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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感謝音樂，

The songs I'm singing 感謝我唱的那些歌

Thanks for all the joy  感謝音樂

They're bringing 為我們帶來生活愉悅

Who can live without it 誰能沒有音樂呢？

I ask in all honesty 說真的

What would life be 沒有音樂和舞蹈的世界

Without a song or a dance what are we? 會是多麼無趣呀

So I say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所以我要感謝音樂

For giving it to me 給我美好的一切！

「Thank you for the music」70’年代流行天團 ABBA 曾以這首暢

銷曲，唱出了眾多樂迷心中一股流動的音樂活水。

這個夏季，屬於全體華人的音樂盛典—金曲 25，擾動了 1/4 個

世紀以來的澎澎湃湃，將近一個世代的燦爛歲月，閃耀著怎樣的

星空？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們以「燦爛的歲月，難忘的歌」為

主題，邀請資深音樂人為我們導覽那些年、那些歌的記憶之旅，

同時也開啟另一扇窗，窺探華文音樂劇未來可能的瑰麗盛世。

關於音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本期的名人專欄，音樂製作

人—王治平和我們分享，他由一名吉他少年到天王製作的崎路攀

登，音樂裡的故事或許不同，在城市的角落，當音樂與美食撫慰

著人心，就不難彼此劃去界線、相濡以沫。

37、38 度高溫，總在這個季節無情地來襲，走在都市裡，懊熱

令人難耐，紛亂令人盲，幸好有音樂，當這些歌在耳邊響起，將

會重新喚起生命中的那些美好！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

201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主視覺「跳」－蕭青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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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前印著品牌Logo的美式T恤，看起來比合身稍稍寬

鬆了些，套上褪色得剛剛好的水洗牛仔褲，一頂軍

式扁帽想低調卻更引人注目，舞台上明滅閃動著綠光、紫

光、紅黃交替……，忽而一片耀眼藍色襲來，一身潮牌

Rocker打扮的吉他手讓人看不清臉面，正以他的魔幻手指

撩撥區區6根琴弦，掀起一場天崩地裂，金屬節奏激越撞

擊，吶喊著每一位觀者深藏內心的愛、恨、情、痴，夜裡

的王治平，變身音樂現場魔幻大師，搖滾不必濃妝，一把

Gibson SG傳奇電音吉他，就輕易的攫取全場驚豔目光。

音樂人生，永不止息的逐夢過程｜王治平「作」音樂也

「玩」音樂，作的是監督執行寫歌、編曲、錄製、混音一

系列音樂工作的唱片「導演」，玩的是Live house技驚全

場的搖滾吉他手，這兩種角色也或多或少，是許多人年少

時懷抱著音樂夢想的投射。他是年輕歌手口中的「治平老

師」，不但經常登上選秀節目的評審席，近三十年音樂生

涯裡，合作過的藝人包括：陶喆、S.H.E、林宥嘉、田馥

甄、楊乃文和孫燕姿等，多數是現今仍在舞台上活躍的重

量級歌手，讓他贏得「天王製作人」的稱號，特別是近幾

年，金曲獎三次入圍接連兩次奪得最佳單曲製作人獎，少

年時的音樂夢在這裡似乎毫無保留地成真了。

攀上「金曲製作人」這座嶺峰，王治平面對地位、榮耀，

淡淡的說：這是工作，音樂人的一生，音樂是工作、是休

閒、也是生活！反倒是談起另一種身分「Rocker」時，

他眼中眨動著的才是有愛有夢泛光的悸動。對搖滾樂的熱

愛，是驅使著他逐夢的起源，而夢想的起點就在當年忠孝

東路四段上著名的IDEA house「艾迪亞音樂餐廳」。

艾迪亞是一處台灣音樂發展的傳奇，胡德夫、蔡琴、齊

豫、胡茵夢、童安格、庾澄慶、金智娟、吳楚楚等音樂

人，甚至跨領域的名人如導演賴聲川、設計大師關傳雍、

燈光大師姚仁恭等，都與艾迪亞有著一段密不可分的舊情

緣，艾迪亞開張的1970年代，西方正是詩人歌手巴布．狄

倫（Bob Dylan）、搖滾傳奇披頭四(Beatles)引領風騷的

年代，也是老鷹 (Eagles)、齊柏林飛船 (led zeppelin)、

深紫 (Deep Purple)等搖滾天團崛起的年代，在台灣，艾

迪亞就是這麼一處汲取西洋音樂養份的地方，由胡德夫、

賴聲川領銜，演唱著這些最熱門的美國流行音樂，王治平

與當時大部份懷抱音樂夢想的年輕人一樣，學生時代就苦

練吉他，終於有機會擠進這處「與美國流行音樂最靠近的

一隅」，進入艾迪亞駐唱，展開人生第一段音樂生涯。

眨動眼色看見LOVE
王治平說 音樂這玩藝兒
文│陳亦菁　人物攝影│Akai、賴壽山  　圖片提供│華研國際音樂

名人專欄 COLUMN ｜ Rea/Taste   ●

林宥嘉煽情另類的「眼色」，HEBE空靈迷離

的「Love！」，頂著華研音樂總監頭銜，王

治平為歌手創造了突破自我的演藝高峰，也為

自己攀登了金曲製作人獎的另一座高峰，這位

歌唱選秀節目的熱門評審，談起音樂，他說，

這玩藝兒一定要有愛！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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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馬獎配樂大師張弘毅結識進而追隨，是王治平音樂生涯另

一個轉捩點，大學畢業後曾經短暫任職國泰航空，當時正思考

是否赴美修習音樂，在張弘毅的帶領下，毅然決然放棄進修，

直接投身音樂製作的領域，從 Midi混音開始學起，到配樂、編

曲、唱片製作，2～3年間摸索到嫻熟，在專業領域裡以驚人速

度熟成，連恩師都訝異，至此，王治平知道，音樂這條路他將

一直走下去再也無法停歇了。

音樂填補了生命的缺憾，直達靈魂｜這條路一直走到現在，從

餐廳打工彈唱的吉他少年，走進錄音室，再走進華研音樂總監

的辦公室，一路貴人提攜好友相挺，造就他「八〇年代至今仍

屹立的資深優秀製作人」，當然，長達30年的音樂生涯也不是

一路順遂的，15年前赴美發展的後期，王治平稱這是他人生

最大的低潮期，當時遠離台灣熟悉的音樂環境，創作遇到瓶頸

工作與收入大量減少，此時婚姻發生危機又逢母親病逝，一連

串的打擊卻始終沒有讓他放下作音樂的堅持。這時期的困頓被

轉化成了人生的經驗，深層的領悟和一種更觸碰靈魂的創作來

源，在他的銓釋，音樂是一種「愛」的表現，失戀、困頓、人

生的缺憾、最大的挫敗，都有「愛」在其中，就像情歌吧，尤

其是失戀的情歌，最是共鳴者眾，能輕易觸動人心。

「如果說音樂到底教了我甚麼？那就是永不放棄吧！音樂是續

命的養份、不朽的靈魂， Can't live without it！」，談及音

樂的生命角色既堅定又嚴肅，此時，我們又像遇見評審台上的

「治平老師」，正期勉著每一位熱情有夢的新人。

背著窗，桌上擺滿多音軌混音器、鍵盤和一架高感度電容式麥

克風，乍見王治平的辦公室，我們甚至以為誤闖了錄音室，

拿起架上一把電吉他，「刷！刷！刷！」試了試音階，隨

手為我們彈奏一段R & B，他懷中這把空心吉他，木質琴身

金屬共鳴箱，狀似放大的小提琴，原來是一把稱為Dobro

的名琴，許多 Blues and Jazz大師的最愛，問到最

愛的大師，他指了指牆上那面黑白

攝影Beat les大海報，其中Paul 

McCartney 是他最崇拜的音樂創

作大師，而Beatles 另一位創作

團員George Harrison卻道出

了王治平音樂生命的寫

照  ─「身為搖滾樂手，

我能放肆盡興的玩音

樂，另一方面又能作

音樂來改變這個不

完美的世界！」。

ABOUT

王 治平 
現任華研唱片音樂總監

台灣最資深的音樂製作人之一

曾以林宥嘉〈眼色〉和 Hebe〈Love〉

分別拿下第 20 屆與 22 屆金曲獎最

佳單曲製作人獎，並以 Hebe〈請你

給我好一點的情敵〉一曲入圍第 23

屆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經常出

任歌唱選秀節目評審，女兒王若琳

Joanna 是知名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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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從
現代都會人的習性而言，「咖啡」早已是尋常生活的一部份，而音樂

