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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巨蛋公益檔期成果報告書 

 

 

 

 

 

活 動 名 稱 ：  

第 2 9 屆 流 行 音 樂 金 曲 獎 星 光 大 道

暨 頒 獎 典 禮  

 

主 辦 單 位 ：  

文 化 部 影 視 及 流 行 音 樂 產 業 局  

 

租 用 檔 期 ：  

1 0 7 年 0 6 月 1 6 日 至 1 0 7 年 0 6 月 2 4 日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0 7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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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目 名 稱 第 29屆流行音樂金曲獎星光大道暨頒獎典禮 

主 辦 單 位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活動類型 

□體育類非體育類 

租 用 檔 期 107年 06月 16日至 06月 24日 □售票非售票 

●如為多場次活動，請分場次詳實填寫，表格不夠填寫，請另表列。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觀賞人數 是否售票 

107/06/23 
1650-1900(星光大

道) 
800 否 

107/06/23 
1900-2357(頒獎典

禮) 
約 10,000 否 

市府主合辦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合辦單位：台北市文化局 

 承辦單位：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 

附件 

█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印刷品電子檔 

█報導剪報影本電子檔 

█活動照片附電子檔 

租用單位印鑑章或負責人簽章 

說明:1.主辦單位(廠商)應於活動結束後 14日內，繳交活動成果報告書予本府主合辦單位。 

     2.本府主合辦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 30日內，檢具評量考核結果連同核定之公益檔期活

動成果報告書予文化局及經營管理單位後，由經營管理單位將成果報告書公告於臺北

小巨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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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效表 

 

一、活動實施特色、市政推動或公益形象效益 

金曲獎頒獎活動係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為獎勵各年度優良之流行音樂出版公司

及個人，透過競賽方式激勵、表彰臺灣音樂產業與音樂人的創造力與成果，至今已辦理完成 29

屆活動，不但成為國內最高榮譽的音樂獎項，同時也是華人音樂世界中的標竿，每年的活動都

獲得傳播媒體廣泛報導與社會熱烈迴響。 

流行音樂是文創產業旗艦計畫中重要的一環，因此藉由第 29屆流行音樂金曲獎，帶領全國

樂迷體驗各種撼動人心的音樂，用華語流行音樂的新風貌邁向國際、創造新潮流。此外，藉由

頒獎典禮鼓勵多元音樂創作外，頒獎典禮舞台設計及節目表演，匯聚新媒體科技技術及視覺特

效等，藉此大型活動提供國際發展趨勢，有助於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本年金曲獎頒獎典禮，同時由台視無線台現場直播，全體平均收視 4.9、有效平均收視

5.62，雙居全國第一。加上 YouTube、中國大陸騰訊等網路視頻，估計全球有 230個國家及地

區、數億人口可觀看這場台灣流行音樂盛會。 

二、媒體報導情形 

第 29屆金曲獎頒獎典禮媒體報名相當踴躍，國內外總計約 105家媒體出席，從活動宣傳開

始、活動當天、以及後續平面、電子、網路的熱烈報導，顯示出傳播媒體對於金曲獎活動的高

度重視。 

    今年媒體報導內容主要包括星光大道、典禮設計、入圍及得獎名單結果等，報導篇幅大且

多為正面肯定。另原住民語、台語、客語音樂皆在活動表演節目中有所展現，兼顧不同族群多

元音樂呈現，並針對新人獎入圍者演出多有宣傳規劃，社會人士多持正面評價。 

    此外，美國 Billboard告示牌雜誌亞洲分處主任 Rob Schwartz肯定金曲音樂節活動規格、

內容更勝以往；加拿大 NXNE音樂節策展人 Michael Hollett讚賞台灣金曲獎有驚人的製作規

格，喻為亞洲的葛萊美獎。 

今年於社群媒體表現亮眼，FB官方粉絲專頁在活動期間(4個月)增長 1萬 1千人，金曲 APP 

「2018 GMA」多視角中 YouTube台視頻道「星光與典禮 Live直播」至 6月 27日下午 2點，已

達 221萬 9,878瀏覽人次，其中今年首開手語服務瀏覽人次為 19萬 1,208人次；微博金曲獎話

題累積閱讀量超過 18.5億人次，騰訊視頻播放次數達 1,446萬 4,000次。 

三、參與活動民眾人數及票房分析 

活動參與人數：  

□ 觀眾總人數：約 10,000人 

□ 贈票觀眾人數：9,804張對號票，以及補位票 808張。 

□ 購票觀眾人數：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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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回饋項目 

1. 公益票券回饋小巨蛋共 1,018張。 

2. 表演節目內容融合台語、客語、原住民等，使各個群族的聲音，都能在金曲獎的舞台上，

充分獲得展現。 

3. 透過音樂競賽入圍及參賽的感人勵志過程，鼓勵民眾從事音樂創作及學習為追求榮譽努力

不懈的精神。 

五、自我評鑑與精進作為 

本次場地租借時間相較於以往較為充裕，讓硬體裝台及相關彩排時間能有彈性調整及休息空

間，對於施工安全以及節目呈現助益甚大。建議往後皆能比照本屆之租借天數，讓承辦及銜接

單位皆有充裕之進、撤場時間。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金 曲 29 剪 報 資 料＞＞ 

日期：2018年 6月 24日（星期日） 

歌后徐佳瑩 歌王陳奕迅 

聯合報／梅衍儂╱台北報導 

 

第二十九屆金曲獎二十三日在台北小巨蛋揭曉結果，開獎前評審袁永興在私人臉書上討論對張惠妹、

徐佳瑩的看法，遭外界質疑名單早洩，他在典禮前 3 天引咎辭職。 

 

今年沒有一面倒的大贏家，盧廣仲、徐佳瑩、茄子蛋和陳奕迅都是兩獎入袋，歌王、歌后由陳奕迅和

徐佳瑩奪下，陳奕迅的「C'mon In~」和徐佳瑩的「心裡學」也分別是年度專輯獎與最佳國語專輯獎。 

 

林俊傑全槓 張惠妹落馬 

張惠妹和林俊傑都入圍六項，林俊傑全槓，阿妹僅拿走最佳音樂錄影帶獎，徐佳瑩三度入圍歌后，三

年前輸給阿妹，且當年入圍六項全軍覆沒，二度對決扳回一城，在被男友比爾賈霸氣擁吻的幸福包圍

下，氣勢十足加碼抱走最佳國語專輯獎，亦成為繼彭佳慧和孫燕姿第三位得過新人獎並奪下后座的歌

重      要      記      事 見報處 則數 

1 第二十九屆金曲獎揭曉結果 歌后徐佳瑩 
歌王陳奕迅 

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
報、青年日報、中央社、壹週刊網、
ETtoday、nownews、鏡傳媒、PlayMusic、
VOGUE.TW、GQ、ELLE、柯夢波丹、Bella、
娛樂重擊、TAIWAN BEATS、樂手巢、吹
音樂、KKBOX、台灣英文新聞、三立新聞
網、大紀元、指傳媒、美麗佳人、多維
新聞、風傳媒、台灣醒報、新頭殼、姊
妹淘、觀點傳媒、中央廣播電台 

33 

2 特別貢獻獎 蘇芮靈魂唱腔顛覆歌壇 郭宗
韶貝斯大師錄製萬首 

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
報、台灣新生報 5 

3 蕭敬騰首挑大梁主持 才藝盡出非典型主
持串場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聯合
報、明潮網 5 

