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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始終未曾忘懷那個充滿勇氣、熱情、關懷和希望的年代，一個音

樂創作者或許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危機，但卻可以藉由創作反映一

個年代的心情故事，當時我們創作的所謂『新台語歌』，源於對台灣本

土原創音樂的認同，無關語言的屏障，而是來自市井小民真正的生活

聲音，是獨一無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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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台語曲風的陳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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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為歌手、詞曲創作者、作家和音樂製作人，陳昇以獨創性、頹廢

感、多樣化，建立屬於個人的音樂及文字風格，然而，當人們高唱

一首首「昇式情歌」，或跟著陳昇演唱會跑時，一定忍不住感到好奇，到

底陳昇的腦子裡藏著什麼，能夠創造出這麼特別的作品與演出？

陳昇進入歌壇，初始在唱片公司擔任音樂製片，後來自己也想唱歌，

在錄音室老闆支持下，即使面臨連房租都繳不出來的窘境，仍咬緊牙根完

成生平第一張唱片，就這麼始料未及的當上了歌星。誠如陳昇在第一張唱

片的slogan所說的：「如果你們認為我有一點怪，那是因為我太真實。」

這就是陳昇。多年來始終保持一顆坦率真誠的心，及與眾不同的音樂與行

事風格。

離鄉背井 實現抱負

陳昇，本名陳志昇，1958年出生於彰化縣溪洲鄉。常於放學後，躺在

稻田裡，看著飛機在遼闊的天際拉出一條線，年少的陳昇想著：「飛機要

飛到哪裡？坐在上面不知道有多爽？為什麼要住在這種屋後沒山坡、離海

又太遠的鄉下？」

看著飛機向前飛去，陳昇心裡打定主意，有朝一日一定要離開故鄉。

「每次跟鄰居拉牛去吃草，草坡旁亂葬崗，有時會暴露出一些無名屍骨，

當時一邊拿石頭丟，一邊發誓：我絕對不要死在這種地

方，我不要被抬到這裡埋，所以常常要求爺爺搬

家，結果他們都不搬，高工畢業隔天，我就跑

到台北來了。」

一開始並不是要做一個音樂創作者，陳

昇最早的志願是要當畫家。十九歲的陳昇曾

發誓，要在省立博物館開畫展。

提及年少，陳昇說：「北上的南部孩子一

出火車站，就可以看到省立博物館，也就是現

在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只要有畫展，

門口就有廣告布條，每次經過那個地

方，心裡就想：給我十年，我的名字

一定要寫在這布條上，我一定要征

服這一切。」少年陳昇可是充滿理

想和抱負。

1988年出版第一張專輯「擁擠的樂團」時，

在經濟窘困的情境下實現音樂創作夢想，陳

昇年輕的臉龐有著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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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理想前他作過很多工作：電梯維護、廣告公司沖照片、廣告業務

