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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向「披」靡、獨佔鰲「頭」、名揚「四」海—論 The Beatles 於音樂上的成就貢獻及其時代意義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論及二十世紀中後期的世界史，除了無數的殘酷戰爭與革
命外，在音樂界裡，絕不能忽略來自英國的搖滾樂天團披頭四
（The Beatles）！這個樂團究竟擁有什麼魔力？過了這麼多年依
然能夠在時間的洗禮下，綻放光芒。基於對披頭四的熱愛，筆
者於 2015 年寒假專程參觀了台北華山文創園區的「披頭四展」
（The Beatles, Tomorrow），在展覽中的相關圖文佐證下，可以
發現披頭四譜寫出不同於以往的音樂文化，對於音樂的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然
而現階段多數的臺灣青少年對於披頭四，似乎只停留在聞其名卻不知其一二的階
段，僅少數人尚且知曉幾首他們的名曲。這樣的落差成因為何？將利用此次的小
論文研究，探討披頭四的傳奇事蹟及其對當代流行音樂史上的時代意義。
二、研究目的
（一） 彙整國內外有關披頭四事蹟之相關文件。
（二） 深入了解披頭四代表作品成功之處，以及其對當代流行音樂界的貢獻。
（三） 了解臺灣青少年的音樂欣賞習慣，以及對披頭四的熟悉程度。
（四） 探究披頭四對臺灣青少年的意義及其原因。
三、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將根據上述的動機與目的，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問卷調查法為輔的
方式進行研究。先以文獻整理出披頭四的時代意義與成功之處，再輔以問卷調查
身邊同儕、朋友對披頭四的認識程度及其影響力，將兩者加以比較並探討其背後
原因，最後歸納出結論。

圖 1：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限制
由於時地受限，此次問卷受訪者多為土生土長的南部中學生，故較無法得知
臺灣其他地區青少年對披頭四的了解情形。

