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白來一遭-孔鏘
採訪日期：101 年 10 月 24 日起
地點：台北市
文：林國容
攝影：蘇寶樹
孔鏘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外表即充滿喜感，你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燦爛
的笑容，起初訪問的地點在電視台攝影棚，除了看他和大家相處很愉快的樣子以
外，你可以感受他遊刃有餘的感覺，他也很樂在其中。孔鏘個子不高，高聳的髮
際線卻不使他顯老，不論什麼時候，你很少看到他有嚴肅的時候，彷彿隨時可以
抖出一堆笑話的表情，實在很討喜。
孔鏘是苗栗人，家中排行老大，從小就對音樂很有興趣，但這在當時的鄉下，幾
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別提要走這一行，
「那時一把吉他 300 元」
，孔鏘在國中時
因為膽開刀在家休息，(說著說著這時孔鏘就把肚皮掀開來露出當年留下的疤
痕，很是嚇人)，吵著要買吉他，家人為了滿足他的要求，還特別去借錢來買給
他，
「可是我就隱約知道我要走音樂這行」
，孔鏘的記憶力很好，在講起往事時，
往往連日期等細節都很清楚，會讓人覺得是不是刻意事先去查過的，「7 月 1 號
老師介紹我去廣告社畫招牌，在等車時就肚子痛到不行，當時票都買了，那一個
小時當中居然一部公車也沒有，就回(家)去，7 月 3 號住院一直住到 7 月 19 號，
花了 15,000 元…」，為了唸音樂，孔鏘還特別轉學，就為了有個「百人大樂隊」
的學校，孔鏘的外號也就是這時候來的，當時學校要升旗時，孔鏘就會敲大鼓和
鈸來叫所有團員集合，孔鏘就是當時敲大鼓跟鈸的聲音。
年紀輕輕的孔鏘還挺有商業頭腦，很會想法子鑽錢，當時孔鏘在校外兼差賺外
快，一小時 80 元，專門在婚喪喜慶等負責伴奏，可是「好日子」常常撞期，他
就跟老闆講，你接 2,000 元，那你做不了的我來做，只要 1,000 元，孔鏘就找了
同學 5、6 個，每人給 100 元，就這樣子孔鏘就從中就賺了 400 元。
不只如此，孔鏘當時也注意到吉他是最多人會的東西，反而鋼琴比較缺人，於是
孔鏘花了 8 個月的時間，努力學好鋼琴，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也就造成了孔鏘
成為今日「孔鏘」的基礎，當時孔鏘注意到光是在學校所學是不夠的，跟外界職
業表演有一段距離，於是積極尋找能夠使自己更進步的方法。
當時孔鏘一畢業就在中壢一家叫做「洋洋」的西餐廳彈奏電子琴，每月薪水 2,000
元，這在當時已經是不錯的薪水，但是孔鏘仍希望能夠進入歌廳，「歌廳是學功
夫最快的地方」，於是孔鏘找了一家同樣在中壢地區的「東方」歌廳，因為臉皮
薄，孔鏘就每天花 50 元買門票進去，當做是客人，
「我就找那個王師父，請他讓

