是音響技術人員大熊的團，因為小搖滾的舉辦和蚵

寮鄉親成為熟悉的朋友，樂團因此時隔多年復出表演，〈鐵支路邊的春天〉描述

性工作者的心聲「身軀是咱的名片／用青春為查普人寫日記／輕鬆嘛好 沉重也

好／人生那甘那咧七逃」，〈大學哭悲哀〉則是窮人考上大學的矛盾壓力「別人考

上大學是請客又放鞭炮／我考上大學全家人流眼淚／沒錢人為三餐頭殼抱著燒

／有錢人吃鮑魚龍蝦還嫌腥臭」，都是批評嘲諷、打抱不平，代表著底層卑微力

量的聲音。 

在樂團本身的特色之外，小搖滾的節目不僅安插了蚵寮國中小學生的表演，

也利用樂團演出的時間，藉機為「衡山基金會」及「小太陽基金會」進行公益募

款。兩個非營利組織成員都有蚵寮人，每屆販售的紀念品若有盈餘，都捐給這兩

個單位，演唱活動中也央請熟識的樂團朋友幫忙募款，第二屆由謝銘祐帶領的麵

包車樂團唱「乞丐調」求打賞，第三屆則是農村武裝青年改編自己的歌，把「沒

正義就沒和平」唱成「沒捐錢就沒和平」，台下同時是衡山基金會的成員拿著募

款箱穿梭聽眾之間。 

如同拍謝少年團員薑薑對小搖滾的形容「我覺得是非常從他們生活的環境，

到他們的價值觀、文化，去覺得他們的音樂祭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然後他們把

它呈現出來」（薑薑，2014/05/21）小搖滾的正式節目安插了蚵寮國中小學生的

表演，委託樂團朋友在演出中順便進行公益募款，這些都是其他音樂祭難以想像

的，正是由於蚵寮非活動專業、也非音樂專業，使得活動不受限任何框架，自由

發展成適合當地又獨特的樣貌，不僅充滿草根生命力，也呼應著不落入框架、

DIY 且真誠的搖滾精神。 

到小搖滾演出的樂團會說「很高興來到這裡」，而非「謝謝大家來看我」，地

方型音樂祭中的表演者，同樣認為活動主角是「在地人」。第一屆還沒和在地大

哥們交上朋友的拍謝少年，在演唱〈台十七〉這首歌時就特別介紹「外口那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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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十七」、「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在就是，一定要走這條路才能到的音樂祭表演，

然後……溫丟洗庄腳人啦，覺得非常感動。」20每屆都參與演出的拍謝少年與阿

飛西雅，分別都會將〈台十七〉和〈蚵仔寮〉加入表演歌單，不僅是蚵寮人受歌

名吸引進而邀請樂團，樂團會寫出這樣的歌也是因著自己對濱海地區的情感，在

蚵仔寮演出也有更多的共鳴與感動。 

在第二屆小搖滾之前，為使在地鄉親與演出者有更多認識機會，在「海灣」

辦了幾場給蚵寮人的小演唱，陸續邀請了謝銘祐、高閑至、農村武裝青年，謝銘

祐在從安平騎車來蚵寮的路上寫成〈蚵子寮痟搖滾〉： 

我將油加滿啦 向南台十七線 蚵子寮 等我啦 

這有人在討海 這有人在生活 一堆人 愛唱歌 

慢慢搖 蚵子寮 慢慢搖 風真透 

慢慢搖 蚵子寮 盡量啉 來哭枵 

蚵子寮在痟搖滾 臭臊的人情味 燒滾滾 

蚵子寮在痟搖滾 你若搖無爽 毋愛乎你睏 

在〈蚵子寮痟搖滾〉之後又寫了〈海灣〉與〈有寮〉，靈感來源、歌詞內容

都是他所接觸到蚵寮人事物，這三首歌也邀請蚵寮人演唱錄製成《蚵子寮痟搖滾》

ＥＰ。 

〈海灣〉 

故鄉 是我的愛人 

南風若吹 佇心頭在凝 

著起來 日頭燒紅海灣 

故鄉 是咱的愛人 故鄉 是我的愛人 

網仔若收 有歡喜在泅 

光起來 月娘偎著海灣 

   點一葩燈等待離開的人 欲著轉來莫管心內偌悿 

故鄉 是誰的愛人 故鄉 是誰的愛人 

故鄉 是我的愛人 故鄉 是我的愛人 

愛人啊 是我的故鄉 

故鄉 是我的愛人 

 

                                                      
20

 拍謝少年〈台十七〉官方 MV：http://youtu.be/CdC8TpMUQ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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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寮〉 

日頭漸漸沉落海裡啦 故鄉變成一首金金的歌 

離開的囝仔伴 恁是走去陀啦 

你有若久母捌予海風 共你拭汗 

浮球一粒一粒 牽成一條叫做溫柔的線 

共阮留佇著 共阮留佇著 

有寮 是阮兜啦 

歡迎大家 有閒來住 

有愛唱歌的大伯仔 有厝邊陪你五四三 

有聊無聊 攏來有寮 

佇蚵子寮內 邊仔是海口 

有啥物款的不如意 來這治療 

一帖熱情 叫做有寮 

包括謝銘祐的麵包車樂團在內，許多樂團主動邀請鄉親上台共同演唱：麵包

車樂團邀請鄉親上台唱「自己的歌」──他寫給蚵寮的〈蚵子寮痟搖滾〉，由參

與錄音的原班人馬上台演唱；拍謝少年邀請要好的「兄弟」蔡大哥、順哥共同登

台合唱〈港都夜雨〉，還特地在前一晚先彩排；董事長也邀請蚵寮國小的張登傑

主任一起演出他的得獎歌曲〈我算什麼鳥仔屎〉、與蔡大哥即興合唱樂團作品〈新

男性的復仇〉。此外有趣的是，第三屆蚵寮漁村小搖滾各團的演出曲目中，〈港都

夜雨〉出現了三次，謝銘祐與麵包車、陳明章、拍謝少年，都因為來到高雄蚵寮

港邊而排進歌單，這樣嚴重「撞歌」的現象在其他音樂祭是罕見的。 

這些表演超越了樂團本身習慣的現場互動與即興，更是基於對蚵寮的情感才

產生。謝銘祐在第一屆答應參演之初，只當是一如往常的表演工作，直到來此地

了解這個活動全由非活動專業、非音樂專業的鄉親共同舉辦，現場所有志工都是

在地人，驚訝且被這般熱情感動，《蚵子寮痟搖滾》ＥＰ封底如是說： 

「一群人，只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鄉有多美，就算沒衝過演唱會，也要

在家鄉美麗的海灣辦一場漁村小搖滾，衝著這一點，我又如何按捺得住心中的熱

血，而不幫他們寫歌呢？再多的語言都形容不了這樣的感動，唯有到現場看到所

有的人動起來忙得不可開交的模樣，再去想像之前因不熟稔而到處碰撞的過程，

你才能明白這一切，我也因為這樣的刺激，集合了安平的一夥人，辦了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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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吼音樂季，這是我素人音樂計畫的第三張 EP（謝佳賢後一粒好球、南吼），

幫別人的故事寫歌，由他們自己唱，那些毫無修飾的單純與素樸，每次都讓我非

常過癮，大家，蚵子寮，謝謝你們！！」（謝銘祐，2014） 

   

