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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第一架引擎飛機遨翔在天空的萊特兄弟，從小感情就很好，小時候一

起玩，長大後一起研究，他們吸收德國人製造滑翔機的經驗，製成自己的滑翔

機。1903年，製成用內燃機作動力的飛機，1908年，哥哥威爾伯駕駛一架新型

飛機創造飛行140分鐘的紀錄，萊特兄弟的名字迅速傳遍全球，不僅成為人類航

空史上的先驅者，同時帶領人類進入航空時代。

在台灣，有兩個親如兄弟的音樂創作搭檔，他們一起探索音樂世界，在民

歌風華年代合作創作無數膾炙人口、傳唱至今的歌曲，日後朝流行樂壇發展，

以豐沛質優的創作，分別引領風騷，在台灣樂壇發展史上各佔有一席之地。

《七月涼山》、《微風往事》、《季節雨》、《木棉道》、《散場電影》

這些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陪伴人們一起走過風雨情懷的歌曲，就是這對親

如兄弟的搭檔－洪光達、馬兆駿所合作創作。

鳳飛飛《瀟灑的走》、楊黎蘇《銀河鐵路》、林慧萍《戒痕》、劉文正

《愛不要給得太多》、姜育恒《單色夢》、麥瑋婷《沒有愛的感覺》，這些創

下流行樂壇銷售佳績的歌曲，皆出自洪光達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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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攝影／郭麗娟

從民歌到流行音樂，洪光達始終用音符與文字，
追尋屬於自己的音樂夢。（郭麗娟攝）

▲



勤學樂器  圓樂團夢

洪光達，1956年生於台北，回溯與

音樂結緣過程，母親在無意間扮演關鍵角

色，原來國小三年級的音樂老師，是母親

的好友，基於愛烏及屋，經常鼓勵他上台

擔任指揮，或許就在揮動稚嫩雙手的同

時，也激發潛藏在體內的音樂基因。

國小五年級，心愛的小狗病逝，為了

表達思念之情，他用母親買給他的玩具鋼

琴，邊彈邊唱，自譜詞曲寫了首紀念小狗

的歌，算是他的音樂處女作。但直到進入

醒吾商專，洪光達才真正接觸音樂。

雖然在醒吾商專讀的是觀光事業，但

他和另外四名同學一心想組樂團，儘管有

共同的樂團夢，由於五個人都不會樂器，

就相偕到音樂教室挑自己喜歡的樂器找老

師教，洪光達當時選的是吉他，指導老師

是哈九軍。

由於學習樂器需有相當的耐心和長時

間的練習，最後同學全部打退堂鼓，只有

他繼續上音樂教室，由於教學進度慢，兩

個月課程都結束了還沒教和絃，後來在同

學建議下，到芝山巖跟一位樂團吉他手學

習，一個月就學會和絃，之後就自己練習

摸索。

四年級那年，他遇到音樂創作的最

佳拍檔馬兆駿，「有一回和幾個同學在校

園彈吉他唱歌，當時剛入學的馬兆駿不會

樂器，但歌聲相當優美。」兩個人非常投

緣，之後洪光達開始教馬兆駿彈吉他。那

一年，洪光達19歲，馬兆駿16歲，兩人是

學長學弟，是好朋友也是創作伙伴，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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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來說就像生命一樣，連睡覺都抱著不放。