與咖啡的深情關係，由《愛樂電台》主持人邢子青形容得最貼切：

「音樂是心靈提神的咖啡，咖啡是調劑脾胃的音樂」，而能巧妙融合這兩

者，就屬城市裡各獨具風情的「咖啡館」了。在台灣，無論是連鎖咖啡廳

或獨立咖啡館，愛好者不分晨昏四季的傾慕朝拜，營造咖啡館個性氛圍的

音樂，總能性格鮮明地找到對味的主顧，或悅然心動，或寧靜洗滌，一杯

咖啡猶如一段塵世邂逅，讓品嘗者心智大開，人生憊懶自此逃逸無蹤。

醉咖啡 LIFE IN STYLE  Rea/Taste   ●

醉
咖
啡

聆聽撩人心弦的咖啡音樂
從咖啡音樂歐遊城市風貌
採訪 、文字整理│ 江羚瑜　口述、資料提供│ 邢子青

跟著《愛樂》腳步，從咖啡音樂歐遊城市風貌｜說到咖啡的由

來，源起於阿拉伯世界，卻發揚光大於歐洲，在藝術氣息濃厚的

歐陸大國如德國、義大利、希臘等，咖啡館盡皆呈現不同面貌，

其中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維也納等歷史大都會，咖啡館更

為這座城市妝點出各異其趣的人文風景。尤其歐洲人重視生活、

講究品味，當喝咖啡成為一種習慣，音樂就像盛裝的杯盤、相映

的器皿，總能在舌尖耳際品評中活色生香。

熱情洋溢的義大利威尼斯，咖啡音樂多元奔放，尤其是聖馬可大

教堂四周的咖啡館，戶外廣場上偶而能遇見樂團演奏著經典樂

音，諸如韋瓦第的古典樂曲、浪漫爵士樂…等，暢遊其中，宛

如於親臨音樂會現場。另一座大城佛羅倫斯則屬古典文藝復興之

都，沉靜而內斂，咖啡館經常座無虛席，許多人簇擁著站在狹小

的咖啡館內喝咖啡，看著演奏家穿起文藝復興時期的長袍，現場

演出豎琴曲目或自彈自唱，讓人宛若走入電影「窗外有藍天」的

場景，在普契尼的音樂與歷史人文景緻陪襯下，整座佛羅倫斯城

情不自禁流露著咖啡藝術與音樂文化的水乳交融。

至於羅馬這座古文明發祥地，咖啡館更是「古意」十足，藝術的

深厚底蘊令人處處驚豔，信步遊逛其中，可以在街角的小咖啡館

裡，發現牆上明暗斑駁之處原來是描述義大利歷史的古老壁畫，

店內時常聚集音樂界、美術界、文學界的名人雅士，談生活、話

藝術，間或聆聽古典音樂的鋼琴小品，走一段電影「羅馬假期」

的咖啡街道，穿越時空與歌德、李斯特、孟德爾頌相遇，濃濃的

文藝之氣，唱和著咖啡香讓人未飲先醉。

至於音樂之都維也納，當地人更是咖啡愛好者，在歌劇院、音樂

廳、博物館旁，隨處可見咖啡館的蹤影，走進維也納的咖啡館，

宛如走進華麗的巴洛克麗泉皇宮，視覺、味覺與聽覺在這裡同步

豐收；來到建築藝術之都布拉格的咖啡館，則經常有樂手現場演

奏莫札特、貝多芬、海頓…等的古典音樂，演奏者有時會身穿華

麗的燕尾服演出，使表演也成為喝咖啡的另一種視覺享受。

「Laugh out loud with your friends. And Mr. Brown will 
always be there.」當耳熟能詳的旋律響起，咖啡，便成為

一種隨處可得的溫馨，在我們身處的各個角落散播著歡樂因

子，笑容和分享，聯袂唱出這個城市最動人的樣貌。

ABOUT

愛樂電台（Philharmonic Radio）資深節目製作及主持人

曾獲「廣播電視社會建設獎」、「廣播文化獎優良文化節目」佳作獎，多次入圍「廣播金鐘獎」節目與

主持人獎項，並受邀擔任「廣播金鐘獎」、金鼎獎「藝術生活類圖書」評審委員。經常受邀擔任各級企

業團體、學術單位講座主講人。

Life's the best, it's ever been.  生活這樣的美好

With your friends and Mr. Brown, you win. 因為有你們和 Mr. Brown

Finding the one you want. 會有一個屬於你的地方

Well, love is in the air. 真愛滿佈在空氣中

And Mr.Brown you share. 與 Mr. Brown 分享

Laugh out loud with your friends. 與朋友笑開懷

And Mr. Brown will always be there.  Mr.Brown 永遠在身旁

邢子青提供

邢 子青

一天的咖啡香  音樂情境大不同｜相較於歐洲的濃濃古典氛圍，

台灣的咖啡館發展歷史較短，風格就更現代多元了，在城市的

咖啡館裡，經常播放的音樂以現代流行樂、融合爵士、新世紀

音樂為大宗，至於郊區的咖啡館，通常以輕音樂為主，和著大

自然原汁原味的大地之音，與風聲溪流、蟲鳴鳥叫，潺潺共鳴

相映成趣。

音樂的情境之美，增益了咖啡的濃醇厚度，甚至不必在咖啡

館，一罐隨手可得的風味咖啡，即便一人獨處也能盡情盡興，

至於怎樣的音樂才能融入當下的咖啡香呢？邢子青建議，喚起

早晨的精神奕奕，除了一杯醇黑咖啡之外，不妨聆聽輕快的古

典小品，或是Michael Buble 深情成熟的嗓音，唱著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是對味的選擇。喜愛法式香頌的讀者，可

以隨著Charlotte Avril的磁性唱腔，進入Grand Hotel的華麗

盛宴，在小號、單簧管與鋼琴的熱情交響中，甦醒身體的每個

細胞。午茶時光，搭配一杯香草風味咖啡，來一段古典輕鬆小

品集--比才「小步舞曲」、馮-威廉士「雲雀飛翔」，或者史丹

利麥爾斯「短歌」（越戰獵鹿人），在炎炎高溫下，最能平撫

煩躁的心情。至於夜深人

靜時咖啡風情隨心所欲，

重視空間音感的玩家，不

妨選擇蕭邦的鋼琴夜曲，

點亮您的B & O前級真

空管吧，睡前瀏覽幾頁

好書，耳邊響起Azure 

Ray輕柔的韻味，緩緩

吐露For the Sake of 

the Song，最能為一

天的塵世行旅，畫下

完美的暫時休止符。

《伯朗咖啡 Always b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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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Cool 潮流
文│編輯室　攝影│賴壽山 Akai　插圖│Akai

資料提供｜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山與海相臨的國度，絕美102公里海岸，38度高溫下，滿心期待，

飛向酷樂東北角，跟著Mr. Brown的腳步，勁歌、熱舞、迎風、逐

浪…，這個夏天，太陽底下竟然有著許多新鮮事呢！

福隆店

大里店

外澳店
伯朗咖啡城堡

伯朗咖啡城堡二館

海洋音樂季

Mr. Brown 帶路

美麗的東北角海岸，是觀光局所屬的第一座國家級風景區，一直以來，都是台北

人最接近海洋的親水天堂，這段長達 102 公里壯闊海岸，北起瑞芳南到烏石，再

接續宜蘭濱海直達蘇澳。依山傍海，太平洋環繞下，絕美灣岬相間，擁有鬼斧神

工的天然地質景觀，近幾年在民間與政府聯手推動下，結合豐富在地人文，舉辦

一系列精彩主題活動，成功地型塑出東北角獨特觀光魅力，更將特有的遊憩風情

推向國際。

2014 年正值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 30 週年，資深遊憩專家—

方正光處長，應邀為我們熱情導覽，一探 30 年風采深植人心的東北角之美，並

推薦必遊的五大魅力景點。

有蔚藍海岸之稱的福隆海水浴場，水深波平適合游泳、

玩風帆等水上活動。這一帶綿延三公里長的黃金沙灘，

是國際沙雕專家推薦可塑性高的金沙，今年五、六月福

隆海灘盛大舉行「2014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 - 金沙傳

奇不思議」活動，邀請到來自世界各地共 10 個國家的

沙雕好手共襄盛舉，吸引數十萬參觀人潮。

結合「海洋」與「音樂」概念，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以福隆的美麗沙

灘為基地，打造出屬於台灣音樂界的夏日盛會。一連數天的搖滾馬拉

松演出，齊聚世界各地的重量級搖滾團體，高科技舞台燈光炫麗多彩，

在這裡可以放肆迎著海風，隨樂音搖擺，當強力搖滾來襲，不妨盡情

吶喊，每場表演都精采絕倫，為期 5 天的音樂祭多年來已被視為台灣

的搖滾盛事，每逢夏季必定吸引大批樂迷慕名前來熱鬧同歡。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村福隆街40號

02-24992381

開放:6月~9月09：00-17：00

售票:09：00-16：30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方正光處長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專家導覽 酷遊東北角 >> 

沿著濱海公路往宜蘭頭城方向前進，來到 117 公里處

的三貂角就是台灣的最東點。這裡有一座三貂角燈塔，

在此看日出非常壯觀。燈塔前耀眼的白色「幸福廣場」

有一座精緻的「幸福教堂」，吸引許多新人前來取景

拍婚紗。

我們繼續沿著濱海公路前進，接近宜蘭大溪時，由著名的大溪

蜜月灣看去，正前方聳立著一座尖峙的山峰，就是標高 441

公尺的鷹石尖。從明山寺旁登山口步行約 15 分鐘即可到達，

這裡是濱海公路上登高眺遠，俯瞰壯麗海灣的最佳選擇。

2 幸福極東最推薦

三貂角燈塔 X 幸福廣場

3 登高望遠最推薦

大溪鷹石尖登山步道

新北市貢寮區福連村馬崗街38號

02-24991300

開放時間：09:00-16:00

週一、除夕、初一 休息

位於福隆遊客服務中心 
新北市貢寮區 興隆街36號
02-2499-1587                   
週一~週日 8:30 AM~6:00 PM
六月~八月 
週一~週日 8:30 AM~9:00 PM

首站基地 

伯朗咖啡福隆店

2.三貂角燈塔

   幸福廣場

1.福隆海水浴場

3.鷹石尖

4.北關農場

   螃蟹博物館

5.衝浪基地
   飛行傘俱樂部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205號

03-977-2168

北關農場 全天24小時

螃蟹博物館  上午8:00-17:00

沿著濱海公路往南，來到宜蘭頭城境內的北關農場，農場內蘊

藏著豐富的動植物生態，還有一座世界第一的螃蟹博物館。台

灣東北角海域海洋資源豐富，棲息在這一帶各式各樣的魚蝦蟹

貝就是螃蟹博物館豐富的館藏來源。

4 生態綠活最推薦

北關農場 X 螃蟹博物館

冰穀物蕎麥茶｜精選紅烏龍茶與健康穀

物調配，無糖、無咖啡因、無香料添加，

適合各年齡層飲用！

抹茶法樂皮｜來自日本愛知縣的綠茶

葉，茶青不苦澀，搭配香草冰淇淋與鮮

奶油，讓風味更加濃郁有層次。

夏季

香濃

夏季

特調
夏季

限定

香草拿鐵｜綿密奶泡上的香草氣

息加上濃醇的咖啡及牛奶香，慢慢

品嘗感受香草風味的典雅細緻！

北關農場

螃蟹博物館 城堡

三貂角燈塔

幸福廣場

外澳店

福隆店

大溪鷹石尖

步行約15分鐘8.8km

13分鐘

19km

26分鐘

11.5km

21分鐘

5.5km

9分鐘

3km

8分鐘

50Km/h

1 碧海倘佯最推薦

福隆海水浴場 X 國際沙雕藝術季

1 32

4

日期：2014年7月9日至13日  地點：新北市貢寮區福隆海水浴場

官方網站：http://www.2014hohaiyan.tw/



1312●   Rea/Taste ｜ MR. BROWN'S MAP 遊伯朗

伯朗城堡咖啡二館｜寒暑假期間開放參觀，即將正式營

運，敬請期待！伯朗城堡咖啡二館坐落於城堡咖啡館的另

一面山頭。居高臨下的地理位置，讓太平洋、龜山島、烏

石港及蘭陽平原等壯闊美景映入眼簾，加上清新無污染的

自然空氣，所謂身心靈洗滌正是如此！

伯朗城堡咖啡館｜座落於海景咖啡館斜對面山上，可從接天

宮紅色牌樓進入，沿著山路至山頂即可到達。

宜蘭縣 頭城鎮 外澳里8鄰石空路95號

0924-020-088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 8:00 AM~6:00 PM