圖 4、圖 5：《蚵子寮痟搖滾》ＥＰ封面／封底 

（圖片來源：研究者攝） 

小搖滾作為彼此相識的契機，交情延續至活動結束的日常生活中，第一首歌

〈蚵子寮痟搖滾〉是謝銘祐從安平騎車往蚵寮的路上靈感湧現寫成的，因此開頭

便唱「我將油加滿啦／向南台十七線／蚵子寮／等我啦」。其後寫成的〈海灣〉

與〈有寮〉也是描寫他對蚵寮辦小搖滾這群人的認識，寫入蚵寮人的生活而非浮

泛的海港印象，「海灣」是大夥吃飯聚會的秘密基地，謝銘祐也曾受邀來此進行

小型演唱，甚至以「臨海的卡拉ＯＫ無敵海景好酒好菜無聚不歡招待所」、「一聽

到就想飛車前往」21形容海灣；「有寮」則是 Kirin 為老家三合院的命名，歌詞寫

到「有愛唱歌的大伯仔／有厝邊陪你五四三」，其中「大伯」也確實是 Kirin 的大

伯，「蚵寮漁村小搖滾」文宣品的標準字體便是大伯提的書法字。 

拍謝少年、董事長樂團和鄉親的合唱亦是如此。第一屆小搖滾舉辦時，拍謝

少年只和負責聯繫樂團的 Kirin 有接觸，是在活動結束後，在高雄當兵的團員維

尼常來拜訪、薑薑環島時路過停留，才漸漸與蚵寮的大哥大姊們熟稔，熟到我在

                                                      
21

 《蚵寮大潮報》no.3 搖滾號，p.4。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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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中看到大哥關心起維尼的家庭關係和工作薪水。現在拍謝少年如果在高雄有

演出，就會保留名額招待蚵寮人前往，第三屆小搖滾活動前，也提早來蚵寮玩耍

和幫忙前置作業。董事長樂團倒是只來過蚵寮一兩次，但覺得和大哥氣味相投，

主唱阿吉主動提出希望加入第三屆的演出、並指定借宿蔡大哥家，舞台上邀請大

哥合唱〈新男性的復仇〉，則是因為見過大哥在海灣酒後的精彩演唱，雖然論交

情稍淺，但也是因舞台下的經驗與情誼，才引出舞台上的共同表演。 

樂團在蚵寮漁村小搖滾的展演，不僅呈現出本身特質與地方音樂祭的契合，

更出現許多唯獨在此地才會發生的表演。為蚵寮寫歌、邀在地人上台的樂團都和

在地人有活動以外的接觸，加入了蚵寮的生活、與當地建立關係，私人的情感帶

來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因此不只將蚵寮視作演出場地。一開始邀請演出樂團，

雙方最在乎的就不是酬勞有多少，有緣分的則會將關係延伸至活動之外的時間，

成為會互相關心日常生活、互相拜訪的朋友。除了活動現場的即興火花，「搖滾」

進入「社區」中，不僅讓社區獲得新的刺激而活絡、變化，社區也成為音樂人的

能量與靈感，化作表演及創作。獨立樂團的創作取材自生活之中，這些歌曲或演

出並非因應蚵寮小搖滾的舉辦仔細設計、刻意而作，卻都以小搖滾為中心，只在

此地發生，如同小搖滾不是刻意為提升地方知名度而舉辦，是結合了在地的人際

網絡與生活形態自然生長出來。 

第三節 在地學生演出  

對於蚵寮人而言，在地學生的演出一直是小搖滾的舞台上重要的節目，大哥

對官方舉辦烏魚節、海鮮節的反思，在「只有吃、沒有文化」之外，也希望在地

的活動能提供在地學生一個舞台，他認為蚵寮的學生素質並不差，而是缺乏資源、

缺乏練習與表現的機會。 

蔡大哥的想法是：「你有空間、你有舞台，就有出脫啊，你沒舞台給他，要

哪裡出脫，不可能大家一開始玩就變五月天啊，一定要從一月天開始啊，變二月

天、三月天、四月天，才有可能五月天。對啊，你要有這個舞台讓他慢慢去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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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給他一個小型的踏板這樣。」22 

從表 7 可看出，蚵寮在地學生的演出節目不僅一屆比一屆多，時間也變長，

並且與樂團演出時間交錯，不僅僅是作為活動剛開幕的「暖場」功能。第一屆九

個節目中，蚵寮國小的學生就佔了兩項，分別是舞獅團及舞蹈表演，第二屆則有

蚵寮國小舞獅團、蚵寮國小合唱團、蚵寮國中三太子。舞蹈演出是知道有音樂會

的學生臨時排練成軍的，合唱團也並非校內原本就有的社團，而是應小搖滾而生，

但是由下而上辦理的活動提供的是「機會」而非「壓力」，學生表達登台表現的

想法，進而自願組成表演團體，才安排為節目之一；若是由上而下的企畫先行，

將可能是要求學生必須安排表演項目，填充於節目表中。因小搖滾給予契機而成

立的合唱團，演唱曲目是由蚵寮國小主任張登傑創作的〈媠媠的蚵仔寮〉、〈蚵仔

寮囝仔〉，活動結束後成為常態運作的社團，也曾受邀到校外演出，如同大哥所

期望的，小搖滾成為一個小型的踏板。 

隨性、沒有固定舉辦頻率的小搖滾，決定舉辦第三屆的關鍵是因為一張海上

舞台的照片引發靈感23，於是計畫起將舞台安排在沙灘或海上，讓小朋友演出以

前討海的方式，傳承在地特色與文化。「本來是想牽罟啊，牽罟是順哥想的，用

他的漁網，牽罟和櫓魚栽。櫓魚栽是以前虱目魚的魚苗都在海裡，不像現在有在

繁殖，以前沒這技術，所以魚苗都要在海裡「櫓」，櫓起來幼苗拿去漁塭放，這

樣養起來，（我們）小時候很多。」（蔡大哥，訪談記錄，2015/01/31）「牽罟」

是用小船將網放到海中，在岸上的人合力將漁網拉回，是近海漁業的傳統漁法；

「櫓魚栽」則是用手叉網在沿海一帶撈捕小魚苗，單人即可操作。大哥們記憶中

的兩種漁法，在機動船引進、加上海洋魚類資源枯竭後，皆已式微。 

然而公單位因安全考量不願出借沙灘場地，前兩屆舉辦的空地又因改建造景

和坡道無法使用，舞台輾轉移至更裡面的海堤廣場。原本預計在海上、沙灘上搭

舞台，遭到拒絕後不斷協調仍舊失敗，一度使眾人陷入困頓，既煩惱戲劇的呈現，

                                                      
22

 施合峰（2015）。蚵子寮漁村紀事【紀錄片】。 
23

 Jackson and his Computer Band，

http://www.facebook.com/Jacksonandhiscomputerband/photos/a.636799349691340.1073741828.33
6469959724282/683515695019705/?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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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思考舞台、場地如何布置才顯得用心有在地特色。所幸移至海堤廣場後，儘管