4 
JJ美聲壓軸頒獎人也搶眼 
史上最狂金曲獎「10大看點」！ 劉福助、
譚維維救全場…PTT零負評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Ettoday 4 

5 《表演花絮》陶喆備 11支麥 順利發聲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2 

6 Lulu hold 住星光 Dennis 挨酸看開 蘋果日報 1 



 

手。 

 

陳奕迅入圍九次，三度拿下歌王，平了殷正洋三次封王紀錄，他二零零三年首次奪歌王後等了十二年

才終於在二零一五年拿到第二座，第三個桂冠沒讓他等太久，他從林俊傑、宋念宇等強敵中搶下寶座，

宋念宇呼聲雖高，還有主持人蕭敬騰這位師兄加油打氣，但無奈強敵環伺，二度入圍歌王仍鎩羽而歸。 

 

盧廣仲「魚仔」氣走林俊傑 

盧廣仲的「魚仔」氣走林俊傑的「偉大的渺小」，奪下年度歌曲獎和最佳作曲人獎，自「早安，晨之

美！」後再度創作出個人代表作。 

 

「茄子蛋」以新人之姿打敗資深的陳明章和蕭煌奇，拿走最佳台語專輯獎，並拿下最佳新人獎，首度

叩關金曲獎就入圍四項，他們在台上哽咽發表感言：「爸媽，我終於又有工作了。」讓評審團主席陳

子鴻聽了為之動容，形容「淚珠兒在眼眶打轉」。 

 

許富凱陪榜蕭煌奇驚喜贏 

台語歌王由蕭煌奇四度拿下，許富凱陪榜第五次，他技巧、音色被陳子鴻形容是「完美」，但蕭煌奇

勝在歷練，歌曲情感更打中人心；台語歌后由三度入圍的張艾莉拿下。 

 

 



 

徐佳瑩 陳奕迅封后擒王連奪 2 大獎 

中國時報／洪秀瑛／台北報導 

 

第 29 屆金曲獎 23 日在台北小巨蛋舉行，10 位國語男女歌手入圍者

全員到齊，陳奕迅昨以《C’mon In~》專輯獲得最佳國語男歌手獎及

年度專輯獎，眾望所歸；徐佳瑩則打敗勁敵張惠妹、彭佳慧等歌后拿

下最佳國語女歌手，首度封后，並以《心裡學》專輯同時獲得最佳國

語專輯獎，2 人一連奪得 2 項最大獎，堪稱金曲夜大贏家，樂團茄子

蛋和盧廣仲也分別拿到 2 個獎項。 

 

第 29 屆金曲獎，陳奕迅獲得最佳國語男歌手獎及年度專輯獎；徐佳

瑩拿下最佳國語女歌手及最佳國語專輯獎。（影視攝影組攝） 

 

陳奕迅拿下第 3 座歌王獎座，他上台時笑稱「其實我坐了很久，所以

身體有點硬」，等他開口要致詞，時間已到被催著下台，他仍從容地

說，「台灣的評審、音樂人、歌迷…都對我很好，我最應該做的事情

是在台上很專心的、忠心的唱歌給大家聽。」他最後清唱專輯中的歌

曲〈披風〉，以歌詞鼓勵其他音樂人「還有晴空」。徐佳瑩上台領女歌

手獎前親吻男友比爾賈，在台上也謝謝男友，小倆口互動甜蜜。 

 

盧廣仲魚仔 雙喜臨門 

出道 10 年的盧廣仲，首次演出的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獲好評，

他為該劇作詞作曲的〈魚仔〉昨連獲最佳作曲人、年度歌曲獎，評審

認為歌曲深具音樂深度與廣度。他上台領獎時，激動得以左手捧心，

興奮心情不言而喻：「謝謝天上的外婆和阿嬤，我得獎了。」他說在

寫歌路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我喜歡的、你也喜歡。」 

 

最佳台語男歌手由蕭煌奇奪得，是他人生第 4 座歌王獎座，他上台時

表示自己心跳得很快，形容心情「揪爽」，自嘲自己看不見致詞時間

倒數，「所以我要繼續講下去」，他開心說媽媽一定在電視機前看著，

隔空對媽媽高喊：「阿母，妳兒子又得獎了。」最佳台語女歌手則是

張艾莉，她上台致詞時哽咽謝謝家人及乾媽陳盈潔的支持。 

 



 

 

最佳貢獻獎 頒給蘇芮 

樂團茄子蛋以專輯《卡通人物》獲最佳台語專輯及最佳新人，團員在台下狂喜擁抱，主唱黃奇斌上台

時以超溜的台語謝謝金曲獎肯定，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最佳作詞人是大陸音樂創作人宋冬野，最佳

演唱組合由頑童 MJ116 獲得，董事長樂團則奪得最佳樂團獎。 

 

最佳貢獻獎由資深歌后蘇芮及去年過世的資深貝斯演奏家郭宗韶共同獲得。蘇芮表示，當年推出的《一

樣的月光》專輯，月底滿 35 年，下半年計畫推出黑膠唱片。13 日剛過生日的她，願望獻給歌壇，「我

希望有更多新生代出來，用我最微薄的力量，看看還能為歌壇做些什麼。」大家好奇為何她不開演唱

會？她坦言怕有無形壓力，尤其要迅速換衣服，「真是要我老命，除非你們讓我一套到底，我就開唱。」

典禮由蕭敬騰主持，表現風趣幽默，深獲好評。 

 

 

金曲擁雙金 陳奕迅徐佳瑩大贏家 

自由時報／張釔泠、陳慧玲／台北報導 

 

第二十九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昨晚在台北小巨蛋舉行，國語歌王由陳奕

迅奪得、歌后由徐佳瑩殺出重圍搶下，她當場曬愛與ＭＶ導演男友比

爾賈接吻，接著又以《心裡學》拿下最佳國語專輯獎，可謂大豐收；

台語歌王、歌后則為蕭煌奇、張艾莉（舊名鳳娘），其中尤以蕭煌奇

最為風光，歌唱生涯已是第四度獲此獎項，傲視台語男歌手，寫下新

紀錄。 

 
徐佳瑩 3 度叩關登頂 

今年的國語女歌手獎被稱為「死亡之組」，競爭相當激烈，「阿妹」張惠妹、徐佳瑩呼聲都極高，最後

由出道邁入第十年、自《超級星光大道》出身的徐佳瑩拿下，她三度叩關，昨晚終於在阿妹、彭佳慧

等強敵環伺下鍍金，拿下第一座歌后獎座，唱功受到肯定。 

 

 



 

陳奕迅奪年度專輯獎 

國語男歌手獎則由陳奕迅奪下，這已是他第三座國語歌王獎座，等於平了殷正洋的紀錄，他上台領獎

時略顯意外，但旋即恢復「人來瘋」個性，先拿手機自拍獎座、接著獻唱《披風》，最後則是再下一

城，憑《C’mon In~》拿下年度專輯獎。 

 

評審團主席陳子鴻談到，本屆競爭最激烈的是年度專輯大獎，陳奕迅的《C’mon In~》專輯經過三輪

投票獲得十五票勝出，陳子鴻表示：「年度專輯要考量更多，跳脫語言，各方面一定都要在水準之上，

這獎我們很重視，都很挑剔，討論最久。」而最佳國語專輯經過兩輪ＰＫ，徐佳瑩的《心裡學》以十

票贏過陳奕迅的九票，票數僅差一票。 

 

