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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時期，傾訴思念愛意的《慕情》、表達聯考落榜生心中吶喊

與想法的《學子心聲》、譜寫徐志摩新詩中表達男人夢碎後無奈心情的

《風》等曲，陪伴年輕學子一起走過學業與愛情糾葛、取捨間揉和酸甜

苦辣滋味的青澀歲月。

李恕權的《迴》、林慧萍的《戒痕》、銀霞的《單身貴族》、潘越

雲的《紅脣》等華語歌曲；萬梓良主唱《阿嬤ㄟ頭毛》、江蕙主唱《寄

鞋》等台語歌曲，不僅為台灣流行樂壇形塑偶像明星，也創下銷售佳

績，而這些大眾耳熟能詳的歌曲，都是音樂人韓正皓的作品。

1948年生於中國蘇州的韓正皓，未滿週歲，就因國共內戰，中國淪

入共產黨手中，百萬軍民被迫在1949年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當時在軍

中擔任文官的父親，也帶著妻兒來到陌生的島國安身立命。

廣泛接觸各種音樂加上孜孜不倦的求學態度，都讓韓正皓的

創作素材包羅萬象，展現豐沛的創作能量。（郭麗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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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為了三餐，他在學校附近的

住宅區擔任「夜間巡守員」，有點像古代的

「更夫」，當時文化大學附近都是高級住宅

區，大多是來台的富商或駐台使節，遂興起

教外國人彈吉他的念頭。

韓正皓開始接觸吉他，是在準備大學

重考時，教會裡有位神父彈得一手好吉他，

於是他花掉所有零用錢買了把吉他，神父指

導之餘，也聽當時相當流行的「學生之音」

唱片自己練習。

大一下學期開始教外國人彈吉他，由

於學生家境富裕，經常從國外買來最新的唱

片，天生音感特別好的他，唱片聽一聽馬上

可以教學，因此深受外國學生喜歡，靠著吉

他教學的收入讓他順利完成大學學業。

「音樂，只是餐桌上的一瓶花，擺不

出餐點來。」父親的一席話充分點出在那

個艱苦的時代，「藝術」預知著未來的窮

困，在父親堅持下，他只好到中正理工學

院報到，到了大二，對音樂的熱愛讓他無

心繼續不喜歡的科系，最後，父親雖然答

應讓他重考，仍然不准他填音樂系，考入

中國文化學院文學系的他，卻經常出現在

音樂系教室。

家中五個兄弟，端靠父親一份薪水

支撐全家經濟，身為長子的他從員林北上

讀書時，母親塞給他家中僅有的現金300

塊錢，為了籌學費，他看著報紙應徵臨時

工，數十公斤的米袋、水泥包，重重地壓

在肩膀上。

韓正皓的第一首創作曲是

1970年在馬祖南竿當兵

時，寫給妻子鍾少蘭的情

歌《慕情》。（韓正皓提

供）

喜愛聲音  自我摸索彈琴

擔任軍職文官的父親因工作關係經常移防，由於移防時並非住在眷村而是一般

民宅，因此小小年紀的韓正皓廣泛接觸各地語言，包括客語、台語，而酬神廟會的

布袋戲最吸引他的目光，「以台語發音的布袋戲，在台灣南北各地腔調卻有明顯差

異。」南腔北調的語言、迎神賽會的熱鬧陣頭與戲碼，讓他從小對「聲音」就相當

喜愛，也學得一口流利的台語。

回想自己的音樂啟蒙，韓正皓認為受喜歡京劇的父母影響頗深，父親閒暇會拉

南胡自娛，尤其喜歡唱京戲「大花臉」角色的唱段，母親則擅唱青衣花旦，就讀員

林國小三年級，就曾偷偷打開窗戶進入教室彈風琴，儘管那是一台琴鍵按下去就起

不來的老風琴。

疼愛他的音樂老師有時會讓他彈彈鋼琴，從小隨母親受洗為天主教徒，上教

堂、加入詩班，都是為了能有更多彈琴唱歌的機會。雖然沒有正式拜師學琴，卻讓

他對音樂充滿興趣，大學聯考時甚至一心一意想填音樂系。

韓正皓民歌時期的創作，陪伴年輕學子一起走過學業與愛情

揉和酸甜苦辣滋味的青澀歲月。（韓正皓提供）

韓正皓1986年6月為心臟病兒童舉辦的

「給他們開心」義演活動主題曲《我絕

不離開你》譜曲。圖為韓正皓（左）在

錄音室裡帶領歌手演唱主題曲。（韓正

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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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後之所以參與民歌創作，緣於他的學生陶曉清，當時陶曉清已是知名電台節目主持