例假日 8:00 AM~7:00 PM

當我們來到宜蘭外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搶眼的鮮黃色斜屋

頂建築—外澳服務中心，這座建築由大師姚仁喜設計，已成為外

澳的地標，來到這裡不妨先在一樓的伯朗海景咖啡館稍稍歇息、

喝杯咖啡，接著，就讓我們投入精彩刺激的衝浪與飛行傘運動吧！

外澳這片沙灘平緩而綿長，是初學者練習衝浪的最佳場地，沙灘

後方的公路旁，可見飛行傘隨著氣流左右翻飛，想要一覽整個外

澳海岸線，可以嘗試乘坐飛行傘凌空俯視，美麗又壯觀。

5 凌空逐浪最推薦

外澳衝浪基地 X 飛行傘俱樂部

藍洋衝浪俱樂部   03-978-9233  

鴻大衝浪俱樂部   03-977-6150  

傑夫衝浪俱樂部   03-977-9369

香烤魚柳沙拉｜新鮮水果、萵苣、蘿蔓、

紫高麗菜，搭配香烤魚柳塊，佐以特調塔

塔醬汁，夏日風味令人回味！

奶油鬆餅｜新鮮現烤！餅皮酥脆、

內層鬆軟，再搭配蜂蜜、巧克力等

多種風味，份量十足！

夏季

美味

夏季
推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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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的歲月 難忘的歌
金曲25，四分之一世紀，將近一個世代！

屬於全體華人的音樂盛典，

誌記了那些燦爛的歲月，

和歲月中永不被遺忘的歌。

當時間的旋律不斷滑過，而人生無法Repeat，

幸好有音樂！讓我們回望青春，珍藏所愛，也鼓舞未來，

那些歌裡，像是你我的故事，

有悲歡有愛恨，有多變的聚散，有不變的夢想，

聽！熟悉的節奏正響起，弦歌曼妙將迴盪一整個夏季。

圖片資料提供：金曲25執行製作單位 台視公共事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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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那些歌
採訪、文字整理│江羚瑜  資料提供│郭蘅祈(郭子)

郭蘅祈 ( 郭子 ) 帶作品回家  25 週年經典專輯雙 CD   豐華唱片發行

CD. 01【帶作品回家】25 周年經典專輯

郭子將以最純粹動人的流行聲線，重新詮釋自己的經典創作。

CD. 02【外交官的女人】舞台劇原聲專輯

收錄【外交官的女人】舞台劇原聲專輯 2014 復刻版

眾星崛起的輝煌年代

華文音樂盛典邁開新局

ABOUT

INFORMATION

經典創作的生命覺察

在
國內有音樂才子之稱的郭子，曾經為張學友、張惠

妹、張信哲、齊豫、李玟等天王天后，寫下不少流

行金曲，如「祝福」、「忘記你我做不到」、「別在傷

口撒鹽」、「原來你什麼都不要」…，掀起一股流行風潮，

成為不同世代的青春回憶。

談起歌曲的「流行」密碼，郭子認為離不開「時尚」，

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流行 Style，音樂也不例外，從

實力派到偶像派、再由偶像派到 Band( 樂團 ) 世代、最

後又重回到偶像派，每個世代就像浪花般循環交替。而

「流行」與當年的社會脈動息息相關，近年選秀節目大

行其道，素人歌手開始受到矚目，進而重唱資深歌手的

主打歌，使昔日塵封已久的國語經典金曲，又重新被聽

見、被傳唱，在新的世代再度發光。

走過華人音樂圈的全盛時期，從 90 年代起，蘇芮、張雨生

等實力派樂手開始在樂壇獨領風騷，之後隨著日本東洋明星

如中森明菜、松田聖子等來台發展等影響，帶動偶像型歌手

崛起，也為國語歌壇注入清新的風貌。

當年的飛碟唱片以視覺偶像型藝人為主軸，例如小虎隊、東

方快車、七匹狼、紅孩兒…等團體，唱出了「青蘋果樂園」、

「永遠不回頭」等熱門歌曲；而以李宗盛為首，延續民歌時

期的另一主流 - 滾石唱片，則是金韻獎時期的創作風格，陸

續出現如齊豫、潘越雲…等屹立流行樂壇的實力派唱將，像

鐵肺般的唱功深受民眾的喜愛。

回憶起金曲的過往，郭子談到為張學友創作「忘記你我做不到」

時的一段轉折。當年金曲獎原本只限台灣歌手參加，也因為這

首暢銷曲讓評審們開始討論，金曲獎是否開放報名門檻的限制；

日後只要演唱華語歌曲的歌手，都能報名參賽，隨著限制開放，

不但使國語流行音樂質量邁向高峰，金曲獎也自此奠定其亞洲

最大華文音樂盛典的地位。

從黑膠唱片、卡帶、CD 到 MP3 網路下載，經歷了峰迴路轉的

華語樂壇更迭，儘管聽歌的形式一直在變，然而，音樂本質並

未改變！現今，華語樂壇進入「演唱會」時代，而唱片業則從

蕭條到谷底。但是郭子樂觀地認為「金曲 25」是接納網路時代

的開始，未來網路平台需要唱片公司提供歌曲，不再是一場零

合淘汰賽，而是互相依存的親密關係，郭子大膽預言今年金曲

獎 25 周年，正是華語歌曲開拓新局邁向新音樂時代的元年。

為天王、天后寫過無數得獎金曲，郭子談到創作心路歷程，感

性地說道：「靈感來自旅行，充份享受自我獨處的時刻，以及

對生命的感動與覺察！」，他深感每寫一首歌就是說一則故事，

自己是一齣戲的編劇兼導演，所不同的只是用音樂來詮釋，把

人事物的觀察化為音符，成為抒發內心情感的出口。

努力發掘內在的價值，觸發心底的感動，得以讓音樂有了靈魂，

創作劉若英的「四月天」時，就是基於這樣的生命覺察啟動了

原創力，這首曲子是專為「人間四月天」一劇所譜寫，劇中的

張幼儀是中國最早簽下離婚協議書的女性，也是中國首位女銀

行家，雖被徐志摩棄如敝屣，然而，她仍能無怨無悔地幫助徐

志摩整理詩集，堅強的女性特質令郭子相當動容，創作的旋律

便由心靈深處自然湧出，歌曲就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徐徐

流淌、娓娓道來。

出道 25 年，創作生涯幾乎等同於金曲獎的發展史，問到對金

曲人生的感想時，郭子以一段饒富深意的比喻回答 --「人生就

像一台不停播放的 CD Player，各式各樣的音樂隨時間滑過，

請不要老是按『Repeat』或『Pause』鍵，因為人生不能暫停

也無法重來！」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 Rea/Taste   ●

The songs of those years,
All the happiness memory 
surrounded by the music

金曲25年，走過燦爛的歲月，留下一首又一首

的好歌，資深音樂創作人，回顧金曲成長史，

帶我們重溫音樂裡的歡聲、笑語、吶喊、獨

白，細數那些歌在我們心底的深深印記。

郭子本名郭蘅祈，被譽為華語歌壇重量級創作大師，進入音樂領域 25 年，出

版過 8 張個人創作專輯，在 90 年代，更為眾多知名歌手，創作、製作多首膾

炙人口的流行主打歌曲、劇場配樂…從張學友、張惠妹、許茹芸、江美琪到王

菲等歌手，創作經典如【祝福】、【偷心】、【原來你什麼都不要】、【別在

傷口灑鹽】、【矜持】、【忠孝東路走九遍】…等百首當紅歌曲。

郭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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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 Rea/Taste   ●

從歌裡聽故事，從故事裡聽歌
採訪、文字整理│陳亦菁     人物攝影│Akai     資料提供│Perfect Match天作之合劇場

喝一杯咖啡，想像著未來，走在都市裡，看場音樂劇，美好

的感官體驗不必在殿堂之上，當那些感人的好戲，打動我們

的情歌，一起出現在街角巷弄、通勤車廂，不必驚訝，也

許，您將遇見最想遇見的人，聽到最想聽到的話。

聽
一首好歌，在我們心中總能孵出一段故事、一場情節，供我們夜

深人靜時反覆回溫，細細品味，那一齣好戲呢？訴說著我們心底

故事的好戲，從來都有撼動靈魂久久不能散去的力量。當那些好歌與好

戲打散了又揉合，一起出現在我們熟悉的舞台、劇場中，是不是更令人

期待呢？「音樂劇」登場，終讓樂迷與戲迷的期待成為可能！

冉天豪

全職音樂創作者、天作之合劇場藝術總監、實踐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致力

於中文音樂劇與合唱音樂兩大領域。重要作品包括天作之合劇場《天堂邊緣》、

《MRT》、音樂時代劇場《少年台灣》、《渭水春風》、《隔壁親家》、《四月望雨》、

台北愛樂《雙城戀曲》等。戲劇配樂作品則有果陀劇場《公寓春光》。

音樂結合戲劇，化身夢想穿透人心

有音樂劇才子之稱的音樂創作人冉天豪認為，音樂劇汲取音

樂本身的力量，就像流行歌曲能打中埋伏在情感底端的因

子，觸發情緒的奔流，讓我們哭讓我們笑，再加以戲劇的張

力、情境的創造力，和親和的穿透力，音樂劇遂化身成各種

夢想的可能，他舉熱門電影「媽媽咪呀」Mamma Mia 為

例，這部電影改編自英國同名音樂劇，片中以瑞典流行樂團

ABBA 的暢銷曲貫穿全劇，這齣橫跨兩代的親情愛情溫馨

大喜劇，成功地鼓舞著全球超過兩千萬人，隨著《Dancing 

Queen》、《Thank You for the Music》、《The Winner 

Takes It All》等 20 多首流行歌曲，一同墜入充滿陽光歡笑

的天堂樂園。

音樂劇來自 20 世紀初的美國歌舞秀，兼有著 19 世紀末的

歐洲歌劇文化，它結合流行音樂、街頭舞蹈、時尚設計等各

種流行元素，躋身普羅大眾休閒娛樂之列，但褪去古典的劇

場、戲服等拘束，21 世紀的現代音樂劇有了更貼近生活的說

服力，而同樣是通俗文化，比之電影的固定影像形式，音樂

劇的現場舞台形式又更加獨特。

冉天豪特別透露他構想中的一齣城市音樂劇，一段描繪上班

族苦悶心聲的情節，會議室裡老闆指著員工高聲斥責，火花

四射衝激破表，台下員工卻各自想著心事，神遊太虛者有，

傳 Line 滑手機者有，千里下單縱橫股匯市者亦有，若是電影

表現則是以蒙太奇的手法，串聯剪接各種場景，但音樂劇表

現就是能以超凡的胃納，在同一處場景中海涵眾聲，老闆的

罵聲、員工的反抗聲、自顧自的談情說愛聲…同時唱出各自

的旋律，又巧妙地合拍，許觀眾一個當下時空，細膩體察繽

紛鋪排，洋洋一曲多重唱，唱盡現代人煩憂多情、百變人生。

電影《媽媽咪呀》劇照  得利影視提供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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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片引人之處不在劇情，而是那些「不死的搖滾」

