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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可分為前鰓類（Prosobranchia）和有肺類（Pulmonata）
兩種，前者以鰓進行呼吸，為雌雄異體，然而有趣的是大部分

的蝸牛都屬於後者 - 有肺類，以體內的肺結構進行呼吸作用，

且為雌雄同體。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現今普遍女性顯著的特質。

仔細觀察，現今女性承載了來自部份傳統思維下的責任，也因

時代的需要，不斷地要求自己在一定的領域精進成長，於是漸

漸地，女性堅靭的特質似乎更勝巨石般的力量，即便是細膩優

雅到性格強烈，雖各有不同的面貌，但幾乎到達了雌雄同體的

靈魂層面。

本期非常開心邀請兩位出色的室內設計師 - 譚淑靜及王詩嵐

與 Ligne Roset 展開女性對談，過程中縱使各自有不同的思考

模式、生活步調、甚至未來目標也截然不同，但對於事物的堅

持與熱情卻有著相同的默契。身為女性的我們除了看到一份自

在，同時也不自覺的感到驕傲。

Ligne Roset 希望藉由這本品味生活誌的不同面向，如同品嚐一

頓法式料理般，從開胃菜、主菜、到甜點，還有不可少的酒品，

帶給會員朋友們豐富精采的生活美學好滋味。

0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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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
 pendent獨

當

一

面

Woman

INSIDE WORLD desk ( 羊毛氈工作桌 )
design : Noé Duchaufour-Lawrance

VANITY SHELF enter ( 方圓組合功能掛飾 )
design : Outofstock

@-CHAIR armchair ( 耀眼藍主人椅 )
design : Toshiyuki Kita

Product Information
聰明自主性高的女人，生活有著明確的目標，

很清楚自己追求的事物，或許對於日常生活細

節不是那麼在行，家裡甚至還有點零亂，但獨

特自信的氣度往往能引領她們勇敢向前邁進。

梅莉·史翠普在「穿著 Prada 的惡魔」電

影中所飾演的雜誌總編輯 - 米蘭達，她具

備極高的時尚敏感度，總能精準嗅出下一

季的潮流 , 難以取代的專業能力，無疑是

獨當一面的最佳女性代表之一。

Indépendant



Roman-
 tic Romantique

浪

漫

至

上

Woman

浪漫與天真擺在一起似乎 too much,

在這裡我們讓浪漫與時尚碰撞，藉

由化學作用進行一場你我都無法預

期的美麗邂逅。

HUES low table ( 絹印玻璃桌面矮桌 )
design : Outofstock 

UPSIDE DOWN vase ( 口吹玻璃花器／深邃藍 )
design : Christian Ghion

ASOLA table lamp ( 謎影桌燈／白、黑 )
design :Evangelos Vasileiou

RUCHÉ sofa ( 特殊皺折沙發／鵝黃色 )
design : Inga Sempé

Product Information

還記得茱麗葉．畢諾許在電影「濃情巧克

力」中飾演一位專精於調製各種迷人口味

巧克力的神秘異鄉客薇安嗎？優美浪漫的

寓言，結合了童話故事般的情節，讓人不

知不覺陷入這迷人、神奇、誘惑力十足的

氛圍中。 ∥ 2016 即將推出∥

∥榮獲 2010 年紅點設計獎 RedDot 
最高獎項 Best of the Best 的肯定∥

RUCHÉ



由法國女星奧黛莉·朵杜主演的艾蜜莉的異想

世界，片中的艾蜜莉 (Amélie Poulain) 無比眾

的氣質，絕對是甜美女性的最佳代表之一。

Femmes

PLUMY sofa ( 單人沙發／嫩粉 )
design : Annie Hiéronimus

DESDEMONE bed ( 高 . 低背床組／粉色 )
design : Soda Designers

JO vase ( 花器／天空藍 )
design : Eric Jourdan 

PAN PAN accessories ( 免子擺飾／藍綠色 ) 
design : B. Kuehne-Thompson

Product Information

甜美的女人像各式顏色繽紛

的糖果般，總令人眼睛為之

一亮，而那些不經易投射的

目光其實是無可厚非的。

Lovely
甜美  女人

Woman

∥ 2016 即將推出∥

∥ 2016 即將推出∥

榮獲 2016 IFFS 新加坡國際家具展 - 客廳類 "winner"



JO
design : Eric Jourdan

亮光飾面搭配背部磨砂

上釉陶瓷花器。

PRESSION
design : M.&M. Frutuoso

簡約的外型，搭配有機

材質作為設計。

CUTTING
design : Jean Francois

三件管成套，表面為光澤

烤漆，材質為鋼。

時序漸進，來到了2016年春季，百花盛開滿

是生氣，本輯花器優雅鉅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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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OISEAUX
design : Pascal Mourgue

金屬光澤搪瓷花器，搭

配黑色平光鳥紋圖案。

左：紅陶瓷器

中：表面鍍鎳的鋁製光澤花器

右：手工切割的靛藍口吹玻璃花器

底部皆擁有設計師簽名。

OAN
design : Michael Koenig

KARLOS
design : Numero 111

花器的折線風格與材質

形成對比。
陶瓷上釉花器。

2D
design : Ligne Roset

2016 New
Generation Designer

BANDASKA vase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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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age Y5 IPERESPRESSO ILLY.

BEYOND AROMA
BEYOND ESPRESSO.

Iperespresso is the illy system which 
allows you to enjoy the perfect 
espresso even at home. Thanks to the 
eye-catching machines, innovative 
design and the special patented cap-
sules, which work through infusion and 
emulsion, the result is remarkable. An 
espresso which is always intense and 
velvety, with a rich, dense and persistent 
crema, from the first sip to the last drop.

Espresso capsules are available in me-
dium and dark roast, decaffeinated and 
monoarabica: a capsule for every taste.

Discover more: www.i l ly.com

特約經銷商 台中  概念店 04 2258 0222

台北  仁愛店 02 2356 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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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出生於法國的 Valence，憑藉對於設計高度敏銳的直覺，賦予各種材質

全新的可能性。大學時期主攻機械和製造生產專業，畢業後持續於 Toulon 的國

際設計學院取得工業設計碩士學位。目前投身於倫敦的 Youmeus 設計公司，為

眾多知名企業設計相關產品，如: Panasonic,Kenwood and Joseph 等等。此外亦

保持自由設計師身份，致力於創作，今年首度與 Ligne Roset 合作。

Romain Voulet
2016 新銳設計師

CALCITE lighting

靈感源自於一趟巴塞隆納的旅行，當時 Romain Voulet 拜訪

密斯凡德羅館邂逅許多高貴岩石材料，因而使用大理石製成

了CALCITE吊燈。他將這些材質結合科技產生出非凡張力，而

那股張力迴盪於過去與永恆之間，十分具有吸引力。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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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hem Studio

Dechem 工作室的成員共有二位，於2012年創立於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布拉

格。Michaela Tomišková 與 Jakub Janďourek 相識於捷克著名專攻玻璃設計

的 Novy Bor 學院。在那之後，Whilst M. Tomiskova 持續於布拉格藝術學院

攻研產品設計，而 J. Jandourek 則不斷累積自己在燈具及玻璃製造的技能

以及經驗，兩人今年首度與 Ligne Roset 合作。

2016 新銳設計師

Bandaska為三個一組的波希米亞花器組合，生產於捷克。製作

過程中顏料稀釋的部分難度非常高，加上手工口吹玻璃技法讓

彼此間厚度略有不同，形塑了獨特樣貌。

BANDASKA vases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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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 Sempé

BEAU FIXE armchair

如同一個巨大的金屬夾子

將泡棉夾住，且又被蓬鬆

的泡棉隱藏於其中，剛性

十足的金屬架構與柔性萬

分的泡棉坐墊組合，提供

身體一個全然包覆的座位

空間。

Ligne Roset 獨特全泡棉沙發 
MOEL, 宛如花朵般的坐椅造

型 , 讓身體能完全的投入與

放鬆。2007 年推出同年獲

得 RedDot 紅點設計獎最大

獎 Best of the Best 及 Grand 
Designs Award 等獎項肯定。

MOEL sofa

以 Ligne Roset 核心的縫紉技術結

合視覺可見的實木框架，整體呈

現出創新的沙發結構。於 2010 年

推出後獲得紅點設計獎 RedDot 最
高獎項 Best of the Best 的肯定。

RUCHÉ sofa

∥ New collection 

2015∥

Inga Sempé 1968 年 出 生 於

法國巴黎，畢業於 ENSCI-Les 
Ateliers， 修 讀 工 業 設 計。

2000 年開設了個人工作室。

與許多知名家具大廠合作 , 
例 如 Cappellini, Edra, Ligne 
Roset, Magis, 等等。曾獲 2003
年 Grand Prize of creation of 
Paris for design；2011 年 Elle 
Decor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的最佳設計師。

