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oor
Lamp完美

落地

lampe de plancher

SOLVEIG
Design : Avril De Pastre

SOLVEIG 在端典語中有『太陽的路徑』之涵意，

這組落地燈的反光燈罩為有著凸紋鋼板帶有光澤

的白色漆面內飾，而外表則是採用平光白漆。而

反光燈罩則是巧妙的利用磁鐵裝置，與底部鋼管

基座連結在一起，而鋼管基座本身連結反光燈

罩，其角度正好反射出中央向上直射的光源。

AWABI
Design : Toshiyuki Kita

AWABI 是設計師 Toshiyuki Kita 以日本

傳統紙藝設計的一款壁燈，燈罩部分採

用日本當地桑樹加工製成，光線穿透紙

張散發出溫柔和煦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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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le
Light 燭光

熠熠

FEU LA CRISE
Design : Philippe Daney

乳白色口吹玻璃磨沙燈罩結合白色烤

漆金屬燭台，FEU LA CRISE 桌燈是實用

與浪漫結合的最佳代表作；白色電線

搭配手動開關，明暗取決於彈指之間。

TILT
Design : Ligne Roset 

由合格的工匠們以手工口吹玻璃方

式製作出每一個獨一無二的燭台燈，

傾斜的角度將光線引導出不同的視

覺感受。

Chandelles

TRÉPIED
Design : Normal Studio

TRÉPIED 立燈有三個可以任意吸附在燈桿上的金屬燈罩，透過磁力吸附可以任

意調整位置及角度，燈罩內側有如鑽石般的多角造型反射出特殊的光芒，能

為空間帶來意想不到的氣氛情調。TRÉPIED 有黑色烤漆及白色烤漆可供選擇。

PARANOID 2 
Design : Swann Bourotte

PARANOID 2 是極具現代風格的 LED 燈具設計，整支燈具能以多種

角度彎曲呈現出如同舞蹈的姿態，長條狀的 LED 燈泡透過外層的

網狀燈罩呈現出特殊的風格，最前端則有聚光效果提供主要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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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Lamp伴我

閱讀

OWL
Design : Jun Yasumoto

白色圓形棉布燈罩，以貓頭鷹那

雙圓滾滾發亮的雙眼為靈感而設

計，可藉由布製燈罩的隨興調整

反射出不同光源的照明與氛圍。

PÔLE
Design : Pierre Charrié

PÔLE 橢圓造型口吹玻璃燈泡提供了一

處明亮而輕快的愉悅光源，銀製的穹

頂設計，可間接投射出不同層次光色，

俐落而不單調。

Lampe de Lecture

PARAFFIN
Design : Nathan Yong

白色啞光陶瓷燭台，暗

夜裡點燃的燭火，彷彿

閃著光芒的一座小山口。

ABBESSE
Design :Numéro 111

結合大理石台面及灰色烤漆屏障，

讓五個完全不同的燭台也有自己專

屬的表演舞台。

2 0 1 5
N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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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page
What 's     that?

CAR LIGHT
Design : NathalieDewez

CAR LIGHT 如其名設計概念來自車頭

燈，結合了玻璃工藝及口吹玻璃技術，

讓每一盞 CAR LIGHT 在室內空間也能閃

耀出獨一無二的光芒。

PAPER LAMP
Design : RENÉ BARBA

以經過特殊阻燃處理的無紡布作為燈罩

的 PAPER LAMP，正面有著以黑色線條分

別架構出格子或直條紋兩款大小不同的

樣式，獨特的風格設計非常耐人尋味。

2 0 1 5
N e w

2 0 1 5
N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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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一題吧 !

REWRITE 書桌 ／ Designed by GamFratesi
圓滾滾的桌罩讓人對書桌的使用和閱讀習慣有了新的

想像，可以任意的被安排在家中的任何一個角落，像

個小小的中繼站，可以做一點文書的工作，可以上一

下網，可以休息喝一杯咖啡，桌罩部分採用 Kvadrat 的
染色羊毛布料 DIVINA，有近百種顏色可以選擇。

The   answer   i s 
La Réponse

One 
More Guess

Next      page
What '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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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Question.

Next      page
What 's     that?

別灰心 , 把握最後一題 !

FANTOMES 物品罩

生活不太可能總是有條有理，或許亂中有序這個說

法現在也能更理直氣壯點了，FANTOMES 白色烤漆復

古造型凸紋鋁製 cover 絕對能滿足您暫時性的不想移

動、整理但卻希望空間一秒瞬間乾淨俐落的需求。

Designed by
Vaulot & Dyevre 

The   answer   i s 
La Ré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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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BO 壁掛寫字桌

NUBO 的設計靈感來自 60 年代法國航空的藍色織物

旅行箱，鑲掛壁面上彷彿像手提百寶箱， 圓角外型

有著香皂的柔邊線條，天然橡木和天藍色羊毛織物

如雲般的醒目而不充滿溫馨感。

深度 14 厘米的壁掛式 Nubo 佔用空間小，當您打開

時，可見內部貼心的文檔條設計。

● 可以客製化外觀顏色

Designed by GamFratesi 

The   answer   i s 
La Ré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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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HÉ
design : Inga Sempé

PLOUM
design : R. & E. Bouroullec

2010 2011

2014 2014

2014 年推出全新規格尺寸，降低座

椅高度及椅背高度，加深座椅深度

並增加可選購的小腰枕，低矮的設

計讓 RUCHE 更能與其他極簡的設計

風格搭配。

 2014 年推出全新規格尺寸

及全新的專用布料，包含低

椅背版本、小型沙發版本及

腳凳，全新材質讓 PLOUM
的風格更加多變有趣。

ELIZABETH TECK
design : Nathan Yong

PARACHUTE
design : Nathan Yong

2013 2014

2014 2015

如此具有南洋風格的沙發怎

能只放在室內呢？ 2014 年

推出戶外版本，改以柚木框

架搭配戶外專用的泡棉及布

料，讓 Ligne Roset 的戶外家

具增添一生力軍。

推出後馬上躍昇 Ligne Roset
全球燈具銷售首位的黑馬，

2015 年推出全新的紅銅色，

與同年度的許多紅銅色商品

互相輝映。

承先啟後 就愛
心歡

在 Ligne Roset 的展示間中，你能欣賞到來自

各個年代推出的經典設計以及最新推出的原

創設計家具，他們以一種超越時間的微妙和

諧存在在我們的展示間中。Ligne Roset 從許

多不同面相來展現經典商品的可能性，從開

發新的材質，引領時尚潮流的配色，以及符

合當代使用習慣等等。我們誠摯地邀請您一

同欣賞近幾年來我們將原創設計推出全新款

式的系列設計。

ew Type

riginal 

RUCHÉ 新款規格

Low back sofa 低背沙發

H 65cm    W 200cm 
D 100cm  SH 38cm 

Low back loveseat 低背小型沙發

H 65cm    W 170cm 
D 100cm  SH 38cm 

． ．

．
．

．
．

PLOUM 新款規格

Low back medium sofa 低背中型沙發

H 66cm   W 204cm 
D 94cm   SH 39cm
Loveseat 小型沙發

H 79cm  W 170cm
D 111cm   SH 39cm

Low back loveseat 低背小型沙發

H 66cm   W 170cm 
D 94cm   SH 39cm 
Ottoman 腳凳 
W 80cm   D 55cm 
SH 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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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然一
案例名稱：半山匯阮公館

