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SHINE 全新概念店

康是美時代門市以「獨特、價值、
體驗」為台灣美妝注入新話題
文‧圖｜康是美

台灣的美麗經濟整體市場值達到 2 千億元。康是美掌握市場潮
流及消費趨勢，持續從人、店、商品三大方面再次提出創新做
法－「SHINE 彩妝概念店時代門市」於 9 月 20 日正式與大
家見面。
店內大量使用玻璃切割鏡面、鑽石切割櫃台、7 座閃耀水晶燈、6 座貼心設計的試妝
台及連結消費者互動的「COSMED MIRROR」

排、商品結構、諮詢服務一次到位。運用全新的空間設計及創

新工法，以「黑、白、金、銀」做為時代門市的主色系，大量使

■

新聞焦點

美麗事業高董事長親自規劃，從門市外觀、店內設計、動線安

用玻璃切割鏡面、鑽石切割櫃台、7 座閃耀水晶燈、6 座貼心設計
的試妝台及連結消費者互動的「COSMED MIRROR」，不僅讓整
間店更加閃亮，還能讓消費者自由自在玩彩妝，從不同角度看見
自己不一樣的美麗，展現出最 SHINE、最時尚的體驗環境，未來
康是美會不斷突破，持續創造不同的可能、呈現不同的面貌。

「獨特、價值、體驗」是消費者選購彩妝的關鍵，康是美從 9 月
26 日起的彩妝週年慶以「SHINE 出你的專屬妝容」為主題，強調
「自主、獨特、個性」的彩妝趨勢，消費者可以自主搭配彩妝商
品，打造出自己的專屬妝容。9 月 20 日開幕當天，SHINE 天團針
對國人關注的秋季妝容，在現場發表「秋之特調」系列的五款妝
容－「粉漾特調」、「楓紅特調」、「藍韻特調」、「紫戀特
調」與「橙靚特調」。消費者只要善用彩妝工具及簡單的彩妝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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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 彩妝概念店時代門市」於 9 月 20 日正式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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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每個人都可以特調出自己專屬的妝容、展現自己獨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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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設計風格元素的結帳櫃台與右側我的美麗日記產品專區

■

美麗事業團隊於時代門市前合影

■

美麗事業高董事長與康是美彩妝天團 SHINE 成員合影

■

統一超商黃總經理與美麗事業團隊誠摯邀請大家蒞臨時代門市，一起開開心心玩彩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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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麗。SHINE 天團的 5 位美諮師已經在全台各地康是美門市進行個
人彩妝服務，想要直接與 SHINE 天團面對面互動的民眾，請密切
關注康是美官網的活動訊息 https://goo.gl/EdYZou。
時代門市位於每天超過 15 萬人次進出的北市府轉運站與時代百貨

秋之特調系列

1F 連通道，主要客層是上班族及逛街購物的民眾，為滿足這個商
圈的彩妝需求，時代門市的美麗類商品佔了 7 成，其中超過一半

五款妝容照

都是彩妝商品，同時也從法、日、韓全新引進 5 大彩妝保養品

粉漾特調

牌－AVANCE CHIPIE、colorgram、WAKEMAKE、江原道、Yves
Rocher，讓消費者在門市體驗試妝的同時，也能獲得最新流行彩妝
資訊。

時代門市開幕的活動訊息透過集團宣傳平台加強溝通，統一超商
新聞焦點

也協助在信義區及松山區的 7-ELEVEN 門市張貼開幕 POP，在各
關係企業通力合作下，開幕當天業績將近 50 萬元，目前平均每天
業績也有 20 萬元的表現。誠摯邀請大家蒞臨參觀時代門市，一起
開開心心玩彩妝。

楓紅特調

藍韻特調

紫戀特調

橙靚特調
■

8

2018 Oc t ob er

「我的美麗日記」一日店長見面會人潮爆滿，活動現場人手一機搶拍珍貴畫面

2018 Oc t ob er Uni-President

9

新聞
焦點

全台最大的創作平台 廣募最有創意的創作者

CITY CAFE 咖啡杯文創設計徵稿開跑

發揮他們的創作才華及能量，讓每一杯 CITY CAFE 變得更有生命
及內涵。重要的是，藉助這一個「文創咖啡杯」，我們對於不同
城市風貌以及城市大小點滴的無限探索得以就此誕生！因此，在
這個咖啡杯設計平台上，我們歡迎所有的創意可以開啟無限的創

