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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a bad day? 

Daniel Powter 第一張單曲專輯封面 

資料來源：雅虎圖片

在現代生活的忙碌中，我們有多久因為壓力而忘記傾聽內心的聲音？當我們抬頭看著四周的人們
，卻發現他們也都埋首於工作而失去笑容，這時出現一個能夠了解你的辛苦與無奈的聲音，用著
輕快的節奏、簡單的歌詞，唱出你我的心聲，那種「心有戚戚焉」的感動！

現在的流行音樂，強烈的節奏，配合上舞蹈，大大提高其商業附加價值以迎合唱片公司需求。而

歌詞講述的不是偉大的愛情就是賺人熱淚的悲慘故事，如此才能引起大多聽眾的注意。但是在Da

niel Powter的歌曲裡，節奏總是平穩中帶著悅耳，給人一種放鬆的感覺；他唱出所見到的那生

活中的人事物，而歌詞總會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細節，也因為如此，引起大家的共鳴。

特別的人生特別的人生 不凡的成就不凡的成就

Daniel Powter，一位來自加拿大的歌手，與大多的藝人一樣，從小便接觸音樂。他13歲時決定

放棄練從小學習的小提琴而轉練鋼琴，原因是學校裡的惡霸會用他裝小提琴的盒子打他，而且他

也發現鋼琴和小提琴不同的是，鋼琴能夠在不同音域而不像小提琴只集中在高音域演奏，如此一

來便能作出更多樣的音樂。另外，他從小在閱讀方面一直有障礙，也因為這樣，他的老師費了相

當長的時間幫助他，但成效並不理想。在大學的音樂理論課中，他的成績只拿到了F，而其它聽

覺訓練都得到A，再加上過去他的老師曾經對他說「你知道嗎？你的音樂根本就是亂七八糟。」

他終於了解到自己應該試著跳脫傳統框架，創作屬於自己的音樂。

此外，他面對臨場的表演常陷入怯場的窘態，第一次樂團表演時他是主唱，卻因為害怕面對群眾

而背對著聽眾唱歌，但第二次時他開始改變自己，嘗試著與觀眾互動，也漸漸的解開了這個心結

。大學畢業之後他把大多數的時間都拿來寫歌，而當他將寫好的歌寄到各大唱片公司後，也紛紛

接到邀約，但他將太多時間花在提升自己的創作能力上，而忽略了現場演唱的能力，也因此在現

場試唱的時候表現並不好，遭到唱片公司的回絕。直到有一位經紀人將他介紹到華納公司後，他

才開始慢慢發跡。2005年時，他以一首「Bad Day」，從沒沒無聞到聲名大噪，而隔年，該首

歌曲又被美國知名歌唱節目「American Idol」〈譯：美國偶像〉選為鼓勵被淘汰者的療傷歌曲

。因為這個機會，他在這個擁有極高收視率的節目中現場演唱，也藉由這個節目的高收視率，他

的音樂也瞬間爆紅。

由於他的歌曲大多是自己譜曲填詞的，所以也被稱為創作型才子。他的創作不僅表現在多數曲子

擁有的鋼琴獨奏中，在唱腔的部分也有相當令人讚賞的表現，他的歌曲多以中、快板為主，但卻

相當的有感染力。

首張創作首張創作 撼動全球撼動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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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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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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第一張同名專輯裡，那特殊的唱腔，真假音的轉換，成功的塑造出一種特別的意境，創造出「丹尼

爾式」唱腔，也紅遍了全球。也因此，他曾獲得全英國音樂獎「最具突破性國際藝人」，也連續兩年都

是福特汽車廣告曲的演唱者，同時他也在葛萊美獎、全英音樂獎、MTV歐洲音樂獎都到了全面性肯定，

  

Daniel Powter第一張專輯

資料來源：雅虎圖片

特別一提的是，2008年在台灣金曲獎中，唯一重金邀請的

西洋歌手也是Daniel Powter。

在他的第一張同名專輯裡，曲風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種

像是（Bad Day），一種像是（Suspect）。前者感覺旋

律偏慢，緩的大調令人聽來感覺輕鬆，而後者則是偏向中

快板，加入了許多的假音以及不同於正常調性的升降記舒

號，使得歌曲聽來有種譏諷的感覺。（Bad Day）唱出人

生活中的無奈，歌詞真實的表達出大家的心酸與無奈，同

時也安慰並鼓勵大家往好的一面看，一切總會雨過天晴的

。（Free Loop）也相當的出名，因為這首歌曲曾經是福

特汽車的廣告主題曲。其他像（Song 6）、（Jimmy Ge

ts High）也都相當的出名。出名之後，他的演唱會、記

者會邀約不斷，但是這也使得他開始懷念起最初創作音樂

的那種單純，所以他決定要再創作一張單純、簡單的專輯

。

久違的音樂久違的音樂 真實的感動真實的感動

在他2008年新推出的專輯裡，Daniel Powter 找了琳達

派瑞（Linda Perry）── 一位擅長讓藝人能以最真實的態

度做出屬於自己風格的傳奇音樂專輯製作人。而這張新專

輯，也沒有讓大家失望。他不失之前專輯的獨特風格，特

殊的真假音轉換，中慢板琴聲，輕快的節奏。而且在這次

新的專輯裡，除了原有的鋼琴聲外，又加入吉他、弦樂等

新的音樂元素，甚至在〈Am I Still The One?〉裡也出

現了中國五聲音階，讓整張專輯中音樂的組成更為精彩。

但因為堅持「簡單的創作」，也使得新專輯裡似乎少了許

多像同名專輯那種偏中快板的歌，大部分的歌曲都走向那

種慢板抒情的旋律。但，或許這才是真正的丹尼爾式風格

吧！雖然說風格大多接近，但是並沒有讓人感到無趣，還

是有許多好的創作讓人讚賞不已，（Best Of Me）、（W

hole World Around）、（Don’t Give Up On Me）等

都是受到大眾喜愛的歌曲，其中（Whole World Around

）也再一次的當選為福特汽車廣告主題曲。

Daniel Powter最新專輯「墜入情網」

資料來源：雅虎照片

一首好的歌曲，在旋律、節奏、歌詞等細節都需要用心創作，詮釋出作者內心真正的想法。而歌詞要寫
得好，就必須在生活中多觀察，找出現代人因忙碌而忽略的一些，像是「單純」的事情；節奏旋律要配
合的夠好，也才能讓歌詞表達出他的真正涵意。在這些部分，Daniel Powter真的有做到。他的音樂、
歌詞會讓人在靜靜聆聽時，問自己到底在生活中迷失了多久，又有多久沒有好好讓自己停下來看看周遭
的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了。他的旋律節奏都能恰好的配合到歌詞，配合到那首歌要所要表達的意境。不
論年齡，不是行業，當讓自己靜下來聽一聽這回到最單純的真實，就會對於他的創作，有種「這就是生
活」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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