設計公司：睿思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設  計  師：夏嘉鴻

座落位置：淡水小坪頂

空間面積： 92 m2
空間性質：住宅
新

Item info. 
RUCHE 單邊扶手黃色沙發

MADRAGUE 黑色皮革單人椅

FOLD 多層可動式矮桌

MIXTE 全客製化電視牆面收納組合

採訪／ HUANG
照片提供／睿思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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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人潮密集的的台北車站出發，前往新

北市淡水區，乘車僅需 40 分鐘的路程，享

有交通便利之餘，當地特有的人文風情與

悠閒的生活環境，是許多民眾購屋時的首

選，其中，也包含了一位時常在大眾媒體

中分享理財觀念的財經專家—阮慕驊。

對於投資房地產，阮慕驊向來以保值性佳

的台北市大安區為首選，不過，為何選上

新北市淡水區的一處 28 坪的全新建案，主

因則是新居附近環境視野遼闊，從家中向

外望，可飽覽讓人心曠神怡的台北港海灣

美景，附近還有觀音山為鄰，不僅空間清

新，山海相伴的優質地理環境，讓人連留

往返：「由於平時日的工作十分忙碌，若

是周末假日，我喜歡離開城市的塵囂，帶

著家人來此放鬆渡假，這裡就像是我的第

二個家。」

有著絕佳的周邊生活環境，居家空間勢必

得同樣精采。阮慕驊偏好簡約時尚的裝潢

設計，談起，當時，正思考淡水新居該如

何裝潢時，有一回湊巧路過 Ligne Roset 的
台北仁愛門市，立刻被店內的眾多擺設的

時髦家具所吸引，當下不假思索立刻走進

店內逛了起來，在親切的接待人員詳細解

說，他添購了不少傢俱品項，也間接認識

了睿思室內設計的負責人夏嘉鴻，並由他

為新居操刀設計。

夏嘉鴻談及，兩人首度合作的經驗愉快，

從施工到完成僅兩個月，頗為快速，主要

是房間的基礎架構已經確立，省去了大幅

裝修的工時，且由於阮慕驊已先購足了喜

愛的傢俱物件，因此，他最主要功課便是

讓這些傢俱在空間中發揮畫龍點睛的功

用，再針對不足之處稍作加強，便大功告

成了。

 

在法國精品家具 Ligne Roset 與夏

嘉鴻設計師的聯手打造下，財經專

家阮慕驊的淡水新居搖身一變成

為宛如時尚樣品屋般的住宅空間。

Item info. 
CONTOURS 泥灰色玄關桌

Item info. 
RUCHE 單邊扶手黃色沙發

LUNA ROSSA 工業風大型吊燈

LINES 白色書櫃附背光照明

CLAIRE OBSCURE 造型壁燈

VIK 米色餐椅

ODA 黃色沙發邊桌

PRADO 大型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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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阮慕驊購買的 Ligne Roset 傢俱來說，從

入口玄關處，可見一張水泥灰色玄關桌，

上頭擺著散發平光白色花器組，其線條低

調簡潔，讓人一踏進家門，便感受時尚獨

特的設計風格；一路到了客廳，一組以縫

紉技術結合實木框架的沙發組，創新的縫

紉的設計元素，彰顯了主人的不凡風格，

一旁則有黑色皮革主人椅與矮桌適時點

綴，而電視櫃以烤漆製作的櫃體線條俐落，

搭配木皮背板，則呈現多樣化的設計風格。

至於可觀賞戶外景觀的側廳，由沙發床組

與地毯搭配，一體成形，一旁的桌燈也散

發濃濃的柔和光線，所營造的舒適氛圍，

在此消磨一整個下午也十分享受。

餐廳部分，阮慕驊選擇了質感絕佳的歐洲

胡桃木餐桌與六張餐桌椅，由於特別強調

居家的燈光設計，兩組燈具吊燈與壁燈則

為用餐空間增添氣氛，置於牆面的白色鋼

烤儲物櫃，是德國設計師 Peter Maly 最新

的傢俱設計，有著不規則的櫃體形狀，兼

具實用性與趣味性。

主臥房向來是居家空間中最重要的一環，

阮慕驊所選擇的床組有著厚實床頭、木質

條板與鋁製床腳，在此肯定安穩入睡，且

一享高枕無憂的睡眠品質，此外，卡其色

桌燈與白色立燈的柔美燈光點綴下，不論

夜晚或白天都分外突顯優雅的空間，而房

間角落的灰褐色烤漆收納櫃置物桌，不僅

阻隔空間的功能，沉穩的色調與線條也展

現低調的設計美感。

至於主臥室旁的更衣間，有著左右兩側白

色門片衣櫃為主角，其內部收納空間寬敞，

走道上的一組橘色凳子，可隨性置放衣物，

明亮色彩細節，讓空間更顯朝氣。

由於窗外景色宜人，有時想走出室外，在

陽台或欣賞美景，阮慕驊也特別選擇戶外

設施的室內與室外兩用的單人椅與單人室

內坐墊，讓欣賞美景時，有在此休憩的舒

適座位，一旁的陽台上的盆栽的花草樹木，

則增添不少大自然氣息。

Item info. 
ANNA 湖水藍色床架組

CONTAINER BY 造型桌燈

HYANNIS PORT 白色鋼烤床頭櫃

TROMPELOEIL 黑色大型穿衣鏡

CUTS 造型書櫃組合

ZELLIGE 蓋毯 & 絕版床組

Item info. 
LUMEO 全客製化衣櫃收納組合

MOBIDECK 橘色腳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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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窗外景色宜人，有時想走出室外，在陽台或欣賞美景，阮慕驊也特別選擇

戶外設施的室內與室外兩用的單人椅與單人室內坐墊，讓欣賞美景時，有在此

休憩的舒適座位，一旁的陽台上的盆栽的花草樹木，則增添不少大自然氣息。

因 為 法 國 精 品 家 具

Ligne Roset 的 加 持，

阮慕驊的淡水新居搖

身一變成為如此時尚

的住宅空間，擅長理

財的他直說：「在我

的觀念裡，賺錢就是

要花。」因為在忙碌

工作之後，充滿品味

的家居生活也是他所

深刻追求的。

Item info. 
MADRAGUE 黑色皮革單人椅

GRILLAGE 白色戶外單人椅 ( 搭配坐墊 )
GRILLAGE 藍色戶外單人椅 ( 搭配坐墊 )
JEAN-BAPTISTE 戶外系列 - 托盤組合

JEAN-BAPTISTE 戶外系列 - 盆栽組合

Item info. 
右上圖／

RESEAU 白色樹枝造型花器

下    圖／

EATON 胡桃木餐桌

VIK 米色餐椅

ANTONIA 紫色水果盤

LUNA ROSSA 工業風大型吊燈

LINES 白色書櫃附背光照明

LUNDI 22/02 黑白色系花瓶組

PRADO 大型沙發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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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ème Brûlée
法式．烤布蕾

Writer/ Soac Liu
Photographer/ Soac Liu, Chuan
FanPage/ www.facebook.com/soacthenewtownboy

人類在吃下美味的甜點時，

總會，引起性感的遐想。

用湯匙敲破黑黃如琥珀色澤般的焦糖，

開口處流瀉出滑順如絲綢的蛋奶餡汁，

用舌尖頂住上顎就會在嘴裡化開的愉悅

感，伴隨著細緻的香草與乳脂氣息，緩

緩地從嘴巴飄逸至鼻間，最後咬下硬脆

的焦糖片，爽快的口感、微苦的風味與

蛋奶餡形成完美的對比，是一種帶著情

挑的調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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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約 4 人份
香草莢 1 根