文‧圖｜統一超商

作視野，以觀察這片土地、關心這片土地的情懷，讓我們一起把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利用創作來留下珍貴紀錄，並讓我們的城市因
CITY CAFE 自 2004 年上市

此可以讓人更為珍惜及以欣賞的眼光來看待。

以來，歷經十餘年來，在飽
CITY CAFE 將從 2018 年 9 月開始進行首發的文創咖啡杯徵稿活

帶起全民品味城市咖啡的風

動，每年的 1 月到 9 月都會逐月發表全新的創意主題，激發大家

潮，在去年（2017）更創下

的激情火花。這一個終年性的長期徵稿活動歡迎大家依照每月所

3 億 2 千萬杯的空前銷售紀

設定的不同主題持續且不間斷地創作。第一個創作主題配合節慶

錄。在這段時間以來，以城

為「新春開運過好年」，這將是在 2019 年 1 月率先會與大家見面

市咖啡品牌為名的 CITY

的文創咖啡杯。此後每一個月的特定主題將會遴選一個創作作

CAFE，不但在品質方面不斷

品，該作品將成為某一月分 CITY CAFE 咖啡杯的主題設計，預估

創新求進，更藉助商品持續傳遞關懷社會人文的豐富情感，它

曝光的數量將會超過 2 千萬杯以上，我們除了會將創作者姓名揭

所傳遞的不僅是一杯豐郁滿頰的美味，更是每一時刻的生活關

露於咖啡杯上，並會在活動網站中與大家分享該創意作者的創作

懷與情感。為了印象每一口咖啡享受的那一刻人文啟發，我們

理念及相關資訊。活動詳細辦法請參照活動網站：https://

先後與知名大師聯手合作，在 2013 年與王春子插畫家、2014

cafedesign.7-11.com.tw/

■

CITY CAFE 先後與知名大師合作創意
杯身，將設計與咖啡做了不同風貌的
結合

新聞焦點

受消費者的喜愛與支持下，

年與蕭青陽設計師、2015∼2016 年與聶永真設計師、2017 年與
Daniel Wong 合作，將設計與咖啡做了不同風貌的結合。CITY
CAFE 也從單純的美味商品走向人文藝術的展演，為飲用咖啡
增添了更豐富的多元價值底蘊。

今天的 CITY CAFE 已不只是一個最受歡迎的品牌商品，而更
是屬於全民最珍貴的每日生活體驗和美好回憶。基於此一信
念，我們決定以 CITY CAFE 做為起點，開啟全台最大的創作
平台，使得所有創作者在 CITY CAFE 創作平台上，能夠盡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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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AFE 將從每年
1 月到 9 月都會逐
月發表全新的創意
徵稿主題，激發大
家的激情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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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越南乳業公司來訪 交流互惠經驗

人才培育筆記

為明日的管理挑戰做好準備！

2018 潛力人才領導培訓營

文‧圖｜乳品開發部乳源管理組‧林家弘

文‧圖｜統一企業‧教育訓練中心

2018 年 9 月 12 日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遺傳育種組吳明哲組長

三個全天，四大主題，近十

率越南乳業公司乳業

項模擬演練，三十幾位部主

發展部阮氏雅經理（Ms.