今年最勁爆的是出現評審請辭事件，之前ＤＪ袁永興因在臉書發言談到阿妹專輯「嚴重失誤」引發海

嘯風波，陳子鴻表示，袁永興三天前主動請辭評審工作，並未參與最後複審（決選），強調評審不會

受袁永興私人發言影響投票結果。而歌王部分，陳奕迅首輪就以十四票勝出，大勝林俊傑、李玖哲。 

 

本屆金曲獎由蕭敬騰擔任主持人，整晚他大秀手影、油漆畫等才藝，獲得滿堂彩，網友更激推他以歌

聲串起全場，特別貢獻獎得主蘇芮登台時，全場合唱她的經典曲《一樣的月光》，她激動得遲遲說不

出話來，蕭敬騰跳出來轉換氣氛，唱完最後一句歌詞、介紹蘇芮出場，不時穿針引線，表現讓網友稱

讚。 

 

 



 

金曲獎最風光 陳奕迅 3 稱王 徐佳瑩首擒后 

蘋果日報／陳薈涵╱台北報導 

 

第 29 屆金曲獎昨揭曉，陳奕迅第 1 輪就以 14 票高票獲選，一舉打敗林

俊傑（JJ）、宋念宇等人，這是他第 3 度獲獎，與殷正洋並列得獎次數

最多男歌手，一上台就拿手機拍獎座，並感謝：「台灣金曲獎評審一直

對陳奕迅厚愛。」而歌后則是由徐佳瑩首度獲獎，她感動與男友比爾賈

擁吻，閃瞎全場，她表示：「這個獎對我來說是很大鼓勵，我肚子好餓，

我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也謝謝我的男朋友比爾賈。」比爾賈則在台下

對她比愛心，她首輪便以 11 票勝出，陳奕迅拿下國語歌王及年度專輯

獎，徐佳瑩拿下國語歌后及國語專輯獎，堪稱最風光雙人組，至於本屆

大贏家為拿下 3 項的演奏類專輯《happened,happening》。 

 

陳奕迅（右）、徐佳瑩昨晚開心奪下金曲獎歌王、歌后。娛樂中心攝 

 

本屆評審團主席陳子鴻表示，複審評審共 19 位，原是複審評審之一的

袁永興，日前在私人臉書談論「阿妹（張惠妹）這張專輯有個嚴重失誤」，

引起軒然大波，在典禮前 3 天主動引咎請辭，打電話向陳子鴻說要退

出，陳子鴻表示袁永興的發言並不影響此次複審，在票選歌后前，也曾

問所有評審：「是否有聽到阿妹有什麼失誤？」但所有人都說沒有，陳

子鴻也表示，如果真的有什麼失誤，就不會入圍。  

 

首輪就出線 

對於歌王票選部分，陳子鴻表示投票前所有評審討論很久，討論時大家

都有共識，因此陳奕迅在第 1 輪便勝出，他解釋「陳奕迅對音樂駕馭，

節奏複雜性蠻高，但他唱得很輕鬆，沒有讓人有炫技的感覺」。至於 JJ

和宋念宇落敗，他苦笑說「因為他們對手太強」。  

徐佳瑩在決選時討論度高，因此在首輪便以 11 票出線，陳子鴻表示她

唱功游刃有餘，且唱出不同曲風，也讓她得以首次獲得歌后肯定，但徐

佳瑩的勝出，勢必也會讓先前袁永興掀起的「阿妹失誤」風波再度被放

大檢視，對此陳子鴻提出文化部的 4 項規矩，表示評審不宜公布身分且對外評論作品及個人，投票過

半才能得名，袁永興沒參加決選，所以不影響。  

 

 



 

 

徐捐出獎金 

國語專輯由徐佳瑩《心裡學》拿下，她表示「這張專輯我很走心的在做，我越往心裡去，就會越認真

去做，越不能妥協」，並說獎金要捐給動物相關機構。陳子鴻提到她勝出理由「整個專輯架構完整，

詮釋動人，藝術性、商業性兼具，很成熟的作品，且有市場又有獨特性，是成功的範本」，但也解釋

「沒得獎不表示我們不肯定張惠妹」，認為阿妹唱功深刻、感情投入，且找了很多不一樣的音樂人合

作，並沒有任何 1 個人否定她。 

但年度專輯卻由陳奕迅的《C'mon in∼》獲得，陳子鴻說，在討論國語專輯時，由徐佳瑩、陳奕迅及

鄭興出線，但在第 2 輪投票時，徐佳瑩以 10 票勝出，險勝陳奕迅的 9 票，投完國語專輯後，並沒有

人知道得主是誰，在票選年度專輯時，這 3 張專輯備受熱議，經過 3 輪鏖戰，陳奕迅 15 票勝出，拿

下金曲最大獎。 

 

 



 

國語男女歌手獎 陳奕迅、徐佳瑩稱王封后 

青年日報／周毓洵／臺北報導 

 

2018 第 29 屆金曲獎頒獎今晚在小巨蛋舉行，最大獎國語男女歌手獎分

別由陳奕迅、徐佳瑩稱王封后，兩人歌唱實力眾所皆知，實至名歸的唱

功，也讓現場歡聲雷動！陳奕迅即興演唱、徐佳瑩和男友親吻，都讓今

年的金曲獎充滿音樂性又格外有溫度！ 

 

金曲一開場盧廣仲就連續拿下「最佳作曲人獎」及「年度歌曲獎」，讓

金曲一開場就拉出一波高潮，他也開心的直呼 YA！並謝謝金曲獎、評

審、「花甲男孩轉大人」的所有工作人員、導演瞿友寧、以及恩師鍾成

虎，他最後還對天上的阿嬤、外婆大喊：「你孫子得獎啦！」 

 

今年今曲從公布主持人蕭敬騰（老蕭）開始就話題不斷，而蕭敬騰果然

不負期待，一開場就以他最具實力的高音為 2018 揭開序幕，將入圍國語男女歌手的歌曲改編重新演

繹，搭配上舞台超過 20 名舞群助陣，襯上舞台視覺特效，超強氣勢相當具水準，讓今年的金曲如他

所言相當創新。 

 

本屆入圍「最佳新人獎」的歌手們，帶來以「未來 ing」為主題的演出，包含鄭興、茄子蛋、J.Sheon、

李權哲、閻奕格、蘇珮卿、丁世光，帶著自己入圍的作品站上金曲舞台，讓所有歌迷聽見華語音樂圈

正在茁壯的聲音。 

 

「天生歌姬」A-Lin 與「搖滾女皇」譚維維兩大實力派唱將同台飆歌，兩人充滿靈魂與技巧的嗓音，

將老歌演繹新風貌，配合舞台燈光設計，讓所有人不僅能在聽覺享受，還能一同感受視覺上的感官震

撼，現場尖叫歡呼聲不斷。另外，熊仔、Miss Ko 葛仲珊、BOXING 的葛西瓦與麻吉弟弟擔任「臺灣

早就有嘻哈」的表演嘉賓，四人在金曲舞台上展現創作功力，透過各具特色的讀唱風格，發揮嘻哈精

神；不過最後邀來小劉─劉福助和他們合唱嘻哈，讓現場陣陣歡呼，算是今年金曲最有梗的彩蛋。 

 

林俊傑的壓軸演出，和開場的蕭敬騰頗有相互呼應的意味，也感受到這世代兩大歌王的實力。而為了

這段表演，主辦單位特別以「翻轉小巨蛋」的 AR 特效來呈現這段演出。並邀請國際舞蹈家簡珮如跨

界演出，結合林俊傑的歌聲，呈現出一場完美的藝術對話。 

 



 

金曲獎陳奕迅徐佳瑩游刃有餘 歌王歌后首輪勝出 

中央社／魏紜鈴台北 23 日電 

 

