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聞稿 108.08.16

茄子蛋重返淡水漁人舞台 免門票爽聽 12 組獨立好團
【新北市訊】新北市淡水漁人舞台表演卡司強檔不斷，本週更有紅遍南北大街
小巷、新一代台語天團「茄子蛋」的演出，此外還有眾多老牌實力、後起新秀
共 12 組的樂團強勢來襲，精心準備帶給大家最棒的演出，8/17-18 誠摯邀請您一
同來參與今夏最有誠意的音樂季！
週六天團降臨漁舞 老團新秀輪番上陣
本週六擔綱開場的是本屆漁舞最年輕的樂團「Project 88」，一組全員未滿 19
歲，卻擁有成熟的 LIVE 演奏實力的少女樂團，絕對讓現場的聽眾感受到滿滿青
春洋溢的活力；緊隨其後的是擁有豐富表演經驗，樂曲間總不經意地帶來熟悉
的感受，讓人彷彿回到年少時玩樂團時光的搖滾樂團──鏽鉚釘樂團；再來是
去年海祭十強的「城市雨人樂團」，展現了他們征戰各大音樂祭的功底，那讓人
忍不住一首接一首聽完的歌曲，彰顯著屬於城市雨人的獨特品味。
此外還有結合嘻哈說唱、廣泛運用本土語言與文化的「勞動服務樂團」
，其
濃濃的鄉土味與關懷議題的創作，聽在耳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從歌曲的
字裡行間就能感受到那滿滿的真情；接著還有短短成立數年就異軍突起、廣受
各大音樂祭的邀請，還擁有百萬人氣單曲《開店歌》的「無妄合作社」；最後則
是邀請到了以《浪子回頭》、
《浪流連》等歌曲襲捲台灣南北大街小巷、獲得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與最佳新人獎的「茄子蛋」壓軸演出！
週日大團出沒請注意

團團精彩無法放棄

本週日表演陣容更是空前的優質，首先登場的是台灣少見的車庫龐克樂隊
「倒車入庫」
，用其不斷重複的歌詞與令人躁動的音樂帶領大家進入一個奇妙的
世界；再來是「害喜喜」
，主唱飄渺時男時女的唱腔，吸引大家進入他們有點天
馬行空、又有點文青的音樂世界；接著是型男組合「丘與樂」
，擁有打敗重重敵
手奪下海祭「海洋之星」的雄厚實力，更多次在大型演唱會演出皆獲得好評，
將用盡全力給觀眾最具爆炸力的感受、用最真誠的態度感動觀眾。
還有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樂團之一、在貢寮海祭史上第一個奪得「海洋之
星」、
「評審團大賞」雙獎項的「厭世少年」
，準備以他們 Fusion 龐克的搖滾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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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強烈的現場表演風格，感染台下每一位觀眾；另外也邀請了甫一發片即入
圍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樂團」以及第 9 屆金音獎「最佳搖滾單曲」，用獨特編曲
和朗朗上口的歌曲橫掃大專院校的「甜約翰」；最後壓軸登場的則是成軍七年，
發行過三張專輯，表演經歷無數的「小男孩樂團」
，用主唱深厚爆發力十足的嗓
音，以及優美好聽的旋律，讓聽眾一起享受他們的文字以及音樂！團團都有豐
厚的履歷以及優秀的實力，千萬不要錯過！

本週六日 8/17~8/18 晚間 5 點到 9 點，歡迎大家來現場領略台灣原創好音樂
的魅力！不用花任何的入場費用就能聽到那麼多的優質大團，你，還在等什
麼？

更多 2019「新北市河海音樂季」相關訊息請上：
➢ 2019 新北市河海音樂季官網 http://hohaiyan.ntpc.gov.tw
➢ 淡水漁人舞台 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fisherman.stage/
➢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http://tour.ntpc.gov.tw/
➢ 新北旅客臉書 Facebook 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ntc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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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9「新北市河海音樂季－淡水漁人舞台夏日原創音樂」
8/17 及 8/18 節目流程
◆

活動地點：淡水漁人舞台 (淡水漁人碼頭觀海廣場)
日期
時間
表演節目
17:00-17:40
Project88
鏽鉚釘
17:40-18:30
城市雨人
18:30-19:10
8/17(六)
勞動服務
19:10-19:55
無妄合作社
19:55-20:35
茄子蛋
20:35-21:00
倒車入庫
17:00-17:40
害喜喜
17:40-18:15
丘與樂
18:15-18:55
8/18(日)
厭世少年
18:55-19:35
甜約翰
19:35-20:15
小男孩
20:15-21:00
※實際演出時間依現場為主

附件二、2019「新北市河海音樂季－淡水漁人舞台夏日原創音樂」
節目表(8/18 後)
活動日期
8/24(六)
8/25(日)