管推薦的高潛力學員，絞盡

Nguyen Thi Nga）一行人

腦汁、揮汗如雨，在一次次

到永康總公司參訪。

的導引、嘗試、失敗與再嘗
試，這些公司未來的棟梁全

越南乳業公司至永康參訪，一行人於食安
大樓留下珍貴的合影

心投入溝通、當責、創新、

業，乳牛頭數有 31 萬

變革等領導能力的訓練之

頭，牛乳年產量已近 90

中，為下一階段的管理挑戰振聲宣告：我準備好了！且讓我們透

萬公噸。

過學員的分享，一窺這場讓學員大呼過癮的潛力人才領導營！

越南 Vinamilk 公司是世界三大超級乳製品廠之一，也是該國乳
製品的領先品牌， 1976 年在越南設廠生產和銷售牛奶、乳製

■

幸福職場

■

越南近年來極力拓展乳

用滿滿熱情帶領夥伴的吳兆田老師

文｜流通群‧楊道緯

從負責邁向當責

品以及相關設備，也是該國第 15 大公司，事業版圖遍布全球

老師開場就說，幾乎所有主管都有設定目標和考核 KPI 的權力，

43 國，產品出口到美國、法國、加拿大、波蘭、德國、中東、

但為何結果往往非我們所預期？研究豐碩的專家學者未必是好老

東南亞等等，產品包括牛奶、酸奶、煉奶、奶粉和營養粉、冰

師，明星球員也未必能成為好教練。我們總是盡力把事情做好

淇淋、飲料等。

（創造高績效），但卻沒人教我們如何「帶人」。能被主管推薦
參加課程的潛力學員工作績效應都沒問題，因此這三天的課程重

來賓一行人參觀我司嶄新專業的食品安全檢驗實驗室，現場由

點是要開始學習當個會帶人的主管。

陳福智課長負責解說，乳品部陳羿潔產品經理、乳源管理組

作為主管最重要的，就是面對責任的態度，責任其實是具有層次

洪光宇研究員、乳品開發部簡群育研究員等偕同參加，雙方互

的，一位優秀員工能做到「負責」的態度，包含確實執行組織交

動熱絡，交流熱烈，各自帶著寶貴的經營心得回到工作崗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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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辦的任務，以及對自己所訂下的承諾付諸執行。但身為公司未

改變組織慣性，從個人覺察與改變開始

來的潛力人才，只有這樣的責任層次是不夠的。「當責」的態

要改變組織慣性先從改變自己開始！改變慣性行為的方法便是，

度是對別人（主管／團隊）訂下的承諾，有責任在成果上達成

第一，先設定自己想要改變的目標（Goals），例如想要改掉愛吃

目標。換言之，就是在規定的時間內把事情做對／做好，這才

甜食的壞習慣。接下來，便是慣性覺察（Reality），分析／盤點

是主管當責的態度。

自己慣性行為的觸發因素（Trigger）為何，唯有找到 Trigger，才
能真正面對癥結。第三，選擇（Options），列出面對觸發因素的

洞悉與內省-PAIE 決策風格

選擇，體悟其實有更好的選擇，如壓力大的時候並非只有吃甜食
這一個選項，也可以運動、看電影、聽音樂等等不會發胖的選

種人格特質，由學員互相圈選彼此個人特質，最後區分出四種

擇。第四，承諾（Will），針對目標，可做出的承諾與付出，必須

決策風格：P、A、I、E。每種決策風格都有自身優勢，一旦太

是明確、可衡量性、可達成、務實與時間性，最後就是落實執行

過極端就會變成缺點，課程目的是為了瞭解自己在別人眼中是

才能真正改變。一旦個人改變後，再來影響改變組織慣性，創造

哪種風格主管，並且加強 1∼2 個其他特質來補足自己的不

更好的績效。

足，也可以趁機測試自己的主管是哪種風格！

為期三日的紮實訓練課程，老師都是先運用活動再帶出課程含

P（purposeful）：目標導向與支配型主管，為了目標不計代

義，不禁讓我想起剛進公司時，參加在墾丁統一渡假村的 OAO 挑

價一定要完成。在部屬眼中是工作狂的主管，且控制慾很強。

戰營活動，五年光陰很快就過去了，除了身上的脂肪增加不少

A（administrative）：善於理性分析型的主管，凡事遵循

外，如今活動的目的已不是如何破解遊戲和挑戰高分而已，而是

SOP／標準化作業。缺點就是重視理論大於實務，不善於變

反思自己平時與主管、同事、客戶間工作上的互動。這三天所習

通，不盡人情，嚴重的話甚至會演變成官僚主義。

得的觀念，當上主管才開始練習恐怕都來不及了，多麼有幸能先

I （integrative）：穩定人際型主管，重視人際行為，善於溝

參與這門課程，提早做好心理準備！我已迫不及待想馬上應用所

通合作，整合大家意見做出最大公約數決策。缺點是缺乏主見

學，期待下一階段的成長與挑戰！

幸福職場

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決策風格的應用！課堂中我們藉由 48

／魄力，容易跟隨大眾意見，決策未必對於組織最有利。
E（entrepreneurial）：創新型主管，對於長遠未來很有想
法，永遠有新點子，善於用他的理想說服部屬認同，適合創業
當老闆。缺點是容易不切實際，善變，今天的想法明天就被自
己打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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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職能行為凝聚小組共識

