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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敬騰 在非洲思考人生
白天，廣袤的黃漠大地上有著生氣勃勃的野生動物，夜晚，閃耀著銀河的黑夜與皎潔的月色交織成魔

幻的無聲交響曲。在《獅子王》的場景辛巴威，我們與獅子合唱團的蕭敬騰，開啟了一段永難忘懷的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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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o  編輯助理╱翁維彤  場地提供╱Wilderness Safaris Little Makalolo Camp,

Zimbabwe  特別感謝╱Wilderness Safari、Eunique Travel．南非輕奢旅．Eunice

的非行記 

在非洲的最後一夜，位於萬基國家公園的Little Makalolo營區熱鬧非凡，這裡的工作

人員特別為即將於3月30號生日的老蕭，準備了辛巴威當地的舞蹈和寫上「Happy

Birthday Jam」的生日蛋糕。向來慢熟的老蕭，在地球另一端的土地上幾乎是不可思

議地迅速敞開心房，與當地人一塊唱歌跳舞，他臉上漾著不一樣的光采，眼角全是笑

意。

到非洲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從桃園啟程至香港、轉機約翰尼斯堡、維多利亞瀑布城

等三段國際線，再搭乘一段八人座小飛機，加上轉機時間，總共約耗時20個小時，才

能到非洲辛巴威的萬基國家公園。

這裡是野生動物的天堂，國家公園佔地超過14,600平方公里，超過八萬頭大象在這裏

自由地生活，以及數量眾多的長頸鹿、斑馬、瞪羚、鬣狗與非洲野犬。在老蕭抵達的

首日下午，我們啟程前往「Game Drive」的途中，就遇見了獅群，牠們虎視眈眈地看

著落單的長頸鹿，狩獵失敗後，其中一隻年輕的獅子緩慢地走向了老蕭的車。老蕭的

眼神裡沒有一絲懼怕，在那個當下，他不再是舞台上萬人膜拜的歌手，也不是金曲獎

機智主持的天才，他卸下所有防備，露出最真摯的眼神。純淨的非洲大地，讓這個牡

羊座的大男孩露出赤子之心。

正如同Isak Dinesen在《再見非洲》書裡所言：「如果你生活在非洲草原，那麼，早

晨一睜眼你就會感慨：呵，幸好我棲身於此，這個我最應駐足的地方。」

GG Logo 圖樣西裝外套、絨面雙色寬版縮口褲、復古休閒鞋，all by Gucci

我可能沒有什麼慾望在異鄉，但看動物還是蠻好奇的，我相信很多時候在異地旅行或工作，是天意也

是緣分。G G  L o go  圖樣西裝外套，G u c c i

#奈良美智  #天橋上的魔術師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tags/%E5%A5%88%E8%89%AF%E7%BE%8E%E6%99%BA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tags/%E5%A4%A9%E6%A9%8B%E4%B8%8A%E7%9A%84%E9%AD%94%E8%A1%93%E5%B8%AB


旅遊是種緣份

我不是會主動想看凱旋門或是特別景觀的人，可能沒有什麼慾望在異鄉，但看動物還

是蠻好奇的，這次會來，可能也是因為很多時候在異地旅行或工作，是天意也是緣

分。

我對非洲的第一印象是小時候媒體或他人灌輸給我的原始、落後、需要幫助的國度，

但真正踏進這個大陸後，有了很不一樣的想法。我是不清楚其他地區的非洲，但至少

這個營區的工作人員都很快樂，他們也教了我很多事情。

對我而言，這次旅行最大的阻礙可能就是飛機吧，當然還是會怕，有時候是感到很不

舒服。以前第一次坐飛機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過著幾乎每天搭飛機的生活，

因為我是抗拒的。前幾年很無奈地面對自己的工作要大量搭乘飛機，現在，放空是第

一步，不要去想心裡的恐懼，當然信仰也很重要，帶來心中平靜的感覺。

我很容易投入情感，但現在好很多，也不是說冷漠，可能被傷害過吧，會比叫理性。人都有過去，都

有過程，要正向引導自己才是對的，不用去管別人怎麼看你。G G  L o go  圖樣西裝外套、絨面雙色寬版
縮口褲、復古休閒鞋，a l l  b y  G u c c i

#奈良美智  #天橋上的魔術師

https://adclick.g.doubleclick.net/pcs/click?xai=AKAOjstst_li87LzCY1VtJjCb1pdrY__vNzlUASLKyPp-bgiRfrvn874c3n5UlP5uQy3RFbCWo8L-aHmxwlUzlrqDY1kpl5bFqp-mX6eNFm8rfm4L_UfNnCGAlinISwsmv46l45IKeolFKNCJb2qcCaXyL5hZ2ijMVtOq2iraMYBiOwsxEv1_HOS_xtHJPQHSd9jwkNPQ9zpZaF51_n7iLa4ceeL99OkdlV4LIeHBctNrooxCwcSnZZyt6rksMgmOIXG-7LWc743w8CRTCd62OUGB9rpnv_L6DfRarLmK-8AW_w7lClxm6l6cwwaEaFIAh6jmaw&sig=Cg0ArKJSzJEEZpjrwxptEAE&urlfix=1&adurl=https://www.marieclaire.com.tw/events/2021/selectbook/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tags/%E5%A5%88%E8%89%AF%E7%BE%8E%E6%99%BA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tags/%E5%A4%A9%E6%A9%8B%E4%B8%8A%E7%9A%84%E9%AD%94%E8%A1%93%E5%B8%AB