看不到沙灘，卻使得動線更順暢、能容納得人數更多，前一屆的舊漁船背景也巧

妙地換成動態的真船進出。 

雖然無法在沙灘上呈現，舞台劇仍是此屆最重要的演出，也是第三屆小搖滾

紀錄片《離岸堤》的拍攝重點。外來樂迷看到第三屆的不同，可能是在兩天的表

演之外多了前夜祭（桑布伊表演、放映《蚵子寮漁村紀事》），以及更多大團的加

入；蚵仔寮在地參與的變化則是，蚵寮國中學生的角色更重要了。前兩屆擔任志

工的學生是爸爸媽媽攜家帶眷而來，第三屆能在學校主動登記報名，工作內容也

不再只是低調撿垃圾，而是正式分工擔任交通、舞台管制等重要工作。學生演出

不只是安排在開場暖身，也安插在下午、晚間熱鬧的時段，尤其「港邊劇場」夾

在兩個大團演出中間作為正式節目。 

「第一屆是想給小朋友一個表演的舞台，但一二屆後來都脫鉤了，變成學生

沒有真正參與，有也是一兩團而已。這次想真正讓學生能夠參與，讓他們參與不

能只是撿垃圾做志工，那只是一部分。」（蔡大哥，訪談記錄，2015/01/31）嘉

榮邀請了「差事劇團」的郭孟寬老師替學生上課，僅僅十堂課的時間不是依照劇

本排演，而是訓練毫無戲劇經驗的學生們開展肢體動作，並且引導學生自己觀察、

思考、拍照、提出蚵仔寮的在地元素，親自到港邊和漁市場看船看漁獲拍賣，親

自安排要演出的內容、編台詞、寫出能介紹家鄉的劇本。 

「差事劇團」做的是民眾劇場（社區劇場），除了自己寫劇本演出，更有許

多培訓素人團體的經驗，譬如南洋姊妹會、萬區社區劇場、敦化國小志工媽媽等，

以工作坊的形式引導素人演員，沒有先行的劇本、追求的不是精湛的演技與迂迴

複雜的劇情，在訓練肢體表達之外，更鼓勵演員討論、寫出自己的故事，並藉由

即興與台下觀眾互動的方式分享。如同與蚵寮互相吸引的樂團特質，差事劇團對

土地與社會的關懷、以培力的方式讓每個在地人說自己的故事、發展自己的劇本，

正適合 DIY 發展出小搖滾的這群人，也類似謝銘祐不僅將所見的人事寫成歌曲，

更邀素人到錄音室唱自己故事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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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中體育館的劇場課程，肢體練習就花了許多時間，引導出適合舞台的大

動作、只依靠肢體表現出意象與畫面，練習透過合作演出一首詩的內容。接著是

讓小朋友自己討論、發展內容，詢問大家「漁村有什樣的特色」，小朋友直覺地

答出：外勞、廟、十二生肖、討海人、很多古厝、夕陽、消波塊、烏魚子、烏魚

文化館、很多野狗、小屁孩……歸納為在地的風景、產業、人文元素。住在蚵仔

寮的小朋友其實未必真正了解、熟悉在地的生活環境，最常往來的可能是家中、

學校、與補習班；劇場的訓練不只關在室內想像，其中一個下午也讓學生們親自

到港邊看船看海、看漁市場如何「喊魚」拍賣。 

舞台劇的形式不僅是給學生舞台，更進一步企圖融入在地文化，蔡大哥認為

「其實也可以說這是文化，讓學生、甚至讓外地人知道以前牽罟是這樣做的，不

然小孩子可能一輩子看不到牽罟喔，國中生都沒看過，妳也沒看過吧。」（蔡大

哥，訪談記錄，2015/01/31）儘管漁業仍是蚵寮的重要產業，大哥們小時候看到

的漁法因技術進步逐漸被取代與消滅。找國中生演戲，大哥想的是「傳承」，舞

台劇融入在地文化的表演，讓小朋友有更多參與機會的同時，也認識以前的漁業、

認識家鄉，不僅靠口頭教學、圖片想像，更透過親自蒐集資料與肢體記憶，銘刻

在身體裡。 

在田野中我看到蚵寮國中學生驚人的成長，從最初的害羞、老師猜測可能無

法演出半小時的完整戲劇，最後呈現出精彩的演出，劇本、台詞都由學生自行編

寫，向台下介紹他們所認識的蚵寮風景與故事，漁網從台上撒出，觀眾也快樂地

配合當魚收網，共同演出且體驗傳統的牽罟捕魚方式。儘管如此，培訓的過程並

非一帆風順，挫折的不是缺乏演技，而是忽略生活經驗、惟恐成績輸人的升學主

義壓力。每次上課都輪流有人為補習而請假，到後期更有人直接退出，如嘉榮所

說「家長覺得他們還是應該去補習……整個教育的過程其實都沒什麼在意『愛鄉

愛土』這件事情。」24第三屆小搖滾紀錄片《離岸堤》在高雄電影節映後，飾演

主角的學生雅淳把「那段時間又可以跑到海邊去了，因為那時候已經很久沒有去

海邊」當作收穫之一，似乎也顯示出忙碌於課業的學生對生活環境的疏遠，但是

僵化的教育體制，反而讓人失去許多可能性。活動結束幾個月後，其中演出主角、

                                                      
24

 施合峰、陳惠萍（2015）。離岸堤【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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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對表演有興趣的雅淳，因為有了這次經驗產生了自信，現已進入中華藝校

就讀，或許就是一例。 

除了外在可見的表演，差事劇團的帶領方式也讓學生對家鄉有更多認識並產

生認同。在招募學生參與戲劇的說明會上，有同學提問「可以找五月天來唱嗎？」

在經過一連串的課程、親自探索在地環境、刺激思索蚵寮在地元素並編劇的培力

過程，小朋友開始產生自己才是主角的意識，「要多一點我們在地人的文化，畢

竟這是我們自己蚵寮主辦的活動，應該要多一點我們自己的特色，不是外面的樂

團那些。」25更能仔細說明自己的演出是為了向來客介紹在地，「把蚵寮的有什

麼景象有什麼文化呈現給大家看，因為他們不一定有時間來我們這邊走走，那就

由我們表演給他們看。」26以及自身對家鄉文化的認識與認同「如果這個文化不

見了，那我們也可能會忘記說，這裡原本是什麼地方，到底是在做什麼。」27 

作為強調「地方」的音樂祭，Wake Up 音樂祭和蚵寮漁村小搖滾同樣有著「使

在地學生更具自信、認同家鄉」的想法，但小搖滾不僅是透過成功的活動讓在地

人能驕傲地向外人講述，更進一步提供在地學生表演的舞台，讓在地學生的參與

從台下默默付出的志工，拉升為與樂團同時演出的主角，既成就學生的自信及認

同，也成就蚵寮小搖滾無可取代的在地特色。 

第四節 蚵寮漁村小搖滾的意義 

一、ＤＩＹ在地音樂祭 

（一）人力動員 

台灣目前的音樂祭可畫分為「促進音樂交流、提供樂團演出機會」、「政治議

題的表達」、「具消費或觀光目的」，以及「強調地方」四種，四項元素並非截然

畫分，只是有各自不同的動機和看重的核心。 

                                                      
25

 施合峰、陳惠萍（2015）。離岸堤【紀錄片】。 
26

 同前註。 
2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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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活動策畫，政府重視的通常是觀光人潮與金錢流動等可輕易、迅