隔年，1977年，洪光達主彈吉他、洪光達的同學當貝斯手、馬兆駿彈吉他兼

主唱、二哥馬兆驊主唱、馬兆駿的表哥擔任鼓手，五個人共組「CHROMO喬羅門

樂團」，同年，兩人合作寫下第一首創作歌曲《七月涼山》。

瞬間之夜  刻骨戀情

1974年，洪光達參加暑期自強活動霧社先鋒營，營隊裡的一位女孩讓他大為

驚艷，遂在日記簿裡揮灑傾慕之情，寫成四段歌詞的《七月崗上》。1977年，馬

兆駿參加在屏東山地門瑪家灣舉辦的青年自強活動，也喜歡上營隊裡的女孩。

在兩段初萌芽的戀情催化下，洪光達拿出1974年所寫的《七月崗上》歌詞，

兩人合作改寫成兩段歌詞的《七月涼山》並譜成曲，這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首歌：

七月涼山  荷花說出希望，

說這地方是我失落的夢想，

七月涼山沒有樓房，

七月涼山沒有夜晚的車馬嘶嗚和喧嚷……

歌曲完成後，洪光達就入伍當兵，馬兆駿的二哥馬兆驊參加第一屆金韻獎比

賽時就演唱這首歌，卻只得到77名，「當時在軍營裡，收到馬兆駿的信，告知比

賽結果，覺得非常難過。」但是兩人互相勉勵，並期許要合作寫更多歌曲。

其實，當時讓洪光達更難過的是遭遇「兵變」；當兵前，他愛上一位17歲的

女孩，用情至深的他，甚至在當兵前向家人提出想先訂婚的要求，母親認為他年

紀尚輕，談婚事太早而反對，結果才入伍兩個月，女孩就變心了，當時他傷心欲

絕，曾瘋狂的想逃兵，「幸好當時膽子小，沒有勇氣作傻事。」於是自譜詞曲寫

下《瞬間之夜》，記述這段刻骨銘心的感情：

所有的夜晚，當星光逐漸黯淡，

我會走到熟悉的地方，

我會想起我們曾相聚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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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光達進入醒吾商專後才正式接觸音
樂。（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洪光達（左）和馬兆駿（右）1979年受
邀在當時相當流行的「工地秀」演唱兩
人合作的歌曲《七月涼山》。（洪光達
收藏／郭麗娟翻拍）



但丁在創作「神曲」時，藉由作品將

自己對初戀對象貝德麗采的思念，幻化為

樂曲裡的各種角色：天使、女神、少女。

這位在洪光達心中佔有一席之地、有情無

緣的女孩，也成為洪光達日後創作歌曲時

的寄情對象。

當兵期間，只要休假就會和馬兆駿

一起談天、創作歌曲，這段時間兩人合作

的歌曲包括：《微風往事》、《清晨時

光》、《落潮》、《故鄉迴響》、《陽光

的地方》，其中，《清晨時光》是第一首

錄製成唱片發表的歌曲，收錄在王夢麟的

第一張唱片【阿美！阿美！】。

知道自己長相不帥的馬兆駿，選擇

寫浪漫情歌追女生。當時馬兆駿搭火車去

成功嶺，想到有一個多月看不到想追的女

生，便在火車上寫下《微風往事》的歌

詞，寄給洪光達譜曲，然後再將歌曲寄給

心儀的女生，對方大為感動，特地去成功

嶺看他，兩人就此結下情緣。

為《微風往事》譜曲的時候，洪光達

已經快退伍，當時的心境迥異於馬兆駿的

甜蜜初戀，而是歷經兵變情傷後，決定要

將過去的種種遺忘，準備在退伍後重新出

發，同一首歌表現的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

心情寫真： 

早晨的微風，我們向遠處出發中，

往事如煙，不要回首；

晨霧迷漫中，音樂在我心裡響起，

幕已開啟，別再憂愁……

散場電影  三段情傷

1977年，他們共組的「CHROMO喬

羅門樂團」在洪光達當兵期間，由馬兆駿

主導，兩年後更名為「飛翔41」，並開始

在艾迪亞西餐廳駐唱表演，1979年，洪光

達退伍後，也加入「飛翔41」樂團，每星

期1、3、5和馬兆駿演唱兩人合作創作的

歌曲。

從1979到1980年馬兆駿當兵前，短

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可算是兩人合作的

高峰期，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如《風中的

早晨》、《匆匆的走過》、《季節雨》、

《木棉道》、《散場電影》等，都是這段

時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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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達表示：「那時候歌曲寫好後要錄製成錄音帶交給唱片公司，我們就

