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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個偶然的機會看了「阿甘正傳 (Forrest Gump)」這部電影，片中阿甘的

角色是一位智力低於平均水平的人物，但是阿甘的母親從小則不斷的告訴他：

「你並沒有與別人不同 ...」，然而一路上面對許多異樣眼光的他，憑藉著與生

俱來的驚人毅力與堅持，竟也單純不假思索的成就了生命中許多壯舉。

阿甘第一次接觸桌球，便開始了沒有間斷瘋狂似的練習，最後甚至代表美國赴

中國參加友誼賽，並獲得總統的接見；離開戰場後的阿甘為了實現與同袍間的

約定，展開捕蝦事業，在一番波折後反而如魚得水地開啟了成功的布巴甘蝦業

公司；某天早晨，阿甘穿著跑鞋端坐在家門前，突然起身跑出家門，這一跑沒

有停止，完成來回橫越美國三次的長跑，總計跑了 3 年 2 個月 14 天又 6 個小時。

然而在阿甘精采的生命歷程中，總是時不時有人問他：「你是聰明還是呆？」

看似聰明的你我總不時陷入一種想同時完成許多事物的欲望黑洞裡，並在黑洞

中開始自我荼毒，卻又遍尋不著難以達標的原因，週而復始的甚至又把自己往

另一個黑洞深淵裡丟。拉回事物的原點，我們是否可以嘗試重現阿甘特有的單

純、專注。在某些領域特別出眾的名人總是倍受大家敬佩及讚賞，扣除少數爆

紅的案例，這些成功受注目的名人付出的心力與時間與投注於事物的專注，正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許多事情沒有失敗而是在成功前我們提早放棄了。

本期 Ligne Roset 品味生活誌採訪到「台中國家歌劇院」總監王文儀、「我的蛋

男情人」電影導演傅天余，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努力與成就絕對是憑藉著堅持與

熱情不斷地把自己往前 push, 才有今日的成就；從設計師、插畫家的身上我們

一樣可以嗅到這股堅持的心，堅持會為夢想記錄足跡，最後終究能走出屬於自

己的康莊大道。走在堅持這條路上你，是聰明還是呆，只有自己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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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裝登場

2016

．橢圓形鍍鉻鋁合金機身設計

．可自行調整水量控制按鍵設計

．頂端設置可置放兩個杯子的溫杯架。

．流量測量系統設置 espresso 的最佳容量

．LED 指示燈在咖啡製造過程中照亮您的杯子。

．靜止 30 分鐘後自動切換節約能源模式。

台北仁愛門市 02-23569055
台中概念店 04-22580222

法國眼
台中新光三越七樓 04-22541197

特約經銷



LETTINO
C.Dondoli&M.Pocci

MUSHROOM 
 Nick Rennie

GRILLAGE
 François Azambourg GRILLAGE 使用大片網狀金屬製作，彎折出如蝴蝶翅膀般的

輕薄質感，打造出這張悠遊市內外的兩用座椅。表面使用

Epoxy 烤漆加強他在戶外使用時的耐用性，座椅可以另外搭

配座墊或是靠墊，有室內專用的高彈性布料，也有室內外兩

用的防水布料，使用上更加靈活自在。

有著白色噴砂材質燈罩以及使用鋼材加重過的底座設計，經過特

殊防鏽處理，能夠滿足室內室外使用需求。

LETTINO 躺椅以白色漆面結合鋁質結構，打造出一款優雅時尚的

設計，其中使用的彈性纖維布料不僅耐用且易於保持，靠背經由

5 道齒輪系統調節，可隨喜好調整高度，無論是午休的小憩片刻

亦或閱讀姿勢皆能滿足；底部 2 個輪子設計能輕鬆移動躺椅，增

添戶外使用的魅力，特別的是 LETTINO 可折疊設計攜帶更容易。

CIRCLES
Maria Jeglinska

CIRCLES 即為 " 圓 " 之意。設計師運用兩個圓形，拋光不鏽鋼

的材質創作出簡約順暢的矮几，桌面為仿白色大理石的特殊

陶瓷。堅實的工法與材質，用最純粹的幾何還原工藝之初！

Ligne Roset 的 Indoor-Outdoor 系列家具又添新成員，現在不只

悠遊您家陽台或是花園，泳池邊與船艇上也能讓你靈活運用。除

此之外，更別錯過我們精心規劃的戶外專用地毯及燈具，實用與

氣氛兼具的設計讓您的戶外空間不再只有冷硬的桌椅，趁著天氣

好時，與三五好友一起在戶外用餐小酌共享歡樂時光。

內外
皆宜



ARIANE OUT 可發揮創意隨興吊掛或是直接擺

放於桌面或地上，當夜晚來臨，點亮高高低

低的 ARIANE OUT ，就像身處一座繁星點點的

小森林。

ARIANE
OUT 

Edouard Larmaraud

GLOBE 極為純粹的大型蛋燈，在空間的某個

角落裡靜靜的為您而明亮。

GLOBE 
ligne roset

NOOMI
Tous Les Trois NOOMI 折疊桌在室內外均可使用，設計概念

源自於歐洲街邊咖啡廳的桌子，是塑造空間

現代感的好單品。為了帶給廚房轉角、陽台

或花園絕佳的便利性，桌面使用高科技奈米

板（Fenix HPL）製成，而桌面折疊的功能，

增加了儲藏時的方便性。

ROSALINA
Alice Rosignoli 運用玫瑰米色系的編繩完成椅座及椅背，結

構經由特殊防腐處理，椅腳使用聚酯漆上色，

適合搭配柚木餐桌使用，座椅之間彼此能夠

重疊，儲藏容易不佔空間。



ELIZABETH
Nathan Yong

TOITS DE
PARIS
Alice RosignoliELIZABETH 的迷人之處即是充滿豐富有機的設計感，同時以

現代的工法來製造沙發的主架構，設計師將感性與現代科技

材質完美的結合，並展現出流暢的線條。戶外系列增添了新

的特殊科技座墊包覆材質，更能符合「戶外」使用的需求。

不同高度的陶器花盆，成套擺放時如巴

黎街頭滿佈的屋頂和煙囪，能在 -5    以
上的環境使用，底側印有設計師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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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Y
Annie Hieronimus

2016 年重新再版 1980 年代由設計

師 Annie Hieronimus 設計的經典沙

發 PLUMY，此款沙發以 Ligne Roset 
獨特的全泡棉製成技術打造，座墊

及靠背墊裝載舒適柔軟的鵝毛，輕

巧翻展的靈活設計搭配專屬腳凳，

或坐或躺皆能滿足不同姿態卻同等

舒適的獨特體感。PLUMY 提供單

人、雙人、三人沙發及專屬腳凳作

搭配，坐墊及靠背墊則提供原有布

襯或另選覆蓋布料兩種選擇。

ESTENDA
Busetti Garuti Redaelli

ESTANDA 可調角度衣帽架

設計靈感源自花梗概念 ,
結合胡桃木與黃銅呈現沈

穩時尚的生活質感。

創新是 Ligne Roset 的核心精神，當復古風

潮與居家時尚強烈撞擊的這年，我們推出

了一系列令人感到懷舊卻又如此驚豔的新

品系列，包含經過重製發表的 PLUMY 沙發

及多項閃爍黃銅光澤的傢飾產品，讓溫潤

的實木與閃亮金屬，搭配極具奢華感的絨

布材質共奏今年度最夯的復古旋律。

2016
秋季．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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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 TEINTES
Marie Christine Dorner

CUPIDON
Noe Duchaufour Lawrance

CLYDE
Numero111

CUPIDON 以黃銅及大理石結合的茶几，概念源自永恆

與虛幻的愛情，黃銅桌面鍍有銅鋼，方便清潔整理。

DEMI TEINTES 鏡中鏡，以半色調的方鏡融合

圓形明鏡，訴說著現實生活中，當我們習慣

以不同色調的濾鏡補捉美好事物的同時，卻

也正處於真實不虛的世界。以美國胡桃實木

鏡框搭配銅色或灰色鏡面，猶如一件高雅俐

落富含意境的藝術品。

CLYDE 以鍍銅鋼製桌腳架構出雙層

異質桌面。上層為煙燻透明玻璃，

下層為堅固的大理石效果特殊材質

桌面，導圓角設計展現出明亮而柔

軟的當代時尚風範。

2016
秋季．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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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I
Marie Christine Dorner 

WALLHOUSE
Roberto Paoli per

NANI
Frederic Sofia

WALLHOUSE 煤黑色鋼質造型

壁面架，讓飾品、小物有專屬

的小房子空間。

NANI 櫸木燈座，搭配口吹玻璃燈罩

設計，如同一頂帽子掛在帽架上，

左右搖擺猶如被風吹動般，賦予功

能以外的詼諧靈魂，有桌燈及落地

燈兩款選擇。

JALI 花器燈飾由工匠精心打造黃銅網狀燈罩，在您一展花藝

裝置的同時，也可以透過開啟光源來場小形的光影投射秀，

2016
秋季．新品

同系列乳白色球狀燈座有著均勻柔和的外

表及光源，兩兩搭配展現出高

度的實用及時尚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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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Nigro

MANAROLA

MANAROLA 為票選 2014 maison & object 
年度設計師 Philippe Nigro 重塑 ligne roset 
七十年代全泡棉結構的最新力作。如同一

