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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流行音樂經典之旅

文─ 希文
圖─ 林貓王、THE WALL MUSIC

你知道鄧麗君的「小城故事｣描述的就是苗栗的三義嗎？張惠妹重新詮釋的「高山青｣
就是在描述阿里山的美；沈文程的「來去台東｣歌詞幾乎把每一個台東最棒的旅遊景點
與美食一網打盡；羅大佑的「鹿港小鎮」讓人不禁想要探索這個文風鼎盛，人文薈萃的
古老城鎮；動力火車的「忠孝東路走九遍」是否曾讓你好奇這條道路究竟有著什麼樣的
魅力。台灣流行音樂的經典，不只在於音樂的美妙，也同時在於真誠的刻劃出這片土
地的人事物。
在台灣流行音樂的樣貌不斷的變動，有民歌，有民謠，搖滾、舞曲、藍調、爵士、

R&B 甚至是雷鬼樂，而國語也不是唯一的創作語言，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甚至英
文也都經常性的出現在台灣流行音樂創作裡。不拘形式，不畫地自限，讓台灣的流行
音樂得以蓬勃發展，近幾年聽現場音樂 Live 演出跟看演唱會成為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
幾乎每個月在各大城市都有大型音樂節展開，而提供新一代創作人演出舞台的展演空
間也擠滿了人潮，要直接感受台灣流行音樂文化場景，就一定得到這些地方來。如果
你熱愛音樂，千萬不要錯過了。

台灣大型音樂祭欣賞指標
春天吶喊 Spring Scream
時間 ─ 每年 4 月

網址 ─ www.springscream.com

台灣歷史最久的音樂祭春天吶喊，從 1995 年至今，每年四月都吸引眾多搖滾客前往
朝聖，從早年的克難野台發展成為國際型的音樂藝術展演活動，每年都有來自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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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樂團共同參與演出，春天吶喊成了南台灣最具指標性的搖滾音樂節。由於歷年參
與人數越來越多，許多各式各樣不同屬性的音樂節也開始進駐，讓四月的墾丁處處充
滿音樂與人潮，然而最具硬地精神的春天吶喊依舊是死硬派樂迷的首選。

活節演出。
除了音樂，還有來自台灣各地的創意市集與有機市集、簡單書房等展演，由於場地
有人數限制，因此若想參加簡單生活節，建議提早購票，以免向隅。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Ho-Hai-Yan Gung-Liau Rock Festival

大港開唱 MEGAPORT FESTIVAL

時間 ─ 每年 7 月

時間 ─ 2012 年 3 月 10 日～ 3 月 11 日

網址 ─ www.2012hohaiyan.tw

貢寮海洋音樂祭自 2000 年舉辦至今，參與人數屢創

2006 年首度舉辦至今，大港開唱是高

新高，與墾丁春天吶喊成為南北兩地最具規模的兩大

雄最大規模的音樂祭。同樣擁有國內外

音樂祭。而每年頒發的「海洋獨立音樂大賞」及「評審團

樂團演出與創意市集，但大港開唱強調

大獎」，獲獎者包括陳綺貞、蘇打綠、圖騰、Tizzy Bac

以南台灣演出陣容為主，再加上南台灣

等，都是當年從這個舞台崛起的超級新星。也讓海洋

的熱情與陽光，讓大港開唱擁有獨特的

音樂祭的競賽成為許多創作樂團心目中最具公信力的

搖滾魅力，也迅速成為一定要去的指標

獎項。由於地點位在福隆火車站旁，交通方便，加上

性音樂節。

網址 ─ www.megaport.com.tw

免費入場，使得近幾年來人數屢創新高，最經典的福
隆鐵路便當更是供不應求。如果到了海洋音樂祭，除
了大舞台上的精采演出，也別錯過了熱浪舞台，這個

台北搖滾夜 Live House 音樂展演空間 			

舞台開放給樂團自由報名參加，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各
式各樣最精采的原創音樂爆發魅力。

簡單生活節 Simple Life
時間 ─ 2012 年 12 月 ( 每隔兩年的 12 月的第一個週末 )

網址 ─ simplelife.streetvoice.com

從 2006 年開始，簡單生活節在繁忙的台北
市中心帶來一份清新的音樂氣息。以簡單為訴
求，集結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簡單生活節帶

在台北的 Live House 所演出的音樂，多半是以原創為主，每間 Live House 也都擁有

來了音樂、美學與蓬勃的創意空間。以不插電

各自的風格，無論是爵士、搖滾、流行、民謠等等，各類型的音樂都可以聽見。幾家

演出為主，在這裡可以看見來自各國代表性歌

知名的 Live House 更是集中在同一個區域，碰到熱門的週末時間，一個晚上歌迷甚至

手 / 樂團不同的演出，包括張惠妹、小野麗莎、

可以趕場到三個不同的地方聽音樂喝啤酒。以下就介紹幾個台北地區知名的 live house

伍佰、Brett Anderson (Suade) 等都曾在簡單生

景點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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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Taipei 傳 音樂展演空間

地下社會 Under World

網址 ─ www.legacy.com.tw

網址 ─ www.underworld-taipei.blogspot.com

地址 ─ 台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

地址 ─ 台北市師大路 45 號 B1

位在『 華山 1914 創意文化園區 』內的 Legacy Taipei，是目前台北規模最大的展演空間，

1996 年成立至今，地下社會依舊保留成立之初的原始氣味與相貌，它是台灣的獨

可容納 1200 人，因此許多知名歌手都選擇在此地舉辦小型演唱會，經常一賣票就完售。

立搖滾重要場景，在這裡可以看到最具實驗性與爆發性的演出，許多知名樂團當年

另也不定期邀請國外知名歌手 / 樂團前來演出。

也都曾經在此表演過。鄰近知名的師大夜市，在聆聽最具風格的原創音樂之外，也

推薦欣賞：每個月第一個周四舉辦的「The Next Big Thing 見證大團」系列，引薦最具

可以盡享台灣道地的美食滋味。

潛力與資質的新秀樂團演出。
女巫店 Witch House
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The Wall Live House
網址 ─ www.thewall.com.tw

網址 ─ www.swanpanasia.com/witchhouse

地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56 巷 7 號

地址 ─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四段 200 號 B1

女巫店早期以音樂演出為主，後來轉型成為複合式藝文咖啡館，日間提供美味餐

2003 年成立至今，可容納約七百人的小型展

點與飲料，還提供新天鵝堡德國桌上遊戲，成為附近大學生的最愛。週四到週六則

演空間，週一週二公休，剛滿八周年的這牆，深

有現場音樂演出，多半以 Unplugged ( 不插電 ) 方式進行，歌手張懸及陳綺貞均曾在

受搖滾樂迷喜愛與支持。2010 年，這牆拓展至

此地演出。

南台灣，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設立戶外型的展演
空間。地下室除了展演空間外，另外還有音樂教

EZ5 音樂餐廳

室、唱片行、刺青、Free Hugs Street Bar & Gallery

網址 ─ www.ez5.com.tw

地址 ─ 台北市安和路二段 211 號

等店家。
已經成立超過 20 周年，EZ5 是實力派歌手駐唱的重要據點，包括黃小琥、彭佳慧、
河岸留言 Riverside Live Houseé

康康等均會固定在此駐唱，諸如超偶、星光大道等選秀節目的決賽選手都會出現在此。

網址 ─ www.riverside.com.tw

標榜音樂美食餐廳，除了音樂，還有美食，觀眾可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音樂。

地址 ─ 音樂藝文咖啡：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44 巷 2 號 B1 ( 公館 )
西門紅樓展演館：台北市西寧南路 177 號 ( 西門町 )

BLUENOTE 藍調
網址 ─ www.wretch.cc/blog/bluenote716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171 號 4 樓

位於台北公館的藝文咖啡是河岸留言的第一家店，由於店主對爵士樂的熱愛，因此
除了一般流行、搖滾類的演出外，在這裡也可以聽見高水準的融合爵士演出。該場地

全台灣歷史最悠久、唯一演奏及播放純正爵士樂的 jazz club，Blue Note 藍調於 1974

均提供座位，觀眾可自在舒適的欣賞台上的演出。2008 年，河岸留言拓展新據點於台

年創立至今 37 年來不間斷的撥放及演奏經典爵士樂，來一趟 BlueNote 感受最純粹的爵

北青少年最喜歡去的西門町，紅樓展演館可容納超過一千人，許多流行歌手也都會選

士旋律，讓靈魂、身體、盡情搖擺 !

