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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至 1970 年代日本收音機及音樂播放器的設計 

 

樋口孝之 － 千葉大學設計科學系副教授 

 

（譯文） 

 

 

日本工業設計之發展 

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積極推動現代化。二戰以後，百廢待興，一切要從頭做

起。日本早於 19 世紀末，已開始設計教育與推廣，以發展日本的手工藝產品來拓展海外市

場。歐洲設計成為日本的學習對象。然而到了 20 世紀初，設計教育的重心漸轉移至發展輕工

業產品。1921 年，政府成立東京高等工藝學校，並於 1928 年成立國立工藝技術研究所，現

代設計教育由此展開，相關的科研和發展亦隨之而來，更帶動了日本現代設計的往後發展。 

 

日本直到 1952 年才脫離盟軍統治，二戰後 50 年代初期是其復興的階段。大公司逐步恢復元

氣，企業家開始創業。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分別於 1946 年及 1948 年成立。國立工藝技術研

究所也於 1952 年改組，易名為工藝指導所，以支援更多元化的科技產業，並且提供設計諮詢

服務，引進設計領域的新知識。豊口克平（1905–91）和剣持勇（1912–71）等都是當時傑

出的設計師。東京高等工藝學校於 1949 年被併入千葉大學，1951 年成為一所以更科學的方

式去教授及研究設計的工程學院。曾任職於國立工藝技術研究所的設計系教授小池新二

（1901–81） 便提倡以多元化的專業知識為基礎的跨領域設計教育。設計系經常邀請不同學

科的教授，如文化人類學、生理人類學和材料工程系等，進行跨學科的交流和合作，鼓勵整合

性的設計思維。 

 

松下電器總裁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於 1951 年前往美國考察工業生產狀況，

了解到優良的設計能為產品增值。回國之後，他宣告設計年代經已誕生，其後便任命曾任千葉

大學講師的真野善一（1916–2003）於公司內成立設計部門。到了 50年代中期，各大廠商紛

紛成立設計部門。生產電子商品的企業大都有一支內部的設計團隊，蔚然成風。 

 

在 50 年代，通商産業省及工藝指導所一直致力推動設計，並邀請外國著名設計師提供指導。

當時日本出口的電子和機械產品，有些被指抄襲歐美商品。通商産業省對此極之關注，因而創

立「優良產品設計大獎」。在 50 年代初，縱使仍有抄襲情況，但也出現了一批具有相當條件

（或潛質）的年青設計師，包括設計佳士拿 MS-200 型號收音機櫃的秋岡芳夫（1920–97）。 

http://www.cinra.net/news/gallery/3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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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會集中討論收音機及音樂播放器的設計，並會介紹一些設計案例，其中包

括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收音卡式錄音機等。同時，我亦會探討日本設計師如何面對現代設

計。 

 

半導體收音機 

首先我將會談談半導體收音機。半導體收音機是於 1948 年發明的；美國 Regency 公司於

1954 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商品。適逢於 1948 年成立的索尼公司也正進行此研

發，但卻稍稍落後，其後才推出 TR-55 型號收音機。當時在美國和日本，家家戶戶都有一台

真空管收音機。半導體收音機拓展至個人用戶市場。 

 

1957 年，索尼推出 TR-63 型號，更首創以「便攜（pocketable）」一詞來形容及宣傳該台

收音機，除了為電池的尺寸定下新標準，亦較 Regency 的收音機更細小，在美國十分暢銷。

可是，當時它在日本的價錢卻相當於大學畢業生的一個月起薪工資。 

 

而同期松下電器的設計工作是由真野善一領導。他所設計的 UB-150 型號收音機既時尚又簡

約。真野善一於 1951 年與其他兩名員工一同創立設計部門。當時，收音機生產部已有其他五

六位設計師。到了 1957 年，松下電器擁有超過四十位設計師為生產音響產品、電視機、家電

及照明產品的部門提供服務。真野善一及其設計團隊於 1957 年獲頒「每日設計賞」（創於

1955 年），以表揚他們設計出具原創性、深思熟慮及款式永不過時的產品。該項大獎首次由

一位企業內部的設計團隊奪得，直至 1961 年索尼獲獎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1958 年，很多日本廠商投入生產半導體收音機，翌年已有約十大生產商及超過一百間以組裝