表演卡司
拾音、黎可辰、魚條樂團 Fish stick、偏執狂、唐貓、傷心
欲絕
超音界、重擊者、粗大 Band、玫瑰紅、槍擊潑辣、Boxing
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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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表演樂團介紹
日期

表演樂團

簡介

8/17(六)

Project88

Project 88 是一組全員未滿 19 歲，最小才 13 歲的少
女樂團，在甄選超過五百多位熱愛音樂的高校生後，
脫穎而出的四位團員正式組成 Project 88，並在專業
培訓一年半後，即將在 2019 年正式亮相！
Project 88 的團員們雖然年紀小，但卻擁有成熟的
LIVE 演奏實力！

鏽鉚釘

鏽鉚釘來自於基隆，成立於 2011 年，由主唱(丁冠葳)
與吉他(單國隆)為出發點，串聯了 6 個對音樂有熱情
的人，成立了鏽鉚釘樂團，六人從小一起在教會裡長
大，喜愛搖滾樂，追求更成熟穩重的音樂演奏技巧，
直到希望能夠透過音樂影響人群，當中有成員為職業
樂手，幫線上藝人伴奏演出，擁有大量的演出經驗彼
此認識一起玩音樂的時間有十年以上之久無論舞台默
契 ， 彼 此 音 樂 瞭 解 性 ， 都 有 非 常 大 的 相 容 感!
鏽鉚釘以搖滾為主軸，相信搖滾的能量，是最直接且
最有影響力的不以主流為精神，但卻帶著主流的親和
感鏽鉚釘的精神，就是要給聽的人最直接的感受無論
社會經歷上、情感上、精神上，都希望帶給聽者的心
裡最大的支持與同理感。

城市雨人

成立於 2014 年 7 月，用略帶滄桑的歌聲及流暢的音
樂旋律訴說著城市裡瑣碎的情緒，像走進或熟悉、或
陌生的城市；遇見或朦朧、或明朗的輪廓，直到心中
似雨聲的底噪，逐漸清晰。

勞動服務

「勞動服務」由曾經入圍三次金曲獎的 Hip-Hop 樂團
「拷秋勤」，兩位班底 FishLin 和尤寶發起，招募曾赴
紐約學習 DJ 的 DJ Charles、吉他老師聖哲，以及農
村武裝青年的鼓手阿展等人所組成。
以饒舌、唸歌與穿插吟唱的方式，詮釋滿懷臺灣鄉土
精神及社會意識的台語詩文，搭配數位音效、老唱片
取樣、西洋與漢式樂器的結合，拼貼混搭具有後殖民
性格之獨立音樂，可以是傳統嘻哈 MC 搭配 DJ 的編
制，卻也可以切換標準 full-band 樂團的配置，是實驗
性質濃厚的另類嘻哈樂團。

第4貢

無妄合作社

由四個不事生產的懶人組成的樂團，成立以來在台
北、基隆與台東等地進行創作，音樂受啟發自香菸焦
油、林間野味與都市廢氣。
易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突然得了死不了的
病，不吃藥就會痊癒。對於種種欲加諸承擔的文明，
我們不願戒斷與根治。
2017 年 11 月，發行首張 EP《逃脫時間的鎖》。

茄子蛋

故鄉總是比愛情重要，音樂還是比食物重要。
喜歡用戲謔自由的文字來談論一些似有似無的事。
人生其實沒什麼壞事，
至少我還活著，而且還擁有著音樂。
------------------------------------------------2012 年成立於台北，2017 年 7 月發行首張專輯《卡
通人物》，2018 年獲得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
與最佳新人獎，同時入圍最佳樂團獎與年度專輯獎。
茄子蛋歷經休團與團員更迭，於 2014 年正式復團，
由現任樂團編制三人組成：主唱／鍵盤：黃奇斌，和
聲／吉他：蔡鎧任、謝耀德。始終對風格沒有統一說
法，從經典搖滾、藍調、Fusion 混合交織著街頭卡拉
ok 和流行金曲，茄子蛋「非要做出屬於自己的流行
金曲」意圖明確，最喜歡用作品征服大家，讓人從上
到下歡喜快活才肯罷休。
2017 年發行首張專輯《卡通人物》，專輯歌曲〈浪子
回頭〉MV 上架 Youtube 平台至今一年多已突破 6000
萬點閱人次。2018 年發行全新單曲〈浪流連〉，MV
上架 Youtube 平台後不到六個月便突破 3000 萬點閱
率；同時舉辦系列巡迴：《想妳的彼暗》且台灣北中
南、大陸 9 個城市、東南亞巡迴場場完售。

8/18(日)

倒車入庫

來自台北六張犁，車庫龐克樂隊。
站在社會陰暗角落，莫名的歇斯底里，以狹隘卻自以
為獨道的視野觀察眼前事物，生活不起眼的狗屁小
事，在心中激起莫名波瀾。
不在乎社會如何變化，不在乎黑夜過去迎來的白晝或
末日。