擇在此演出。週遭有許多觀光景點可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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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小日子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九把刀 vs. 陳冠中三城記筆下的台北

台灣．作家 九把刀

九把刀，刀刀命中
文─ 楊茵絜
圖─ 九把刀
台灣．作家 九把刀

2011 年，對九把刀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因為 《 那些年，我們
一起追的女孩 》，他多了一個導演頭銜，而且很跩地說：「我很
想拍台灣味道，但我並沒有要打出『 我愛台灣』 的名號，我也拍
李小龍、忍者龜、動漫卡，因為我沒有意識包袱，我就是拍自
己的意識而已。」

香港．作家 陳冠中

可是為台灣增光，九把刀沒有花上五年十年或者幾百個膠
捲，他比較實際，譬如說要拍電影，他就趕緊先寫幾本書起來
預備當作飯錢，宣傳的空檔也要繼續寫書，他放話說：「要拉贊助，還不如老老實實寫
本書。」 明明知道在一片不被看好之中籌備電影兩、三年，他還是不疾不徐。等到 《 那
些年 》 上映，一個禮拜內打破所有台灣國片在香港締造的賣座成績，九把刀反倒說：「電
影是靠別人累積，你看柯震東連續出包卻還 OK。」正當為他嘴巴放劍連連而捏把冷汗
時，他卻充滿理想性地說：「因為我知道我有天會老，老到都不敢賭博，只有趁現在多
做一點，以後嘴砲也才能紮實一點，可以跟別人多講一點。」
可能，台灣電影的奇蹟與重生，路途充滿荊棘，但這樣子無懼、卻腳踏實地能夠實
現夢的人，烏龜爬走的，也爬出一個春秋。

九把刀的台灣記憶
《 台灣特有的味道 》：廟裡面拜拜的香，到廟的附近就會到處都有焚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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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特有的影像 》：天空被天線、電線桿割得亂七八糟。那時候拍電影時，其實可
以用電腦軟體修掉天線，但是我故意把這個景留下來。在平溪拍放天燈時，我也沒有
挑選很乾淨的山景，反而留下比較亂一點的山景。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很喜歡在觀
光區亂蓋房子，有一種強制大自然與我們共生的慾望。

點淳樸的可愛，可是相對我們在那邊拍片是簡單的，因為溝通拍片很單純。

3 ─ 彰 化： 彰 化 人 是 很 熱 情 的， 我 們 在 那 裡 拍 片， 大 家 都 會 在 旁 邊， 我 們 要
Action，就要跟大家說，謝謝，大家現在先不要笑。可是大家都希望我會成功。
4 ─八卦山：我很喜歡大佛，我小時候還曾經拜它為師。那時候我才國小二年級，
家裡面有八卦山大佛的月曆，大概我當時想要有一個依靠，就在家裡面磕頭拜那張照

《 台灣特有的聲音 》：選舉時候的汽笛聲，就是每次候選人說 「 恁共厚姆厚？」 嗶～～。

片好幾次。

《 台灣特有的語言 》：雖然好像不該這麼寫，可是我覺得台灣的髒話是很有特色的，
粗話徹底表現一個地方的生命力，它可以是打招呼夾一個字、也可以是罵人，適合各
中國大陸．作家 陳冠中

種狀況跟各個城市。

陳冠中三城記筆下的台北

《 推薦的台灣音樂、電影、書 》：我喜歡許榮哲的書，好看但是也不艱澀。我的音樂

文─ 劉子華
圖─ 陳冠中

品味滿普通的，就是周杰倫、五月天這些；電影來說，則是喜歡香港電影比較多，特
別是杜琪峰、周星馳、李力持，台灣導演，當然是欣賞魏德聖的堅持囉。

陳冠中，作家，文化觀察者，現為綠色和平國際董
事。1952 年在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在台北工作六

《 私房推薦的台灣體驗景點 》：台灣的漫畫店，你在香港大陸日本都找不到這樣的地

年，現居北京。創辦過生活潮流月刊 《 號外 》，並在

方。每次我吃完東西沒事，我就會去漫畫店，現在又可以租連續劇跟電影的 DVD，多

90 年代中期任 《 讀書 》 海外出版人，亦曾是香港綠色

方便。

力量、綠田園有機農場、香港電影導演會等發起人。
是「潮」字號人物，走在文化的尖端。

《 私房推薦的女友約會景點 》：深夜的永和四號
公園，可以兩個人在那裡走兩圈，很有氣氛。

在香港、台北和北京都長住過的陳冠中，曾經在文
章如 《 三城記：上海、香港、台北的流動盛宴 》 分析
不同城市的異同，以文化人的敏感觸覺，對這幾座城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 電影景點 》：

市作出比較和品評，他筆下的台北，是三城中最適合

1 ─精誠中學：其實這個是香港人比較會去的

居住的華人大城市，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雖不讓人一見鍾情，但它是要來生活的。

地方，台灣比較少人來這裡走，但我希望能保持神
秘的感覺。

之後，曾多次造訪台灣，前年，在台北國際書展上，因為 《 盛世 》 一書，還看見他
的身影。這次，十來天的環島之旅，更深入的接觸這塊土地，希望不久能再讀到他筆

2 ─平溪：這個地方比較商業，我記得我們來

下的新三城記。

這裡拍放天燈的場景時，有很多人會賣烤香腸，店
家之間有點互相仇視，我在跟一個老闆買東西，他

問─ 什麼是標準的台灣味？

就要故意講話講得很大聲讓另外一家聽到。少了一

答─ 台灣味是由很多種元素組合的，表現在各個層面。簡而分之，台灣對外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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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分二種，一個是陸客，一個是發展中國家的遊客。吸引陸客，最主要還是歷史的部

問─ 推薦台灣在地電影、音樂？

分，與當代中國大陸歷史有關的景點，例如：故宮、兩蔣相關的景點如綠島、忠烈祠、

答─ 侯孝賢的 《 悲情城市 》。放在世界文化上來講，他最具有代表性。

溪頭等等，在中國大陸，20 歲以上的人，對於日月潭、阿里山還是記憶最深的。這是
台灣獨有的味道。因為這個引子來到台灣，才會有機會去看見台灣的流行文化、音樂

問─ 推薦幾個你最想去或是最喜歡的台灣景點？

或夜市吃食。

答─ 敦南書店，台灣最具指標性的景點之一。特別是誠品在敦化南路年中無休的
旗艦店每次來台，必走上幾回。一家書店，就可以撐起整個閱讀空間，它已經成為台

問─ 最深植人心的台灣影像？

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生活緊密結合。另外一處就是小酒吧。

答─ 一是親切，二是社會穩定。在台灣，你可以看見幾十年的小攤販，三代人的
傳承，這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安全感足夠，才會出現的現象。
另外一個就是名嘴現象，台灣名嘴有二大特徵，其一，語速之快；其二，什麼都能談。
已成為另類的形象。

問─ 再次描述眼中的三城？
答─ 香港的故事，在 97 回歸就說完了，至於還有沒有新的故事，未知數。北京，
中國大陸的首都，未來往上攀升的無限可能，這是無庸置疑。台北，一個被世界低估、

再則，台灣選舉期間的造勢活動，宛如一場嘉年華會，我在 1998 年一篇文章〈台北
嬉譜〉就提及，呂秀蓮當年選桃園縣長的助選文宣隊跳 Macarena、陳水扁的超人裝，
滿街的旗海飄揚，連出租車也插滿了旗幟。我想，台灣的老百姓已經到了另一個層次，

忽略的城市，它的善應該要得到世界的回報。

☞

BOX
Box!

