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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FANG HSU．57 歲（1965 年 11 月）

評審評語

徐登芳醫師的慷慨無私和研究精神，讓我們得以透過其

78 轉唱片和相關史料的豐富收藏，重新認識日治臺灣歷

史風情，及臺灣與東亞、東南亞的密切互動，貢獻卓著。

Dr. Hsu Teng-fang's selfless generosity and research spirit 

have enabled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and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rough his rich collection of 78-

rpm record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得獎感言

此次很榮幸獲頒東元文教基金會東元獎肯定，也非常感

激評審委員支持，更要感謝臺大王櫻芬老師熱情推薦、

以及其他曾幫助我的朋友與恩人。

翻閱基金會寄來東元獎相關資料時，映入眼簾的是以探

針和圓球宇宙為主視覺的東元獎座，心頭為之驚喜！竟

和我獲獎有關的留聲機唱片（圓盤形，更早為圓柱形唱

筒）與唱針 (形如小型探針 )接觸播放的畫面，有不少

神似之處。東元獎座之設計以探針探索浩瀚宇宙萬物為

發想，發掘科技與人文的精英，探索科技與人文未來發

展趨勢；而當唱針在老唱片音軌所拾取的聲響，也是萬

學 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醫學士　

現 任

新竹湖口鄭聯合診所　主治醫師

曾 任
省立新竹醫院皮膚科（今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住院醫師

臺大醫院皮膚科　受訓醫師

籟叢生，豐富多彩！這些超過一甲子以上的老唱

片，現代人幾乎未曾聽聞過，每次從唱針播放出

來的聲音內容，皆是有志研究者的珍稀寶藏。

而 播 放 蟲 膠 唱 片 的 留 聲 機 是 不 需 插 電

(unplugged)，也大致符合東元獎標榜淨零碳排

之要求，它是藉由手搖發條產生動能使唱盤運

轉，而這留聲機在當年可是最創新的科技產品，

由發明大王愛迪生於 1877 年創製取得專利，自

此進入了聲音可被記錄的新文明時代，人類歷史

也從單純文字記載擴及至聲音記錄文獻。本人謹

藉此座人文類獎項，向發明大王愛迪生致敬。

沒想到，竟在當年即和東元獎座結下不解之緣！

對「東元獎」的期望

留聲機唱片又稱蟲膠唱片或 78 轉唱片，因其材

質易碎裂，保存不易，加上年代久遠，故能倖

存下來的如鳳毛麟角，彌足珍貴。期盼藉由此次

「東元獎」的肯定與鼓勵，讓世人更加重視這些

早期瀕臨失傳的聲音唱片，投入更多人才與創新

科技予以妥善維護保存與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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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分享珍稀蟲膠唱片，用心書寫臺灣百年美聲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年輕時就有老靈魂，從小對歷史興趣濃厚