■

熱烈討論行動策略帶領團隊追求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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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康是美限定】

量測健康就在康是美！

康是美限定獨家好禮大方送！
於康是美千禧智慧健康小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康是美

站量測後，列印出本次量

■

測結果，至櫃台向服務人

【康是美限定】
量測健康就在康是美！快
掃描活動辦法 QR Code

好消息！千禧之愛健康基金

員索取活動集點卡蓋章並

會與永齡健康基金會合作設

釘上該次量測結果，就能享有獨家好禮集點活動喔！集滿 1 點送

立之千禧智慧健康小站將於

100 抽面紙乙盒，累積集滿 3 點送迷你放大鏡乙個，累積集滿 5 點

9 月起新增 10 家康是美門

送環保購物袋乙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市據點，不僅提供民眾多項
免費測量服務，還增加列印

還有多重好康等您拿！
除了康是美限定活動以外，還有「天天量健康，天天賺好康」、

測完後可直接帶著本次量測

「OPENPOINT VIP 會員獨享量測送好禮」，讓您用行動關心健

結果請藥師提供專業諮詢服

康，多重好康等您拿！

務。

■

民眾至康是美千禧智慧健康小站

千禧之愛

本次量測結果功能，民眾量

1. 「天天量健康，天天賺好康」活動：為鼓勵您多利用「千禧智
慧健康小站」，透過量測關心自身健康，只要持 icash2.0 卡或

康是美獨家專屬服務

加入 OPENPOINT VIP 會員至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量測並儲存數

「免費量測 藥師諮詢」
！

據，就可獲得 OPENPOINT 點數！

於康是美千禧智慧健康小站

2. 「OPENPOINT VIP 會員獨享量測送好禮」活動：鼓勵民眾成

量測後，可立即列印本次量

為 OPENPOINT VIP 會員後，好康拿更多，只要民眾利用「千

測結果，若出現異常數值時

禧智慧健康小站」量測並儲存數據，就可獲得 OPENPOINT

也不用恐慌，可由專業藥師

VIP 限定好禮！以上活動辦法以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官網公告

提供您即時易懂的基礎衛教

為主。詳情網址：ht tps://w w w.1000-love.org.t w/activit y/

如：飲食、運動、生活等建

forecast?c=healthstation

議，需用藥改善者亦可提供
就醫資訊，方便民眾可以簡

量測健康就在康是美，

單關心自我健康。

多重好康等您來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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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掃千禧智慧健康小站

QR Code，查詢您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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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匠看世界

高松爺爺
文‧圖｜京一郎

5 月下旬，春天即將逝去的尾聲，萱萱前往關西旅遊，選擇到
遊客比較不多的景點探訪新綠。本次向您分享在栗林公園和瑠
璃光院旅遊時的所思所聞。

位於四國香川縣高松市的栗林公園，並沒被評選為日本三名園
（即金澤兼六園、岡山後樂園、水戶偕樂園），但是日本小學
■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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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曾經記載：「栗林公園庭院的木石之美，優於日本三名