人，1976年底，陶曉清受邀為新亞餐廳製作一個假日適合年輕人的現場音樂節目，安排歌手

現場演唱，為此經常到各餐廳尋找歌手，因而萌生為這些歌手製作一個實驗性的演唱會，作

為她「熱門音樂」春節特別節目。

1977年2月，中廣播出這個節目後，聽眾反應熱烈，陶曉清繼續在中廣音樂廳舉行兩場

與節目內容類似的小型民歌演唱會，並開始在自己主持的節目中，挪出時間介紹「中國現代

民歌」。

民歌透過電台節目與聽眾互動，在陶曉清號召下，聽眾開始將自己的作品寫成譜或錄成

卡帶寄到電台，陶曉清將投稿作品全部拿給韓正皓，請他篩選、建議適合發表的作品，「由

於聽眾層面廣泛，但大部分是業餘創作者，投稿作品裡還有老先生用毛筆書寫的歌詞、計程

車司機自己錄的卡帶，當然也有專業音樂人投稿藝術歌曲。」韓正皓就此擔負起校園民歌初

萌芽期的園丁。

學子心聲  表達落榜挫折感

從1977年陶曉清策劃的兩場大型演唱會及三輯【我們的歌】唱片出版，歌詞內容著重在

台灣現實社會中，城鄉差距，外出求學、求職、出國留學，這些新一代遊子對家鄉的思念及

內心真正的想法。

透過歌詞所呈現的思潮，可以回顧當時的社會環境，這股民歌運動所處的年代，正是

台灣經濟蓬勃發展，逐漸拉開城鄉差距，加上戰後嬰兒潮世代有相當比例接受高等教育，但

由於政治因素、刻板的社會禮俗以及生活普遍都很貧瘠，使年輕人對封閉的島國有著另一種

「逃離」的想像。

當時相當流行「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出國留學、定居海外，或渡金喝

過洋墨水的學子歸鄉，成了父母「望子女成龍鳳」的強烈期許；年輕學子惟有考上大學才有

未來、才能光耀門楣的社會價值觀，加上當時大學錄取率只有兩三成，都讓莘莘學子被迫犧

牲青春歲月挑燈夜讀，戰戰兢兢之餘備感壓力。

然而，1970年代卻也是台灣民族情感與鄉土意識高漲的年代，年輕一代已能就自己的

觀點作獨立思考，經常聽學生傾訴內心壓力與落榜挫折感的韓正皓，有感而發於1973年寫下

《學子心聲》，道盡年輕學子內心真正的想法與吶喊，1977年收錄在【我們的歌】第一輯：

大學畢業後專職吉他教學的韓正皓，逐漸打開國人學吉他的

風氣，同時出版多張吉他獨奏唱片。（韓正皓提供）

其實當時台灣民風保守，學吉他的風氣不盛，也許可能是受日本影星小林  旭在電影中

拿吉他耍帥，甚至當作武器與人打架，給人「學吉他是壞小孩」的觀感。畢業後專職吉他教

學的韓正皓，逐漸打開國人學吉他的風氣，由於當時國內並沒有吉他教學教材，為了方便不

同程度的學生練習，他自譜短曲印成教材，他的作曲功力應始自於此。

慕情  第一首創作歌曲

韓正皓的第一首創作歌曲是1970年在馬祖南竿當兵時，寫給妻子鍾少蘭的情歌，兩人從

國中就相識，韓正皓大三那年，兩人就步向紅毯的彼端共組家庭，遠在馬祖當兵，思念妻兒

情切，於是提筆寫下字句充滿愛意的《慕情》：

我吻吻你髮梢迎風，

如慈母的愛，輕撫我面頰，

如深沉的星河，望斷宇宙的奧秘，

如流洩的月光，滌淨我眸裡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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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聯考已經失敗，親愛的雙親您不要罵我，

