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搖滾

就在今夜

反映時代脈動的音樂人

邱晨

文•攝影∕郭麗娟

▲ 音樂風格多變的邱晨，透過音符和歌聲傳達時代脈動中的歡笑與淚
痕。（郭麗娟攝）

無論是1970年代末風華正盛的校園歌曲或1980年代初台灣搖滾新音樂型
態的成功出擊，甚至1980年代末台灣首張報導音樂及至解除戒嚴後爭取民主

初中就讀台中一中的邱晨，是個讓父母、師長非常頭痛的「問題學

自由的街頭音樂，風格多變的音樂人邱晨，透過音符和歌聲提醒台灣子民時

生」，初二因為沉迷武俠小說而被留級，開學時不知情的母親還給他註冊

代脈動軌跡中的歡笑與淚痕。

費，他就帶著註冊費「逃家」，朋友的父親在大雪山擔任工地主任，他便在

邱晨，本名邱憲榮，1949年生於台中縣東勢鎮，家中原本經營「長春號
豆腐店」，後來隨著道路開闢政策，讓東勢鎮在短時間內一躍成為全國最富
裕的鄉鎮，首先是1950年代大雪山林道和中部橫貫公路的開闢，大批工人湧
入東勢採買、休憩，從建設到通車，東勢都扮演補給站的角色。
大批工人的進駐同時帶動聲色事業的發展，整個東勢鎮竟有25間酒家，
這樣紙醉金迷的世界，客人出手大方，鎮民也因富裕而闊綽，出門非常講究
派頭，因此鎮上設有多家西裝店，父母也在1964年轉型經營「富山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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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學生 沉溺青春戀情

林業工人宿舍安頓下來，3天後被以前在家中幫忙送豆腐的長工發現，乖乖回
家讀書。
好不容易升上初三，又被留級，他痛定思痛，到舅舅位於石圍牆山頂的
果園住家，以45天的時間將初中課程全部讀完，然後以同等學力考上衛道中
學，邱晨笑道：「一個讀了4年初中都沒畢業的學生，居然可以考上衛道中
學，不僅跌破一堆師長的眼鏡，還成為學校鼓勵學生的樣板。」
天生浪漫多情的他，國小就開始寫情書給女生，談過幾段純純的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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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小茉莉》詮釋得淋漓盡致，詞曲簡單易學的
《看我聽我》，出版後更成為大專院校團康活動