「偃月橋」後方有「愛心」耶

那棵大約 200 歲的日本
■ 栗林公園篇－遇到高松爺爺

第一大盆栽「根上五葉

萱萱：松 樹 爺 爺 您 好 ， 我 是

松」，它也只是小老弟

萱萱，您怎麼那∼麼

喔！厚∼厚∼厚∼萱匠妳

高啊∼我跳起來可以

生長的方式和我不同，不

像您一樣高嗎？

會長得跟我一樣高，但是
■

高松：（ 笑 呵 呵 地 說 ） 厚 ∼
厚∼厚∼妳可以試試

妳有雙腳可行進、有萬能

雙手會創作，還有頭腦能思考，成長的機會很多很多喔！

看啊！

萱萱：是喔，原來我們成長的方式不一樣啊！您那∼麼高，看到

萱萱：我 跳 了 ， 就 只 能 到 這

的風景，應該和我看到的不一樣吧？
高松：我居住的這裡被稱為「一步一景」，有命名的美景就有 60

麼高，要怎樣才能和
您一樣高啊？

處，處處都賞心悅目。最南邊展望台「飛來峰」，可以看

高松：幾 百 年 前 這 個 公 園 開

到月彎弧線的「偃月橋」和湖中的倒影、優雅寧靜的「掬

始開發的時候，我已

月亭」，與借景的紫雲山，門票封面上的照片，就是在那

經在這裡啦，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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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的族群－松樹，這裡就有 1,400 棵，長期
以來在植物專家用心照顧下，塑造成各種特殊的樹型，
很值得仔細觀賞。一年四季－春天有櫻花，夏天有繡
球花，冬天有梅花，和這次妳看到的鳶尾花也都隨著季
節，展現他們的美。偷偷跟妳說，我覺得這裡最美的季
節是 2,000 棵落葉樹變色的秋季，景觀變得多彩繽紛
喔！
另外，以前遊船是藩主專屬的享受，現在遊客也可以搭
著小舟從湖上觀賞這裡的景緻，航程中船夫撐著長篙，
訴說著公園的歷史和傳說。小船會行經弧線優雅的「偃
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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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橋」，由湖中欣賞「掬月亭」，近距離觀賞湖上浮島
「心型」的杜鵑花叢等，是乘船才能觀賞的專屬美景。
萱萱：我逛了好一會兒，覺得這裡真的好美好美。秋天好像也
很迷人！您長得那∼麼高、又活了那∼麼久，應該累積
了很多學問。
■

由「飛來峰」眺望的風景

高松：活得久能看得多，長得高能看得遠，例如：勤讀書籍可以
累積知識，到各地旅行可以增加見聞，時間和空間都是提
升知識的途徑。除此之外，用心體會，把學到的知識和看
到的見聞融會貫通，內化成自己的學問加以活用，就是智
慧，萱匠妳可以這樣試試看喔！厚∼厚∼厚∼
萱萱：高松爺爺您講的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不過我會努力試
試看，謝謝您教我這麼多。我一定會找機會再來看您，可
能是秋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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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膠、我的青春舞曲
文‧圖｜麵包部．蔡永煌

晚春、初夏的午後，房間裡

Joan Baez 首先輕彈著吉他，用

電扇慵懶的轉動著、和著 70

Nobody gets too much heaven

悲涼的哀愁旋律唱著〈Dona

年代的迪斯可熱潮中，Bee

no more

Dona〉，借物喻事，訴說有些

Gees 榮登 billboard 排行榜冠
軍的暢銷曲「Too Much

再也無人能擁有滿滿的幸福

事是很無奈的弱肉強食，就像

It’s much harder to come by

Dona 這條小牛註定是肉牛命。

幸福得之不易
I’m waiting in line

音唱法，讓這首歌從黑膠中

我也一直在等待之列

輕輕地飄出來，餘音繞樑，

Nobody gets too much love

雖然命運三分天註定，但是我
型我「塑」、有時候還是要選

anymore

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

再也無人能獲致滿滿的愛情

在一輛前往市場的牛車上

It’s as high as a mountain

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

有對我們的看法就像是各式各

那天午後的週末忽然心血來

愛情就像山峰一樣高聳

有一頭眼神哀傷的小牛

樣的標籤與框架，我不希望被

潮，運用小孩給我的壓歲錢

And harder to climb

High above him there’s a swallow

歸類，但往往外界的指謫、歸

幫自己重新買了一部黑膠唱

且越來越高不可攀

有一隻燕子高高飛在牠的頭頂上

類，就像是一種來自他人暴力

讓沈悶的房間、不再沈悶。

機，完成多年的願望。忽然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快速地飛過天空

擇活出有特色的自己。周遭所

式的主觀解讀，妄自定義。

間，自國、高中時期珍藏至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今的黑膠全部活起來了，也

風兒都在笑著

正當心情短暫停留在少年不識

讓自己好像回到高中時期，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之

隨著黑膠的轉動，心情也跟

它們盡情地笑著

際，這時瑞典的 ABBA 又俏皮

著起伏，一下子像約翰．屈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地唱出〈Ma m ma Mia〉這首