這在英美的政治場合中是不可能看見的。

這次環島，離開台北市，住了許多家民宿，特別推薦：
●

花蓮麗竹軒民宿

●

恆春墾丁戀戀白砂

問─ 印象中的台灣聲音？
答─ 閩南語，雖然會說的只有那幾句，像是「 我自己講」、「 你好」、「 呷飽 」，能從
語言觀察一個區域的文化，非常迷人。

問─ 你欣賞的台灣文學或作家？
答─ 我大學時代的文學啟蒙者余
光中、白先勇。那時大一，摸上藏在
尖沙咀漢口道某大廈五樓的「 文藝書
屋 」，買了白先勇、余光中、李敖的
書。白先勇的是一本盜版書，裡頭有
〈 紐約客 〉 和 〈 臺北人 〉 兩短篇小說集，

余光中是他年輕時洋氣的詩集 《 五陵
少年 》，還有李敖的 《 傳統下的獨白 》
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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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的神禾景觀民宿。

飲食男女
在台北吃廟口早市與夜市小吃

文─ 韓良露
圖─ 交通部觀光局

廟口夜市如今是台灣人小吃的聖地，也是不
少海外遊子思鄉時最懷念的地方。但少有人知道
華西街觀光夜市。

或想到，其實廟口小吃是始於早市，想想過去農
業社會，哪有人天黑了才去拜神的？正統的神是
屬於日界的，白天拜陽廟，晚上拜陰廟，各有各
饒河街觀光夜市。

圖．陳嘉興

的地盤。

圖．冠群攝影

台北早年還有不少廟口早市，一大早就爐火騰騰地等候早起的善男信女在廟裡燒了
香後再祭自己的五臟廟。像我幼時和還未改信基督教前的阿嬤到龍山寺上香，之後都
會在龍山寺大門前的早市喝碗四神湯配肉包。
但龍山寺早市後來拆了，大家如今記得的多是華西街夜市，在繁忙的現代生活中，
少有人得空一大早逛早市的，因此早市都沒落了甚至被人遺忘，問問年輕的孩子，恐
怕都沒聽說過有廟口早市這回事。
但台北老城中有一個地方，一直是我對外國來訪的友人獻寶處；不久前，西班牙友
人瑞美來訪，她是我在馬德里吃過一家 Tapas 小館的地陪，西班牙的 Tapas 館小菜極其
豐富，台北的夜市當然有得比，但我知道如果帶她一大早九點就去吃廟口早市，她一
定會覺得更稀奇。
於是，我們來到了迪化街早期的茶葉交易中心的涼州街，在慈聖宮前有一排擺了
五十多年的各式小攤，這裡有專賣毛蟹的店家 （ 還有依時令兼賣的炸溪哥和很多人見
到了都嚇一跳的炸蝗蟲 ），有一回我帶墨西哥友人前往，他看到了炸蝗蟲大樂，頗有他
鄉遇故味的驚喜。

我頗喜歡在天光明亮、微風吹拂的秋日，坐在斑駁古舊的木椅上；慢慢地啃食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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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佔了上風。
至於在台北吃廟口夜市，我最喜歡的地方是觀光客很少，因此較能保持厝邊趣味的
遼寧街夜市，這個夜市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曾讓梁朝偉在其中驚鴻一瞥現身，但一直沒
經市政府大力推薦成觀光夜市 ( 希望未來也不要吧！ ) 遼寧街夜市小小的，不長，攤
位也不多，大約三四十攤，比起士林觀光夜市沒法比，因此反而清靜溫馨，遼寧街也
有個廟口，就在夜市中央，叫福聚宮，小小的廟，香火和這條街的爐火般燒得剛剛好，
很有常民生活的味道。
去遼寧街夜市，總有種像穿了拖鞋就在家附近吃東西的感覺，不寬的遼寧街上兩旁
是小店與小攤，可以左拐右走的，四處看看今天想吃些什麼好料，有一攤專賣土鵝的，
可以切鵝肉、鵝胗、鵝翅、鵝頭、鵝掌、鵝肝，滋味豐美鮮腴，不管是吃滷水或煙燻
原味或沾老板獨家的沾料，都好吃極了，坐在小攤木椅上，再叫一杯啤酒，法國人的
鵝肉料理那裡比得上，還
有一攤總是飄盪著滾熱麻
廟口夜市。

圖．吳永欽

油香的小攤，麻油煮豬腰、

飽滿的野生毛蟹，其新鮮度絕對比遠道而來的陽澄湖大閘蟹佳。早餐吃毛蟹，是閒人

豬肝、豬心、赤肉，冬季

才會做的事，幾隻毛蟹優閒地吃下來，往往都快日頭高照了。

喝來全身進補暖呼呼，夏

瑞美對獨沽一味的燙魷魚攤很有興趣，因為這會讓她想到馬德里專賣燙章魚的小攤，
我們坐下來吃，一致同意燙魷魚比較好吃。
之後，我們喝了一大碗熱呼呼的清燉豬腳湯，瑞美說台灣的豬和西班牙的豬一樣好
吃，因為懂得吃豬的人是絕不會吃英國豬、荷蘭豬、德國豬或美國豬的。
廟口早市通常人少，氣氛也悠然寧靜，大概和老人居多有關，像我此等中年，只有

天怕上火的人要少吃，不
怕上火者正可逼出一身大
汗很過癮，有一攤老婦專
賣家鄉台南市的豆芽麵，
滋味很鄉土，她旁邊賣現

在早市才會覺得自己年輕得很，早上喝酒的人也少，偶有喝者，都默默地斟酒啜飲，

打綜合果汁的，500cc 的玻璃杯中起碼放了快八樣的水果，當然打得出又濃又香的果汁，

不會划拳叫囂，一大早，誰有那麼多火氣呢？

這裡還有幾家專賣台式海鮮，有一家叫小張龜山島的小店，對海鮮食材很用心，也懂

我喜歡偶爾到涼州街早市去閒晃，一大早喝碗豬腸湯吃碗肉粥，總讓常常上咖啡室
吃西式早餐的我覺得比較有滋味，如果心情特閒特佳，大嚼毛蟹或豬腳就立即會有日
子過得真奢侈的感覺，這種奢侈感，是某種對時間及胃口的放縱。
在涼州街上還有一攤專門賣鯊魚煙的店家，幾種不同種類的鯊魚，在按不同的部位

得細心烹小鮮，慢火煎出來的現流魚比大飯店都好吃，另外在福聚宮前有攤專賣紅白
湯圓、豆花、甜湯的老店，是這裡有名的鎮街排隊之店。
我很喜歡早晚去這些廟口早市夜市逛逛，小吃可讓人過美好的小日子，台北之美，
和保存了這些街巷人情與古早味食物生活之美大有關係。

可以切成一盤十幾種口味形狀都不同的鯊魚，瑞美都吃呆了，對她而言，台灣人這樣
吃鯊魚，比吃蝗蟲還讓她驚訝。
我帶瑞美一大早吃吃喝喝見識台北食文化，當然有心跟馬德里比苗頭，果然我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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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慢活人生農村樂
文─ 沈岱樺
圖─ Bonnie Chiu 、Evan Lin 、董淨瑋、山水米有機道場、花蓮米厝、鄉間小路

前言
「 呷飽沒？」一句簡單問候，暖了旅人的心。這是寶島

農村的通關密語，在人與人之間相互流動，自然地，這
股濃厚人情味，就成為旅人最深刻的寶島農村記憶。
寶島台灣，實為寶物富饒之島。台灣位在最大陸地與
最大海洋的接觸點，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交替吹拂，
還有西岸低水溫的親潮與東岸暖水溫的黑潮等，島嶼能
擁有這些風土條件是大自然送給福爾摩沙的禮物。在獨
特的風土條件下，孕育出晶瑩透亮的白米、入喉回甘的
茶湯，還有那引以為傲的台灣水果，以及季節性食材。
旅行寶島農村，「食材 」是最棒的媒介，而從產地到餐桌
的小旅行，更能貼近台灣農村生活與領略寶島四季之美。

品春，人在草木中
春暖花開喝春茶，是寶島晚春初夏的盛事。一杯茶歷經寒暑年歲，足以品味走過冷
冽的寶島之春。茶湯，一入喉是一山頭的故事。
在北台灣這塊富饒土地上，為人間瑞草－包種茶之重要產區。文山地區有著得天獨
厚的經緯度、氣候分明的四季變化、土地肥沃的先天優勢等自然因素，尤適茶樹生長。

遂每提包種茶，文山與包種總是不離彼此，素有口語流傳的「北包種、南烏龍」說法。
包種茶葉外觀翠綠帶麗色，條索緊結而自然彎曲，沖泡後茶湯水色蜜綠鮮活、滋味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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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入口生津。