貳●正文
一、主要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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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約翰•藍儂(John Lennon, 1940-1980)，團長、主唱與節奏吉他
手。1940 年約翰藍儂出生在砲聲隆隆的利物浦（Liverpool），他是
披頭四的創團人、優秀的音樂家，更是一位深具影響力的和平愛好
者（代表作品：＜Imagine＞）。從問題學生到搖滾樂天王，雖然只
在世上徘徊了四十年，但藍儂的腳步卻盪起深而遠的漣漪，至今依舊撼動世人。
（二） 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 1942-)，主唱、合音與貝斯手。
是團裡唯一有音樂背景的人，也是一位左撇子吉他手，父親是爵士
樂團的樂手，但真正讓他感興趣的卻是當時風靡青少年世界的「吉
他」
。麥卡尼與藍儂的詞曲合作是歷史上有名的
「Lennon-McCartney」
。
到今天為止，保羅麥卡尼仍有新作，其作品與時並進，如 2013 年的新作品＜New
＞、＜Appreciate＞和＜Queenie Eye＞，絲毫看不出是由一位七十四歲的人所寫。
（三） 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2001) ，主音吉他手、合音
與西塔琴（Sitar）
。因與麥卡尼結識而加入「採石者（The Quarrymen）」，
後來接觸印度文化，在披頭四的樂曲加入印度樂器，為拓展披頭四樂
風的一大功臣。他的音樂在兩位搶眼主唱的刺激下也不遑多讓，＜
Something＞、＜Within You Without You＞等，都是披頭四的經典歌曲。
（四） 林哥•史達(Ringo Starr， 1940-) ，鼓、打擊樂器及合音。林哥•
史達，原名 Richard Starkey，是最後加入的成員，除了負責節奏樂器
外，也偶爾擔任主唱或自創歌曲。已經七十六歲的史達，仍然活躍
於樂壇，常在新歌裡流露出對披頭四時光的懷念之情，如 2008 年的
新作品＜Liverpool 8＞和以披頭四歌名串成歌詞的＜Postcards From Paradise＞。
二、生平、音樂特質及其代表作品
披頭四其發展歷程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前期的音樂較為青春活潑，缺乏創
新，且多數時間都在巡迴演唱；中期開始在各方面轉變，逐漸將焦點轉向錄音室；
到了後期受到毒品、印度文化及嬉皮運動（Hippie）影響頗深，後因彼此理念不
合，披頭四於 1970 年宣告解散。
（一） 前期（1957~1962）：經紀人布萊恩•艾普斯坦（Brian Epstein）與喬治•
馬丁（George Martin）
1. 生平：1957 年，約翰‧藍儂與同學們創了一個噪音爵士樂（Skiffle）樂團，名
為「採石者」（邢豔，2016），後更名為「披頭四」（The Beatles）。幾年後艾
普斯坦在「洞穴俱樂部（The Cavern Club）」遇見披頭四時，便深深被他們的表
演魅力吸引，當時的披頭四已歷經二次德國漢堡之旅，在漢堡磨練出流利的口才、
舞台魅力、音樂知識及樂器演奏技巧（Parkes, 2011）。家族經營唱片行但毫無經
紀人經驗的他，決定毛遂自薦，簽下披頭四並成為他們的經紀人。
後來終於有人願意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就是 EMI 子公司 Parlophone 的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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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馬丁」，他請披頭四到他錄音室進行第一次錄音，他們的第一首單
曲＜Love Me Do＞就此誕生！此時的鼓手換上了當時「羅伊史東與颶風」（Rory
Storm and the Hurricanes）的鼓手：「林哥•史達」，從這一刻開始到解散，約翰•
藍儂、保羅•麥卡尼、喬治•哈里森與新加入的林哥•史達，正式成為人們所熟
知的「披頭四」！隨著首張專輯《Please Please Me》的成功，披頭四漸漸打開在
歐洲的知名度，當時的少女為他們瘋狂、尖叫、昏厥的狀況屢見不鮮，這種反常
的現象，稱為「披頭四狂熱」（Beatlemania）。
2. 音樂特質：此時的作品仍能聽出上一輩歌手的影子，如在六〇年代初經常使用
的 AABA 四段體編曲，例：Buddy Holly 的＜Everyday＞，就有使用在＜Love Me Do
＞等。內容以年輕男女的情愛為主，配器簡單，節拍、調性較為一致，時間長度
多為常見的 2～3 分鐘。
3. 代表作品：《Please Please Me》， 此為披頭四的第一張專輯，同名歌曲為排行
榜第一名。披頭四展現自己的特色，使用簡單的和聲及樂器配置：主音吉他、節
奏吉他、貝斯和鼓，最多再加上口琴及拍手聲。這張唱片的成功，成為披頭四邁
向世界的第一步。代表曲目：＜Please Please Me＞、＜Twist and Shout＞
（二） 中期（1964~1966）：英倫入侵（British Invasion）
1. 生平：這股熱潮後來蔓延至大西洋彼岸──美國。青春活潑的披頭四登陸美國
前已在當地造成不小的衝擊。除了在「The Ed Sullivan Show」「……創下了七千
三百萬名電視觀眾的收視紀錄」（林東翰譯，2003），他們更為英國藝人開啟了
美國市場，著名的像是「The Rolling Stones」與「The Animals」等，這樣的現象，
即為「英倫入侵」。在此基礎下，1965 年披頭四在紐約體育場演唱，「這是搖
滾樂史上一次有意義的大體育場上的演出」（馬清，2004）。
2. 音樂特質：此時期是他們最大的轉捩點，在作曲技巧及風格上日益成熟並做各
種實驗性質的音樂，例如：加入古典樂器及印度樂器，還有利用「倒轉」營造出
的特殊效果；作詞方面轉為更有深意的歌詞；他們也開始於歌曲中轉換節拍及調
性。此時期的披頭四開始接觸藥物，譜寫出具「迷幻搖滾」風格的音樂（方無行，
1994）。實驗性的創作加上有內涵的歌詞，使他們逐漸往藝術家方向邁進。
3. 代表作品：《Rubber Soul》，到此張專輯時已可明顯的看出披頭四在風格上已
跳脫前期的單純，民謠、迷幻等元素都被運用至歌曲中，例如帶有希臘風味的＜
Girl＞以及在＜Norwegian Wood (This Bird Has Flown)＞裡首次使用印度傳統樂器：
西塔琴，成為擴展搖滾樂境界的一大進程。代表曲目：＜Norwegian Wood (This Bird
Has Flown)＞、＜Nowhere Man＞、＜In My Life＞。
（三） 後期（1967~1970）：分歧與終曲
1. 生平：1967 年，經紀人布萊安•艾普斯坦過世，預告了披頭四最終的分化與解
散。四位團員與製作團隊開始出現摩擦，尤其以兩大主唱藍儂和麥卡尼之間的分
