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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臺灣、巍巍立海中間 
－－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沈 冬 Shen, Tung 
2013年6月27日 

「戰爭與文化政治」工作坊 
海德堡大學 



研究背景 

總計畫：戰爭、動亂及其後－－近現代
歷史暴力與社會文化轉型的跨領域研究  

子計畫：浪漫與現實的交會－－戰後臺
灣國語流行歌曲的情感想像與歷史敘事 

研究重點：周藍萍與四海唱片 



報告大綱 

前言－－研究概況 

好像葉飄零，又像雲飄蕩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低吟〈綠島小夜曲〉 

  －－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永懷〈家在山那邊〉 

  －－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前言 

1971年周藍萍逝世，立法
委員趙惠謨以周藍萍最著
名的兩首歌曲作為輓聯。 

今日看來，代表周藍萍的
「臺灣想像」與「中國情
結」兩種音樂創作路向。 

本文討論其作品中的「臺
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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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況 

周藍萍（1926-1971） 

大陸－臺灣－香港 

創作數百首電影歌曲及流行歌曲，
如〈綠島小夜曲〉、〈願嫁漢家
郎〉 

為數十部電影配樂作曲，包括黃
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 

逝世42年，首次有學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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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周藍萍先生長女周揚明提供家藏資料，包括
手稿資料與唱片200 餘件、照片1600 多張、
金馬獎獎座、獎牌、文物等 

周藍萍長期合作的「四海唱片」創辦人廖乾
元先生提供所有四海唱片資料，包括四海唱
片350 張、歌本曲譜170 件，及版權資料與執
照160 多件。 

在本人安排下，四海唱片所有資料捐贈臺大
圖書館，永久典藏，與周藍萍家藏資料一起
進行數位化。 

 



研究概況 

目前紙本資料均已全部數位化。350張唱片已
完成3600數位音樂檔。 

辦理「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海唱片贈藏
展」，2012.12.14 – 2013.3.17 

3D 線上展覽 

三場唱片音樂會、一場經典歌曲演唱會 

四場電影欣賞會：《金色年代》、《王哥柳
哥遊臺灣》、《龍山寺之戀》、《梁山伯與
祝英台》 

出版《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海唱片》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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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有關周藍萍 

姓周，名藍萍 

生年：1918、1922、1924、1925、1926 

真相： 

楊氏子弟，小名「小谷」 

生於民國15年（1926） 

湖南湘鄉人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1941 重慶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第
三期，國立音專，專攻男高音 

 
19410312《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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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1949年移居台灣、參與《阿里山風雲》
演出及音樂，片中名曲為〈高山青〉 
1950年11月籌組「自由中國克難劇藝社」
以及「自由中國業餘合唱團」，時任
「國防部技術總隊雷鳴劇團音樂指導」  
1951 社會教育運動週發表《鄭成功大合
唱》 
1952 進入中國廣播公司音樂組，擔任特
約歌詠指導，積極參與音樂活動 
1954 創作〈綠島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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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1962 離臺赴港，加入邵氏電影公司 
1963 以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
獲得亞太影展、金馬獎最佳音樂。 此後
擔任《七仙女》 、《花木蘭》、 《黑森
林》、 《大醉俠》、 《狀元及第》等數
十部電影作曲及配樂。 
1968《水上人家》、1969《路客與刀客》
金馬獎最佳音樂  
1971 辭世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19500627《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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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0420 

《聯合報》 
19530905《中央日報》 





 

19630518《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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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表演 

指導學校合唱團 

 

 

創作 

國樂 

大合唱 

歌舞劇 

廣播劇 

電影配樂 

流行歌曲 

灌錄唱片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表演： 

女高音黃月
蓮與男高音
周藍萍合唱
「乾杯之歌
」（選自歌
劇「茶花女
」）  

19550102《聯合報》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創作：國樂 

選用國樂中十
八種不同音色
的樂器，作十
次以上的變奏
，顯得陣容強
大花樣新穎。  

19570707 

《聯合報》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19511115《聯合報》 

創作： 

大合唱 

悲涼肅穆，
描繪出民族
的血淚和磅
礴正氣。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音樂成就 

 

廣播劇配樂作曲 

19590715《聯合報》 

創作歌劇 

19570103 

《聯合報》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電影配樂 

1958《王哥柳哥遊臺灣》 



 

電影作曲 

《水擺夷之戀》 

1958年 



 