個巨大的坐墊般靜置於空間中，微傾的沙

發靠背與俐落大器的外型，散發沉穩內斂

的最新時尚姿態。

HEIGHT 82 / 85
WIDTH 92
DEPTH 102
SEAT 37 / 40

HEIGHT 82 / 85
WIDTH 170
DEPTH 102
SEAT 37 / 40

HEIGHT 82 / 85
WIDTH 210
DEPTH 102
SEAT 37 / 40

WIDTH 92
DEPTH 60
SEAT 34

ARMCHAIR MEDIUM SETTEE LARGE SETTEE FOOTSTOOL

剛柔並濟
在 2016 年的新品系列中，尤其是這三件搭配強烈色彩與風格

的沙發設計令人難以移開視線。Philippe Nigro 以誇張的量體

重新詮釋新世代全泡棉結構沙發的精隨；Nick Rennie 以經典

語彙結合充滿時代氣氛的布料創造出回味無窮的優雅座椅；

Pierre Charpin 則以充滿實驗與玩味的手法打造出一件客廳玩

具。三位設計師分別以不同角度切入這股復古旋風，

展現出各自獨特的風貌。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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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Rennie

SOFTLY

作 品 常 曝 光 於 世 界 指 標 設 計 雜 誌 
Wallpaper* 的 Nick Rennie 早已於 2001
建立了一個名為 Happy Finish Design 工

作室，對他來說，設計是一個與消費者

共享的過程。2016 年 SOFTLY 新款沙發

以舒適、古典韻味原始的設計為概念，

運用沙發的基本元素重構椅背及扶手，

主體由後方延伸往前形成方形扶手，垂

直的線條明確的劃定座位分界，不同尺

寸的鵝絨抱枕分布坐落，就像是放在床

頭裝飾擺放的那些枕頭一般。

MEDIUM SETTEE LARGE SETTEE

HEIGHT 87
WIDTH 170
DEPTH 90
SEAT 42

HEIGHT 87
WIDTH 230
DEPTH 90
SE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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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harpin

SLICE

ARMCHAIR FOOTSTOOL

HEIGHT 80
WIDTH 92
DEPTH 88
SEAT 42.50

WIDTH 92
DEPTH 35
SEAT 42.50

身為一位視覺藝術家，Pierre Charpin 將

每一件家具都注入這樣的靈魂。經典座

椅 SLICE 的重新再版無疑是個美好的決

定，舒適度的等級也被重新評估，迎來

全新的生機卻也保留原有的設計概念。

SLICE 俐落分明的線條被再度喚起，加

入腳凳後能無限制的改變沙發尺寸，打

破對於家庭空間使用的既有想像，除此

之外色彩的調配對於擁有獨到見解的您

提出熱烈的邀請，一不小心還會迷失其

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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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
Champagne
圖文提供／分子設計

沿著台中市快捷巴士路線往西邊

走，座落於台中市西屯區的全新建

案，單層室內空間佔地 25 坪，由於

從事電子業的屋主，平時的工作十

分忙碌，因此從初步的溝通就希望

住家是以一個舒適放鬆為出發點，

討論到設計細節以及材質的運用我

們選擇不用過多的裝飾，以簡約現

代的方式來呈現整個空間的氣息。

案例名稱：Pink Champagne
設計公司：分子設計

設  計  師：李培媺

座落位置：台中市西屯區

空間面積：25 坪

空間性質：單層住宅 ( 住宅、辦公室、公共空間…)

RUCHE 左扶手沙發 _ 米灰色

NOLLY 可拉式雙桌面茶几

MENHIR 100% 純羊毛手工編織地毯

PAN PAN 兔子飾品 _ 嫩粉紅

LACE 沙發椅凳 _ 藍色大型

Finding Ligne Roset 

Ligne Rose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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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從事電子業身分的屋主，感受到無憂平靜的睡眠品質，在主臥房特別

以暖色調為主軸，在床背牆的設計上也多有巧思，利用不同大小的板材分

割與鐵件的收邊來做一個細節的呼應，此外搭配一盞白色吊燈，在柔美燈

光的點綴下，無論在白天或夜晚都能夠使空間營造出舒適放鬆的氛圍。
眠

在入口處清楚的利用灰色系磁磚來定調室內空

間，使用低明度的天然木皮於牆面，設計出開放

式電視牆的獨特構造，在客廳的部分透過木皮及

漆面兩種不同的面材，呈現出光線、建材與飽和

度之間的對話，走進這個縱橫之間所製造出和諧

氛圍，延伸深入至餐廳區和廚房，在餐廳的部分

選用色系則是以暖色的實木材來讓整個空間的溫

度達到一個平衡，並與客廳兩者之間創建一個連

續的背景傢具，選擇上除了色調、材質搭配，另

外因為空間低明度色系搭配了 RUCHÉ 灰色沙發，

使空間襯托出了主色調淡灰色系的質感。

暖

RUCHE 左扶手沙發 _ 米灰色

ROCHER  木頭咖啡邊几

TV 經典單椅 _ 芥黃

HELLOBYE 多用途桌

Multy 沙發床

LACE 沙發椅凳 _ 嫩綠小型

STRESA 室內外兩用編織繩單椅

LUNDI 22/02  蔚藍口吹玻璃花器。

Finding Ligne Roset 

Finding Ligne Roset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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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圖文提供／方構制作空間設計

TOGO 三人與雙人沙發 _ 鵝黃色

BLOOM 造型落地燈 _ 白色

SOMERSET 白色手提牛奶燈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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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不喜歡制式的設計 , 我們由光斜射進室內的角度去發想 ,
將一主斜線 ( 傭人房 ) 劃分出後 , 沿著這斜率去劃分客廳及書房區 ,
天花造型也隨之搭配變化 , 營造整體的和諧感 , 隨著不同天氣光線變化 ,
屋內風景也會有所改變 , 增加空間的趣味。

只留兩間臥房 , 將空間留給公共區域 , 但提出有傭人房的需求 ,
為減低傭人房隔間劃分後公共空間被縮小的觀感 ,
利用一道斜面延伸至玄關 , 並不封至頂 , 作為造型主牆 ,
背後的畸零空間就成為傭人房 , 利用天花造型延伸至內部 ,
使此區域不影響整體開放感 ; 客廳作為視聽區使用。

天花使用綠建材鑽泥板減化聲音反彈 , 也增加材質的變化 ,
並利用沙發背後造型矮櫃收納大量的 CD.DVD; 書房區為小孩的天地 ,
可以讓兩個小孩在這塊大面積腹地或坐或爬 , 或伴著陽光灑落 , 慵懶在臥榻上閱讀。

案例名稱：光的角度

設計公司：方構制作空間設計

設  計  師：彭任民 呂麗淳

座落位置：竹北市

空間面積：215m2         
空間性質：住家

light
& spece

GRILLAGE 室內外兩用蝴蝶椅 _ 白色雙人

( 可另選搭座墊／靠墊 )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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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er in France

台中國家歌劇院．王文儀總監專訪

從舊件窺看法國生活科技縮影．杰希嘉 

南法光影採石場．科技與空間再造美學

 Vertigo Hotel 炫麗旅店

Carrières de
 Lumières

South French 
p48

廚房則是女主人的天地 , 特意將料理時的視角往客廳及書房區看 ,
在處理輕食時可與小孩與先生互動 ,
鐵件吊架補足開放區收納量不夠的問題 ,
是好客的業主與三五好友聚會的所在。

屋主不喜歡太多制式的櫃子 ,
我們在更衣室運用鐵件吊架將收納量做到最大並保留彈性 ,
讓屋主可以自由添購喜歡的收納盒。

選用 Ligne Roset 法國進口家具不僅舒適 ,
鮮明的顏色更顯出業主個性不受拘束的特色 ,
窗簾的紅色也是業主親自挑選 , 電視牆及書房區的黑板漆 ,
會因為屋主當下的心情變化出不同樣貌。

kitchen 
& room

MAJORDOM 銅色搖

鈴閱讀燈橡木邊几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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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文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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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
為
自
己

       
走
進

       
歌
劇
院
﹄

台
中
國
家
歌
劇
院

開
幕

現
場

採訪撰稿／陳嘉恩

攝影／ KRIS KANG

舞台和觀眾席的距離，不等於王文儀與民眾的距離。

萬眾期待的台中國家歌劇院在紛擾下正式開幕，這位資深劇場人、曾任台北

藝術節執行總監的女性�王文儀，一舉扛下重責大任，被媒體稱做：國家歌

劇院的領航者。

究竟，國家歌劇院這艘巨大的藝術之船要航向哪裡？海面上正面臨什麼樣的

波折？這一陽光明媚的午後，從歌劇院散步到 Ligne Roset 台中概念店簡短的

路程，歌劇院聳立在王文儀身後，灰色的牆面有些反光，就像海面上的波光。

美好中帶著陰影，似乎是王文儀早已怡然自得不確定性，所以很是親切，從

容不迫的說給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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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多元化發展的歌劇院，對