伏塔在〈Saturday Night

笑啊，笑啊，牠們笑了一整天

歌，提起青澀時期我跟他們訴

Fever〉的 MV 那般，在心中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說過的暗戀心情，那是既想要

跳起歡樂迪斯可，一下子像艾爾．帕西諾主演的電影《教父》

笑到夏天的午後

又怕受到傷害，他們鼓勵我們

主題曲〈Speak Softly Love〉般柔情又悲壯，這些歌手彷彿青春

Dona dona dona dona

愛要及時把握，要勇敢將愛說

期朝夕相處的老朋友一一浮現，重新跟自己對話，聊心情、談

多娜，多娜，多娜，多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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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BeeGeeS 獨特的假

出來。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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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試（聯考）定天下的時
I’ve been walking these

代、難免會對未來產生徬徨、

streets so long, Singing the

猶豫，牛仔的 Glen Ca mpbell

same old song
我已在這些街道上走了很

Yes, I’ve been brokenhearted
沒錯，我已受傷心碎

伯伯（葛倫坎伯）就會唱起

久，嘴裡哼著同一首老歌

「Rhinestone cowboy 鑽石牛

T h e r e ’s b e e n a l o a d o f

仔」鼓勵我要意志堅定、邁向

compromising, On the road to

目標，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

my horizon

成名天下知。

邁向屬於我的地平線的路
上，過去曾有許多的妥協、

Good morning, yesterday
早安，昨日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Why,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But I’m gonna be where the

善感的嗓音吟唱著〈Times Of

away

從我們分手那天開始，我就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當你醒來，光陰已悄悄溜走

開始很沮喪，我為何要讓你

Your Life〉，一句經典的

總有一天，燈光會聚焦在我

離開？

「Good morning, yesterday」提

身上

Mamma mia, even if I say, Bye
bye, leave me now or never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醒我時光飛逝，珍惜所有，勇
敢追夢。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突然間，那些你曾經留下的回
憶，再也找不回來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媽媽咪呀，即使我嘴說再

star spangled rodeo

見，走了就別後悔

像個鑽石牛仔，在鑲著星星

mamma mia, it’s a game we

從 30 年代至 80 年代，所有的

圖案的競技場騎馬出場

聲音都是用類比錄音的方式紀

play, Bye bye doesn’t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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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

最愛的 Paul Anka 也用那多愁

Blue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times of your life
你記得嗎？你還記得嗎？你生命
中的時光

forever

錄在黑膠上，之後才有 CD、

媽媽咪呀，那不過是我們玩

到現在的數位串流。從黑膠所

的一場遊戲，再見並不代表

聽到的不只是那個年代的音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從唱針輕觸

永遠不見

黑膠，緊接著發出沙沙的聲音開始，那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充
滿對人生感念與呼喚的歌聲，既滄桑又豐厚、溫潤。

青春時期的娛樂不像現在那麼豐富，除了讀書、打球，就只能躲
在房間聽音樂。黑膠的設計又能精準地抓住年輕人的心。透過每
週 Billboard 排行榜的公佈、引導大家一下子瘋迪斯可、一下子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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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鄉村。而唱片封套設計上、歌星的穿著或帶動年輕人的穿著
流行趨勢、或挑起少年 A 情竇初開的偶像般幻想。精美的歌
詞、抑揚的旋律更像心靈導師，撫慰著年輕的徬徨。

在那懵懵懂懂、把聽西洋音樂當
We lived in the country when I
was a child
小時候，我們住在鄉下
You lived up the highway about

做學英文的歲月，年少的輕狂也
在 Dennis Yost & The Classics IV
柔情演唱著〈Where Did All The

half a mile

Good Times Go？〉的歌聲中娓

妳住在離高速公路只有半哩

娓浮現。

遠的地方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running to and fro
我們終日歡笑，追逐嬉鬧

是的，回憶就像歲月的餘味，誠
如「鑽石牛仔」歌詞說的：

Tell me,baby, Where did all the

「The memories are time that you

good times go

borrow to spend when you get to

親愛的，告訴我，那些美好

tomorrow」，美好回憶就是你借

時光哪兒去了？

來、用來在明天消費的好時光。

感恩父母疼愛，在那麼年輕的歲月，送我一套四聲道音響，陪我
編織著屬於自己的青春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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