或許遺傳自插畫家雙親的藝術細胞，Inga 
Sempé 的設計總是多了一分美感，不盲目追

隨潮流的個性亦是她頗受讚許的特點。謙稱

自己並非充滿靈感的發想家，努力踏實的研

發與經驗成長才是她設計的完美指標。Inga 
Sempé 為 Ligne Roset 設計的 Moël 及 Ruché 
沙發更獲得紅點設計大獎的肯定，2012 年則

獲選為斯德哥爾摩家具展的年度設計師。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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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 Christ ine Dorner 25
歲 自 巴 黎 設 計 學 校 Ecole 
Camondo 畢業後，便前往日

本發展，開始她第一個系列

的家具作品。之後陸續在東

京、倫敦、巴黎待了十幾年，

這些城市成為塑造她職業生

涯方向的重要影響。

Marie Christine 
Dorner

DEMI TEINTES 
mirror

EPISODE
bedside table

由手工打造出的橢圓形桌面胡桃木床

頭櫃，白天也適合任何場域。

ALLEGORIE
coffee table

雙色鋁合金材質以 15 支細長柱體

打造出如建築結構的咖啡桌。

MCD sofa

流暢、簡潔的外形，通過縫線分隔成簡單

的方塊，保護內部的填充物，其縫線貼合

外部結構，同時又令靠背和扶手顯得飽滿。

精緻的面料讓人能夠感受到外部紋理與內

部柔軟填充物之間的邊界。加高的椅靠讓

你我充份感受依偎的溫度。

在不同的環境光線及角

度，將可探索鏡面隱約呈

現的灰色與青銅色身影。除了室內、城市、場景設計外，家具、餐

具、還有珠寶設計都難不倒 Marie Christine 
Dorner，擅長打造優雅精緻的質感，她的

作品總是完美體現真正的法國創意靈魂。

1987 年她回到巴黎展開新事業，迅速成為

法國設計新浪潮的領軍人物。1996 年轉向

倫敦發展，並待了 12 年，這次更跨足了教

育界，任教於許多不同的藝術與設計大學。

2008 年她再度回到巴黎創辦了「Dorner」
設計公司，並於 2012 年獲頒法蘭西藝術與

文學騎士勳章。

∥ New collection 

2016∥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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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性質：舊屋翻修

使用成員：夫妻 2 人 女兒 1 人 兒子 1 人 

空間面積；139 ㎡

座落位置：台灣 台北

主要建材：北美胡桃實木皮 水波紋楓木實木皮 馬賽克磁磚 薄片板岩

                     特殊塗料 鍍鈦金屬板 粉體烤漆金屬板 非洲柚木實木板

空間規劃：玄關 客浴 廚房 餐廳 客廳 書房 主臥室 主臥浴室 男孩房 

                     女孩房 儲物室 工作陽台 陽台

CLOUDS 雲朵壁飾

FACETT雙車縫線折紙概念沙發 (三人&腳凳 _米白 )
FACETT 雙車縫線折紙概念主人椅 ( 紫 )
BUL 大型特殊彎角立燈

Finding Ligne Roset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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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門開始，採用無遮蔽式

設計，讓大片落地窗外的綠

景，自然流瀉，印入眼簾，

使用延展性的概念，空間由

入口開始漸漸敞開，自然的

線條一路從牆面延伸到天花

板至家具及櫃體，屋主從不

規則形狀的設計變化中也能

感受到空間的自在。材質使

用天然的板岩石材、實木板

塊及木皮，更將大自然的無

拘無束引進屋內。

設計說明

PAM 原本椅面吧枱椅

OAN 鍍鎳鋁製花器

Finding Ligne Roset 
LUNA ROSSA 大型吊登

AVA 圓型餐桌

CIRCA 曲背餐椅系列

OAN 鍍鎳鋁製花器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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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因長期在國外工作，

住過數間飯店，所以嚮往

著回到家中能是一個讓他

感受到放鬆自在的居所，

因此毅然決然拆除了 7 年

的裝潢，為自己與家人重

新打造一個新居所，嘗試

許多新元素。

規劃背景

HELLOBYE 黑色多功能化妝桌

ASSA 白色皮革座椅

MALANG 小矮桌

OAN 鍍鎳鋁製花器

DESA 蛋白色手工口吹玻璃桌燈

Finding Ligne Roset Finding Ligne Rose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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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薪室內裝修設計         影像／吳啟民

單身好宅
案名：國泰森林觀道  劉公館

空間性質：公寓大樓 ( 新成屋 )

使用成員：男主人

空間面積：88 坪；290 ㎡

主要建材：天然木皮、實木板、鐵件、玻璃、大理石、乳膠漆、

                     烤漆、鍍鈦板、木紋清水模

座落位置：台灣  台中 

Ligne Roset
Case

4342



台中市的 88 坪大宅，位處高

樓層且視野良好，居住者為

單身醫師，設計師將他所熱愛

的滑雪板元素融入整體設計之

中，充分表現居者性格，並陳

列醒目的 Ligne Roset  AMY 單

椅家具，型塑視覺亮點，打造

出一間時尚都會的單身好宅！ 

設計說明

設計說明

首先將入門玄關隔間牆打除，

重塑一道新折牆，使玄關視

覺景深得以拉大，賦予入門

後的大器視覺感，並透過折

牆連接公共空間與私領域入

口，形成導引動線，客廳則

採鍍鈦板打造電視牆，帶入

精緻的金屬色調，搭配藍色

單椅畫龍點睛，替陽剛主調

注入時尚氣息，同時讓客餐

廳呈開放格局，於沙發後規

劃透明滑板展示櫃，延伸成

美好的視覺景深；主臥與書

房打通串聯，以雙面櫃做出

兩者界定，並讓床頭呈立體

造型，運用黑白色調彰顯對

比意趣，而藍色掛畫或書房

內配置的藍色單椅，則延續

了與公領域一貫的美好藍

調！主臥床頭牆刻意不做滿，

藉此維持光線流動性，並保

有床頭後方的一小塊沙發區，

讓屋主可於此休憩閱讀，或

欣賞窗外的美好景致。

AMY 主人椅／腳凳 ( 藍 )
OUVERTURE 黑色大型立燈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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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one
Condo Three Legged Pig Design ／ Mimi I. Chen

photo ／ G.Todd Photography

AMY 主人椅 ( 藍 )

受到經典設計 “Egg chair” 
( d e s i g n e d  b y  A r n e  E m i l 
Jacobsen 1956 ) 的啟發，產

品命名便以設計師姓名同音

字向設計大師致敬。特別設

計開發的殼型模組，線條比

起蛋椅在更加柔和。

TOGO 雙人沙發 ( 藍色 & 黃色 )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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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UM 超高彈性泡棉沙發

Three
Legged Pig Design

成立於 2012 年，希望跳脫傳統

典型的建築事務所的印象，定

位為一個精品設計公司，專注

於創造住宅或商業空間的獨特

個性，就如同事務所名稱 Three 
Legged Pig Design，是多麼的不

尋常，卻又能夠有鮮明的視覺

與想像。

Three Legged Pig Design 由 Mimi 
I. Chen 所主持，於舊金山地區

執業近二十年，是於美國加州、

奧勒岡州、華盛頓州、亞利桑那

州和內華達州的註冊建築師，除

了許多別具特色與風格的住宅空

間設計外，也服務像是 Pottery 
Barn、Peet's Coffee and Tea 和

Restoration Hardware 等 商 業 客

戶，協助他們以品牌出發打造合

宜的建築空間並拓展他們的業務。

Finding Ligne Roset

PLOUM 開發了全新的材料與結構方式，

包括超高彈性的泡棉及能適應其泡棉彈性

的專屬布料，且為了讓視覺及坐感都達到

雙人沙發最高標準，布料也加寬了原有規

格尺寸，讓沙發正面呈現無接縫線的完美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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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DE-EXPRESS 沙發床 ( 橘紅 )