歧最為明顯，但這樣的分歧卻也碰撞出像《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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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曠世名作。1970 年，麥卡尼正式公開宣布退出披頭四，引來世界譁然。1980
年，約翰•藍儂遭到槍殺去世，粉碎了復合的希望（簡秀如、張景芳譯，2016）；
2001 年，喬治哈里森因肺癌去世，享年 58 歲；如今，只剩下保羅麥卡尼與林哥
史達依舊活躍於樂壇，讓年輕的一輩見證披頭四的不老傳奇！雖然披頭四已成為
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文化象徵，已經超越了時空。」（邢豔，2016）。
2. 音樂特質：這個時期，是樂團的巔峰時期。從《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到最後的《Let It Be》，可以看出整個團隊的作曲技術已成熟，曲風橫
跨慢板至快板、樸實與炫麗，四人會給予彼此意見，更能打造出不同以往的音樂。
3. 代表作品：《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被公認為披頭四的顛峰之
作和第一張「概念專輯」（Geoff Edgers，2011）。前幾年一連串的實驗與新的人
生體悟，都在此化為更成熟、更大膽的作品。運用繁複的手法作曲，採用大量非
正統搖滾樂器，如：印度傳統樂器、弦樂、風琴等。代表曲目：＜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Within You Without You＞、＜A Day In The Life＞
三、 Top 5：滾石雜誌曾在 2011 年評選出百大披頭四精選歌曲（Costello, 2011），
以下筆者就前五名的歌曲深入研究，詳見表（一）至表（五）。
TOP1 第一名歌曲名稱：〈A Day in the Life〉
收錄專輯
創作背景與動機
意義
花椒軍曹的寂寞芳 藍儂啟發自某天看到的新聞，譜曲完 最能表現出藍儂
心俱樂部《Sgt.
後卻缺少適合的曲子中段，麥卡尼正 和麥卡尼兩者風
Pepper's Lonely Heart 好有未完成的歌曲片段，最後決定將 格差異與融合的
Club Band》（1967） 兩者結合，完成一首風格多樣的作品。 歌曲
風格
調性
節拍
藝術搖滾
G 大調、e 小調和 E 大調
2/4
影響及受歡迎原因
此曲呈現迷幻風格，因與藥物有關，曾被 BBC 禁播。這首歌裡可明顯地聽
出藍儂與麥卡尼作曲風格上的差異。本曲約可分為三個主段，A、C 段為藍儂
所作，迷幻氛圍加上藍儂虛無縹緲的歌聲；B 段的作曲者為麥卡尼，曲風表現
較為輕快活潑，歌詞則延續前段迷幻主題。三個主段以管弦樂滑音做為銜接，
由最低音至最高音的過程中愈發緊繃，末段用 E 大調鋼琴合音漸弱收尾，使聽
者為前一段的屏息滑音鬆一口氣，最後再加入超高音頻。本曲榮獲 1967 年葛萊
美獎最佳伴唱器樂編曲；魔力雜誌與滾石雜誌將其列為最好的披頭四歌曲。
表（一）
TOP2 第二名歌曲名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收錄專輯
創作背景與動機
意義
本曲以單曲發行
麥卡尼和藍儂於珍艾舍（Jane Asher）─ 披頭四的第一首
（1963）
麥卡尼前女友家中地下室合作的歌曲
美國冠軍單曲
風格
調性
節拍
流行搖滾
G 大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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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及受歡迎原因
為了攻進德國市場，曾翻譯成德語版本。本曲的成功點在於和弦，巴布迪
倫（Bob Dylan）就曾形容這首曲子是在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所使用的和弦，狂
放到讓整首曲子的和聲變得更有效率（Tirella, 2014）。這首歌在美國的成功開
啟了「英倫入侵」，榮獲美國流行榜榜首（馬清，2004），也讓英國從搖滾輸
入國轉變成搖滾輸出國。
表（二）
TOP3 第三名歌曲名稱：〈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收錄專輯
創作背景與動機
意義
本曲與＜Penny
藍儂想在歌曲中加入利物浦的元素，
為一自傳型態的歌
Lane＞以雙 A 面單 而 Strawberry Field 是他印象最深的地
曲
曲發行（1967）
方，充滿著他個人的兒時回憶。
風格
調性
節拍
迷幻搖滾
降 B 大調
4/4 和 6/8
影響及受歡迎原因
歌曲前奏使用類比合成電子琴(Mellotron)，形成特殊長笛音色；曲末混雜片
段加深了迷幻的氣氛，最後再慢慢淡出，給聽者虛無縹緲的感覺；此曲配器豐
富，大提琴、小號和印度樂器「索曼道爾琴」（Swarmandel）皆被運用到此曲。
表（三）
TOP4 第四名歌曲名稱：〈Yesterday〉
收錄專輯
創作背景與動機
意義
為保羅麥卡尼於睡夢中夢見的旋律， 首次引進古典樂元
救命！Help!
起床後詢問他人並證實此旋律為原 素──弦樂，為搖
（1965）
創，因而著手譜曲。
滾樂帶來新風貌。
風格
調性
節拍
巴洛克搖滾
F 大調
4/4
影響及受歡迎原因
搖滾與古典的結合，擴展了搖滾樂的未來，許多成年人亦開始以欣賞、正
視的眼光看待披頭四及搖滾樂，這首歌的成功，引領當時的許多樂團跟進，意
外的形成搖滾樂的新風格。此曲至今已有超過 2200 種翻唱版本，是歷史上擁有
最多翻唱版本的歌曲之一（馬清，2004）。與這首歌風格相近的有 1966 年以弦
樂八重奏呈現的＜Eleanor Rigby＞，更為豐富厚實，可視為〈Yesterday〉的延伸。
表（四）
TOP5 第五名歌曲名稱：〈In My Life〉
收錄專輯
創作背景與動機
意義
在記者 Kenneth Allsop 的評論中提及， 將音樂轉向自身經
橡 皮 靈 魂 Rubber
藍儂應多寫關於自己童年的故事，於 歷與深沉思想，而
Soul（1965）
是藍儂決定將自身的故事寫進歌裡。 非娛樂大眾。
風格
調性
節拍
巴洛克搖滾
A 大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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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及受歡迎原因
受巴布狄倫的影響而開始寫出具深意的歌詞，而歌曲前奏則是受 Smokey
Robinson 影響。這首歌的特色是由喬治馬丁模仿巴洛克風格寫出的間奏，具有
巴哈（T.S. Bach）常見的賦格（Fugue）語法，如圖 2.紅色線段所標示的樂段。