▲

時最常被吟唱的歌曲：

大學畢業後任職晚報擔任記者時（左三）到日
本採訪。（邱晨提供）

看看我聽聽我，我裝扮為了你，
我歌唱為了你朋友，手牽手走向我，
我歡樂為了你，我憂愁也為你，

但一直留級也讓他的感情路一再受挫，卻也因為沉溺於「青春戀情」，高一

聽我唱你也唱，不要害羞不要怕，

難逃被留級的命運，只好轉學到私立新生高級職業補習學校，順利完成高中

拍拍手微微笑，你我都是好歌手，

學業，卻連續兩年被摒棄於大學窄門之外，一再名落孫山的他只好入伍服

看看我你不會忘記我。

役。

▲【

新民
唱片 風】專輯
）
1

980年

出版

。（

四海

歌手陳明韶主唱的《風告訴我》，彷彿唱出邱晨內心那份相
初中時，同父異母、長他20歲的大哥會彈吉他，他也開始自我摸索彈

愛無緣相守的淡淡哀愁和遺憾：

奏，但只會音階，入伍前，經兄長介紹閱讀美國該丘斯博士的著作《樂理基

風告訴我春悄悄走，也許你要說聲再見，

礎》，服役期間勤於加強琴藝，同時建立自己的樂理概念。退役後，由於兄

勿忘我在故鄉等著你，如果你在遙遠地方，

弟都讀大學，心想自己好歹也要「混」張大學文憑，1973年第三次參加大學

想起我請你呼喚我……

聯考，終於考上政治大學新聞系。

寫下這麼多首大受歡迎的歌曲，大學畢業後任職晚報擔任記者猶不忘創
作，1980年以《相思》獲金鼎獎作曲獎，同年在四海唱片出版【新民風】

大學四年級 累積賣歌創作實力
當時位於台北市哥倫比亞大使館附屬的商業推廣中心裡設有提供演唱的

曲』，而不是『校園民歌』，因為所謂『民歌』是經過數十年仍被傳唱的歌

咖啡館，駐唱的胡德夫與李雙澤、楊弦、許瑞仁、潘瑞如、吳楚楚等音樂青

曲。」在那個實施戒嚴令的時代，新聞局的審查制度就像緊箍咒，邱晨強調：

年與文藝界的羅門、席德進、謝孝德、陳君天等形成一股催促創作的搖籃。

「這種不當的政策造就出特殊且畸形的『閹雞文化』；歌詞中絕對不能出現反

以菲律賓華僑身份來台求學的李雙澤積極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開

映中下階層社會或人民艱困的一面。」

始為社會與族群創作歌曲，他們的創作被稱為「新民歌」，這股風潮後來影

更令人費解的是，無論是新民歌時期或風華正盛的校園民歌，雖然強調

響到大學校園，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面帶動風靡台灣的「校園民

「唱自己的歌」，但是除了一兩首台語歌之外，清一色都是華語歌曲，完全沒

歌」。

有以客語和原住民語創作演唱的校園民歌，勤於創作的莘莘學子們彷彿集體得

邱晨就讀政大新聞系時，適逢「唱自己的歌」年代，情感豐沛、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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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但邱晨也陷入省思：「新格唱片的金韻獎，我認為應該稱為『校園歌

了「母語失憶症」。

吉他社長的他自譜詞曲寫下一首首情歌：《小茉莉》、《風告訴我》、《看

「當時我一直思索著，怎樣總結校園民歌？什麼東西將會取代校園民歌？

我聽我》，1977年，這位大四生已經累積出賣歌的創作實力，並成為第一

我一直很想組團，也想做自己真正想玩的音樂，而且唱華語歌的合唱團，將帶

屆金韻獎唱片專輯中被收錄最多作品的音樂人，歌手包美聖甜美溫柔的歌聲

動今後華語流行歌走向更精緻的面向。」於是，他離開報社，籌組「丘丘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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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呈現完全不同於自己以往和當時校園民歌含蓄敘情的方式，例如《就在今
夜》：
就在今夜，我要悄悄離去，
因為你曾經說你對我不再感覺溫柔，
就在今夜，我要說一句話，
也許你不相信可是我願你記得這句話，
這句話就是我想你，雖然你已經不愛我……
以及在當時實施戒嚴令的政治氛圍和刻板的社會禮俗約制下，直陳女性內

▲ 丘丘合唱團 1982 年發行首張專輯【丘
丘合唱團—就在今夜】
。
（新格唱片）

▲ 丘丘合唱團成員左起：鼓手林俊修、團
長兼吉他手邱晨、主唱金智娟、鍵盤手
李應錄、貝斯手李世傑。（新格唱片）

心愛情世界糾葛難解的《為何夢見他》：
為何夢見他？那好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來到我夢中，
為何夢見他？這男孩在我日記簿裡早已不留下痕跡，
為何夢見他？為何夢中他的眼神卻依然教我心跳，

團」，並創作搖滾曲風歌曲，用意就在結束校園民歌。

啊！為何夢見他？為何當我迷濛醒來卻含著眼淚。
除了情歌之外，邱晨還寫了兩首兒歌，一首是寫給兒童的《大公雞》，另

丘丘合唱團 台灣首支流行樂團
他開始收集國內外熱門音樂使用的樂器資料，陸續購買雙吉他、音箱及
一大堆效果器，以自用的四軌錄音機錄製自己的作品，一些玩樂器的朋友聞
風而來，發現他的新作品突破了以往民歌輕柔的風格，其中最讓人耳目一新
的作品，就是收錄在丘丘合唱團首張唱片中的《十個太陽》，此曲首度採用
強烈的電吉他來描述台灣原住民的「射日」神話故事，企圖打開聽眾對演奏
曲的欣賞角度。
1981年，台灣首支流行樂團「丘丘合唱團」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團長
兼吉他手邱晨、主唱金智娟（藝名娃娃）、鼓手林俊修、鍵盤手李應錄及貝
斯手李世傑，1982年新格唱片發行首張專輯【丘丘合唱團—就在今夜】，以
流暢的旋律、強勁的節奏、沙啞的唱腔、活潑的演唱方式，帶給當時流行校
園民歌的台灣流行樂壇全然不同的音樂風格，邱晨強調：「不想再被歸類為
『民歌手』，我要用丘丘合唱團來宣告自己『校園歌曲』的結束。」
邱晨自譜詞曲的《就在今夜》、《河堤上的傻瓜》、《為何夢見他》，