鮮奶油 400ml
蛋黃 4 顆

砂糖 40g
鹽 1 小撮

砂糖 適量（焦糖用 )

做法
1. 準備器材，烤箱預熱到攝氏 140-160 度，烤

盤上鋪一層布或報紙，倒入冷水備用。帶水烤

是為了避免溫度太高，把烤布蕾烤花了，放布

則是為了避免滾水亂噴。

2. 將香草莢剖半，刮出香草籽後連籽帶莢入

鍋，與鮮奶油一同用中小火烹煮至微微滾沸後

熄火。

3. 混合蛋黃、砂糖和一小撮的鹽，均勻打散。

4. 將熱好的鮮奶油倒入步驟 3 的蛋汁內，邊攪

拌均勻。過篩後填入烤模內，放入烤箱以攝氏

140-160 度烤約 35-40 分鐘，直到用小刀戳沒

有沾黏。取出後放常溫放涼。

5. 表層灑上薄薄一層細砂糖，然後用噴槍以小

火慢慢的加熱至焦糖化，休息約一分鐘等焦糖

凝固即可享用。

這道料理操作起來幾乎沒什麼難度，

你唯一需要的是時間。

1.
2.4.
3.5.

每次做這道菜就想起 14 年於巴黎的 Le 
Dauphin 用餐的回憶，一間充滿大理石且

人們穿著俐落的小館，他們的烤布蕾混入

了橙花水當味引，每一口滑嫩的奶醬裡都

帶著清爽的柑橘香水味，些許豔俗但卻令

人難以忘懷。

早在三百年前就在食譜書上出現的烤布

蕾，算是甜點界的先輩，法文字義為燒焦

鮮奶油的意思，亦即底層滑順的奶醬與上

頭的焦糖。這道料理操作起來幾乎沒什麼

難度，你唯一需要的是時間，讓蛋汁緩慢

地在烤箱內蒸烤成型，取出後耐心地等待

冷卻，在休憩時做這個配方再適合不過，

等待的空檔將一直看不完的那本書拿出來

好好溫存一下，或沖一壺熱茶，或者僅是

對著陽台外的空景發呆，享受與自己獨處

的時間。

Writer/ Soac Liu
Photographer/ Soac Liu, Chuan
FanPage/ www.facebook.com/soacthenewtownboy

Baked pepper
and aubergine bruschett

橄 欖 油 漬 烤 甜 椒

和茄子麵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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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製作風乾番茄，番茄對切後混合鹽、糖、

少許的巴薩米克酒醋與特級橄欖油，鋪平

放入烤箱以攝氏 160 度烤約 40 分鐘到 1 個

小時。

2. 茄子切片後，放入燒到火熱的烙烤盤內，

表面撒上少許的鹽巴，上色後翻面，雙面

煎熟即可取出。

3. 製作烤甜椒，甜椒洗淨後擦乾，放在爐

火上以直火將表皮徹底完全燒到焦黑，放

入容器內封上保鮮膜，休息 10 –15 分鐘，

取出後剝掉黑皮，過水後去除蒂頭和白膜

切絲備用。

4. 混合番茄、茄子和烤甜椒，下大蒜片、

剁碎的鯷魚、橄欖和酸豆，並以鹽巴、巴

薩米克酒醋、大量的特級橄欖油和羅勒葉

調味，醃漬至少 30 分鐘。

5. 麵包雙面淋上少許的特級橄欖油，放入

燒到火熱的烙烤盤內將雙面煎至酥脆。

6. 將醃漬好的材料鋪在麵包上即可。

麵包塔簡直是宴客時，

主人在廚房忙碌的一線曙光 ...

1.
2.3.
   4.

材料 約 4 人份
小番茄，對切 20 顆

茄子，切片 1 根

紅甜椒 1 顆

大蒜，切薄片 2-3 瓣

鯷魚 3-4 尾

橄欖 少許

酸豆 少許

鹽 少許

糖 少許

巴薩米克醋 少許

特級橄欖油 適量

羅勒，切絲 1 小把

拐杖麵包，烙烤至酥脆 12 片

麵包塔一直是在家宴客時開胃菜的首選，

可以先做好備著這件事，簡直就是主人在

廚房忙碌時的一線曙光，若是客人提早到，

也有東西可以墊胃下酒。此外，幾乎任何

食材都可以成為麵包塔上頭的餡料，只要

調味下重一些，隨意搭上乳酪或香草即是

美味小點。說到這個，我真的很怕晚餐聚

會時客人準時抵達， 晚到個三十分鐘左右

才是我覺得最理想的拜訪時間，請大家留

給派對主人一點活路。

本次食譜裡結合了烤甜椒的滑嫩圓潤、烙

烤茄子的煙燻氣味與風乾番茄的酸甜韻

味，烹煮時也請發揮自己的創意，是要加

入爽口的蔬菜碎，或把羅勒換成市場上正

青的香草皆十分合適，最後在上頭捏碎一

些希臘費塔乳酪也是絕配組合！另外，麵

包請留到最後一刻再加熱，讓客人咬下滿

口的酥脆，看著桌上的麵包碎屑都讓人過

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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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屆「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 展 期 於 今 年 5 月 9 日 展 至

11 月 22 日。 策 展 人 為 恩 威 佐（Okwui 
Enwezor），提出以「全世界的未來」（All 
the World’s Futures）為名的大會主題，

希望藉此反思自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以

來，科技的高速變化、環境災變與對全人

類未來的焦慮狀態的反省。今年的終身成

就金獅獎的最高榮譽，獎落出身於西非加

納 （Anyako）小鎮的安納祖 （El Anatsui）
之手，策展人形容此次安納祖的獲獎「不

但肯定他在國際藝壇的貢獻，其教育工作

亦促進西非兩代藝術家的溝通合作。」

而今年，在台灣館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第 20
年之際，也首度改採單一位藝術家參展的