Fever in France

巴黎露天市場．花都生活翦影

法國藝術插畫家／Malika Favre

以愛包覆的建築／ House of love

 COTE 十大綠建築獎／ Ying-Yang House 

Finding Ligne Roset

From
Beit Ha-Ahava 

House of  love
p58

有腳沙發床，表面如同手工床墊

般的舒適質感，鑲上精緻鈕扣裝

飾，彷彿回到 30 年代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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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向來喜新戀舊，即使嶄新現代的超市捲天蓋

地在大小街道插旗自立，盤踞於各個據點的傳統市

場仍然是喜好美食之花都人採買珍饈的首選。特定

的日子裡，踩著屬於自己的節奏，挽著藤籃、提著

購物袋或是拉著推車遊走於傳統市場，置身自然的

繽紛色塊與各具巧妙的氣味中，向長年交情的攤販

問安聊天、選購最新鮮的食材、詢問料理方法、交

換食後心得，滿載而歸的同時就近在隔鄰的咖啡館

歇歇腳，是生活，更是享受。

橄欖木手工製品攤

巴黎露天市場．
花都生活翦影

圖．文／杰希嘉 Jessica Yu

PA R I S 
SOUKS

巴黎的傳統市場分為露天市場以及處於固定建築物

內的有蓋市場，各有迷人之處，後者暫且不表，此

次專注前者。露天市場又分為處於固定地點、每日

營業的常設市場以及按每週特定日利用平時的道路

分隔島停車場或是路邊人行道營業的流動市場，然

而無論哪種形態，週一是露天市場的公休日，營業

時間大致是上午七時到下午二時半。每週特定日做

為流動市場的道路分隔島停車場都立有標示牌敬告

車輛駕駛人在營業當天上午七點之前必須將停放的

車輛駛離；營業的前一天，市場管理單位即會進行

攤位棚架的搭建，營業日的結束時間一到，市政府

清潔隊立刻入駐清掃整理場地，而管理單位隨即拆

除棚架以恢復停車場原狀，攤販們只需要開著貨車

準時來到現場，擺好貨物之後專心做生意，做完生

意收拾貨物駕車離開即可，完全不必擔心其他瑣碎

細節，各司其職，一切井然有序。對於逛露天，晴

海鮮攤 生蠔攤

雨暑寒，市場環境永遠乾淨清爽，便利通行，無論

採買或閒逛都是一段身心愉悅的小旅程！

巴黎有二十個行政區，每一區都至少擁有四、五個

大小不一的露天市場，短短一篇文章當然無法逐一

看個究竟，那麼就來一場巴黎精選特色露天市場之

旅吧！

52 53

Fever in France 
Life



歷史悠久的達利葛市場是除了週一之外，每日營業的常

設露天市場。由於市場沿著達利葛街兩側筆直展開，緊

鄰兩側的店舖商家，位於街道中段的達利葛廣場上還有

一處知名的博弗（Marché Beauvau）有蓋市場與露天舊貨

市場，因此達利葛市場裡的攤子皆以蔬菜水果為主，其

餘肉類、魚蝦海鮮、乳酪等皆由街上的專門店舖負責。

逛達利葛市場時其實是結合了相鄰的店舖、有蓋市場與

舊貨市場的多樣貌旅程，店舖之間還夾處著許多美味小

館、咖啡館、地方特產店和酒窖，熱鬧繽紛之餘色香味

俱全，非常精彩，流連於此，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法文以 Bio 表示「有機」，只有星期日營業的哈斯拜市場是巴

黎知名度極高的露天有機市場，與其他露天市場規模相較之下

明顯小了許多，卻聚集了最多擁有自家有機菜園的蔬果攤，甚

至連肉攤、乳酪攤、麵包攤、甜點攤、小吃攤全都屬於有機產

品，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一處專營橄欖木製品的攤子，販賣的

叉、匙、盤、杯、盆、夾、勺、奶油刀、刮刀、沙拉拌匙、砧

板、擀麵杖、皂碟全都是以橄欖木純手工製成，造形樸拙美麗

且堅固耐用，一旦購買之後，攤主會立刻塗上橄欖油進行保養，

日後每隔半年再自行以橄欖油塗抹表面，可以持續使用多年。

葛內樂市場的位置在地鐵 6 號線高架路段下方的空地，剛好處於

Dupleix 與 La Motte-Piquet Grenelle 這兩個地鐵站之間。市場裡應

有盡有，除了食物，還包括了衣物、廚房五金、舊貨、寢具與圖

書。靠近 Dupleix 地鐵站入口的蜂蜜攤極好，由蜂農直接經營，

有各種花蜜、蜂蜜香皂、蜂蜜甜點，以及各種蜂王乳、花粉、蜂

膠產品，尤其是含有蜂膠的棒棒糖，感冒咳嗽時含在嘴裡，有助

於舒緩症狀。市場中段區域有一處佔了三個攤位大小的生蠔攤是

生蠔喜好者萬萬不可錯過的聖地。選購一打生蠔，請攤主現場開

殼並以專門的蠔盤裝著，再到隔壁的水果攤買顆檸檬，請老闆直

接對半剖開，然後端著生蠔走到攤位後方的草地上借用蔬菜攤的

空置木箱當桌子，擠上檸檬汁就可以直接大塊朵頤，這樣不到 15
歐元就可以享用 12 顆送 1 顆，總共 13 顆鮮美極了的生蠔！靠近

La Motte-Piquet Grenelle 地鐵站的那一段區域有一處由吉普車改

裝、一對哥倫比亞夫婦經營的行動咖啡館，提供現煮香醇的哥倫

比亞咖啡和咖啡豆，還有研磨服務，是逛市場途中歇腳的好選擇。

Marché Grenelle ｜葛內樂露天市場

Marché d’Aligre ｜達利葛露天市場

Marché Bio Raspail ｜哈思拜露天有機市場

｜ 巴黎 15 區葛內樂大道（Boulevard de Grenelle），

     介於盧美街（Rue Lourmel）與商業街（Rue du Commerce）之間

｜ 週三 7:00 am – 2:30 pm ／ 週日 7:00 am – 3:00 pm
｜ 地鐵 6 號線，Dupleix 站或 La Motte-Piquet Grenelle 站

位 置

營業時間

交 通

｜ 巴黎 12 區達利葛街（Rue d’Aligre）
｜ 週二至週日 7:00 am – 2:00 pm
｜ 地鐵 8 號線，Ledru Rollin 站

位 置

營業時間

交 通

｜ 巴黎 6 區哈斯拜大道（Boulevard Raspail），

    介於謝席米蒂街（Rue de Cherche-Midi）與漢訥街（Rue 
      de Rennes）之間

｜ 週日 9:00 am – 3:00 pm
｜ 地鐵 12 號線，Rennes 站

位 置

營業時間

交 通

杰希嘉  Jessica Yu
旅居巴黎自由撰稿作家
法國古董商工會翻譯
巴黎斐杭迪美食學校口譯
米其林名廚 Guy Martin 專任翻譯 法國藝術家 Malika Favre 乘坐在這張色彩鮮明的 Ligne Roset 

OTTOMAN 單人沙發，完全顯露出她對色彩的高敏感度。

神 秘 濃 烈
法 式 情 調
Malika Favre 插 畫
藝術家的創作世界
文字／ Joe          圖片提供／ Malika Fa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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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Alphabet   描繪字母 A 到 Z 

