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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Soft Popcorn在速食店的表演，左起依序為：吉他手DDT、貝斯手小麥、鼓手大包、

主唱PIA、 吉他手陳映餘。　　　　　　　　　　　                                      黃惠

琳／攝影

 

有趣樂團　一切從學習中領悟有趣樂團　一切從學習中領悟

「我們是『柔軟細緻的逼逼啵啵逼啵啵』！」這個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名稱，是先前在交通大學新

生演唱會上唯一不是職業藝人，並擔任開場表演的交大星聲社一組創作樂團的團名（以下簡稱So

ft Popcorn）。如此可愛又怪異的名字，是某次練團後，團員們在一家速食店吃早餐時，看到牆

壁上介紹產品的廣告標語所產生的靈感。率性而為的決定團名，就像Soft Popcorn的音樂想讓大

家感受的是生活上隨性的一面。Soft Popcorn的團長PIA（本名吳蓓雅，交大管科系）說：「我

想要塑造一種很有活力、很俏皮又很『真』的感覺。讓大家聽我們團的音樂的時候，可以感到很

有朝氣，每天心情都很好！」Soft Popcorn的團員包括：吉他手DDT（本名李君唐，交大資工

系）、吉他手陳映餘（交大應化系）、貝斯手小麥（本名麥智堯，交大電控系）、鼓手大包（本

名林宥廷，交大應數系）。

擔任主唱兼團長的PIA，一開始組Soft Popcorn的動機只是單純想找人一起玩玩音樂，嘗試沒接

觸過的曲風，讓自己有練習唱歌的機會，而不是打算組創作樂團。從大一開始學習創作的PIA，

在跟Soft Popcorn團員們多次開會，決定走向創作團後，PIA認為co（註）別人的音樂還是有必

要的，雖然有的創作團主張co歌會容易被定型，但從特意挑選的co歌中可以學習到許多不一樣的

技巧、特色，像是Judy and Mary、愛的魔幻、大無限、椎名林檎等。即使從co歌中學到的東西

，未必會用在表演上，但學會了，就是自身能力的進步。

 

 

首曲《多一點》　唱出名聲首曲《多一點》　唱出名聲

Soft Popcorn的第一首創作《多一點》是為了參加政

大金旋獎而寫的。原本因為比賽報名時間正巧在學校

放春假，團員各自回家，時間緊迫，Soft Popcorn已

經要放棄參賽。但吉他手陳映餘向團長PIA表示想要參

賽的決心，也寫了一些創作當作比賽的參考，因此PIA

就在春假最後一天，從家裡回新竹的車上寫下了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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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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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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oft Popcorn提供