電影配樂 

《馬車夫之戀》 

1956年 



電影配樂布袋戲 

《西遊記》豬八
戒招親） 

19581119 

《中國時報》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台灣影圈中最「篤定」賺錢
的人，是作曲家周藍萍。目
前凡是在台灣出品的國台語
影片幾乎都找他擔任配音工
作，平均每年他為廿部以上
的新片配樂，每部片子配音
費一萬元。目前：「懸崖」
「永結同心」和「豔福齊天
」三部片子的配樂和作曲也
都是他。他不禁喊出「吃不
完」的話。  

19590222《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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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中央日報》199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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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民國四十三年的一個仲夏夜，同住在中國廣播公司
仁愛路單身宿舍的周藍萍與潘英傑，在閒談中聊到
創作流行歌曲的興趣，當時兩人均在中廣音樂組工
作，對音樂都有一分癡狂。素喜文學、詩詞的潘英
傑建議以「抒情優美取勝」的小夜曲來作一首曲子，
一定可以打動大家的心。第二天，潘英傑就把抵台
數年的觀感融於歌詞中，交給周藍萍。正處熱戀的
周藍萍，立刻有深獲我心之感，頃刻就譜出了「綠
島小夜曲」。（張夢瑞19950515《聯合報》第34版）  

「這我送給李慧倫的啊，他就輕 

描淡寫地帶過。」（李慧倫好友 

陳福珍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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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商標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四海創辦人廖乾元先生 



臺灣時期的周藍萍 

 

錄製唱片 

均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 

根據《聯合報》 《徵信新聞
報》（《中時》前身） 



周藍萍的臺灣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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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一、歌詞頌讚臺灣風物 

〈臺灣頌〉（1961） 

愛臺灣，巍巍立海中間。四周圍波濤湧
起，儼然環向高攀。淡江清，支分眾脈
；阿里聳，領導群山。四季花香，一年
菓好，稻粱甘美物資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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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美麗的寶島〉 

啊！美麗的寶島，人間的天堂，四季如
春呀，冬暖夏涼，聖地呀好風光。阿里
山，日月潭，花呀花蓮港，椰子樹，高
蒼蒼，鳳梨黃呀，香蕉香。啊！美麗的
寶島，人間的天堂，四季如春呀，冬暖
夏涼，觀光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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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臺灣風光〉：名冠全省嘉義吳鳳廟呀
喂，……北港名勝首推媽祖廟呀喂，
……遠東大橋首屬西螺橋呀喂，……八
卦山下綠樹相環繞呀喂，日月潭畔湖光
山色好呀喂…… 

〈南海情歌〉：椰樹長在那個高山上，
藤兒生在那個椰樹旁。 ……香蕉長在那
個高山上，菠蘿生在那個蕉樹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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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狂歡舞曲〉：滿田呀滿地呀都是米糧，
滿山呀滿野呀都是牛羊，我們要大家來
歌唱。謝天呀謝地呀謝太陽，我們要大
家來歌唱。 

〈綠島小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在
月夜裡搖呀搖。姑娘喲，妳也在我的心
海裡飄呀飄。 

2013/6/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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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0429《聯合報》 

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出人頭地〉 

那個不想出人頭地？說起來簡單，做起
來不易。……哎喲！朋友，你有沒有自
私自利？哎喲！朋友，你有沒有自暴自
棄？哎喲！朋友，你有沒有盡心盡力？
不努力怎會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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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趕路歌〉：從前的山路窄又小喲，艱
險好似獨木橋，現在的大路平又好喲，
條條賽過陽關道。……苦難的年月走盡
了，前面就是光明道……齊心重把家園
造，齊心重把家園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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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二、旋律借用臺灣歌謠 

閩南歌謠： 

〈臺灣風光〉－〈留傘調〉 

〈儍瓜和野丫頭〉－〈卜卦調〉 

〈臺灣扭扭舞曲〉－〈桃花過渡〉 

〈兩相好〉、〈洞房夜曲〉－宜蘭〈丟
丟銅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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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客家歌謠： 

〈小妞情歌〉－客家〈落水調〉 

臺語流行歌曲： 

〈苦盡甘來〉－蘇桐〈農村曲〉 

〈手彈琵琶歌一曲〉－鄧雨賢〈望春風〉 

〈我是山地小姑娘〉－〈蕃社の娘〉 

〈月光小夜曲〉－古賀政男〈サヨンの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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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三、素材取自臺灣歌謠 