速看出「成果」的數字，譬如貢寮海洋音樂祭，背景雖是「一鄉鎮一特色」的政

策，希望活化地方，卻只是相中此地交通便利、有海岸與沙灘，因此後續的籌備

規畫與在地的連結非常薄弱。由政府訂定目標、經村長代表同意、發包廠商執行，

居民僅僅被告知，無法實際參與規畫，而活動的空間配置是以外來觀光客為主，

每年也在活動前出動怪手回填流失的沙灘，種種設計考慮著短短幾日的來客，無

視著長期的生態環境及在地居民。每年報導遊客人數成長，贊助商旗幟飄揚，活

動全然無涉在地文化，即使「貢寮」知名度大增，遊客並不清楚除了音樂祭還有

什麼，自然也沒有動力在其他時間造訪。如同巨獸搖滾策展人音地大帝所說，以

台灣的市場規模來說，還沒辦法靠音樂祭撐地方整年觀光收入，如果要靠音樂祭

帶動地方發展，該地本身要具有足夠特色，這樣才可能讓更多人在來過音樂節之

後知道未來還可以再來玩。（Peas Lin，吹音樂 2015/03/31） 

由下而上的「地方音樂祭」，強調的不是帶來人潮刺激消費，是在地人發起、

因認同地方而決定在此舉辦的活動，因此會自然結合在地人的生活、意象，每一

屆加深的思考是「如何與在地連結」而非「如何吸引人潮」。音樂祭的策展人 Freddy

和顏廷憲都認為工作團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團隊之中還是需要多一點在地人，

這樣從節目的陣容到場域的設計等等，就會接收到很多當地的想法。（Peas Lin，

吹音樂 2015/03/31）然而同樣是地方音樂祭，小搖滾的特殊性在於這批在地人皆

不是音樂圈內人，甚至大部分連一個樂團也沒聽過，因此在活動規畫上並不附帶

考慮樂團的多元、音樂的交流，動員的人力也不像 Wake Up 音樂祭是玩團的學

生為核心；再與搖旗吶喊相比，則少了關注地方產業、歷史建築保存等明確的議

題性，參與形式不是縝密的企畫先行，而是一屆屆自然發展、在討論和實作中成

形與擴大。蚵寮人自陳小搖滾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文化就存在於生活中，當在

地人因為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而發起活動，呈現出來的便是與在地文化連結的樣

貌。 

實作先行、邊做邊討論的方式也讓更多人可以提供意見、實際參與，權力是

開放的，不僅僅是按照排定的企畫執行，參與的層次提高，認同感也就更深，每

個人都視為「自己的事」而不只是「幫別人」辦好活動。小搖滾的策展團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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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並不是嚴謹的組織，只是一群混在一起的朋友，因此團隊外的各種聲音

都能輕易傳達，譬如第一屆節目中的蚵寮國小舞蹈表演、第三屆劇場演出中的舞

蹈橋段，都是學生先提出表演的欲望；現場大量志工雖然多半沒有加入核心的規

畫，卻都是自動分工支援，在簡單的規畫下填補好所有細節。 

野台開唱、大港開唱這些大型專業的音樂祭執行企畫團隊，普遍認為團隊內

分工明確會比較妥當，樂手也認為組織架構成熟較能照顧到每一個團，不會成功

吸引到觀眾卻忽視表演者，因此野台開唱到後期開始與音樂廠牌合作，甚至將其

中一個舞台的規畫統籌全交由廠牌負責。簡單生活節的策展人張培仁更說：「組

織的結構完整，對於一個策展單位來說，是最先需要去學習的。」（管仲暉，2010：

97）小搖滾組織相對鬆散，卻因為人際關係緊密不缺幫手，學校志工團的長期合

作有著絕佳默契，加上把邀請的樂團當作朋友，儘管組織並不專業完整卻不會忽

視任何參與的角色，並且合作無間。 

（二）活動資金 

大部分的音樂祭都是希望能持續舉辦的，因此即使核心理念不同，資金來源

卻是各類音樂祭都必須面對的壓力，也容易出現許多妥協。野台開唱、大港開唱

的主辦人 Freddy 認為：「現在台灣的大型搖滾音樂節，是不得不去邀請有名的團，

大團對音樂節來說就是一個保證，因為會吸引到很多人來看、來玩。」（管仲暉，

2010：67）策展單位有著成本壓力，普遍也認為贊助商是必要之惡，即使是曇花

一現的小型音樂祭「山丘音樂節」主辦也提到，唯有利潤上的支持才能使音樂節

延續下去。 

然而小搖滾的「贊助商」就是主辦人，不是許多音樂祭會合作的大型企業，

蔡大哥、順哥負責資金的籌募，募款對象是在地小老闆及平時合作的廠商及客戶，

都是透過既有的人際關係，不需支出明細或利潤回饋，也不會看見會場中企業的

旗幟布條爭取曝光。除了在路口設置大型看板以文字寫滿感謝、列出贊助名單，

小搖滾的回饋方式是邀請這些朋友到場參與活動，也因為對人的情誼與認同促成

對活動的認同，會因自己能出一分力而感到與有榮焉。順哥曾說「要是沒募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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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最多就我們自己出錢而已」顯示出活動不至於因缺乏資金而被迫停辦，共同

出資的意義更是作為其中一種參與形式、以及到現場的動力，「因為我們辦這個

活動是希望我們周遭的朋友、更多的朋友，大家來參與」（順哥，訪談紀錄，

2015/01/31）經濟獨立的小搖滾，也因此不會受到這方面的壓力而產生質變或妥

協。 

二、對內效應 

原本只想辦一屆的小搖滾，因為活動成功，吸引到許多外地樂迷、獲得參與

樂團的認同與喜愛，經過外來的刺激與交流後，漸漸思考得更綿密具體，從搧海

風聽音樂吃烤肉的同樂會，出現希望辦得更有意義的想法，開始挖掘在地文化、

也透過活動提出些許訴求。除了小搖滾活動本身的進化，在地學生的角色也愈來

愈重要，同樣是強調「地方」的音樂祭，Wake Up 音樂祭和蚵寮漁村小搖滾都有

著「使在地學生更具自信、認同家鄉」的想法，重點培育潛力還未可知的年輕學

生。Wake Up 音樂祭希望辦一個年輕好玩的活動，讓學生抱持著對家鄉的認同，

回來漸漸改變、活化嘉義，「從根部改變的話你就是先有名，讓學生都想來，再

找學生，把他們培養，讓他們長大去改變（嘉義），一直傳承傳承傳承。」（顏廷

憲，訪談紀錄，2014/01/20）；然而益發邁向專業音樂祭，也就愈隔離出樂團圈

內／外的人，招募、面試而來的學生對「音樂祭」的認識與認同大於「嘉義」，

邀請的樂團來自各國，似乎也漸漸看重音樂的交流更甚地方的意義，儘管舞台命

名有意融入在地元素，譬如「射日」、「澄波」等嘉義的地標和歷史人物，卻流於

表面，感受不到深刻的文化連結。 

Wake Up 音樂祭進步的是樂團數、舞台數、入場參與活動的人次，蚵寮漁村

小搖滾進步的是在地學生的參與方式：從前兩屆跟著爸爸媽媽到場幫忙，到第三

屆主動向學校老師報名；從撿垃圾、暖場表演，到黃金時段的半小時戲劇演出，

不僅和蚵寮人交往的樂團感知到在地人才是主角，當天才到場的樂迷觀眾也看得

到蚵寮學生演出在地的故事，是正式的表演項目之一、是舞台上的主角。小搖滾

不受限於音樂祭的名稱與想像，主辦的人都是認同「蚵寮」先於「音樂祭」的，

培育學生的方式不僅是加入幕後工作，而是賦予更多元且重要的角色，培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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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不僅是因為「家鄉有個成功的活動」，更是藉此認識、認同「家鄉有著豐富