不是我不想光耀門楣，成功的路途還有很多，

請相信我已盡力，大學的窄門難過，我願意繼續奮鬥，

雖然我年紀已不算小，仍舊還受不了精神的折磨，

親愛的雙親請指引我，脫離那苦惱的漩渦，

我願意奮鬥，但不知路途，請您原諒我。

從【我們的歌】三張唱片也可以一窺當時的音樂風格；參與創作、錄製

的歌手，有的是鋼琴酒店裡的樂師，如胡德夫、吳楚楚，有的專職樂器教學工

作，如韓正皓，但大部分仍是學生，從事民歌

創作與演唱，只是他們業餘或課餘生活的一部

份。

在表現手法上，歌者多沿用演唱西洋歌曲

時的自然唱腔，吉他成為主要樂器，除獨奏、

重奏外，和其他樂器，特別是弦樂的搭配，構

成主要的編曲架構，這些音樂也形塑出民歌的

清新風格。

《學子心聲》經過全國大專院校無數場演

唱會及電台不斷播出，廣受歡迎且引發極大迴

響，正當校園民歌逐漸茁壯之際，台灣也處於

政治和社會問題雜沓難解的氛圍中；仍在戒嚴

時期的台灣，黨外爭民主、爭言論自由的意識

暗潮洶湧，同年爆發的「中壢事件」，引發執

政當局關注且不擇手段強行壓制。

就在這種詭異的社會脈動中，有家電視台企劃籌拍一部連續劇，劇情描寫

社會底層的貧窮，年輕學子拼命讀書想考上大學以期出人頭地，卻天不從人願

聯考失利。電視台希望借用這首符合劇情的《學子心聲》做主題曲，卻在送審

時被禁，最後連電視劇也拍不成。

《學子心聲》被禁，韓正皓不想被染上政治色彩，從此不再寫歌詞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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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1978年以徐志摩的詩作〈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譜曲，定歌名為

《風》：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在夢的輕波裡依迴，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新詩中尋找可唱的作品，一定要找到合適的詞，以免唱出來別人聽不

懂。」韓正皓強調，徐志摩這首〈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就是個優美易懂

的例子；一個男人，從充滿希望的美夢，到夢破碎後的無奈，道出失戀者的悲傷

與辛酸。

也是民歌手的妻子鍾少蘭記得，當時住家的窗台掛著一串風鈴，韓正皓在窗

邊讀這首詩時，風鈴清脆的叮咚作響，引發靈感，以雙吉他的演奏方式譜寫這首

曲子，夫妻倆同台演唱的溫馨場面，羨煞不少人。

韓正皓為了不斷突破自己，持續充實新知與電腦設備，讓音樂創作

展現新風貌。（郭麗娟攝）

韓正皓1983年譜曲的《迴》，

讓剛踏入台灣流行歌壇的李恕

權一夕暴紅，以「蚱蜢王子」

之姿，稱霸歌壇。（郭麗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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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量身訂做」，韓正皓從詩人連水淼的作品中選錄歌詞，譜下這首創下銷售佳