遴選機制，不再依循過往一次推出藝術家

群展的方式。吳天章出線成為今年代表台

灣館的參展藝術家，而他此次新作以錄像

裝置重新演繹《再會吧！春秋閣》的《再

見春秋閣》，除了是藝術家自 1997 年參展

第 47 屆的威尼斯雙年展，18 年後回返普

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的宣

告，同時也是吳天章對自己 30 年創作生涯

的回顧。 

今 年 的 法 國 館 藝 術 計 畫 以「 革 命 」

（rêvolutions）為主題，展覽由艾瑪拉薇

金（Emma Lavigne） 所 策 劃， 作 品 是 由

作曲背景出身、之後轉向造型創作的藝

術家布斯爾�慕吉諾（Céleste Boursier-
Mougenot）。rêvolutions 不只有革命的涵

義，在法文中也有大自然循環、星球運轉

的意思，象徵「個體的自由循環」 （free 
circulation of individuals），無論是人類還

是樹木，只要是有生命的物種，所有的獨

立個體都擁有自由。

藝術家最初的概念來自 18 世紀義大利式的

浪漫花園，希望藉此將帶有新古典主義風

格的法國館幻化成一座如夢之島，以真實

的樹結合機械裝置作品，通過光、聲音與

樹的詩意移動，隱喻自然不斷變化的過程。

此作品在法國館的室內與戶外共有兩個部

份，在展館外，觀眾便可看見兩棵松樹被

固定於可移動的機械平台，進入室內展

廳後，在玻璃天窗下可看到另一棵在純白

的展場中悠緩移動且生機盎然的松樹。透

過自然與科技裝置的連結，藝術家想表達

大自然與人類文化間的相似性，將它們從

原本的受限中解放出來，帶來新的自然狀

態。法國館化身為成為一個開放舞台，邀

請觀眾沈浸在三棵移動的樹所創造的詩意

環境。觀眾在其他三個房間，透過在土壤

內設置感應器，當松樹分泌汁液、進行光

合作用時，感應器會產生微弱的電流，透

過電流信號轉換成音樂。人們能坐在法國

館內放鬆心靈，一面曬日光浴、聆聽音樂，

一面觀察樹木長出新的枝葉、正在進行光

合作用。 

藝術家布斯爾 - 慕吉諾（Céleste Boursier-
Mougenot）希望透過藝術計畫「革命」呈

現大自然的詩意與美好，同時讓法國館成

為人們解放心靈的地方，以及維護人身自

由的避風港。

2 0 1 5 第 5 6 屆 威 尼 斯 雙 年 展

rêvolutions

法國館藝術計畫

(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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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磚
牆
下

Winkley 

Worksho
p

街邊小宅的環境對話哲學

Project info.

案例名稱：Winkley Workshop

設計：KIRKWOOD MCCARTHY

類型：住宅

地點：Bethnal Green

← Winkley Workshop 的鄰街正立面 ( 左頁 )。

            ↓ Winkley Workshop 後方為一間家具工作室，設計師保留了

                 一道小門方便寵物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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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後方設計了一個高約七米的開口採光，大量的

光線得以進入屋內，提供客廳以及書房的自然光。

Kirkwood McCarthy 事 務 所 由 兩 位

女性設計師所主持，分別為 Fiona 

Kirkwood 和 Sophie McCarthy， 事 務

所於 2013 年在倫敦成立，大多以住

宅設計為主。他們認為設計應勇於挑

戰，對於各種條件嚴苛的基地反而是

發揮設計長才的機會，克服環境的限

制並創造合宜的空間是設計師的使

命，這次所挑選介紹的案例便是一個

十分符合這樣精神的住宅案，在最有

限的條件下仍然創造了一個充滿光線

且與外在環境對話性十足的設計。

這間大約建造於 20 世紀的就是鄰街

磚房，屋主便是設計師之一的 Fiona 

Kirkwood 和她的未婚夫，他們著手

將其改建成新婚住所並重新命名為

Winkley Workshop。

Winkly Workshop 的設計解決了許多

長條型街屋常有的問題，尤其是光線

以及鄰街關係的處理。舊有空間為僅

有一層樓的磚房，經過拆除改建為下

挖一層及地上兩層的三層樓住宅，由

於建築的跨度不大，使用承重牆沒有

落柱的情況下，牆面俐落連貫，空間

也顯得完整通透。尤其房屋後方設計

了一個高約七米的開口採光，大量的

光線得以進入屋內，提供客廳以及書

房的自然光，而前方鄰街則巧妙安排

了一扇小窗與之對應，位置之安排得

當且不影響空間的私密性，窗高與內

部地面切齊的安排也十分有趣。

一樓下挖的客廳空間，透過地面紅磚

鋪設由戶外延續至室內，彷彿置身在

花園當中，紅磚鋪設的方式也從戶外

的水平方向，於室內更改為人字形排

列，開窗位置也保留了可以作為休息

的深度，讓空間的使用更為靈，而後

方的挑空也讓客廳與書房保有互動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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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小到不行的案子中甚至安排了三

種不同的樓梯處理：從一樓至二樓連

接廚房與玄關的胡桃木面樓梯；從玄

關至書房提供光線穿透的金屬穿孔樓

梯 ( 引導鄰街的光線進入地下室的廚

房 )；連接書房到臥室的黑色金屬梯

( 為保有私密性提供遮蔽的功能 )。

在這個設計案中設計師積極的處理許

多問題，包含了對舊建築的態度，與

鄰街關係的看法，並且創造了一個位

於地平線下宛如戶外花園的客廳空

間。

←鄰街面通往三樓臥房的階梯採用能阻隔視

線的金屬烤漆階梯。

↓鄰街面通往一樓廚房的木製階梯，上方可見部

分通往書房的金屬孔狀階梯。

從剖面圖可看到左邊為朝向方屋後

方的挑高通透的起居空間，右邊則

是在鄰街面安排了做為動線的樓梯

為居住所需的私密性提供遮蔽。下

挖空間的地面從戶外以人字形磚延

伸進屋內，與從大型窗戶灑落的陽

光一致的進入屋內，整體感覺十分

自然且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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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梯
而
上W012 GEWAD

比鄰而居的微型社區實驗

設計：Atelier Vens Vanbelle

類型：住宅

地點：Gewad, Belgium

Project info.

案例名稱：W012 GEWAD

設計：Atelier Vens Vanbelle

類型：住宅

地點：Gewad,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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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鏡面和樓梯創造出令人目眩神

迷宛如夢境的天井，這個十分趣味的

住宅案由 Atelier Vens Vanbelle 建築事

務所進行規劃設計，事務所由 Dries 

Vens 和 Maarten Vanbelle 所主持。

但這個住宅案並不是只有一個令人

印象深刻的天井而已，Atelier Vens 

Vanbelle 創造了一棟提供 4 戶獨立出

入但共享許多空間優點的住宅規劃。

天井的確是這個住宅案十分重要的

設計，不只提供了各戶充分的自然光

線，蜿蜒而上的樓梯也串連了各戶的

出入口，準確的開窗位置也讓隱私被

仔細考慮，最上方的大型拋光鋁板也

反射了美麗的天際線讓所有住戶能透

過天井欣賞。

除了天井的處理外，這個住宅案中

也處理了四戶公寓所組成的微型社

區關係。四戶公寓的住宅空間皆用

有至少兩層以上的空間，Atelier Vens 

Vanbelle 希望在這個案子中創造不同

於一般公寓皆是同樓面的配置，將四

戶公寓的空間互相交錯，這樣的做

法也創造出公寓中各種獨特的空間和

細節，像是陽台、傾斜的牆壁、高低

錯落的空間甚至挑空的雙層空間。

Atelier Vens Vanbelle 透過這樣的設計

手法來讓每間公寓變得如同獨棟房屋

一般，而不再只是一棟平凡無奇的公

寓樓房。

這些互相交錯的空間透過樓梯來連

接，因此每戶公寓都能享受到鄰街

面、天井或是私人露臺，並在一天之

中的不同時間來感受光線的變化。每

戶公寓都別具特色，像是其中一戶擁

有一個木製樓梯空間，這個加寬的木

樓梯提供了收納與休息的功能。

天井中蜿蜒而上的樓梯串連了 4 戶

人家的進出。

天井上方裝置了可以反射大量光線

及映照出天空的大型拋光鋁板。

天井中安排了高低錯落的各種開窗提供 4 戶

人家互不干擾但各有特色的窗外景致。

屋內以 Ligne Roset 粉墨綠色系 TOGO沙發，結合三人、雙人、

轉角及單人坐椅打造出舒適而讓人放鬆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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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lier Vens Vanbelle 建 築 事 務 所 由