Long Live Rock and Roll！來自邦喬飛、槍與玫瑰、旅行者、

白蛇、古怪姊妹這些搖滾傳奇英雄，片中除了兩首新創歌曲

之外，全部採用歌迷耳熟能詳的經典搖滾樂，隨著不同情節

鋪陳，每支旋律皆能穿越時空，帶領觀眾一次又一次，回望

那個有笑有淚、燦爛不悔的年少青春。

音樂組曲的呈現，是「搖滾時代」的絕妙亮點，一場好萊塢

日落大道上群眾對峙戲，由「波本屋」老闆帶領一群樂迷捍

衛搖滾領地，另一邊市長夫人為首的婦女團體誓將罪惡搖滾

趕出街頭，雙方人馬各自唱著「We build this city 我們創造

搖滾之城」和「We are not gonna take it 我們不吃這套」，

兩首歌各自成調各唱各的，聽來衝突一觸即發，卻能充分應

用音樂「對位」技巧，串聯成一首多旋律多重唱的大型組曲，

帶出音樂歡愉的本質，每一句近身對唱、每一場鏡頭轉接，

都震撼著觀眾視聽，原來音樂劇穿上電影外衣也能有這般臨

場驚奇。

●   Rea/Taste ｜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 Rea/Taste   ●

Cell Block Tango激情探戈，魅力無邊！

談到音樂劇的藝術表現，國內知名的歌唱詮釋指導老師魏

世芬，特別推薦電影「芝加哥」Chicago 的主題曲《Cell 

Block Tango 監獄探戈》多重唱；這首節奏強烈的探戈舞曲，

堪稱音樂與美學融合的極致，劇力萬鈞又悅耳動聽，音樂劇

的魅力在此一覽無遺。

電影「芝加哥」改編自百老匯同名音樂劇，背景是 1920 年

代紙醉金迷的美國大城芝加哥，故事以歌舞名伶的懸疑殺夫

事件開場，鋪陳一段獄中雙姝角力，結局出人意表，不但殺

人犯無罪開釋，這雙姝還能組成「殺夫二人組」登上大舞台

享盡明星光環。劇情看似荒謬，但是由本劇獲得 2003 年奧

斯卡最佳影片獎看來，打破了音樂劇改編電影 30 年來未能獲

得美國影劇學院青睞的魔咒，其中的社會反諷、女性意識等

內涵，以音樂來詮釋，聽得出其人文厚度，導演兼編舞者已

臻化境的美學功力，將整齣劇的視覺打造得鏗鏘有力，歌曲

聽來又能玲瓏剔透趣味橫生。

「芝加哥」劇中一場精心佈局的《Cell Block Tango》多重

唱是全劇的靈魂，這首歌巧妙地以六個形聲詞代表六段故事，

這六個字有節奏地敲響整座黑暗死監，強烈背光下的激情探

戈，唱著各自的獨白，一段段雙人舞與群舞重現了她們口中

的殺人現場，女囚們共同的嘶吼 --「He Had It Coming」

他自找的！反覆吶喊，成了集體控訴，音樂劇的張力此時被

鼓漲到最高點，觀眾已無所遁逃，只能隨著陣陣皮靴踩踏趴

圖片提供:得利影視

電影《搖滾時代》劇照  得利影視提供電影《搖滾時代》劇照  得利影視提供

魏世芬

ABOUT

美國西敏音樂學院主修「聲樂詮釋指導及鋼琴伴奏」，曾任南華大學音樂系講

師、台北科技大學講師。現為國內音樂劇歌唱詮釋指導，天作之合教學總監、

IC 之音小芬的藝饗世界主持人、台大藝術系歌舞劇演唱實作兼任教師及眾多藝

人歌唱指導。

POP 泡泡—女犯人控訴丈夫整天無所事事只會吹泡泡。

SIX 六個—女 犯 人 控 訴 同 居 人 同 時 有 六 個 女 人 。

SQUISH 擠牛奶—女犯人不耐丈夫懷疑她與牛奶工人有染。

UH-UH 呃呃—「NO」的意思，匈牙利女犯人否認殺了丈夫。

CICERO西斯羅—美豔的歌舞女伶在西斯羅酒店表演時，

                    撞見丈夫與妹妹的姦情。

LIPSCHITZ 力普希茨—女囚犯情人的名字，她控訴藝術家

                           情人假藉尋找靈感之名實際上卻是夜

                                     夜外出尋芳。

搭聲、監獄鐵柵鏘啷聲和水滴、敲手指交響間奏，落入六個

畸情詭異的暴力美景中，久久不能自已。

不同於「芝加哥」以原創音樂來打造驚心動魄的視覺藝術，

「搖滾時代」Rock of Ages 則是以風靡 80 年代的經典搖滾

曲，編造一齣現代王子公主奇遇記。同樣是改編自百老匯音

樂劇，「搖滾時代」無論外貌與內裡都年輕多了！同名音樂

劇 2008 年 10 月才在紐約百老匯首演，至 2012 年搬上大銀

幕至今不過 2 年多，雖然故事時空背景設定在 1987 年的好

萊塢，卻很貼近這一代都會青年的脾胃，鄉下女孩離鄉背井到

城市裡追尋明星夢，遇見同樣懷抱搖滾星夢的帥氣男孩，兩

人一見鍾情…似曾相識的偶像劇情節，加上「音樂審查」、「掃

蕩奢糜」等社會議題來鋪梗，一場挑戰權威的搖滾大合唱「We 

build this city of Rock and Roll」，頗有反映時事的趣味。

Rock of Ages，歡樂 搖滾 青春夢！

講述監獄裡六名殺人女囚的心聲，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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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之合劇場2014全新製作《MRT》

演出時間：2014/10

演出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購票資訊：請洽兩廳院購票系統

天作之合劇場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03號4F

電話：02-8978-7488 

網址：http://www.perfectmatch.tw/index.jsp

INFORMATION

●   Rea/Taste ｜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 Rea/Taste   ●

華文音樂劇 誌記自己的時代故事

都會情境MRT  我們停靠是為了相遇

音樂劇走過芝加哥爵士年代、好萊塢搖滾青春，是否也能

走進 21 世紀華文流行歌曲的廳堂呢？其實，早在 20 年前

音樂劇就在台灣萌芽，大家熟悉的果陀劇場曾經成功地改

編西洋經典劇，於1997年創作華文音樂劇《吻我吧娜娜》，

邀請傅薇、黃小琥、姚黛瑋等流行歌星擔綱，在國內掀起

一陣音樂劇旋風，後繼者則有楊忠衡的「音樂時代劇場」

所創作的「台灣音樂劇三部曲」，分別是《四月望雨》、《隔

壁親家》、《渭水春風》，劇作融入了台灣歌謠、鄉土情

懷與先民故事，為華文音樂劇開拓全新的視野，其中《隔

壁親家》請來知名諧星澎恰恰、許效舜聯手挑大梁，故事

描繪宜蘭水底寮農村，兩個情同手足的小男孩，以一張水

彩畫訂下真摯的友情約定，自此展開一場錯綜複雜、笑中

〈天作之合〉劇團 2014 年的全新創作《MRT》是一部以捷運車

廂為場景的情境劇，走進劇場就像走進一座車站，坐上候車席，

觀看著一班一班的列車來去，一節節車廂進站，上演一齣齣意想

不到的生命巧遇。此時，觀眾也成了劇場的一部份，感同身受時

為劇中人的遭遇留下同情淚，當歡樂的歌聲響起不妨一同拍掌叫

好，在這個無界線的舞台裡，人人都是劇場都是戲。

《MRT》以三篇故事來演繹三種相遇，而這一切都發生的同一節

車廂裡，第一篇故事是「好久不見」，一對八年前分手的情侶，

分手後即不再聯絡，八年來毫無交集的兩人卻在捷運上尷尬的巧

遇了，捷運奔馳的短短幾分鐘之間，竟然又為八年來分手的憤恨、

委屈吵了起來……。第二篇故事是「交界」，在夜間電台工作的

女性上班族，某天下班後，因為突然的停電，被困在捷運車廂內，

這等待救援的時刻原本一片靜默，同車的另一名男性乘客這時突

然開口與她攀談起來，這一開口，不為人知的秘密情事竟在不經

意間展開……。第三篇故事是「末班車」，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

先生，每天堅持同一個時間搭著同一班列車來到淡水，同行的老

太太是她的妻子，但是老先生不記得她，只記得要搭這班列車到

淡水與他的「情人」見面，而老先生趕赴的這場約會其實是 50

年前這對老夫婦的第一次約會……。

這三篇故事在平凡中展開，卻以平凡中的偉大收場，搭上 MRT，

體驗嶄新的視覺娛樂，聆聽一新耳目的好歌，就如同我們曾在不

停脈動的城市都心，品嘗著川流不息的冷暖人情，當「嗶」一聲

之後，停靠再相遇，是遺忘還是牽掛？也許，在 MRT，我們能

夠重新認識，找到彼此。

帶淚的人生大戲。《隔壁親家》於 2009 年首演即造成轟動，

不斷加演，至今已經演出近 20 場。

身兼台灣音樂劇三部曲的主要作曲編曲者及音樂總監的冉天

豪認為，一個時代來臨，應該有誌記著這個時代的故事載

體，戲劇、音樂、流行文化都是表現形式，音樂劇則是結合

這些元素最好的表現型式之一，〈天作之合〉劇團就在這樣

的背景下成軍，有別於典型百老匯的美學標準，也不是大型

舞台的製作邏輯，他們的創作是一種巷弄間的大眾娛樂，或

者是都會人隨手可得的感官體驗。是怎樣的型式能這麼更貼

近人心呢？「MRT」捷運！都會人的集體經驗正足以承載這

個時代的特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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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麗拉普娜瑪號
復古帆船上的五星級航海日記
文∣Zoe Yang   資料暨圖片提供∣阿麗拉酒店（www.alilahotels.com）