46 民歌風華

一首是絢麗暗含感傷的成人兒歌《旋轉木馬》，這張專輯特殊的音樂調性，加上
主唱娃娃瞬間爆發的聲音，創下35萬張（盜版可能4倍以上）的銷售佳績，同時
也是台灣新音樂型態的成功出擊。
那年的耶誕夜，國內民眾、大專青年第一次可以將華語歌曲當作舞曲，隨
著節奏搖擺大聲喊出：「就在今夜！」。爾後，1984年薛岳的【搖滾舞台】、
1985年紅螞蟻合唱團【愛情釀的酒】相繼出版，都明顯受到他的影響，在音樂
風格保守的年代，呈現凌駕時代脈動之前的音樂形式。
只是，一曲成名的丘丘合唱團，隨即面臨走紅後的紛擾；黑道把持秀場事
業、唱片公司一再催促出片、邱晨與團員之間因彼此對酬勞分配的互不信任心生
嫌隙。半年後，一次秀場糾紛，邱晨遭到黑道以尖刀刺傷大腿威脅，心灰意冷之
餘離開丘丘合唱團。他離開後，丘丘合唱團1983年發行【陌生的人】，1984年
發行【告別20歲】後也宣告解散。
除肉體上的傷害外，他也深刻察覺自己和主流唱片工業的格格不入，尤其
返身檢視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以及隔年的「林宅血案」，都讓邱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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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創作產生深刻的反省：「『林宅血案』裡被無辜殺掉的小孩和唱片界

1987年5月15日湯英伸終究伏法，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

黑社會把持的生態，都讓我無法讓自己成為一個風花雪月的音樂人。」

犯。
整張【特富野】專輯由邱晨主唱，部分詞作出自湯英

特富野 台灣首張報導音樂
當紅時退出歌壇，不再與唱片公司合作也不再創作，轉而縱情山水遊歷

伸，如邱晨引用湯英伸所寫家書裡的一段譜曲寫出《真想
痛哭一場》：

台灣各地，得以更深入瞭解台灣的環境危機和陰暗角落裡被刻意忽視的人權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

與價值，但是直到1986年，18歲鄒族青年湯英伸犯下轟動全國的重大殺人案

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

件，參與聲援的他，決定讓音樂風格回歸土地、反映環境，1987年在飛碟唱

只能在記憶的籮筐中去尋找，

片發行堪稱台灣首張「報導音樂」【特富野】專輯。

真想痛哭一場，真恨自己太衝動 ……

湯英伸，鄒族名字「迪亞」，生於嘉義縣阿里山鄉

邱晨也懷抱無比沉重的不捨與無奈，為湯英伸寫下《彩虹少年》：

特富野部落，原就讀嘉義師專，因生性活潑頑皮多次違

我坐在斷崖下面那條溪畔，

反校規遭記過，最後自動退學，1986年來台北，被後火

不知為何難得看見 魚游來游去，

車站的職業介紹所騙，進入一家專門剝削弱勢勞工的洗

產業道路年年輸出各種農產品，

衣店，不堪雇主的虐待和歧視，工作9天後要求雇主退還

但願不會載走彩虹村的青春容顏……
【特富野】專輯被禁後，他開始接觸社運，並現身於各個爭取自由民主

身分證被拒，竟失去理智殺害雇主一家三口。

▲ 製作【特富野】專輯時到嘉義
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採訪。
（邱晨提供）

▲ 報導音樂【特富野】專輯1987
年發行。（飛碟唱片）

「湯英伸事件」一度引起人權團體關注，在社會上

的演講場合。其實邱晨參與社會運動，是在大學時代播下的種子，大學時他

也形成一股強大的「槍下留人」輿論壓力；因為站在法

為笠詩社詩人陳秀喜所寫詩作《青鳥》、《山與雲》譜曲，還有他自己創作

理上，湯英伸固然罪有應得，但也該檢討長久以來整個

的《誰來海邊》都被新聞局列為禁歌，被禁的理由竟是讓音樂創作者為之氣

社會以漢人沙文主義對原住民所採取的漠視、歧視甚至

結的「詞曲無創意」，因此，不是意識型態，而是戒嚴時期政府的審查、禁

莫須有的排斥，讓他們在現實社會無法得到一個合理、

歌政策，迫使他走上社運這條路。

公平的生存空間。

反污染、反雛妓、農民運動他全都參與過，反抗運動的人、事、物也成

這不禁讓人想起，一生堅持反對死刑的美國知名律師克萊倫斯•丹諾，

了他的創作領域，並開始書寫「街頭音樂」；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

在68歲那年，親自為「里波路•婁伯」兩位誘殺鄰童的大學生辯護，丹諾在

的言論自由而自焚，震驚之餘寫下鄭南榕紀念歌《南國的大榕樹》；同年，

法庭上從歐洲戰爭談到南北戰爭：「人是很懦弱的，犯罪像其他任何疾病一

客家人第一次「還我母語」運動，他是主要策劃人之一；1990年國內多所

樣，是有其原因的。在這種戰爭氣氛中長大的孩子，被訓練成這麼殘忍，這

大學學生串聯抗議「郝柏村軍人干政」，發起「野百合學運」，他寫下台語

種影響要50年的時間才可能自人類的心靈中抹去，如果能抹去的話。」

牽亡曲《過橋！》：「行你囉行過橋，喔……」諷刺當時以黨領政的國民政

然而經過年餘的訴訟，法官還是以死刑定讞，雖然社會輿論壓力曾讓當

府。

時的蔣經國總統下令暫緩執行槍決，但最後蔣經國還是批准了死刑執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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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撥片，靠著四隻手指就能快速彈奏，他對自己的期許是「在吉他的國際舞