雄大樹、屏東瑪家鄉等鄉鎮，都能見著鳳梨頂著烈日生長的模樣。鳳梨田裡一行行盛

南烏龍的飄渺山氣，藏身在全台唯一不靠海的南投縣，縣內十三個鄉鎮幾乎都有產

放的鳳梨植株頂端戴著帽子，是農人避免鳳梨表面曬傷所進行的防曬措施，這些小帽

茶，因各鄉鎮地理環境與海拔氣候的不同，所生產的茶葉各具特色。鹿谷鄉的凍頂、

子有些是報紙製成，有些是將葉片往上集中紮起，或是不織布製成的現成「旺來帽」，

竹山鎮的杉林溪高山茶、仁愛鄉廬山茶、名間鄉的松柏長青等，茶是天地人的共作之

田間貌影片片，模樣十分逗趣。

品，熱水沖開的瞬間，山頭氣緲緲竄出，是烏龍茶的滋味傳奇。

果然一口鳳梨，一口福爾摩沙。為了讓更多人感受旺來生命力，鳳梨酥成為金磚產

另外談到高山茶，就會聯想到嘉義縣梅山、竹崎、番路等山區所產的茶，此區因北

物，是陸客來台觀光必要採購的好伴手，鳳梨酥內餡有可能包裹著酸多過一點甜的土

迴歸線經過縣境，縣內有玉山山脈及中央山脈，群山峻嶺，日夜溫差大，雨量均勻，

鳳梨，或是甜多過許多酸的金鑽鳳梨，不管吃進肚裡是什麼品種，都是這塊土地最有

茶樹生長旺盛，所製成的茶葉滋味甘醇濃厚，當春日茶味正濃時，阿里山高山茶是許

生命力的果實。

多寶島旅人的瓊漿玉液。
「來呷茶，卡透清涼」聚集在廟埕前的阿公這樣招呼著；「爺爺泡的茶，有一種味道叫

做家」台灣作詞人方文山這麼寫著；從早期流傳至今的「奉茶」傳統，讓路過的人能一解

好秋，田地有珍珠

口渴，是互善，更是人情味。
秋 風 起， 寶 島 土 地 閃 耀 著
金色稻穗的光芒，此刻也是農

迎夏，旺來生命力

人捲起褲管準備割稻的時候。
稻田，是台灣鄉間最常見的美

夏日炎炎，一口酸甜為最佳之選。眾多水果

麗風景，也是最豐收的作物。

佳麗中，最能代表熱帶島民的日常酸甜水果，

不同產地不同風土，每個耕作

鳳梨實為經典，粵語稱「菠蘿」，閩南話呼其為

者皆有一套專屬與稻田對話的

「旺來」，象徵興旺、興隆之意，是寶島節慶、

方式。

祈福活動出現頻率最高的水果，更是台灣人餐

苗栗苑裡的「鴨間稻」即為一
例。所謂「 鴨間稻 」，就是「 採

桌經常出現的滋味。
鳳梨從纖維粗澀甚至出現「咬嘴」到如今果肉

用稻鴨合作的耕種農法來種稻─農人把鴨子養在田裡，讓鴨子幫忙照顧稻子」，這是

香馥甜蜜，都是農業試驗所不斷改良的結果，

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把鴨子養在田裡，幫忙吃田裡的害蟲，也會吃農民最頭痛的福

鮮食品種有市場上最常見的金鑽鳳梨、開英

壽螺；鴨子的腳一直划水，會把田裡的水弄混濁，雜草就比較發不出來；鴨子的排泄

種、牛奶鳳梨、蘋果鳳梨、甜蜜蜜鳳梨。隨之

物掉在田裡，又是良好的肥料；鴨子在田裡走來走去，會刺激稻子往下紮根，讓稻子

加工業興起，製造的鳳梨罐頭更一度執世界市

長得比較強壯。

場之牛耳，因此寶島曾經被稱為「鳳梨王國」，

翻過中央山脈，吹著太平洋的風，宜蘭、花蓮、台東一片綠油油，是寶島大榖倉。
宜蘭有位堅持「種一畝理想田」的碩士農夫，一腳踏入稻田裡，成立穀東俱樂部，分購

寫下台灣水果產銷極為輝煌的一頁。
感受帶刺的島嶼風情，就要一路往南旅行鄉間。沿途行經南投中寮、台南關廟、高
20

稻米預約契作，親自管理田間事務，他就是「賴青松」。青松堅持自己種稻自己吃的理念，
21

更推出台灣稻米買賣上第

擺脫過往青澀滋味。

一個「分購稻米預約契作」，

而成功將夏收的果實扭轉為冬收，因冬季溫度低、生長緩慢，果實掛在枝頭時間延

成立穀東俱樂部，讓穀東

長，更使得果肉質地更細膩，色澤益為深紅，那小巧可愛的模樣，無人不愛。若有機

們依需求下訂單、等候收

會來到這些黑字輩的生長之地，不僅能嚐到鹽地催逼出的甜美果實，更可領略寶島風

成，生產者不需擔心收穫

土的千變萬化。若無時間安排到蓮霧之鄉，推薦到鄰近市場挑選幾顆蓮霧，也能為冬

數量的風險。穀東們出錢，

日旅程帶來不同的味覺驚喜。

讓專職農夫管理稻作，割
稻時，穀東也可以下田幫
忙，體驗種稻心情，這樣

四季，寶島好飽島

的模式讓生產者和消費者
都得到保障。像賴青松這

近十年因氣候變遷、糧

樣的農民，在花東地區越來越多，就像田地裡的珍珠，把土地和人緊密地串起來。

食自給率的意識抬頭，寶
島有越來越多人領會到最
直接牽動土地命脈，是過
去被忽略的「農業」。幸好，

入冬，風鈴滿枝頭

還有人記住曾經混了一身
南國風鈴滿枝頭，大約在冬季。形似風

泥巴，在水稻田翻土、插

鈴的蓮霧，從夏果變冬果是台灣水果傳奇的

秧、收割的農事經驗，福

一章。果香清雅口感清脆，滋味已令台灣人

爾摩沙血液同時流淌著稻

深深折服，更是行銷國外的台灣之光。若有

穗的汁液。

機會問起台灣早一輩：「蓮霧是什麼顏色？」
答案肯定不是現在紅得發紫發黑的顏色。

漸漸地，開始有年輕朋
友願意選擇返鄉務農，重拾老祖先的生活智慧，回歸自然生活；都市朋友願意在周休

蓮霧產地主要分布屏東、高雄、嘉義、
南投、宜蘭等地，但以屏東為最大產區，也

假日逛小農市集、親達農園看農家實際耕作情形、吃新鮮健康安全的食材、聽有機耕
種者的經驗分享。

最負盛名，「黑珍珠」、「黑鑽石」、「黑金剛」

彼此互動中，產生出無可取代的信任關係。消費者願意用較高的價格直接向農夫購

都來自屏東產區，並以沿海地區為主。此區

買，慢慢地，都會與鄉鎮間活絡起來，是靠著自然食材傳達那份流動的情感，重新建

地理環境，由於離海太近，地層下陷海水倒

立健康自然的飲食觀念。

灌導致土地鹽化，使得土壤多為堅硬的黏
土，作物很難生長。但因鹽地土質多鈉，鈉吸水份，是蓮霧甜份增長的主因；也因生

寶島，寶物富饒之島，也是人情飽滿之島。「呷飽沒？」是寶島農村的通關密語，來
寶島一定要學起來！

長環境不易，果樹在逆境中求生，把養分與精華全往花與果實集中，結出甜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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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新態度
台灣設計瘋 傳產新文創

文─ 宋貞儀
圖─ 宋貞儀、天晴設計事務所

是否已經玩膩一般遊台灣的旅行團行程？觀
設計博覽會

看台灣，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其中，進行一段
台灣設計之旅將會是一個不錯的主題。隨著時
代進步，越來越多台灣業者將「設計 」做為凸顯
本身特色的重要關鍵，更有許多單位每年固定

丹迪旅店

舉辦設計活動、展覽或比賽。適逢 2011 年三大
國際設計社團在台灣辦理首次世界設計大會，台灣更利用此機會辦理全球最大跨界設
計展「2011 台北世界設計大展」，期間許多企業、設計公司與學生全心投入，耗資千萬
打造最有設計感的形象，也成功吸引超過 136 萬民眾熱情觀展，獲得了國際的好評，
畫下台灣設計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但是這次不會是結束，而是更多業者投入設計的開
始，接下來將介紹台灣重要的設計活動及有創意的設計商品，未來不妨將之列入重點
參觀行程，相信絕對值得一遊。