Dries Vens 和 Maarten Vanbelle 主持。

建築中做了複雜的空間切割，創造

出了各種高低錯落的小空間以及每

戶專屬的戶外露臺。

右圖為 4 戶人家的空間模型，每個顏色代

表 1 戶人家。可以清楚看到每戶人家都有

超過 2 個樓層甚至更多的使用空間，並且

擁有多個不同方向的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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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夏威夷火魯奴奴

攝影／ S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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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Gnaish T.
攝影 : 王茜瑜

知貳茶館

“台法餐盤上的相遇＂

知貳茶館經營者／孟鼎

說知貳的菜風格獨特，是因

為在其他餐廳找不到一樣的

口味。經營者孟鼎及主廚王

業設計發想實現一系列的台

味法菜 ― 法式烹飪手法，

台灣在地特色食材入菜，經

過長時間研發及試作，發展

出一道道創意混搭料理。像

豆乳法式羊、剝椒汁牛菲

力、洛神花鴨胸、南法燴苦

瓜 ... 這些看似不可思議的組

合，可能是吃慣傳統法國菜

的食客一時難以想像，甚至

有點懷疑，抱著好奇心態來

吃吃看以後，很可能就成了

熟客。

 
開《知貳茶館》以前，孟鼎

曾在五星級飯店的法國餐廳

服務約十年，擔任外場經理

及侍酒師，不過愛下廚的

孟鼎說 : 其實我喜歡待在內

場。天生擁有靈敏的嗅覺，

孟鼎愛吃也愛研究吃，於是

跟餐飲業結下不解之緣。

「我知道許多專業廚師工作

完回家不做菜，我是抓到時

間就在家做菜。」

離開飯店的工作，決定要自

己開業，找來飯店的主廚王

業一同打拼，在家實驗多年

的成果便是最好的基礎。由

於孟鼎是迪化街長大的孩

子，長輩建議何不從迪化街

開始 ? 經尋覓合適開店地點

以後，選擇當時人煙稀少的

迪化街北街地段。

「選擇自己的挑戰，就要做

最瘋狂的事情，當時最荒涼

就是北街，我就從這裡開

始。」

記憶中香氣的連結

如何選擇台灣食材，與法式

烹飪手法互補而不突兀，是

fusion 菜成敗關鍵。孟鼎認

為，原理跟葡萄酒一樣 ，用

香氣來連結，評估連結的可

能性跟客人的接受度。舉例

來說，普羅旺斯燴甜椒用鯷

魚跟黑橄欖炒香，氣味像台

菜的黑豆豉，於是拿來替換；

西餐常用的酸豆 (caper)，
孟鼎找來酸度接近的紹興白

醋，加上開心果脆，成為一

種味覺口感上的取代。在知

貳，牛菲力配的是剝皮辣椒

醬汁、羊肋排搭紅麴豆乳

汁。「喚回記憶中的滋味」

是這些混搭菜色另一層意

涵，一邊吃飯一邊感受從味

覺出發的兒時懷舊。

孟鼎提到自己最鍾愛的歌手

是 Elvis Presley，而貓王最

愛吃的是花生醬培根起士漢

堡，有一次孟鼎在新竹找到

好吃的花生醬，於是就做了

一道花生醬剝椒，還放培

根。

「我做菜一定有個好玩的地

方。」

不被既定食材框住

資深主廚王業擁有超過四十

年的廚齡，與來台客座的米

其林廚師交流經驗豐富，他

認為要做創新的菜，底子很

重要。以知貳的「紹興醉雞

麵」為例，一般作法可能直

接拿紹興酒泡雞腿，但王業

想到另一招，把紹興酒打進

雞肉慕斯，提升口感的細緻

程度，法國菜基本功不夠深

厚的廚師，可能想不到。

王業認為，法國菜的變化在

於醬汁，醬汁是靈魂。知貳

的菜許多意想不到的創意變

化，都藏在醬汁的細節裡。

除了台灣特色，知貳也十分

重視使用當令、當季的食材

做菜，菜單時常更換，索性

不印刷而直接寫在餐廳大黑

藏身在迪化街較不熱

鬧的北街，《知貳茶

館》雖名為茶館，但

不是一般泡茶聊天啃

瓜子的地方，來這裡

的客人，喜歡在新舊

並陳的空間擺設裡，

享用風格獨特的法國

菜，菜單都寫在店內

的大黑板上，隨時更

換。

復古水杯與西式刀叉的組合

形成一種新舊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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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貳茶館內裝

設工業風燈具，

燈泡也經特別

挑選。

XO 醬海鮮麵一上桌鹹香

四溢，微辣，料豐味美。

法式春雞是知貳茶館少數比較純粹法味的菜，點菜

率頗高，也是少數開店以來一直在菜單上的項目。

知貳茶館

Tel: 02 2557 9935
Add: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56 之 2 號

板上。王業贊同綠色革命

的概念，提倡使用在地食

材，減少運送。他提及曾

在飯店遇過一位比較特別

的米其林客座主廚，不像

多數人選擇先把食材寄到

台灣，而要求市場把當天

的漁獲帶到飯店來選。那

位主廚跟王業說 :「不要被

既定食材框住」。

另一位日本米其林師傅，

愛用日本食材，如柚子、

味噌做法國菜，加入在地

詮釋，也讓王業看到各種

變化的可能。

王業說 :「我喜歡看別人怎

麼做，利用機會學習讓自

己進步。」

熱愛新挑戰的王業，到知

貳的一年多來潛心嘗試，

在熟知的法國菜色上做出

各種台味詮釋，對他來說，

做菜就是「不斷學習、不

斷向前走」。問起從飯店

到知貳的心路歷程，王業

說 :「我把來這裡做當作一

種挑戰，只有想到一定要

成功」。

近來食安問題浮現，餐飲

業者在食材的挑選上，自

然特別小心翼翼，知貳使

用台灣各地小農的產品，

像山豬皮、紫蘇；孟鼎說，

台灣有豐饒的物產，有許

多獨特的香料如馬告、土

百香、海橄欖，「鳥兒吃

什麼我們摘來就吃吃看」。

為了找尋優質的在地食材，

孟鼎到處逛市場，看誰的

蔬菜好，再深入了解產地，

觀察採收。

 
「像宜蘭礁溪種的南瓜、

三峽幫我種櫛瓜，有些是

花時間幫我種的，台灣很

注視人情味，但是現代社

會很容易忽略，我想把這

種感覺抓回來。」

孟鼎也提到，使用小農的

產品，時有斷貨可能，一

方面節令不同，過了就沒

有，另方面是耕作者產量

小，賣不夠，「最常遇到

阿公、阿嬤說最近休息，

就三、四個月沒貨」，所

以知貳時常更新菜單也是

符合實際狀況。

走一條自己的路

在台北的餐飲圈子，知貳

是個奇異的存在，服務生

的制服是卡其色背心配軍

靴，前者代表冒險，後者

則是紀律。廚房不用半成

品、調味料只有鹽跟白胡

椒、甜點沒有人工添加物

或色素、不用商業酵母、

不加罐頭水果 ... 孟鼎和王

業的共同堅持讓知貳站穩

腳步，創下口碑。

王業觀察台北人對新的事

物接受度很高，有新的菜

色客人就來，也有客人一

進門就說要吃最新的甜點，

對知貳推出新菜有所期待；

而在員工眼裡鬼點子很多

的孟鼎，已經在思索擴點，

做更多其他餐飲業者沒做

過的事。知貳不想跟別人

一樣，於是走出一條自己

的路。

主廚／王業
廚齡超過四十年，擁有好學的個性，

熱愛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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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Gnaish T.
攝影 : 王茜瑜