的文化」。 

蚵寮學生越區就讀的情況普遍，除了同在梓官區的梓官國中，有許多人是到

楠梓區國昌國中、右昌國中就讀，讀蚵寮國中的常被視為「放棄」。曾有調查指

出越區就讀的人數佔了 50％以上，資源分配不均、軟硬體設施比市區缺乏的印

象烙印在居民腦海中，家長不信任、學生流失，造成惡性循環（蔡昌杰，2013：

7）小搖滾提供了部分資源，但活動畢竟不是常態、而是久久舉辦一次的，經歷

了幾屆活動，蔡大哥和 Kirin 開始規畫在蚵寮經營常態的文化空間，於今（2016）

年六月剛剛開幕，也許能為地方注入更多資源，漸漸改善越區就讀的現象，提升

家長與學生對在地的認同。 

在第一屆小搖滾之後，策展團隊也開始發行地方刊物《大潮報》。雖然小搖

滾成功捲動了在地人的共同參與，但擴及範圍仍然有限，仍是以既有的人際關係

為核心，像《蚵子寮漁村紀事》片中在整補場忙碌的漁民被問到是否記得音樂會

活動，對方卻只說得出法會和烏魚節。本是想辦給在地人吹海風、看夕陽、聽音

樂，吸引到的外地人卻遠比在地人多，順哥認為活動旗幟從省道一路掛到漁港，

許多在地人不可能沒發現，只是不關心、不會參與，因此活動的理念轉向「讓外

地人感動在地人」（蔡大哥，訪談記錄，2015/01/31），也因此製作獨立刊物《大

潮報》向外分享蚵寮大小事。但活動的設計仍是以在地人為主要考量，譬如第二

屆的文創館就成功吸引到在地的長輩參與，「譬如阿公阿嬤都會載孫子去啊，載

孫子去就『啊以前我們海邊討海就是這樣抓的啦，以前沒漁港，沒漁港就是在赤

崁海邊那，若捕到烏魚就這樣拉起來……』」（順哥，訪談記錄，2015/01/31） 

三、對外效應 

小搖滾於 2012 年首度開辦，第一屆便邀請到當時還沒拿下金曲歌王頭銜的

謝銘祐，謝銘祐得知這場活動全由在地鄉親策畫發起，聲稱自己受到刺激，隔年

便召集朋友在台南安平舉辦「南吼」音樂季。「2012年 7月，謝銘祐與安平的一

群朋友參加了一場在高雄梓官，由社區自發舉辦的音樂盛會──蚵仔寮小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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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場很成功也很熱血的演唱會，從發想、申請場地、詢問路權、設計網頁及

文創產品、舉辦活動、淨灘、邀請樂團、上媒體宣傳、規劃攤商到演唱結束，一

切都由當地志工全力完成，沒有任何公部門的資源或補助。回到台南，謝銘祐便

開始構思如何在安平也舉辦一場自發性的演唱會。」（南吼音樂季 facebook，

2013/9/30） 

謝銘祐為蚵寮寫的〈海灣〉一曲歌詞寫道「故鄉 是我个愛人／愛人仔啊 是

我个故鄉……」林福清導演受到南吼音樂季的影響，以及歌詞的啟發，於 2014

年底在家鄉台南左鎮辦了一場「故鄉是我的愛人」音樂祭，召喚左鎮人返鄉。 

除了南吼與左鎮，小搖滾的網頁也出現一些被活動感動，而想為家鄉做事、

辦活動的青年詢問「怎麼做」，Kirin 總會回答對方：先回到家鄉好好生活。「如果

要把小搖滾的模式套到每一個地方，其實不一定適用。我自己的感覺是，你先回

去那個地方好好的生活，好好了解那邊的人，那邊的土地，你就會知道這邊適合

什麼樣的東西。」（江育達、吳致良，2014：82）被報導塑造為「返鄉青年」的

Kirin，其實最初只是想打理好奶奶留下來的房子，因緣際會下認識大哥們，才聊

出小搖滾這個活動。就因為先懂得在地方上好好生活，才使得小搖滾能以實作先

於企畫的方式展開，成為適合蚵寮的樣貌，而不只是複製他處的模式，長成觀光

化、和地方斷裂的突兀活動。 

安平南吼與左鎮的音樂祭雖是受到小搖滾的刺激而誕生，但亦是各自發展出

不同的模式、適合在地的樣貌，而且這「刺激」也並非醞釀活動成形的唯一因素，

譬如謝銘祐在台南生活、深耕良久，是「南吼」更重要的基礎。另外，小搖滾初

始動機和種種設計都考量「好玩」，核心人物也很單純，跟組織完備的南吼、或

將活動作為手段的左鎮不同，小搖滾不是理念先行的，反而是意外吸引了很多人

才開始思考其他的事。譬如南吼會在正式活動前辦幾場「小南吼」，在台南的廟

埕演唱並募款，左鎮則是藉由林福清導演的《不倒翁的奇幻旅程》特映會宣傳募

資，以及在現場販售手工植物染的Ｔ恤補足經費。南吼與小搖滾相互影響、感染

著，第三屆遲遲想不到舞台設計的籌備期間，在田野中我就多次聽到蔡大哥拿南

吼的活動設計做比較，認為必須用心呈現在地特色，甚至一度考慮做假波浪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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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但終究決定保持最適合蚵寮的自然模樣，讓海和蚵寮港邊日常出入的船隻

作為舞台的動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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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動起來的蚵寮 

貢寮海洋音樂祭在推動「一鄉鎮一特色」、「社區總體營造」的背景下生成，

最初的企圖是結合文化創意與地方特色，讓活動紮根於地方，同時提升貢寮的知

名度，也帶動週邊景點的觀光旅遊，促進長期的經濟效益。然而由上而下的籌畫

及決策、各項工作又大部分外包，使得居民僅僅是被告知，無法介入，參與程度

低，認同感也低。缺乏當地人的實際參與，也使得活動從未與地方的生活扣連，

總是以來客的角度設計，譬如動線及車位以觀光客為優先、每年在活動前人工回

填已流失的沙灘、短期擺攤困難造成當地人抽到攤位後普遍轉租。和全台許多節

慶一樣，吸引人潮、打響名聲的同時，看不見在地特色及文化，突顯出的是與地

方的異化關係，終究淪為「借場地」舉辦的活動。 

由下而上策畫的「在地音樂祭」，因為策展團隊是生活在當地的居民，思考

的角度會以在地出發，實際生活經驗及在地人際網絡，也得以讓活動設計過程加

入在地人的想法。然而由嘉義玩團學生組成的 Wake Up 音樂祭，雖然是在地人

發起、在地人為主的志工團隊，卻因年齡和興趣範疇受限。招攬志工時的年齡限

制是因想向下紮根、培養學生，卻使活動仍是「年輕人專屬」的氣氛，不像小搖

滾讓路過的居民、老人佇足都不覺尷尬；且規模擴大、參演樂團遍及各國，似乎

漸漸走向以音樂交流為重的音樂祭類型，在專業化和登記公司後，更偏向「嘉義

也可以辦大型音樂祭」，而非創造出「嘉義特色的音樂祭」。儘管音樂祭成功成為

嘉義玩團學生的驕傲，其中人員帶著對嘉義的在地認同，但活動本身似乎像品牌

化的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一樣，易地到海外也能舉辦。 

蚵寮漁村小搖滾與在地的連結，包含外在可視的意象及特徵、內在動員的人

力和方式、活動舞台展演的項目，活動不但是由在地人所組織策畫，更因為這群

人對在地的熱愛與了解，在過程中自然融入了在地的生活、文化、價值觀，促使

整體氣氛非常貼近在地，即使是初訪的觀眾也能感受活動與在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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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可視的在地特徵設計，從「蚵寮漁村小搖滾」的命名開始，儘管策展的