拿著一台手提的小型錄音機，兩個人抱著吉他，邊唱邊錄。」兩人時常去海邊

尋找靈感，許多歌曲也是在海邊完成。例如《風中的早晨》這首歌馬兆駿寫下

前面的旋律後就擱著，兩三個月後，又拿出來兩人邊唱邊寫才完成。

兩人合作的《小芸》，1980年入選第四屆金韻獎，收錄在金韻獎第八輯

唱片時，歌名更改為《追憶》，同時收錄《微風往事》和《風中的早晨》。

《散場電影》由賴西安作詞，新格唱片將歌詞交給多位作曲者譜曲，最後

採用洪光達和馬兆駿合作的旋律，洪光達表示，他在新格唱片拿到歌詞後，心

中就響起一串音符，隨即寫出主歌旋律，他把所寫旋律哼給馬兆駿聽，馬兆駿

就寫出後面的副歌。

他們並不認識作詞者賴西安，但歌詞中所表現的情傷心情，卻讓他們倆心

有戚戚焉；洪光達仍揮不去兵變情傷的陰霾，而馬兆駿當時剛失戀，三個年輕

男子情場受傷的心靈，透過木吉他合唱團的歌聲，感動無數年輕男女的心：

當你沉默我不再詢問，當你的笑容變得陌生，

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為我不再看見你。

今晚的約見你已體會，這是最後的一場電影，

我們因不瞭解而相識，我們因瞭解而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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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宛如兄弟的洪光達（左）和馬兆駿
（右）經常在海邊尋找靈感並討論詞曲創
作細節。（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洪光達和馬兆駿一起創作的歌曲中，第一首錄製成唱片發
表的歌曲《清晨時光》，收錄在王夢麟的第一張唱片【阿
美！阿美！】。（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洪光達和馬兆駿合作《匆匆
的走過》一曲，收錄在新格
唱片的民歌合輯裡。（洪光
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在人潮中不必說些什麼，

因為我們再也聽不見，

我們在聲浪之中掩沒，

在聲浪中掩沒。

這是最後的一場電影，

只是不見傷感的分手……

洪光達強調，優美的歌詞，一看，就

有旋律出現，透過作曲家的音符，很快就

能寫成歌曲，例如楊立德作詞的《無人的

海邊》，經常到海邊找靈感的他看到歌詞

後，15分鐘就譜寫完成：

在無人的海邊，寂靜的沙灘延綿，

海浪拍打著海面，

彷彿重覆著妳的諾言，

在無人的海邊，寂靜的沙灘延綿，

海浪拍打著海面，

問妳是否懷念去年夏天……

中止合作  分道揚鑣

其實，洪光達剛退伍的時候，也想發

揮在學校所學的觀光事業專長，進入旅行

社工作，「當時月薪6,000元，我寫一首

歌版權賣斷也是6,000元，所以不到一個

月就辭職。」接著他進入綜一唱片擔任製

作助理，不到三個月又轉入光美唱片，由

於無法適應上下班打卡的制式工作環境，

1982年離開光美唱片，開始獨立製作。

同年，馬兆駿結束軍旅生活，在洪光

達引薦下進入寶麗金唱片擔任製作助理，

相當幸運的1983年在劉文正的專輯中擔

任重要工作，劉文正還詮釋馬兆駿所寫的

《愛像什麼》，這張專輯同時收錄他們兩

人合作的歌曲《愛不要給得太多》。

但馬兆駿或許是迅速成名後陷入現實

迷思，這首歌竟然成為兩人共同具名發表

的最後一首歌，兩人從此分道揚鑣，而這

首《愛不要給得太多》似乎也唱出洪光達

割捨這段親如兄弟的情誼，傷心淌血的心

情：

愛千萬不要給得太多，

愛千萬不要給得太多，

你今天將它挽留，

明天它悄悄溜走……

    

看著兩人20幾年前的詞曲創作手稿，

作者欄上署名洪光達、馬兆駿，泛黃紙張

上《微風往事》的歌詞是馬兆駿的親筆字

跡，兩人分道揚鑣的真正原因洪光達已不

願多提，去年診斷出罹患食道癌，經過手

術切除和化療後，病情已獲得控制，但明

顯消瘦許多，今年不意傳來馬兆駿驟逝的

噩耗。

洪光達語帶感慨表示：「如果當時我

們仍持續懷抱對音樂的熱情繼續合作，以

我們在民歌時代的音樂成就，或許今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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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流行樂壇的曲風又是另一番風貌？或許馬兆駿的生命歷程不會

這麼大起大落？或許我也不會這麼早就停筆？」但生命中的無常

與不可測，誰又能預測或改變既成的事實？

洪光達表示，馬兆駿生前自譜詞曲所寫的《那年我們十九

歲》，正是他們當年友情的寫真：「那一段騎機車的往事／享受

速度享受著友情／享受創作享受共同的未來／生活是如此的自由

／……渡過高山和海洋歲月就此流過在眼前／還記得我們偷偷摸

摸學抽煙／那年我們十九歲……」如今回想，只覺悵然。

瀟灑的走  銷售佳績

開始獨立製作後，洪光達寫過相當多傳唱至今的歌曲，也

捧紅許多歌星，1984年，由他作詞、韓正皓譜曲的《戒痕》，

讓實力派歌手林慧萍迅速竄紅，同年，原曲《印第安人保留區》

（Indian Reservation）飄洋過海到台灣，洪光達重填歌詞後，

改歌名為《銀河鐵路》，一曲捧紅歌手楊黎蘇。

1985年，為鳳飛飛【瀟灑的走】專輯寫了五首歌，其中主

打歌《瀟灑的走》，作曲者中島美雪，洪光達重填歌詞：

昨日的朋友悄悄的離去，就這樣無聲無息離開你，

彷彿在你眼裡，感到無限的悲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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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光達1984年重填《印第
安人保留區》的歌詞，改歌
名為《銀河鐵路》，捧紅歌
手楊黎蘇。（洪光達收藏／
郭麗娟翻拍）