沒看過設計就一定要逛設計展
對於台灣的學生而言，最重要的設計活動就是每年五月的「新一代設計展」。新一代
設計展自 1982 年開辦至今，逐漸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新秀聯展。每年共有超過 30 個
以上國內外的設計科系學生共同策展，呈現出平面、產品、動畫、空間及工藝設計等

5 個不同設計領域作品，除了是設計科系學生最重要的畢業舞台外，更是台灣廠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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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血的重要場所。台灣設計科系學生在就學四年間所習得的各種設計知識、創作，

理設計大會之故，特將設計博覽會提升為「世界設計大展」，並在台北碩果僅存的日據

將會在新一代設計展中做最淋漓盡致的展現，各學校也趁此機會爭奇鬥艷，彷彿盛典

時代建築─市定古蹟「松山文創園區」辦理。過去此園區為製菸工廠，建築方正而完

一般熱鬧的設計活動。

整，包括噴水池、澡堂、籃球場等各式設備一應俱全，在設計大展結束後此園區還是
持續開放，並設有「台灣設計館」及許多設計相關活動，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來參觀拍照。
除了以上三個節目，還有更多設計相關活動「簡單生活節」、「台北設計月」等等，讓台
灣民眾設計生活不間斷。

買一個創意讓生活更有設計感
除了設計活動外，有越來越多設
計商店充斥台灣各個角落。這些設計
商店不但在空間營造上具有設計感，
產品更是有創意，看了保證會愛不釋
手。例如位於台北大安區的「 采采食
茶 」，為知名品牌「 夏姿 」 的創辦人王
陳彩霞女士所創辦，延續「夏姿」品牌
另外在每年 9 月由台灣設計師聯盟主動發起的「台灣設計師週」，仿效英國、日本行

東方時尚風格，采采自茶點至茶具、

之有年的 100% 設計週、東京設計師週，台灣設計師週自 2007 年創立後，每年吸引越

整體空間皆延請知名設計打造，連茶

來越多設計師組團參加。其中非常值得一看的部分即是「設計師主題創作展」的部分，

名都請台灣設計師陳俊良提詞，讓喝

不受限於特定設計團體，由台灣幾個重要的設計師設定主題，其他設計師自由選擇主

茶成為藝術及享受的一部分。

題參加，舉例來說 2009 年「雨」、「Save 省錢」、「奉茶 50」，2010 年「看不見」、「幸福知味」

除了餐廳以外，旅館也是台灣設

及 2011 年「不變」，「夜市人生」等，都是當年一些熱門主題。台灣設計師週讓平日為了

計界展演的舞台，目前已經有 3 個分

設計實務而設計的設計師，可以跳脫平日「實用」導向之思維，以天馬行空的想法創作，

店的「丹迪旅店」，以台北市老舊公寓

反而產生許多讓人眼睛一亮之設計。設計師週展覽外圍，還有為數眾多的創意市集，

建築改建，並請台灣設計師在建設過

販賣許多手作小物，非常值得一逛。

程中盡情發揮自己的創意，讓每間房

另外還有台灣每年都會舉辦的「設計博覽會」，由工業局委託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辦理，

間、每間旅館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現。

每年皆與一地方縣市合作，將設計推廣到台灣各角落。從 2003 年開始，至 2011 年已

旅客在住宿過程中有機會使用台灣設

辦了 9 屆，走過的城市包括宜蘭、高雄、台南、台中及台北。展出內容包含獲得台灣

計師的設計品，如需購買可以直接在

最高設計榮譽「金點設計獎」之設計作品，台灣及國際優秀設計作品等。2011 年因應辦

樓下櫃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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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計餐廳、設計旅店外，設計商店是能夠最直接購買設計商品的地方，在中山

菜生產合作社，也以「活力東勢 」為名，

區光點台北、誠品書店都可以看到許多好設計商品。台灣幾個設計品牌早期在創意市

藉由設計公司的協助，將原有的一系列

集中發跡，現已做出一番規模，包括達摩工坊 domo studio，多項產品皆獲得 iF、reddot

胡蘿蔔汁重新包裝打造，變得非常具有

等國際設計獎項，今年更以「豆腐凳」瘋狂登上台灣媒體版面，還有「唷吼設計」的高跟

設計感，自去年完成重新設計後今年已

鞋訂書機，可以輕鬆省力的訂下厚厚文書。除了這種簡單的文具小品之外，台灣還有

量產上市，不但受到台灣民眾的喜愛，

一些文創品牌商店也是購買設計品的好地方，如從西方紅回東方的家飾品牌「3CO」，

更外銷到日本。除了農產品以外其他還

以禪意十足的缺角造型風靡歐洲，還有台灣「有情門」家具，以台中過去卓越的木工技

有更多融合傳統與創新的新設計：雲林

術為基礎，挑戰各式質樸實用又具藝術感的造型家具，持續受到台灣民眾的喜愛。

過去為毛巾代工中心，但在全球化衝擊
下已漸漸失去過去勞力密集的優勢，故
其中許多業者開始思考創意轉型之路。
興隆毛巾將毛巾摺成各成各樣的甜點，
讓毛巾也成為送禮的一部分。
未來的趨勢將是更「五感體驗 」的生活
環境，無論在政府建設上、民間品牌中
都漸漸將設計置於更重要的地位，希望
能藉由對於使用者的體貼、及對細節的
重視，提升產品整體形象，並讓生活更方便更美好。未來亦會由台灣創意設計做為台
灣發展設計的平台，整合更多業者、設計公司，打造一個「風格台灣」。

設計伴手禮是送禮的好選擇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網址

新一代設計展

5 月份

台北市世貿展 1 館

https://sites.google.com/a/yodex.com.tw/xin-yi-dai-she-ji-zhan/

台灣設計師週

9 月份

華山藝文中心

http://www.designersweek.tw/index.html

設計博覽會

10 月份

全台各地

http://designexpo.boco.com.tw/

台北設計月

7、8 月份

台北市

簡單生活節

12 月

台北市 ( 不定期辦理 )

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這些設計感產品、參加設計活動外，現在在政府的全面推動之
下，也鼓勵一般農產品業者將設計導入農產品包裝，讓產品更有質感，做為禮物更體
面。以電影「海角七號」電影走紅的馬拉桑小米酒，為信義鄉農會系列產品之一，除了
小米酒外還有「山豬迷路」系列，以童趣的代言人深獲民眾好評。另外還有雲林東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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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音三太子

在地風情誌
慶典美學與造勢文化

圖．新營太子宮

● 慶典美學

入神、狂喜，與天地同在的片刻
文─ 吳寧馨（云游天文化總編輯）

滿天稀薄的浮雲過濾盛夏成一張涼蓆
如山谷當中的溪在叢生的水薑邊緣
遶行，如一一辨認過的花
從小時候開到現在，如正午
靜擁濃蔭的寺廟廊廡
正對你點好插上的一枝香
楊牧，節錄自抒情詩

詩人筆下的寺廟氛圍，豐饒靜謚，與時光迴盪、辯證。
一如「天津天后宮行會圖」歷經數百年所呈現的天后廟會盛況 （ 台灣習稱媽祖 ），斑駁
的畫卷上鮮豔的旌旗幡飛，獅陣龍陣在紙捲上猶栩栩躍動，藝閣、高蹺、鑼鼓、神轎，
彷彿能從歷史甬道中穿出……
就此走入台灣廟會，神奇的時空交錯，共振，喧囂與沉靜。