是神鬼奇航傑克船長流浪五大洋，還是少年Pi的魔幻漂流？愛

冒險的玩家都有心中嚮往的海上奇幻之旅，但是沒有優良的航

海技術嗎？沒關係，不妨由Alila領航，今年夏天就乘著五星級

渡假帆船，一起航向世界的盡頭吧。

愛
樂
活

國
際連鎖飯店集團 Alila Hotel 以提供時尚、悠閒的渡假環境，深受喜愛輕旅

遊的行家喜愛，多年來，隨著設計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更不斷在享受和服

務概念上追求突破。為滿足更多喜愛五星級冒險旅程的人，2012 年底 Alila 首

創移動式旅店服務，也就是阿麗拉普娜瑪號（Alila Purnama），為期七天航行

至被譽為世界盡頭的「Raja Ampat 群島」，承載旅人們的探險想像，展開神秘

驚奇之旅，海上璀燦星空、世界級潛點、神秘的熱帶島嶼、奇幻的生態動植物等，

將在這趟五星級旅行中一次飽覽。

愛樂活 LOHAS ｜ Rea/Taste   ●

乘風啟航，入住無與倫比的 Phinisi 豪華帆船｜阿麗拉普娜瑪

號（Purnama 意指「滿月」）全長總共 46 公尺，船體設計

成三層甲板，特別使用印度尼西亞南蘇威拉西島 Bugis 水手的

Phinisi 傳統風格手工製造而成，船上所有家具均採用柚木、藤

和其他印尼當地原產材料打造，秉承阿麗拉酒店集團一貫的風格

和永續發展理念的追求。阿麗拉普娜瑪號最多可容納 10 位旅客

以及 16 位船員，船上有四個設備齊全的客艙，配有空調、大床、

獨立淋浴間、書桌、獨立衛生間以及兩個衣櫥。除此之外，更特

別設置唯一一個豪華套房，格外寬敞的室內空間獨享特大窗戶，

坐擁 270 度醉人景致，讓豪華套房的旅客飽覽變化萬千的海上

美景。未能入住豪華套房也沒關係，阿麗拉普娜瑪號中基本的套

房都設有私人露台，擺放專屬長椅及躺椅，讓每位旅客都能盡享

海上日光浴與舒適海風。

除了客艙，阿麗拉普娜瑪號亦設有圖書館、休息室、酒吧、可以

容納 12 人用餐的室內餐廳。在用餐後或潛水的休息時間，還能

在酒吧和休息室享用咖啡或雞尾酒，您可以隨興躺臥公共空間的

豪華沙發，與旅遊同伴分享彼此的故事，回味一天的探險歷程，

或是在圖書館的沙發上靜靜閱讀、觀看影碟、享受音樂…等，

船上也提供免費 WiFi 網路，讓您隨時上網更新這場奇幻海洋旅

行的所見所聞。不只船艙內部豪華，阿麗拉普娜瑪號更有寬敞

地讓旅客盡情放鬆和欣賞美景的公共戶外甲板。配有太陽傘的

巨大坐躺兩用長椅，無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充分地享受海風吹拂，

還有船上水療師提供 Alila 集團頂級且具特色的 SPA 護理服務，

讓旅客盡情放鬆、享受五星級飯店服務。

悠遊世界盡頭，愜意的頂級海洋冒險｜豪華的阿麗拉普娜瑪號之

旅從峇里島飛抵蘇蓉開始。來到蘇蓉後，阿麗拉普娜瑪號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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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亦菁  攝影│賴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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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略嫌黯啞的嗓音，唱著「We were part of the lonely crowd….」

攙和著電子鍵盤由襯底淡入，電吉他才剛遊走過數個和絃，帶鈸的鼓聲

一陣橫掃開來，喝采通常在這時響起！ Live House 的無邊魅力在此，

音樂無國界，不分台上台下，彼此撫慰找到認同。

印尼西巴布亞省的 Raja Ampat 出航，開始精彩的海上及島嶼

冒險旅程。航線將經過 Raja Ampat 群島的幾個島嶼，包括

Gam、Miskon 以及 Yangel lo，這裡不僅是高度潔淨的世界頂

級潛水地點，根據「保護國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的海洋調查顯示，Raja Ampat 群島是現今地球上已知最

多海洋生物種類生存的海域。

在這個全世界最豐裕的海洋樂園中，無論在白天或黑夜阿麗拉

普娜瑪號的旅客都可在平靜湛藍海水中來一場深度潛水活動，

近距離接觸 Raja Ampat 群島大量且美麗的珊瑚礁，以及豐富

多樣的海洋生物，如須鯊、章魚、梭魚群…等。安全上阿麗拉

普娜瑪號設有取得許可牌照的 PADI 潛水中心，並提供各種進階

潛水課、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和超過 16 種潛水專項課程，

更為所有想要體驗海中活動的旅人提供各種潛水設備以及攝影

專用的淡水清洗箱。當然，如果對潛水或浮潛稍許懼怕的旅客，

阿麗拉普娜瑪號上也有特製划船、出海、釣魚等海上活動，滿

足各種喜愛海洋休閒娛樂的興趣。

如果您不諳水上活動，也可以選擇在週遭群島的金黃沙灘上，

來一場由阿麗拉普娜瑪號負責的美食野餐，搭配冰涼香檳，體

驗與世隔絕的豪華饗宴。喜愛陸地冒險的玩家，還能在大島上

參觀不同的原住民村落，並在專業導遊帶領下穿梭於印尼群島

上的熱帶雨林，探訪天堂鳥最自然原始的美麗棲息地。最後，

在航海之旅結束回到峇里島，不妨選擇入住位處峇里島西岸美

麗的蘇裡阿麗拉別墅酒店，停留一至二晚，在歷經難忘的航海

冒險之後，最適合到這座休憩天堂暫留停歇，徹底放鬆悠閒享

受寧靜。

●   Rea/Taste ｜ LOHAS 愛樂活

INFORMATION

Alila Purnama 阿麗拉普娜瑪號帆船酒店

電話│ +62 361236384 (Bali Sales Office)

信箱│ purnama@alilahotels.com

網址∣ http://alilapurn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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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空間，頂級設備，無價收藏｜禮聘國際知名設計大師甘

泰來操刀，就是希望角落音樂在空間感受上先勝一籌，混搭、

懷舊是這裡的主調，濃重色感的大片磚牆為場景，錯落擺設

著美式復古傢俱，將五線譜、音符的語彙藏身其中，點出音

樂場域的專屬韻味，而所有視覺焦點巧妙地凝縮在前方的大

舞台上，讓興奮、期待的情緒，不知不覺地從最細微的空氣

中蔓延開來。

關於音樂品質的呈現，是烏雲最大堅持，這裡設有大型演唱

會同級的音控區，採用搖滾天團 Eagles 世界巡迴演出指定品

牌 VENUE 混音控台，還有席琳狄翁、三大男高音演唱會指

定音響，樂器則是採用有賓士級之稱的德國 SONOR 名牌鼓

組與天王專用 Neumann 麥克風…. 等，「這些所費不貲的

投資，都是為了在台灣創造一處與世界同級的 Live House」

烏雲說。但是對一名音樂愛好者來說，懸掛在舞台前方以玻

璃櫃細細框起的一把電吉他，才最吸睛，如同博物館展示品

一般，玻璃框內附有圖文並茂的說明，顯示這是一把有著

Eagles 團員親筆簽名的稀有名琴，烏雲更透露他由收藏家

手中購得一把吉他才是亞洲唯一，它的出處是吉他之神 Eric 

2. 燻鮭魚 PIZZA 混搭日式燻鮭魚的清甜與美式烤 PIZZA 的

香酥，襯料是帶來清爽口感的進口生菜，適合 3-5 人一起享

用，開胃、點心、宵夜皆宜。

4. 茄汁海鮮義大利麵以蒜、洋蔥、番茄及九層塔等香料調配

而成的紅醬，搭配 蝦、帆立貝、花枝等海鮮，入口鮮、甜、

酸、香，風味十足。

1. 炸物拼盤最受歡迎的開味前餐，由薯條、魚條與起司條組

成，全部採用新鮮食材酥炸而成，適合 4 人共享的開胃菜以

及餐後點心。

3. 香燻德國豬腳採用煙燻不炸的德國豬腳，再經高溫火烤，

神奇地不油、不膩，色澤紅潤誘人，口感紮實濃郁，適合 1-2

人的主菜料理。

Music Corner 角落音樂餐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156號(近松江南京捷運站4號出口)