洪光達1984年作詞、韓正皓譜曲的
《戒痕》，讓實力派歌手林慧萍迅速
竄紅。（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洪光達1984年作詞、韓正皓譜曲的

竄紅。（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好像夜霧層層籠罩你的心裡，

也許你從來不願告訴我，

我也不想再問你為什麼，

夏日風已吹遠，吹得無影又無蹤，

所以我將會忘記昨夜的你，

別說愛情就是你的名和姓，

除了感情你都不願再接近，

破碎的心難填平，昨日醉心的戀情，

所以我將忘記你的背影。

1986年，王傑【一場遊戲一場夢】

專輯中，為王傑作曲的《心裡的呼喚》、

《別再說想我》、《風和霧》、《說聲珍

重》四首歌作詞，其他如姜育恒的《單色

夢》、于楓的《距離》、麥瑋婷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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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感覺》等都是他的作品。

看盡影劇圈的起起伏伏，洪光達表

示，想在歌壇成名，分為實力派和偶像

派，兩者至少要具備其中一種，還要能唱

到適合自己的好歌，最後就是遇上「好時

機」。

他舉王傑為例，王傑第一張專輯中的

成名曲《一場遊戲一場夢》，原本是要寫

給他所屬唱片公司的一名女歌手演唱，但

女歌手無法詮釋，唱片公司負責人李壽全

就拿給當時剛簽約的王傑試唱，獲得賞識

後，王傑因此曲一炮而紅，此例正說明了

實力、好歌，再加上好時機，就能造就巨

星。

所謂「時勢造英雄」，多少人擠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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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歌壇，但真正走紅的有幾個？甚至有父母要栽培子女成為歌星，不惜投資數百萬

成立唱片公司，為子女出版唱片，但就是無法走紅，有些人只是喜歡唱歌，於是參加

歌唱比賽，竟得到冠軍，開始走紅歌壇的例子也不少，藝人楊烈就是最好的實例。

洪光達寫過300多首歌，但早期智慧財產權不受保護，詞曲創作者大多將版權賣

斷給唱片公司，洪光達就賣斷250多首，雖說賣斷，但以當時他寫一首歌行情是6000

元，相當於一個上班族的月薪，他最高紀錄曾一個月賣掉10首歌，收入相當豐厚。

1990年代，唱片市場丕變，改走「偶像」歌手趨勢，量身訂作的創作限制，讓

洪光達萌生「不如歸去」的想法，於是放下紙筆，和朋友合夥加盟麻辣火鍋店的經營

長達10年，期間陸續寫了約20首歌曲，但沒有發表，2001年結束餐廳經營，進入中

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擔任行政助理至今。

翻閱泛黃照片，洪光達看著1997年，他和馬兆駿受邀參加「名人三溫暖」節

目，那是兩人分手後首次一起在媒體上出現，當時節目主持人之一的李秀媛，問他們

是否還有機會再合作寫歌？當時洪光達回答或許有可能，馬兆駿則沉默不語。

一眨眼，10年過去了，突然傳來馬兆駿驟逝的消息，讓大病初癒的洪光達唏噓

不已，除了將自己細心保留兩人署名的歌譜手稿、錄音帶，送給馬家人收藏，兩人當

年寫歌時所彈的老吉他，也燒給已在天國的馬兆駿，這起事件也激發他再度執筆創作

的決心。

從民歌到流行音樂，洪光達始終用音符與文字，追尋他的音樂夢，我們且祝福

他，再度用音符找回他的創作熱情，同時帶領愛樂者進入音樂國度。

▲ 洪光達1997年和馬兆駿受邀參加「名人三溫暖」節目。左起李秀媛、洪光達、
馬兆駿。（洪光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王傑1986年發行的【一場遊戲
一場夢】專輯中，洪光達為王
傑作曲的四首歌作詞。（洪光
達收藏／郭麗娟翻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