績的《迴》。隔年，洪光達作詞、韓正皓譜曲的《戒痕》，讓實力派歌手林慧萍迅速竄

紅：

當你裝扮成一身純白，

我不禁低頭看著我的手，

記得你從前曾對我說過，

這代表過去現在和以後……  

    他所譜曲的華語流行歌曲還有傅素貞作詞、銀霞主唱《單身貴族》；關恩美作詞、

于台煙主唱《情人節的早晨》；洪光達作詞、潘越雲主唱《紅脣》等曲。台語歌曲萬梓

良主唱《阿嬤ㄟ頭毛》；江蕙主唱《寄鞋》；台語連續劇主題歌《你是我最愛的人》等

曲。此外，他也為國防部藝工總隊舞台劇《傳唱》編曲，近年來也參與卡通動畫互動式

光碟的製作，如《胖胖豬》、《失落的世界》等，線上遊戲音樂有《萬世英雄》等。

堪稱包羅萬象的創作素材和領域，讓人驚見他豐沛與多樣性的創作能量，回想超過

30年的創作歷程，韓正皓認為，大學時期教彈吉他時，經常從學生那裡獲得最新的國外

音樂資訊，領域相當廣泛讓他獲益匪淺，加上終生學習的求學態度，曾跟隨翟黑山老師

學爵士樂、李奎然老師學和聲學，這些學習歷程都讓他的音樂創作更多面性。

不辭辛勞  為詞曲作者爭取權益

除音樂創作外，韓正皓也是繼1980年由李壽全、蘇來、許乃勝、靳鐵章等人為了

「替音樂人爭取版稅權益、替創作爭取自由空間」所組的「天水樂集」之後，積極為詞

曲創作者爭取著作財產權的音樂人。

其實唱片界對創作者不合理的情況由來已久，1977年間，許多唱片公司以代為向內

政部登記版權為由，要求台語詞曲創作者簽下「讓渡書」，其實當時新聞局要求唱片公

司提供的是詞曲創作者的「授權書」，但在那個智慧財產權不受重視的年代，許多詞曲

創作者在尋求出版的情況下，明知不合理仍只好簽下唱片公司心懷鬼胎的「讓渡書」，

唱片公司順理成章拿著「讓渡書」將歌曲版權登記在公司名下。

台灣歌謠界泰斗周添旺事後發現不對勁，經向歌林唱片強烈爭取，才勉強取回他作

廣告音樂  挑戰性十足

新格唱片1977年舉辦「金韻獎」的成功，讓其他唱片同行紛紛製作風格及訴求相近的唱

片，其中能與金韻獎相提並論的，只有海山唱片1978年推出的「民謠風」專輯。

眼見隨商業化介入，「校園民歌」逐漸成為「流行歌曲」，韓正皓卻無法苟同「唱自己

的歌」變成「商業化」的行為，只好選擇離開，投入正式商業化的廣告歌曲創作，並加入許

博允所成立的「環境音樂製作所」，當時的成員都有編曲及樂器演奏專長，包括：陳揚、蕭

唯忱的鋼琴，溫隆信、溫隆俊兄弟的小提琴，樊曼儂的長笛、韓正皓的吉他。

廣告音樂如何針對商品譜出讓人感到悅耳又容易記住的旋律，對韓正皓而言充滿新鮮感

與挑戰性，他譜寫過的電視廣告商品包括：大成雞蛋麵、東元電機、鱷魚蚊香等。

流行歌曲  屢創銷售佳績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台灣唱片工業群雄並起，幾年之後，演變成「滾石」和「飛

碟」兩大唱片公司主導華語流行歌曲的走向。寫了幾年廣告歌曲後，韓正皓也投入流行歌曲

創作，1983年，他為李恕權譜曲的《迴》，讓默默無聞、剛踏入台灣流行歌壇的李恕權一夕

暴紅，以「蚱蜢王子」之姿，稱霸歌壇。

有一些聲音在我的胸懷，

峰迴路轉如此糾纏，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不知道何時才能向你說句話； 

越過千山萬水，已忘記疲倦的我， 

向晚的城市夜色未淹沒，

你用你的一切 等待我的漂泊， 

我用我的漂泊 等待你的一切。

韓正皓表示，當時寶麗金唱片拿李恕權的英文歌曲專輯給他聽，希望他能寫一首適合李

恕權唱的華語歌曲，「雖然驚訝於他那種上氣不接下氣的唱歌方式，但他的歌聲卻充分傳達

對生命的吶喊、對情感的表達、對靈性的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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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雨夜花》以及自譜詞曲的《西北