Welcome to

“ Chez Jacques＂

范秉文用自己的法文名字

Jacques 命名，「來這邊是

像來朋友家吃飯，我不希望

像餐廳正襟危坐。來 Chez 
Jacques 就是到我家吃飯，

很法國的用法。」

Chez Jacques 的室內裝潢風

格由主廚掌舵，走現代極簡

風，白色典雅加上木質的

溫暖，營造范秉文心目中

“homey”的感覺。

藍帶訓練

回憶起在巴黎藍帶廚藝學校

的時光，范秉文說，學校老

師的教法具系統性和科學精

神，即使沒有廚藝底子的學

生，跟著教材學習，也能很

快上手。而同學的組成五花

八門，除了跟自己一樣去學

習法式料理，還有廚師去進

修、對廚藝有興趣的退休人

士、和報導美食的記者去上

課。

上料理課，老師先行示範三

道菜，通常是前菜、主菜、

甜點，接著學生動手實作一

道主菜；上了課學會基本概

念，回家後重新整理筆記跟

食譜，幫助融會貫通，吸收

歸納為自己的一部分；技術

的精進則無他法，就是靠多

練習累積功力。

藍帶學校畢業以後，Jacques
在巴黎一家賣松露的餐廳實

習，參與餐廳廚房的運作。

「上課跟實習是兩碼子事，

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實習可

以看到實際操作的過程，這

個階段比上課吸收到東西更

多，還有習慣的養成。」

根據范秉文的觀察，在餐廳

裡的法國人，跟一般對法國

人天性浪漫、散漫的印象相

差甚遠，他用「嚴謹」形容

在廚房工作的法國人，對食

品安全與環境衛生非常要

求，相關單位對廚房的稽查

也十分頻繁。

「我以前實習的廚房，是可

以躺在地上睡覺的，每天刷

兩次，中餐一次、晚餐一次，

維持得很乾淨。」

這些好習慣都跟著 Jacques
一起回來，儘管洗廚房是

「最想死的時刻」，依然維

持每用完廚房必清洗的習

慣，讓目前兩歲多的 Chez 
Jacques 跟剛開的店差不多

新。

從甜點出發

Chez Jacques 的法式甜點很

有口碑，但其實去法國之

前，Jacques 並不嗜甜食，

直到在課堂上吃了老師做的

甜點。他提起有一次在課堂

上做了百香果覆盆子派，帶

回去自己吃掉四分之三，剩

下的四分之一，因為剛好遇

到鄰居而送出，否則本來想

獨吞整個派，自此開發了對

甜點的興趣。

回國之後，Jacques 曾短暫

任職於餐廳，深深感受到法

國與台灣餐飲業的環境與文

化不同，便興起自己做做看

的念頭。一開始租房子當成

工作室，接受甜點與鹹派預

定，透過網路賣，建立起基

礎客源，一步步展開外賣的

生意。

後來經友人介紹與廚具公司

合作，原本目的是教授廚具

使用方式，逐漸演變為廚藝

教室，來上課的學員也從廚

具公司的客人，慢慢擴張到

想學廚藝的普羅大眾；這一

教，也替 Jacques 開啟烹飪

教學之路，現在 Jacques 於

台北、台中及高雄都有法式

Chez Jacques 是法式鹹

派、甜點外賣、私廚

饗宴、以及烹飪教室

的合體，主廚范秉文

曾赴巴黎藍帶廚藝學

校研習，返台後從個

人工作室做起，逐漸

發展成位於台北民生

社區新中街巷內的小

天地。

 Chez Jacques 的白色長桌給人一種沉

靜舒適的感覺，可容納 12 位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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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及甜點課程，不只教

菜怎麼做，同時也分享食

材相關知識。

「在廚藝課程中，學員可

以了解到食物的來源，與

其中成分；了解越多，吃

東西越小心，更能分辨食

材的好壞。」

Jacques 說自己喜歡脆脆的

口感，所以對「派」情有

獨鍾，他的鹹派 (quiche) 口
碑不輸甜點，無論是傳統

的培根口味、香氣濃郁的

牛肝菌雞肉或海鮮，各具

特色；派皮都使用法國進

口的 Isigny 奶油製作，香氣

飽滿，一試成主顧。一般

大家上法菜餐廳以吃正餐

為主，想吃鹹派類的點心，

相對來說反而不容易找，

Chez Jacques 供應鹹派，抓

住了利基市場。

忠於原味

每個地方的人因氣候、環

境或文化，發展出當地喜

愛或習慣的口味，也因此

法國原汁原味的配方或做

法，台灣食客不見得全盤

照 收。 問 Jacques 是 否 依

照台灣人的喜好調整口

味，他說，台灣由於天氣

比較濕熱，同一款甜點使

用在法國做的糖量，可能

對台灣人來說過多，因此

會進行調整；不過，「有

些東西就是要保持原本的

特色」，像在 Chez Jacques
維持回購成績長紅的甜點

檸檬派，便不能失去酸的

滋味。

Jacques 做的檸檬派酸香不

苦，非常適合炎熱的夏日

午後，或替豐盛大餐畫下

完美句點。冬天最受歡迎

的則是草莓派，總是洗草

莓洗到手軟。

做甜點外賣這幾年，范秉

文看到市場上越來越多的

法式甜點出線，顯示台灣

人喜愛的甜點口味，已經

逐漸從過去的日式或美式，

擴大到法式；而以酥餅類

為主的中式糕點，從美感

的角度來看與法式甜點有

明顯的區別，可能是文化

上的差異，在視覺上精緻

的法式甜點做得像珠寶一

樣，給人不只是味覺上的

享受，同時也是視覺饗宴，

這是在中式甜點比較少見

的。

而 從 食 材 的 角 度 看，

Jacques 認為法國人對香料

很敢嘗試，例如很東方人

熟知的八角、甘草等特殊

香氣食材，法國人都會拿

來做甜點；而番紅花做冰

淇淋、辣椒和花椒做巧克

力，都是讓人驚豔的搭配。

右圖：Chez Jacques 進門旁邊有一

座小小的艾菲爾鐵塔，提醒大家這

裡吃得到口味道地的法國料理。

藏身在台北民生社區新中街巷內，

Chez Jacques 以玻璃門面歡迎大家

看看 Jacques 家裡的模樣。

紅酒燉雞是法國經典菜色，雞腿

以紅酒燉煮後完美上色，醬汁充

滿香料的氣味，享用後唇齒留香。

除了外賣生意，Chez Jacques 也提供私廚

服務，做整套法國菜，包括前菜、沙拉、

湯、主菜、麵包、甜點及咖啡、茶。客人

須事先預訂，討論菜單，主廚依照人數備

料。「我基本上會多做一點，可以吃就多

吃一點，吃不完就讓客人帶回家。」

Jacques 擅長經典法國菜色，例如紅酒燉

牛 / 雞、油封鴨腿、番茄鑲肉等，客人在

輕鬆舒適的環境下，與親友享受美食，共

同度過歡樂時光。

問 Jacques 是否想嘗試越來越流行的

fusion 菜，他表示如有機會也想玩玩看，

但「法菜的基礎要先做穩了，加新的東

西，才不會四不像」。在台開業這些年，

忙於發展事業，暫無機會回法國進修或觀

摩，因此透過研讀食譜的方式吸收新知。

「這條路很長，我還是謙虛點，這是學無

止境的一行。」

左圖：銷售成績長紅的檸檬派，除

了派皮以外不進烤箱，以現擠檸檬

汁、砂糖、法國 Isigny 奶油和雞蛋

製成香濃內陷，冷藏後即可享用。

牛肝菌雞肉鹹派香氣四溢，內餡以法國 Isigny 鮮奶油、雞蛋、荳蔻，以及煎過的雞腿肉、牛肝菌烘烤而成。

Chez Jacques ( 雅客甜點廚房 )
Tel: (02)2767-8293
Add: 台北市松山區新中街 8 巷 14 號

經典 vs. 混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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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藝術
Recycling Art
兩位法國藝術家聯手讓破銅爛鐵搖身一變，獨一