於民眾的意義是什麼？又，民

眾該以怎麼樣的角度去端看歌

劇院？

A：我覺得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步，是為

了自己來歌劇院一次，因為只有為了自

己來到歌劇院，安靜地去找到表演藝術

中自己最喜歡的項目與接觸方式，這時

候才會覺得表演藝術和自己有關，這個

理論適用在我們生活所有的購物選擇上，

也適用在表演藝術。所以我會鼓勵所有

人一年起碼來歌劇院一次，這一次是為

了自己，第二次是為了朋友，第三次是

為了情人、先生、小孩或不得不，再來

才是社交！

我敢說，只要你願意隨便買一張票，踏

進來，就知道原來表演藝術家們，一直

是是用這樣的方法生活著、創造著，在

這九十分鐘裡，你和它都無法被取代，

因為好的作品就是直接到你心裡面，它

不企圖為了眾生而說，他是專注在和你

說話，所以我一直覺得劇場是當下事物

和未來事務的揭發。

鋪一條紅地毯邀請你走進

Q：異業結盟也是表演藝術推

廣很有效的方式，歌劇院在這

次開幕季做了許多異業嘗試，

這些嘗試是想要消弭舞台與觀

眾席間的距離和門檻嗎？

A：文化組織一定要異業結盟，因為一旦

開始異業結盟，消費費者就會知道文化組

織不是孤芳自賞的，而是產業和意見領袖

都認同的。

很多人覺得藝術有門檻，但因為異業結盟

就有了紅地毯。

我從來不企圖要消弭門檻，因為劇場真的

是一個需要準備和理解才會享受的地方，

但當有異業結盟，那條紅地毯就會鋪的很

漂亮，我們這個門檻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放，邀請民眾帶著開放的心情來接

觸更多藝術和文化，這樣你才能產生思

辯。

我企圖創造更多對話的可能，觀眾完全可

以來告訴我們這個戲爛到不行，或對我們

說這個戲太好了！為了你自己走進歌劇

院，不要忘記自己和作品的關係，這就是

歌劇院存在最大的價值。

藝術翻新基地

Q：在台灣劇場發展約三十年

後，重心由北拓展到中南，絕

對是一場不簡單的挑戰。您身

為一位資深劇場人，在規劃國

家歌劇院這樣一座全新的場

館、場域時，您的定義與期待

是什麼？

A：一個劇場不能置外於社會的發展與民

眾喜好。歌劇院雖然是台灣全新的劇場，

總是我們不能從第一年開始做，我們要

從第三十一年開始做，所以當接下總監

這職務時，不過就是很簡單的心情：我

和團隊要帶著十八般武藝到一個新的場

域，讓國家歌劇院能直接跳過前面三十

年的嘗試和錯誤，直接開始成長。

我們把歌劇院定義為「藝術翻新基地」，

希望歌劇院存在兩個層次：一是作品本

身能去翻新舊往的思維，但不企圖去改

變舊往的價值觀，這很重要，而且是當

代劇場該有的使命。就好像 Ligne Roset
的家具看起來好像很新，但他有因此顛

覆了什麼嗎？其實沒有！舒適的椅子、

舒適的家具這件事情從來沒有被撼動過，

可是卻在造型手法、顏色材質上進行改

變與研究，讓它具有當代的意義。

所以關鍵是在行銷溝通上我們是否能啟

動並找到對的觀眾，以致今年開幕季我

們把全球最重要的作品、最好看的演出

帶到台中觀眾的面前，讓大家知道歌劇

院不只是一個殿堂，它是娛樂感與藝術

感兼備的。

改變消費型態為自己觀賞

Q：就教育層面，歌劇院又有

什麼樣的目標呢？

A：我永遠是在鼓勵所有的家長帶小孩來，

因為歌劇院的存在就是為了傳承。藝術

欣賞是一輩子的事，他沒有辦法被取代，

藝術鑑賞的能力與習慣在孩子的生命中

會佔有巨大的影響力，劇場本來就不是

學習單，應該像是看電視、讀書一樣的

習慣，那個視野本身必須自己去追尋，

而追尋的過程就是一個習慣。

找到答案，與過去、現在、

未來對話

所有的民眾應該把國家歌劇院當成是

一個尋求答案的管道與基地，雖然當

下你不一定會找到答案，而是建造許

多的生活經驗，有了生活經驗，你就

會發現紅色要配紅銅好看，你三年前

在裝潢家裡時你有可能為這件事情苦

惱過，但如果你沒有這個經驗，就不

能解決你三年前疑惑，而我認為進劇

場就是在解決未來的問題或三年前的

疑惑，文化或藝術的事物就是等在那

裡，給你一個可能的角度與答案，但

作品本身又不僅僅只有一個答案，所

以必須讓自己靜下來，有意識地去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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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件窺看
法國生活科技縮影

1880~1930
首先看看這些垂掛著的長柄紅銅器具，

可不是煎鍋之類的炊具，而是 1880 年

代法國富貴人家常見的暖床器。當時的

法國冬天如果屋子沒有壁爐的話是非常

難耐的，就寢時若能躺在暖呼呼的床褥

上，更是無上的幸福享受！先在暖床器

可開啓的紅銅容器部份放入燒紅的木

炭，使用紅銅鑄造是因為導熱快，持著

長柄先將暖床器放入床下暖床，一段時

間之後，再持著長柄將暖床器如熨斗般

游走於一層層的床褥上，等最上層的床

罩也暖過了，就可以暖和的安穩入睡。

這類優美精緻的暖床器隨著暖氣的發展

與普及漸漸成為懷舊的裝飾品甚至是古

董收藏，但是在法國偏遠的山區，寒冬

時節依然可看到有些人家持續運用。

接下來則是這個 1900 年的烤栗子爐。

法國天氣一轉涼就宣告差不多是吃栗子

的時節了，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栗子意

味著準備攜手過冬，而最簡單又最能誘

惑感官的栗子料理方法還有什麼比香氣

四溢的烤栗子更具魔力的呢？那個年代

許多人家都有像這樣的烤栗子爐，簡單

的結構，烤爐上架著附有把手的烤筒，

大夥兒坐在庭院裡，將燒紅的木炭放入

烤爐裡，帶殼的栗子放進烤筒，滑上桶

蓋，就這麼轉動把手，一邊聊天，一邊

聽著栗子在烤筒裡旋轉時發出叮叮咚咚

的可愛聲音，等到叮叮咚咚變成劈哩啪

啦的爆裂聲，情緒也隨之高漲，再等到

迷人的天然香甜氣味冒出，大家就摩拳

擦掌的準備剝栗子吃了。

如此簡單好用的美麗烤栗子爐似乎無視

於時光的流逝與科技的發展，好像怎麼

使用也不會壞，更是證明誰才是烤栗子

高手的利器；照片中的這個一百一十六

年前的烤栗子爐至今依然具備完美的功

能，烤出來的栗子可好吃了！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拿來烤栗子，這種爐子也是

烘焙咖啡豆的好工具呢！

如果科技是人類控制和改

變自然環境的方法與手

段，那麼，每個時代都

相對的有其科技的呈現；

這一次，不妨回到一百年

前，從幾個舊件窺看 188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法國

生活科技縮影。

杰
希
嘉法
國

IN

圖／文  Jessica Yu

1880 ／法國紅銅䁔床器 1900 ／法國鐵製烤栗子爐

↑法國紅銅䁔床器

        →法國鐵製烤栗子

44 45

Fever in France 
Life



時間來到了 1930 年代，那是美國童星秀

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紅遍全世界

的時代，綁著蝴蝶結的小女孩成為洋娃娃

的形象，這只 1935 年的法國磁盤上就手

繪了一個帶著木質滑輪車的頭戴蝴蝶結小

女孩，不過，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兒童磁

盤，而是專門盛裝嬰兒食物的保溫食盤。

具備相當厚度的盤身其實是中空的，盤面

三件舊物，完全無須使用電

力，卻為那些時代帶來了便

利與較好品質的生活，更重

要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依然能夠完美的使用。

1930 ／法國手繪嬰兒保溫瓷盤

邊上的白瓷金邊小鴨是特別設計的拴鈕，

將小鴨拔起後便可看見一個注水孔，將熱

水從孔中注入盤身的中空部份，重新擰上

小鴨，整個盤子就具有保溫的效果，寒冬

的時候能夠維持盤中嬰兒食物的溫度，不

會因為餵食的時間一旦拖延而使得食物冷

卻硬化。

台中國家歌劇院
開幕

多媒體音樂劇場《孤絕的詠歌—冬之旅》 

演出時間：11 ／ 04（五）19：30 │ 11 ／ 05（六）19：30 │ 11 ／ 06（日）14：30  
演出地點：國家歌劇院中劇院

購票請上兩廳院售票

〈冬之旅〉是一個投影劇場和舒伯特音樂

的結合，它利用投影創造舞台的景深感，

透過不同機器架設方式，讓舞台有所變化。

劇場本來就是接受度很高的地方，科技劇

場我們必須透過更大的包容心去端看它。

舒伯特在逝世前一年，以

德國詩人穆勒（Wilhelm 
Müller）24 首詩為本，譜

寫令世人魂牽夢縈的鋼琴

聯篇歌曲《冬之旅》；後

有當代作曲家漢斯．詹德

改編為華麗生動的管絃樂

版，配器手法辛辣重現後

威瑪時期酒店風格。被譽

為「英國當代最具想像力

的劇場導演」妮夏．瓊斯，

此次攜手《冬之旅》最佳

代言的英國男高音伊恩．

博斯崔吉與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以德國表現主義風

格的舞台多面投影，營造

出滿溢光影、黑白幻鏡的

音樂劇場。熾愛中帶著黑

色驚悚、絕望中保留潔白

的憂傷，音樂、人聲、影

像呈現熟練精巧的超完美

混搭。

推薦劇場
總監／王文儀

The Dark Mirror: Zender’s Winterre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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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科技 X空間再造

