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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歌聲的翅膀── 

〈綠島小夜曲〉的亞太流行 

 

國立臺灣大學 

音樂學研究所 

沈 冬 

 

引 言 

  〈綠島小夜曲〉是臺灣戰後最早出現的國語流行歌曲之一，由周藍萍譜曲，

潘英傑作詞，創作於1954年。「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搖呀搖」的歌聲屢經

翻唱，1980年報紙專欄評定「懷念的歌聲」，此曲獨占鼇頭高居第一，1
2000年

臺北巿文化局徵選「百年金曲」名列第三，2問世已經六十年，此曲迄今仍是華

人世界裡知名度極高的歌曲之一。  

  〈綠島小夜曲〉的作曲家周藍萍（1926-1971）是一位天才煥發、產量豐富

的音樂工作者，他創作了數百首電影歌曲及流行歌曲，也是黃梅調電影《梁山伯

與祝英台》的編曲配樂，他造就了席捲華人世界的黃梅調風潮，可惜天不假年，

四十六歲就英年早逝。他的歌雖仍傳唱不歇，他的人則早已被時代遺忘。筆者獲

得周藍萍長女周揚明及四海唱片創辦人廖乾元的協助，2011年開始進行研究，研

究初步成果已出版《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海唱片》一書。3
  

  周藍萍眾多音樂作品中，〈綠島小夜曲〉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歌曲之一，本

文聚焦於此，試圖解決幾個問題。首先，〈綠島小夜曲〉創作至今已經六十年，

本文還原它的創作出版經過，研探它的創作動機，並蒐集比較早期的幾種演唱版

本，其次、此曲一直廣受歡迎，本文爬梳亞太地區報紙期刊，以大量例證說明此

曲如何由臺灣輸出，流播於香港、星、馬、中國大陸等地。其三，「綠島」是指

                                                 
1
  涂敏恒、卜人美，〈影劇事業十年的回顧與展望」之一－－懷念的歌聲〉，《民生報》1980

年12月15日第10版。 
2
  《中國時報》2000年9月16日第19版〈周末萬象〉。第一名為鄧雨賢〈望春風〉。 

3
  《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海唱片》，沈冬主編，沈冬、陳峙維、陳煒智、羅愛湄合著（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3年4月，287頁。 筆者並擔任策展人，籌辦「寶島回想曲──周

藍萍與四海唱片贈藏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音樂學研究所主辦，2012年12月14

日至2013年3月15日，展出相關照片、文物、剪報、書籍、黑膠唱片數百件，同時辦理唱片音

樂會、電影欣賞會、經典歌曲演唱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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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此曲明明是浪漫情歌，為何陷入人權與政治的爭議中？詞曲作者明明是潘

英傑與周藍萍，為何後來會牽扯出與綠島受刑人有關的傳聞？甚至連大陸也提出

原作者為共產黨人的說法，本文嘗試探掘這些不同傳說出現的背景脈絡。〈綠島

小夜曲〉其實是兩個充滿音樂夢想的年輕人，想要模擬西方「小夜曲」（Serenade）

所作的嘗試，有關它的音樂及歌詞文本的分析，已見於拙作〈周藍萍與〈綠島小

夜曲〉的傳奇〉，4本篇則是由「音樂外部」（Extra Musical）的視角，以創作出

版為基礎，觀察它在地理空間上的延展傳播，探索它在歷史時間裡的糾葛傳說，

以呈現〈綠島小夜曲〉如何乘著歌聲的翅膀，展開一場橫跨亞太各國、歷時一甲

子的時空之旅。 

一、 翠綠之島的情歌──〈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出版 

   圖 1 周藍萍獨坐凝思 

  周藍萍，湖南湘鄉人，生於民國15年農曆元月4日（陽曆2月16日），死於民

國60年農曆4月23日（陽曆5月17日），享年四十六歲。5據戶口謄本，周的教育

程度為「國立音專」，亦即現在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但綜合許多記載及訪談，

都指出他出身於重慶的「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主修男高音，副修作曲。
6「音幹班」歷經改組整併，最後併入國立音專，因此周藍萍來臺報戶口時填報

學歷如此。其實「音幹班」的教師多半出身於國立音專，如吳伯超、戴粹倫、賀

綠汀等人，即使周藍萍並未真正就學於上海的國立音專，他的音樂教育卻是一脈

相承，仍然得自於上海國立音專的訓練栽培。 

                                                 
4
 〈周藍萍與〈綠島小夜曲〉傳奇〉，《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2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2012年8月。頁79-122。部分修改後轉載於《音樂藝術》（上海：上海音樂學

院）2013年第1期：85-108。 
5
  周藍萍的生年其實是有爭議的；一般認為他生於民國14年元月4日，本文根據周藍萍骨灰罈上

的文字：「藍萍生於丙寅年正月初四日，殁於辛亥年四月廿三日酉時」，確認他是生於民國

15年（丙寅、虎年）。 
6
 周揚明、劉國煒，《周藍萍：時代經典回想曲》（臺北：華風文化，2011年）48頁。本書經

周藍萍長女周揚明親自校訂，簡要呈現周藍萍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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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藍萍的人生可以被清楚分為大陸、臺灣、香港三部曲。1949年他隨軍移居

臺灣，1952年11月進入中國廣播公司音樂組，擔任兼職的歌詠指導與作曲專員，

並積極參與各類音樂活動。1962年6月，他離臺赴港，加入邵氏電影公司，短短

十個月即以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功成名就，1963年獲得第十屆亞洲影

展，第二屆金馬獎的最佳音樂。此後十年，密集產出了《花木蘭》、《山歌姻緣》、

《狀元及第》、《大醉俠》、《龍門客棧》等數十部風格各異的電影作曲及配樂。

1968年的《水上人家》、1969年的《路客與刀客》更連續兩年贏得金馬獎最佳音

樂的殊榮。 

  1971年5月，周藍萍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猝逝於香港。香港十年，他無疑是

國際級的配樂大師，然而，這出色的表現其實奠基於他在臺十餘年所累積的音樂

實力。為了謀生，周在臺時期廣泛涉入各類的音樂創作，包括國樂、清唱劇、歌

舞劇、廣播劇、電影配樂等，都有令人驚豔的作品，尤其電影配樂國臺語通吃，

被稱為「臺灣影圈中最『篤定』賺錢的人」。7但是，真正讓周藍萍在音樂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的，還是國語流行歌曲的創作。包括電影插曲在內，他在臺灣時期