第 29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今晚在台北小巨蛋舉行，歌王歌后分別為陳奕迅和徐佳瑩。評審團主席陳子

鴻說明，歌王歌后都是在首輪就勝出，總票數 19 票，陳奕迅以 14 票過半勝出，歌后徐佳瑩以 11 票

拿下。 

 

第 29 屆金曲獎歌王歌后分別為陳奕迅（左）和徐佳瑩。評審團主席陳子鴻說明兩人都是在首輪就勝

出，總票數 19 票，陳奕迅以 14 票過半勝出，歌后徐佳瑩以 11 票拿下。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7

年 6 月 23 日 

 

今年評審重點放在作品的「前瞻性」及「市場開拓性」，陳子鴻向媒體透露評審決選過程，今年最佳

國語男歌手獎的角逐雖然討論很久，但在第一輪就出線。 

 

陳子鴻說明，評審討論到最後都有共識，陳奕迅對音樂的駕馭傑出，在音樂節奏感、複雜度非常高的

情況下，卻能唱得讓人聽起來輕鬆舒服、游刃有餘細膩動人，技巧性非常好，且不覺得是在展現技術，

因此評審很快就有共識。 

 

「小宇和林俊傑討論度其實也很高，但只能說對手太強。」陳子鴻指出，評審們彼此在投票前，都會

先講出各自欣賞的理由，經過充分討論後投票。事實上，其他角逐者也很厲害，最後由陳奕迅獲得

14 票過半拿下歌王，關鍵就是「陳奕迅與音樂性的融合度非常高。」 

 

在最佳國語女歌手獎部分，陳子鴻解釋，今年大家整體表現確實滿好的，但徐佳瑩「心裡學」是在首

輪投票就獲得 11 票拿下，彭佳慧及 aMEI 的討論也滿多並列第二順位，兩者得分也很平均；「徐佳瑩

勝出主因是心裡學這張專輯，聽起來讓人游刃有餘的感覺，聽起來非常舒服。」 

 

此外，由於日前金曲獎初審委員袁永興曾公開發言「aMEI 這張專輯有嚴重失誤」造成困擾，而主動

向陳子鴻請辭。對此，陳子鴻也進一步說明，「袁永興請辭後並無參與複審，也不影響其他評委票選，

計有 19 名評審參與複審，總票數為 19 票。」 



 

 

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歌手獎入圍的有：宋念宇「同在」（華納國際音樂）、李玖哲「李玖哲"Will 

You Remember"」（由你娛樂）、陳奕迅「C'mon In~」（環球國際）、林俊傑「偉大的渺小」（華納國際

音樂）、許書豪「HOW」（上行娛樂）。 

 

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入圍的有：呂薔 Amuyi「O_LOVE」（愛貝克思）、徐佳瑩「心裡學」

（亞神音樂娛樂）、Faye 飛「小太空」（我做了）、aMEI「偷故事的人」（百代唱片）、彭佳慧「我想

念我自己」（台灣索尼音樂）。 

 

Eason 稱王拉拉封后 完整得獎名單 

壹週刊網 

http://www.nextmag.com.tw/breakingnews/entertainment/415864 

 

金曲完整得獎名單／陳奕迅 3 度抱走歌王 徐佳瑩奪歌后、最佳專輯 

ETtoday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196654 

 

金曲 29／完整得獎名單 陳奕迅徐佳瑩奪金曲歌王后 

nownews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623/2776933 

 

第 29 屆金曲獎得獎完整名單 陳奕迅徐佳瑩封王封后 

鏡傳媒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623ent001/ 

 

金曲獎破天荒 陳奕迅、徐佳瑩 榮獲金曲歌王、歌后 同時獲最佳國語專輯、年度專輯 

PlayMusic 

http://www.playmusic.tw/column_info.php?id=12177&type=news 

 

2018 金曲獎 GMA 得獎名單，陳奕迅、徐佳瑩最佳男女歌手 

VOGUE.TW／Daniel Ku 

https://www.vogue.com.tw/feature/entertainment/content-41176.html 

 

第 29 屆金曲獎得獎名單公布！陳奕迅三度封王、徐佳瑩搶下歌后！ 

GQ／Eric 

https://www.gq.com.tw/entertainment/culture/content-36476.html 

 

【2018 金曲】歌王陳奕迅、歌后徐佳瑩！盧廣仲《魚仔》奪年度歌曲...第 29 屆得獎名單一覽 

ELLE/INNA CHOU 

https://www.elle.com/tw/entertainment/gossip/g21853979/29th-gma-winners/ 

 



 

【2018 金曲獎】得獎名單公佈！徐佳瑩打敗張惠妹奪歌后，陳奕迅拿下歌王橫掃 2 大獎 

柯夢波丹 

https://www.cosmopolitan.com/tw/entertainment/celebrity-gossip/g20713101/2018-gma-awards/ 

 

2018 金曲獎 10 大精彩回顧不可錯過！從主持表演到頒獎人高潮不斷，這次典禮太好看啦！ 

Bella 儂儂 

https://www.bella.tw/articles/celebrities/16278 

 

2018 第 29 屆金曲獎得獎名單 

娛樂重擊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51127 

 

第 29 屆流行音樂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TAIWAN BEATS 

http://taiwanbeats.tw/archives/18611 

 

GMA29》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樂手巢 

https://ysolife.com/gma29/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吹音樂 

https://blow.streetvoice.com/40367-%E7%AC%AC-29-%E5%B1%86%E9%87%91%E6%9B%B2%E7%8

D%8E%E5%AE%8C%E6%95%B4%E5%BE%97%E7%8D%8E%E5%90%8D%E5%96%AE/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KKBOX  

https://www.kkbox.com/tw/tc/column/showbiz-43-6077-1.html 

 

2018 年第 29 屆金曲獎得獎名單 

台灣英文新聞／梁瑜倩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64561 

 

金曲 29／得獎名單出爐！徐佳瑩首奪歌后 陳奕迅 3 度封王 

三立新聞網／李嘉翎／綜合報導 

https://www.setn.com/E/News.aspx?NewsID=395288&From=Search&Key=%E5%BE%97%E7%8D%8E%

E5%90%8D%E5%96%AE 

 

陳奕迅徐佳瑩封金曲歌王歌后 雙雙獲專輯獎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6/23/n10506768.htm 



 

 

金曲 29 陳奕迅、徐佳瑩 榮獲金曲歌王、歌后 最佳國語專輯「心裡學」、年度專輯「C'mon In」 

指傳媒／楊珊雯 

http://www.fingermedia.tw/?p=617337 

 

2018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陳奕迅、徐佳瑩成本屆金曲歌王歌后 

美麗佳人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celebrity/news/37285/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陸籍歌手共 2 人获獎 

多維新聞 

http://news.dwnews.com/taiwan/big5/news/2018-06-23/60066296.html 

 

陳奕迅稱王、徐佳瑩封后 完整得獎名單看這裡 

風傳媒／吳尚軒 

http://www.storm.mg/article/453011 

 

徐佳瑩、陳奕迅歌王歌后 囊括大獎好風光 

台灣醒報／藍苡瑄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623-6rPw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在這裡 

新頭殼 newtalk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8-06-24/128880 

 

金曲 29 紅毯、典禮現場直擊 

姊妹淘 

https://www.babyou.com/opencms/channel4/Article002617.html 

 