核心人員皆非從事漁業，但蚵寮長期以漁業為主要產業，濱海的地理位置船隻停

泊，日常的生活環境仍能感覺到這裡是漁村，親朋好友中也多半有曾經出海的人。

活動名展現了對漁村的認同，活動的 logo「浮球人」靈感也取自能讓漁網維持不

沉的浮球，是漁村常見的工具；第一屆剪接海產、漁船、漁網、廟宇的宣傳片，

以及第二屆使用漁船作為舞台背景，都是漁村生活具體可見的事物。 

內在動員的人力和過程是現場觀眾不知道的，但卻感覺得到。作為社區中的

「多場域行動者」，蔡大哥串連起在地中小企業老闆和蚵寮國中小志工，因為中

小企業主及學校家長會長的身分，順利動員在地的人力與財力投入支援，也由於

長期的情感與合作基礎，讓所有人都能提供意見，介入活動策畫，不僅「幫忙」，

更當成「自己的事」。因為發起人是音樂圈外的中壯年齡層，而志工主要來源是

學校家長會，從核心擴散出去便形成「爸爸媽媽帶著自己父母及小孩參與」，主

辦團隊跨越不同年齡層，也不限於興趣取向的樂迷身分聚集，跨越年齡、興趣的

在地動員，形成強大的渲染力，促使現場觀眾不局限於專程前往的樂迷，同時包

括穿著居家出來散步的居民、牽著小孩的爸爸媽媽、騎單車路過的老人……都很

自然地停留湊熱鬧，不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籌備過程中幾次關鍵決策透過「擲

筊」決定，也看出活動主要考量的不是金錢損益或外來遊客、樂迷，而是在地的

認同──無論在地居民是否到場參與。這也並非刻意而為，是生活於此的居民共

同擁有的文化、習俗，以及一直以來對神明的信賴與尊重。 

另一方面，活動主持美秀姊也主導了活動的在地氣氛，不僅做足功課將樂團

介紹給在地人，也依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將蚵寮介紹給其他觀眾，邀請觀眾看海看

夕陽、凝神聽海浪聲、認識蚵寮的美景與文化，並且數度提醒大家不亂丟垃圾。

因為是生活於此的在地人，小搖滾的精神是關心與分享這個地方的，如大姊說的

「像自己家辦喜事」那般歡迎來客，而非追求更多的消費人潮；希望大家認識的

是此地原本的環境與文化、放鬆享受，因此不會像貢寮海洋音樂祭刻意製造人工

沙灘，也會不斷強調共同維護整潔。 

活動舞台的節目每屆都有蚵寮學生的表演，學生在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也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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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更吃重，從最初僅跟著家長被動幫忙，到主動報名擔任志工，再成為與樂團平

行的舞台主角。雖然核心決策者是蔡大哥、Kirin 等人，但權力是開放的，第一屆

的舞蹈表演是學生主動組織，第三屆的戲劇表演劇本由學生自行編寫；而差事劇

團的引導與訓練方式，是讓素人自行講述自己的故事，因此戲劇的內容即是向觀

眾介紹在地文化，學生也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更加認識自己的家鄉，從認識到演

出的經歷，也是學生自我培力的過程，不僅提升自信，更認同在地。 

當愈來愈多的音樂祭出現，即使是專業的策展人也意識到地方特色的重要，

大港開唱團隊的奧古曾說：「音樂節光講音樂的話都差不多，我在那邊看團，或

在這邊看團，感覺其實都一樣，重點是音樂節的氛圍和到那邊怎麼去享受那個地

方，才是我們帶給粉絲音樂之外的東西。」（Peas Lin，吹音樂 2015/03/31）蚵寮

漁村小搖滾的組成，不僅人員是在地居民，更在各面向都融入了在地的生活、文

化、價值觀，因此成就出無法複製到他處，徹底在地化的音樂祭。 

小搖滾的成功亦彰顯出，活動的主題並不是「在地」與否的關鍵。烏魚、海

鮮雖然與在地產業習習相關，但政府舉辦的烏魚節、海鮮節卻只流於表面形式，

各地區的農漁產節慶活動極其相似，目的只在行銷在地特產，未做出文化特色，

甚至連遊客都批評像在逛一般夜市；太強調活動帶來外地的觀光人潮，缺乏在地

的凝聚與培力，使得活動既空洞又得不到認同。不像產業文化具體與生活形態連

結，沒有「盛產音樂」的城市鄉鎮，但音樂文化、創作養分即蘊藏於生活中，小

搖滾是從生活中自然長出的活動，一場音樂會就像一場烤肉趴、社區聯歡活動，

儘管盛大，對居民而言即是生活的一部分。 

至於小搖滾為什麼是在蚵寮發生並且推動順利？ 

「林老師說跑到蚵寮的我是異類台北人，很多台北人是離不開台北的，大夥

說起自己住慣南部也受不了台北的窄小，順哥又說像是平常會相招吃飯，在台北

會被認為：有什麼目的？」（田野筆記，2015/02/09）不同於城市中人際疏離，

在田野經驗中，大部分的蚵寮人都是熱情、爽快、和彼此靠近，不需找特別理由、

有明確目的才互相拜訪，無論是在順哥家或美秀姊店裡，都時常見到前來串門子



 

76 

泡茶聊天的朋友。這種「人情味」一部分是傳統房舍的貼近減少防備與隔閡，無

論三合院或透天厝，都容易跟鄰居接觸、認識；另一方面可能因為此地少有新遷

入戶，和人口流動頻繁的都市不同，大部分居民是從出生就在蚵仔寮，且人際網

絡緊密，任意兩人很容易因親戚、同學、姻親、鄰居等關係而連結。社區中的居

民原本就情感熱絡，且主事者蔡大哥與志工團有多次活動合作經驗，家長會、志

工團的活動早就不局限於校內的綠美化、圖書館整理等服務，而是包括了跨年晚

會等更多元的項目，這樣的基礎促使人力的動員與對活動的認同順利展開。 

平時的活動經驗，以及蚵寮濱海、可以看見夕陽的環境，加上對烏魚節的反

思，讓更生活化的「搧海風、聽音樂」活動構想早在蔡大哥心中醞釀，再因 Kirin

的出現促使小搖滾成形。無論是蚵寮國中小家長會志工群，或愛心書桌、議善園

等在地小老闆做公益的非正式組織，因為這些社區內的人際關係與合作基礎，讓

蚵寮透過小搖滾更盛大地動了起來，也因為目的不在於吸引觀光人潮，使得活動

設計自然貼近在地，每個人的態度也都是為了自己要享受的活動熱心參與。小搖

滾的成功是基於長期的在地生活、情感與合作，加上發起人蔡大哥串連起社區中

各次場域的人力與資源，因為這些日常的累積，發展、創造出更盛大仍具備在地

特色的活動。 

小搖滾的成功使許多人好奇，這一個成功的活動為當地帶來了什麼變化、回

到蚵寮的人是否變多？嘉榮在嘉義紀錄片影展映後曾經回應：「其實沒有那麼偉

大，我覺得大家都有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想像。其實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就像生活

辦了一個烤肉會一樣，結束還是過生活。」（田野筆記，2015/03/22）曾有網路

媒體評論認為，小搖滾應該定位為階段性的宣傳行銷活動、無法成為能夠留住年

輕人的經濟來源（賈培德，2015），然而小搖滾並沒有召喚青年返鄉、人才回流

的宏願，官方簡介中的「號召外鄉遊子親友返鄉同樂」28重點在於「同樂」。小

搖滾舉辦後主要改變的，可能是在地居民對這個地區的認同與自信，尤其第三屆

舞台劇演出的訓練後，蚵寮國中學生明確說出「要多一點我們在地人的文化，畢

竟這是我們自己蚵寮主辦的活動，應該要多一點我們自己的特色。」、「如果這個

                                                      
28

 活動專頁上的「活動主旨」：促進蚵寮民眾聯誼，號召外鄉遊子親友返鄉同樂，歡迎邀請外地

朋友共襄盛舉，凝聚地方向心力，喚起對家鄉蚵寮的認同感，強調地方發展及特色。

http://www.facebook.com/smalloysterrock/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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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見了，那我們也可能會忘記說，這裡原本是什麼地方，到底是在做什麼。」