南法

美學光影採石場
撰文 ／陳淵琪 

圖片提供／皇家國際運通

本圖片來源 http://carrieres-lumieres.com/

電影『奧菲斯的遺囑』拍攝取

景地點

 光影採石場於 2012/3 正式啟用

亞維儂與亞耳之間，鄰近普羅旺斯的悠

古山城雷伯村 (Les Baux-de-Provence)，
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動人傳說。據傳此地

起源於『聖經』中東方三博士之一的

Balthasar 根據金星的指引所發現，約於

西元前五世紀左右，被當時的佔有者命

名為『Bau』( 陡峭岩石之意 )，也因此整

個小城名稱的法文涵義就是『普羅旺斯

的陡峭岩石』。由於其地勢之險峻，歷

史上曾長時間為兵家必爭之地，身為著

名軍事山城除了全徒步區的設計外，過

往也曾建有高聳巍峨的城堡，雖然幾經

烽火，如今只餘留部分遺跡，仍足以想

像昔日的雄偉，站在城堡高處還可一望

無際亞耳古城，附近的地獄谷據說還是

但丁撰寫『神曲 - 地獄篇』的靈感由來

之處。

在如此地靈人傑，充滿故事性的地方，

聳立著一座走在藝術潮流前端的『光影

採石場 Carrières de Lumières』。原先是

被稱為『Carrières du Val d’Enfer』的採

石場遺址，在歷史上佔有經年累月提供

雷伯城堡、房屋建築所需白色石灰岩建

材的輝煌一頁，1959 年法國著名導演 -
於伍迪艾倫名作『午夜巴黎』曾出現

的尚•科克多 (Jean Cocteau)，並在此拍

了名作『奧菲斯的遺囑』(Le Testament 
d’Orphée)。

或許是因為這份濃烈的文史氛圍，雖然

採石場在 60 年代就停止開採，這些年來

仍是法國藝術家們頻繁使用的創作空間；

一直到 2010 年左右，雷伯鎮決定活化這

個採石場遺跡的洞窟空間，成為常態性

聲光視覺藝術會場， 2012 年 3 月，遺跡

再造的嶄新成果『光影採石場 Carrières 
de Lumières』正式啟用！

悠古山城雷伯村 (Les Baux-de-Prov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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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 空 間 再 造 後， 雷 伯 鎮 找 來 強 大

法 國 專 業 的 博 物 館 私 營 管 理 公 司

『Culturespaces』攜手合作。這間公司可

大有來頭，一共管理多達法國 12 個以上

的博物館與古蹟，是法國典型所有權與

經營權分離的文物管理體制下，衍生的

專業機構，雙方早於 1993 年就有合作經

驗，也因此『Culturespaces』能再次獲

得雷伯鎮信任。在創辦人 Bruno Monnier
的巧思與專業主導下，首先委託名設計

師 Gianfranco Iannuzzi 進行規劃，接著引

進瑞典世界知名多媒體公司旗下的新銳

WATCHOUT 大螢幕、多畫面顯示和管理

軟體，以及多達 70 台集中於控制室內的

高科技操作設備，再加上 68 台全數高掛

在洞頂、減少對參觀者干擾的高流明投影

機，諸多時代尖端的高科技互相結合串

連，終能打造出如此夢幻的藝術展覽美學

空間，未來還將同步於此空間內擴展視聽

展示、現場表演、音樂會、演講，甚至更

多項目。

70 台高科技操作設備，加上 68
台高流明投影機，打造夢幻藝

術展覽美學空間

置身藝術作品其中的壯觀與別

致的藝術經驗

設計師的初衷構想，正是期望透過最新科

技配合下所呈現的超高解析度大型投影技

術，在這個空間重現膾炙人口的經典藝術

作品！想想在長約 200 公尺、高約 10~15
公尺的光影採石場中，超過 6000 平方公

尺的碩大石牆與地面上，投影出這些雋永

之作，讓觀者完全被藝術作品所包覆、置

身其中，是多麼壯觀而別致的一種藝術經

驗？如今已確實成為法國最大的固定多媒

體專置與展場，甚至因為石材獨特的粉面

質地，還創造出比原先預期更非凡、飽富

力與美的視覺感受。

會場中，展覽以高解析度的影片方式呈

現，不同長度與內容的幾支影片，將各幅

藝術名畫作品以動畫方式輪播呈現，搭配

封閉空間內精彩絕倫的音響效果與古典音

樂選曲，音相交匯的多媒體整合，打造一

場視覺與聽覺的雙重盛宴。影片之間並會

有約 2 分鐘的開燈間隔，讓大家也能一窺

採石場素顏面貌，更讓人驚嘆空間在高科

技幻化前後的感官驚喜。

或許你都曾看過他們的畫作，

卻一定不曾以超大巨幅的形式

觀賞

從 2012 年 3 月正式開展以來，光影採石場

陸續也以約一個年度的檔期為單位，變換

著展場內的光影藝術主題：首波展覽由 2
位曾為摯友但藝術理念迥異的名畫家領銜

【高更、梵谷，色彩的藝術家】，透過 2
位精擅色彩運用的殿堂級大師作品，鮮明

的將光影採石場令人驚嘆的多媒體能力展

露無遺，也因此讓此地聲名大噪、一炮而

紅。

期後陸續接棒的主題則分別為【莫內、雷

諾瓦…夏卡爾 - 地中海航行】、『克林姆

與維也納 - 一世紀的金燦與色彩』、【米

開朗基羅、達文西、拉斐爾 - 文藝復興時

期巨    在正在展出的則為『夏卡爾 - 仲夏

夜之夢』，並已預告明年主題為『波希、

布勒哲爾、阿爾欽博托 - 從幻想到奇妙』，

每一位參展畫家，都是繪畫美術史上的重

量級大師，或許你都曾看過他們的畫作，

卻一定不曾以超大巨幅的形式觀賞，如對

於藝術或新科技有深厚興趣，並有前往南

法旅遊或尋覓旅遊團的計劃，光影採石場

絕對是你近年不可錯過的推薦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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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法國 Dijon 市中心的 Vertigo Hotel 為 1926-1927 間的建築歷史古蹟，以別

緻、優雅而充滿性格的設計重現時尚姿態，擁有 42 個房間的 Vertigo Hotel ，

每個房間陳設了極具品味的家具及家飾，典雅舒適的設計風格令人印象深刻，

更可從沙發、單椅到燈飾發現 Ligne Roset 的身影。另外這家獨特的 Hotel 還

提供全天候開放的餐廳、酒吧、水療館、雪茄吧、放映室甚至免費的寶馬電

動車及自行車，且地利之便可以輕易的利用附近的交通運輸到達這個充滿文

化的各旅遊景點，絕對是一間非常值得造訪的風格旅店。

Vertigo
   Hôtel  眩麗
旅店

大廳以復古而奢華的設計呈現出時空交錯

的視覺享受。

MOBIDEC 復古椅凳

design : Pierre Charpin

入門大廳

旅店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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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UM 紅點設計大獎沙發  
design : R. & E. Bouroullec
「我們希望做出一個屬於現代的、非常舒適的兩人沙發。」是設計師兄弟檔設計這張沙

發的初衷。舒適好坐的程度遠超過您的想像。於 2011 年推出後隨即獲得該年度紅點設

計獎 RedDot 最大獎項 Best of the Best 的肯定。

HARRY 新古典沙發
design : Eric Jourdan
設計靈感來自穿戴著高帽及前衛時裝的英國紳士，完美呈現出交織兩者的新古典沙發。

PEYE 落地燈
design : Numéro 111
於 2012 年德國科隆家具展中首次亮相的 PEYE，以超越一般常規尺寸的超大燈罩汲取了

全場目光。巨大而精緻做工的黑色金屬燈罩搭配天然櫸木燈桿，挑戰現今金屬加工技術，

同時展現了與自然材質組合的巧思。

CIRCLES 黑色沙發邊几
design : Maria Jeglinska 
CIRCLES 即為 " 圓 " 之意。新銳設計師 Maria Jeglinska 運用兩個圓形，拋光不鏽鋼的材質

創作出簡約順暢的矮几。堅實的工法、材質，用最純粹的幾何還原工藝之初！

閱讀室

Fever in France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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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主人椅

design : Claudio Dondoli &
 Marco Pocci 

FACETT 雙扶手主人椅

design : R. & E. Bouroullec

360 DEGRES 可調式桌几

design : Roberto Paoli 

ELYSEE 流線沙發

design : Pierre Paulin

TREPIED 磁鐵燈

design : Normal Studio

CUTS 不規則儲物櫃

design : Philippe Nigro

ELSA 菱形切割單椅

design : François Bauchet 

Vertigo Hotel 
+33 (0)3 80 40 40 40

3, rue Devosge 21000 DIJON
VIK 吧台椅

design : Thibault Desombre

ANDA 主人椅

design : Pierre Paulin

LONG ISLAND 主人椅

design : N. Nasrallah & C. Horner

臥房空間 1

交 誼 廳

臥房空間 2

酒     吧

酒吧以華麗時尚的風格打造出一個讓人絕對放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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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 Taiwan

