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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介绍 
 
背景介绍 
五月天是一个1999 年于台湾出道的摇滚乐团。他们在华语音乐圈内，十分
著名，多次举办全球巡回演唱会。五月天有五位成员 ， 分别是阿信，石头
，玛莎，冠佑和怪兽。他们的主要风格和歌曲类型是摇滚，爱情和人生。 
乐团至今总共发行过九张专辑，并且共12次获得金曲奖奖项，堪称相当成
功。 
 
研究目的 
 

1. 让观众了解艺人团体除了写词曲外的活动和运作，在听歌时能够欣赏
乐团类似的特征，开拓他们的认识 

 
2. 对比五月天乐团运作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趋势，并且分析本土化是否
为流行音乐市场可行的方向 

 
研究价值 
 
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切入，较少有学生作业从这个角度切入艺人团体的

分析。 
五月天在学生团体中较冷门，大多作业都分析林俊杰等本地歌手或周杰伦等

较知名歌手。根据华中历年专题作业系统，近7年内没有小组做过五月天的
分析。 
 
目标族群 
 
年轻人 （较多喜欢听流行乐） 
音乐爱好者 （对题材较有兴趣） 
 
文献分析和其中启发 
 
先前网上查找到的研究内容： 



“五月天乐团影响台灣流行音乐关键因素之探讨” 
“五月天歌词研究” 
“撼动人心的摇滚乐团 - 五月天” 
“谈五月天的 ‘憋人精神’ ” 
 
大多都着重在五月天歌词精神和创作主题，很少有以外的分析。 
本土化和国际化对比较新颖，少数人研究的课题，为突破点，研究重点。 
 
关于五月天的评论和摘录 
“ 五月天演唱主要以中文、台语为主，有时也會播放一些英文歌曲，歌曲唱
出年轻世代的心声，像是「派对动物」、「乾杯」等，都伴随著世代的希望

與失望” - CNN 中文网 
 
然而这么多年下來，始終坚持留在台湾跨年的一线歌手，除了五月天也沒有

別組艺人了，更遑论每年他們都把活动的唱酬捐出來 。。。有人說五月天沒
有批判了，但我确实听到《入阵曲》中「幼无粮、民无房，谁在分脏？」”  - 
ETToday 新闻云 
 
点出五月天在词曲的运用，以及对公共事务 ， 国家发展的表态。 
发现一个艺人 ，乐团的研究不只局限于歌词上的字面分析，还有许多可以研
究的。他们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公关管理，公益事业等都是可以探讨的地

方。 
 
研究方法和框架 
 
 
方法： 
网上查找资料  
作品赏析 
问卷调查 
进行访问 
 
框架内容： 



本土化和国际化元素 
20年来的变迁，转变 
周边活动和事务 
 
二：研究内容 
 

1. 五月天歌曲分析 
从五月天各专辑里，选出具有价值的5首歌曲分析，横跨不同专辑，语言
（中文，方言），风格 （抒情，摇滚，爱情） 

五首歌曲为：《憋人》，《米老鼠》，《成名在望》，《派对动物》，《疯

狂世界》 

结论： 

在流行音乐中，全球化所引进的音乐风格和潮流势必将成为主流，但仍然有

方法保留作品中的本土元素。 

五月天本土化 的展现  
● 加入本土元素，引起台湾听众共鸣 

例：《憋人》 

利用台语 （福建话），描述年轻人坚持理想，期盼成功之日的心愿。 

利用了俗语 “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项 ” 来让听众耳目一新。 

平实无华的简单电吉他伴奏，贴近普罗大众当时的生活。 

 
● 作曲风格平实，再悲伤的题材也能带给听众正能量  

例：《米老鼠》，《疯狂世界》 

“我好想好想飞，逃离这个疯狂世界” 比喻了自杀和放弃， 

“谁能让我拥抱着，尽情地哭，让我唯一的朋友 不是老鼠” 比喻了孤独和友情
，但五月天仍然采用乐观，朴实的编曲，让悲伤的题材带给听众希望和正面

能量。 



 
五月天国际化的展现  

● 电音和西方摇滚风格 

例：《派对动物》，《成名在望》 

使用大量摇滚歌曲的和弦和配乐，搭配英文歌词，多变的歌曲速度，演奏风

格贴近西方歌曲变化无穷，重摇滚乐团的风格。 

- 英文曲目，和其他团体合作 

例：《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Dont’s Dont’s》 

- 和泰国摇滚团体 Sloth Machine 合作，诠释英文版的歌曲，扩展英文
为大宗的海外听众 

- 节奏感很强，开始结合电音风格 

 
五月天：结合本土化和国际化  

● 例：《成名在望》 
采用摇滚风格，多样化编曲 
但是在MV里，利用台湾本土乐团和造景作为素材，保留本土元素 

 