雨》版權，但相當多代表作已被登記在唱

片公司名下。

寶島歌王洪一峰的遭遇更讓人氣結，

1977年5月，海山唱片老闆鄭鎮昆以當時

台灣歌謠已相當沒落，該公司有意復興台

灣歌謠文化與榮景，希望能出版他的精選

集。一心想重振台語歌的洪一峰便應允從

他所寫的歌曲中選出《舊情綿綿》、《思

慕的人》、《淡水暮色》等12首代表作，

錄成精選集。

錄音結束當天，海山唱片也以順利出

版為由，要求洪一峰簽下這12首代表作的

「讓渡書」，洪一峰後來發現有異，想和

唱片公司進一步討論「版權」問題時，負

責人開始避不見面，也未依承諾出版精選

集唱片，但是這12首代表作的版權已被海

山唱片登記為該公司所有，時至今日，洪

一峰要唱這些歌還須經唱片公司授權。

為了方便不同程度的學生練習，韓正皓

出版多本吉他教學書籍。（郭麗娟攝）

當時風華正盛的校園民歌也出現相同

的問題，唱片公司通常要求詞曲創作者賣

斷著作權，韓正皓的作品詞曲每首只拿到

數千元稿費，李建復錄一張專輯也只有兩

三萬的酬勞，唱片大發利市，都與他們無

關。加上唱片公司彼此的門戶之見，歌手

不能自由演唱喜愛的歌曲，無疑是箝制演

唱自由的行為。

韓正皓強調：「詞曲創作者遭受不公

平對待雖由來已久，但是當真實案例就發

生在自己眼前時，讓人最難以承受。」

與他合作過許多歌曲的詞作家洪光

達，每次相約到啤酒屋，只要聽到自己寫

的歌曲，洪光達總是不堪唏噓，由於版權

已賣斷，歌曲再怎麼走紅，詞曲創作者都

無法同享成果。

而以一曲《高山青》歌詞紅遍全台

的鄧禹平，病倒時，韓正皓去醫院探望，

看到這位知名詞作家因經濟不佳，只能住

在吵雜的團體病房，離開醫院，搭上計程

車，車上適巧正在播放鄧禹平所寫的《高

山青》，創作者晚景淒涼的衝擊，讓韓正

皓決心「撩落去」，二十幾年前即積極為

了替「詞曲作者爭取權益」而奔走，也為

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著作財產權的權能包括：重製權、

公開口述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傳輸權、公開演出權、改作權、出租

權、輸入權等。為了汲取國外的經驗，他

自費前往菲律賓參加國際著作權會議，回

國當天，錢包與所有證件在飯店餐廳內被

竊，有家歸不得，幸賴當地「菲律賓華僑

協會」藝文界人士照顧，長達兩星期補辦

臨時證件滯留期間才有棲身之地。

返台後，他召集音樂創作人開會，希

望達成爭取著作權共識，並成立「中華民

國詞曲作家聯誼會」，韓正皓苦笑表示：

「由於鼓吹音樂創作人爭取不賣斷版權，

自己因此被唱片公司封殺長達4年之久」。

但這並未讓他退怯，反而以兩三年

的時間「全台走透透」，希望串聯全國各

領域音樂創作人，為自己的權利奮鬥。由

於長期奔波協調、開會，韓正皓不僅暴瘦

還病倒臥床，因此「中華民國詞曲作家協

會」成立時，心力交瘁的他委請鈕大可擔

任董事長。

1997年11月5日公佈實施的「著作

權仲介團體條例」，韓正皓與吳楚楚

等人推動由國內音樂著作財產權人組成

「財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

（MUST），並於1999年1月取得當時主

管機關內政部（目前為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核可設立，同年5月26日向台北地方

法院依法取得法人登記證書。  執行業務

有：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及公開演出

權三項。

韓正皓強調，成立協會的目的是推

動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便利音樂著作權人

及音樂使用人雙方行使其權利與義務，透

過協會集中授權，另作統一收費與分配動

作，對於未經授權而侵害音樂著作權的

音樂使用人，協會可依法採取法律訴訟途

徑，保障音樂著作權人的權益。

「MUST」1999年12月1日正式成為

「國際藝創家聯會CISAC」會員，該會

直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下會員國超過

108個，囊括全球209個以上的音樂及其他

藝文創作團體，因此「MUST」擁有該組

織相同的音樂著作財產權管理權利，落實

國人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今年60歲的韓正皓，大半輩子的歲

月都在音樂天地裡悠遊創作，甚至在音樂

創作電腦軟硬體初具雛型之際，他就從勉

強稱作電動玩具的BIT90開始摸索電腦音

樂，並持續充實新知與設備，為的就是不

斷突破自己，讓音樂創作展現源源不絕的

新風貌。

近年來韓正皓參與卡通動畫互動式光碟

的製作。（郭麗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