創作的國語流行歌曲不下一百首，其中，創作已經一甲子的〈綠島小夜曲〉，正

是周藍萍最扣人心絃，最流傳不衰一首代表作。 

  〈綠島小夜曲〉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它的創作過程經由家屬及相關

人士的交叉辯證之後，大致情況已經相當清楚，8我們以作詞人潘英傑本人的說

法為證： 

那是民國四十三年的仲夏夜，我和藍萍兄在中國廣播公司同事，談起世

界各國的小夜曲，都為大家所喜愛，我們也來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

詞，他作曲，於是我在深夜隨靈感寫成歌詞，翌晨交給他作曲，當天也

即完成。……綠島小夜曲是描述情人傾訴愛戀及相思的情歌。標題來自

四季常綠的海島，當我從大陸投入她的懷抱時，就感染上她的翠綠了。
9
 

潘英傑出身中央音樂幹訓班第一期，是周藍萍學長。10這篇文章發表於〈綠島小

夜曲〉問世三十七年後，適逢主要演唱人紫薇逝世，潘英傑撫今追昔，悼念老友，

寫下此文。這一段陳述清楚說明了此曲的創作時間是民國43年的仲夏夜，「標題

                                                 
7
 《聯合報》1959年2月22日第6版〈新藝〉，記者姚鳳磐報導。 

8
 有關綠島小夜曲的創作過程，參考方翔，〈遠山含笑春水綠波映小橋──國內國語歌壇的拓荒

者（一）周藍萍〉（臺北：海陽出版社，1991年），頁40-95。〈綠島一直在我心裡飄〉（《中

國時報》1990年10月11日第26版〈寶島〉）。 
9
 潘英傑，〈綠島小夜曲的詞曲及唱〉，《中央日報》1991年1月15日第17版〈長河〉。 

10
 潘英傑是廣西桂林人，與周藍萍結識於重慶音幹班，來臺後也服務於中廣公司。見《重回美

好的五０年代》，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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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四季常綠的海島」是潘英傑由大陸「投向她的懷抱」之地，顯然指的是臺灣

無疑，印證2002年潘英傑生前最後的專訪有如下敘述： 

潘英傑說，他坐車一到臺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樹，覺得很新鮮。此外，

他覺得臺灣是個綠油油的島嶼，因此歌詞中的「綠島」指的就是臺灣。

他說：「我不想用寶島，綠島比較有詩意，不俗氣。」11
 

顯然在作者構想中，「綠島」是一個浪漫的文學比喻，指的就是「綠油油的臺灣

島」。此曲創作之初就是「情人傾訴愛戀」的情歌，而作曲人周藍萍也正好在談

戀愛；周的女朋友是金甌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倫，據李慧倫同學陳福珍轉述周藍

萍說： 

「這是我送給李慧倫的啊！」他就輕描淡寫地帶過。12
 

顯然，周藍萍是把歌詞裡那位「默默不語」的「姑娘」當作了李慧倫，以歌曲對

她款款傾吐情愫。周藍萍長女周揚明認為這是他父親送給母親的「定情之作」，

確有道理。13
 

  就歌詞來看，〈綠島小夜曲〉可說是潘英傑的「臺灣印象」；後世學者對於

此曲僅以月光、微風、椰子樹泛寫臺灣並不滿意，陳培豐曾指出此曲「以詠歎風

景為目的，對於臺灣島上的人物生活並沒有深刻的描繪。」14較早的曾慧佳也以

為： 

這樣的歌詞談到臺灣是個島嶼，有椰子、有微風、月是亮的，尚無光害；

夜是靜的，尚無車子與工廠的噪音汙染，那時的臺灣真美！15
 

這類研究是將社會學的方法加諸文學作品之上，實事求是地分析歌詞中的事物。

其實〈綠島小夜曲〉寫的是與世隔絕的愛情烏托邦，並不以寫實描繪人物生活為

目的。我們必須理解周藍萍與潘英傑的背景，他們都是戰後來臺的「外省人」，

屬於離散的世代，有著流亡者共同的悲哀。本曲構築純美的愛情世界，其深層的

意義就是對於戰爭的厭棄，希望人間還有綠島般的樂園；表面看來似乎脫離現

實，其實是因為現實充滿坎坷傷痛，於是選擇抛開，只記取眼前景物之美。方翔

對這種心理有生動的記述： 

                                                 
11

 《中國時報》2002年7月25日第14版，記者潘罡撰寫。 
12

 周揚明，〈陳福珍訪談〉（100年7月7日）。陳福珍也提到周藍萍本是學校的兼任教師，竟然

跟女學生談戀愛，讓校方頗不以為然，很快就不續聘了。 
13

 周揚明，《周藍萍：時代經典回想曲》，頁5。 
14

 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

（《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2期，民國97年6月）頁111。陳培豐認為反映臺灣生活的歌曲，如

〈孤女的願望〉、〈媽媽請你也保重〉等。 
15

 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1998年）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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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剛到臺灣，到處所見都是綠，綠色的山，綠色的樹，……加上剛