29透露出的不僅是對活動的認同與驕傲，更是珍視蚵寮在地文化，而舞台劇的實

作經驗，也鼓勵了原本就對表演有興趣的學生到藝校發展。 

第二節 在地與搖滾的轉譯 

一、搖滾精神 

爬梳搖滾的歷史，可以了解到「搖滾」所定義的樂風不斷在改變，與說視搖

滾是某種樂風，毋寧說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其反覆被強調的核心精神在於反

叛、DIY、以及原真性。 

從烏茲塔克音樂節開始，搖滾音樂祭已發展將近半世紀，台灣的音樂祭也開

展了二十年，成熟穩定的同時形式也愈來愈僵化，愈來愈為商業所收編，搖滾精

神逐漸喪失。各音樂祭發起之初多半符合 DIY 音樂祭的定義，從內容規畫到經費

籌措皆由發起團隊自行承擔，然而擴大規模並定期舉辦後，主辦單位通常成立公

司、或是接受政府及商業贊助以維持永續性，譬如海洋音樂祭和 Simple Life 簡單

生活節的活動現場飄揚各企業宣傳旗幟，總令樂迷質疑其獨立性、或認為商業利

潤的追求已凌駕於音樂本質之上。蚵寮漁村小搖滾的經濟來源完全獨立，不依賴

政府補助、也不是互惠好處的商業贊助，除了在地以蔡大哥和順哥為中心的小老

闆出錢，募資的對象全是透過原本就存在的人際關係，是平時商業往來的朋友及

客戶，不需要單據和支出明細、不接受不認識的人熱心捐款，純粹基於彼此的信

任與認同。「原真性」不必然與「商業化」對立，重點在於過程中是否因利益造

成扭曲、妥協、虛偽；以信任為基礎的資金獨立性，確保活動不受特定對象的干

預，募資反而是邀請朋友參與活動的一種形式。 

正由於在地鄉親非活動專業、無音樂祭參與經驗，小搖滾的形式不受限於固

著想像，從宣傳短片、舞台設計、到演出節目，無計畫性地接受與包容各種想法、

加入在地學生的多元演出，其間動員和主導的人力都是在地居民。乍看與搖滾不

                                                      
29

 施合峰、陳惠萍（2015）。離岸堤【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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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的小漁村，策畫的過程卻完全符合搖滾基本精神。 

二、在地與搖滾 

蔡大哥說自己是「看人不看音樂」，在邀請樂團時參照的標準不是樂風與名

氣，常常是因看起來「會喝」、覺得「會合」；而願意接受微薄車馬費，只聽到有

酒或者在地居民自辦便前來相挺的樂團，也是「看人不看錢」，是因認同而參與

支持。小搖滾並不精心挑揀演出風格好像比較適合漁村、海港的樂團，而是在邀

請過程中，因為氣味相近的符碼、不以價碼為誠意的共識自然篩選，最後聚集到

蚵寮的便是一群草根氣息濃厚，關懷土地與社會，性格相似的人。「地方音樂祭」

是為在地而舉辦，不是以音樂交流為目的，儘管大部分到場的樂迷是為樂團而來，

但活動精神不是以演出者為核心，三屆都參與演出的阿飛西雅樂手小花便說過：

「我認為我們這些樂團是來 support，是來支持蚵仔寮，我們不是主角，蚵仔寮

的鄉親才是主角，我們只是來助興而已。30」 

蚵寮人對待樂團的方式也同於對待朋友，不同於官方舉辦的烏魚節，邀請與

受邀演出的兩造僅透過金錢，形成短暫的契約，蔡大哥和 Kirin 都不希望樂團只

是來表演完就走，而是希望他們能跟蚵仔寮有交流、認識這個地方與人，因此透

過小場的熱身表演、樂手環島的停留站、平時的相互拜訪及吃飯聚會，許多樂團

和蚵寮有了更深的認識與情感。 

每一屆活動成長變化的過程，也看出這些聚集到蚵寮的人之相似性：謝銘祐

從棒球選手謝佳賢的《後一粒好球》開始製作素人專輯，讓素人親自演唱自己的

故事；差事劇團做民眾劇場，帶領素人自行發展劇本、演出自己的故事；蚵寮人

不必事先調查音樂祭該有怎樣的形式、該如何舉辦，他們就以 DIY 的方式呈現自

己覺得應該要是的樣子。 

在地如何搖滾？對蚵寮人而言，小搖滾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然發展出來

的活動，即使聲名大噪也沒有定期舉辦的壓力。不若其他音樂祭，無論是商業化

                                                      
30

 吳昀庭、葉思妤、林立婷（2014）。2014 高雄蚵寮漁村小搖滾紀實「滿勝益」【紀錄片】。世新

大學新聞系畢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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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政治目的的、或地方音樂祭，除非遇到天災或經濟窘迫，都會固定舉辦的

頻率，以免樂迷的期待落空；連續兩年在 228 連假舉辦的小搖滾，2016 年沒有

活動，但並不是「停辦」，只是這群人保持著原來的隨性，等待某日飯後酒後靈

感湧現，又會自然地聊出第四屆。 

最初 Kirin 就不是特意懷抱企畫活動、改變蚵寮的理想返鄉，而是因為親戚

與房舍仍在所以回到蚵寮，因為認識了蔡大哥、順哥等在地的朋友，所以留下來，

小搖滾便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累積、發展成形的。儘管盛大到出乎在地人預料，

成功到吸引外地人與媒體的注意，本質上仍是屬於社區活動的一部分。 

而搖滾如何在地？和蚵寮產生情感連結，願意融入這裡生活的樂團，也汲取

這裡的養分成為靈感，加入音樂表演與創作之中，譬如謝銘祐為蚵寮所寫的三首

歌，就是在雙方認識、交流後，寫入蚵寮生活的作品。創作本就取材自實在的生

活，而不僅止於遙遠的想像，小搖滾讓「搖滾」進入「社區」之中，互相給予養

分。 

在楊弘任（2014）書寫屏東林邊的研究中，「文化轉譯」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農學博士的實驗與農民的實作經驗互相回饋交流、政治人物和在地師傅互相汲取

水文知識及環保運動的經驗，外來專家和在地居民「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

趣」，達成有效的溝通與共識。但在蚵寮的經驗中，整個活動就是在地人自行發

起與策畫的，雖然是 Kirin 將樂團、音樂祭引入社區，但邀請名單幾乎全是以人

際關係相連，而且活動肇始便是與蔡大哥有共識；而對於核心團隊或廣大志工來

說，音樂祭無異於烤肉趴，不需費心解釋才讓大家願意協助。我想，「蚵寮漁村

小搖滾」本身，即是一文化轉譯機制。因為受邀的樂團和蚵寮的策展團隊，雙方

都不以「花錢請來表演」的對價關係看待彼此，而是透過吃飯、喝酒、同住、小

場演出互相認識，外來的樂團和在地的鄉親在小搖滾中直接且平等地交流，搖滾

和社區的文化轉譯就透過活動達成。 

音樂祭的舉辦本身是文化轉譯機制，因為原本就是在地人發起和策畫，不是

專業的單位主導，因此接納與理解並不是出現在「活動應當如何策畫」的溝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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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社區在地文化及樂團搖滾文化，因為小搖滾產生了交流，樂團不只將蚵寮視