為主的廠商投入此類生產。同年，索尼推出 TR-610型號，被譽為半導體收音機的經典，設計

具有品味，令人爭相購買。據一位索尼設計師期刊中曾透露，這台收音機曾被誤為是美國著名

設計師雷蒙德．洛威（Raymond Loewy，1839–1986）的設計。在推出後的短短兩年間，

已售出五十萬部之多。TR-610 是設計師、電機工程師及機械工程師合作的成果，設計力求精

巧簡潔、易於生產，將成本減至最低。這個型號成為高品質小型半導體收音機的典範，其他不

同產品也試圖模仿它的設計。 

 

索尼在 50 年代初剛剛起步時，仍未成立設計部門，正處於開發磁帶錄音機的早期。但不久之

後便意識到設計在產品開發中的重要角色。索尼創辦人井深大（1907–97）拜訪工藝指導

所，要求所長剣持勇提供設計方面的諮詢協助。剣持勇於是任命設計師 Atsushi Chiku 支

http://www.sony.net/Fun/design/history/product/1950/tr-63.html
http://www.sony.net/Fun/design/history/product/1950/tr-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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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索尼。1955 年，設計系學生山本孝造經 Chiku 介紹進入索尼，成為該公司首位聘用的設

計師，TR-610 便是由山本設計的。 

 

在 50 年代末期，半導體收音機在美國成為熱門禮物，尤其是作為聖誕禮物。TR-610 最初僅

售 50 美元，隨機附送皮套、電池和耳機，對美國消費者來說並不昂貴，就是年青人也能負

擔，故在青少年間大為流行。當時半導體收音機與電台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及搖滾音樂相輔相

成，產生協同效應。在便攜式卡式錄音機發明之前，半導體收音機讓人外出時也能夠收聽音

樂。 

 

索尼在 50 年代末期的半導體收音機市場取得極大的成功，並持續發展相關產品。然而，步入

60 年代，競爭便變得異常激烈，導致價格下降。香港生產商及日本以組裝為主的生產商紛紛

投入市場。著重質素的生產商只好轉移到較高價市場。 

 

索尼的設計部門是於 1961 年成立的，源自後來成為社長的大賀典雄（1930–2011）的建

議，以確保機構內所有設計的一致性。原本是音樂家和歌劇演唱家的大賀典雄其後出任該部門

的主管，並同時掌管公關部，他致力透過設計營造索尼高品質的形象。索尼逐漸建立起自己的

設計策略，產品造形趨向時尚鮮明，色調以黑色和銀色為主。 

 

1967 年，第一部集成電路收音機面世，索尼的設計極盡小巧之能事。十年之後，松下及索尼

的產品都因為纖薄輕巧而深受市場歡迎。微型化成為日本產品設計的特色。在 80 年代初出現

的流行用語「輕薄短小」，正正是輕盈纖薄、短小精巧的意思。 

 

同期，日本在 70 年代中期興起一股收聽電台廣播的熱潮。年青人利用收音機追蹤海外的短波

無線電台，收聽和查找節目，並要求電台發出受信確認證。在相約的時期，成年人與及熱愛科

技的業餘無線電音響愛好者和 Hi-Fi 發燒友亦使用這些器材。 

 

錄音機 

如天龍及其他公司一樣，索尼剛成立不久已開始發展錄音機，並於 1951 年推出日本第一台磁

帶錄音機，名為 G Type。G Type 的生產過程並沒有設計師的參與，其後推出的 H Type 是

為一般消費者而設的。索尼曾就產品的外形細節諮詢設計師柳宗理（1915—2011）。大概於

1959 年，索尼的產品設計也有由公司内部設計師負責的。 

 

http://www.sony.net/Fun/design/history/product/1950/g_ty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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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 年代中期，磁帶錄音機漸漸登堂入室。當時專利授權日趨普遍，超過十間日本生產商投

入磁帶錄音機市場。松下於 1958 年推出他們的首部磁帶錄音機，其後於 1963 年再推出

Mysonic (RQ-303) 型號。後者是一台設計精巧，價錢相宜的家用錄音機。當其時，磁帶錄

音機正面臨決定性的演化，直到 60 年代初發展出小巧便攜的新型號錄音機。 

 