經歷了那麼多生死存亡的煎熬，親人離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夠再安定

下來，每個人心裡都有一種相當踏實、感激，幾乎是重生的感覺，因此

就想到了用「綠島」兩個字，因為「綠」和「新生」是息息相關的。16
 

可見臺灣美景對他們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是新生的契機、長久飄泊之後的依

託之地，他們期盼著愛情的滋潤，更寄寓了男婚女嫁、生兒育女的美好願景。17
 

  1950年代最重要的大眾傳媒是廣播，〈綠島小夜曲〉完成之後，最早是在中

廣公司的廣播節目中播出。據楊秉忠、陳福珍等人回憶，第一位演唱者是祖康，

由楊秉忠拉南胡，高子銘吹笛子，18其後紀露霞、紫薇也曾演唱。〈綠島小夜曲〉

播出後十分受歡迎，紀露霞在訪談中回憶，民國46年《好農村》節目中此曲獲得

聽眾票選第一名。19民國47年白茜如主持《午餐俱樂部》節目，兩度徵求聽眾票

選喜愛的歌，〈綠島小夜曲〉也高居榜首。20
 

  翻看那個年代流行歌曲的發展徑路，往往是廣播、唱片、電影的三階段演進。

〈綠島小夜曲〉由於廣播成功，接下來自然就有廠商錄製唱片。21就個人所知，

現今傳世有幾個較早版本，列表如下： 

表 1  《綠島小夜曲》早期錄音版本 

歌手 發行者 說明 

紀露霞 臺灣鳴鳳唱片 

 

33轉。1957年。原為廣播歌曲，收入《阿美娜》電

影，唱片標明夷光演唱。 

秦晉 香港金錢唱片 78轉。1957-1960年。原為廣播歌曲，男聲。 

紫薇 臺灣鳴鳳唱片 33轉。1960年。原為廣播歌曲。 

司馬音 香港天使唱片 78轉。1960年。 

紫薇 臺灣萬國唱片 78轉。年代不詳。 

紫薇 臺灣四海唱片 33轉。1962年。創下約二十萬張的銷售成績。 

                                                 
16

 方翔，〈綠島一直在我心裡飄〉（《中國時報》1990年10月11日，第26版〈寶島〉）。 
17

 周藍萍這類作品甚多，參見拙作〈愛臺灣、巍巍立海中間──周藍萍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

發表於「大分裂時代的敘事─大陸‧台灣‧香港‧馬來半島」研討會，2013年8月3日。日本，

名古屋：愛知大學。 
18

 周揚明，《周藍萍：時代經典回想曲》，頁11。書中僅提到「高先生吹笛子」，當即中廣國

樂團元老之一的高子銘，擅長笛子。 
19

 周揚明，〈紀露霞訪談〉（2011年6月15日）。石計生：〈凍土琥珀──〈綠島小夜曲〉的溫

情與真實〉（《文訊》2012年2月，316期。頁6-8）也提及此事。 
20

 潘英傑，〈綠島小夜曲的詞曲及唱〉。 
21

 曾有報導香港邵氏公司來臺拍攝〈綠島小夜曲〉電影，見《聯合報》1966年9月30日第8版，

但因版權問題，始終未曾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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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公認最早的唱片可能是鳴鳳唱片出版的紀露霞演唱，歌聲是紀露霞在廣

播中所唱，收入1957年電影《阿美娜》中作為插曲。類似由廣播歌曲而後收入唱

片的，還有金錢唱片的秦晉（男聲）及鳴鳳唱片的紫薇，曾與周藍萍合作的香港

藝人司馬音，22也在香港百代公司副牌的天使唱片灌錄了這首歌曲。聆聽這些唱

片，可以聽到一首作品反覆調整逐漸定型的過程，這幾個版本旋律大致相同，編

曲配器各自有別，紫薇的萬國唱片是其中較特殊的。紫薇曾在不同文章提到「菲

律賓萬國唱片」是以國樂伴奏，23但她的回憶其實有誤；此片圓標注明「臺灣萬

國唱片」而不是菲律賓，伴奏也不是國樂，而是充滿老上海爵士風情、有豎笛、

小提琴、鋼琴伴奏的慵懶情調，節奏與現行〈綠島小夜曲〉微有差異。可以確定

的是，紫薇這張唱片大概曾在菲律賓發行，與香港司馬音的天使唱片同是〈綠島

小夜曲〉進軍國際的第一步。   

 

圖 2 《四海歌曲精華》第二集封面封底  

  由於當時唱片不一定注明出版年月，以上幾張唱片孰先孰後難以確認。紀露

霞的鳴鳳唱片確定出版於《阿美娜》電影上映的1957年，司馬音的天使唱片由編

號大約可以推斷為1960年，紫薇的鳴鳳唱片為1960年，24其餘幾張大約都在1950

年代末期至1960之間。由現存資料看來，這幾張唱片似乎都未能造成流行，一直

到上表所列最後一項四海唱片，才真正造就了〈綠島小夜曲〉的風潮。1961年，

四海唱片創辦人廖乾元以相當於五棟房子的巨資，請周藍萍規畫七張臺灣原創的

國語歌曲，25〈綠島小夜曲〉收在《四海歌曲精華》（第二集）B面第一首，1962

年出版，編曲與紀露霞最早的鳴鳳版差異不大，但樂隊編制擴大，音響效果更精

                                                 
22

 《聯合報》1957年1月3日，記載周藍萍作曲的《小鳳仙》歌劇「情商司馬音串演妓院鴇母」。 
23

 〈紫薇──綠島小夜曲〉，《中央日報》1988年3月9日第13版。〈有情人生無情癌〉，中篇

〈綠島小夜曲唱出了紫薇的輝煌時代〉，《民生報》3月7日第10版。 
24

 根據〈紫薇歷年灌錄唱片〉列在1960年5月，方翔《如歌的人生──憶紫薇》（臺北：臺視文

化事業。1990年），頁83。 
25

 沈冬，〈廖乾元訪談〉（2012年1月27日）。有關四海唱片的研究，參見《寶島回想曲》一書。 



• 7•  

緻，26這張唱片一年之內賣了將近二十萬張，27奠定了〈綠島小夜曲〉的經典地

位，紫薇也成為〈綠島小夜曲〉不二的演唱者。 

 

  

圖 3 鈴鈴唱片日語版〈綠島小夜曲〉 

 