訂位電話：02-2504-3688

營業時間：週日、週二～週四  11:30-23:00  週五、週六  11:30-24:00

每週一公休

音樂表演時間：每週二～週六  20:30-22:30  每週日  20:00-22:00

INFORMATION

Clapton 為其創辦的 The Crossroads Centre 舉行的慈善

義演，邀來與他齊名的另兩位吉他手—Jeff Beck 與 Carlos 

Santana 共襄盛舉，這把傳奇吉他便是出自這樣的時空背景，

同時由這三位傳奇吉他英雄親筆簽名，論其價值至今應該已

是拍賣會場上的天價了，「它的價值不在拍賣場的天價，也

不在亞洲唯一，而是它所記錄下的，屬於音樂人神聖而傳奇

的一刻」烏雲感性地說。

想必是摸熟了 3、4、5 年級生的興緻品味，人生來到半百，

有音樂也要有美食來調劑，角落音樂的創意料理也是一絕，

聘請來自牡丹園、新都里與知名美式餐廳的主廚群，融合西

式與日式精髓，從鮭魚風味比薩到明太子烤雞翅，獨創「和」、

「洋」混搭的美食體驗，有別於眾多傾慕朝聖的年輕樂迷，

在不同的時段，吸引著上市公司老闆、資深創意人等重量級

主顧，定期前來包場餐敘。

台北的夜，陰晴雲雨不定，驅趕著浮游其上的人們，疲憊昏

忙交織，所幸這裡有音樂，有美食，有彼此相惜相知的溫度，

在角落音樂，與味蕾繾綣共耳目纏綿，在這個城市裡，隨熾

熱昇起，夢想應不遠。

｜主廚推薦創意料理｜

1 2 3 4

由夢想孵出「角落音樂」｜在音樂裡找回自

己！「Music Corner 角落音樂餐廳」的創辦

人 -- 烏雲這樣告訴我們。來自 70 年代，經過

IdeaHouse 的洗禮，大學時期就在「台灣與美

國流行音樂最靠近的一隅」登台逐夢，經營傳產

事業中年有成之後，總想擁有一處找回自己的地

方。曾經與好友組團在Piano Bar 業餘表演，「角

落音樂」的夢想就在這樣的情境下慢慢的孵化，

但是礙於法令、時機、地點等諸多因素考量，

由夢想到熟成也歷經了兩年多的尋尋覓覓。

2013 年四月出現的「角落音樂」，乍看之

下，是一家「非典型 Live House」！並

非隱身地下室，也不曾退縮到巷弄裡，

堂而皇之地敞開大門，就在上班族密

度最高的南京松江商圈交叉路口，不

用厚重的大門裝神祕，清清透透

的櫥窗玻璃，緊鄰著連鎖咖啡

館，以最健康明朗的態度，接

納都會人前來淺嚐、深酌 Live 

Show，同時張臂歡迎著那

些酗音樂重度成癮者。

台
北的Live House都有一項共通的本領，三五人的樂隊、

實力派的歌手，和不斷被重唱的經典老歌，偶而穿插

著獨立音樂創作、幾首流行榜金曲，靠著一整晚連續 4、5

小時不間斷地現場演唱就能收買人心。現場演唱之所以迷

人，據 Live House 資深樂手的說法是：非身歷其境者不能

領會！也許，那些 Live Show 不如播放錄音室修飾過的唱碟

完美，又或者沒有大型演唱會的震撼聲光，但是 Live house

有真實誠懇的音樂交流，在音樂裡找到志趣相投的夥伴，

可能還有出呼意料之外的小小驚喜，特別是它就在我們的

城市角落裡，黃昏後只想逃離辦公室，適時拐個彎，一頭

栽進音樂的溫柔鄉，任由那些 70、80、90 年代排行榜精

選曲輪番撫觸，忘了時間卻找回了自己。  

原味誌讀者專享｜午餐時段三人以上用餐可享九折優惠

午餐時間 :11:30~14:00  優惠期間 : 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粉絲團：facebook.com/MusicCorner.tw

角落音樂提供

角落音樂提供

角落音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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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日本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節，大師林舜龍的作品《種

子船的魔幻漂航紀事》啟動，航向宜蘭冬山河，落

腳 201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種子船」滿載創意的種

子，以海洋漂流植物─棋盤腳為創作雛型，收集台東 88

風災的漂流木，型塑出高 9 米、寬 9 米的偌大主體，圍築

生命劇場的空間狀態，延續著生命孕育的理念，這艘漂航

溯流的船，遂觸發了「重生」的契機，在孩童聚集於此的

夏日慶典「童玩節」，帶來歡愉的美好，也啟發另一層藝

術形式的感動。

文│陳亦菁    人物攝影│賴壽山    圖文資料提供│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飄洋過海，我跨越一座一座的島，蛻變自美麗墾丁之花，

我是棋盤腳，散落的木料拼湊成我寬闊身驅，逐浪漂航瀨

戶內海，為愛返鄉溯流而來，用堅實的四面稜角，圍築一

齣生命劇場，撒滿夢想種子，承載你的蹦跳和我的歡笑。

「藝術的啟發才是童玩節的基本命題」宜蘭縣文化局長

林秋芳以文化角度，剖白舉辦童玩節的初衷。童玩節以

主題藝術節的形式，19 年來，在冬山河這塊「兒童的夢

土」持續傳遞快樂、友善與生態的概念，更透過藝術表

演交流，連結全球的友誼，將節慶文化深耕，打造具有

生命成長力的創意城市。這場涵蘊文化深度與廣度的歡

樂慶典，不但是全國具指標性的國際慶典活動，也是目

前亞洲唯一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民俗藝術節協會」

認證的節慶文化活動。

魔幻漂航  跳跳村  
201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林秋芳 局長

貫穿「藝術」節慶的理念，藝術原創展覽一向是童玩節吸睛

的焦點，今年除了邀請林舜龍創作的《種子船》為主題展

覽，更網羅國內、外頂尖繪本藝術家共同打造「跳跳村創作

繪本館」，今年的驚奇特色是，每位參觀者都能自定角色，

和書中人物一起悠遊在繪本的奇幻王國，運用擴增實境互動

內容，發揮動態展示、故事探索與集體創作三大特點，在親

子互動中激發想像力，盡情悠游於數位媒體的創意樂園。

「藝術表演與交流才是一項文化節慶的重頭戲！」林秋芳局

長以深具文化前瞻的策展人之姿，為童玩節引進國內外民俗

藝術團體交流演出，今年更擴大邀請來自俄羅斯、烏克蘭、

哥倫比亞、墨西哥等 18 個國家的 23 個演出團隊，透過藝

術表演，彼此傳達文化的友善，而在交流的過程中締結國際

情誼，衍生出城市行銷、文化行銷的遠大目標與價值，「畢

竟，文化的強大滲透力，才是最好的國民外交！」，林局長

深感自豪地指出童玩節一貫堅持的人文主張。

童玩節每年皆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團體進行文化藝術交流

林舜龍作品《種子船的魔幻漂航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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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了去年「轉」的概念，童玩節今年更以帶來愉悅、興

奮的「跳」作為創意主軸，再次邀請葛萊美獎設計大師蕭

青陽，為活動的主視覺跳出新意，整體設計呈現彈跳球和

笑臉表情符號的意象，在蕭青陽的想法中，當球與笑容在

童玩節的場景結合，可以是七個新角色，繽紛圓滾的身體

搭配可愛逗趣的符號表情，讓人感到活力十足。他認為，

在童玩節，遊客才是真正的主角，每個人都可以在童玩節

中盡情的展現笑容，盡情的發揮創意、散發熱力，讓自己

成為童玩節的最佳代言人。

夏日的歡樂，「水」是當然主角，來到童玩節，可以挑戰

全新設計的水域遊戲「白浪滔滔」，也可以到藝術廣場一

探「種子船」上的生命劇場，到底上演怎樣的魔幻劇碼，

在「毛怪蹦蹦樂」區，還有魔幻彩虹、魔幻彈跳床、魔幻

小小毛怪和魔幻滑道等候著愛刺激的玩家。今年夏天，到

童玩節來吧，重拾久違的真心開懷，即使我們不再年少，

也能嘗試沉浸在「童玩」裡的單純與美好。

201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活動期間：2014年7月5日至8月24日

開園時間：每日上午9點至晚上7點

地點：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

官網：http://www.yicff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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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

如來佛

唐三藏

豬八戒

沙悟淨

紅孩兒

鐵扇公主

201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邀請葛萊美大師蕭青陽設計以「跳」為主題的視覺表現

全台連鎖超市 好 評 販 售 中



第二招：水果醋
醋在傳統飲食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據近年的養生學說

法，發現多多飲用醋，對腸道消化代謝阻塞者，有明顯的幫助，但

是飲用醋時，需注意適量飲用以及稀釋飲用，如有消化道潰

瘍、低血壓者，則不建議經常飲用。

市面上有很多釀造的水果醋，只要確認品牌與釀造過程安全，可以

每天適量的稀釋飲用 (15-30ml 的醋加水稀釋即可 )，另外也可

以自行釀造。

【蘋果醋】

醋的飲用時間需選在飯後，千萬不要空腹飲用。

◎作法：

先取一個空罐子，罐內必須是乾燥的，如果不確定是否乾燥，

可以先以吹風機吹乾，然後將適量蘋果去核切塊，放進瓶子內，

加入冰糖，比例為水果：冰糖 =2：1，然後將釀造醋注入罐內加

滿，份量需蓋過以上兩種食材，再將瓶口密

封，放在通風陰涼處，約一個半

月到兩個月後即可打開飲用，

自製的蘋果醋除了直接飲

用還可以入菜做料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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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小秘訣，吃出活力好身材
炎炎夏日，午餐以外食為主的上班族，常有胃口不佳的困擾，