台灣．家將團
圖．屏東慈鳳宮

32

電音陣頭太子團
很難解釋電音三太子的所向披靡，其實。
大頭圓臉、大眼睛，深深的酒窩和束高的髮髻，身披閃閃發亮的刺繡戰甲，手持火
尖槍和乾坤圈，威風凜凜。
31

「大仙尪仔」，延續傳統中國大陸廟會的「神殼」、「神身」，各路神明出巡在兩側護駕，

舉手投足之間，則盡是力與美的動感交融！

為活動增添莊嚴熱鬧的氣氛。大仙尪仔的身長約有成人的兩倍高，其外表與寺廟內奉

將團是台灣最嚴謹、禁忌最多，也最神秘的陣頭（詳情請參考專書 4)。台灣各地據

祀的神像並無二致，內部中空，由一人躲在裡面以肩扛抬，行進時動作誇張，讓大仙

說有上千的將團，大多是青少年所組成，鄉村、小鎮，就著自家工寮或鄰近宮廟，操

尪仔雙手能大幅晃動，以顯示大仙尪仔的威嚴。

練腳步、陣式，勾畫臉譜，敲打八卦鼓或更鑼，堪稱農村的重金屬搖滾。

只是廟會開路先鋒原本並沒有「三太子哪吒」，據說在 19 世紀末期的蘭陽平原，因為

將團主神為五福大帝、城隍爺、地藏王菩薩，最大型的將團出巡當屬嘉義迎城隍 5，

北管的二派支派在廟會活動較勁，「 西皮」 派使出舞龍， 「 福路」 派則扛出大仙李哪吒尬

嘉義又稱台灣「家將窟」，城隍出巡遶境，家將天團們自然傾巢而出。但嘉義迎城隍不

陣，從此衍生出各式各樣，包括與真人大小一般，甚至孩童版的迷你尪仔。近年來，

是每年都有，須有城隍爺擲筊指示。屏東慈鳳宮 6 雖供奉媽祖，暱稱阿猴媽，因為關

隨著多重文化的渲染與混揉，台灣陣頭孩子開始將「大仙尪仔」傳統的七星步與流行音

懷青少年身心正向發展，每年西洋聖誕節 （12/25） 前後，均主辦全台家將官將首大賽，

樂和舞蹈結合，自創—電音三太子新陣式，或三尊，或五尊、七尊，頂著大大的頭，

既有傳統陣頭競技，也有創新擂台。

一字排開震天舞動電音。
全省各地太子廟在農曆 9 月 9 日太子爺生日時，大多會有廟會祝壽，眾多三太子為
三太子祝壽的情景，童話意味濃厚。全台灣最大規模的電音三太子表演擂台大賽，在

三月瘋媽祖

每年元宵節前後 （ 農曆正月 15 日 ），台灣三太子祖廟─台南新營太子宮 隆重舉辦。
1

農曆 3 月 23 日是媽祖 （ 天上聖
母 ） 生日，台灣因為海島型環境，

重裝搖滾家將團

先民靠海維生，對無常大海自然心
存敬畏，海神媽祖信仰十分虔誠。

廟會熱鬧喧嘩，有一支隊伍，近乎陰

「瘋媽祖」指的是農曆三月起，各地

森的忠貞，追求顫慄的正義，讓人不安

媽祖廟所舉辦的遶境活動，包括太

卻又幾近暴動的血脈噴張，祂是台灣特

子團、家將團、神將團等包羅萬象

有的濃妝搖滾陣頭—將團，家將 2 與官

的 陣 頭 在 全 台 各 地 奔 流 不 息， 民

3

將首 。

眾在居家門口擺香案，自費籌煮點

「將 」的看頭，除了臉譜、整體造型，

心、飲料，招待遶境香客與聖駕，是至今仍保留農業濃厚人情的民間活動之一。

就在於當下的嚴謹紀律所展現的群體協
動美感，他們的操演都依任務不同而有

圖．采風民俗學會執行長 呂江銘

最負盛名的媽祖遶境活動，各大廟皆有不同特色。
圖．新營太子宮

北港朝天宮 7 的北港媽最愛吃炮，遶境時炮仗聲勢最大，適合喜歡衝鋒陷陣的人參加。

著多樣變化：文、武差爺手持書寫主神名號的文令及繡上堂號的軍令，展演擔旗參神、

苗栗通霄白沙屯媽祖 8 遶境是全台路程最遠的進香活動，每年進香割火，以及進香的路

三轉兩儀；甘、柳、謝、范四將合演跳杯坐杯、三粒四角，降魔緝妖，加上春、夏、秋、

線都不固定，完全按照媽祖指示，說停才停，說走就走，對走路的意志有著極大的考驗。

冬四神罡步八卦、除穢押煞；八將團的十將軍走演太極初始、陰陽靈動，四將軍輪番

規模最浩大的媽祖遶境，則屬台中大甲鎮瀾宮 9。

上場、四象定局，八神將操演陰陽調和收圓撤兵……，多套繁複走圖陣式，不論是八

媽祖遶境熱鬧好看的原因是聚集最多、最完整的陣頭隊伍。

家將、什家將還是官將首，在其跨、踏、挺、刺之際，都是天與地的恩威並施，於其

「報馬仔」，即探子。因為行進隊伍甬長，報馬仔是進香團先鋒，探查路況同時沿途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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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告知媽祖聖駕即將來到。報馬仔造型特殊，戴斗笠、披蓑衣，攜帶韭菜豬腳，半捲

需視神明指示。
6.

褲管還掉了一隻鞋，形象詼諧、逗人開心。媽祖駕前神將─千里眼與順風耳也是重

屏東慈鳳宮，地址：屏東市中山路 39 號，電話：（08）7322967，網址：

http://www.323pt.org.tw/。

點陣式。相傳千里眼與順風耳在 《 封神榜 》 中的桃精與柳精，化身高名、高覺兄弟助

7.

紂抗周，遭姜子牙擊退後，為天上聖母收伏為駕前二將。

北 港 朝 天 宮， 地 址： 雲 林 縣 北 港 鎮 中 山 路 178 號， 電 話：（05）

7832055，網址：http://www.matsu.org.tw。

千里眼、順風耳二位將軍為表現其莊嚴、威武，多為二個人高的巨大造型，重量七、

8.

白 沙 屯 拱 天 宮， 地 址： 苗 栗 縣 通 霄 鎮 白 東 里 8 號， 電 話：（037）

792058，網址： http://www.baishatun.com.tw。

八十斤到上百斤不等，頭戴金箍、頭後懸掛 「高錢」（ 一種紙錢 ），手握 「手錢」（ 一種紙
9.

錢 ），相傳可避邪保平安，沿途信眾爭相拾取。

大 甲 鎮 瀾 宮， 地 址： 台 中 縣 大 甲 鎮 順 天 路 158 號， 電 話：（04）

26763522，網址：http://www.dajiamazu.org.tw。

媽祖遶境最讓人感動的畫面是萬人齊跪街頭，等著媽祖神轎到來，從信徒頭上掠過，
象徵媽祖加持、保庇平安。最早的典故是信眾遇到無法解決的困境，懇求媽祖庇蔭，
事成後無供禮可回願，即以肉身跪在神轎底下，甘願以身作「腳貼 （ 墊轎椅 ）」，答謝媽
祖。後來才演變為消災解厄的祈福活動。
電音三太子、將團，甚至跪蹲等待神轎的片刻，當下的「入神」與「狂喜」（ecstasy），是
一種基於宗教信仰，也是藝術創作的「忘我」和「沉醉」，一種天人合一，與不可知靈感

● 造勢文化

民主嘉年華 動靜造勢場
文─ 楊渡
圖─ 蔡明德

緊緊擁抱的喜悅身心。廟會文化的珍貴所在是「眾神喧嘩」嘉年華會，異於日常生活常
軌與庶民勞作的精神性洗禮。終年勞煩於生計的男女老幼，在不同文明皆有的節慶時
節，拋下世俗重擔，全身心沐浴在誰也無法干涉的神奇時空。這是神所應許的「脫序」，
與宇宙同在的神聖感與精神性。

☞

BOX
Box!

1.

新營太子宮，地址：台南市新營區太子宮太北里 45-2 號，電話：（06）

6524038。
2.

八家將陣營成員有─甘、柳、謝、范前四大將軍，以及陳、沈、枷、
鎖後四大將軍，或春、夏、秋、冬後四季神將。陣營前方尚有文差、
武差，負責傳令，刑具爺負責開路、肩挑三十六種刑具扁擔。什家
將則多了文判官、武判官，二位判官，從捉拿、審問、錄供，到罪
刑定讞，是一套台灣民間信仰完整的陰間司法系統。

3.

官將首，增將軍 （ 二位 ）、損將軍，據傳原為為害人間的魍魎、夜叉，
遭地藏王菩薩懾服，收為駕前護法。

4.

《 就是要將 ! 家將美學疾風迅雷 》，妙蓮生著，云游天文化出版，

2011/12。
5.