員、在酒廊當吧檯。在酒廊當bartender也讓他看盡人生百態：「那是一個

很有趣的職業，因為每個來的客人都要招呼，要把自己訓練得很有趣，因

為有些人並不想講話，有些人很愛講話，每種人都要客氣應對。」

改名是因為想考唱片公司，可是同樣的唱片公司去了三次都沒錄取，

不死心決定重來，但又怕自己名字一眼被認出，只好改成「陳昇」，竟真

的考入綜一唱片。

在綜一擔任音樂製片幾年後，開始想自己作音樂，但並未得到老闆的

認同，當時麗風錄音室的老闆徐崇憲頗欣賞他，鼓勵他：「我覺得一個新

的創作時代差不多來臨了，你去弄一個團，作自己想做的音樂。」還借錢

給他，讓他專心組團創作，一心爭取的唱片公司工作也因疏於上班而丟了

飯碗。

陳昇坦言：「當時心裡很急，因為孩子沒滿周歲，房租一個月要兩萬

元，但存摺裡的存款不到一萬元，夫妻倆死命工作，還把孩子託給鄉下的

父母幫忙照顧。」但隨創意歌曲、創作歌手時代的來臨，陳昇在徐崇憲引

介下進入滾石唱片，開始音樂創作。

他在滾石出版第一張專輯「擁擠的樂園」，為了宣傳，在晚上十點

多，在人群散去的鬧區張貼宣傳海報，「當時好友在車上先塗好漿糊，硬

著頭皮，捻著海報遮住自己的臉，快速跳下車門，在人們發現海報那張臉

的主人就是貼海報的人之前，快速、羞赧地轉身離開。」回想此事，陳昇

笑著說：「國內歌壇找不到幾個這麼賣力推銷自己的歌手。」

在音樂路上，陳昇很感激劉家昌。一回，陳昇和綜一唱片同事陪劉家

昌參加尾牙宴，回程車上剛好

聽到一首西洋老式情歌，心情

極佳的劉家昌就問：「有人猜

得到歌名嗎？猜得到是誰唱的

嗎？」陳昇剛好知道演唱歌者

和歌名，引起劉家昌注意：

「你這個小朋友真有心、真愛音

樂。」就這樣，他開始擔任劉

家昌的助理。

回想當劉家昌助理的那段

歲月，陳昇表示：「劉家昌經

常告訴我：我們不是在做音

樂，是在做人，人做好了，再做音樂。」後來劉家昌回美國，還問陳昇要

不要跟他到美國！

純情青春夢 女性新主張

對死忠的歌迷而言，不論室內或戶外演唱會，陳昇都有一股魅力，像

磁鐵般牢牢吸引歌迷，除了他不羈的台風，早期的作品，多植根於困頓的

生活與萌芽的情感，〈多情兄〉、〈純情青春夢〉都可以看到毫無修飾的

純情。

港邊又吹來南風，

咱來走著輕鬆的腳步，

走向神秘熱情的路，

海風吹來你的香味，

阮的心情真輕鬆，

嘛有提起約束，

講要做伙組一個家庭，

不管伊世事安怎變化，

阮的要求隴總答應，

吹起海風，妳是阮的人。

這首〈純情青春夢〉重新定義「女子需死心塌地等待心上人回來」約

定俗成的想法，隨時代、思想的改變，年輕女孩對於「等待愛情」也有新

想法：

送你到火車頭，

轉頭就做你走，

親像斷線風箏，

雙人放手就愛自由飛，

「昇式情歌」中的代表作

「把悲傷留給自己」，陳昇

寫下：「我在想，有時

候，我們真的因為找不到

自己的身分而感到悲哀。」

年輕時代的陳昇，參與一九

九○年的台灣學運，和陳明

章、朱約信、伍佰等人，開

始進行「台語歌曲新潮流」

運動，這也是年輕學子的第

一波自我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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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阮不肯等，

時代已經不同，

查某人嘛有自己的想法。

甘願是不曾等，

卡贏等來是一場空，

想來想去同款，

辜負著青春夢青春夢，

唱歌來解憂愁，

歌聲是真溫柔，

查某人嘛有自己的願望......

陳昇表示：「音樂就像是記憶，一個沒有記憶的

人，任憑你怎麼槌，自然出現不了什麼，一個豐富的

人，應該有許多聲音，記憶一些曾有過的情感與堅持。」

鼓聲若響 奮鬥心情

從小立志逃離故鄉，和父親的感情也是淡然維繫，

「我和父親的冷戰差不多從初二開始一直到退伍前，感覺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吻合父親的想法，可是後來一想，還好有父親在一旁牽絆，不然我

或許會不知不覺走入歧途。」

獨自在異鄉為理想打拼，其中的甘苦點滴心頭，〈鼓聲若響〉唱出陳

昇對自己理想的堅持，也造就他在台語歌壇的璀璨煙火。

阿爸你甘還有在聽，

聽到阮用心唱的歌聲，

不管落雨天或是風颱天，

阮是跑江湖的藝人，

阿娘你甘也有知影，

阮在那外頭真正打拼，

不敢來耽誤當時的詛咒，

抹讓你親戚頭前嚥氣。

若聽到鼓聲，

阮的心情卡快活，

攀過了一山又一嶺，

演唱阮甜蜜的歌聲，

若聽到鼓聲，

阮的心情會快活，

沒料到環境的拖磨，

唱出阮悲情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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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創作最豐沛的時