歌王、年度專輯雙料大獎 陳奕迅興奮臺上高歌 

觀點傳媒／鄭哲宇 

https://eyeseenews.com/culture-education/23-art/2835-%E6%AD%8C%E7%8E%8B%E3%80%81%E5%B

9%B4%E5%BA%A6%E5%B0%88%E8%BC%AF%E9%9B%99%E6%96%99%E5%A4%A7%E7%8D%8

E-%E9%99%B3%E5%A5%95%E8%BF%85%E8%88%88%E5%A5%AE%E8%87%BA%E4%B8%8A%E

9%AB%98%E6%AD%8C 

 

第 29 屆金曲獎完整得獎名單 

中央廣播電台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14915 

回重要記事  



 

特別貢獻獎蘇芮 靈魂唱腔顛覆歌壇 

郭宗韶貝斯大師錄製萬首 

聯合報 

 

第 29 屆金曲獎特別貢獻獎頒給歌手蘇芮、貝斯演奏家郭宗韶，蘇

芮先前受訪，曾說一開始不想提報特別貢獻獎，但她想到這個獎

項也代表了她的那個年代，於是欣然接受；而郭宗韶業內人稱他

「阿嬌老師」，過去參與的錄製作品累積近萬首，在台灣流行音樂

的黃金歲月扮演重要角色，郭宗韶去年因病離世。 

 

蘇芮曾演唱過「奉獻」、「花若離枝」、「一樣的月光領」與「是否」

等經典名曲，至今仍到處傳唱，評審團認為蘇芮在 80 年代以顛覆

性融合靈魂樂風的唱腔，為樂壇引進衝擊與張力，把國語流行歌

曲帶入新的時代；郭宗韶則是流行樂壇著名樂手，他提攜眾多後

輩，桃李遍布樂壇，業內人稱呼他「阿嬌老師」，評審團認為，他

在樂壇樹立的典範，至今仍影響眾多樂手，貢獻值得肯定，也希

望藉此獎項，彰顯幕後人員在流行樂壇不可抹滅的貢獻。 

 

蘇芮上台由作曲家陳復明手中領特別貢獻獎，陳復明回憶，第一

次聽到蘇芮歌聲，簡直驚為天人，認為她拿特別貢獻獎可說是實

至名歸，台下觀眾為她起立鼓掌，齊唱她名曲「一樣的月光」，蕭

敬騰出面接唱把時間留給她，她感性喊話「我的心永遠與你們同

在」，場面感人，她在後台也宣布台大土木所畢業的兒子明年要結

婚，27 歲的兒子目前在當高中數學老師，談到兒子滿臉驕傲。 

 

張信哲頒發特別貢獻獎給郭宗韶，由「台灣鼓王」黃瑞豐代領，

張信哲表示自己出道時就曾和郭宗韶合作，他回憶郭宗韶在生病

前，有次一起巡迴演唱，「阿嬌老師請別人來問我，問說可不可以合照，我跟他說，我們這麼熟了，

幹嘛還要請別人來問我？他跟我說，你是大明星了，我會不好意思，他就是這麼靦腆的人。」 

 

 

 

 



 

蘇芮：一輩子把一件事做好 

中國時報／洪秀瑛 

 

特別貢獻獎由資深歌后蘇芮及去年過世的資深貝斯演奏家郭

宗韶共同獲得。蘇芮縱橫歌壇 50 多年，唱紅無數金曲，今年

特別表揚她對歌唱的貢獻，昨是她暌違 4 年再度出席盛會。蘇

芮上台領獎時，台下全場觀禮人及入圍者起立大合唱她的經典

歌曲〈一樣的月光〉副歌，齊向傳奇天后致敬。 

 

66 歲的蘇芮在台上說：「太感動了，我愛你們，這個獎其實是

所有我的音樂夥伴還有工作夥伴共同擁有的，希望喜愛音樂的

朋友能夠繼續為你們的理想和夢想奮鬥，不要被現實低頭，我

的心和你們一樣存在。」她在後台受訪時說，會講這句「我的

心和你們一樣存在」，主要希望鼓勵喜愛音樂的朋友繼續努力。 

 

兩岸許多歌唱節目力邀蘇芮當評審都被拒絕，她昨解釋，認為

評審這工作應該由製作人、作詞、作曲這些更專業音樂人擔任，「我 15 歲就開始唱歌，一輩子能把一

件事做好就 OK。」也提到多年來沒再推出新專輯，是因為沒有人為她再量身訂作歌曲，「自己感動

的歌，才能感動歌迷。」 

 

蘇芮先前常在大陸商演，前年卻突然休息 1 年半，直到去年 11 月才開始接活動，她說當時鼻子感染，

也發現有胃食道逆流和脊椎問題，但現在都已治癒。許多歌迷期待她開演唱會，她也接到不少邀約，

但她謙稱自己有點懶又怕有無形壓力，至今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她和前夫生的兒子已 27 歲，笑言很想抱孫子，兒子最快明年結婚，目前在高中擔任數學老師，她自

己身邊沒伴，每天在家看看花草，生活過得愜意、隨興，她崇尚自然，連現在最流行的醫美都沒嘗試，

「我到現在還是這副德性」，說完還用手指比自己臉上的魚尾紋。 

 

 

 

蘇芮昨獲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她在台上

感性發表得獎感言。 



 

《特別貢獻獎》蘇芮鼓勵為理想奮鬥 郭宗韶獲遲來的肯定 

自由時報／金曲採訪團／台北報導 

 

蘇芮出道 35 年發行 30 多張唱片，經典歌《是否》、《花若離

枝》、《一樣的月光》、《親愛的小孩》世人耳熟能詳；昨天她

上台，觀眾起立並合唱《一樣的月光》，場面動容；「太感動

了，我愛你們，這個獎其實是所有我的音樂夥伴，還有我的

工作夥伴，我們共同擁有的，希望喜愛音樂的朋友，能夠繼

續為你們的理想、夢想而奮鬥，不要為現實的環境而低頭，

我的心跟你們永遠一樣的存在，我愛你們！」她說。 

 

另一特別貢獻獎得主、樂界第一把交椅郭宗韶去年 6 月離

世，頒獎的張信哲昨回憶自己首次出唱片時，請阿嬌老師（指

郭宗韶）來幫他搭 BASS，他是個害羞、靦腆的人，這座獎

是遲來的肯定。 

 

 

全場和鳴《一樣的月光》蘇芮哽咽領貢獻獎 

蘋果日報／楊絲貽╱台北報導 

 

今年金曲獎特別貢獻獎頒給 66 歲的蘇芮和已故音樂人郭宗韶。蘇芮

昨以一身黑色勁裝霸氣登場，從資深音樂人陳復明手中接過獎座，感

性表示：「這個獎是我的音樂夥伴們共同擁有的，也希望喜歡音樂的

朋友們能繼續捍衛你們的理想、繼續奮鬥，我的心跟你們永遠一樣存

在，我愛你們！」 

 

久久無法言語 

蘇芮 16 歲起在餐廳駐唱，多以英文歌為主，1983 年因演唱電影《搭

錯車》歌曲《酒干倘賣無》、《一樣的月光》等一夕暴紅，也影響無數

音樂人。  

 

昨她上台領獎，全場起立致敬，合唱她的經典歌曲《一樣的月光》，

氣氛感人，她久久無法言語，淚水在眼眶中打轉，主持人蕭敬騰上前

救援，對她說：「妳影響我們太深！」讓蘇芮再次哽咽。  

蘇芮自我要求甚高，自出道以來隨身攜帶錄音帶，因她認為「唱歌不

是跟別人比，而是跟自己比，時常聆聽自己的表現，才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頒獎人陳復明也表