這時，總想飲用一杯冰冰涼涼的飲料來開胃，其實，冰品對

於促進腸胃的蠕動是反效果，尤其是女性朋友們，更不建議

經常飲用，但是悶熱的天氣卻讓人食不下嚥怎麼辦？還好，

我們請教飲食健康專家，提供我們健康清腸秘訣，只要 3 招，

就能吃出活力健康，也讓您的瘦身作戰效果更佳。

第一招：蔬果飲料
你一定聽說過，早上起來，空腹喝溫水可以幫助腸胃蠕動，

其實除了溫水以外，飲用常溫的蔬果汁，效果也很好，不

但可以加速腸道的運動，將前一、二天的代謝殘渣加速排

除體外，還能適時補充身體所需的營養素。

以下推薦兩種適合上班族自製的快速蔬果飲品，幫助腸胃

消化，只要 5 分鐘即可飲用。建議您在早晨起床後直接現

搾現喝，是最新鮮的，但如果擔心上班來不及，也可以前

一晚先切好新鮮水果以保鮮盒裝好放進冰箱，早上直接丟

進果汁機鮮搾飲用。

【蘋果豆漿】

蘋果可以提高腸胃的運轉機能，是很適合早餐的飲品。

◎作法：

準備蘋果 1 顆去皮去核後切成小丁塊，加上豆漿 180cc 與

少許水，打 30 秒，依個人需求加入蜂蜜。如果想喝更細緻

的果汁，可以多打一些時間；豆漿則可以選擇有糖或無糖，

若不愛豆漿口味也可以換成鮮奶。

【蕃茄黃瓜芹菜汁】

小黃瓜對排泄系統極有幫助，蕃茄與芹菜則可以加速清除

身體的毒素，但是體質偏冷的人不適合多喝。

◎作法：

將番茄 1 個、美國芹菜 1 支與小黃瓜 2 條洗乾淨後，切小

丁塊放進果汁機，加上一杯 300cc 的水打成汁即可，蜂蜜

可依照個人喜好添加。

腸道比你想像中的還重要

人
體每天吃進的食物，消化後並不會在當天完全排出體外，

即使每天如廁，還是或多或少有宿便殘留在腸道內，長期

下來，在腸道上慢慢堆積，累積愈久就產生愈多的毒素，進

而會影響身體的代謝速度或甚至其他問題。因此，平常除了

要注重均衡飲食，也要記得經常促進腸道蠕動，不僅能維持身

體的健康，若想瘦身，也能瘦得比較快又有效呢！

第三招：乳酸活菌
最後一招則是特別針對忙碌的外食族，若無暇自己製作蔬

果飲品或是水果醋，也可以食用或飲用乳酸活菌補給品。

乳酸菌在近代的臨床實驗中已經被證實有不錯的整腸效

果，而乳酸菌是指：能夠代謝糖類並產生 50% 以上乳酸

菌者，其主要的功能是在減少腸內的害菌增殖，以保持腸

道的健康。選購時需注意活菌含量，建議挑選每份含活性

乳酸菌 10 億個以上的補給品。

因此，若您無暇運用天然食材自製飲品或食品來照顧自己

的消化系統，那不妨選擇方便的乳酸活菌延伸商品，如乳

酸活菌膠囊等，可以幫助您健康清腸，活力輕盈一夏。

活力　招  輕盈一夏
文∣李威葳     撰文協力指導│營養護理師 羅珮嘉

可愛的上班族米可，總是喜歡在下班後糾朋友一起去唱歌、吃美食，不論是薑母鴨、鐵板燒、涮涮鍋、

日本料理…，只要有人推薦的好店，她一定會去品嘗，長期吃下來，小肚肚也不自覺多了一圈。

夏日來臨，米可也和眾多愛美的女生一樣，開始進行瘦身大作戰，但是瘦了體重，卻老是瘦不下小腹，做了許

多腰部運動，也沒有太大效果，她忍不住抱怨著：「小腹真的好難瘦喔，每次穿衣服都要遮遮掩掩的，男友都

笑我，還沒成為小富婆，倒是身材提早成了小『腹』婆！」說完後，米可的朋友笑著問她：「除了瘦身，妳記

得清腸了嗎？」

本文作者李威葳為今周刊網站樂活專欄合約作家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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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的河》二樓有河書店，人與書擦撞出玻璃詩

我
喜歡挑非假日來書店靜靜地閱讀，也喜歡在綿綿細雨來到

淡水，像貓一般窩進了二樓的有河書店。

分不清是雨還是霧佔據了視野，坐在落地窗前的我讀著玻璃詩，

簡單易懂的詞句讓我噗哧笑了出來，岸邊的樹已經消失，豐富

的沙洲已經成了公園，平日的午後安靜的只聽到細細的雨水聲，

岸邊沒有人群喧鬧，卻有麻雀在四周嬉鬧，漸漸地霧散開了，

許多觀光船靜靜地等待，我翻閱著《兩次的河》詩集，封面是

銀色的夕陽餘暉，我想起了一年的夏天，妳我在橘紅的河邊散

步，忘記了是上輩子還是大學時代，那時的我沒有憂愁。

今日的玻璃詩／沈嘉悅

因為失敗為成功之母　我的身邊充滿了母親

這些母親裏頭　有些是我的　也有你的……

《我的書店時光》文經社出版  

2014 年 6 月發行

草祭二手書店，孔廟前的玻璃詩

我對這個地方的許多名詞存著許多的疑惑，既然是草祭二手

書店，為什麼會有草祭水又中心？詢問之後原來『艸祭』合

起來是『蔡』字，『水又』合起來是『漢』字，而『中心』

合起來就是『忠』字，老闆的名字正是蔡漢忠，所以這個地

方又叫做草祭水又中心，也是草祭二手書店。

每次到草祭二手書店，就感覺身處波赫士管理的圖書館裡，

這座知識庫，就好像通往天堂的巴別塔入口。蔡老闆說後面

的地下室特別營造出一種高低起伏的樂趣，書店擺放滿滿地

的書，在視覺上層次堆壘有如遠山的重巒疊翠，往下望去又

猶如湖水迴波蕩漾。我們再度聊到老房子的運用，老闆認為

空間的使用是一種人與建築的對話，長期去使用去感受後，

再慢慢地加上必要的元素。

或許現在老房子重用太過急躁，反而失去了原生功能。人與

生俱來與空間對話的能力，如今都要借助設計師，實在值得

三思。

紀州庵，文學書內的秘密

從紀州庵新館蓋好至今，別館已經重修好了，雖然這裡交通

很不方便，但是每次來參加這邊的講座，經常滿座。文學森

林這個名詞，從王文興老師的作品《家變》延伸，與眾多文

學社團、出版社在附近的歷史，加上日本時期是料理亭的繁

華過往，別館重修開放讓人期待。

1920 年代，此地在新店溪旁故稱為川端町，有一條赤川在

川端町北邊流過，縱貫線新店支線通過町內，交通方便。日

本人假日的休憩活動是乘船遊河，欣賞河岸風光，白天在上

游碧潭戲水、釣香魚，黃昏時到下游河邊賞夕陽，然後晚上

到居食屋飽餐一頓，同時飲酒作樂、欣賞藝妓表演。當時在

河邊有不少的料理亭，根據 1928 年的日本職業別明細（地）

圖上，在今廈門街上有清涼亭、春花園、料理新茶屋、大正

園、千花園、料理樂水、料理有馬支店等。看著當年的黑白

照片，紀州庵的藝妓還有女扮男裝，原來 cosplay 不是現在

年輕人的專利，1920 年代的台灣也很風行。

紀州庵的文學書店，文學類型的出版品不少，跟不同的人來

總會聽說到不同的八卦情事，無論是誰與誰以前曾經是祕密

情人，誰跟誰發生了轟轟烈列的家庭革命，其實，答案都藏

在書本裡。

在紀州庵的書店，每一本書都讓我進入不同的世界。

《書店 Guide》
◎有河書店｜電話：02-2625-2459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5 巷 26 號 2 樓

營業時間：12:00~22:00，週一公休

◎草祭二手書店｜電話：06-221-6872

地址：台南市南門路 71 號

營業時間：11:00-22:00，週三公休

◎紀州庵｜電話：02-2368-7577

地址：台北市同安街 107 號

營業時間：週二、週三、週四、週日 10:00-18:00

週五、週六  10:00-21:00，週一公休

閱讀書店的玻璃詩
文 ‧ 圖│水瓶子   文字摘自水瓶子著《我的書店時光》文經社出版

走進書店，發現玻璃窗上有著手寫的詩句， 讀著書店玻璃

詩，讀著不知名創作者的心聲，是一種心靈的巧遇，也有

期待之外的驚喜。在城市的角落裡，不同的書店，遇見不

同的玻璃詩，跟著水瓶子的腳步……

書店內藍色的牆壁從開幕到今天都沒有變化過，但窗外

的景色早已經變換了許多次，淡水有眾多的貓，我想這

裏是最安全的最溫暖的懷抱，我希望淡水永遠這樣的寧

靜，難得有對情人雙擁著走過細雨的河邊，天氣雖然濕

冷卻心頭甜蜜蜜的，慵懶地貓們有著安穩的打呼聲，小

野麗莎的音樂迴盪在主人喜愛的一排排的書中。

我翻閱著這本詩集，特別的紙，還有兩面印刷同一首詩，

一頁是正面，反頁是反過來的字，就好像這面玻璃落地

窗的兩面，雖然大家來寫詩是用白色的筆，可是陽光照

到室內用相機拍下來，白色的字卻變成了黑色，這世間

本來就黑白正反分不清吧！讀著詩的我經常莞爾一笑，

卻也經常深思良久。 ABOUT 

水瓶子是男人類水瓶星座，喜歡在無盡地

深夜面對電腦螢幕，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

拜訪書寫百大城市的容顏。著有《我的書

店時光》、《台北小散步》、《台北咖啡

印象》、《在城市的彼端，我站著》等。

目前擔任青田七六文化長職務，參與台北

市各類的導覽活動。

水瓶子

心部落 BLOG OF HEART | Rea/Tas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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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斯菊　★花語〉天真爽朗
選到這張牌，潛意識在告訴你，應該面對世界時再開放表

現自己，多讓別人注視你。平常的你可能不習慣成為眾人

的焦點，寧願低調做配角，也不願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在喜歡的人面前，總是顯得畏畏縮縮，生怕被對方看輕。

但真實的你早就在內心吶喊：「我想要發光發熱！」表現

自己並不代表剝奪別人的機會。相反的，想戀愛的你，只

要勇敢的表現自己，就能獲得一份人人稱羨的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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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莉絲大學畢業已經五、六年了，今年夏天由班代薇琪

發起了同學會的活動，讓愛莉絲期待不已。特意在三

個月前就展開塑身減肥大作戰，還在同學會前幾天燙頭髮和

做美甲，就是希望能在大學同學面前，展現出最好的一面，

證明自己畢業後過得很得意。

到了同學會當天，愛莉絲精心打扮出席，迎面而來的是過去

學校的風頭人物班代薇琪。雖然打扮樸實，少了在學校時的

精明銳氣，多的卻是份甜滋滋的笑容。「來！跟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未婚夫湯瑪斯。」薇琪的笑容其來有自，原來是好