圖 2. (Chromatik, 2016)
表（五）
四、成功因素
（一） 貴人相助及行銷策略：布萊恩•艾普斯坦與喬治•馬丁，這兩位如嚮導
般的指引披頭四。前者規範披頭四的生活禮儀，並安排好活動流程，處理周邊商
品的專利問題，讓披頭四可以專心做音樂；後者更被譽為「第五位披頭」，在披
頭四作曲時遇到困難時，喬治•馬丁都能提供最好的協助。由於流行事物常藉由
媒體達到推波助瀾之效，初期披頭四就是靠著電台傳送給全英國，再由「艾德‧
蘇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傳送給全美國、全世界，報章雜誌也洗腦般
的報導披頭四，市面上還有他們的周邊商品，久之，人們想不認識他們都難。
（二） 戰後嬰兒潮(Baby Boom)與時代氛圍：這群從未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嬰
兒成為追求自我價值認同的青年，提供了披頭四與其他藝術工作者廣大的市場及
表現舞台。在那動盪的六〇年代，可謂眾星雲集，政治上有金恩博士與他的著名
演講，科學上有阿姆斯壯登上月球，而藝術領域更是百花齊放，巴布•迪倫、安
迪•沃荷（Andy Warhol）、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等不勝枚舉，彼此
互相擦出奇異的火花，造就了披頭四多樣的音樂風格。
（三） 願意與時並進：如果披頭四沒有追求卓越的心態，沒有想要做好音樂的
熱情，那他們就只會是安逸在自己短暫的成就裡，被歷史洪流淹沒；然而他們不
斷的精進自己的作曲技巧，也勇於嘗試新事物，這就是成功最主要的關鍵。
五、對當代及後世之影響
（一） 貓王（Elvis Presley）：約翰藍儂說：「沒有艾維斯，就沒有披頭四。」（張
永欣，2014），然而同樣的，披頭四也對普利斯萊有一定的影響，他自己就曾翻
唱披頭四的＜Yesterday＞和＜Hey Jude＞。「貓王的影響擴及 50 年代，BEATLES
則延伸了整個世紀之久」（傑格，2001），在披頭四崛起之時，普利斯萊傳奇的
沒落，正式宣告搖滾樂萌芽期結束，新的一波搖滾樂革命則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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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滾石（The Rolling Stones）：滾石是披頭四的反動，叛逆、凶狠是他們在
大眾面前的形象，也因此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六〇年代少數能與披頭四分庭抗禮
的樂團，兩個團體私下交情不錯。披頭四曾寫了＜I Wanna Be Your Man＞給尚未
成名的滾石唱過，因而激發起滾石的創作意願；而檯面上滾石也曾發行專輯回應
披頭四，像是在披頭四發行《Let It Be》後滾石便出了《Let It Bleed》。
（三） 海灘男孩（Beach Boys）：海灘男孩與披頭四彼此影響甚多，披頭四的
《Rubber Soul》影響了海灘男孩的《Pet Sounds》，而《Pet Sounds》又促成《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的誕生。兩者時常互相學習，例如該樂團成員布
萊恩•威爾森（Brian Wilson）曾企圖模仿披頭四的風格而寫成＜Girl Don't Tell Me
＞，曲風、間奏和唱法就十分神似披頭四的＜Ticket To Ride＞；海灘男孩的特色
和聲在日後為披頭四所採用，像是＜Because＞和＜Sun King＞等。兩者的良性競
爭為六〇年代的音樂界帶來數張偉大作品，激盪出絢麗的火花。
（四） 巴布•迪倫：披頭四與巴布•迪倫的初次會面，象徵搖滾和民謠的交會
點。迪倫將大麻介紹給披頭四，對於日後披頭四的迷幻搖滾有一定的影響，且披
頭四的音樂從此有了民謠的元素，歌詞也較具深意及故事性；巴布•迪倫在與披
頭四見面後，也在自己的民謠中加入了搖滾元素，發展成民謠搖滾。1965 年，
巴布•迪倫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電吉他，不久喬治•哈里森也隨之跟進。
（五） 五月天：被稱為「華人披頭四」的本土樂團五月天，是眾所皆知的披頭
四迷，團員們不只在音樂上受到影響，在理念上也像披頭四一樣寫自己的歌，並
期待能用音樂改變世界。創團已十餘年的五月天時常借鏡披頭四，他們不為金錢
吵架，他們不要像披頭四一樣不歡而散，也因此五月天才能如此長壽。對五月天
而言，披頭四是他們的人生導師，同時也警惕著他們，避免犯下當年的錯誤。
六、問卷調查結果
為了瞭解同學們及年紀相仿的同儕對披頭四的認識程度及其影響力，因此藉
由 Google 表單製作電子問卷及發放紙本問卷，受訪對象為德光中學、友校亞洲
餐旅學校、嘉義縣同濟中學的同學及其他中學生同儕，總共回收 316 份有效問卷。
問卷結果經過統計及分析的結果如下：
（一） 問卷受訪者性別