我的蛋男情人．傅天余導演專訪

設計師的日常與休日．石蓋建築空間規劃

日常召喚 Daily Calling．展覽回顧

作家與時尚妖后．法國文學賞析

洋蔥電影美學館．貝禮一家 La Famille Bélier 

法國皇家百合花藝織造

ART de LYS 來自 1890 年法國北部法蘭德斯，

將近 125 年來，該品牌以創造、製造和編織

高檔家居飾品紡織品為主。極其複雜的緹花

織布機，每一公分可來回交叉進行高達 40

次的織數，成功的訣竅來自百年藝術織造技

術的傳承及工匠們精湛的手藝。

ART de LYS 傳承了近百年的織造藝術，也因

此獲得國家 EPV 生活文化產物（Entreprise 

du Patrimoine Vivant）的殊榮及肯定，講求

產品實用性、創造性、專有技術的經驗，產

品項目包含了掛毯、布包、靠墊、桌布、餐

桌墊等將近 9000 種不同的創作及設計。

台北仁愛門市 02-23569055
台中概念店 04-22580222

法國眼
台中新光三越七樓 04-22541197

國家 EPV 生活文化產物

殊榮及肯定



我的蛋男情人

2016/9/23
真愛蛋生

傅天余

導演
專訪

Ligne Roset 與 2016 年 9 月 23 日 上

映的國片「我的蛋男情人」合作，除

了精彩的男女主角林依晨與鳳小岳的

精彩對手戲外，片中還能一覽北歐冰

天雪地的唯美風景，在男主角的家中

更可一窺 Ligne Roset 經典黑色皮革 

TOGO 沙發的俐落身影，更棒的是我

們與導演傅天余進行了一場有趣而感

性的對談 , 就讓我們透過文字進一步

認識這位自稱有外星人性格且才華洋

溢的出色女導演吧。

採訪撰稿／林金玫        攝影／莊力

Q

Q

            在「我的蛋男情人」這部電影中，男女

主角對於「新鮮」與「冷凍」的認知因各自領

域不同有所差異，導演希望藉此帶給觀眾什麼

樣的思維或價值觀？ 妳曾分享到：「Life is a 
blessing，希望在一個愛情喜劇的故事下，讓觀

眾體會到生命的這份可貴與美好。」能跟我們

聊聊妳曾經或是一直存在對愛情渴望的模樣？

最好的愛情就像是一張很舒服的沙發，以前會在意出自哪個知

名的設計師，外型好不好看，反而不是把舒服擺在首要考量。

現在覺得好的設計不一定適合每個人，或許適合西方人，但卻

不一定適合東方人。我們不需要在畫框內，追求美麗的色彩及

線條，把它放置在任何角落都能讓人感到輕鬆、自在，有點支

撐力，但卻可以在上頭慵懶一整個週末的下午，這就是最適合

我們的沙發 ( 愛情 )。很幸運的，現在的愛情正是最棒的模樣，

在那個人的面前我可以是最自在的做自己。

             請跟我們分享「我的蛋男情人」這部電

影中的場景構思及氛圍呈現的想法，構思的靈

感來源是否與導演本身對空間的喜好有關？是

我自己本身對於美術及室內設計非常有興趣。當我開始創作

劇本的時腦海已不斷架構男女主角家的樣子，女主角是一個

開心隨性的女生，她的家有帶著溫䁔木頭的飾品、色彩眾多

且明亮的北歐風格物件，家裡的東西多，線條或許不是那麼

乾淨俐落卻充滿家的溫暖感受。關於男主角，其實是個喜歡

與人保有一點距離的角色，所以選擇住在離城市有點距離的

地方，而內心藏有些許傷痛與秘密，對一切都很在意，喜歡

用最好的東西，家的色調是單純的，水泥、鋼、硬的材質正

能營造這種氛圍，同時也加入自然的植物元素。因為對於食

材的要求與講究，所以如果沒有找到喜歡的傢俱，寧可空

著，也不隨意使用。家裡會呈現一種簡單、甚至有點空空的

感覺。

這次電影的藝術總監是香港的知名美術指導文念中。香港較

台灣更為都市化，所以文念中提出以北歐二手古董家具的顏

色材質跟線條與台灣的東西作為搭配的概念，雖然與自己原

本認知不同，但最後呈現的空間氛圍非常到位。

最喜歡待的當然是床啦！（開玩笑的），家裡每一個空間我

都很喜歡，長大最棒的自由就是家的空間完全可以是自己喜

歡的，這幾年覺得擁有越少越好，所以丟了不少東西，並不

會捨不得。騰出來的空間該是多一份自在，而不是為了擺放

物品。

電影「我的蛋男情人」導演

傅天余

Ligne Roset 經典黑

色皮革 TOGO 沙發

搭配水泥、鋼材打

造出單純俐落的空

間風格，正是導演

眼中男主角家中的

模樣。

1

2
否也請導演與我們分享家中的風格，特別喜

愛待在家裡哪個地方，有何特別的原因？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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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型處女座的妳怎麼看待自己，認為

自己可以是哪種類型的女性榜樣。

我是 A 型處女座，但上昇在射手，月亮則落在雙魚，完全

可以說是個外星人。衝突反而讓我覺得自己非常適合當一

名導演。細心、耐力驚人不屈不撓只為追求看似微乎其微

的細節，正是處女座最棒的特色之一，而另一方面射手座

的開朗好奇、勇於嘗試的性格又可以跑出來解救這樣的性

格。所以當面對全新的題材與各種不同的接觸時，我可以

很 enjoy，就這樣常在處女的焦慮與射手的開朗中上演拉鋸

與平衡；雙魚則給身為編劇的我充滿了想像。三個衝突的

特質反而讓我從事導演工作顯得非常完美。

          您如何享受生活，可以的話跟我們談

談你熱愛的一切！

Enjoy 生活中的每一刻吧，從事導演工作時盡情享受有

趣、精彩、刺激，甚至是壓力、困難。不工作的時候我喜

歡在家煮飯，帶著我的狗散散步，騎騎腳踏車，或是找一

家還不錯的咖啡店好好享受時光，對我而言享受平凡的

moment, 是非常療癒的，幸運的是導演工作正是我的興趣，

有機會跟各種與美有關的事物包含家具、建築、設計、時

裝等等接觸，無時無刻打開我的神經，隨時注意生活周遭

美好的事物，觀察搭捷運人們穿著打扮、試想他們的生活

形態，點點滴滴，都是一種可以非常 Enjoy 的 moment。

電影「我的蛋男情人」導演 - 傅天余 - 於
Ligne Roset 台北仁愛門市受訪，神彩奕奕的

她，談起電影充滿熱情與活力，善於觀察生

活中人們的點點滴滴，正是她靈感源源不絕

的原因之一。

Q

Q

3

4

          身為作家、編劇、導演的妳，到目

前為止，是否還有您想嘗試或突破的領域

呢？對於這些你抱持著的是充滿計劃的一

步步實現或是也不排斥隨遇而安的未來。

傅天余  導演

人生跟愛情一樣，永遠不曉得會遇到什麼樣的人。被安

排好可預期的愛情不算是真正的愛情，我是個很難做

計劃的人，好似都做了些小計劃，例如應該去運動…，

我想反而是該期待命運能帶給你什麼有趣的事情。兩年

前的我也沒有想過今天帶著一群台灣人在冰天雪地的

北歐拍國片，拍電影特別能感受每一次意料之外的神秘

巧合與機緣，許許多多 you never know 的事情，讓我

學會珍惜、enjoy，看看生命它會把妳帶到什麼地方去。

但隨遇而安對我來說並不是被動的，必須敏感的把握

遇到的機緣。從事導演工作讓我覺得永遠期待下一次

更有趣的事情發生。

2012【我的蛋男情人 My Eggboy】
入選 2012 金馬影展創投企劃

2012【黛比的幸福生活】

編導 / HD 入圍 2 電視金鐘獎最佳劇情片等四項大獎

2009【 帶 我 去 遠 方 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編導 / 35 釐米電影長片‧香港電影節、台北電影節、

捷克卡羅維瓦力影展、舊金山影展、沖繩影展

MV 音樂錄影帶作品

2014 蔡依林 【第三人稱】

2012 S.H.E 【還我】徐佳瑩 【不難／理想人生】

2011 蔡健雅 【Letting Go】
2010 林俊傑 【她說】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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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的

日常與休日
石蓋建築空間規劃設計

採訪撰稿／ Shock
攝影／蔡沁羽

水黽建築軀幹的開放式廚房與交誼廳

水黽的天空 水黽俗稱「水馬」、「水蜘蛛」、「水較剪」，是生活在水面

上的一種昆蟲。牠們能在水面上行走，既不會劃破水面，也不

會浸濕自己的腿。水黽以極快的速度在水面上滑行以捕捉獵物。

牠們在水面上每秒鐘可滑行 100 倍身體長度的距離。而石蓋設

計的事務所便是以水黽這種昆蟲作為設計的核心概念。

石蓋建築空間規劃設計總監  温少強 石蓋建築空間事務所外觀

PETRUS 白色

烤漆吧枱椅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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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蓋／精神