無二的藝術創作 ! 撰文 / 黃瑞琴

攝影 / 鄧婷文

順風耳

William Pied

Hugo Brunet

千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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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前後花了五個星期，完成了順風耳

鐵雕作品。紅色造型的順風耳，高 315 公

分，主要材料是用紅色報廢的汽車零件，

組裝焊接完成。William 回收別人不要的破

銅爛鐵，賦予一般人眼中的破銅爛鐵第二

生命。這是他深愛再生藝術的一大原因，

而完成作品時 William 最喜歡別人望著他

作品時的微笑。 

William 是受好朋友 Hugo 的影響，才玩起

藝術。小時候 William 很喜歡重組玩具，

而人生第一個藝術創作，是一張椅子。在

來台灣之前，他在法國一些城市裏，參與

燈的藝術創作，結果深獲周圍朋友的好評。 

William 還舉例說明，之前創作出一個 2
米高的螳螂鐵雕，這作品是用廢器除草機

改造完成，而螳螂鐵雕的手還可以用來

BBQ，結果獲得農場主人大大讚賞。此外，

在一次的拍賣會場上，也讓 William 看見

藝術的價值，原來好的藝術作品，也會有

人出高價珍藏。最後他會選擇藝術做職

業，完成是因為這工作很自由，也可以把

自己的想法創作出來，還能常常有機會出

國與不同國家的藝術家一起工作，這點讓

William 深愛著藝術工作。       

2014 年 William 曾在台灣高雄與五位不同

國籍的藝術家，共同創作 11.5 米高的裝置

藝術「鋇爾之聲」，該作品歷經 3 個多月

及 20 噸回收鋼鐵完成。William 強調台灣

與法國大不同，台灣較有活力且充滿能量。

台灣的氛圍也跟法國不同，氛圍不同就會

有創作養份。

William 的創作都是利用回收舊有的廢材，

這也深具環保意識。慢活的核心也重環保，

回收不要的廢材，給予它第二生命。還有，

工作時努力工作，休假時盡情放空， 這樣

平衡的生活，也是 William 理想的慢活人

生。

創作是一種自我表達

William Pied在汐止夢想社區 (Dream Community)
有兩位法籍的駐村藝術家，一位是

William Pied，另一位是 Hugo Brunet。
這兩位藝術家都來自法國聖帕爾杜

(Saint-Pardoux) 小城外，他們私下也是

好朋友，而且 William 是受 Hugo 的影

響，才走上藝術創作。他們兩人都熱

衷再生藝術 Recycling Art，而這次兩

人要聯手創作媽祖護身侍衛─千里眼

和順風耳。他們主要回收汽車廢器物

來創作，這兩件鐵雕藝術─千里眼與

順風耳和在美國創作的媽祖廟，將代

表台灣火人媽祖計劃，參與美國內華

達州火人 (Burning Man) 的藝術盛典。

紅色造型的順風耳，高 315 公

分，William 花了五個星期，以

紅色報廢的汽車零件作為主要材

料，完成組裝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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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 同樣也花了五星期完

成了千里眼鐵雕作品，綠色

造型高 315 公分。主要創作

的材料也是回收綠色報廢汽

車零件，焊接成鐵雕創作。

Hugo 是學藝術科班出身，從小對於畫畫就

很有天份。在學校一直以平面創作為主，

直到18歲參與《尼斯嘉年華》幕後製作後，

接觸了大型遊行花車製作，認識了許多藝

術家，開始愛上大型裝置藝術，也對藝術

有多元嘗試，像是焊接鐵雕，Hugo 慢慢從

平面創作變成立體創作。 有一次他創作了

一件大型裝置藝術，做一個比人還高大的

稻草人，讓朋友們刮目相看。玩藝術的朋

友們更鼓勵 Hugo，往創作更大型的雕塑之

路邁進。 

2013 年初次受邀到台灣夢想社區進行創

作，這件作品是由五個藝術家一起創作，

Hugo 正是其中一名藝術家，而創作的材料

都是廢棄鐵、木頭、廢棄貨車等。利用這

些廢器物組裝成一台大型海盜船，參與了

2013 年夢想嘉年華的遊行隊伍。

 今年 Hugo 同樣也花了五星期完成了千里

眼鐵雕作品，綠色造型高 315 公分。主

要創作的材料也是回收綠色報廢汽車零

件，焊接成鐵雕創作。Hugo 回收舊有的廢

材，創作出新品，別人眼中的垃圾，卻是

他眼中的寶藏。Hugo 強調創作是為了自

己，並不是為了取悅任何人，而再生藝術

Recycling Art 讓破銅爛鐵，有了第二生命

力，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新作品。 

Hugo 還補充說明，人人都是藝術家，每個

人都有創作能力，創作出自己的作品。在

台灣有不同文化的衝擊，讓 Hugo 創作出

不一樣的作品。他很誠實的說，之前沒接

觸過媽祖文化，因為這次創作媽祖護身侍

衛—千里眼，他做了很多研究，也喜歡上

媽祖文化。

Hugo 覺得在台灣生活較輕鬆與有目標，而

回收廢棄物創作成藝術新品，讓 Hugo 很

開心。他開玩笑的說台灣的一草一木他都

愛，連呼吸空氣都感覺很不同。慢活就是

慢慢地品味在台灣的生活，當然堅持環保

創作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兩位法籍藝術家完成的鐵雕藝術─千里

眼與順風耳，他們的創作讓我見證了再生

藝術 Recycling Art 能讓破銅爛鐵，有了第

二生命力，而法國人創作的媽祖護身侍衛，

卻是這樣特別，我被這獨一無二的創作千

里眼與順風耳，深深感動著，因為創作的

背後，有著對環境的愛，Hugo 和 William
呼籲不要購買材料，就用廢棄物創作吧 !