圖 3.性別比例

此次問卷的受訪者性別比例男女相差約 10.2%，
以女性居多，在統計上女性受訪者的意見相對優勢，
也顯示出女生比較願意與人分享自己想法的特質。

（二） 問卷受訪者是否有過玩團（參加各種樂團）的經驗？
超過四分之三的青少年沒有參與過樂團的經
驗；筆者推論應該是目前臺灣的中學生仍以學校
課業的為重，另外整體的經濟大環境較差，家長
也會考量到家庭的負擔，因而減少了中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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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參加過樂團的比例

樂團的意願及機會；而有參加過各式樂團的青少
年比例中又以女生略多，男生：9.8%，女生：13.0%。

（三） 問卷受訪者最常接觸的音樂類型
此次調查發現多數青少年
有一半的中學生最常接觸的是
「臺灣本土流行樂」，其次才是
「西洋流行樂（20%）」，筆者
推論應該是臺灣本土意識的抬
頭及語言的熟悉度。比較意外的
是，日韓流行音樂的比重並沒有
平常觀察及預期的程度高。

圖 5.最常接觸的音樂類型的比例
（四） 是否有聽說過披頭四這個團體

圖 6.聽說過披頭四比例

圖 6.顯示，僅 21.5%的青少年沒聽過這個
團體，將近八成（78.5%）的青少年聽過披頭四。
所以接下的問題皆以「曾經聽說過披頭四這個
團體」的 248 位問卷受訪者為統計樣本，做更
深入的分析及探討。