我當小弟」,於是孔鏘開始每天花 50 元進去當「小弟」
，在秀場節目還沒開始前，
孔鏘就先把琴譜拿去影印，準備自己留著看，再回來整理環境、打掃、倒茶水、
擦琴等等小弟的工作，
「我一定要到那邊去才有辦法學到想學的東西」
，孔鏘強調
的說，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王師父把他叫去，「你真的對這份
工作有興趣哦﹖」
，就這樣把這個工作給了他，這時孔鏘的薪水也升級到了 9,000
元，「從此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當時已婚的孔鏘(孔鏘在高四時和第一任妻子
結婚)，雖然有 2,000 元的月收入，這每天 50 元門票錢當然是不夠用的，為了這
50 元，孔鏘每天凌晨 4 點去水果市場批水果再到市場去賣，「那時候每天就想，
只要能讓我賺 50 元就好…」
，孔鏘笑著說，再加上後來另一家西餐廳<星船>也找
孔鏘唱 9 點到 10 點的時段，就這樣，孔鏘每天做四份工作，堅定著他的夢想，
「戲
棚角站久了就是你的」孔鏘謙虛的說。
當時在<星船>西餐廳時有一位歌手，是三老闆的女朋友，「她歌唱的很好，可是
我的技巧不好」，這名歌手每天要孔鏘把隔天要唱的歌曲看要怎麼演奏才會更
好，孔鏘也樂此不疲，
「太有樂趣了」
，這位女歌手即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大小百合
中的大百合，直到後來另一家歌廳--愛愛出更高的價格 12,000 元把他請去為止。
「我一定要當全台灣最大的歌廳的領班」
，民國 70 年孔鏘在同行的介紹之下北上
台北到了天王星西餐廳，民國 71 年正是秀場萌芽的時候，孔鏘正好順著這波風
潮，
「我知道觀眾要什麼、主持人要什麼」
，孔鏘堅定的述說為什麼自己堅持要當
領導者，「我無法忍受看著別人判斷錯誤，而我還要聽他的」。
孔鏘想起當年在天王星時，有位楊姓新歌手第一天上台，可能太緊張，被當時的
老闆娘嫌棄，甚至被罵到在後台哭，正好被孔鏘看到，孔鏘就好心的跟他說應該
要怎麼唱才能符合觀眾口味、秀場衣服要去那裏買什麼的一些”眉角”(台語：
意謂潛規則)，不但如此，孔鏘還幫他跟老闆娘說情，才讓那名歌手留了下來，
果然第二天的表現就變好了，那位歌手也就這樣一直唱了下來，這間天王星歌廳
後來因為生意不好收了起來。有一天，孔鏘被請到當時台灣最大的夜總會，也就
是東王夜總會(現址在台北市忠孝敦南 SOGO 百貨)做樂隊領班，後來才知「原來
東王就是當年那位楊姓歌手的哥哥開的」，東王後來轉手賣給余天，余天則交給
弟弟余龍和紀寶如經營，孔鏘跟余天的淵源就這樣來的，也是在東王餐廳時，孔
鏘認識了像菲哥、胡瓜等藝人，至此展開與電視台的緣份。
你一定要笑的比別人大聲
講起如何生存的秘訣，
「你要對所有音樂熟悉，更要了解大哥們口味」
，說著說著
孔鏘順手彈起幾個旋律，「這是菲哥」接著又轉好幾種不同的音樂，代表不同的
大哥「歌曲」
，孔鏘說「如果有笑點，你一定要笑的比別人大聲」
，孔鏘的表演常
常能跟著節目腳步，甚至有時還能適時補上音樂，發揮更大節目效果，他還特別
提到要跟現場觀眾互動，
「因為那是最直接的」
，他說觀眾緣和台緣是不一樣的，
台緣是不用錢的，孔鏘講起話句句是道理，事實上，孔鏘也不吝於傳授他的功夫

分享，常應邀到各地去演講。不只如此，才華洋溢的孔鏘其實也會做曲，他的第
三任老婆也會，後期還幫忙他寫譜，看他們拿出厚厚一疊手寫的曲譜，還指著一
堆紙箱，著實令人感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用擔心版權問題的原因」。
談起孔鏘，除了想知道他如何成為今天的地位以外，最令人好奇的就是他的情
史，孔鏘一共結了三次婚，問第三任老婆家穎，她是如何被感動的，「他就跳著
去買蛋韃…」當時孔鏘的腳得了蜂窩性組織炎，但是還是得跟醫院請假去錄影，
偶然經過延吉街的一家蛋韃店，提及她喜歡吃的東西，
「你就看他的背影很殷勤，
又明明工作了一天…」，家穎笑著模仿孔鏘跳著去買東西的動作，突然話一轉，
家穎想起什麼似的，「嗯，有一次我跟他講要雞蛋麵，他就說好好好…，結果買
回來，一打開是雞絲麵，哈哈哈…」
，跟他們聊天總會有笑梗，
「他很孝順，我覺
得孝順會是好男人」家穎說。「她會餵我(吃)」孔鏘也講起為什麼會喜歡她…，
嗯，說來說去都是為了吃。
孔鏘和第三任妻子黃家穎是在菲哥的<比佛利>認識的，當時她是 BASS 手，孔鏘
當時收工後常和菲哥及工作人員一起到那裏聚會談事情，吃吃喝喝，「驚為天
人…」孔鏘說，「才不是這樣…」剛要起頭，立刻被家穎打斷，「那時我每天 6
點半唱到早上 5 點半，所以我根本不想再聽到音樂，也不看電視，根本也不知道
他是誰…，但是他坐的地方就是我每天要經過打卡的地方，就會跟他們點頭，那
雙眼睛就一直盯著看、很煩…」「當時我還在婚姻中，也不敢造次」「我也不留
的…」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回，孔鏘是 1997 年離婚的，後來幫 YAMAHA 代言，
就「近水樓台」和家穎熟了起來，孔鏘笑著說，家穎後來當孔鏘的經紀人及企劃，
直到兩人決定在 2006 年結婚，談到當初為什麼和第二任妻子離婚，孔鏘說因為
第二任妻子不喜歡孔鏘工作時間太長，而演藝圈恰恰是這樣的行業，「彼此太年
輕，只好各自追求各自想要的」
，離婚時孔鏘將全部身家給了老婆，
「一無所有是
真的，其實還負債，因為合夥人開的發票漏繳 25 萬稅，逾期被罰一百四十五萬」
，
當時一個月開一張支票，每月不吃不喝就要還 20 萬，家穎的個性頗有女中豪傑
的氣勢，剛和孔鏘在一起時，孔鏘不但一無所有，而且還要靠家穎的「支持」
，
「總
好過被壞人騙嘛」家穎笑笑。
當時<龍兄虎弟>的節目已經收了起來，孔鏘頓失收入，「當時都靠小哥(費玉清)
養我…」
，當時費玉清如果有出國演唱什麼的，都會帶孔鏘去，才有些收入，
「我
永永遠遠都不會忘記這些人的…」孔鏘感性的說，當時的孔鏘正低迷，苦於沒有
收入來源，還要軋支票，直到 2000 年，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很感謝周雅芳給我
機會、給我收入」，孔鏘就這樣接演<台灣靈異事件>(華)，演一個冤鬼，那時差
兩個月就快過年了，
「沒經驗也說願意教我」
，就這樣，年初三開始開拍，一集一
萬五(台幣)，緊接著，2000 年 3 月大陸江蘇電視台也找他拍戲，待遇則是一天
錄 2 集一次就錄 2 天，一集一萬(人民幣)，「我們兩邊跑」。
2000 年 8 月八大找他擬音樂的企劃案，一聽到這個企劃案，其實是孔鏘小時候