1965 年在桃園出生的徐登芳，在新竹湖口和南投中興新

村度過童年，媽媽的好歌喉、愛聽音樂和喜歡老東西的個性

都遺傳給了他，小時候娛樂很少，同學們流行集郵時，能拿

到一張別人不要的舊郵票就能高興半天。求學時期歷史一直

是他最愛的科目，讀明道中學國中部時每學期初拿到新課本，

第一個周末他就把歷史課本整本看完了，由於常常考一百分，

老師每次小考都直接拿他的考卷跟全班同學對答案。「到高

中為了準備聯考拚醫科，不考的歷史課本就當休閒小說看了，

對歷史喜歡歸喜歡，從沒想過未來有一天自己會寫一本歷史

書！」

1991 年中山醫學系畢業後回到新竹執業，徐登芳初期常

北上到臺大受訓和開會，逛到二手唱片行時抱著「買回兒時

音樂記憶」的心願開始收購黑膠唱片，當時不值錢都是一大

疊一大疊的買，偶爾會發現裏頭夾著一兩張只能用留聲機播

放、以東南亞膠蟲分泌物為主要材料的蟲膠唱片。因為沒有

留聲機，他買到的蟲膠唱片都只能先擱著，直到 90 年代末期

他逛到竹南一家二手老店，突然看見一台靠著牆壁的留聲機

和擺放在旁邊的蟲膠唱片，立刻央求老闆播放給他聽，老闆

反問：「你真的要聽嗎？這臺很老，播的聲音不太好喔！」

得到確認的答覆後，老闆才當場搖起了發條，日治時代的《愛

國行進曲》聲聲傳了出來，一下子就把徐登芳的靈魂拉進充

滿歷史味道的空間。

「其實那發條不夠力，轉速很慢，但第一次現場聽到留

聲機的音樂還是讓我非常激動，不用插電，光靠手搖就能聽

音樂讓我覺得太神奇了！而且行進曲的曲調本來就是令人亢

奮的！」徐登芳當場詢問老闆能否將留聲機割愛，老闆立刻

回絕說僅此一臺的「鎮店之寶」不能賣，他回家後覺得留聲

機充滿歷史感的音樂聲仍迴盪在耳邊，是這輩子第一次深刻

體會「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於耳」的真諦。從此徐登芳開始

積極逛各種二手商店，尋找能買的留聲機卻遲不可得，直到

2001 年 Yahoo! 拍賣（簡稱雅拍）在臺灣開張後，他才買到人

生第一臺留聲機，興奮地把太太和當年已出生的兩個孩子一

起找來聽，將一張上海百代發行的蟲膠唱片放在唱盤上，擺

好唱針後小心翼翼地搖起發條，感受音樂靠自己手動流瀉而

出的神奇，也從此開啟大量蒐藏蟲膠唱片的生涯，並在雅拍

結識一堆同好。

說到唱盤和老歌，很多人會想起對新世代而言已算古董的黑膠唱片，但流行於1890-1950年代、又名「78轉唱片」的「蟲

膠唱片」，對大眾而言是陌生名詞，鮮少為主流媒體所提及，卻是研究當年臺灣殖民歷史、唱片工業、社會風俗乃至跨國文

化交流的珍貴史料，由於材質易碎，保存困難數量稀少，學者通常要付蒐藏家授權費才能取得，並在研究後歸還。本職為醫

師的徐登芳近 30 年來蒐藏的蟲膠唱片多達上萬張，於 2010 - 2015 年犧牲許多休息時間，包括過年不與家人出國遊玩，翻箱

倒櫃整理出近四千張保存臺灣歷史的蟲膠唱片，無私免費提供給臺大圖書館建置「復刻經典－78轉唱片數位典藏資料庫」，

在同類資料庫中音檔數量最多、涵蓋完整度最高。為釐清這些唱片背後的脈絡，徐登芳又耗費了五年的業餘時光和心血，爬

梳多種文本資料完成高達 27 萬字的專書《留聲曲盤中的臺灣：聽見百年美聲與歷史風情》，堪稱研究東亞和東南亞早期唱

片工業史的百科全書，提供所有想了解臺灣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聲音文化的探究者，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門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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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好運氣和同好承讓，珍稀蟲膠唱片盡入囊中