（五） 問卷受訪者最初認識披頭四(The Beatles)的管道
在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多數青少年
（31.0%）是以「影音媒體」初識披頭四；
但有 19.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是經由「老師」
才得知披頭四的，由此可知學校教育及老師
們啟發的重要性。

圖 7.最初認識披頭四的管道比例
（六） 對披頭四這個團體的認識程度

圖 8.對披頭四的認識程度比例

延續圖 7.，當近一步論及「對披頭四的
認識程度」時，「普通了解」（18.1%）和「非
常了解」（1.6%）只佔 19.7%；其餘的受訪者
則是「稍有認識」（44.4%）和「聽過這個名
詞而已」（35.9%），由此得知真正認識披頭
四的比例並不高。

（七） 問卷受訪者對披頭四歌曲喜歡的程度

圖 9.對披頭四歌曲喜歡的程度
比例

呈上圖 8.，已知認識披頭四的比例不高，
因此在本題圖 9.表示「沒感覺」的比例有
56.5%；「喜歡」和「非常喜歡」共佔 43.1%，
僅一位受訪者表示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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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問卷受訪者「非常喜歡」或「喜歡」披頭四的歌曲的原因

圖 10.「非常喜歡」或「喜歡」
披頭四的歌曲的原因比例

圖 10.可明顯的發現「旋律」是最主要使青
少年喜愛披頭四歌曲的原因；另外「曲風」佔
24.3%，「歌詞的意義」佔 22.4%，會形成這樣
右
懸殊的比例，筆者推論或許是相較於「歌詞的意
義」，「旋律」及「曲風」較無文化隔閡且容易
感受之故。

（九） 問卷受訪者最喜歡的披頭四成員

圖 11.最喜歡的披頭四的個別
成員人數統計

有 120 位受訪者表示「完全不認識這四
個人」，其中又以女性受訪者居多（74 人），
據筆者推論，應該與臺灣青少年「最常接觸
的音樂類型」有關（見圖 5.），而女性受訪
者表示平日較常接觸「臺灣本土流行樂」，
因此對於披頭四這塊領域可能較無涉獵。除
此之外，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於此題選擇了「約
翰•藍儂」，據筆者平日觀察並推論，因為
在臺灣談到披頭四就會連帶提到「約翰•藍
儂」，而本土藝人五月天又經常於公眾場合
提及，甚至寫了一首名為「約翰•藍儂」的
歌，其影響在此結果中是應為一大因素。

（十） 問卷受訪者認為披頭四的音樂是否影響到高中（含）以下的臺灣青少年
加入樂團意願的程度

圖 12.披頭四音樂影響青少年
加入樂團意願的程度比例

有過半的受訪者認為披頭四對青少年加
入樂團的意願是有影響力的（影響深遠：
10%，稍有影響：44%），由此可知，即使過
了五十多年，無論是否有玩過樂團的年青
人，披頭四的傳奇仍舊啟發著他們的樂團夢。

參●結論
這次的小論文研究，在統整文獻資料與問卷調查後，得到以下結論：
一、 無論是披頭四的音樂、服裝造型還是表演風格，都引領當代潮流及後世文化
變革，甚至近幾年披頭四狂熱依舊持續燃燒著，在臺灣有 2015 年舉辦的「披頭
四展」，2016 年更有關於披頭四的紀錄片電影「The Beatles: Eight Days a Week」。
二、 臺灣的國際化程度仍在成長中，許多外國文化尚未深入本土，除了曾風靡一
時的日本文化及現今造成風潮的「韓流」，其餘像是歐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地
區等文化在臺灣均鮮少接觸；而披頭四雖為英美文化的重要代表，但因為年代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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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故臺灣民眾甚少接觸，更遑論生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青少年了。
三、 相較於歐美國家，臺灣青少年在「課業至上」的社會氛圍影響下，參與樂團
的經驗並不多，且因時間、課業壓力等，可接觸課外知識的時間相對壓縮，也因
此導致多數的臺灣青少年對披頭四的所知有限。經由此次小論文研究，希望未來
能有更多臺灣青少年認識披頭四，學校教育是一個很有效的管道，且從「旋律」
和「曲風」著手應能獲得更多回響及共鳴，再由這兩者慢慢延伸至「歌詞的意義」，
可引導臺灣青少年思考、感受披頭四歌曲本身所要表達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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