圖為Soft Popcorn在星聲社社辦練團的

情形。                黃惠琳／攝影

歌。《多一點》的歌詞表達對無法從忙碌中脫身的生

活感到疲倦，想要有多一點的時間可以跟情人約會、

悠閒的跟朋友去海邊、喝酒聊天，也希望有多一點的

時間可以實踐夢想。簡單道出許多人心聲的歌詞配上

流行搖滾的曲風，雖然最終沒能在比賽中得獎，卻讓

比賽現場的許多人驚艷，特別注意到Soft Popcorn，

留下深刻印象。

合作十分　創作更多元合作十分　創作更多元

目前Soft Popcorn發表過的幾首創作都是由主唱PIA

包辦詞曲，再由其他團員替各樂器編曲。比較偏向流

行搖滾路線的Soft Popcorn，各團員擅長的音樂類型

其實是非常多元的，像是主唱PIA本身擅長folk，貝斯

手小麥喜愛日系搖滾，吉他手DDT則是標準的金屬搖滾迷。儘管風格各異，各團員除了樂意藉由

Soft Popcorn接觸不同曲風外，也將他們擅長的樂風融入Soft Popcorn的創作編曲裡，讓他們

的音樂更添豐富性。實際上，所有的團員都有在嘗試創作，例如小麥便與PIA有詞曲上的合作，

但考慮到主唱PIA乾淨清新的歌聲特質，並非所有他們的創作都適合由PIA主唱，因此Soft Popc

orn現在需要突破的困境便是擺脫創作上過於相似之處，讓創作更加多元化，希望之後有機會可

以表演Soft Popcorn所有團員的創作。

珍惜幾會　挑戰各舞台珍惜幾會　挑戰各舞台

期待未來可以成名的Soft Popcorn不甘心只是當個普通的學生樂團，但他們知道自己技巧不夠成

熟、表演經驗不足，離職業樂團還有一大段差距，因此非常重視練團時間以提升能力。自認剛進

Soft Popcorn時非常「嫩」的鼓手大包表示，Soft Popcorn的自我要求比他以前待過的團還高

出許多，他進團後進步的速度非常快，當然也更希望自己越來越強。在有共同努力的目標下，才

成團半年多，Soft Popcorn已經培養出絕佳的默契，並積極的接洽表演及比賽機會。先前在交大

新生演唱會上的表演，對Soft Popcorn而言是非常重要且難得的機會，也是一次挑戰。第一次在

千名觀眾面前表演，他們除了盡情發揮技藝之外，也必須試圖與台下絕大多數不認識他們的觀眾

互動，帶high氣氛。Soft Popcorn當然不滿足於僅僅在新竹表演，他們曾經南下到高雄表演，

現在也努力在台北尋找機會。

 

 

資源短缺　突破難關夢想持續資源短缺　突破難關夢想持續  

Soft Popcorn認為新竹的資源太少且只集中在某處，不

像台北的資源豐富，許多非職業樂團不需要依靠校內的社

團，就可以直接從各大樂器行獲得充分的資訊跟人脈。但

也因為如此，在交大稱得上是大社團的星聲社，社內互動

良好，儘管多數社員是各自組團，還是有機會可以跟團員

以外的社員交流。從九月底的星聲社四十周年社慶，有六

十幾歲的創社元老在颱風夜趕來參加，就可以看出在交大

玩過音樂的人對星聲社的認同感。而且比起其他學校，交

大校內的音樂人才並不少，資質也不差。曾擔任星聲社社

長的Soft Popcorn吉他手陳映餘說：「這幾年外校對我們的印象一直只有熊寶貝樂團，好像我們

沒有其他厲害的樂團。其實我們社上的實力水平並不低，只是對音樂的執著程度比較不高，大概

是因為從交大畢業後的出路很多，把音樂當成未來夢想的人就比較少吧。」Soft Popcorn的短期

目標就是要讓交大人知道「除了熊寶貝之外，還有像我們一樣努力實踐夢想、屬於交大人的樂團

」。

已經從交大畢業的DDT現正面臨遲遲無法解決的兵役問題；而也已經畢業，目前就讀於政大應數

所的鼓手大包為了練團，必須時常來回奔波；之後其他團員也將陸續畢業。對於Soft Popcorn未

來是否能像前輩熊寶貝一樣，一直為音樂堅持下去，還是會因為現實生活上的問題而解散，團員

們是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向夢想前進　以音樂記得向夢想前進　以音樂記得Soft Popcorn

Soft Popcorn對他們而言，是現在音樂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心，既然他們現在有夢、有動力、有

夥伴，就會珍惜這段可以為音樂努力的時光，繼續往下走，朝著發片、開演唱會的目標前進，其

他的就隨緣吧！鼓手大包說：「現在要負擔研究所的課業，要賺錢又要練團，還要排自己常態練

鼓的時間，常常會覺得累。但每次練團見到大家的時候，以及手握起鼓棒的時候，那種疲倦感都

會完全消失，跟夥伴在音樂路上一起努力的感覺真的很棒！」不管接下來會遇到什麼困難，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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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Popcorn希望可以把他們的音樂分享給更多人，團長PIA說：「我們在表演超過三十場後，要自

己壓EP！」讓大家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感受到他們對於追求夢想的熱情，也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

夢想。吉他手DDT說：「就算未來不能幹掉五月天和蘇打綠，至少大家在提起熊寶貝後，會接著

想到Soft Popcorn！」

 柔軟細緻的逼逼啵啵逼啵啵　相關網址：http://tw.streetvoice.com/profile/home.asp?sd

=557046

註：co為copy的簡稱，co歌即為複製、模仿別人的音樂來練習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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