期，台灣歌壇也風華正盛，

像他這樣具備作曲，填詞有

文采的音樂人，屈指可數。

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力，從

1994到2004，每年舉辦年終

跨年晚會，讓人折服陳昇如

馬拉松般的耐力，尤其各跨

年晚會愈來愈虛有其表，逐

漸引發樂迷反感的同時，相

形下，陳昇以他獨有的姿

態，堅持的十年耐力，一度

受傷躺平下來，歌迷都以為

陳昇大概準備吹休止符了，

但每年這一天，他總有辦法

跳上舞台，哼唱著屬於他獨

創的「昇式情歌」，與君同

樂。

酒後被打傷

發掘生命潛力

在歌曲作品裡陳昇有寫

手札的習慣，如：「92年，

年35」、「1988冬，孩子一歲

大」，很容易推算關於「成長」

的數據，感受到創作者，如何從時間長河與俗世羈絆裡，維繫想像的自由

與創作的空間。

幾年前，酒後頭被打傷事件，經過兩次腦部手術才慢慢恢復，回想此

事，他釋懷的說：「雖然這樣的意外讓我的生活有很大改變，但仍然無法

改變我創作的熱情，反倒是讓我瞭解生命中有很多過去未曾注意的潛

力。」在醫院看到許多比自己還悲慘的病患，也看到社會上有許多需要關

心的事，因此康復後，便急於回到工作崗位上。

陳昇表示，「人」是他最愛的「動物」，長期以來他從人們的身上找

到創作靈感，從人們的生命故事找到喜怒哀樂的感動，卻被一個不認識、

不瞭解其動機的人傷害，多少感到不解和落寞，但他不會因此放棄創作音

樂的熱誠，反而會更執著的寫。陳昇並不避諱因傷導致功能受損的右手，

他自嘲說：「就像新生Baby的手，還在學習使用；雖然不能彈吉他，但至

喜歡到處旅行的陳昇，被漠河

北極村零下十五度的低溫，凍

得說不出話來。

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力，

從1994到2004，每年都

舉辦年終跨年晚會，讓

人折服陳昇如馬拉松般

的耐力，也培養出一群

死忠歌迷，上山下海跟

著陳昇的演唱會趕場。

2001年，陳昇到義

大利威尼斯參加雙

年展。



已經四年沒推出新專輯的陳昇，為了新專輯全省找靈感，

足跡踏遍台灣各地，他特別喜歡到窮鄉僻壤，到處走走看看、寫

寫唱唱，要用音樂把台灣的美表現出來。

今年三月他坐了8小時的船到馬祖東引島，感受到東引的冷

與高粱酒的猛，在安東坑道的半山腰坑口，在海風中、砲聲裡錄

音，陳昇試圖把東引的聲音錄進來。

驕傲台客 執著音樂創作

今年8月19、20兩天，陳昇和伍佰、張震嶽、朱約信（藝名

豬頭皮）、林暐哲等歌手，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台客演唱

會」。為何舉辦這兩場別具意義的演唱會，就要回溯到80年代末

與90年代初的台語歌曲創作環境與背景。

1987年，戒嚴令解除，台灣壓抑已久的社會力驟然釋放，空

氣中充滿著新鮮刺激的味道，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變得可能，當

時最辛辣的作品屬「黑名單工作室」於1989年發行的【抓狂歌】專輯，一

反台語歌悲情的傳統腔調，改以RAP、民謠、搖滾的形式詮釋，每首歌反

映當年社會的政經現象，年輕一輩的詞曲創作者，更諷喻萬年

國會，批判政府，大膽諷刺台灣政治問題。

緊接著九○年的台灣學運，陳明章、朱約信、伍佰、陳昇

等人，也開始進行所謂「台語歌曲新潮流」運動，這是年輕學

子的第一波自我覺醒。尤其由林強創作主唱的〈向前走〉，完全

揮別過去自我悲憐的心態，活力四射的曲風，記錄台語歌謠嶄

新的一頁。

陳昇表示：「我們始終未曾忘懷那個充滿勇氣、熱情、關

懷和希望的年代，一個音樂創作者或許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

危機，但卻可以藉由創作反映一個年代的心情故事，當時我們

創作的所謂『新台語歌』，源於對台灣本土原創音樂的認同，無

關語言的屏障，而是來自市井小民真正的生活聲音，是獨一無

二的聲音。」

陳昇提出一個頗讓人玩味思考的問題：美國紐約的居民被

稱作「紐約客」是一種驕傲，但是台灣人被稱作「台客」卻感到俗氣、不

雅，這是否意味著對自我認同的不足？

他只是個喜愛創作的人，他的歌曲，喜怒哀樂，是聽者的體悟與感

受，這就是陳昇，一個過於真實卻又不失赤子心的創作人。

延伸閱讀

《一朝醒來是歌星》，陳昇著，圓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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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以傳宗接代！」

書寫心情 出版創作故事

陳昇到世界各地旅行，激發創作靈感，唱出許多令人驚喜的歌曲，同

時也以獨具的文采，出版《9999滴眼淚》、《獵人》、《鹹魚的滋味》、

《寂寞帶我去散步》、《布魯塞爾的浮木》和《一朝醒來是歌星》唱片書。

《布魯塞爾的浮木》一書，基於對流浪的憧憬，也許是體內原本就帶

有不安定的因子，陳昇踏上他所謂的「粗鄙的旅程」。從巴塞隆納外海的

Mallorca，到馬德里、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科隆、米蘭⋯⋯，一路

上，他遇見了幾個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他們像漂浮在歐洲大陸的黃色人種

浮木，每個人有自己漂浮的行跡，雖然不清楚前方有些什麼，但決定向前

走，不在原地等待。而每一塊浮木，竟冥冥中有著一條絲線，牽繫著彼

此。

二十幾年來，陳昇以獨特曲風在台灣歌壇佔有一席之地，從1988年出

版第一張專輯至今已出版12張個人華語專輯，依序為：「擁擠的樂團」、

「放肆的情人」、「貪婪之歌」、「私奔」、「別讓我哭」、「風箏」、「恨情

歌」、「夏」、「六月」、「鴉片玫瑰」、「思念人之屋」、「50米深藍」，

1992年開始以「新寶島康樂隊」演唱台語創作曲，至今已出版五張專輯。

除了演唱自己的創作曲，國內許多知名歌手都唱過陳昇創作的歌曲。

2002年11月，寶刀未老的台語歌手文夏創作新曲〈兄弟演歌〉，邀請陳昇

一起合作，激發出完全不同的音樂火花。

《一朝醒來是歌星》唱片書

中，陳昇坦承自己只是沒有

找到比當「歌星」更快樂的

事做，就這樣，一朝醒來

「就是歌星」了。

到世界各地旅行激發創作靈

感，陳昇唱出許多令人驚喜

的歌曲，同時也出版書籍。

2001年台語歌手文夏（右）創

作新曲〈兄弟演歌〉時，邀請

陳昇合作演唱，激發出完全不

同的音樂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