的夢想，因為從小一直在腦海裏醞釀，所以很快就有企劃案出來，但因為原先設
定是要 20 幾個人的樂手，對當時普遍頂多 4、5 個人的編制是很大的差距，老闆
也有疑慮，孔鏘當時就跟老闆保證收視率最少達到 0.5，這才讓老闆點頭，(節
目名稱<台灣的歌>)(原孔鏘命名<我的音樂你的歌>，但這名字後來被別的節目使
用))，這節目一做就做了八年。
孔鏘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從小到大，曾經得過大大小小獎項，如書法、繪
畫、詩歌朗頌等等，突然孔鏘叫著「你一定要寫這個人--李芙蓉，我的國中老師」
，
孔鏘說當時他被學校誤會要偷學校樂器，是這個老師力挺才得以留下來的，「否
則我連國中都沒畢業」孔鏘高八度音的說，這個老師到現在仍和他們有聯絡。
「我很感謝這些大哥，是他們讓我有飯吃」，孔鏘提到像菲哥、瓜哥、余大哥、
伍宗德、林柏川、周雅芳、費玉清大哥等等，
「你一定要把他們寫進去」
，孔鏘”
認真”的說。
孔鏘在面臨大陸的拉人時也有些掙扎，
「他們給的酬庸至少是台灣的四倍」
，孔鏘
說印象很深的是他們對人的態度很尊重，不只如此，孔鏘說起有一件事，也令他
印象深刻，孔鏘素來有到世界各地收集音樂唱片的習慣，有次他跟劇組表示想趁
拍戲空檔幾個小時去買一下唱片，結果劇組的人就跟他說他們可以去買，孔鏘心
想這怎麼買，「沒想到他們就把整間唱片行的相關唱片全部搬了回來」。
但是孔鏘仍堅持留在台灣，「我對他們有感情」孔鏘說要做到這些大哥不需要他
的時候。關於收入來源，孔鏘說其實電視台的收入大都在打知名度，主要的收入
還是去各地婚宴、廟會、尾牙賺的錢，目前天天滿檔的他，日子過的很充實。
我願意再花幾十年的時間，扭轉大家對我們這行業的刻板印象
長久以來，許多人對樂團有些不好的印象，孔鏘也曾被說過「彈琴 A 嘛」，孔鏘
沈下聲音說，「好像只要給錢就可以了，跟上班小姐有什麼兩樣，那個態度…，
而且不是一次、兩次而已…」,孔鏘並不沾酒，也一直與色沾不上邊，他笑說是
因為自己早婚的關係，問他對這些現象的看法，他此時正色起來說，這就是為什
麼他成立「孔鏘超級樂團」所堅持一些東西的原因，他要求「一定要穿戴整齊，
有制服，歌曲、歌譜有 LOGO 的，正式的對待這件事，要企業化，提升印象」
，準
時、穿戴整齊，薪水比行情多 2 倍，是孔鏘的堅持。
「我不想白來一遭」是孔鏘對人生的堅持，但進來這行之後，孔鏘說，「我一直
很努力的讓大家注意到我，我要讓大家改變對這行的刻板印象」。
<後記>
家穎的年紀比孔鏘小很多，而且長相、身材都很好，氣質也佳，也會打扮，是少