  從一開始，〈綠島小夜曲〉就是一首跨越族群和語言隔閡的歌。上文提及此

曲在中廣節目《好農村》和《午餐俱樂部》裡獲得聽眾票選第一名；《好農村》

的聽眾大部分是講閩南語的「本省人」，《午餐俱樂部》卻是都會取向，以講國

語的「外省人」為主。紀露霞在訪談裡再三提到，她曾經灌錄過臺語版的〈綠島

小夜曲〉，客語版則是由客語歌后賴碧霞演唱，鈴鈴唱片發行。28最有趣的是，

鈴鈴唱片還曾經出版過日語版的〈綠島小夜曲〉，唱片編號「FL-690」，圓標注

明「臺灣歌謠ヒット．ソング」，〈綠島小夜曲〉收在B面第四首，已經重填歌

詞，曲名為〈乙女の心に雨が降る〉，民國53年7月25日出版。29日語版只用了

原曲的A段旋律，男女對唱，反複三次，歌詞內容是雨夜裡的男女相思，與原來

月下綠島、男子獨白的場景已大不相同。唱片標注演唱者為「カスミ．カツオ」，

但坊間流傳，女聲是以〈北上夜曲〉聞名的歌手多摩幸子（たま．ゆきこ）。這

張唱片在四海唱片暢銷之後出版，同一面的另外三首歌是鄧雨賢〈雨夜花〉、〈望

春風〉，及邱再福的〈人道〉，〈綠島小夜曲〉與這些臺語名曲收入同一張唱片，

表示它被講臺語的族群廣泛接受，而日語版的出現，更反映了當時臺灣仍有許多

                                                 
26

 四海唱片此次錄音用的是三十餘人的大樂隊。〈廖乾元訪談〉（2012年1月27日）。 
27
〈廖乾元訪談〉（2012年7月24日），據廖乾元表示，〈綠島小夜曲〉一年賣了十幾二十幾萬

張，〈回想曲〉賣得更多，可能達到三十萬張左右。 
28

 周揚明，〈紀露霞訪談〉（2011年6月15日），紀露霞自己藏有這張唱片，可惜被人借去不還。

賴碧霞演唱的客語版則是收入鈴鈴唱片《客家流行歌第十集》（KL-696）。 
29

 據「臺灣六合文化會館」網頁登載唱片圖片及演唱，檢索時間：2013年10月31日，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413033775474809）。筆者並未接觸過這張唱片，有

關其錄製、編輯、歌手、以及背後反映的文化現象等諸多疑問，只能暫時闕疑。 



• 8•  

習慣於日語環境，甚至不唱日語歌不過癮的聽眾；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綠島

小夜曲〉在臺灣跨越了族群、語言、文化的藩籬，獲得人們的共同喜愛，是確然

無疑的。 

二、 你的歌？我的歌？──〈綠島小夜曲〉的亞太流行 

  潘英傑曾指出〈綠島小夜曲〉創作靈感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小夜曲」，這是

了解此曲的重要參照；筆者深入分析〈綠島小夜曲〉的詞、曲文本，30確定〈綠

島小夜曲〉取法於歐洲中世紀的小夜曲（Serenade），模擬寧靜夜晚男子在窗外

彈唱向女子示愛的場景，伴奏採用了小夜曲常用的魯特琴（Lute）之類彈撥樂器

的技巧，又以兩兩相行類似律詩的歌詞結構、五聲音階的旋律、溫柔敦厚的情意

內涵，確保了此曲的中國風味。這是一首取法西方音樂體式，又保留中國韻味的

歌曲，不僅流傳在人間，甚至唱到了太空中。民國74年美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在

「挑戰者號」太空梭上，就曾經播放了〈綠島小夜曲〉。31此曲也伴隨著亞太地

區的經貿發展、人口移動，流行到不同國家地域，在新的空間裡甚至出現了新的

面貌。本節探究此曲在亞太流行的足跡，分為香港，新、馬、泰國，大陸等三個

區塊論述： 

（一）香港 

  1949之後，部分上海流行樂壇重要人物陸續南遷，香港隱隱然取代上海，成

為國語流行歌曲的中心。32如前所述，1960年司馬音曾在天使唱片錄製〈綠島小

夜曲〉，是此曲進入香港的最早記載。1960年代前期，受到香港歌壇演唱英文歌

曲的風尚影響，香港出現了〈綠島小夜曲〉英文版，潘迪華（Rebecca Pan）以

相同旋律演唱了〈I am Yours〉，「英詞中曲」形式反映了當時香港的「時代曲

的國際化」的潮流。33
1968年，粵劇名伶冼劍麗將〈綠島小夜曲〉改為〈荷花千

朵水裡開〉，34粵語發音，梆笛、揚琴等傳統樂器伴奏；冼劍麗嗓音高亢明亮，

行腔轉韻充滿戲曲韻味，可謂是粵劇化的時代曲。1974年另一個粵語版本出現，

                                                 
30

 參見〈周藍萍與〈綠島小夜曲〉傳奇〉。 
31

 1985年5月5日《聯合報》第3版報導此事。王贛駿（Taylor Wang，1940- ），在臺灣求學至師

大附中，美國UCLA物理學博士，參與太空計畫成為第一位華人太空人。 
32

 如作曲家姚敏、詞人陳蝶衣、李雋青，歌手姚莉、張露等均移居香港，百代唱片公司也在香

港復業。參見黃奇智，《時代曲的流光歲月》（香港：三聯。2000年）。 
33

 「時代曲的國際化」是黃奇智的觀點，見《時代曲的流光歲月》頁168-182。就個人所知，潘

迪華所唱並非〈綠島小夜曲〉唯一的英語版，收入潘迪華精選集《101至愛》Disc 2（香港：

EMI，2001）。 
34

 冼劍麗專輯《郎是春風吹花開》（香港：風行唱片，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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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鉤新月掛天邊〉是香港無線電視臺電視連續劇《芸娘》插曲，35黃舜詞，演