示：「聽她錄音是一種享受。」 

 

 

 

蘇芮將特別貢獻獎與音樂夥伴

分享。 



 

金曲獎頒獎 蘇芮、郭宗韶特別貢獻獎 

台灣新生報／王先國 

http://www.tssdnews.com.tw/?FID=6&CID=409535 

 

回重要記事  

 

老蕭省話創意掌金曲 

中國時報／蕭雅玲 

 

蕭敬騰（老蕭）23 日首挑大梁主持第 29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老蕭的主

持處女秀身兼主持人與表演者，他特別準備了 7 套服裝，開場時以一身

黑色西服搭配白襯衫，一連唱了〈請記住我〉、〈台北下的雨〉、〈灰色〉、

〈海鷗〉、〈傲嬌〉等入圍歌王歌后的歌曲，長達 6 分多鐘的演出，搭配

20 多名舞者，表演規格如同售票演唱會，讓台下入圍者張惠妹、徐佳

瑩、艾怡良聽得入神，也跟著一起哼唱，他以最美完的歌聲為典禮揭開

序幕。 

 

長達 270 分鐘的典禮，老蕭發揮「省

話一哥」特色，成為歷屆金曲獎頒獎

典禮話最少的主持人，他以情感豐沛

的動人歌聲替代了過往的脫口秀，除

了開場演出外，他也發揮創意，以口

述自白的故事「闖進森林的小白

兔」，來形容新人闖蕩歌壇的忐忑心

情，再結合手影表演鸚鵡、鱷魚，猩

猩、貓等動物，讓全場觀眾都給予歡

呼聲，肯定他的演出。 

 

祭出算盤與計算機 

典禮中老蕭也祭出「老蕭幽默」，走下台與評審陳子鴻互動，還問

陳子鴻：「當評審有壓力嗎？」沒想到陳子鴻神回應：「我的壓力，

就是怕你主持不好。」兩人一搭一唱對話，引來全場大笑。接著老

蕭還拿出算盤與 Hello Kitty 計算機，邊說邊按著計算機，算出評審

從 1 萬 9359 首的入圍作品中，投票選出得獎人的辛苦。 

 

而頒獎「特別貢獻獎」前，老蕭換上一身工作服，在旁白聲中站在舞台中間畫圖，只見他神情專注畫

出蘇芮的頭像，展現繪畫才藝，讓坐在台下的蘇芮也給予掌聲。 

 

 

 

 

蕭敬騰昨在典禮上，展現手

影及繪畫才藝，相當別出心

裁。 



 

蕭敬騰才藝盡出 非典型主持串場 

自由時報／金曲採訪團╱台北報導 

 

第 29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昨晚落幕，「老蕭」蕭敬騰過去被封為「省話一

哥」，經過多年洗禮，首度跨出歌手身分，扛起主持重任，然而他不像

過去主持人以妙語如珠話語取勝，出場 8 次，各帶來不同驚喜，除了拿

手的歌唱演出，還有手影、繪畫等，相當吸睛，堪稱「老蕭才藝發表大

會」。 

 

蕭敬騰在典禮一開場，重新改編詮釋今年入圍歌手的作品，展現其實力

唱功，加上 20 名舞群助陣，氣勢驚人，有別於過往主持人的開場表演

風格，嗨翻全場，頗受好評；之後介紹最佳新人表演前，他更以苦練的

手影，搭配小白兔闖入森林的故事，敘述新人出道的忐忑心情；在蘇芮

領最佳貢獻獎前，他更用顛倒的手繪蘇芮畫像帶出主題，以非典型主持

方式來串場，別具新意。 

 

他訪問評審團時，先虧主席陳子鴻投票匿名制，不需要有壓力，沒想到

被陳子鴻反嗆：「壓力大都來自怕你主持不好！」笑翻全場，之後蕭敬

騰還從口袋分別拿出算盤、計算機，算出評審為了聽報名作品，所耗費

的心力，卻引來網友狠批該橋段「冗長冷場」、「尷尬癌上身」。 

 

此外，他在訪問準歌王、歌后時，以自己獨特節奏，頗有「在後台閒聊」之感。他問張惠妹離上回得

獎多久，沒想到兩人算了數秒，仍得不出答案，他後來只能尷尬喊「反正還是很厲害啦」，匆忙結束

話題；而林俊傑表演完匆忙趕回台下，與蕭敬騰擁抱，只盼增加得獎運，卻換來蕭敬騰錯愕回：「我

最近運氣不太好。」笑壞大家。 

 

 

 

 

蕭敬騰首度跨出歌手身分，

扛起主持重任。（影藝中心攝

影組攝） 



 

蕭敬騰主持 40min 才藝串場 A-Lin 譚維維飆嗓尬ＪＪ 

蘋果日報／蔡維歆╱台北報導 

 

今年金曲獎表演整體褒多於貶，林俊傑（JJ）昨晚的動人歌聲配上 AR 擴增實境呈現「翻轉小巨蛋」

特殊效果，壓軸表演令人驚豔。A-Lin 與譚維維的對唱也被誇水準之上。 

 

首次擔綱主持大任的蕭敬騰（老蕭）雖僅出場 8 次，4 小時 56 分的典禮中出現不到 40 分鐘，堪稱三

金頒獎典禮史上出現最短的主持人，但他多才多藝，不僅開場秀唱功、表演手影戲以及倒畫人像，最

後和入圍男女歌手們互動時更不斷迸出「尷尬系笑點」，反而製造不少意外笑果。 

 

 

秀手影戲畫畫 

有「行走 CD」封號的 JJ 昨演唱《偉大的渺小》、《不為誰而作的歌》

等組曲，轉音唱功淋漓盡致，加上電影特效呈現的舞台效果，被誇好

強大，A-Lin 與譚維維的高音飆歌組合也被指和諧好聽。  

而老蕭昨介紹新人入圍者表演以及艾怡良演唱向蘇芮致敬組曲前，分

別展現手影戲和畫畫才藝，他以手影形容新人出道時的忐忑心情，短

短 2 分多鐘的表演超有梗。  

 

接著他以倒著畫人像的方式畫蘇芮的臉，敘述蘇芮對歌壇的貢獻，讓

網友不禁笑虧老蕭整晚手好忙。  

可惜老蕭走下台和評審陳子鴻的互動略顯尷尬，網友覺得該橋段冷

場，指陳子鴻被搞到「尷尬癌上身」。  

 

典禮最後老蕭下台和準歌王、歌后們互動，雖一度詞窮，但真性情的

流露反而引起笑果，他先虧比爾賈坐的位置是徐佳瑩後方的家人席，

還和 JJ 撞胸互動，JJ 對老蕭直呼「因為要沾你的運氣」，不料老蕭竟回「但我最近運不太好耶」，笑

翻全場。  

 

▲林俊傑的壓軸表演結合電影

特效。 



 

 

 

 

老蕭主持超有戲 康康、張秀卿搭檔有哽 陶喆自備麥克風 

聯合報 

 

 



 

 

 

 

金曲 29／蕭敬騰飆嗓媲美葛萊美 秀手影顛倒畫超有才 

明潮網／鄭孟緹 

http://www.mingweekly.com/entertainment/music/content-14720.html?_sp=9a57585d-544c-437e-ac51-cfc9

9bab969f.1529884985689 

 

回重要記事  

 

 

 

 

 

 

 

 

 



 

JJ 美聲壓軸頒獎人也搶眼 

中國時報／林淑娟 

 