1962 年，荷蘭公司飛利浦為小型卡式錄音磁帶寫下新標準，並於 1965 年對外公開，使之成

為公共技術。在掌握了磁帶錄音技術之後，日本生產商迅即研發卡式磁帶錄音機，他們本著既

有的卷軸磁帶錄音機科技，迅速地發展卡式錄音磁帶，產品深受女士和兒童歡迎。不久之後，

索尼推出一個小巧型號，能方便地單手操作的設計。此型號更被使用在阿波羅 7號太空飛行任

務中。十年之後，索尼推出 Pressman，其後的隨身聽 Walkman 就是建基於此型號的。第一

部小型卡式磁帶錄音機面世僅僅四年之後，奧林巴斯便推出微型卡式磁帶錄音機，由豊口克平

所創立的 Toyoguchi Design Lab 設計。 

 

70 年代中期，為高規格現場錄音而製的便攜型機種出現。TC-D5 外型卓越，適合高端用家。

70 年代興起一股現埸錄音熱潮。當時，許多日本男士對高科技器材產生濃厚興趣，成為高階

用家。 

 

不久之後，飛利浦首創了收音機與卡式錄音機合二為一的型號。日本公司推出的收音卡式錄音

機，設計上仍然因循卡式磁帶錄音機。收音卡式錄音機，名為「radi-case」，很快便在日本

流行起來。這源於在 70 年代，LP 唱片對年青人來說十分昂貴，因此他們十分熱衷錄下電台

的音樂（FM air-checks），收藏自己喜愛的樂曲。市面上出現一些雜誌專門報導電台節

目、錄音技巧及歌手資訊。卡式錄音機除了用作錄下電台音樂以外，亦成為學習和音樂綵排的

工具，當然也有人純粹用來收聽電台廣播。到了 70 年代中期，「立體聲 radi-case」成為潮

流用語。發展下來，它們最終演變成內置揚聲器。 

 

探討日本現代主義 

緊接下來，我會談談如何從電子產品中探索日本的現代主義。在 50 年代，日本建築和家具在

海外的展覽和三年展中獲得高度的評價。日本建築師發現了西方現代建築與日本傳統建築之間

有共通之處，如丹下健三（1913—2005）便將這些相近的概念體現在自己的建築項目之中。

儘管日本走向現代化或西化，50 至 60 年代的房屋大部分依然是日式建築，因此當中潛藏着

一股對現代產品的需求，以配合這些傳統的室內設計。 

http://www.sony.net/Fun/design/history/product/1970/tc-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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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年代開始，柳宗悅（1889—1961）帶領着日本的「民藝運動」，其核心概念是「用の

美」，也就是透過「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尋常器物，發見其中之美。 

 

承著此概念，設計師試圖將一些能呼應的傳統日本審美的形象融入電器設計中。松下電器總裁

松下幸之助，也是公司的首位設計師，設計了 DX-350 型號的收音機。他曾透露如何從 17 世

紀在京都建成的桂離宮獲取靈感，並運用當中的元素於設計之中。而 1963 年推出的立體聲組

合 Asuka，卻並非以日本品味為依歸。松下幸之助要求設計團隊追求設計的原創性，不要受

到歐洲設計的影響。這件產品以一個日本文字命名，既予人一種古樸的感覺，同時又塑造出日

本品牌的形象。 

 

接下來，我將介紹一些緊貼時代脈絡的設計現象。當中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 1964 年在東

京舉行的奧運會，以及 1970 年於大阪舉行的世博會。60 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及反文化氛圍

也環繞着這些盛事。在 60 年代，以建築師為首的「代謝運動」興起。適逢 1970 年舉行的世

博會正好讓這些建築師暨運動活躍分子有機會於展館和展覽中展述他們的前衛的理念。 

 

受這股正面的興致影響，索尼在 60 年代末期推出了一些呈立體幾何形狀的收音機，有别於以

往一貫設計。直至 70 年代，世博會與其所盛載的未來主義生活方式驅使了松下電器設計出一

些被不少人視之為當時代表作的產品，如 Toot-a-Loop 環形收音機。 

 

隨身聽（Walkman） 

最後，我要談談隨身聽。 

 