害喜喜

害喜喜的音樂就像是澳洲的袋鼠，在與世隔絕的地理
騰空出世，大多寫一些日常的瑣事，幻覺與傷感，音
樂風格也大致如此，或有點天馬行空、或有點文青詩
歌、或有點民族、或有點民謠，讓你隨時無法預料；
由於生長在良善美好的環境，有充足的陽光照射，害
喜喜成員行光合作用的時間就會產出美妙音樂，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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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喜喜的旋律在你們的耳膜上著床，使我們成為一家
人吧！
丘與樂

2012 年成軍，樂團成立不到 1 年，就抱走 2013 年海
洋音樂祭海洋之星頭銜，2014 年推出首張專輯
「Seven Men On The Way」後，隨即在 2015 年得到
「搖滾台中搖滾大賽冠軍」與「桃園鐵玫瑰熱音賞評
審團大獎」，更加奠定了樂團的地位，打造出不平凡
的「丘與樂」。
從台下幾乎沒有觀眾，到站上萬人舞臺，每一次的演
出就像是出征打一場仗，用盡全力給觀眾最具爆炸力
的感受、用最真誠的態度感動觀眾，經過南征北討，
多次在大型演唱會中演出獲得好評，現場演出成為丘
與樂樂團最吸引人的強項之一。

厭世少年

17 屆貢寮海洋音樂祭【海洋之星】、【評審團大賞】
史上首度雙獎得主，甫入圍第 30 屆【金曲獎】最佳
新人，為近年最受矚目的樂團之一。
由一群特立獨行的音樂系學生和一名有著妨礙風化前
科的男子所組成。擅長使用真實感十足的猖狂聲響佐
以莫名其妙的幽默感，交織而成的是台下的一臉錯
愕。
2018 年首張專輯《青春校園戀愛物語》正式發行。

甜約翰

甜約翰以數字搖滾、爵士等元素為基底，融合取樣手
法和豐富的聲響設計，開創了獨樹一格也能被大眾接
受的流行曲風。於 2017 年 12 月發行首張專輯
「Dear」，旋即入圍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樂團』以及
第 9 屆金音獎『最佳搖滾單曲』，並於 2018 年 3 月舉
辦了專場“Nice to meet you again”，吸引千餘名樂迷到
場支持，創下完售佳績，隨之舉辦的六城巡演“First
Sight”總觀眾人數也超過 2000 人次。其獨特編曲手法
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更讓甜約翰的歌曲成為各大專院
校比賽和演出的熱門曲目。

小男孩樂團

小男孩樂團-Men Envy Children，他們來自於最真實
的都市生活，你我都存在的職場之中。
「小男孩樂團 Men Envy Children」這個團名的意喻，
是希望對於音樂這個夢想，永遠能像孩子般的純真、
好奇、賦有想像力，讓生命與夢想能隨時隨地 1+1 大
於 2 的活力。
小男孩樂團善於唱出上班族生活/都會時尚男女的生
活體驗/對環保的關心/以及親情友情的親密感受。
希望經由多年打拼的心路歷程分享給聽眾，能獲得更
多知音一起享受他們的文字以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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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活動交通資訊
【大眾運輸】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淡水捷運站，轉搭指南客運紅 26 路、836 路(假日)公車即可到達淡水
漁人碼頭。或自淡水碼頭轉搭乘海上渡輪前往(平日 20～30 分 / 班、假日 10～15 分 /
班)。或自 YouBike 捷運淡水站沿著中正路往老街方向直行，一路跟著漁人碼頭的指標即
可抵達 YouBike 漁人碼頭站。
【海上渡輪】
1、淡水碼頭～漁人碼頭
全

票：60 元、優待票：30 元

航行班次：平日 20～30 分 / 班、假日 10～15 分 / 班
航程時間：12～15 分鐘、每船載客人數：限載 50 人
2、左岸八里～漁人碼頭
全

票：60 元 、優待票：30 元

航行班次：平日 20～30 分 / 班、假日 10～15 分 / 班
航程時間：12～15 分鐘、 每船載客人數：限載 50 人
※左岸碼頭視潮汐狀況，停、啟航另行公告
（可至八里渡船碼頭轉乘至淡水再到漁人碼頭）
【自行開車】
1、國道一號：由八堵交流道下，轉走麥金公路，接上台 2 線即可到達淡水漁人碼頭。
2、國道一號：自五股交流道下，轉走 107 縣道，經竹圍至淡水，再沿登輝大道接上 2 號
省道即可到達淡水漁人碼頭。 3、國道一號：自五股交流道下後，轉走新五路過關渡大
橋，行經民權路至中正東路，續行至中正路即可到達淡水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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