唱者為華娃。香港著名作家黃湛森（霑）曾分析： 

粵曲向來有個兼收並蓄，只求合用，不問來源的順手習慣，國語時代曲

的旋律，根本時常在粵曲裏面出現。粵曲中人，講究旋律「合耳軌」；

意思是旋律必須切合觀眾慣於接受的軌道與路向，換句話說，應該採用

觀眾耳熟能詳，一聽就覺得親切的曲調。36
 

由此而言，〈綠島小夜曲〉應可算是深合港人「耳軌」，「一聽就覺得親切的曲

調」。1987年，香港出現了第三種粵語發音的改編版，電影《監獄風雲》的插曲

〈友誼之光〉，此片由周潤發、梁家輝主演，盧冠廷音樂，演唱者為瑪俐亞（Maria 

Cordero）。37顧名思義，〈友誼之光〉歌頌友誼可貴，強調犯人之間的患難義氣。

片尾梁家輝飾演的盧家耀即將出獄，出現犯人參差不齊的男聲合唱：「人生於世

上有幾個知己」，音量逐漸增強，似乎顯示同聲相應的友誼力量；第二段鼓聲先

導，瑪俐亞渾厚的嗓子嘶吼而出「縱有萬里山，縱隔兩地遙，不須見面，心中也

知曉，友誼改不了。」一改前段沈悶壓抑的唱法，刻意不完全依照節拍而「浮」

在伴奏上，歌聲豪邁飛揚，鼓聲震撼人心，確有相當感人力量。〈友誼之光〉受

到港人普遍喜愛，黃湛森就指出這是香港「人人會唱」的歌曲。38翻檢香港報紙，

果然看到許多歡聚場合，必定演唱〈友誼之光〉作為宴會結束的高潮。39由各種

改編版的出現，可知〈綠島小夜曲〉確實合於港人「耳軌」，黃湛森說：「〈綠

島小夜曲〉時代，臺灣風變成時尚。」40指的就是1960至70年代的香港，此曲已

被港人視作臺灣流行音樂文化的代表了。 

（二）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前文引述紫薇灌錄萬國唱片的〈綠島小夜曲〉，曾經在菲律賓風行一時，其

實此曲在整個東南亞都十分受歡迎。民國55年4月，經濟部長李國鼎公開讚揚四

海唱片在馬來西亞工商產品展覽會裡銷售成績亮眼。41次年民國56年6月，臺灣

                                                 
35

 《芸娘》為香港無線電視臺TVB《翡翠劇場》30集連續劇，1974年10月14日開始播出。歌曲

收入華娃《芸娘》（香港：娛樂唱片，1974）。 
36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香港大

學博士論文，2003），頁44。 
37

 《監獄風雲》1987年香港新藝城電影公司出品，出品人麥嘉，導演林嶺東，編劇南燕。 
38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頁7。  
39

 例如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議員與記者歲末聯誼時合唱〈友誼之光〉（香港《華僑日報》1988

年12月11日第1版），無線電視〈歡樂今宵〉節目收視率節節高昇，無線總經理鄭君略與大姊

大女星汪明荃也合唱〈友誼之光〉以示慶功。（香港《華僑日報》1990年2月26日第23版）。

此類例子甚多。 
40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頁88。其論文第三章即名為〈〈不了情〉與〈綠島

小夜曲〉時代〉。 
41
《聯合報》1966年4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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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聯會在馬來西亞舉辦「中華民國怡保商展」，又是四海唱片銷售一空，42創

辦人廖乾元在訪談中回憶這段經過： 

大約民國五十年代，我們去泰國參加商展。……所有人都集中過來搶著

買我們的唱片；我們包得多快，就賣得多快。兩千張唱片很快就賣完了，

我一看賣得這麼好，趕快用航空再寄兩萬張唱片來。……我在馬來西亞

展覽，片子全賣光了，街上那怕是巷子裡，都在放我們的唱片。 

馬來西亞當地很大的唱片公司，老板姓○，原本經營○○業，我說我要

參觀，他們不肯，我透過記者的關係進去。他們的工廠只有三臺壓片機，

我一看，三臺機器都在壓〈綠島小夜曲〉。43
 

廖乾元認為「有華語處就有華語歌曲巿場」，因此積極外銷主動出擊。據他回憶，

當時華人區整條街上幾乎都是紫薇〈綠島小夜曲〉的歌聲，其中當然不少是四海

唱片賣出來的片子，但更多的，都是當地唱片公司拚命趕工生產的盜版片。談起

「三臺壓片機都在壓〈綠島小夜曲〉」，廖乾元的口吻既驕傲又無奈。他的回憶

結合紫薇的演唱記載，更可印證〈綠島小夜曲〉受歡迎的程度。民國55年紫薇曾

在星馬等地巡迴演唱。44當地報紙有如下記載： 

在這幾年來，東南亞一帶的歌壇裡，凡愛聽華語歌曲的歌迷，可說都給

臺灣的「歌壇之寶」紫薇與張清真的歌聲給迷瘋狂了。紫薇的「綠島小

夜曲」與張清真的「月光小夜曲」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名曲。 

演唱節目最引觀眾注目的，當推號稱歌迷新偶像的紫薇，那支百聽不厭

的「綠島小夜曲」，一曲既罷，掌聲、采聲幾震撼了整個體育館，觀眾

高喊再來一個的呼聲良久而不絕。45
 

以上的報導可以看出當時〈綠島小夜曲〉狂賣流行，紫薇譽滿東南亞的盛況。因

為太受歡迎，久而久之，〈綠島小夜曲〉已不復被認知為外來歌曲或臺灣歌曲，

竟然落地生根被當地人視作自己的家鄉歌謠了，網路上有這樣的文字： 

綠島小夜曲 should be the state song of Penang, if not, at least it is my 

unofficial state song. I have been away from Pena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this song will always remind me of my hometown, Penang. The song 

had been with me since the 60s…… It tells you the story of an island, like 

                                                 
42
《經濟日報》1967年6月29日第4版。 

43
〈廖乾元訪談〉（2012年6月21日）。 

44
《如歌的人生──憶紫薇》頁107, 234。民國55年8月底至9月初，紫薇曾經參與「臺港星馬十

大歌星大會串」演唱會。 
45

 轉引自《如歌的人生──憶紫薇》，頁108。書中雖有報紙剪影，但未記載詳細出處及出版年

月，僅知部分出於《馬來亞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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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metown Penang. The song of the green island, Penang. 
46

   