「之前我對蟲膠唱片的態度是有也好、沒有也沒關係，

但買到留聲機又有同好交流後，就把它當成主要的蒐藏目標

了。20 年前沒人把蟲膠唱片當寶，賣家都是一批一批賣，平

均每張大約 50-100 元，但臺灣流行歌曲少之又少，大部分都

是日語歌，十張裡面偶爾有兩三張台語的，也多半是歌仔戲。

後來隨著想收集的人變多，平均價格升到每張 500-1000 元，

若是稀少的台語流行歌，一張常常要好幾萬元。」徐登芳回

憶，2005 年他得知有一間準備拆掉重建的臺南老藥房，要出

清 82 張幾乎都是台語的蟲膠唱片，其中還包含兩張非常珍貴

的《桃花泣血記》和《台北行進曲》，就立刻坐火車南下收購，

搬著兩大箱物超所值的唱片上下月台，回到家雙手痠軟又興

奮到睡不著覺，生平第一次吃安眠藥，結果「第二天全身痠

軟到爬不起來，連上廁所的力氣都沒有，最後只好送急診吊

點滴。」

徐登芳擁有不少珍貴稀有的蟲膠唱片，回顧自己的蒐藏

生涯，他深深感謝上天保佑的運氣：「不是我去找唱片，而

是唱片來找我。」例如日蓄改良鷹標唱片 1931 年發行臺灣第

一首台語流行歌《烏貓行進曲》，一直沒有實體唱片公開出

土，有次一位與徐登芳交情很好的二手商品賣家主動與他聯

絡，欲轉售手上的十幾張蟲膠唱片，聽到對方列舉的唱片名

稱裡有《烏貓行進曲》，由於以烏貓為名的歌曲不少，徐登

芳還反覆跟對方確認名稱無誤，雖然該張唱片有些裂痕，他

還是拜託對方務必幫忙保留，就這樣買到了至今仍是全臺只

此一張的《烏貓行進曲》。「因為是第一首以流行歌為類別

發行的作品，曲風還不成熟，歌詞也很艱深，聽起來不是很

悅耳，但是能親耳聽到珍貴的歷史作品還是讓我非常興奮。」

臺灣民謠之父鄧雨賢的代表作《望春風》留存於世的蟲

膠唱片共有七種版本，1934 年由純純演唱、古倫美亞唱片公

司錄製發行的是最珍貴的原版，2010 年徐登芳看見 eBay 拍

賣網站有東南亞賣家出售就立刻下標，最後順利買到，他特

別感謝同好承讓，「我們有十幾位同好保有默契，只要看到

彼此帳號有人下標就不再搶標，避免把價錢炒得太高。」 徐

登芳也蒐藏了《望春風》日語版，源於 1938 年日本為鼓勵臺

灣人到滿洲國開墾，將《望春風》改填成日語歌詞的進行曲

《大地在召喚》以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總統蔡英文的父親

與知名客籍作家鍾理和都去過滿州國，也應有機會聽過這首

軍歌。」

大部分人一聽到《何日君再來》，就會想起鄧麗君唱的

版本，徐登芳卻因緣際會聽到這首歌最早的台語版，「當初

我本來是要買台語名曲《青春嶺》，沒想到買來的唱片背面

放出來的歌，竟是讓我嚇一大跳的《何日君再來》台語版！

這次經驗改變了我很多觀念，一是盡量收齊同一首歌的各種

版本，像《何日君再來》的蟲膠唱片我收集了 11 種版本，另

一則是唱片上面寫的名稱和內容不一定相同，買來後兩面都

要先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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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很多時間，每月整理一百張就已經很多了，身為皮膚科