建築的主體就像是隻活生生的水黽，但不同於敏捷

的水黽，大量使用台灣清水模工法的冷硬壁面創

造了另類的有機空間，光影與風在這支灰色水黽的

身體內外四處流竄，更與多種不同建材交織出具詩

意的空間。而這富含在地文化與人文氣息的空間特

質，也是石蓋設計設計總監温少強在執行諸多設計

案時的主要精神。而談到文化與人文時，總監也與

我們分享了一個特別的設計案，不只為業主規劃空

間，更為業主將家族歷史轉化為手工雕製的檜木家

徽融入空間，讓設計的一點一滴都更具情感與牽

絆，也讓空間越用越有感情。

石蓋／日常

事務所的空間以位於中央的交誼廳及開放式

廚房連結到水黽四肢的各個空間，包含玄

關、工作空間、會議室及圖書室，一切的日

常起居都靠著中央的空間緊密連結，能見到

事務所的員工們穿梭其中。而設計師利用高

低落差及動線方向，巧妙的安排了方便提供

服務的核心空間及能夠專心做事的工作空

間，在談笑間我們似乎也輕鬆地融入了石蓋

的工作日常。

石蓋／休日

石蓋設計總監温少強似乎與水有著不可分的緣分，

在水黽事務所的腳下遍踏著一塊水池的空間，其中

飼養著釣回來的溪魚，總監談到山林軼事時更是顯

得神采飛揚，尤其是與我們分享他私藏的阿里山民

宿時更是難掩他的興奮。總監在假日時間十分喜愛

親近大自然，不論是去溪邊釣魚或是上阿里山，與

家人及朋友的休閒時光總在山林水邊度過，甚至也

帶上事務所員工們上山，一起親近這塊土地，一起

分享生活喜樂。

走進另一種日常與休日

回到事務所的空間，我們談到關於設計的工作

與客戶的相處，對於石蓋設計來說在開始執行

一個設計案的前置總是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而

往往也是影響整個設計走向最重要的時刻，從

深入的談話去挖掘客戶更深層的需求，從貼心

的設想去創造令客戶珍惜擁有的片刻，石蓋設

計的團隊便是以這樣的精神與態度走入各種

不同日常與休日，繼續為這塊土地創造與延續

生活文化新價值。

推開石蓋設計事務所巨大卻

輕巧的木門，檜木香與談笑聲

交織出設計師們與這塊南台

灣土地特有的日常文化風景。

與客戶深談後委託老木匠

師傅雕刻的家徽設計。

PRADO 白色沙發床

OUVERTURE 白色落地燈

Finding Ligne Roset 

BLOOM 花朵吊燈 _ 白色

Finding Ligne R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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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召喚 展覽回顧
Daily Calling 海星星（林怡岑）、阿金 ( 蒲冠東 )、柯柯（柯濬彥）、

熊熊（潘柏丞）、RHEA ( 邱品融 ) 