事將近的喜上眉梢！

「好久不見，愛莉絲！」另一個前來打招呼的是辯論社社長

蘇菲亞，一身精練的褲裝打扮，腕上手裡的，戴著拿著的，

全是一般上班 OL 望之興嘆的名牌腕錶與限量包。原來，她

現在是上市公司的總經理特助，薪水自然要比她這個小資上

班族還要寬裕許多。

同學會結束，愛莉絲感覺份外惆悵。原以為自己進職場後過

得還算不差，沒想到人比人氣死人，同學們不是感情順利論

及婚嫁，就是事業金錢上春風得意，相較起來自己的成就又

算什麼？

「唉，究竟接下來的我，該往什麼方向努力呢？」愛莉絲不

禁自問道。

選一張塔羅牌，看看你的潛意識究竟要指引你什麼？

占卜方法：憑直覺挑選最有感覺的一張圖對照解析

花精牌語 ROSE 幸福占
下一站的幸福在哪裡？

文 ‧ 圖│ Roselyn

曾旅居紐約學習占星，為美國占星協會 NCGR 會員。曾任

Upaper 捷運報塔羅專欄主筆、社區大學命理社團

講師並參與多項企業講座與活動。

ABOUT

滿天星　★花語〉關愛 　
選到這張牌，潛意識在告訴你，平常是否太常窩在自己的

舒適圈，滿足於現有的人際關係，身邊的人在忙什麼關心

什麼，對你來說似乎沒那麼重要？其實內心的你並不是這

麼冷漠的人，或許是曾經被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有可能誤

以為別人不需要你。接下來，應該是要積極擴展人脈，多

與身旁的人交流，最好還能參與社團或社交活動。只要你

願意多關心別人，與他人分享生活，所收穫的不僅僅是別

人真心的回饋，人脈就是錢脈，你的未來就隱藏在這人脈

裡哦！

聖母百合　★花語〉奉獻
選到這張牌，潛意識在提醒你，是否仍未對你重視的事物

全心全意投入？如果想要事業有成，真的己經付出百分百

努力了嗎？如果你希望發展自己的第二專長，就需在百忙

之中撥出時間認真學習。如果現在的你，還不知道想全心

奉獻的究竟是什麼？那麼就先專注在你正從事的事物上

吧！因為唯有專注，才能發現究竟能否樂在其中。

飛燕草　★花語〉自由
選到這張牌，潛意識在提醒你，是否很久沒有出門走走，

好好拓展視野了呢？可以考慮來場短期旅行，欣賞一下異

國文化，看看不同國家的人們是如何過生活的；也可以考

慮報名短期進修課程，學習不曾接觸的新領域，或許能為

己經僵化的思維模式注入新鮮的活水，從中找到學習樂趣。

我們的身體可能是受限的，但心卻可以是自由的，試著順

著自己的心意，動身前往不曾到過的地方吧！

金鳳花　★花語〉童真
選到這張牌，潛意識在提醒你，對金錢的匱乏感，是否

已影響你的自尊心？對人的評價，是否同樣建立在金錢

之上？想要擁有更豐富的經濟資源，是每個人的願望，但

如果希望潛意識能替你賺錢，一直想著自己沒錢是行不通

的。潛意識只能專注在擁有的事物上，因此，不妨先學著

管理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就像小孩只擁有一些小東西，也

能開心滿足很久。所以，先看看自己手上已經有了哪些好

牌，並妥善運用，才有機會贏得未來屬於你的財富。

演繹自塔羅精髓的花精牌，是傳說中最接近幸福的預示，2014

年即將展開精彩下半場，您的 Lucky Star 將出現在何方？快來看

看給您幸福的心有靈犀究竟是哪一張？

Roselyn

A B C D E

A B

DC

E



4140

0
°

愛讓世界轉動 Kids into the world
『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地方問題，所有問題都跟世界息息相關』-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穆罕默德 . 尤努斯

文‧圖片提供│金車教育基金會

金車教育基金會 Education | Rea/Taste   ●

INFORMATION

金車教育基金會

電話｜ 02-23662828

網址｜ www.kingcar.org.tw

FO
U

N
D

ATIO
N

金
車
教
育
基
金
會

1. 世界公民 讓孩子放眼國際，關心世界的脈動，並發揮同

理心，使得世界因為愛的力量產生蝴蝶效應，越來越美好。

2. 互助合作 讓孩子於同儕之間共同協商討論國際議題，發

現問題根本，並思考自己能力所及的解決之道。過程中或許

會有爭執、分歧，但這都是學習成長必經的一環。

3. 團隊行動 打破個人英雄主義的看法，讓孩子於活動中學

習以團體為導向，一同為了共同目標而努力。

4. 科技效應 科技隨時代的推演不斷進步，亦充斥在生活當

中。運用科技的力量，加強知識，讓愛徹底轉動世界。

5. 創新思維 發揮孩子多元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讓世界看到

孩子們的「不童凡想」，讓「童心協力」，創造美好的「大

童世界」！

「愛讓世界轉動」將和孩子展開一趟世界之旅，啟發孩子關注全球的眼光和感知，帶動孩子實踐夢

想的信念和力量。我們期許，透過各個社群的愛心行動，在台灣轉動出一個分享平台，一步步讓世

界變得更美好。

活動 5 大特色 評選辦法

報名資格（６～１２人組隊參加）

(1) 國小組：國小四、五、六年級學生

(2) 國中組：國中七、八、九年級學生

(3) 社區組：國中、國小一同組隊

活動流程

計畫啟發

（國際主題）

 20%

創意發想

（創新多元）

20%

影響程度

（具體成效）

 20%

推廣程度

（普及範圍）

 20%

活動紀錄

（文字影音）

 20%

報 名 活 動（ 線 上 填 寫 報 名 表 即 可 ） 

http://kingcar.org.tw/welfare-action/145

執行活動
（按照簡單的六步驟，就能為世界注入一點關心、一點愛！）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蒐集資訊 》

選擇主題》

發現問題》

解決方法》

實際行動》

感想回饋》

尋找世界上需要關心的議題

決定要努力的主題方向

從中思考問題在哪裡

設法改善問題所在並相互推演

Let’s go ！動手做！

如何更好，以及收穫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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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部分：

活動詳情請洽金車基金會
洽詢電話：(02)2366-2828、(02)2562-8629
活動網址：http：//www.kingcar.org.tw

綠色部份：

活動詳情請洽伯朗咖啡館
伯朗分享日，飲品買一送一(部份門市優惠日不
同，請以門市實際活動日為準)
洽詢電話：(02)2507-3600
伯朗講堂活動網站：
http://www.mrbrown.com.tw/e2.aspx

橙色部分：

活動詳情請洽噶瑪蘭展售中心

洽詢電話：(02)2507-3600分機157胡小姐

網址：http://www.kavalanwhisky.com/sale/

活動地址：

金車文藝中心台北館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號3樓
金車文藝中心員山館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二段326號
金車文藝中心藝術空間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31號4樓
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18號(建國北路口)
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號(新生北路口)
伯朗咖啡館承德店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31號

金車青年油畫獎徵件

伯朗雙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持Lounge卡消費）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世界音樂之三」：非洲與中東／ 林伯杰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　14:00-16:00
金車創意講堂/李幼鸚鵡鵪鶉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大不同／NLP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設計美學／住宅美學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　19:00-21:00
金車文學講堂：詩與生活的療癒/波戈拉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噶瑪蘭威士忌講座：單醇。堅持－台中場／威士忌的製程與技術

地點：伯朗咖啡館台中永福店2F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2014金車青年油畫創作聯展 地點：員山文藝中心

伯朗講堂：咖啡饗宴／咖啡協會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金車藝術講堂：人生543，創意123/陸蓉之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金車推理講堂：加點推理味！小說這樣寫最「謎」人/天地無限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八月好康報

06/01-07/31
07/01-07/31

07/02 (三) 
07/05 (六) 
07/05 (六) 

07/07 (一) 
07/12 (六)
07/12 (六)

07/14 (一) 
07/16 (三)
07/21 (一)
07/26 (六)

07/26 (六)

07/26 (六)

07/28 (一)

08/01-08/31
08/02 (六) 

 
08/02 (六)
08/04 (一)
08/09 (六)
08/11 (一)
08/13 (三) 
08/16 (六)
08/16 (六)

08/18 (一)
08/21 (四) 
08/23 (六)
08/23 (六)

08/25 (一)
08/30 (六)

第六屆咖啡杯創意設計比賽徵件

金車美展徵件

伯朗雙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持Lounge卡消費）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食在土耳其　吃喝真有趣／凱立旅行社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金車創意講堂：夢想與生活共同呼吸著-都市酵母/ agua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 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14:00-16:00
王明仁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洪乙丹繪畫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台灣，你好：九０後寶島日常／DIGI PHOTO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14:00-16:00
金車文學講堂：旅行裡的人生/張國立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陳衍儒壓克力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陳泰樺繪畫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文創與法律／柯里昂資源發展中心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　19:00-21: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寵物舒壓真幸福／AFA中華亞太香氛精油樂活協會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金車推理講堂：推理的眼淚/聞天祥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金車藝術講堂：生活中的新媒體藝術/羅禾淋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14:00-16:00
噶瑪蘭威士忌講座：單醇。堅持－台中場／亞熱帶氣候下的奇蹟威士忌

地點：伯朗咖啡館台中永福店2F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七月好康報

九月好康報

09/02 (二) 
09/03 (三) 
09/06 (六) 
 
09/13 (六)
09/13 (六)

09/15 (一)
09/20 (六)

09/20 (六)

09/27 (六)

09/27 (六)
09/28 (日)
09/29 (一)

伯朗雙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持Lounge卡消費）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理財入門／日盛期貨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　19:00-21:00
噶瑪蘭威士忌講座：單醇。堅持－台中場／影響威士忌品質的因素

地點：伯朗咖啡館台中永福店2F 14:00-16:00
伯朗講堂：緬甸／札西德樂假期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馮雯琳水墨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傅浩軒油畫創作個展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伯朗講堂：花之旅－英國田園之旅／陳秋伶 （報名費250元）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3F　14:00-16:00
金車文學講堂：歐洲給我的生活與詩/伊格言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伯朗講堂：亞細亞的好孩子：一個大陸學生視野下的台灣／高談文化‧華滋出版‧九韵文化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二店2F　14:00-16:00
金車推理講堂/唐川 地點：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號3樓 14:00-16:00
金車藝術講堂：美的本質/謝哲青 地點：金車藝術空間(台北市承德路3段131號4樓) 14:00-16:00  
伯朗分享日　飲品買一送一　地點：伯朗咖啡館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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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MESSAGE
本季活動與優惠訊息

※ 伯朗講堂活動與每月好康報如有異動，請以伯

朗咖啡館官網公告與資訊為準。

※ 未註明活動費用者均為免費活動，每場名額限，

歡迎儘早報名參加。

金車美展系列無須報名。

※噶瑪蘭威士忌講座與噶瑪蘭之夜活動若有異動，

請以金車噶瑪蘭威士忌官網公告與資訊為準。

※ 噶瑪蘭威士忌講座與噶瑪蘭之夜活動均為免費

活動，每場名額有限，歡迎儘早報名參加。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