這是2011年11月24日一位網友在《檳城人》（Penang, Penang lang）網頁上貼出

的言論。身為一般聽眾，這位網友認為〈綠島小夜曲〉應是他的家鄉──馬來西

亞檳城的「州歌」，至少是他個人認定的州歌，因為此曲描寫的「綠島」神似檳

城，讓他這個離鄉二十餘年的遊子油然而生故鄉之思，由此可知〈綠島小夜曲〉

已經完全融入檳城華人的文化中，竟被視為可以象徵檳城的代表歌曲了。 

（三）大陸 

  〈綠島小夜曲〉創作於兩岸對峙的年代，早年自然無法流行於大陸，及至兩

岸逐漸開放，〈綠島小夜曲〉的影響力也擴及對岸。1979年6月《中國時報》出

現了如下標題： 

〈綠島小夜曲流行到上海 電梯小姐和匪幹 都喜歡哼哼唱唱〉47
 

可以判斷大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綠島小夜曲〉伴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

放的風潮就已登陸了。2012年大陸期刊《歌曲》有一篇讀者丁留強投稿，敘述1981

年初在河南鞏縣買到了《歌曲》雜誌1980年1至6月合訂本，其中收有〈綠島小夜

曲〉歌譜，是他「夢寐以求」的歌曲，讓他「喜出望外」。48檢索《歌曲》雜誌，

〈綠島小夜曲〉歌譜發表於1980年1月號，署名「潘英杰詞，周蘭萍曲」，49這

是筆者所見大陸最早資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北京、上海、廈門等沿海居

民，1981年買到歌譜時，顯然已經會唱並且十分喜愛此曲了，可以看出當時〈綠

島小夜曲〉已深入內地。次年，1981年11月，《音樂世界》雜誌也再度刊出了〈綠

島小夜曲〉歌譜。50此後大陸刊物中不時有相關報導，51甚至有模仿〈綠島小夜

曲〉的新創作品。52凡此種種，均可說明〈綠島小夜曲〉早已跨越了海峽之隔，

是兩岸開始交流之後，最早「反攻大陸」的文化力量之一。 

                                                 
46

 Boon Raymond, http://teochiewkia2010.blogspot.tw/2011/11/blog-post_24.html 蒐檢時間：2012

年4月4日。 
47
《中國時報》1979年6月19日第3版。 

48
 丁留強，〈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歌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年2月），

頁85。 
49
〈綠島小夜曲〉，《歌曲》（1980年1月），頁22。 

50
《音樂世界》（四川：成都，1981年11月），頁23。 

51
 例如孫松堂，〈〈綠島小夜曲〉的幕後真相〉記述此曲的創作緣由，《政協天地》，2003年

第3期，頁34。此文其實轉載自《光華雜誌》（2002年8月）頁61。其他相關文多不備載，甚

至還有作為兒童鋼琴練習曲的〈綠島小夜曲〉。 
52

 王嘉楨詞、張杰曲，〈綠島情〉歌譜， 2005年1月《歌曲》，「我思念一個綠色的島，太平

洋上它像一片樹葉在飄。」以海風、椰子樹等意象寫臺灣，十足脫胎於〈綠島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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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好歌如同一位旅行者，它四處巡遊，留下了蛛絲馬跡讓我們追蹤觀察，

本節研究〈綠島小夜曲〉的亞太流行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由此，我們看到了一

首臺灣歌曲跨國流行的旅程，也說明了臺灣歌曲走向國際的能力。 

三、 一曲情歌，幾許政治──〈綠島小夜曲〉的眾聲喧嘩 

  以上討論了〈綠島小夜曲〉的空間移動；在時間上，這首歌曲歷經六十年的

流行，時移世易，物換星移，已呈現了紛歧的解讀視角，遠超出作者原先的愛情

視野，本節擬剖析這種「眾聲喧嘩」的現象，並探究時代環境與其背後的脈絡。 

  〈綠島小夜曲〉創作之時，正是韓戰結束以後，臺灣的情勢可謂內外交迫，

兩岸對峙形勢已成，國內經濟仍然低迷；1955年一江山失守、大陳島撤退，緊接

著1958年「八二三炮戰」。在國家風雨飄搖的歲月裡，〈綠島小夜曲〉「搖呀搖」、

「飄呀飄」歌詞聽在有心人耳裡，很容易聯想到動蕩不安的時局，據說周藍萍因

而遭到了有關當局的約談，53這首歌從此與政治牽扯不清，埋下日後各種傳說的

種子。  

  如眾所知，現實生活裡臺灣確實有一個小島名為「綠島」，位於臺灣東南外

海，為臺東縣綠島鄉，清代稱火燒嶼，日人改名火燒島，1949年改為綠島。此地

藍天碧海，白沙礁岩，椰影婆娑，看似浪漫的熱帶島嶼，其實自日治時期已用來

監禁囚犯，1970年以後，在此集中管理政治犯，1987年解嚴之後監獄裁撤，但綠

島已與幫派分子、政治受難者的形象緊緊連結。其實潘英傑、周藍萍在創作之初

就知道「會被誤以為是那個關人的『火燒島』」，54但仍決定採用「綠島」之名，

也因此，〈綠島小夜曲〉不但經常被誤以為寫的是臺東綠島風光，更被誤以為是

綠島受刑人之歌。 

  在種種傳說中，知名作家柏楊（1920-2008）的說法是很具代表性的。柏楊

入獄十年，55其中數年囚禁於綠島（1972-77），日後創設了「人權教育基金會」，

並推動建立「綠島人權紀念碑」。2002年人權紀念碑落成兩週年，柏楊特地邀請

文化界化士同遊綠島，當場感性陳述他所認知的〈綠島小夜曲〉創作始末： 

（綠島監獄）其中一對囚犯，可能是夫妻，也可能是情人，他們偶而以

字條暗通款曲。有一天，其中的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抛鴻溝給對方，

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來後，

                                                 
53

 方翔，〈綠島一直在我心裡飄〉。此事廣泛見於各家記載，當非無據，但訪談仍然在世的周

藍萍好友，如廖乾元、楊秉忠等人，均未聽周藍萍提過此事，可見當事人諱莫如深。 
54

 方翔，〈綠島一直在我心裡飄〉。 
55

 柏楊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激烈的批判，對當道政權同樣不假辭色，因而入獄。可參看《柏楊回