「日常召喚 Daily Calling 」是基礎實

驗第一次針對插畫風格創作者的展覽

策畫，邀約五位以手繪插畫為主，但

未必是大家所認知的插畫作品，其所

要表達的故事、創作內容不是為了說

明或裝飾其他媒體，而比較是來自作

者內在角色的召喚，對日常小事心有

所感的觸發。創造角色的如喜歡自然

的「海星星」、阿金筆下充滿音符的

「PIANO BOY」和 RHEA 心中鏡射的小

女孩「RHEA」；製造對話的如柯柯所

畫的「鳥與貓」，熊熊所畫的殘酷童

話則是與自我的另一面的對談。身處

不同創作階段的作者，經由自己對日

常生活的反思，創造出屬於帶有個人

基因色彩的作品，創作未必全然是詮

釋幸福，偶爾也是會帶有一點點悲傷

的況味。

展覽時間：2016.9.3~10.2
展覽地點：b. SPACE 實空間

插畫家介紹

「日常召喚 Daily Calling」插畫聯展中，您們藉由日常生活的省思來詮釋插

畫，現代人很常討論生活中的藝術，對您們而言生活中的藝術是什麼？會

如何被展現？

海星星 ( 林怡岑 )：她是兒童美術老師，畫畫則是她的

生活筆記。她是個喜歡和孩子畫畫的大小孩，期待心

像孩子一樣天馬行空又自在，也是個樂於和大人談天

的小大人，期盼是大人也一樣活得有智慧又自信。

阿金 ( 蒲冠東 ) ：她是創藝工作室負責人，約聘繪本

講師與不想被定型的自由插畫家。特別喜愛繪本裡超

現實的插畫方式，創作風格多為童話般的天馬行空，

卻又多了點人生的哲理與反思在其中，有時溫暖、有

時冷冽的調性與奇幻的想像是主要特色。

海星星：談論生活中的藝術有太多詮釋的角度與立場，

以我的創作來說，我的生活有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和孩

子們相處，或是和一群對教育充滿熱誠的夥伴們共

學，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經常有許多故事或事件發生，

我常常藉此向內省思我的生命，咀嚼消化後用手邊有

的材料進行創作，並完成一篇篇的圖文創作來分享，

希望傳遞真實且正向的力量，這就是現階段的我對待

生活與藝術的方式。

阿金：從心裡去感受生命中的每一刻 , 認真對待自己 ,
然後以各式天馬行空又無傷大雅的方式來表達與呈現 , 
無論地時人物 , 只要能將那份悸動與美好真實咀嚼消

化再轉換出來 , 這份從五官所能感覺觸碰到的美就是

一種生活裡的藝術。

熊熊：我認為任何東西只要有人欣賞都可以是藝術，

並以任何方式來展現。

柯柯 ( 柯濬彥 ) ：他是愛吃甜點、喜歡烘培的插畫家。

他養了一隻十三歲的老貓叫做老小姐，她是一隻黑白

相間的貓，總是用一雙大眼默默地觀察著他。之所以

叫老小姐是因為她從小的叫聲就很像是「哎唷～」很

低音像是個老太太。

熊熊 ( 潘柏丞 ) ：他從小就喜歡在白色的地方亂塗鴉，

就這樣一直畫到大，才開始講求畫面的整體性，並將

日常生活中得到的體悟以具體的東西組合拼湊，將它

們變成一幅作品。

RHEA( 邱品融 ) ：今年高二。16 歲的她，好似要進入了

一個通往成年的階段，與以往有許多的改變，不只身邊

的人事物，連自己都快要不了解自己也變得模糊，因此，

她尋覓著新的自己，運用紙筆，挖掘我的願望與內心，

通通表現出來。

柯柯：我這一系列「捕鳥人」的插畫，

都是全黑白、很細很細的線條慢慢組合

成的，這關係到我作畫的心情與習慣；

我不習慣在家或是在很安靜的場所畫

圖，喜歡在城市中找尋擁有好吃甜點、

以及舒適空間的咖啡廳，帶著一張紙、

一隻黑色的原子筆就可以出發。在一邊

吃點心一邊可以默默聆聽周遭的人聊

天、談論她們生活中的許多八卦、經歷

時，我的靈感往往會在此時湧現。

RHEA ：藝術在無形中潛藏，我們總是

以不同的方式與藝術打交道，一首歌

曲、一場電影、一本書，其實它不需要

用力地尋找，只要心靜下來，看看四周，

用心體會，它源於生活也融於生活。

補鳥人 II

原子筆、紙

21X29.7 cm

柯柯

寶可夢走

鉛筆 , 色鉛筆

55X39.5 cm

熊熊

68 69

Practice In Taiwan
Art



生在新媒體的時代中，您們對於藝術的認知是否

隨著媒材的多元化而有所轉變？可否舉例說明？

海星星：過去的我，通常都會選擇水彩作為

創作的媒材，這次展出的作品其中有試著加

入不同媒材，想透過不一樣的材料產生新的

語言。此外，從去年開始，我也開始學習格

拍動畫，起初的念頭是想讓創作的繪本角色

動起來，但因為教學的關係，我發現動畫的

團隊合作，對這世代少子化與媒體化的小孩

來說，是一個可以嘗試發展並深度思考的藝

術表現方式，所以動畫的創作，會是我藝術

創作過程的下一個轉換。

阿金：新媒体讓每個人都可以快速地接觸

到藝術 , 也讓每個人可以成為速成藝術創作

者。這對傳統創作者是一種衝撞生命的浪潮

甚至讓人沈浮許久還抓不著方向。但也同樣

讓我不停地反思不同世代的激溫與平衡 , 對
於藝術的本質與定義已經愈趨理不清的階

段 , 多元化的創作方式 , 跨界合作的可能性 ,

如何在夾縫中生存成為我每一天必要面對的

課題。專心做一件事可以很幸福，但要專心

擁有幸福是一件很難的事。

柯柯：我現在的插畫分成兩個系列，這次跟

b.LAB 合作的黑白系列就是屬於比較傳統、

用很基礎的媒材作畫；但是同時我有另一系

列，就是我的粉絲團「老小姐與柯柯」這個

品牌，會是全彩、完全在 iPad Pro 上就會直

接完稿的插畫。

熊熊：原本以為藝術只是平面的畫作，像是

油畫，水彩等等，但隨著時代轉變，任何形

式的藝術開始出現，裝置藝術，人體藝術，

就連電腦都可以創造藝術，覺得很神奇，也

因為他們的影響，常常會想要怎麼將自己的

想法變成那樣的作品。

RHEA：曾經會想嘗試不同媒材，但最終還

是回歸到最喜愛的水彩。對於水彩的流動與

清澈的特性，讓我一次次陷入，其中幾幅作

品也運用了彩色原子筆作畫。“花淚”一幅

是我本身最喜愛的作品，從花開到花落這一

連串的循環運用，闡明時間的流逝與女孩的

成長轉變，作品內容涵蓋了時間、感情、夢

想、內在等等，利用線條組成的物件，原子

筆融合水彩相互穿插，輕盈與沉穩可以表現

出我想訴說的理念。  

台中市西屯區

朝馬路 76 號

04 2254 0778

b. SPACE 實空間

等待

水彩、紙

60X56 cm

RHEA
邱品融

PIANO BOY

水彩、紙

16 開正方

阿金

此次與 b.LAB 空間合作您們的

心得是什麼？

海星星：感謝 b.LAB，也很開心有機會與其

他創作者一同展出，希望這次的展出能與

更多朋友一起分享日常對我的召喚。

阿金：能夠在一個複合式的場域裡展出，

雖然不是第一次，但在台中還是頭一遭，

所以依舊覺得很有趣，再加上跟其他超級 z
世代的年輕創作者合展，真的還頗有讓自

己回春的感覺，哈 ! 很謝謝基礎實驗的邀

約，讓我再次感受到中台灣的陽光與熱情 !

柯柯：對我來說 b.LAB 的空間語彙是很基

礎、很誠實的，她讓一個展示的場所很謙

虛的回歸最基本的面向，很襯職的將展示

品呈現，不會搶作品本身的光彩，並且創

造一個很舒適的環境來提供大家欣賞作

品。我非常開心這次能跟 b.LAB 以及策展

人 Robin 合作，我們在一開始策展時就有

聊整個展覽的方向，他也很清楚的定義這

會是異常很年輕、從生活面出發的插畫展，

這對於我創作、以及選作上有很大的幫助，

可以很清楚地找到為了這次畫展主題呈現

的作品。

熊熊：很舒適，因為是老闆的兒子，開店

以來很常待在這個空間裡面，一直很喜歡，

也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展出。

RHEA：開幕當天，有好多我認識與不認識

的人，但我們都因藝術而相遇，真的是太

棒了。非常感謝 b.LAB 的創辦人提供了這

麼棒的空間讓我們能在此相聚。這是一個

充斥著藝術氣息的空間，淡淡的飄著麵包

與咖啡香氣，再加上策展人的理念與藝術

家們所堅持的各自夢想，一起搭配出最完

美的藝文空間。

第一章 - 臨

水彩、複合媒材

27.5x28cm

海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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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從小聽多了那以「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與美

滿的生活……」為結局的童話之影響，人們對於許多美

好事物的憧憬，常常源自些虛構異想的野史奇談。

譬如人們慣於投射「浪漫」的法國、「金碧輝煌」的

凡爾賽宮、或者是「華貴時尚」的瑪麗 ‧ 安托奈特

(Marie-Antoinette)……那些用以佐證神話的描繪，常常

是老調重彈，甚至是荒誕不經的！

事實上，真實的故事往往比這些童話程度的傳奇精采百

倍！但只有極少數的作家，能夠在學術與藝術間優遊，

撰文／吳坤墉

圖片提供／無境文化

「同為女人，瑪麗 ‧ 安托奈特 (Marie-Antoinette) 有
讓我同情之處！」...... 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Chantal
Thomas

Marie
Antoinette

而更加難得的，則是帶領讀者與歷史事

件或人物思想直接地對話。

2015 年 摩 納 哥 皇 家 文 學 大 獎（Prix 
Littéraire Prince Pierre de Monaco） 終

身成就獎得主：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作家！

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傑出的十八世紀思想史專家同時

是位作家，從散文，劇作到小

說，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

品。作者以史實掌故及心理情感

為經緯的書寫藝術，讓《再見吾

后》這部卓越的歷史小說一舉榮

獲法國重要文學獎項費米娜文學

獎（Prix Femina， 2002）及凡爾

賽學院大獎。其改編電影（台譯

「情慾凡爾賽」）並於 2012 年

在全球上映。

奧地利公主瑪麗 ‧ 安托奈特，約 1767-1768，
Martin van Meytens 畫

作家與時尚妖后

瑪麗 ‧ 安托奈特 (Marie-Antoinette) 在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的
筆下的兩本書中出現。

《再見吾后》 

小說《再見吾后》 以王后朗讀官第一人稱自述，讀

者藉由她愛戀的眼神，凝望了法國最後的王后瑪麗·
安托奈特，也目睹了巴士底監獄被攻陷之後的三天

裡，凡爾賽宮裡的世局震盪及人間情仇。作者以史

實掌故及心理情感為經緯的書寫藝術，讓這部卓越

的歷史小說一舉榮獲法國重要文學獎項費米娜文學

獎（Prix Femina， 2002）及凡爾賽學院大獎。其改

編電影（台譯「情慾凡爾賽」）是 2012 年柏林影

展的開幕片，並在全球上映造成話題。

「刺綉正是那年七月份的時尚新寵。王后彷彿突然興起

什麼靈感，以好幾天來我都不見她有過的活力從枕頭上

坐起身子，並且要求下人呈上《布料樣冊》(Cahier des 
Atours)。我的朗讀服侍至此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由侯

茲 ‧ 貝赫丹 (Rose Bertin) 一展她的長才了。正當我忙

著把帶來的書收起並放進自己那個大型的書袋時，王后

已經全神貫注看起她那本珍貴的樣冊。她的雙眼緊盯著

黏貼在樣冊扉頁上的布料樣本，此時此刻，她是處於與

世隔絕的狀態了。

面對這些絲料、這些天鵝絨、這些軋制凹凸花紋布料以

及這些專門為她開發出的絕美精品，她似乎覺得視覺欣

賞仍嫌不足，所以還要以手指輕撫，同時貼上皮膚感受

一番。然而這時，她的目光空洞洞的，魂魄好像出竅似

的。她漫不經心地摘掉頭上的花邊軟帽，極其金黃的蓬

鬆髮雲披開在枕頭上，整個房間頓時瀰漫著濃烈的茉莉

花香。她的肩膀一側裸露出來，而我一動也沒有動，整

個心思被吸引住了……我猶豫到底該不該告退。我不知

道自己對於王后所求為何，我只知道自己要求越來越

多。

最後，我究竟還是告退出來了，不過臨去之前，我又看

了最後一眼：她熱切且仔細地盯著那些小小塊的布料。

那一刻她彷彿才十五歲，彷彿剛到法國的年紀啊……頂

多十五歲吧。」

小說裡細膩的描繪瑪麗 ‧ 安托奈特

對於時尚藝術的著迷：

本文摘取自《再見吾后》，2016, p.41

《再見吾后》

作者：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譯者：翁德明

無境文化／ 2016 年 1 月，定價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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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妖后》 

《一代妖后》是歷史社會分析，從十八世紀的潑糞

刊物裡的瑪麗 ‧ 安托奈特去討論一個象徵性人物

的在輿論中的起伏，以及潑糞刊物（好比如今某些

媒體）如何置人於死。在撰寫攻擊瑪麗 ‧ 安托奈

特的潑糞刊物時，各種政治立場的寫手有志一同地

張揚著「敵視女性」及「仇視外國人」的姿態，而

看似義正辭嚴，又包含著無數淫穢的遐想來滿足晦

暗的慾望……

「一七九零年四月，翻舊帳的革命文宣《紅書》

（Le Livre rouge）印行，這一本書揭露宮庭寵幸

們的貪婪，還有他們那嗜錢如命的證據。大家不

妨拿它來和后袍布料樣冊相比，那本王后起床之

後、命人呈給她過目的樣冊。和那些得寵之後便

貪得無厭的人比較起來，她花費在華服飾物上的

所謂鉅額開銷就真的不算什麼了。國家破產，原

因過於簡化說成某某女人愛亂花錢，這純粹是痴

人說夢。導致國家崩潰的作用力絕對不是插天高

的髮型，亦非金縷禮服，或者因為鞋子扣環鑲了

鑽石。在史實的舞台之上，王后也好，情婦也罷，

就算她們再如何的珠光寶氣，再具有多大的媚惑

力道，佔的也不過是跑龍套的位置罷了。」

在這些分析裡，

作者也為瑪麗 ‧ 安托奈特說了公道話：

本文摘取自《一代妖后》，2016, p.128

「攻陷巴士底監獄／我們就是這樣對付叛徒」，十八世紀版畫

《一代妖后：潑糞刊物裡的瑪麗 -安托奈特》

作者：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
譯者：翁德明

無境文化／ 2016 年 1 月，定價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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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劇情小品電影，以特殊的交互衝突