醫師，他每天要看早午晚三個診，工作時間從早上九點涵蓋

到晚上九點，只能利用週日和農曆年節等假日才能好好整理，

為此有四、五年沒跟家人一起出國度假。數位典藏庫建成後，

有很多人會來問某張唱片的細節問題，徐登芳也利用業餘時

間找各種老資料來回應，由於資料越找越多，私下回答不如

公開解惑，在臺大圖書館方的建議和鼓勵下，決定把所找的

各種資料整理寫成專書，「要找到接近事實的資料佐證並不

容易，同一件事在不同文件的紀錄不同，都要一一去仔細比

對。為了讓書的內容更完整，以前我比較不會買的演奏版或

其他語言的版本，都會盡量去蒐集齊全。」

熬夜寫書差點小中風，感謝各方協助完成著作

徐登芳每天看診下班後洗澡稍作休息，大約午夜才能好

好開始寫書，寫到一兩點才去睡，靈感爆發時會寫到三點，

隔天七點多就要起床。如此消耗讓他有回看診被病人提醒才

知道自己在流鼻血，量血壓發現竟飆高到 200 多，這才發現

罹患家族成員皆有的高血壓，差點小中風的危機讓他寫書的

步調從此慢下來，原想一兩年完稿 10 萬字，變成了五年累積

成 27 萬字。徐登芳說：「總要留點東西給人家，這些都是臺

灣重要的歷史資產，單純放在我這邊就有點浪費了，不要耽

擱別人的研究。」

在寫書找資料的過程中，徐登芳發現自己以前有很多細

節沒注意到，讓原本單純的蒐藏也增加不少額外的樂趣。例

如鄧雨賢以筆名唐崎夜雨所創作的《蕃社姑娘》，原版演唱

者是當年霧社事件殉職警部和臺灣原住民所生的女兒佐塚佐

和子，她的雙重身分被日本當局視為理蕃政策的樣板人物而

受到重點培養，在日本東洋音樂學校深造，1935 年以第一名

優秀成績畢業後回到臺灣，被媒體譽為「運命的歌姬」。《蕃

社姑娘》發片前，古倫美亞唱片在臺北公會堂（今臺北中山

堂）舉辦新歌發表會，1939 年 7 月 26 日「臺灣日日新報」

大篇幅報導佐塚佐和子的演出，足見日本政府對她的重視程

度。日語的《蕃社姑娘》後來改編成華語的《姑娘十八一朵

花》、台語和客語的《十八姑娘》，另有粵語、潮州語和英

語共七種語言的翻唱版本，是鄧雨賢作品中流傳最廣、最受

歡迎的一首曲子。

徐登芳強調：「寫書有太多人在幫我，上天也在幫我，

讓我跟很多重要的唱片和資料不期而遇，可以說這本書只有

一半是我寫的，另一半都是靠大家幫忙。」他首要感謝的是

臺大圖書館的鞭策和協助，尤其是特藏組和系統資訊組不厭

其煩的來回校稿，其次是留聲機同好林太崴和林良哲慷慨分

享蒐藏的曲盤與相關經驗知識，例如珍品《我的希望》和《咱

臺灣》就是他們用相對便宜的價格或交換方式割愛給他，林

太崴在舊書店買到《我的希望》唱片封套，也立刻大方送他。

來自學術界的指導特別感謝臺大音樂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王櫻

芬、臺師大音樂系教授李和莆和輔大音樂系教授徐玫玲，讓

他看史料的眼界變寬，不是只停留在蒐藏家的位置，而能提

升文字的學術高度，讓專書每個篇章都能延伸成另一個論文

臺灣和中華民國民主史的重要演講

在徐登芳的珍藏品中有一張臺灣民主發展史的重要史

料，源於 1935 年總督府實施第一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

舉，身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楊肇嘉，特地

在選前將《我的希望》台語演講內容錄製成唱片，作為提升

臺灣自治觀念、鼓吹臺灣選民踴躍投票的宣傳品。「當時沒

有高鐵可以四處宣講，只能錄成唱片才能讓更多人聽到。」

徐登芳強調，臺灣人在日治時期首次行使投票權是臺灣民主

發展的重大里程碑，至今還能聽到八十多年前保存下來的民

主演講錄音實在彌足珍貴。

唱片裡，楊肇嘉用誠懇有力的口吻說著開場白：「臺灣

的青年兄弟姊妹，咱臺灣將來欲卡發達，亦是欲卡退步，萬

事都掛在咱大家的肩胛頭。若是青年諸君人人，有進步的精

神，有相當的把握、有實行的勇氣，肯來大家努力打拚，臺

灣的將來，就真有希望了。」結語則是：「有人批評咱是驚

死、愛錢、愛神明，有這款的缺點，大家就愛改頭換面，應

該著培養清心的意志，涵養咱的趣味，藝術愛普及向上，一

切無根據的迷信、無合理的歹風俗，著愛大大改變。......總講，

臺灣的進步、臺灣的幸福，毋是別人欲予人，大家就拋開脫

這前塵，愛有冒險進取的氣概，亦愛有團結、協力的觀念，

大家盡力出來奮鬥，造成大家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希望。」

徐登芳也珍藏著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唯一的錄音留聲專

輯，名為《勉勵國民》的系列講話在 1924 年錄成一套包含國

語和粵語的三張唱片，「由於數量稀少，是全球華人都在搶

的珍品，但當年我在中國大陸的拍賣網站上看到有人掛出要

賣的訊息，竟好像鬼遮眼一樣沒人在期限內去搶拍，聯絡到

賣家後，為了怕珍品在寄送過程中破裂，特地在傍晚六點多

坐飛機飛到北京，到機場後分好幾個地方換了一大袋人民幣