Malika Favre 官網連結：www.malikafavre.com

‧  Malika Favre 為英國電影學院獎設計的電影海報作品「年少時代」。

來自法國的插畫藝術家 Malika Favre 從小

在藝術之都巴黎長大，目前生活於英國

倫敦，作品風格為極簡主義，並奉行「less 
is more」為設計圭臬。Malika Favre 的作

品大膽濃烈，能從中感受一股由內到外

的獨有氣質，這些深厚的涵養皆隨著時

間累積淬煉而成。

透過 Malika Favre 的作品了解法國女人是

道最直接的途徑之一，她筆下的女人總

是俐落、優雅卻又帶著些許神秘感；作

品中運用的曲線加上獨到的配色，帶出

強烈的視覺感受，運用極簡的線條傳達

驚人的張力，想必是深刻了解女性魅力

的藝術家才能創作出這樣充滿衝擊感的

作品。

在插畫作品 Alphabet 中描繪字母 A 到

Z，Malika Favre 認為低俗與活潑有趣間

只有一念之隔，無論是對創作情色藝術

還是欣賞情色藝術的人來說，當中的界

限是截然不同的。她說：「我相信自己

的插畫具有濃郁的女性風格，不可能對

任何將性看的有趣的人產生冒犯或厭惡

的感覺，我從來不會展示那種流於表面

的設計，觀眾經過仔細的觀察，便會進

一步發現我想傳達的內涵。」

而另一幅作品則是與英國經濟公司合

作，為第 68 屆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進行

海報設計創作，以復古與新黑色風格分

別創作了五部電影的海報，分別是「年

少時代」、「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

店」、「鳥人」、「愛的萬物論」、以

及「模仿遊戲」。

｜ Malika Favre 官網連結｜
www.malikafav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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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of love 
案名｜ Beit Ha-Ahava: “House of Love”
位址｜ Los Angeles, CA
建築設計｜

Rios Clementi Hale Studios
Bob Hale, FAIA, principal-in-charge
Anthony Anderson, NCARB, LEED AP, associate (project architect)
Aimee Less, associate (interior design)
Elisa Read, designe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ullien Harcc, graphic designer (custom panel design)
類型｜住宅

攝影｜ Undine Pröhl

Beit Ha-Ahava 由建築事務所 Rios Clementi Hale 
Studios 規畫設計，案址位於加州洛杉磯。案

子的名稱 Beit Ha-Ahava 是來自希伯來文「愛

之家」，希望打造出一個充滿愛的住所。住宅

共有三個樓層，地面的車庫、娛樂室和兩間臥

房，主要樓層的客廳、餐廳、廚房、健身房，

上層樓層的主臥房、辦公室、客房、洗衣間及

陽台，以及戶外庭院、游泳池和 SPA。

從建築外觀能看到十分醒目的鏤空鋁板包覆了

整個上層空間，這些能夠開闔的鋁板以希伯來

文的愛的拼字作為鏤空的圖騰元素，以愛包裝

了這個家，使得房屋成為名副其實的「愛之

家」。鏤空的效果也讓房屋中充滿了各種的光

影效果，不論是日光或是月光，有時能夠看到

映照出文字的天花板，愛的意象以各種形式呈

現在家的每個角落。

屋主希望家中的牆壁數量能夠降到最低，讓家

中能充滿光線與通透感，因此房屋由前至後是

完全連通的，方便家庭成員或是客人來訪時自

由的進出。設計師更在房屋中央設計了一個能

夠形成空氣對流的開口，讓光線進入的同時也

能節約能源。

Ligne Roset 經典全泡棉 TOGO 沙發／藍
( 雙人、三人、轉角 )

58 59

Fever in France 
Interior



建築外觀醒目的鏤空鋁板以希伯來文
「愛」的拼字作為鏤空的圖騰元素，鏤空
的效果也讓房屋中充滿各種光影效果，成
為名副其實的「愛之家」。

案名｜ Ying-Yang House
位址｜ Venice, CA
建築設計｜ Brooks+Scarpa
類型｜住宅

攝影｜ John Linden

得獎紀錄｜

•AIA California Council, 2013 Merit Award, Architecture
•AIA California Council, 2013 Honor Award, Sustainability
•2013 National AIA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COTE)  
     Top Ten Green Project Award

Ying-Yang 
House Ligne Roset 經典全泡棉 TOGO 沙發

（三人／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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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ang House 由建築事務所 Brooks+Scarpa
所設計，案址在加州 Venice 於 2011 年完工。

這棟建築是為一個龐大且人數不斷增加家庭所

設計，企圖創造一個平靜舒適的生活居所，同

時又擁有多種能夠社交且溫馨的開放空間，甚

至是一個適合青少年結交朋友的活潑場所。

Brooks+Scarpa 提出了一系列多種不同的室內

外模型組織出這個家的空間，包含各式各樣的

庭院和戶外空間，這些空間各有特色，同時也

能夠容易的成為室內空間的延伸。鄰街面觀看

房屋像是一個單一的巨大量體，但進入門後卻

是經由一個室外的小庭院才進入室內空間，然

後發現建築本身是由兩個交錯的量體所構成。

在一樓空間中，客廳與庭院間是一道長達 40
英尺的玻璃滑門，開放的空間讓舉辦派對時賓

主盡歡。而房屋後方的階梯將一樓與二樓的空

間連成一气，像是個不斷循環的室內外通道，

從入門到起居空間，然後到臥房空間，室內外

變化且高低起伏的安排讓空間充滿趣味。

廚房可以說是這個房屋的核心所在，不只連結

了多個公共空間和樓上的臥房空間，開放式的

設計也讓在廚房中工作的家庭成員能夠與在其

他空間中的成員產生視覺的聯繫。

這棟房屋的設計除了符合家庭成員的社交和生

活機能外，也考量了許多節能環保的要素，像

是安裝了許多的太陽能板，提供了房屋所需的

所有電力同時又具備遮陽的功能；房屋內還有

許多建材及內裝是來自回收的材料：像是竹製

的收納櫃、牆面使用的石材和磁磚等等。屋頂

部分也設計了草坪和植栽，有效降低了房屋的

室內溫度，Ying-Yang House 也獲得了 2013 年

的 COTE 十大綠建築獎項。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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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 Taiwan

品味野餐

我聽妳說．妳聽我說／ 對談企劃

霧中回音／四位女藝術家聯展回顧

法文輕小說推薦

品味嗅覺／走一趟法蘭西香氛之旅

電影介紹／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



品
味

野
餐

單元企劃｜ Joe
文字｜ Joe 
攝影｜ MAGMA Naoki ENDO 
餐點｜

Have a
 picn

ic
LUPO 矮几

切口式把手托盤設計，使它具備機能性；櫻桃

木邊緣以黑色絲印烙上設計師 LOGO。

春陽的溫度，不高不低那麼的剛好，趕走了喧

囂回歸於質樸。在城市中努力建構理想生活，

卻只有在擁抱這片土地的時候，才又能像個孩

子般的天真爛漫。

野餐緣起於西方中世紀貴族的娛樂活動，起

初為大規模狩獵結束後填飽肚子的戶外宴

飲，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許多皇家園林開放

大眾使用而形成野餐風潮，二十一世紀開始

盛行於亞洲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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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Lee West Designer| Ligne RosetDesigner| B. Kuehne-Thompson

多用途的提籃以藤編織製成，提

把以牛皮輔以鉚釘完美固定。

手工吹製玻璃，可用於照明或擺

設，燭台底側有設計師簽名。

玻璃纖維烤漆製成的免子傢飾擺

設，有藍綠、粉紅、粉黃三色供

選擇。

CHARMOTTE 置物籃 TILT 燭台

Designer| Pascal Mourgue

突破常見高腳杯的呈現形式，將

杯柄結合杯體，使得容量更勝一

籌。系列酒杯包含香檳杯、葡萄

酒杯和水杯三款。

OFFRANDE 系列杯組

PAN PAN 擺飾

Designer| Guillaume Bardet

上釉陶瓷花器，此創作表達藝術

創作家內心思緒對於時間更迭所

呈現出來不同的意境。

LUNDI 22/02  花器
Designer| Brad Ascalon

能在烤箱、洗碗機和微波爐內放

心使用。

PAYSAGES 系列餐具

訂 製 一 場 完 美 野 餐    送 給 寵 愛 自 己 的 妳

A

A

E

E

F

F

B

B

C

C

D

D

我
聽         
説

聽

我
説

Listen & Talk

聆聽與傾訴是一種非常親密的互動關係，建立

在某種程度的情誼之上。本期很榮幸邀分別邀

請兩位備受業界肯定的室內設計師，與 Ligne 

Roset 進行一場如朋友般卻有著親切合作關係

的對談。如果妳正巧認識她們，透過對談內容

或許將會發掘那可能不曾知悉的另外一面，假

若妳不認識她們，恭禧了，透過這次的對談內

容，妳將對自己身為女性感到無比驕傲。

單元企劃／林金玫          採訪／林金玫          文字／劉筱筠  

攝影／台北：李政翰             台中：MAGMA Naoki ENDO

特別感謝／禾築國際設計 & 和薪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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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ne Roset Taiwan 資深店經理 Natashia( 左 )