憶錄》（臺北：遠流，1996）、《醜陋的中國人》（臺北：林白，1985年）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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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但這首詩文學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

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０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

小夜曲」。56
 

當天報紙的標題為〈鐵幕愛情譜出綠島小夜曲〉，為〈綠島小夜曲〉憑添了反抗

強權、忍辱偷生的悲愴意識。須注意的是，柏楊口中的「六０年代」由周藍萍譜

曲，如果所指是1960年代，當時〈綠島小夜曲〉早已在海內外流行多年；如果是

民國六十年代，則周藍萍已經猝逝香江，因此柏楊的說法有明顯的漏洞，但他自

己卻是深信不疑，甚至大聲疾呼： 

2002年的人權新課題之一是：我們大家來尋找「綠島小夜曲」的作者。

陳水扁總統前天說，希望成立人權紀念館，那麼，國防部應該把秘密檔

案解密，捐給人權紀念館，……應該讓我們知道他們的寃屈和身分。57
 

至此，誰創作了〈綠島小夜曲〉已經上綱為總統必須關注的人權議題，可謂是一

曲流行歌「不可承受之重」。其實柏楊只有故事，而無根據，但他的想法並非孤

立，半年之後，2002年7月23日，報端竟出現〈綠島小夜曲作曲者高鈺鐺辭世〉

的報導： 

傳聞是「綠島小夜曲」作曲者高鈺鐺……與世長辭。……縣長楊秋興上

週才前往探視，並允諾協助尋找作詞者王博文行蹤，讓綠島小夜曲創作

者得以正名。58
 

報導中的高鈺鐺、王博文均是綠島受刑人，由於社會普遍同情白色恐怖受難者，

一時之間，社會議論沸騰，彷彿〈綠島小夜曲〉真的另有作者。第二天，《中國

時報》登出同為綠島受刑人的胡子丹的文章，根據胡子丹的回憶，1955年有關單

位在綠島大肆調查〈綠島小夜曲〉的作者，他也是被約談的對象之一：  

（大隊指導員）：「寫首歌兒沒什麼了不起，上面在懷疑，臺灣本島已經

唱開，說一定是我們這兒人寫的，說綠島是一條船，在海洋上飄，那不

快沈了嗎？我們是主動查，胡子丹，如果是你寫的，只要告訴我，是怎

麼傳去本島的，我會設法給你開脫。」59
 

由此可知，癥結還是在於歌詞中「搖呀搖」、「飄呀飄」；詞中既有「綠島」，

推想必是綠島受刑人之作，因此下令在綠島展開調查，監獄管理人只好胡亂誘人

                                                 
56

 記者李瑞臺東報導，《中國時報》2001年12月9日第4版。 
57

 同上報導。  
58

 蔡森田高雄報導，《中國時報》2002年7月23日第14版〈藝文〉。另外《中央日報》、《聯合

報》、《人間福報》也均有報導。 
59

 胡子丹，〈為綠島小夜曲作者辨正：作曲者周藍萍、作詞者潘英傑〉，《中國時報》2002年7

月24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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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據胡子丹推判，既然他被獄卒要求承認「林義旭作曲、胡子丹作詞」，當

然也可能有「高鈺鐺作曲、王博文作詞」的另一組假想名單，甚至有第三、四組

名單也未可知；更嚴重的是，還得追查這首歌如何由綠島傳出，不然怎麼會「臺

灣本島已經唱開」了呢？這應該就是高鈺鐺作曲的傳說來由。追本溯源，這個胡

子丹稱為「荒謬的」的調查，卻是來自潘英傑如詩的文學情懷，實在令人可歎。 

  在胡子丹出面澄清以後，第三天《中國時報》以半版篇幅處理了這個議題。

記者潘罡專訪了仍然健在於世的作詞人潘英傑，還原當年的創作經過，也報導了

周藍萍家屬、唱片蒐藏家李坤城、前輩歌手文夏等各方說法，還刊登了《紫薇成

名歌曲專集》（第一集）上有〈綠島小夜曲〉標題的唱片封套，60諸人口徑一致

提出反證，試圖搶救〈綠島小夜曲〉於政治口水之中，至此，〈綠島小夜曲〉的

原作者與創作由來的爭議總算獲得澄清。 

  深入思考這些無稽之談的背後脈絡，其實源於綠島受刑人的深沈哀傷。據報

導，柏楊每提到〈綠島小夜曲〉必潸然淚下。61綠島雖是囚禁柏楊身體的傷心之

島，他反而將綠島「視為自己第二故鄉」，因為他「從小四處流浪」，「對綠島

有一種特別的感情。」62甚至遺囑將骨灰灑在綠島附近海域，與藍天碧海綠島長

相依偎。63由此推想，許多受刑人在囚禁於綠島的漫長淒苦歲月裡，也可能如柏

楊一般對綠島有了特別感情；〈綠島小夜曲〉於是成為受刑人眺望大海、思念愛

人、排憂遣懷的寄託，又有追查作者等事件發生，口耳相傳，醞釀出一種「這是

我們的島」、「這是我們的歌」的集體意識，出現了受刑人創作這類看似荒謬的

傳說。追究這種對於〈綠島小夜曲〉的執著，其實投射了他們的生命與自由橫遭

剝奪的深深失落與痛苦。 

  在這些爭相認領〈綠島小夜曲〉主權的故事中，中國大陸並未缺席。1997

年臺灣的報紙轉引上海《新民晚報》，提到〈綠島小夜曲〉是綠島關押的「愛國

政治犯」「抒發對祖國的思念之情而寫作。」64經筆者查考，1984年大陸的《音

樂世界》期刊上有一則轉載的報導，標題為〈臺灣歌曲〈綠島小夜曲〉是共產黨

人的獄中佳作〉，報導略如下： 

……一九五五年，有一位中共地下黨員，被囚禁在這裡（按：指綠島）。

他的生平，甚至連姓氏和性別，都無人知曉。這支歌是這位作者在獄中

                                                 
60

 《紫薇成名歌曲專集》（第一集），臺北：四海唱片。民國58年1月。收有〈綠島小夜曲〉、

〈回想曲〉、〈美麗的寶島〉等10首歌曲，均為紫薇演唱周藍萍作曲的精選集。 
61

 記者陳盈珊，《中國時報》2000年9月16日第19版〈周末萬象〉。 
62

 李令儀綠島報導，《聯合報》2001年12月9日第4版。 
63

 柏楊死於2008年4月29日，遺命將骨灰部分灑在綠島海域，另一部分運回了河南老家。《聯合

報》2008年5月18日第A8版。  
64

 《中國時報》1997年7月14日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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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八個年頭寫成的。〈綠島小夜曲〉寫成後不久，作者就犧牲了。經