 
 

2. 团体周边活动 
 
突然好想见到你 线上演唱会 
 

- 广大海内外粉丝 
- 不断突破，在困境中找出新方向 
- 收到热烈欢迎 
- 相信音乐 “国际化” 的 展现 

 
致力于国内各个议题，利用艺人身份制造影响力 



 
- 吉他手怪兽在网路上号召联署，保护台湾保育类动物 “石虎”，达到50
万份联署 

- 2018 花莲地震，捐赠500万台币，热心捐款帮助灾民 
- 利用知名度，发起号召力，关注国内议题和大事 

 
3. 五月天接受媒体连访 

 
由于疫情限制，无法进行面对面采访，所以改为查找网上现有的采访和文献

资料。 
 
查找了4份采访资料 
 
主要结论： 

- 五月天接受西方电台的采访，广受海外听众喜爱，跨出亚洲市场，相
当经营国际市场 

- 就算面临海峡两岸的政治因素，五月天仍然多次去中国表演，甚至获
得当地音乐奖项 

- 乐团搭上全球化列车，积极横跨语言间隔，和观众互动，拓展西方观
众，和国外行销团体 （如 Live Nation) 合作 

 
4. 趋势 

 
- 一开始五月天开发台湾市场，使用本土元素，平实无华的抒情音乐 
- 随着全球化，开始和国际团体合作，使用摇滚，电音等风格，拓展国
际市场和风格，拓展国际 

- 不过，乐团还是没有忘记他们在台湾的落地生根，仍然可以找到台湾
本土化的呈现 

 
三：成品 
 
最终材料：放入网站。 
 



-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0634 

 

问卷调查 

大多用户认为，他们对乐团的运作有了更多的兴趣，也对五月天乐团有了更

深一层的了解。 

 

总结 
 

1. 如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乐团不能忽视国际行销，必须发挥创意，拓
展具有潜能的海外市场 

2. 本土化的元素仍然可以保留，本土化和国际化不一定互相抵触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0634


 
四：成员反思 

丘有闳 

我认为本次专题作业，我们必须因应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出改变。当各种

限制措施来临时，访谈机会大大减少，于是我们必须利用网上的各种资料进

行弥补，代替原本的计划。我们也必须透过线上执行所有的小组会议，降低

了效率。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必须灵活应变各种挑战。 

透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也对艺人团体的各方面运作有了更加一层的认识。

透过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对比，我学到了任何事物都可以并容，都可以两面俱

到。我也发现了艺人团体，乐团运作的各种不曾了解的方面。这都让我有兴

趣自己继续探索，持续拓展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赖宇渊 

从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很多。 
第一,冠状病毒的情况使我们无法聚合在一起，让我学到自我控制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聚在一起来完成专题作业，让我们必须自己在家里完成自

己该做的事。这让我明白了自我控制的重要性，因一旦没了自我控制便会影

响我们的专题作业的进展。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我控制，没有完成自己

该完成的事会影响其他队员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是面对了这些困难并想起了

自己的解决方法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事。 
第二，我也从这个专题作业对华文音乐有更大的兴趣。我不是一种很积极去

听歌的人，不过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为这些乐队有更深的敬佩而让我更积极

的去听这些华文歌曲，像是在网上找来听，而不是单单靠车上的收音机来听

华文歌曲。 
 
翁承宇 
 
做完了这一次专题作业，我发现自己对五月天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也感觉到

五月天这团队里有的友情。他们能够在创造乐团的二十年后还留在一起是值



得敬佩的。我们在上学的期间应该建立这样的友谊，让他永远留住。 

由于冠状病毒，我们无法跟别人做采访，也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安排做网

上的采访。这我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我能够再做这一份专题作业，我希望能

够亲自跟五月天的组员，或对他们熟悉粉丝做一些采访，因为这会让我们对

五月天产生新的了解，也让我们有更正确的资料来做出我们的判断。 

我也要感谢我的组员和组长帮我多结识关于五月天歌曲里面的含义，也帮助

我解决在专题作业上所面对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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