‧  禾築國際設計 譚淑靜 ( 右 )

Ligne Roset Taiwan
資深店經理 Natashia
禾築國際設計 譚淑靜 ( 以下簡稱 T ) 
                            vs. 
Ligne Roset 資深店經理 Natashia( 以下簡稱 N)

Q1     談談兩人如何開始建立起合作關係？對於彼此的

印象是如何？

T&N   還記得那是位於內湖的案子，業主本身對於

Ligne Roset 已有一定程度的喜好，也因此選用許多

Ligne Roset 的傢俱產品。

N     跟 T 接觸的這些年，總能感受到她溫暖的那一面，

以及對於專業的堅持。總是詳細提供業主各方面的喜

好，讓我在進行傢俱產品建議時，能較輕易的把握細

節，服務到位。

T     N 給我一種溫暖柔和的感受，與一般常接觸的進

口傢俱業務人員不太一樣，她對產品掌握度很高，從

不急於推銷，深深感受到 N 對於 Ligne Roset 這個品牌

充滿自信。

Q2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合作案？

T     近期王小姐的案例應該是目前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case 吧。一般的空間設計者對於作品呈現的模樣通常

已有一定的主見，許多時候必須讓業主了解規劃上的

巧思，而非一昧妥協。這個 case 起初業主非常想保留

老房子舊有的傢俱，像是淺色 L 型沙發和一盞紅色吊

燈，而身為設計師的我必須考量這些屋主想保留的物

件是否與設計架構搭配得宜。有趣的是我們採取漸進

式溝通，慢慢引導業主，先是換掉了沙發、再來是吊

燈，後來業主對於成果相當滿意。在過程中努力嘗試

傳達並保有我們的設計思維，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禾築國際設計 譚淑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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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 Talk

N     起初決定好沙發樣式時，業主的

先生不是很滿意，大家各有堅持，因

此整個簽約過程峰迴路轉，直到空間

幾近完工的時刻，業主一家人終於能

感受設計師對空間概念呈現的堅持，

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這一切真的很值

得。

Q3     最欣賞對方哪些特質？

T     N 讓客戶沒有壓力，有候到門市

走走不會讓人有種必須要買的壓迫

感，她很有耐心，而且高雅的生活品

味，完全與工作融合在一起，幾乎就

是 Ligne Roset 的品牌代言人。

N     接觸品牌的時間約十幾年左右，

產品就像自己的收藏一般，有時候絕

版產品售出內心甚至會泛起不捨的漣

漪。T 是一個有自我堅持的設計師，

對於人的那份溫暖態度是我一直都非

常喜歡的部分。

Q4     不工作時，如何放鬆自己呢？

N：學習是永無止盡的，我花了許多時

間學習新的事物。過去大部分的時間投

注在自身，現在我花更多的時間與家人

相處，安排家庭旅行，平常就照顧我的

貓咪了 ( 哈哈 )。

T     不工作的時間不多，即便沒有畫圖

也不會停下思考的腳步，有時間的話一

定會陪著家人，為他們下廚，或者安排

旅行，這樣能夠短暫脫離現況，這是強

迫自己不工作最有效的方法。

Q5     如果可以的話，用哪一種動物來

形容對方還有自己呢？

N     事物瞬息萬變，必須在有限時間內

做出最有效的反應，這讓我的工作步調

緊湊。感覺某部分的自己像是羚羊，選

定目標後設法達標，即便路途遙遠又耗

時，仍會執著去完成。T 有種王者之尊

的風範，像是帶有力量的獅子，追隨著

理想，在生活範圍內將事情做到最好。

T     N 像是貓，優雅且步履輕快。自己

像隻狗，對於認同的一切便會忠誠追

隨，並持續努力。

Q6     給未來的自己一段話？

N：採用更開放的心態學習新事物，期

待自己蛻變成神眼中人們該成為的樣

子，增添生命的豐富度。

T     隨著年月累積，生命體應該要活的

愈發自由且快樂，在工作上除了服務客

戶以外，想完成一些有趣好玩的事，不

為其它只為自己而作，並且希望能夠持

續的工作。

‧  禾築國際設計 譚淑靜  設計師
  作品獲臺灣 TID 大獎 , 德國 IF 室內建築類大獎等多項獎項肯定

‧  Ligne Roset Taiwan 資深店經理 Natashia
   服務年資：15 年

和薪空間設計 王詩嵐 ( 以下簡稱 W)
                            vs. 
Ligne Roset 資深銷售 Makiyo ( 以下簡稱 M)

Q1    談談兩人如何開始建立起合作關係／第一次合作

的印象？

W    本身就很喜歡 Ligne Roset 這個品牌，當時手上有

個案子是一對年輕夫妻，業主帶給我的感覺是幽默卻

不失優雅，我認為與 Ligne Roset 相符，正巧這時候 M
的來訪，建立起第一次的合作關係。M 是一個相處起

來沒有壓力的人，她很親切，整個人給我的感覺與品

牌形象很接近，更重要的一點是從一開始的討論、下

單到售後服務我都能感受到 M 的積極度。

M    年紀相仿，沒有設計師架子，挑選過程中會以整

體設計、後續使用保養、業主預算來做考量，最後在

與業主、設計師三方討論的過程中能很快達成共識，

果斷而直接的特點讓彼此的溝通擁有基本默契。

Ligne Roset Taiwan
資深銷售 Makiyo

和薪空間設計 
主持設計師 王詩嵐

Q2    最喜歡 Ligne Roset 哪一樣產品，可否簡單述訴一

下原因。

W    TOGO 沙發，太經典了，經典對我來說就是永恆，

在四十年前就可以做出這樣的設計，以一個發泡材不

需要支撐模式來完成一個商品，光本身的工藝技術就

是經典。實際上使用的時候很有包覆感，我可以就這

樣坐著，放空自己，真的很舒服，加上重量又很輕盈，

移動位置很方便。

M    最喜歡 PLOUM，它的外型搶眼很有個性，坐感很

符合自己的需求，適合各種姿態癱坐達到完全的放鬆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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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 Talk

Q3    平常有運動習慣嗎？最常從事的運動是？

W    其實也稱不上習慣，但有時間的話會去上瑜

珈課程，舒緩工作壓力。平常都跑工地或是窩在

電腦前製圖，所以筋骨的舒展對我而言蠻重要的。

M    喜歡各種戶外活動，登山、騎車、水類運動都

會參與，不過當中最頻繁執行的就屬跑步，下班

後換雙慢跑鞋就可以進行了。

Q4    現況讓自己滿意嗎？

M    不算滿意，但我很喜歡目前的工作，希望能夠

擴大服務的族群，當然這需要時間的推進以及自

我能力的精進。

W    大致上滿意。處在感興趣的領域當中，每一

個經手的案子都想像成是自己未來要使用的空間，

以這樣的信念去著手設計，完成的時候能夠短暫

享受其中，對我而言是很棒的。當作品完成後交

到業主手上，我會以一種嫁女兒的心情，希望業

主能好好的對待她。

Q5    如果不從事目前的工作，最想往哪一個行業

發展？

M    其實我本身是學設計的，不務正業還蠻可惜

的，可能的話希望朝產品設計努力，因為我覺得

台灣本身有很好的製造技術，品質都有一定的水

準，只是外型、比例、結構設計這些方面還能比

現在更好。

W    想往細木作產業發展，從一開始的毛料到自

己刨料，純手工製作小型木頭藝品，我本身喜歡

實木帶來的溫潤感，之前參與過細木作課程，在

沒有使用任何一顆螺絲的狀態憑藉榫接完成一張實

木桌子，過程很耗費體力，卻讓我感到相當放鬆。

Q6    對於享受生活的定義為何？

M    生活是由非常多瑣碎的事情結合而成，必須享

受其中，不要覺得浪費時間。例如早起為自己或

親人朋友準備一頓早餐，從擺盤到收拾洗碗，過

程每個動作其實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W    認真去感受、體驗每件大小事物！我認為目