以下是一則人所共知有關隨身聽為何和怎樣誕生的故事。一位索尼工程師為了自娛，將

Pressman改裝為更便於收聽立體聲。這件事被創始人井深大得悉並親自體驗後，便指引其公

司要在四個月内以大眾化的價格推出此新產品，以符合年青音樂愛好者的消費能力。索尼之所

以告訴大家這個故事，就是要展示其靈活變通的精神。而其後的 Walkman II 卻是最為人熟

悉的隨身聽型號。索尼在推廣隨身聽時，營造於戶外享受音樂及音樂愛好者的形象。 

 

直至 70、80 年代，日本生產商一直過着繁榮昌盛的日子。在工業化社會，日本產品設計取得

長足的發展，然而到了資訊年代卻日漸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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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計的有關著作 

現在就讓我們談論一下關於日本工業設計的著作。首先，我想介紹兩本約於 1980 年出版，探

討日本文化的書籍。 

 

GK 設計集團聯合創始人榮久庵憲司 （1929—2015），曾描述日本便當怎樣反映日本設計的特

質1。便當雖然有別於正式用餐的器具，但廚師依然力圖在有限的成本下在各面取得平衡，展

現出嚴謹克制的美學。 

 

韓國評論家李御寧（1933—）描述日本設計中側重小巧細密文化的特質2。他指岀日本人所提

出有關批判設計的論說並不正確，他們往往以西方文化作為參照對象，從跨文化的角度尋找日

本的特質。他認為較為恰當的做法是與亞洲或東方文化特質作出比較。他研究和比較日本和韓

國文化的異同，指出日本小巧細密文化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日本人並不追求宏偉壯麗，反而是

對精緻小巧、手工細膩的物件有一份情意結。 

 

日本人確切有這種傾向，尤其是現今社會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寸金尺土，環境擠迫，以至桌

子、櫃子及其他家具都不得不小巧袖珍。而且，日本人傾向持有許多不同的東西，故此避免擁

有大型物件。加上在市區裏，人們一般都不駕車，上班或上學都是以乘搭火車為主，所以輕便

易擕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在小型半導體收音機及其他器材的開發過程之中，對小巧物品的偏

愛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但實際需要也是切實的考慮。 

 

總結 

二次大戰後不久，日本廠商模仿歐洲的攝影機和美國的真空管收音機，進行生產。然而，半導

體收音機和錄音機才是當時國內應用最尖端科技的前線產品。日本和西方先進國家的生產商爭

相研發新產品，雖然曾經出現日本設計師模仿歐洲產品的情況，但基本上，無論是在歐洲或美

國，前線產品並沒有特定的模式。 

 

在半導體收音機面世的早期，日本生產商的設計以迎合美國市場為主。其後，企業內部的設計

師一直努力不懈，務求工作成果獲得肯定。那個年代的日本產品設計基本上朝着精簡化的方向

                         
1
 榮久庵憲司，《日本便當盒的美學》（The Aesthetics of the Japanese Lunchbox）， David B. Stewart編（劍

橋，馬薩諸塞州：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8） 
2
 李御寧，《日本人的縮小意識》（The Compact Culture: Japanese Tradition of ‘Smaller is 

Better’）， Robert N. Huey 譯（東京：講談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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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發。就半導體收音機來說，市面上既有可靠的生產商，也有一些只是迎合買方要求，完全缺

乏設計頭腦的生產商。 

 

對日本生產商來說，最大的市場固然是美國，但日本市場也相當龐大（日本生產商市場佔有率

已十分高，香港和韓國生產商較難打進日本市場）。在那數十年間，日本消費者，尤其是男

性，熱愛科技產品。錄音機比美國更早在日本大行其道，而日本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嚴謹要

求，驅使生產商必須精心研發產品，以符合用家對質量和功能的期望。 

 

雖然，日本消費者並不十分計較這些科技產品是否與他們的室內環境或是傳統家具協調相襯，

但日本設計的精神仍在某些方面彰顯出來。由於在一個共同的環境中作業，日本設計師秉持著

日本人獨有的思想。昔日，設計資訊不如今天發達。設計師一方面從書藉刊物和其他資源積極

汲取海外的設計資訊，另一方面則從其他廠商的產品發佈中了解最新形勢，剎時便以他們的方

式將這些資訊轉化及表現出來。這種情況促使日本設計師之間建立起緊密的關係，凝聚出一種

培養日本產品觀念的氛圍。 

 

 

（陳麗蟾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