〈南海情歌〉－〈新都馬調〉，速度加
快，A段四句延伸出B段六句 

〈狂歡舞曲〉－泰雅族歌謠，採用「模
進」（sequence）作曲手法 

〈回想曲〉，分節歌，節拍為「恰恰」
，曲調吸納了〈草螟弄雞公〉的音型， 

2013/6/3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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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表象而制式的臺灣： 

阿里山、日月潭、淡水河；海洋、椰子樹
、老藤；香蕉、鳳梨，…… 

大陸生活觀點 

〈狂歡舞曲〉：滿山呀滿野呀都是牛羊 

〈南海情歌〉：男耕女織樂逍遙 

不考慮原來歌謠的情境逕自取用。 

名之為「臺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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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五０年代是反共藝文盛行的時代，藝文
界人士高舉「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
完成反共復國任務」大旗。 

反共文學的創作總量不下於七千萬字，
書寫故國河山、戰亂流離為主流。 

陳紀瀅《荻村傳》（1951）、潘人木《
蓮漪表妹》（1952）、潘壘《紅河三部
曲》（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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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周藍萍出身重慶「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
訓練班」，團長為蔣介石。 

與反共藝文領導者交遊： 

張道藩為中廣公司董事長，周藍萍則是中
廣員工。 

陳紀瀅原著《音容劫》電影由周藍萍配樂 

潘壘導演《金色年代》電影由周藍萍配樂
作曲，兩人私交甚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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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身為1949年移居臺灣的外省退伍軍人，
周藍萍是「愛臺歌曲」最早的創作者 

周藍萍有能力運用臺灣音樂： 

參與電影配樂而熟悉臺灣戲曲歌謠， 

指導山地文化工作隊而採集原住民歌謠 

周藍萍密切交往的朋友－－李行、楊秉
忠、白克……，對於描寫臺灣均有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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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五０年代，廖乾元邀請周藍萍規畫國語
流行歌曲唱片，共識為突顯臺灣特色。 

周藍萍是唱片實際製作人 

周藍萍是音樂團隊中聲名最高的一位，
是歌曲創作錄製相關事務的發想者，由
他決定了歌曲內容，詞人再據以撰寫。 

〈美麗的寶島〉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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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由反共到愛臺 

反共文學被視為「傷痕文學」，個人的
生離死別，家國飄搖、前途憂疑盡付諸
筆下。周藍萍「愛臺歌曲」與反共文學
可謂一體兩面，都是源自於戰亂的「傷
痕」。反共文學正面書寫生命的斑斑血
淚，「愛臺歌曲」則是背面傅粉，強調
江山殘破後難得的一方樂土，必須珍惜
呵護，奮發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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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愛臺歌曲厭棄戰爭 

〈綠島小夜曲〉以「綠」字象徵新生，
營造純美愛情世界，隱含對戰爭的厭棄
，在戰後的漂泊歲月裡，期盼著愛情的
滋潤，寄寓了男婚女嫁、生兒育女的美
好願景。這是「傷痕」漸癒，對於新的
「樂園」的構築與想像。 

〈南海風光〉、〈明媒正娶〉、 〈儍瓜
和野丫頭〉、 〈臺灣風光〉 2013/6/30 56 



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愛臺歌曲與族群、語言 

毫無疑問，這類歌曲有助於族群及語言
的交流 

本省人熟悉的旋律增加了唱片銷售 

〈綠島小夜曲〉成為臺語廣播節目觀眾
票選冠軍 

〈美麗的寶島〉選入音樂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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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想像與反共懷鄉 

愛臺歌曲、國家、個人 

周藍萍成長於戰亂之中，單身來臺，籍貫、
生年、姓名都已失落，特別期待家庭的溫暖
。臺灣給了他安身立命的希望，所以熱情歌
詠。 《五對佳偶》 

音樂研究者每每將五０年代藝文氛圍簡化為
國家威權體制，認為所有歌曲創作都是音樂
家受制於黨國威權的行為。周藍萍的「臺灣
想像」先行於反共藝文潮流，也非黨國主導

，突破了制式思考。 2013/6/3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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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戰後來臺作曲家的兩個創作路向：中國情結
與臺灣想像 

本文由歌曲中的歌詞、旋律借用、素材吸收
等方面探究周藍萍歌曲中的臺灣想像。也由
周藍萍的背景、交遊、唱片製作過程等分析
他何以能成就臺灣想像。 

抗日－反共－愛臺 

周藍萍的愛臺灣歌曲，實為反共文學、戰爭
創傷的一體兩面。 

國家仍以反共為主，個人萌生愛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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