前的自己處在體力及能力的最佳階段，盡力去實

現夢想，當年紀更長時，回過頭來看這一切絕對

都是值得而美好的，以這樣的心情去努力便是享

受生活的一種方式。

‧  Ligne Roset Taiwan 資深銷售 Makiyo
  服務年資：5 年

‧  和薪空間設計 主持設計師 王詩嵐
   2015 台灣新秀設計師 銀獎 ( 居住類 ) 等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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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

 

中

回

音
「霧中回音」聯展由策展人覃桂茂，

邀請四位以自然、風景為創作主題的

藝術家張佳綺、陳若軒、郭心漪與辜

琪鈞，以各自擅長的媒材：水墨、攝

影、水彩與膠彩，回應其遊歷自然後

的內在風景。藝術家將自己置身於自

然的中心，除了連結了對外在自然

的觀察外也體現對內在自我探尋的歷

程，表現出當代的風景意境。

圖文提供 ╱ 張佳綺、郭心漪、陳若軒、

                      辜琪鈞

策 展 人 ╱ 覃桂茂

圖文提供 ╱ b.LAB 基礎實驗

展覽時間 ╱ 2016/2/27~3/27
展覽地點 ╱ 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76 號

展
覽
回
顧

張
佳
綺

簡介｜

目前就讀於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創作組碩士。創

作對她來說像是一場沉澱心靈的儀式，擅長使用

水墨工筆，專注於描繪線條與層層疊疊的暈染之

下獲得了沉靜、安穩的精神狀態。

關於作品 2015《山之片刻》｜

靈感源自於自然植物，將植物元素的圖像並置交

錯，投射內心關於自然植物的聯想，描繪植物靜

謐、優雅、充滿生命力蔓延的各種姿態，目前以

水墨為主要創作媒材，使用工筆技法處理細緻筆

觸與線條，展現女性特有的細膩思緒，在創作中

處理細節過程中，投射出內心關於自然植物的聯

想，同時梳理浮動的思緒，利用淡雅的色彩發揮

出水墨的典雅特性，營造出古典浪漫與唯美。

創作以外的她｜

個人私下的喜好是製作、收藏食物模型，或與家

人一同照顧家中的花草盆栽，出於對植物的喜愛，

近期也著手製作乾燥花，偶爾也擔任朋友藝術攝

影的麻豆，也喜歡利用攝影捕捉植物的片刻，是

興趣一方面也作為創作的參考，由於大學時期參

與動保社團，協助照顧流浪貓犬，所以平時也會

關注動保團體的相關活動，偶而協助製作宣傳海

報或看板。

連結｜     facebook.com/Changkaakii

作品名 Title ╱山之片刻
材質 Material ╱水墨紙本設色
尺寸 Size ╱ 115x61cm
年代 Year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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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心
漪

簡介｜

「發現平凡中的不平凡，感動簡單中的不簡

單。」是郭心漪從開始創作以來一直極力想

展現出的哲思狀態，從豐富的人文景象到單

純可愛的動物世界，進而追求恬適嚮往自然

的水彩作品，在在都反映出她對周遭環境的

觀察體驗與強烈關注。

2015 光之戀 In The Light of Love ｜

池中的水泡，在光的照射下，顯得璀璨奪

目，光采動人。當適切的時機到來，池塘中

的許多物件，都有成為主角的可能，這是光

與水的戀愛。

創作以外的她｜

她非創作時不是閱讀就是攝影。畫畫是整日

的生活，因尺幅的需要，需花費非常多的時

間才能畫好一幅作品，然而閱讀是隨時可做

的事，瑣碎的時間可讀些短文，每晚睡前則

接力閱讀較長篇幅的文章，好的文章總是倍

感新鮮，發人深省，她總覺得人類能思考是

一件多麼讓人興奮的事啊！另一愛好則是攝

影，創作中的休息時間與外出時隨手拍攝一

些有趣的瑣碎，將逝去的時間用相機攫取下

來，用這種方式體驗生命與生活，是她最大

的樂趣。

連結｜     www.kuoart.com/creative/

作品名 Title ╱光之戀
材質 Material ╱水彩
尺寸 Size ╱ 105x75cm
年代 Year ╱ 2015

陳
若
軒

辜
琪
鈞

簡介｜

簡介｜

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藝術碩士。她認為真實紀錄

的事物不見得都是真的，期待能記錄到的是抽象

化的表象與其下的精神轉折。她喜歡攝影，因為

一路執著，所以現在它得以成為她的職業。她是

一個喜歡透過攝影分享故事的人，因為分享讓她

重複被感動，因為分享讓她找到價值。

台灣當代藝術家，以東方媒材創作知名。

作品簡介｜

作品簡介｜

“ 陳若軒的《I will be with you today》系列，是

一組文字（吳亞林）與攝影（陳若軒）相互對話

的作品，從片段的影像與片段的詩意旁白交錯，

使用文字詞性交錯及攝影曝光手法進入時間的無

度量性。如其中一段詩句所述：「.... 太陽終究

會昇起，但是飛行體持續逃離它 , 就好像我可以

永恆的滯留在前一天。」

這系列的作品主要以唐卡和小乘佛教的修行呈現

為主軸，用傳統唐卡畫制作的顏料以及木板打

磨，於膠彩作品創作理念上，藝術家藉由兒時與

父母一同玩樂時的創作，用最純真的想念去了解

自己，與自我對話並產生思考，在創作的過程當

中，除了解構與重組「經文」的形態外，也從回

憶兒時童年對待事 物的態度和生活、生命事件發

生的自省與再思考。而除了這些「自省」的創作

狀態、自我心靈狀態的平撫，顏色堆疊象徵時間

與空間的關係，這是藝術家想去發現及 嘗試的，

希望在不間斷的自我與環境的對話之中，找尋和

挖掘更多創作的欲念和想法並持續的延續下去。

創作以外的她｜

創作以外的她｜

她是一個工作狂，當不在為她自己創作的時候，

就是在為她的業主創作。因為她的工作地點幾乎

都不在家，所以當她不外出工作時，幾乎都在家。

當她真的需要休息或是為自己創作時，一定會選

擇旅行，只有不在台灣她的心才能不寄託於工作，

得以開始為自己創作。

個人喜好於工作一段時間後到某個異國待上幾個

月，不管是藝術家駐村或是度假，不同的文化體

驗能讓創作者激發靈感，也能夠更加感受到自身

文化的美好與特別之處。她認為，不管是到了哪

裡，最寶貴的資產是自己的過去。

連結｜     www.rhchen.com

連結｜     www.facebook.com/colombano1110

作品名 Title ╱ I will be with you today, because I am with you tomorrow.
材質 Material ╱ Hahnemuhle Museum Etching. 館藏藝術紙
                            Hahnemuhle Protective Spray. 無框內縮鋁板
尺寸 Size ╱ 120cmx80cm（1/8 版）
年代 Year ╱ 2015

作品名 Title ╱偈
材質 Material ╱日本進口棉紙膠彩、金箔
尺寸 Size ╱ 145.5x112cm
年代 Year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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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文 | 信鴿法國書店

想要擺脫煩悶的日常生活、開啟一場精神旅行的時候 ╱

印度苦行僧的法國 IKEA 朝聖行，竟意外

演變成衣櫥環遊世界之旅？

阿賈什密就是個騙子。他從印度飛到

法國，前往 IKEA 朝聖，任務是買一張

99.99 歐元的釘床來治病。當然，治病是

詐騙術語，誰想到村人真的集資幫他買

了張機票！然而，偏偏釘床要等明天才

能送到，阿賈什密被迫只能留宿 IKEA，

然而靠著身上一張 100 歐元假鈔，以

及他拿手的「小本領」，阿賈什密不僅

吃了一頓美麗女士請的午餐，還成功在

IKEA 內藏身到夜晚。就當他悠哉地準備

去撒尿時――忽然有人走近！他眼明腳

女
孩
們
的

人
生
處
方
籤

法
文
輕
小
説
推
薦

French 
Light Novel

快的躲進衣櫃裡，結果這個衣櫃門竟開

啟了一場遊遍五國的冒險旅程，這位騙

子的愛情、信仰、命運……整個人生也從

此驚天動地的大翻轉！

作者侯曼 • 普耶多拉斯幽默風趣，熱愛

旅行和寫作的他，在小說中常融入自己

的各種體驗和想像，在他的作品中可以

看見各種歷史、及文化的縮影，就好像

有對翅膀藏在他的文字之間，帶領讀者

飛往不同的世界。

《L'extraordinaire voyage du fakir qui était resté coincé dans 
une armoire Ikéa / 我在衣櫥寫作的日子》