第 29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23 日在台北小巨蛋舉辦，從舞台設計到

節目安排「好看出新高度」；除了主持人蕭敬騰好聽的開場表演，

入圍 6 項大獎又受邀表演的金曲歌王林俊傑（JJ），也不負「行走

的 CD」美譽，壓軸登場的他，與和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等 42 位樂

手搭配，將國際級的演出搬到小巨蛋舞台。 

 

JJ 零失誤演唱〈江南〉、〈可惜沒如果〉、〈偉大的渺小〉等曲目，

與老蕭兩大歌王頭尾呼應，齊為「金曲 29」表演畫下幾近完美的

句點。 

 

為呼應本屆金曲獎主軸「未來 ing」，本屆入圍「最佳新人獎」的

歌手蘇珮卿、J.Sheon、丁世光、鄭興、李權哲、閻奕格、茄子蛋

帶著入圍作品輪番站上舞台，宣告「華語盛世再臨」。只是他們似

乎都太緊張了，唯有豎琴創作歌手蘇珮卿、J.Sheon 以及壓軸的茄

子蛋表現相對穩定。 

 

台灣嘻哈現新勢力 

A-Lin 與譚維維兩大唱將之前曾在歌唱節目比賽較勁，這次首度在

典禮同台，以「DUO」為主題飆歌，從〈夢醒了〉、〈這些日子以

來〉、〈夢田〉到〈河〉，兩人充滿靈魂與技巧的嗓音，將幾首經典

老歌演繹出新風貌，為典禮中場帶來另一波高潮。 

 

葛仲珊和熊仔、BOXING 的葛西瓦與麻吉弟弟在「台灣早就有嘻

哈」表演中發揮嘻哈精神，展現「未來新勢力」。號稱「台灣嘻哈

祖師爺」的劉福助，則以隱藏版彩蛋坐著轎意外現身加入演出，

引起全場觀眾驚聲尖笑，連天后張惠妹也在台下做出雙手膜拜狀。 

 

此外，今年頒獎人表現精彩，去年陶喆頒獎時麥克風斷訊，昨主

辦單位特地替他準備了 11 支麥克風，創造典禮上最佳的「笑」果；

康康與張秀卿在台上互虧，也博得滿堂彩。 

 

 

 

 

 

 

 

 

 

「行走的 CD」林俊傑昨在金曲獎

演唱一連串組曲。 

 



 

行走的 CD 林俊傑零缺點壓軸 

聯合報 

 

 



 

 

 

 

佼佼衣 Q 笑果佳 艾怡良走音遭轟 

自由時報／金曲採訪團╱台北報導 

 

本屆金曲獎由蕭敬騰挑大樑主持，上屆主持人黃子佼則驚喜擔任首位

頒獎人，一上台便幽默自嘲問：「有人找到我的主持棒嗎？」仔細一

看，黃子佼穿著與去年一模一樣的服裝，營造自己今年依然是主持人

的「笑」果，態度大方。 

 

吳青峰這次雖沒有參與表演，但在頒獎時精彩將入圍歌曲串成一首

歌，獲得滿堂彩，而受邀來台的南韓樂團 HYUKOH 一首搖滾歌曲加

上中文歌詞，與藝術家姚仲涵的燈光效果激盪出火花，最後壓軸演唱

的林俊傑則讓現場氣氛嗨翻。 

 

但「最佳新人獎」入圍歌手們帶來的表演卻讓人捏把冷汗，J.Sheon、

丁世光似乎因太緊張，聲音不穩又發抖，遭批是「新人照妖鏡」；而

去年歌后艾怡良昨以《花若離枝》及《是否》兩首歌致敬特別貢獻獎

得獎者蘇芮，不料低音下不去，歌聲也不穩，被網友罵翻。 

 

另外，近期因婚變備受關注的彭佳慧，昨擔任「最佳新人獎」頒獎人，

但茄子蛋得獎後太開心，上台還沒拿獎便急著發表感言，將彭佳慧晾在一旁，她只好自己湊上前提醒，

 

黃子佼穿著與去年一模一樣的

服裝，營造今年依然是主持人

的「笑」果。（影藝中心攝影組

攝） 



 

從上台到頒獎與茄子蛋零互動，場面頗尷尬。 

 

▲艾怡良（右）兩首歌致敬特別貢獻獎得

獎者蘇芮，歌聲不穩，被網友罵翻。（影藝

中心攝影組攝） 

 

▲林俊傑壓軸演唱讓現場氣氛嗨翻。（影

藝中心攝影組攝） 

 

 

史上最狂金曲獎「10 大看點」！ 劉福助、譚維維救全場…PTT 零負評 

Ettoday／田暐瑋／綜合報導 

 

從一開始宣布蕭敬騰擔任主持人開始，本屆金曲獎就飽受外界質疑熱度，不過從蕭敬騰媲美葛萊美的

零瑕疵演唱開始，就讓所有人改觀，接著台語歌手謝銘祐、林生祥的鄉土味演出、原住民兒童合唱團

的天籟嗓音，到創意十足的「台灣早就有嘻哈」橋段，每個部份都讓人拍案叫絕，狂讚：「有史以來

最好看的金曲獎！」 

 

第 29 屆金曲獎總共有 8 段表演，開場是蕭敬騰「REMEMBER TONIGHT」演出，渾厚沉穩的嗓音一

出口就震懾全場，舞台的特效也不落俗套，隨著歌曲的情感起伏更換不同效果，一首首的經典曲目讓

全場如癡如醉，連張惠妹、徐佳瑩等人都跟著起舞，最讓人稱讚的是今年的舞台音響和收音相當完美，

網友紛紛狂讚「老蕭幫之後的演唱人確認收音沒問題囉」、「這會成為金曲最經典開場」。 



 

 
蕭敬騰開場演出（圖／翻攝自台視） 

 

第二段演出是由本屆新人獎的入圍者們演出，分別是蘇珮卿、J.Sheon、丁世光、鄭興、李權哲、閻

奕格、茄子蛋等人，但丁世光被認為表演失常，鄭興疑似因為太過緊張，音準有些飄走，而李權哲最

讓鄉民們傻眼，唱腔被指刻意模仿林宥嘉的迷幻風格，卻遭調侃：「根本像喝醉啊！」 

 

 

李權哲被酸（圖／翻攝自台視） 



 

 

第三段演出由資深台語歌手謝銘祐、林生祥演唱《彼卡皮箱》、《古錐仔》等經典曲目，歌聲中充滿濃

厚的鄉土情感，超有味道的嗓音令人一聽就彷彿回到古早時期，穩健演出被網友讚賞「滿滿的台灣價

值」、「台語讚！！客語也讚」、「完美詮釋了台灣逐漸消失的東西」。 

 

第四段演出是由嘉興國小義興分校合唱團表演，由一群原住民小朋友合唱《山城的天使》，清澈純淨

的嗓音宛如天籟，整段表演充滿生命力又極具爆發力，就連張惠妹都忍不住拍手叫好，連網友都狂讚：

「一開口就雞皮疙瘩！！！！」更有人調侃前幾段的新人演出：「比一堆新人表演還穩跟好聽啊。」 

 

由 A-LIN 和譚維維上場的第五段表演《DUO》，兩大鐵肺歌后還沒開口就讓人滿懷期待，一開口讓人

狂冒雞皮疙瘩，雖然一開始 A-LIN 的音準稍嫌不穩，好在漸入佳境，中後段兩人 4 段高音飆唱的橋

段嗨炸全場，表演水準直逼個人演唱會水準，網友瘋讚：「這首我聽過齊豫跟阿潘的現場版！超驚

人！！」 

 