1986 年的台灣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

嘉義城隍廟 （ 諸羅城隍廟 ），地址：嘉義市東區民族里吳鳳北路 168

台灣的造勢文化，是讓來台旅客最感到驚奇的地方。美國總統大選，有個兩三千人

號，電話：（05）2224116。農曆 8 月 2 日為城隍爺公聖誕，是否遶境

就算很厲害了。但台灣講究拼場，你有一萬人，我有兩萬人，你今年五萬，我下次十萬。

34

35

人數比多，場子要比熱鬧。造勢文化，常常讓老外與大陸旅客看得眼花撩亂，稱羨不已。

現在倒是比較少計較了。

政治上的造勢，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政治勢力與群眾基礎雄厚，所以人數不能少。台

由於選舉競爭激烈，造勢的活動也要不斷推陳出新，否則難以吸引媒體的目光。

灣造勢最多人的一次，是 2002 年的「1123 農民大遊行」，當天參與人數是由農會組織農

2007 年選舉前，民進黨在高雄搞入聯公投造勢遊行，國民黨為了平衡，同一天也在台

民，由台灣各地動員來的，所以是紮紮實實的十二萬餘人。由於動員車輛太多，連南

中舉行「返聯公投」遊行。這完全是拼場了。國民黨最後用了身穿短褲的辣妹，再加平

北高速公路的收費站都塞車。遊行從中正紀念堂出發，至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結

民化的藍白拖，以突顯當時當權者的貴族貪腐。

束，開始演講。不料人太多，前頭已經到達凱道，後面還沒出發，道路卻已經塞滿。

此外，近年來為了吸引年輕人與媒體的目光，造勢文化愈來愈流行辣妹與搖滾的舞

即使農民人擠人的排隊硬塞，但十二萬人仍擠不進去凱道，大約有三萬多人停留在中

台風，以歌唱娛樂化的場子，取代政治化的語言。同時，周邊商品也不斷推陳出新，

正紀念堂廣場。

包括公仔、圍巾、帽子、布偶、T 恤、檯燈、撲滿等，相繼出現。

農民運動樹立了人數計算的標竿，所以後來有些政黨號稱有號召二十萬人參加凱道
集會，但現場照片一看，人潮連凱道都未塞滿，就知是吹牛。

由此可見，在台灣要混政治不能不會造勢。而造勢文化也就成為台灣的一種特殊現象。
更有趣的是，由於政治競爭激烈，幾乎所有想像力都用在造勢上。你不要以為造勢

農民之後，最多的造勢遊行是 2006 年紅衫軍。當時人潮自各地擁入，所有地鐵站出

只有熱鬧的那一種，其實最厲害的造勢是「默默感化」的力量。1996 年，陳履安以一介

口，車子一到站，人群有如潮水，從地底湧出，真的非常壯觀。當天警方估計應有五十

平民，沒多少資源，又在強敵李登輝與林洋港郝柏村的包圍下，竟拿下百萬票，被稱

萬人，而紅衫軍總部則號稱百萬人。這是破記錄的一次，代表憤怒的潮水難以抵擋，此

為奇蹟。其力量，就是他全台灣「行腳祈福」的行動，感動了無數非政治化的選民。這

後再無如此境界了。

種造勢，是用行動去召喚同樣理念的人，其動力近乎宗教，可能是造勢的最高境界。
至於其實馬英九的 Long-stay，也是一種造勢的方式，只是它直接訴諸民眾，走入尋常

台灣的造勢文化與群
眾集會有關。過去最多

百姓家。最後，再以選票形成整體的力量。

是黨外運動要求民主憲

從民主香腸到現在的辣妹當道，它意味著政治逐漸擺脫悲情，而走向娛樂化、消費

政的群眾集會。由於它

化，這是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造勢文化的趨向。

號召的多是一般庶民，

◎ 放大鏡：各競選人的造勢活動，可上其官方網站，皆載明最新的活動與行程。

參與者還熱情捐獻物資
與金錢，現場並不提供食物，所以常有熱情的攤販加入活動，一方面賺錢，一方面表
示支持。最著名的，當然是 1988 年開始的「民主豬腳」、「民主香腸」。當時的造勢場子裡，
周邊一定飄著當歸豬腳、炭烤香腸的香味。那才是台灣正宗土味的造勢。許多美籍台
灣人回來參與，回美國後最懷念的竟是路邊的「民主香腸」。
然而隨著政治解嚴，民主實踐，民主運動的時代過去了，政治造勢不再吸引人們主
動參與，為了營造「普天同慶」的態勢，造勢就得多花一點心力。最普遍的，是請地方
支持者參與動員，例如政黨在台北造勢，從台灣各地動員人們北上參加，以增加人數，
就得租好遊覽車，再附上便當、茶水、交通的花費，人們才願意來參加。但一般青壯
年忙事業，沒這種時間，於是就動員地方的退休農民、廟口悠閒的老人家來參加。反
正坐廟口過一日也是一日，不如參加活動，搖搖旗子，賺個小零錢花。至於是什麼政黨，
36

1986 年的台灣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是民間「社會運動」型態的造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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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熱景點巡禮

胡適的字體修長優雅，自由細長，彷彿是一個自由主義學者在台灣的寫照。而整個
風格，就是一種陳丹青最喜歡的 “ 民國範兒 ”。難怪大陸文化部長來台訪問，下了飛機
第一站參觀的地點，就是胡適紀念館。
錢穆的素書樓 ─ 是另一種典型。1949 年後，他先至香港辦新亞書院，文革發生
後，他曾立意編撰文言文書籍，以推廣中華文化。1967 年受蔣中正之邀回台，並給了

文─ 南方景
圖─ 洪于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他一塊地，讓他自建房屋。房舍由其夫人胡美琦女
士自己設計。後來蔣經國聽說他自建相當辛苦，於

由於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兩岸各地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雖然大陸以辛亥百年為
名，但畢竟再度燃起一股「民國熱」。「民國熱」之中，最為典範的是以「民國範兒」來描
述民國時期的氣質與風格。大陸學者陳丹青有如下的描述：「看民國風景，有歷史、有

是請陽明山管理局為他施工。自此錢穆在素書樓專
心著述講學 20 年，完成幾部大著作。
直到 1995 年 6 月 1 日，因當時的立法委員陳水

人物、有景觀、有文爭武鬥、有生活方式，歸根結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變，生活

扁質詢錢穆佔用國家財產，大師不堪受此侮辱，決

方式亦隨之激變。這是一段 “ 過激 ” 的歷史，人人慨當以慷、個個向死而生。民國人

定搬到自己位於杭州南路房子，唯大批書籍資料搬

的精神、氣節、面貌、習性、禮儀，因之而帶有 “ 民國範兒 ”。既便在老相片中發黃，
仍一望可知。今天，討論民國範兒，是討論曾經存在過的一種趣味、一種風尚和一種
美學。」

動不易，95 歲的老人也實在不宜遷徙，就在這一年

8 月 30 日過世了。此實是中華文化的大損失。
素書樓後來歸還給錢夫人，再依照他生前的陳

由於文革的破壞，在大陸要追尋 “ 民國範兒 ”，只有在老照片之中。但在台灣，1949

設。簡單的對聯，是朱熹的刻碑拓片，上書：“ 立

年遷徙來台的學者，及其在台的故居，反而成為最具真實性、生活性的寫照。南港中

修齊志，讀聖賢書 ”。和胡適的西化派不同的是，

央研究院的胡適故居、錢穆的素書樓、林語堂故居、張學良被幽禁在北投的禪園和新

此地充滿傳統文化的典雅風範。

竹清泉部落的故居，以及張大千故居等，都是追尋「民國範兒」的最佳去處。

林語堂故居 ─ 這一幢建築興建於 1966 年，座落陽明山腰，由林語堂先生親自設

南港的胡適故居 ─ 位在中央研究

計，是他生前最後十年定居台灣的住所。建築是以中國大陸四合院的為基本結構，結

院內，是一個典型的學者生活的寫照。

合西班牙式的設計與色澤，藍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的粉牆，其上嵌著深紫色的圓角窗