1

獨寵自己，一個人也能細細品味的散文集 ╱

需要追愛的勇氣？都市女孩的愛情冒險之旅 ╱
《Demain J'arrete ! / 明天我就不追了！》

這本書的作者菲立普．克婁代曾經在

同一年分別以短篇小說《LES PETITES 
MECANIQUES / 小機械》以及小說《LES 
AMES GRISES / 灰色的靈魂》分別獲得

法國兩大文學獎――龔固爾及荷諾多文

學獎，是法國當代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除了文學作品，克婁代同時也投入電影

拍攝，其作品《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 我一直深愛著你》屢獲佳績，

廣受觀眾喜愛。

年輕的女孩茱莉隔壁搬來了神祕的新房

客，起先因為對方逗趣的名字而上了心，

然而在兩人尷尬又困窘的相遇後，新鄰

居的迷人魅力令茱莉目眩神迷，深深陷

入愛情的泥沼之中！然而，在一次跟監

中，茱莉意外發現夢中情人的天大秘密，

並決心為愛進行一次轟轟烈烈的犯罪！

「男人是愚蠢的，女人是瘋狂的，當他

們遇見彼此，有時會做出一些很美的

事。」這本小說除了茱莉無理頭、天馬

行空的幻想，還有各種荒謬有趣的情節，

讓人不禁捧腹大笑。書中充滿女主角無

止盡的 OS，藉由茱莉千迴百轉的思緒和

2

3

在這本《PARFUMS / 氣味》中，每篇文

章標題都按字母排列，克婁代收集了各

種不同的味道：大蒜、家庭聚會、地窖、

防曬乳 ... 等，在簡短的篇章中，細細描

繪每個味道背後的回憶及故事。讀者在

閱讀的過程中，也可以藉由這些香味，

融入自己的記憶。於此書中我們品味的

不只是氣味，還有撲鼻而來的回憶。

《Parfums / 氣味》

她傻氣卻勇敢的表現，讓每個正在暗戀

的女孩都能感同身受，並重溫愛情的甜

蜜滋味，是本獻給所有年齡女孩的幽默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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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無法像風華絕代的瑪麗蓮夢露，只穿香水，但無

法否認，香水會讓你更女人。

法國的女生，有獨特的韻味，香水是她們特質的延

伸，在特殊的場合，和情人的約會，香水跟著你的心

跳，散發你想要瀰漫整個場域的魅力，營造你想像的

情境，甚至離別後給人的餘香回味。

的確有些記憶是伴隨著嗅覺，它會喚醒你深埋的曾

經，像初戀愛的青蘋果般微酸甜香。在法國旅遊，尤

其不能錯過跟香水有關的景點，除了巴黎 PARIS 有香

水博物館，普羅旺斯的格拉斯 (GRASSE) 跟埃茲 (EZE)

T
a

ste
S

m
ell

品味嗅覺，
走 一趟
法蘭西 香氛之旅

‧  座落普羅旺斯山城的 Le Couvent des Minimes

也都有香水工廠供遊客參觀，當然，

沒有香水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這部

電影的驚悚，參觀過程中倒是有濃厚的

香水味，詳細導覽後，還可以選購相關

產品，來自台灣的香茅，也是入選為香

水基底原料之一，配合復活節或熱門話

題，也有復活節彩蛋跟黃色小鴨的造型

香皂，無比可愛又討喜。

想進一步浸淫在『香氛』旅趣，你一

定不能錯過隸屬名牌羅萊夏朵 (Relais & 
Châteaux) 系統，歐舒丹旗下經營的莊

園旅館 Le Couvent des Minimes 入住，

體驗頂級餐飲旅館的純正法蘭西風情，

以及品牌引以為傲的 SPA 服務，莊園

外放眼望去滿是薰衣草田，甚至還可以

預約搭熱氣球。

Le Couvent des Minimes 前身是座始於

17 世紀的修道院，位處法國南部普羅

旺斯最優越的地理環境，這裡 Apilles
群山擁抱，滿布香料植物的田野，更是

全球薰衣草產量最大的區域，古意盎然

的教堂、鐘樓、亭臺、樓閣、山城，更

為此地增添繽紛且氣質的人文色彩，因

此 被 讚 譽 為『Petit Trianon of Provence 
』，意味著法國的精緻優雅，人與自

然，風土完美結合的精彩詮釋！其中的

‧  靜謐且香氣盎然的旅館環境，格外清幽愜意

‧  結合歷史建築與當代設計巧思，入住即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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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舒丹旗下旅館，品牌專屬 SPA 亦是一絕

山城 Mane 於是成為歐舒丹莊園旅館的

選定之處，經過多年蛻變整修，將古老

莊嚴的修道院，打造成現在雅緻浪漫 Le 
Couvent des Minimes，更在 2008 年 6 月

同步成為歐舒丹總部，並推出同名專屬

香氛&保養品牌，可見此處的夢幻美好。

 
頂著清澈透亮的陽光，普羅旺斯的田野

更加顏色多彩亮麗，旅館則呈現了普羅

旺斯一貫且名聞遐邇的柔美色調與慵懶

氛圍，加上特意安排的香氣盎然，讓人

得以愜意地享受旅館假期，沉醉在周遭

優美的南法光景，也多虧星羅棋佈於其

中的歷史建築點綴，小教堂、鐘樓、 室
內迴廊、中世紀迂迴曲折的門廊，為這

座旅館憑添更多耐人尋味的深蘊意境， 
這種人文厚度，正是現代旅館缺少的趣

味與內涵。主廚 Jérôme Roy 曾跟隨米其

林三星大廚多年並歷練亞洲，料理個性

鮮明、味覺豐富，帶領餐廳於短短 2 年

內晉升為一星級，旅館早餐更是健康有

機新鮮，進門處 12 隻可愛活潑的綿羊景

象，尤其讓來訪客們記憶猶新…

就像「香水」這部電影的旁白 :「有一件

香水作不到的事，那就是它不能使他如

常人一般愛人與被愛。」，所以如果你

不親自去趟法國，是無法感受到這座香

氛國度特有的深邃魅力，一如人們總無

法理解，為什麼「法國女人」的優雅如

此獨樹一格。特別推薦，七月初遊賞南

法普羅旺斯的最好時節，薰衣草季、向

日葵田、哈密瓜的甜香、Le Couvent des 
Minimes 的香氛瀰漫……最後回到巴黎，用

國慶煙火做 Ending~ 讓我們就出發，去

呼吸法國的浪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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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yaljetway.com.tw

台灣代理：法迅

導演：黎亞德薩圖夫

螢幕比例：1.85:1
片長：89 分鐘

音效： DD 5.1
字幕：繁中

級別：輔導級

洋蔥主觀評分｜

劇情 80
影像 85
音效 85
娛樂 90

平均分數：85

《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

Jacky in Women'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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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劇情可以說是架設於一個架