的現金，隔天早上與賣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後就立刻飛回臺

灣了。」

協助臺大建置 78轉唱片數位資料庫

2008 年臺大音樂學研究所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作

召開國際研討會，主辦人王櫻芬教授特別邀請日本和歐洲的

與會學者，到新竹湖口去參觀徐登芳醫師的蒐藏品。2009 年

王櫻芬進行科技部的三年研究計畫，聘請唱片蒐藏家林太崴

當研究助理，與臺大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建立合作關係，

由林太崴協助購買東南亞南管蟲膠唱片和蒐藏家林良哲擁有

的一些日治臺灣蟲膠唱片，並負責唱片數位化工作。計畫結

束後由臺大圖書館全面接手，與徐登芳和林良哲合作，將其

收藏的蟲膠唱片進行數位化，建立 78 轉唱片資料庫，包含

5,951 件唱片與歌單文件的數位化，共計有 11,614 首曲目、

11,663 幅影像檔案，及 734 筆文件檔案，其中絕大部分的蟲

膠唱片來源均由徐登芳慷慨免費提供，小部分來自林良哲。

資料庫內容以臺灣、中國、日本蟲膠唱片為主，輔以戰後東

南亞發行的閩南語唱片，另外還有少數滿州、朝鮮、東南亞

的蟲膠唱片，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蟲膠唱片資料庫，尤其難得

的是其中包含許多台語流行歌和罕見的早期中國唱片。

徐登芳回憶，要從上萬張藏品分類整理出來給臺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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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他也非常感念臺灣重要詞曲家和演唱家的家屬們，不

吝提供佐證的資料或鮮為人知的小故事，大大豐富了專書的

內容，尤其是鄧雨賢的嫡孫鄧泰超、李臨秋之子李修鑑、周

添旺的長孫周啟賢等。

「最後當然要深深感謝我的太太和四個孩子，給予我最

大的自由空間，讓我能毫無後顧之憂的寫作。還有二姊滿秀

幫忙校對錯字，從讀者觀點提供很多寶貴意見。」徐登芳說，

為了寫書和隨時記錄不知何時會湧出的靈感，不管是吃飯時

間或太太開車帶孩子出去玩，乃至五年前和家人一起到英國，

他都帶著筆電，能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的事真的很幸福。徐

登芳的妻子鄭宜秀是眼科醫師，和徐是大學同班同學，婚後

除了工作就是忙著照顧家庭和陪伴孩子。她表示自己個性獨

立，雖然有時候不免會覺得先生很固執，一頭熱一直栽進蒐

藏老唱片的領域，好像蒐藏才是本業、醫生只是副業，但都

讓他很自由，絕不會干涉他的興趣。只有常常來家裏送包裹

的郵差因為箱子太多太重，有次忍不住對她抱怨：「拜託妳

先生不要再買了！」她才協助轉達。說到先生的優點，「就

是善良熱心助人吧！」

提供寶藏和認真寫書，無私奉獻精神令人感佩

王櫻芬教授盛讚徐登芳是她所認識最慷慨無私的蒐藏

家！「臺灣蟲膠唱片史料相較於中國，數量非常稀少，圈子

小資源少就免不了有些紛爭，但我從來沒聽說他有任何負評，

是樂於助人、廣結善緣，被圈內人敬重的正格蒐藏家。」王

櫻芬強調，2007 年很少有蒐藏家願意分享臺灣流行歌的蟲膠

唱片，當一張唱片價格動輒上萬元，也提高了取得的困難度，

徐登芳的無私奉獻大量填補了日治時期聲音研究的空白，而

且他對史料考證的認真程度和寫書的嚴謹度，絲毫不亞於學

者，並將所有考證過的資料和觀察到的現象，都完全不藏私

地公開分享於書中，特別令人感佩。

老唱片的沙沙雜音對徐登芳而言不是聽覺上的干擾，而

是走入臺灣歷史的引導，如同他在《留聲曲盤中的臺灣》專

書封底寫的：「每一張老曲盤的音軌，都刻錄著一段臺灣早

期的聲音歷史；每一張老唱片的背後，也蘊藏有一齣精彩動

人的時代故事。」網路科技的發達讓人可以幾乎無限制地聆

聽世界各地的音樂，但少了轉動唱片的儀式感，徐登芳總覺

得就是差了一點歷史的味道，「其實每張老唱片對未曾聞問

的人而言，都可以成為啟發新方向的新素材，閱聽裡頭承載

的豐富歷史訊息，能讓人深刻體驗歷久彌新。」

對於得到東元獎的肯定，徐登芳認為自己是無心插柳運

氣好，「我的興趣竟然可以幫助到別人，是我當初完全意想

不到的！」他期許自己成為臺灣音樂五線譜上的一個小音符，

繼續盡一份小小的力量，將專書內容修訂得更完整，2022 年

年底前也會再捐 200 張蟲膠唱片給臺大圖書館，豐富臺灣音

樂歷史的公共財。新書發表會於臺大圖書館與圖書館館長、音研所王櫻芬教授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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