藝術創作是我的精神食糧
Hugo Br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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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面料的質感集合

創立到第 5 個年頭的 GROUNDFIVE，
對於材料的堅持逐年提升，

繼承法式的優雅氣質與創辦人 Pierre Giordano 
的 冒險精神，以清秀窄長版型與大膽多變的面

料體現出來，將質感與舒適自在的感受更加結

合，創造專屬 GROUNDFIVE 的生活穿著風格。

直營店：台北新光三越

信義新天地 A4 專櫃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9 號 B1
02 2723 8603

1962 年，設計師 Pierre Paulin 以柔化的輪廓、

恰到好處的方塊狀絎縫及裝飾扣數量，打造出

ANDY 經典沙發，細緻的縫線及內襯，勾勒出ㄇ

型扶手，完美呈現精緻細膩的金屬椅腳結構。

2015 年 Ligne Roset 將此“經典之座”重製發表，

並將於 2016 年 1 月抵台，敬請期待最新一系列

ANDY 沙發的經典呈現。

在法式浪漫家居中啜飲 Illy 咖啡
的濃情風味

只要是讓生活更加美好的，我們都要與您分享；

口感無與倫比的 Illy 咖啡現在也能透過 Ligne 
Roset Taiwan 門市購得，首波優惠活動千萬別錯

過喔：

Illy Y1.1 Iperespresso 膠囊咖啡機 ( 上左圖 ) 搭
配 Illy Iperespresso 咖啡膠囊 (21 入 ) 任兩罐，

限 時 限 量 優 惠 組 合 價 只 要 $15,500；Illy Y3 
Iperespresso 經典炫彩膠囊咖啡機 ( 上右圖 ) 搭
配 Illy Iperespresso 咖啡膠囊 (21 入 ) 任兩罐，

限時限量優惠組合價只要 $7,500。活動於即日

起至 2015 年 10 月 31 止，活動詳情請洽 Ligne 
Roset 北中各門市

台北仁愛門市： 02 23569055 
台中概念店：04 22580222

來自法國擁有 125 年歷史的高
級家飾紡織品

與 Ligne Roset 一樣來自法國，擁有 125 年歷史

的高級家飾紡織品 Art de Lys ，以百年織造藝術

及工匠精湛手藝打造出優雅時尚風格的抱枕及

多達 9000 款產品，現在也能在 Ligne Roset 各門

市與她作零距離的接觸。

Art de Lys 零距離活動：

Art de Lys 全品項 8 折優惠 ( 枕心除外 )
活動即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活動詳情請洽 Ligne Roset 北中各門市

台北仁愛門市： 02 23569055 
台中概念店：04 22580222

Information
新 聞 資 訊

本期合作品牌及商店

ANDY 經典沙發．2015 完美再現

Wise Interior Design
睿思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29 巷 20 號 1 樓

+886 2 29402318

知貳茶館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56 之 2 號

+886 2 25579935

Chez Jacques 雅客甜點廚房

台北市松山區新中街 8 巷 14 號

+886 2 27678293

華生好室創意室內裝修設計

高雄市鳥松區山腳路 152 之 2 號 1 樓

+886 7 3700030

信鵨法國書店

台北市松江路 97 巷 9 號

+886 2 25172616

GEN INTERIOR DESIGN 根本空間設計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 279 號 2 樓

+886 6 2909351

FOLK DESIGN 馥閣設計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58 巷 7 號 1 樓

+886 2 23255019

蘿蔓妮酒藏

台北市木柵區新光路一段 22 號

+886 2 29382738

法國時尚休閒品牌 GROUNDFIVE
信義新天地 A4 專櫃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9 號 B1
+886 2 27238603

廣告企劃



巴漢肯特那克堡紅酒
Château BRANE-CANTENAC  2012 
 
・評價：RP.91
・巴漢肯特那克堡 Chateau Brane-Cantenac 創建

於 18 世紀。早在 1855 年評級前，它的聲望就

高居梅多克區最頂級的酒莊之列。

寶得根堡紅葡萄酒 
Château PONTET-CANET  2012 
 
・評價：RP.91 – 94
・寶得根堡的歷史可以追朔到 18 世紀早期，直

到 20 世紀 90 年代才真正開始脫穎而出，1994
年份一直被人們認為是酒莊品質有了切實進步

的轉折點。隨後，酒莊又有了進一步的投資。

如今的寶得根酒莊已經恢復到列級名莊的地位。 
寶得根堡總佔地 120 公頃，其中包括 80 公頃葡

萄園。酒莊在 Pauillac 南面有著大片集中的葡萄

園，這些葡萄園位於波雅克台地的最好的位置。

葡萄園內第四紀砂礫土覆蓋於粘土和石灰石土

伯芮杜庫堡紅葡萄酒
Château BRANAIRE-DUCRU  2012  

・評價：RP.90
・伯芮杜庫堡位於法國波爾多梅多克地區的

Saint-Julien 產區，被知名的莊園環抱。該酒莊

悠久而璀璨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 1680 年。在

自由歐堡紅酒
Château HAUT-BAGES LIBERAL  2012

・評價：RP.90
・自由歐堡是法國波爾多產區波雅克 Pauillac 村

的酒莊之一，1855 年被評為五級酒莊。利博利

（Liberal）家族於 18 世紀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

家園，並用自己家族的名字命名了酒莊。1855
年，自由歐堡被評為五級酒莊。

自由歐堡目前有三塊葡萄園，均屬於波雅克產

區。酒莊的葡萄園面積為 28 公頃，80% 的土地

用於種植卡本內蘇維儂 Cabernet Sauvignon，

本期精選酒款推薦

法國 - 波爾多

法國 - 波爾多 法國 - 波爾多

法國 - 波爾多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日期：2015.11/13.14.15.16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時間：10 : 00 – 18 : 00
．活動：

  1. 展覽期間，蘿蔓妮攤位全品項買三送一

  2. 展覽期間，蘿蔓妮滿額贈：

     消費金額滿 2 千、4 千、6 千、8 千、1 萬，

     皆享有不同滿額贈品

  3. 每日於蘿蔓妮攤位，舉辦現場整點品飲會，

      由專業講師帶領品飲及講課

  4. 展期另有多項活動優惠，可詳見蘿蔓妮 FB
      粉絲專頁或官方網站

      www.romanee.com.tw

之上。種植葡萄比例為 60% 
卡本內蘇維儂，33% 梅洛，5%
卡本內弗朗和 2% 小維多。葡

萄樹平均樹齡為 35 年。採摘

後的葡萄經過篩選、破皮後，

會進行控溫發酵，隨後進行

20 個月以上的橡木桶熟成，

新橡木桶的使用比例為 60%

17% 用 於 種 植 梅 洛 Merlot，
剩下的 3% 則用於種植小維多

Petit Verdot。園內葡萄樹的平

均樹齡約為 25 年。莊主克萊

爾·維拉爾和酒莊釀酒師 Alain 
Sutre 一直致力於改進葡萄酒的

品質。如今，自由歐堡的葡萄

酒是波雅克最物有所值的五級

酒莊酒，數年來一直以雄健結

實的風格著稱。

巴漢肯特那克堡釀製葡萄酒，

從葡萄栽培，葡萄酒釀造到包

裝的整個過程都嚴格遵循技術

規範，完全符合理性農業與

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酒莊

于 1999 年建立了質量追踪體

系，為衛生管理以及一切與產

酒質量相關的環節指定了操作

標準，最後一道質量追踪工序

是在酒瓶上鐳射注質量追踪編

號，憑此編號可一直追踪從生

產到包裝的全過程。 巴漢肯特

那克堡是人們公認的“二級中

的頭牌”。

1855 年波爾多列級酒莊評

級中得到印證，伯芮杜庫堡

被評為了四級莊。伯芮杜庫

堡的葡萄園其中 70% 的土地

種植卡北內蘇維儂 Cabernet 
Sauvignon，22% 的土地栽種

梅洛 Merlot，5% 的土地栽培

卡北內弗朗 Cabernet Franc，
3% 的土地栽種小維多 Petit 
Verdot。這裡的葡萄藤平均樹

齡達 35 年。

資訊提供／蘿蔓妮酒藏

蘿蔓妮 2015 年 11 月酒展 
台北品酒嘉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