這個提倡五四運動與白話文運動而名留

櫺，意境典雅精緻。

青史的學者，室內依照過去生前的模樣

林語堂先生愛竹、愛石，所以他刻意在中庭一角，由翠竹、楓香、蒼蕨、藤籮等植物，

擺設，儘量不做更動。滿牆壁的書，簡

與造型奇特的石頭，營造出可愛的小魚池，他常坐在池邊的大理石椅上，享受 「持竿觀

單的藤椅，樸素的布面沙發，桌上則擺

魚」之樂。

著喝西洋紅茶用的茶杯。有趣的是胡適

這故居充份展現民國文人中西融合的風景。

紀念館內有一個他專用的旅行小皮箱，

民國人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張學良。因為西安事變被軟禁一生的張學良，在台灣有

裡面整整齊齊，擺著牙刷、刮鬍刀、鞋襪、鞋油、鞋擦等，典型是一種英國紳士的風度。

兩處幽居之所現在已經對外開放。一處在台北的北投，現在成為「張學良少帥禪園」，

胡適當年常常使用的紙筆也還在書桌上，彷彿他只是出去旅行，再過一段時間就會回

對外開放營業。此地本是日據時代的溫泉會館，改建後成為少帥幽居所，現在的一切

來似的。

都以少帥名字命名。張學良，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所以中餐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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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 「漢卿美饌」、湯屋取名叫做「雙喜湯屋」、吃下午
茶的地方叫做「小六茶舖」。來此一訪，遊客可以體會

兩岸毎日一詞

帶有日本溫泉風的台灣生活方式，也可享用少帥幽居
的美食。
另一處地方在新竹縣五峰鄉清泉部落。張學良一生
歷經五十五個年頭的軟禁生涯。1946 年由重慶轉至

文─ 陳逸華

台灣後，就居住在新竹縣五峰鄉，直至 1959 年才轉
至高雄西子灣，一共待了 13 年。當年日人稱此地為「井

隨著時局變化，海峽兩岸不再像過去那樣斷絕音訊，在各方面的交流也逐日增加。

上溫泉 」，後改稱「清泉溫泉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

互動愈來愈頻繁的情況下，隔絕四十多年的文化差異漸漸顯現出來。除了日常生活的

重修張學良清泉故居，並選在 2008 年西安事變的同

習慣不同之外，最直接也最顯而易見的，當屬人與人溝通的第一線：語言。

月同日 開放參觀。目前這裡建制成張學良的紀念館，

在台灣，同樣的語言在南北即有腔調與語法上的差異；在大陸，語言間的豐富變化

陳列與張學良相關的史料，透過影片介紹、老照片、

更是精彩多元。兩岸使用語詞的差異所引發的趣事，也因為往來頻仍而時有所聞，譬

老地圖、老文件等等，敘述中國大陸近代史上最傳奇

如在路邊招攬計程車，大陸上習慣稱為「打的 （ 音：ㄉㄧ ）」，此「的」為廣東方言「的士」

的少帥一生。

的簡化，而「的士」又是從英文「Taxi」音譯而來。又如台灣形容一個人的打扮或氣質為「風

此外，值得一看的民國人物當然當然還有蔣中正、
蔣經國父子。有興趣的遊客可以去士林官邸，看看蔣

格」，北京則將此個人特性稱為「范兒」。不同的詞語形容的卻是同一件事，若是溝通出
現問題，往往會鬧出笑話來。

中正生前的起居之所，或者蔣經國的七海寓所。它的風格都非常樸素簡潔，尤其蔣經

詞語的差異造成溝通不良，說清楚了就是一笑置之，偏偏也有詞語一樣，涵義卻大

國的節儉與平凡，常常讓參觀者感動不已。如果還有一些時間去圓山飯店吃飯，不要

不相同的時候。例如在台灣，會因為人們的幫忙與協助而感到溫暖，便說這種情況很「窩

忘記了早一點向圓山飯店提出申請，飯後可以參觀當年蔣中正準備的逃亡秘道。它可

心」，而在大陸上對「窩心」的解釋正好相反。如果在不適當的時機誤用了語詞，便容易

以從圓山飯店大廳，直通外面馬路。圓山飯店是蔣中正宴請國際友人的交誼廳，其作

造成不知所措的誤會。也因此，部分專家學者以兩岸語詞的差異作為研究主題。

用應是避免主人與賓客被包圍於只有一條通路的圓山上。作為冷戰的遺跡，此地倒是

現在台灣已經開放大陸的遊客來台自由行，彼此的語言溝通上並沒有太大的困擾，
但是有些情況下脫口而出自己習以為常的語彙，從人名、飲食、消費、衣著、電腦資訊、

一個很好的見證。

生活保健……幾乎每一個領域的語詞都有差別存在，雖然有些詞兩岸不同，還是能夠
猜出約略的意思，但有些卻是風馬牛不相及，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而隨著時代
演進，新詞的出現，外來語的引用，方言的衍生，都是語詞產生差別的因素，儘管如此，
兩岸語詞仍相互影響並有逐漸融合之勢，在兩岸關係愈來愈開放的今天，編製一本輕
鬆易懂，方便攜帶的隨身語詞對照典，當是對自由行的陸客而言，最為實際且有用的
幫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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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選語詞範例如下 ：

猴─出去玩幹嘛還要拐來拐去，又不是詐騙集團 !
熊─我們在上海開車，大拐指的是【左轉】，小拐指的是【右轉】，這樣你懂了吧？！

台灣詞目

台灣詞目簡化字

大陸詞目

請願

请愿

上訪

大陸詞目簡化字

猴─聽你這樣說，我腦筋總算【轉】過來了

上访

在台灣，人民為維護公共利益或個人權益，可向政府機關請願或陳情，如以書面方式

台灣詞目

台灣詞目簡化字

大陸詞目

大陸詞目簡化字

向立法機關提出者，一般稱為「請願」。「上訪」則是大陸民眾向上級機關提出建議、反

可靠

可靠

靠譜

靠谱

映委屈的方式也稱「信訪」，即來信來訪的簡稱。

「靠譜」為大陸特有詞彙，對事，通常是指事情具有可行性，或值得期待；對人，常用

熊─今天外面的街頭好熱鬧喔，聽說是【上訪】的人潮。
猴─上訪？上訪的人？那不就是【上人 】？

於形容某人可靠，值得信賴。原為大陸北方方言，台灣現在也開始使用。「離譜」一詞
相當於「靠譜」的反義詞。

熊─你這樣可是大不敬，大陸說上訪，就是你們說的陳情啦！

熊─聽說動物園要辦演唱會耶，這事兒挺【靠譜】的。

猴─那我也要上訪，因為我覺得我才是動物園的超級明星！

猴─你當觀眾就行了，別上去獻醜了，就算對嘴唱，都很難聽，「看譜」也不行。
熊─你想到哪兒去了，我說的【靠譜】，是說開演唱會這件事可行，對於唱歌這件事，

台灣詞目

台灣詞目簡化字

大陸詞目

大陸詞目簡化字

累癱

累瘫

趴窩

趴窝

「 趴窩」是大陸北方俗語，形容人過度疲勞而累倒。

熊─這幾天我熬夜看電視，現在真的【趴窩】了。
猴─你不是一直都在窩裡趴著嗎，舒服的很呢！
熊─趴窩是【累癱】的意思，我真的累垮了。
猴─叫你不要熬夜吧，趴窩可是很傷身的。

		 我看不看譜，都不行！

台灣詞目

台灣詞目簡化字

大陸詞目

大陸詞目簡化字

給面子

给面子

給力

给力

「給力」是大陸的網路流行語，曾被選為 2010 網路十大新詞，通常指有幫助、有作用、

給面子或是很帶勁兒的意思，「不給力」多形容和自己預想的目標相差甚遠。台灣也開
始使用此詞。
猴─你今天怎麼看起來怎麼這麼沒精神？失戀喔？

台灣詞目

台灣詞目簡化字

大陸詞目

大陸詞目簡化字

熊─不是啦，我去跟管理員申請，想要住單身套房，結果被拒絕，太【不給力】了。

左轉

左转

大拐

大拐

猴─給「你」？ ( 「你」以台語發音，音近似國語的「力」 ) 還是給我？又不是我去申請的！

台灣人到上海搭計程車，常為了「大拐、小拐」到底是為了轉那個方向，分不清楚。有

熊─什麼給你、給我的，大陸說的【 給力】，就是很棒的意思。

此一說，因大陸和台灣的行車方向一樣，右轉的轉彎幅度較小，因此稱小拐，左轉時

猴─那沒錯啊，你沒申請到房子，真的是沒給 「你」啊！ ( 「你」 以台語發音 )

要繞經對向車道，轉彎幅度較大，因此稱大拐。
熊─我來台灣這麼久了，一直住在這裡，很想出去蹓躂蹓躂！
猴─我也想出去逛逛，聽說我們這附近的貓空可以喝茶看夜景喔。
熊─我知道路喔，從我們這邊出去，先大拐，然後小拐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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