見的美女，第一次見到她是在許效舜與陳愉的婚禮，印象很深，訪問當時家穎突
然幫孔鏘按摩起手來，
「我看就我對你最好了」家穎笑說，
「人家說我們是神仙眷
侶」「少噁了，是不是又想買什麼了…」
家穎在<創世>擔任義工，她還親手做綠豆糕提供義賣，訪問時因為摔傷正好在家
休息。問到會不會擔心孔鏘在外面遇到什麼誘惑時，「你只要跟我講我一定成全
你們，真的，因為人到這把年紀還能有真愛也蠻難得的…」
。就是這時候，我才”
慶幸”自己問了些”無知”的問題，才會有了這麼有趣的答案。
人生到最後有個”噁心”的對象，也是上天給的幸福對不？
對於做背後的女人，家穎也有她的智慧，她說「一個家庭裏一定要一個主外一個
主內，因為要有黑臉白臉…，我願意成就他的一切…，我也喜歡自由」家穎說。
關於結婚，
「是怕別人說她憑什麼發號施令，名不正言不順…」孔鏘說，
「他的小
孩都結婚了，人家要怎麼介紹我呢？」家穎也有她的角度，兩個人都很成熟，回
的也實際，就這樣結了。
訪問的地點有一處是在孔鏘的住家，是一間位於台北市信義路四段的房子，房子
挺不錯的，也是家穎在”偶然”間看到就下訂了，現在看來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當時為了買這間房子，家穎開口跟家人借錢，最後花了 1280 萬買下，就這樣，
身無分文的他們在 2000 年 9 月 25 日搬了進去。孔鏘的記憶力很好，能夠講這
麼細是因為他們兩個能夠不翻本子就直接講出細節，基於”尊重”他們的記憶
力，所以也就不客氣的照實寫下來。

<孔鏘小檔案>
本名莊永軒
47 年 12 月 11 日生
射手座、AB 型
苗栗縣南庄鄉人
排行老大，兩個妹妹一個弟弟
台中青年中學畢
個人簡介: 入行 30 年，秀場經歷 20 年，擅各國音樂與各種樂器
在張菲及費玉清主持的龍兄虎弟節目中受到矚目
並追隨兄弟倆在節目和演唱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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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張菲領導的綜藝大哥大節目
胡瓜周六晚間的明日之星節目
余天主持(三星報喜)
拍賣春天電影原創配樂
豬哥亮主持萬秀豬王

妻子黃家穎
61 年 3 月 25 日生
牡羊座、A 型
創世義工
孔鏘經歷
經 歷: 電視各節目現場配樂及音樂總監
海內外大型演唱會(包括費玉清世界巡迴演唱會、余天世界巡迴演唱
會、胡瓜世界巡迴演唱會等許多港、台、中國大陸知名藝人)音樂總監
2012 年 余天聽歌台灣巡迴演唱會音樂總監及演出
2012 年 金曲歌后曾心梅演唱會音樂總監及演出
2011 年 胡瓜領軍國台語歌手赴中南美洲宣慰僑胞
2011 年 豬哥亮台灣巡迴演出，專屬樂團，編曲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9 年

鄧麗君逝世 15 週年紀念慈善演唱會(台灣、成都)
尤雅演唱會
綜藝天王豬哥亮台灣巡迴演出
新加坡為癌症募款演唱會
日本大阪 NHK 電視台台灣歌謠演唱會
5 月發行個人首張原創電影配樂(拍賣春天)原聲帶
與冉肖玲赴紐約、華盛頓為八八水災，災民募款演出。
除音樂表演外，並在大陸綜藝節目中演出，跨足戲劇、電影配樂、產
品代言…等

2008 年
2007 年

與劉福助、張秀卿赴加拿大為台灣文化節演出
與王芷蕾、陳凱倫同赴紐約、華盛頓為安寧基金會籌募基金演出

<其他人談孔鏘>(依訪問優先順序)
余天(知名主持人、歌星、前立委)
我認識他十幾年了，記得是在八大<台灣的歌>的時候，帶著他就不用彩排，對我
太了解，「說」出什麼歌就馬上彈出來，抓的住我的 KEY。
周雅芳(名歌手、製片、製作人)
孔鏘是一個有情有義，給人溫暖，非常幽默的人，念情，可以交心的朋友，他會
記得有誰幫助過他，非常感恩，是一輩子的朋友，他非常體貼人，幫人不遺餘力，
非常可愛，做事靠譜，非常完美，隨時打給他，他二話不說就出來，有音樂才華，
戲演的非常好。
伍宗德(知名導演、製作人)
我們是在<台灣靈異事件>開始合作的，他對演戲很興奮，個性很開朗，他是一個
不避諱談”糗”的人，像我記得有一次快過年了，他說他身上只剩下一百元，這
在一般人他怎麼會講，但是他會用最詼諧的態度來自嘲，面對人生的暫時低潮，
到現在變成音樂大師，實至名歸的一個人，<拍賣春天>的原聲帶就找他做的，現
在<澀女郎>的配樂也找他，他是一個不虛偽、不造作、很真的人。(澀女郎預計
在大陸先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