過許多周折，詞譜流傳到了嘉義巿一個小學音樂教師的手中。她對這首

「情歌」非常喜愛，並把它教給自己的學生們。歌曲很快廣為傳唱。……

這首格調高、內涵深、意境美的好歌，采用暗喻的藝術手法，把革命者

對祖國，對共產黨的一往深情，表現得十分感人。65
 

此處提到關鍵年份1955年，可以推想也是出於在綠島追查作者的相同背景，除此

而外，其他敘述就太匪夷所思了。不知姓名性別的受刑人，卻知是入獄第八年作

曲；不知此曲如何流傳，卻知道傳到了嘉義同樣不知姓名的女老師手中。種種不

合理的陳述，反應的是中共透過內部宣傳爭奪〈綠島小夜曲〉詮釋權的意圖。 

  以上所述是〈綠島小夜曲〉與政治受難者的關連，但綠島監獄的收容人並不

止於政治犯，還有更多是重刑犯，或因案接受管訓的「幫派大哥」。〈綠島小夜

曲〉因而出現了新的影射象徵，以此代表監獄或牢獄生活，更被幫派視為「幫歌」，
66聚會必定同聲高唱，67〈綠島小夜曲〉也成為幫派兄弟的「我們的歌」；前文

提及香港電影插曲〈友誼之光〉借用〈綠島小夜曲〉旋律刻畫獄中兄弟情誼，其

創作思考大概也出於此一脈絡。 

  以上梳理了〈綠島小夜曲〉在一甲子的流行中逐漸衍生的不同解讀，本是以

臺灣為場景的情歌，一變為描寫臺東綠島，再變為綠島受刑人的作品。此曲既是

幫派大哥牢獄生活的寫照，又是政治受難者的象徵，更是共產黨人「懷念祖國」

的抒發。如同報端的標題：「〈綠島小夜曲〉總被附會政治調」，68卻是各自不

同的政治調，可謂一曲多唱，眾聲喧嘩。追根究柢，上述傳說極可能都源於當年

政治檢查的時代背景、對於「搖呀搖」歌詞的疑慮、對於綠島地點的誤解，如胡

子丹所述在綠島受刑人中追查作者的結果，導致各種臆說及不同象徵紛然呈現。

所謂眾聲喧嘩，其實，一曲情歌的背後脈絡還是幾許政治的播弄。 

結 論 

  本文是一首歌曲的研究，藉由史料爬梳，本文聚焦於音樂家周藍萍，還原了

〈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出版，並由地理空間追索這首歌曲如何走出亞太地區的流

行之路，由歷史時間探看它如何與時代環境發生連結，從而衍生不同解讀。 

                                                 
65
《音樂世界》（1984年4月，頁24）轉引自《北京青年報》。 

66
 《聯合報》1986年8月7日第5版標題：〈竹聯狂想曲？！張安樂欲將綠島小夜曲 在美譯為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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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周藍萍1949年由大陸來臺，積極投身電影配樂、流

行歌曲創作，成果斐然，〈綠島小夜曲〉創作於民國43年的仲夏夜，它的甜美旋

律、浪漫內容，一方面撫平戰爭傷痛，一方面如作詞人潘英傑所述，以臺灣作為

長期戰亂離散之後依託身心的「新生」國度，因而詞中充滿了對於臺灣的美好想

像。這首歌曲在臺灣同時出現了國語、臺語、客語、日語的演唱版，可見其廣受

歡迎，也打破了後人以為的族群和語言的藩籬。 

  本文研探〈綠島小夜曲〉在香港、星、馬、泰國、大陸的流行狀況，分析各

種不同語言的改編重製。周藍萍是第一位成功將作品輸出至香港，並在上海流風

餘韻主導的香港時代曲歌壇打下一片江山的臺灣第一人，〈綠島小夜曲〉也是四

海唱片走向國際，在東南亞華人世界引起旋風的第一曲。在跨國行旅中，這首歌

曲成為臺灣六、七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象徵，曾經唱上太空，甚至因為備受歡迎，

被東南亞華僑視作本地歌謠，可以說是臺灣最早的成功文創事業。 

  本文也由歷史的角度，處理了〈綠島小夜曲〉六十來的種種傳說和象徵意義。

「綠島」本指臺灣，轉而為臺灣東海岸的小島──綠島，因而與綠島受刑人發生

關連。1950年代情治單位因為歌詞「搖呀搖」而在綠島受刑人中追查作者，導致

半世紀後柏楊仍誤以為〈綠島小夜曲〉是受刑人所作。由此，此曲的涵義逐步推

昇豐富，包括了臺灣風情之歌、綠島美景之歌、受刑人悲戀之歌、政治受難者之

歌、民主人權象徵，甚至更普遍用為幫派分子、牢獄生活的代表，這種不斷豐富

的多元內涵是一般華語流行歌曲難以望其項背的。 

  本文由空間和時間和的雙重向度，探掘了〈綠島小夜曲〉一甲子以來，由流

行而經典、由音樂而政治的旅程。這是一首罕見的具有傳奇性的流行歌曲，人人

彷彿都覺得這是屬於我的歌，歌聲的翅膀飛遍亞太，感染力無遠弗屆、歷久不衰，

除了「傳奇」二字，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形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