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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KA》溫柔輕快的炫麗人生》溫柔輕快的炫麗人生

2011-01-02  記者 歐人瑋 報導

「盡情享受這齣戲，我要讓她值回票價。」輕快跳躍的音樂節奏，搭配著清澈明亮的嗓音，可以

想像得出 Lenka 在唱 〈The show〉這首歌時，是一個如何俏皮輕鬆的表情。

今年 33 歲的澳洲歌手 Lenka，雖然已經不是一個可以被稱為小女孩的年紀，但在聽她的歌時，

那股毫不做作的清爽聲音帶著些微的甜度，就像是個處在青春期、雖然時常感到迷網，但卻熱愛

這個世界的女孩。2009 年以自己名字《LENKA》出了首張專輯，讓她可以安撫人心的聲音從澳

洲傳向了全世界。

2009 年出版的同名專輯《LENKA》，將 Lenka 古靈精蓋的異想世界深植歌迷心中。

（圖片來源／雅酷圖）

「音」緣際會「音」緣際會 跨足戲劇與音樂跨足戲劇與音樂

Lenka 小時後並不喜歡音樂，反而比較喜歡演戲，但在一次演戲過程中 Lenka 卻面臨必須要開

口唱歌的情況，從那次開始，她重新接觸音樂。演戲和唱歌，這兩樣喜好在 Lenka 的未來裡豐

富地點綴了她的生活。曾經擔當過舞台劇、電視劇和電影重要角色的 Lenka，同時也加入了 De

coder Ring 樂團，在團中擔任主唱和鍵盤樂器手。與 Decoder Ring 合作兩張專輯之後，Len

ka 決定單飛，並過著「吉普賽」的生活，往來於美國、歐洲和澳洲。2007 年簽下契約之後，L

enka 為這張便開始錄製這張專輯，找到了誕生的形式。

喜歡 60 年代爵士和藍調的音樂風格，同時視披頭四為偶像的 Lenka，在作詞作曲上受到很大的

影響。Lenka 說：「只要是舒服的歌、充滿愛的歌，我都會一直跟歌迷分享下去。」

《LENKA》裡總共收錄十一首歌曲，每一首歌曲的帶給聽眾不一樣的感覺，隨著音樂，時而感到

愉悅，時而感到平靜。專輯的第一首歌〈The Show〉，就像歌名一樣，以蹦跳的腳步，Lenka 

的聲音為她這張專輯揭開序幕。〈The Show〉在講述一個女孩的故事，就像是在講述 Lenka 

她自己本人一樣。

 

心情譜成曲心情譜成曲 享受人生這齣劇享受人生這齣劇

「I am just a little girl lost in the moment. I'm so scared, but I don't show it. I ca

n't figure it out. It's bringing me down I know. I got to let it go. And just enjoy th

e show.」2004 年加入 Decoder Ring，但幾年之後又獨自前往美國洛杉磯，開始籌備第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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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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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專輯。一個人的旅程，多少會為未知的將來感到迷惘害怕，但 Lenka 要自己鼓起勇氣，盡

情享受人生這齣戲，而且一定要它值回票價。

Lenka -- 〈The Show〉（影片來源／ Youtube）

每個人都一定有個心靈支柱。〈Knock Knock〉這首歌裡，歌詞中說：「When life had lock

ed me out, I turned to you. So open the door.  Cuz' you're all I need right now its

true.  Nothin' works like you. 」當我們在生命中遇到無法避免的困境時，多麼希望眼前能夠

有一扇門，敲門之後，就能有人給予你支持和鼓勵。Lenka 將人生的心聲寫進歌詞，並在歌詞中

唱出來，不斷的出現的「Little louder knockin' . Little louder.」呈現了一個迫切需要你的畫

面。

曾去過中國，歌曲也曾在奧運會場上播出過的 Lenka，最廣為中國歌迷所熟知的歌曲是〈Troub

le Is A Friend〉。這首歌隱藏了 Lenka 她曾經犯下的錯誤，和反省之後決定不願再回顧的過

去，這樣真實的情感使 Lenka 將這首帶點小小無奈的歌曲詮釋的無比打動人心。「Trouble is 

a friend of mine. So don't be alarmed if he takes you by the arm.」 Lenka 以她的人

生經歷告訴我們，麻煩就藏在我們心中，躲在黑暗的地方，就因為它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想躲也

躲不掉，所以當它抓住我們手臂的時後，就坦然面對吧。把它當作是你最好的朋友。

Lenka -- 〈Trouble Is A Friend〉（影片來源／ Youtube）

〈Live Like You’re Dying〉，有人說，這樣的恐懼是不曾消失的！如果生活就像是死去一樣。

在專輯中難得出現，屬於較為抒情緩慢的這一首歌，把現代人生活的心情唱了出來。「One of t

hese days you'll be. Under the covers you'll be. You'll be under the table and you'l

l realize. That all of your days are numbered, all of them one to one hundre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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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of them millions, all of them trillions.」人生很長，而總有一天你會發現，你對某些不斷重

複的事物感到疲憊了，而當你發現的時後，你已經開始習慣去逃離這些事物。流逝，是我們最無

法感覺到的一種失去。Lenka 在歌曲裡面用著輕柔的嗓子幫我們唱出來，並告訴我們：「那就好

好的把握那些你能把握的一切。」

Lenka 官網上的圖片，營造出夢幻卻平靜的感覺。（圖片來源／ Lenka 官網）

專輯的最後一首歌〈We W ill Not Grow Old〉，呼應了第一首歌，用著不會完結的完結為這張

專輯畫下句點。「我們的心不會變老」，但在最後 Lenka 也說了：「這種感覺是會褪色的。」

其實每個人都不想變老，但是在現實中，我們最都也只能跟自己說，人老心不老。Lenka 每一首

歌都能讓你看到自己的影子，這首當做結尾的歌曲，彷彿讓人看到一個小男生牽著一個小女生躺

在草地上，兩人仰望著藍色天空，想著那不可預知的未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長大，但我們永遠

不會變老。相信每個人都這樣跟自己說過。

 

專輯如場人生戲專輯如場人生戲 起承轉合慰人心起承轉合慰人心

「我不喜歡看到人家沮喪，我想為大家加油打氣。」Lenka 的個性從她的歌聲就可以聽出來，是

一個很溫柔的人。當所有的人都在想著要怎麼讓自己的音樂大賣、怎麼讓大家聽到自己的才華、

怎麼做才能符合市場需求，Lenka 所思考的是「怎麼樣的歌可以鼓勵人，可以安慰人，可以讓大

家打起精神」。《LENKA》不只是一張專輯，它是一個完整的表演，有開場、有結尾，有中間的

轉折。它同時也是人生，所有的歌曲都在唱著我們一生中所會經歷的各種問題、各種煩惱，還有

各種我們最後所領悟的一切。用著純粹的聲音去轉達這些純粹的感情，就好像一個背對著我們女

孩她看到了眼前的一片明亮，我們也透過她，看到了耀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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