空的世界，也可以自由的把它當作

是一部與我們性別待遇相反的平行

世界科幻電影。總之，「女子漢的

顛倒性世界」台灣中文片名，就已

經相當清楚的把這部法國電影的劇

情架構給描述出來，而本片最有趣

的基礎角色架構，就建立在把我們

現實世界中的男女地位及價值觀給

反轉過來，有點像看著上下顛倒或

是鏡射的圖片影像，熟悉的畫面與

人物性格描繪中，卻帶有一絲說不

上來的詭異感。

劇情中的男主角（女主角？）傑奇

（文森拉寇斯特飾），從小就沒有

受過什麼教育薰陶，就是穿著刻板

印象中伊斯蘭穆斯林國家被硬性規

定所穿著的頭巾服（阿語音譯「希

執」），這些地位低等的「男性」

們他們完全屈服於「女性」，女性

當政的軍政府完全掌控土地、食物

等，男性所生存的目的與期盼，就

色溫雖然是 6500K 左右的感覺，但

是不會有過黃的視覺煩躁感，因為

除了黃色系的色彩之外，如藍、綠

等色調，都呈現的清新爽朗，同時

演員膚色調雖然把白人慘白的質感

稍作修正，卻沒有偏紅好似被陽光

晒傷的味道，膚色的清爽度非常的

優秀。

在短距離鏡頭上人物髮絲細緻程度

夠，中距離以上的建築物屋瓦個別

細節也夠清晰，雖然幾個城市中個

是能獲得一位掌權女性的青睞，以

獲取一段美好的婚姻。

與我們傳統觀點中的男尊女卑主權

顛倒的設定，是本片最有趣的主要

設定，然而在這個錯換的設定出發

點之外，所看到的劇情走向，其實

都是現實世界中，卑微無助的女性，

如果想要一步步達成任何不同價值

觀點的目的的話，最常使用的「武

器」就是以性來換取。只不過「女

子漢的顛倒性世界」在將性別設定

顛覆我們的既定思緒設定之後，經

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或是做

法，更能設身處地的瞭解到不同性

別所感同身受的歧視衝擊。

雖然本片為了彰顯現實世界中女性

地位的卑微與父權至上的強烈感，

把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宗教所延伸的

教義當作議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給人一種以非穆斯林教徒的觀點來

擅自批判自己所不認同的觀點，但

這些都只是本片佔絕大多數的劇情

内容介紹

關於影像

中，先給予觀眾的一個煙幕彈，直

到接近電影劇情尾聲時，或許影像

與故事情節的轉向，比原本架構給

觀眾的單純性別地位顛倒的設定更

為震撼，從原本以為的「男尊女卑」

角色互換幽默諷刺，到另一個與我

們現實世界一樣性別設定的愛情

觀，這才驚覺人們相同的愛情選擇，

是否依舊「驚嚇」著保守的各位？

洋蔥在觀看「DVD」的時代裡，對

於不同片型其音效規格的要求並非

一致的，譬如說商業類的動作片，

版權屬於法迅多媒體有限公司

別的場景下，遠距離窗簷及外牆磚

塊線條等，因鏡頭的左右移動而產

生上下直線條的細微抖動，但發生

的頻率都還算低。

本片的銳利度也有中上水準，儘管

不是非常犀利硬調的影像銳利度，

卻不會讓人覺得影像有失焦模糊的

現象，同時本片的影像質感說起來

相當的詭異，正片中並不容易看到

什麼影片粒子（除了片頭之外），

畫面中的影像好像都經過電腦磨平

修飾過，每個影像景物的表面均細

緻光滑，特別是演員的臉部鏡頭，

而且影像的透明感與對比也非常的

漂亮，暗部影像的層次和黑色調將

暗部細節影像表現的蠻不錯的。

沒有 DTS 音效加持就好像覺得娛樂

性不到位，而一些文藝愛情片假使

只有 DD 2.0，感覺好像也無所謂。

這樣的「大小眼」無非是因為電影

劇情類型所導致的，其實以一位消

費者的立場來說，無論哪種片型，

片商只要在製作上沒有問題，消費

者都有權享受到最高的音效格式。

正如這部「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

DVD 一樣，雖然只是文藝劇情片

型，所附有的主要音效仍是有著最

為基本的 DD 5.1 聲道。

儘管一如觀賞前的預期，這部作品

不會有太多浮誇的動態音效，或是

前後音場的交會演出，所有的聲音

還是以前方音場為主，於音色渾厚

度上，一點也沒有打折。

槍聲音效在本片中算是蠻特別的，

鏡頭拍攝軍閥部隊開槍時，手槍的

擊發聲音調和現代警匪片相比，是

屬於比較高的那種音質，但射速聲

響偏高又清晰的配置裡，卻沒有那

種只有夠清晰，但音質顯的虛弱的

關於音效

症狀，此外音效配製的「趣味性」

也感受的到，鏡頭有帶到開槍畫面

的，聲音較為高亢明晰，在鏡頭外

開槍的聲音，便變得較為低沈厚實。

文字／江口洋蔥（賴鐸元）
重度電影愛好者，是網路上知名
的電影、DVD、BD論評家，曾經
出版「DVD 租購指南」等書，目
前擔任「新視聽」雜誌光碟介紹
專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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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 IPERESPRESSO ILLY.
BEYOND AROMA
BEYOND ESPRESSO.

Iperespresso is the illy system which 
allows you to enjoy the perfect 
espresso even at home. Thanks to the 
eye-catching machines, innovative 
design and the special patented cap-
sules, which work through infusion and 
emulsion, the result is remarkable. An 
espresso which is always intense and 
velvety, with a rich, dense and persistent 
crema, from the first sip to the last drop.

Espresso capsules are available in me-
dium and dark roast, decaffeinated and 
monoarabica: a capsule for every taste.

Discover more: www.i l 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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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lsion, the result is remarkable. An 
espresso which is always intense and 
velvety, with a rich, dense and persistent 
crema, from the first sip to the last drop.

Espresso capsules are available in me-
dium and dark roast, decaffeinated and 
monoarabica: a capsule for every taste.

Discover more: www.i l ly.com

Ligne Roset VS. COMICS
2016 TOGO 塗鴉創作新布款

Ligne Roset 秉持創新宗旨，今年與英國插畫家 Jon Burgeman 首

度合作，將塗鴉創作布料使用於沙發上，此款有趣的布料名為

COMICS，恣意奔放的線條，有著高度色彩的視覺享受，可營造出

生氣蓬勃之現代感，預計 5 月抵台，敬請期待。

Taipei Showroom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3 號

02-2356-9055

Taichung Showroom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五路 266 號

04-2258-0222

Royal Jetway 皇家國際運通『特選系列』

『皇家國際運通』旅行社，近年力推年輕化『特選系列』，期望

讓年輕族群以平易價格，享受皇家一貫高規格的品味旅遊，2016
已推出西班牙、印度、法國…等 6 款行程。＂豐富行程 + 升級餐

宿 + 特選專屬 4 重優惠”是您平價奢華旅遊的首選。

+8862 2719 4586（休閒旅遊部／島嶼渡假）

+8862 2719 8111（訂製旅遊）

www.royaljetway.com.tw

以春光佐咖啡  追求極致體驗

Illy 植根於世界上最好的咖啡種植區，對咖啡

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理解，還有科學家的求

知慾和工程師對完美工藝的熱情。輕巧的新

一代『Y5 膠囊咖啡機』結合精巧耐用的鋁合

金及強化玻璃機身，強調功能性與美觀皆具

備的核心設計。內建兩個自行調整的水量控

制按鍵，以及可調整高度以符合各式大小咖

啡杯的滴落架，以確保您能輕易地以各種方

式享用義式濃縮咖啡。另有『Y1.1、Y3 膠囊

咖啡機』限量出清，售完為止。更多活動詳

情請洽各 Ligne Roset 門市。

Taipei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3 號

02-2356-9055

Taichung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五路 266 號

04-2258-0222

顛覆傳統  瞻望前衛 
超越想像的三宅一生超展開特展

設計風格大膽創新、但為人極其低調內斂的三宅一生，透過與東京國

立新美術館的首度合作 – 於 3/16 日至 6/13 日之間，進行為期將近三

個月的作品全系列特展，本次特展有別於過往特殊系列的單獨展出，

一次呈現三宅一生超過四十五年來，最具有代表性的創作和製作技

法，不僅能飽覽具有革命性創新設計的縐褶款式，還能見識到 – 像是

運用強化塑料纖維、合成樹脂、藤條等異素材，為服裝打造貼合身形

的流暢線條與令人驚艷激賞的新奇觸感。

【展覽資訊】

地點：國立新美術館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 7-22-2
展期：2016 / 3 / 16 ~ 6/13
AM10 : 00 ~ PM18 : 00 (Fri / PM20 : 00)
電話：+81 3 – 5777 – 8600
備註：每週二休館，5/3 為國定假日開館。

Information
新                            聞                           資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