第六段演出是 HYUKOH 和姚仲涵的合作舞台，來自南韓的獨立樂團 Hyukoh 造型神秘，幾乎看不到

人臉，但主唱吳赫一開口就讓所有人驚艷，用發音清楚的中文演唱，PTT 上清一色推爆，就連第一次

接觸的人都忍不住稱讚，整場表演只有《萬里》一首歌，出現的歌詞僅 4 句，卻能讓所有人心服口服。 

 

第七段演出是艾怡良演唱蘇芮的《花若離枝》、《是否》等歌，去年奪得歌后寶座的她，一開口就讓人

跌破眼鏡，嗓音有點沙啞、聲音還有些飄掉，似乎沒有發揮平常的高水準，唱不到一半就被噓爆：「這

首歌真的不適合她，太災難了！」但也有人出面替她緩頰，認為她擅長演唱爵士和靈魂樂，這次應該

是選歌失誤。 

 

第八段的演出是「台灣早就有嘻哈」，由熊仔、葛西瓦、麻吉弟弟、葛仲珊等饒舌歌手表演，快嘴 RAP

嗨炸全場，證明台灣的嘻哈實力不輸國外，也有人認為演出標題是打臉大陸的《中國有嘻哈》節目，

為台灣饒舌界扳回一城，而這段的最大爆點就是 77 歲的劉福助驚喜現身，終場司儀突然介紹「說唱

祖師爺」，劉福助現場飆唱一段 RAP，連張惠妹都佩服得五體投地，超強創意讓所有網友推爆，直呼

「這是我看過最屌的金曲表演」、「明年金曲要怎麼超越」。 

 

最後的壓軸演出是林俊傑的 SOLO 橋段，唱了成名代表作《江南》，接著又一連唱了《可惜沒如果》、

《西界》、《偉大的渺小》、《第幾個 100 天》、《不為誰而作的歌》，舞台效果精緻唯美，宛如在看電影

一般，零瑕疵的美聲令人陶醉，但也有網友調侃：「這是個人演唱會還是金曲獎？」評價相當兩極。 

 

除了表演內容極有新意，蕭敬騰跳脫以往主持人說話源源不絕的風格，改以各種才藝串場，像是手影

戲、徒手作畫等，尤其最後一段訪問歌王歌后入圍者的「自嗨訪問法」，更是讓網友全笑翻，直呼：「沒

看過這麼ㄎㄧㄤ的主持人！」雖然他的主持讓人冷汗直冒，卻不讓人感到尷尬，反而會莞爾一笑：「沒

看過這麼可愛的主持風格。」更有人笑說：「黃子佼要小心飯碗了。」 

回重要記事  

 

 



 

《表演花絮》陶喆備 11 支麥 順利發聲 

自由時報／金曲採訪團╱台北報導 

 

陶喆擔任上屆金曲獎頒獎人，台上致詞時因麥克風頻率受到干擾糗被消音，就算換了 3 支麥克風依然

沒聲音，場面尷尬，今年他 2 度「挑戰」，這次一口氣動用 9 支麥克風、2 支大聲公，更出動兩名工

作人員舉著大支收音器，畫面相當逗趣，也順利「發聲」。 

 

陶喆動用 9 支麥克風、2 支大聲公，還有兩名工作人員舉著大支收音器，畫面相當逗趣。（影藝中心

攝影組攝） 

 

陶喆今年與去年頒發同樣獎項「最佳單曲製作人」及「最佳專輯製作人」，他一出場先替麥克風測試：

「Mic test、Mic test，有聲音吧？」接著自嘲：「因為去年麥克風斷訊事件，所以我再次又回到這裡來

了。」笑翻眾人。 

 

 



 

鋼鐵Ｖ頒獎被抖黑歷史 陶喆 10 支 mic 伺候噴笑 

蘋果日報／張哲鳴╱台北報導 

 

今年金曲獎的第 1 位頒獎人是沒受邀當主持人的黃子佼，事前製作單

位刻意保密，他上台說：「我是去年的主持人，你沒看錯，我穿的就

是去年那套衣服。」徐若瑄（鋼鐵 V）和陶喆頒獎都被惡搞，台上出

現超過 10 支麥克風，令人發噱；最終年度專輯大獎由專程來台的那

英及庾澄慶（哈林）合頒。 

 
陶喆(中)出場時伴隨超多麥克風，搞怪吸睛。 

 

黃子佼上台說是來力挺蕭敬騰（老蕭），畢竟老蕭從出道發片會，他就主持。頒發作曲人獎之前，黃

子佼笑說：「當頒獎人壓力真的小，老蕭現在開工了，然後我要收工了。」接著，吳青峰登場單槍匹

馬頒年度歌曲，他說：「我很緊張，我不擅長致詞，我用唱的來致敬。」隨即將所有入圍歌曲串成一

段獻唱。 

不同於紅毯的性感低胸禮服，徐若瑄準備以閃亮鑽飾裝扮登場頒演唱組合，製作單位搞笑放出她早期

「少女隊」的照片和歌。陶喆去年頒獎時，麥克風凸槌沒聲音，今年他再上台頒獎，面前插了 10 支

麥克風，後面還有 2 個人拿著大型收音麥克風，十分搞笑。 

 

康康張秀卿「練肖話」 

徐佳瑩頒音樂錄影帶獎，她男友比爾賈是入圍者，她燦笑說：「MV 導演都很帥！」但最後是羅景壬

執導的張惠妹《身後》抱獎。  

沒發過唱片的主持人曾國城首度擔任頒獎人，發言有點乏味，沒發揮他的逗趣水準。康康和張秀卿合

頒台語獎項，張秀卿問康康：「你怎麼不勾著我？」康康說：「我結婚了耶，老婆在看，妳自己也結 2

遍了！」全場大笑，可惜 2 人「練肖話」拖太長。哈林嗓子很沙啞，說每次跟那英同台都很緊張，因

為對方都會忘詞。還好，那英介紹為何最佳專輯是最重要時，背得十分流暢。 

回重要記事  

 

 

 

 

 

▲徐若瑄昨頒獎時換上過膝長

靴搭配黑色勁裝，性感又俐

落。娛樂中心攝 



 

Lulu hold 住星光 Dennis 挨酸看開 

蘋果日報／葉文正╱台北報導 

 

星光大道是金曲獎公認最難主持的部分，Lulu 跟 Dennis 卻是樂此不疲，都說「就是喜歡主持星光大

道」。他倆為了星光大道見面無數次，培養默契，2 人主持少出錯，可說是少有的「星光大道專業戶」。

第 29 屆金曲星光大道藝人多達 82 組，Lulu 說，很擔心走不完。 

 

Dennis 主持本屆金曲星光大道，被批評不以為意。 

 

Lulu 和 Dennis 說，要準備好星光大道主持，最重要的是「不斷聽音樂」，而且在上台前要互相考試每

個入圍者的作品。Dennis 表示，到金曲獎就是向音樂致敬，不要怕被罵；雖然有網友虧他「問題都很

尷尬」、「希望你今天得獎」，但也有人說他倆「好有默契」，蠻好的。 

 

自嘲金曲遺珠 

具有原住民血統 Lulu，特別選穿台灣原住民前衛設計師-高勝忠（沙布喇．安德烈）設計布農族圖騰

裙子，搭配她首次設計的「金曲 Have Fun 」上衣。出過 2 張唱片的 Lulu 笑說，她是金曲遺珠，但造

型上絕對不能輕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