楊妹妹18歲 返鄉創作客語歌曲

台中，創立自己的地位。」

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1992年邱晨全家回到故鄉東勢
定居，「原以為回到故鄉可以擁有很好的創作環境，所以在石角

直到1999年的921地震，他的生命再度轉了個大彎。這場地震讓東勢的優

買了房子，但是隔壁就是神壇，每天都有人來向乩童求神問卜，

勢頓時被震毀，中橫公路中斷讓觀光客瞬間流失、台灣加入WTO後高接梨的

小時候我們都是在大甲溪畔玩水，作夢都沒想過大甲溪有一天會

風采也不若往年，過去的裁縫師傅紛紛失業，在一片低迷的氣氛下，邱晨提供

變成今天這樣，那麼多砂石讓整個河岸景觀都變了，河岸到處都

地震中少數留存的老家「富山旅社」作為據點，並結合同好於2001年5月成立

是用來毒魚的農藥廢棄罐，全鎮都是野狗，一個連野狗都管不了
的社會，是適合人居住的社會嗎？」
離開台北，回到鄉下，鄉下卻又是這樣，邱晨說這叫做「希
臘悲劇」，但他願意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其實這世上沒有悲

「台中縣東勢鎮愛鄉協進會」；一個由東勢客家山城婦

▲ 邱晨參與社會運
動，上街頭以演
唱方式向戒嚴體
制嗆聲。（邱晨
提供）

女自組的手工植物染工坊於焉誕生，第一任執行長就是
他的妻子楊晴子。
在勞委會職訓局的多元就業方案輔導下，結合當地

劇，是人對現實存有幻想，結果現實不符合你的想法，因此就有

特色的植物樹枝花葉為染色材料，堅持以健康、自然、

了悲劇，說到底，其實是自己認錯現實。」

環保為訴求，並自創手染商品品牌「細手物染」，取自
客語「巧手」之意，象徵商品的「客家、精緻、手工」

因此，1990年代末期逐漸興起的「客家母語」創作風潮，曾讓邱晨陷入非

精神。

常尷尬的情境：「母語運動起來，人家就會問你寫了什麼客家歌？」和某些客家
歌手不同，回到故鄉反而讓他產生「異鄉人」的感受。
邱晨表示：「國民黨時期本土的東西完全被抹殺，有多少客家固有文化傳
統被斷送？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未曾在自己的故鄉學過任何一首母語歌，故鄉的

▲ 台灣921地震後，「蘇聯援
助團」遠道而來參與東勢鎮
的救災工作，邱晨擔任英文
翻譯。（邱晨提供）

台灣構樹、福木、榕樹等生活週遭常見的樹木，產品則
從衣帽到配件、家飾，如改良的客家杉、手提包、遮陽
帽、手機袋、門簾、燈罩等種類相當多。「我們立志要

客家文化未能提供我任何音樂創作的資源，反而是在我成名後，故鄉需要我來創
作。」返鄉後，他寫出客語歌《楊妹妹18歲》。

「細手物染」的作品都是使用天然染料：七里香、

做出LV等級的台灣手染衣服，東勢有很棒的裁縫師，他們用做西裝的態度與工
法，來製作這一件件手染服飾，成功打開客家衫的新風貌。」邱晨語氣中充滿

細手物染 推廣頂級手染服飾

自信與驕傲。

1996年遠赴加拿大，除了「陪」女兒讀大學外，也利用機會研習西方吉

重建工作告一段落後，2003年他再度代表民進黨參選東勢鎮長，並創作客

他，吉他是邱晨走過校園、丘丘合唱團、社運與回歸鄉里後最忠實的伴侶，也是

語歌曲《龍安橋之戀》作為競選歌曲，雖然競選失利，但是他對社會的關懷以

他這輩子無法割捨的最愛，就算在丘丘合唱團最風光的時候，他沒有一天不在思

及音樂創作的熱情絲毫不減。

考如何將吉他彈好。

從「大甲溪環保協會」到「本街重建協會」再到今日的「東勢愛鄉協進

為了解開心中對吉他指法的謎題，他與當年的自己競爭，與范海倫Van

會」，邱晨一直跟著故鄉人緊緊守護中部山城的自然人文景觀，至於音樂，仍

Halen、「吉他之神」Eric Clapton競爭，「就像武俠小說所形容的，我現在已經

是他的夢想，並信心滿滿地說：「我還會繼續創作有爆發性的音樂，不只是客

打通任督二脈，找到適合東方人追求吉他速度的指法。」他自創琵琶吉他，不需

家歌曲，而是會讓人『耳朵一豎』的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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