抵觸架構出一個感人的聾啞家庭親情故

事。「貝禮一家」除了 16 歲的女主角寶

拉之外，父母與弟弟都是聾啞人士，從

小家裡就是務農生產乳酪製品為生，對

於這個獨特的聾啞家庭來說，寶拉就於

是整個家族對外的發言人與溝通管道。

一天，學校的音樂老師發現寶拉擁有一

副天生的金嗓子，鼓勵她前往巴黎參加

法國廣播公司的合唱團招考。但寶拉卻

因為猶豫一旦她遠赴他鄉求學，長期以

來依靠她「代言」的家人，頓時可能失

去一個重要的生活依靠。因此，寶拉陷

入親情割捨與對於未來憧憬的選擇之間

兩難。

前段一開始所提到的所謂「交互衝突抵

觸架構」，就是除了女主角因為擁有天

生好歌喉的關係，而必須做出是否留在

家裡幫忙？或是前往巴黎求學參加甄選

國家級合唱團？這兩者選擇上的衝突之

外，更諷刺的安排，是身為整個家庭裡

唯一沒有天生聾啞障礙的成員，父母與

弟弟卻沒有辦法能夠聆聽到女主角寶拉

那宛如天籟之聲的歌喉，對於不是聾啞

人士的一般人來說，應該很難能夠去體

會到那是一個怎樣莫名無奈的感覺。然

而這個在整部劇情裡相當具有衝擊性的

設定，一直到電影即將結束時，才經由

導演的編輯巧思，呈現給觀眾體會出

身為片中父母所身處的聾啞世界，並非

都是一直如電影多數時間所描述的那般

「幽默、風趣」。

2015 年全法國最熱門的票房

賣座電影之一「貝禮一家」，

以黑馬的姿態創造出 733 萬觀

影人次，院線上映日期超過 15
週，票房高達驚人的 22 億元

台幣，在商業市場上獲得極大

的迴響與成就。不僅如此，還

獲得法國多項電影大獎包括凱

而電影前半段之所以會讓觀眾感到「幽

默、風趣」，也多虧片中飾演女主角寶

拉父母的法國影帝法蘭西戴米恩與影后

卡琳薇雅，其可謂頗誇張化的生動演

出。或許對於真正的聾啞人士來說，他

們過於誇張化的臉部表情與肢體語言，

可能詮釋的稍嫌過火了一些，不過對於

一般觀眾而言，這樣的演出方式，並不

會因此就認定聾啞人士在表達抒發情感

時就是這副模樣，反而是認為這是劇中

女主角父母親可愛的性格所使然，讓他

們在表達情感時多了幾分真摯與喜感。

在電影前半段描述「貝禮一家」特殊的

溝通生活方式，以幽默且開放的態度讓

人很快的就喜歡上這個家庭之後，在女

主角寶拉逐漸被音樂老師發掘其天份

之後，我們開始可以慢慢感受到，從原

本幽默喜感的風格，開始一步一步的進

入到寶拉父母的聾啞身障世界。做為觀

眾以及擁有正常聽說功能的我們，好像

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對於聽到寶拉天

籟般的歌聲，似乎沒有太多的驚訝與感

受，但是等到劇情後段學校舉辦歌唱才

藝表演時，導演在女主角歌聲演出一小

段之後，將整部電影的配音切斷，換成

聾啞人士所聽到的低頻顫動之後，這才

薩獎、盧米埃電影獎等「最佳

影片」、「最佳男主角」、「最

佳女主角」等多項提名，而從

選秀節目「法國好聲音」脫穎

而出的新人女主角露安艾梅

哈（Louane Emera）更是獲得

2015 年法國凱薩獎的「最佳

新人獎」。

導演在女主角歌聲演出一小

段之後，將整部電影的配音切

斷，換成聾啞人士所聽到的低

頻顫動 ...

圖片來源：得利影視

明白寶拉無法跟父母分享自己才藝的遺

憾，以及疼愛與教育寶拉有方的貝禮家

父母，這輩子都無法聽到女兒甜美歌聲

的宿命。

電影劇情進行到這個段落，相信劇情的

起承轉換，已經讓觀眾有非常多的感觸

領受，好似一種無法改變命運的宿命論，

不管「貝禮一家」多麼的正面與努力，

身為聾啞父母的他們，依舊不能驕傲的

以女兒寶拉的才藝為榮。然而就在寶拉

父親用手觸摸寶拉喉嚨，要她在演唱一

次表演會上的曲目之後，透過聲音的震

動傳達，寶拉父親感受到女兒的聲音之

美，轉而支持她前往巴黎參加合唱團甄

試，以她的天賦與努力朝夢想前進。而

就在雙親與弟弟陪伴寶拉一同前往甄試

活動時，寶拉所選擇的曲目「遠走高飛」

（Je vole）表達了她對於父母養育之恩的

感人表白，卻因為父母聽不見而感受不

到任何情感。就在此時，寶拉在歌唱中

加入了手語演出，宛如舞蹈般的手語歌

曲表演，不僅贏得評審的喜愛，也讓寶

拉的父母首次透過視覺感受，體會到女

兒的才藝與成長。

「貝禮一家」不是一部百分百無缺點的

電影作品，但是就大方向來說，摒除掉

聾啞人士所詬病的劇中手語真實性不足，

還要看字幕才知道演員在比什麼？以及

全片只用一位真正聾啞演員等等的雜音

之外，這是一部相當成功的感人親情小

品佳作，沒有悲情與韓式濫情的演繹風

格，平易幽默卻又讓觀眾感受深切，絕

對是這一兩年絕對不能錯過觀賞的法國

電影代表作。

劇情 95
影像 95
音效 95

配樂 100
娛樂 90

平均分數 95

洋        蔥
主觀評分

沒有悲情與韓式濫情的演繹風

格，平易幽默卻又讓觀眾感受

深切 ...

撰文  江口洋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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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新                            聞                           資                           訊  

當眼裡有愛  居家視野  從此無礙

家是眼睛，守護生命的每一時刻。「由愛觀看」是赫奇實業

自 2003 年來，獨家代理法國百年經典家具品牌 Ligne Roset 的
核心，期盼進口的不只是家具，更是愛家的氛圍與美感生活理

念。秉持不變的核心價值，2016 推出全新品牌法國眼 French 
Eye，親赴法國，嚴選輕奢居家良品，不只有 Ligne Roset 家具、

還有法國國寶級藝術織品 ART de LYS，以及 illy 咖啡，期盼以

多元化專櫃規劃，透過時尚優雅兼備的視野，重新演繹居家生

活新樣貌。

皇家國際運通，義大利 & 法國榮獲金旅獎！

《穿越時光全新抵台》

  2016 PLUMY 沙發重現經典感受時尚

『皇家國際運通』旅行社，一向以高端單國深度之旅著稱，也因

此成為國內『金質旅遊獎』常勝軍，甫發表 2016 榜單中，皇家同

時榮獲義 / 法歐洲雙賞！義大利為皇家創業 20 年代表作，法國更

是至今 5屆唯一獲獎，嚮往義 /法優雅旅程的朋友，歡迎上網查詢。

Taichung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五路 266 號

04-2258-0222

《一期一會 - 伊東豊雄的劇場夢》

觀念建築展

本期品牌合作資訊

moledesign
分子設計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 399 號

+886-4-2389-3992

方構制作空間設計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56 巷 31 號 1F 
+886-2-795-5231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臺中國家歌劇院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二段 101 號

+886-4-2251-1777

Royal Jetway
皇家國際運通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89 號

+886-2-2719-5111 

石蓋建築空間規劃設計

台南市東區裕德二街 11 號

+886-6-3317697

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76 號

+886-4-2254-0778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120 號 7 樓之 1
0920-802-772

台灣保樂力加

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三段 209 號 3 樓

www.pernod-ricard.com

中彰賓士

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三段 201 號

+886-4-2389-5090

為使參觀者能更深入體驗建築體獨特的有機洞穴氛圍，伊東豊

雄與臺灣跨域團隊聯手創作《伊東豊雄的劇場夢》觀念建築

展，將於歌劇院啟用日（2016 年 8 月 26 日）於歌劇院 5 樓凸

凸廳盛大揭幕，展期至 106年 1月 31日。展覽以「自然、流動」

為題，以影像與聲音做為展覽的主軸，使用 360 度環景投影幾

何線條，突破建築展的傳統思維及曲牆限制；展場中空靈的聲

響，為策展團隊蒐集臺中以及周邊環境聲音進行編輯，以現代

手法再現在地聲響。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二段 101 號

開館時間：週一至周五上午 10:30 ~ 晚上 22:30
                     週六至周日及例假日 上午 10:00 ~ 晚上 23:00
服務專線：04-2251-1777

台中新光三越百貨七樓    04-2254-1197

Taipei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43 號

02-2356-9055

Ligne Roset 於 2016 年 重 新 再 版 1980 年 代 由 設 計 師 Annie 
Hieronimus 設計的經典沙發 PLUMY，此款沙發以 Ligne Roset 獨
特的全泡棉製成技術打造，座墊及靠背墊裝載舒適柔軟的鵝毛，

輕巧翻展的靈活設計搭配專屬腳凳，或坐或躺皆能滿足不同姿態

卻同等舒適的獨特體感。PLUMY 提供單人、雙人、三人沙發及專

屬腳凳作搭配，坐墊及靠背墊則提供原有布襯或另選覆蓋布料兩

種選擇。2016 PLUMY 以嶄新的姿態完美呈現復古與時尚的交織，

歡迎您蒞臨門市親賞。

+8862 2719 4586 休閒旅遊部／島嶼渡假

+8862 2719 8111 訂製旅遊

www.royaljetway.com.tw

本圖片由「伊東豊雄事務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