作表演場地，蚵寮人也享受不曾接觸的音樂文化所帶來的樂趣，雙方在小搖滾的

實作過程中互相認識、了解。同樣具備對這塊土地的關愛，經過與樂團的認識，

也讓沒有社運經驗的蚵寮鄉親接觸到範疇更廣的議題，並進一步參與支持，譬如

在巴奈的非核家園巡演（2013/10/01）之後，廢核行腳晚會（2013/11/04）也到

蚵寮舉行，隔年更到高雄市區凹子底公園參與反核遊行（2014/03/08）；而在地

的文化及生活也影響著樂團的表演及創作，如謝銘祐為蚵寮寫的歌，以及他聲稱

受到刺激而返回台南開辦的「南吼」音樂祭。 

樂團的社運經驗及外來眼光讓在地人注意到環境的變遷，而第一屆小搖滾舉

辦後吸引到嘉榮、合峰導演的加入，也使活動的文化意涵更加厚實而具體，活動

的層次從吹海風、聽音樂，分享家鄉的美，提升到在地文化的尋找與保存。活動

開始提出希望軍方還給居民部分沙灘的訴求，開始加入陳設老照片及畫作的文創

館，進一步將大哥懷念的牽罟景象，落實為學生介紹在地風景及傳統漁法的舞台

劇。社區原有的基礎促成小搖滾的發生，外地人視為特殊事件的小搖滾其實是社

區活動的一部分；而這項活動因為樂團、樂迷等眾多外地人的參與及回饋，在交

流中漸漸使社區和活動本身產生變化，也形成在地人的培力，在活動結束後更加

認識與認同蚵寮這個地方。 

另一方面，蔡大哥作為在地的「多場域行動者」，串連了在地的小老闆出資

與參與，也動員了蚵寮國中小家長會的志工團，雖然成功捲動了在地人的共同參

與，但擴及範圍仍然有限，還未讓整個社區徹底動起來；活動的種種「進化」也

召喚同樣居於蚵寮，但在策展團隊人際關係之外的居民，譬如第二屆參與活動的

長輩，指著文創館展出的照片向孫子講述蚵寮的歷史。小搖滾創造了一個在地與

外界的交流機會，活動的開放性也帶來社區裡文化轉譯的可能，然而短期的活動

效果有限，小搖滾團隊今年（2016）新開設的空間「意滿漁」，從店的命名到室

內裝潢都以「漁船」意象為發想，開幕一個多月已有農村武裝青年、謝銘祐、最

後大浪等幾場熟識朋友的樂團演出，或許還能延續小搖滾的價值，慢慢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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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反思 

蚵寮漁村小搖滾的發起與成形並不是依靠定時開會，而是在日常的吃飯、聚

會、閒聊中發生，因此我認為要親自看到這個內部過程，才能較清楚地理解、分

析。但「參與觀察」這個研究方法，最矛盾也最難以拿捏的便是研究者的介入程

度，第三屆活動前住在蚵寮田野這段時間，熱情好客的大哥大姊們邀請我加入每

一場飯局、每一次活動，都不僅僅是為協助我的研究，更是將我視為朋友以及團

隊的一分子。我想著讓事件自然發生，我從旁觀察、不主動提意見，但某日飯後

蔡大哥突然認真「訓話」起來，談及當前活動進度似乎落後、文宣品宣傳片等都

無聲無息，我也一起被念，甚至點名分配我可以幫忙哪些工作。 

另一方面，我心中也一直存在著自己在「利用」研究對象完成學位論文的焦

慮，為著有目的地認識蚵寮人這點不安很久，而且不同於合峰導演，學位論文不

像紀錄片可以讓鄉親共同欣賞作為回饋、能夠向較遠的地方傳播。但轉個角度想，

就像拍謝少年、謝銘祐、農村武裝青年，也是受邀演出才跟大家認識，並不是本

來就想認識大家或原本就是朋友，小搖滾是促成這些關係的媒介，同樣的事情好

壞都在於人。譬如大愛電視台的珮舒、黃導，在節目拍攝之餘也成為蚵寮的朋友；

但同樣為拍節目而來的他台主持人，卻是攝影機一關就臭臉、不做功課又為節目

效果做一堆要求，並不真正想認識蚵寮、享受活動。我已帶著誠意前來，但是既

想幫忙、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又該介入多少，並且擔憂著過於武斷的分析是

我的自以為是，導致寫作擱置多時。 

在「研究者」身分之外，我自身的性格也造成相處上的彆扭：我慣性孤僻、

話少、總努力降低團體中的存在感、不易表露情緒、又是客氣的都市人，似乎不

適合研究所需的「參與觀察法」，如此自覺的同時仍舊放不開，更形焦慮。在籌

備期間，Kirin 曾說覺得我還只是在旁觀，沒有加入；直到活動結束，蔡大哥還特

別把我抓出來說「這麼閉俗，大哥都不知道怎麼辦」。我明白蚵寮人的真誠與熱

情，也深受感動，就連只在國中排戲時見過一次的志工媽媽，在小熊屋巧遇時其

中一位沒認出我，另一位說「是培伶啦！」彷彿很熟，徹底與都市中容易覺得「跟

你很熟嗎」的反應相反；我也知道大哥大姊們的款待絕非客套，卻無法在現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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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並且我不會騎車、不擅喝酒，每每麻煩別人而無以回饋，「不好意思」的情

緒持續蓋過大方的接受與感謝。 

在自我反思的過程中發現，我慣於一個人吃飯，即使要約人大概都不會約成

大團，選擇的店也通常會是各吃各的餐點，這是我習慣的聚會模式。大哥們的聚

會模式則是人多、熱鬧、合菜、熱炒、喝酒，和蚵寮最好的拍謝少年也是這樣的，

樂團自介「以井上雄彥為精神導師，熱炒攤為後援補給」31、選在羊肉爐店辦 live

演出，比起文青喜愛的咖啡廳，還是熱炒店對味。我並不討厭這些元素，也真心

喜歡這些人，但我生長的環境、教育、背景就是將我養成性格完全迥異的人，很

難在短期內改變。我在田野中卻無法接納這樣的自己，又沒辦法變成我理想的樣

子，矛盾的情緒反而使我更緊繃，蚵寮人愈大方熱情我愈誠惶誠恐、想表達感謝

卻說不出口、覺得自己帶著目的而來滿是不自在。 

我與這裡截然不同，究竟是什麼吸引我來到此地、做此研究？ 

這裡的一切動機、行為都太單純直接了。第一屆覺得吹海風喝咖啡聽音樂舒

適愜意於是發起──結果吸引到一堆外地樂迷；第二屆覺得好玩所以拍了宣傳片

──結果爆紅上新聞；選團是看相中「這個會喝」不是有不有名──然後會喝的

謝銘祐得了金曲獎。起初我對小搖滾最好奇的是，不認識半個樂團的鄉親為何對

音樂類型如此包容？在接觸、認識這些人之後明白，如同大哥說過自己「看人不

看音樂」，這不是交朋友的必要條件。 

小搖滾的價值不在於活動如何安排設計、致使大量人潮湧入、分析其中策略

好讓其他音樂祭效仿，而是如拍謝少年團員維尼所說：「本來樂團就是會被樂迷

擁抱的，這是無庸置疑。但是我在那邊我看到，台灣社會是可以擁抱樂團的。但

是一定不是每個社區都可以這樣，所以在我心中，他們是模範社區。」（維尼，

2014/05/21）這開闊的胸襟與單純的熱情，讓蚵寮包容諸多陌生元素與各種差異，

也是蚵寮吸引所有人的地方。我受到此般特質吸引，卻執意自己必須變成某種樣

子才適合這裡，反而繞了遠路、將事情複雜化了。 

                                                      
31

 拍謝少年官方樂團介紹：http://www.facebook.com/sorryyoutht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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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性格與彆扭也致使訪談未擴及一般活動參與者、蚵寮國中學生、其他

在地人，僅局限在主要策展成員。此外，由於自身參與「地方」型音樂祭的經驗

不足、也尚未有足夠文獻了解，加上論點需要聚焦，因此未系統性比較新興的地

方音樂祭，或許是未來研究可發展的方向。 

當書寫分析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分文本，難度和壓力提高，惟恐

自己輕率地下了價值判斷，但過程中思考與獲得的也更多。我是一位研究者、都

市人、性格安靜而孤僻，此篇論文僅代表我所認識的蚵寮漁村小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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