將叛逆與恐懼化為能量

這本與三位心理醫生對談的新書《不一樣》，其實是因為拍了《魂囚西門》這部在講

心理醫生的故事。出版社和公司都想要延續這個話題，剛好我們的寫手就是心理醫

師，所以一開始就先跟他聊，他等於是第一個跟我交流的。

一般我們會去想，心理醫師都在幫助大家解決煩惱跟困惑，但沒有人會去想，心理醫

師需不需要其他管道得到釋放跟解脫。一個成功的心理醫師，必須要曾經身為病人的

角色，才能夠站在病人的角度理解他們的需求。只要在人類開始有思想之後，不管是

幾歲，我們就會開始有所謂的恐懼，有所謂的喜好，能夠分辨是非，那個時候我們的

心智跟大腦就開始接受所謂的傷害跟影響。當然有很多嚴重憂鬱症、焦慮症的患者，

但每個人活到這麼大，一定有個人的恐懼，只是問題大小，和你如何解決。

很多人都覺得這本書特別好看，因為之前的書可能都是關於旅遊，圖片比文字多，這

次雖然文字也不多，但都是蠻深入的對談。事實上我對這件事情本來沒有抱持任何想

法，但是一直聽到大家對這本書的認可跟好評，蠻開心的，會想找時間再好好看一

次。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初衷是什麼，知道當初是被什麼打動。一直以來對搖滾樂有非常深的執著跟熱

情，那才是我想傳遞的音樂，所以在2 0 1 6年的時候才會有獅子合唱團的誕生。G G  L o go  圖樣西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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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愛動物

從小爸爸就養狗、養貓、養鸚鵡、八哥、金絲雀，所以我們家的人對動物就是很自然

地覺得應該家家戶戶都有吧，但長大後才發現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我養了很多流浪貓狗，最近收養的一隻是我去年從內地帶回來的狗，他也

是流浪的。當時我們在錄一個節目，劇組發現河裡面有一隻狗，是別人丟下去的，想

把牠淹死，劇組的人把它救起來，在我們拍攝的地方養了一兩個月。有一次，工作人

員把牠抱到我休息室，我其實不太敢主動接觸流浪狗，因為會投入很多情感，但都已

經抱進來了，只好摸摸、抱抱牠，要走的時候就沒辦法，放不了了。

我把牠帶到酒店，幫牠洗澡，然後就決定要帶牠回家。花了好幾個月，經過最嚴格的

檢疫、結紮，讓牠坐飛機回到台灣。牠叫老鼠，因為這隻狗兒長得很像老鼠，行為也

像。我對我養的狗狗貓貓沒有什麼期望，只要牠們開心就好，不要在外面風吹雨打，

每天吃得飽飽的。

貓狗森林

我大概三四年前有寫一個案子叫「貓狗森林」。我希望它是一個像是大家認知的主題

樂園，比如說迪士尼或環球，面積大概一半吧，但是只屬於貓跟狗。這個機構有幾個

主要的目的，第一就是搶救所有的流浪動物，我們會擁有全世界最新最健全的醫療設

備和團隊，無條件收養任何流浪動物。再來就是訓練中心，訓練動物的專業技能。我

們不只是給流浪動物優質的環境和飲食，更要讓牠們有專業技能，比如說軍情犬、救

災犬、導盲犬、表演犬和服務犬，還要打理牠們，讓牠們可以被領養，不然我們無法

繼續收留其他流浪貓狗，在沒有領養的情形下，才會做職業訓練。當然還要有娛樂的

面向，像是貓狗選美、體能比賽等。這個地方更是只要你有寵物，就可以牽著寵物進

園區休憩。

我們一直有在跟獸醫工會溝通想法，但執行起來很不容易，要有資金、要有土地、要

有專業人員，大家還都要有一樣的目標、一樣的中心思想、一樣對動物等同的愛，才

有機會實現。最終的期許當然就是社會教育，希望可以達到一家一貓一狗的制度，以

領養代替購買，這是最完美的。只有這個方法，才有機會讓大家重視動物。

也因為我養了很多動物，知道動物的生離死別非常令人難受，很多人會把動物當作自

己的家人或小孩，所以當牠們走的時候會火化，或是有其他儀式，台灣在這個方面的

機構和知識是非常缺乏的，所以這個園區也有動物的墓園。我知道自己很多想法都很

大，所以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和人員一起醞釀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夠達成目標。

就算遇到挫折，無論如何我都會撐下去，怎麼樣都會從中找到快樂，只是會跟當初想的不一樣。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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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魅力太強了

音樂帶來喜怒哀樂的情緒不用我說，當我們難過的時候聽難過的歌，快樂的時候聽快

樂的歌，音樂真的影響太大。從小我是聽詩歌長大的，那個時候已經在音樂裡面，只

是還沒被啟發。真正被音樂影響是在小六的時候，那時因為我不乖、很叛逆，在急

躁、過動、調皮的情況下，剛好一個機緣聽到不一樣屬性的東西─正統的搖滾Bon

Jovi，發現這樣的音樂讓我更亢奮、更有精神，也讓我對音樂產生興趣。

像現在身為《聲林之王》《這就是原創》的導師身分，我覺得很好，但問我好不好

玩，我覺得很殘忍。幾年前的我一定哭得一鼻子一臉的，但現在知道，既然有人選擇

我擔任這個責任，就要把它做好。就像我剛剛講的，看到動物時我可能不會主動地投

入情感，要不然會很受不了。以前當導師的時候我會投入很多情感，然後自己很痛

生命當然會有喜怒哀樂，但珍惜身邊美好的事物，等到我的任務結束的時候，人生也沒有遺憾，特別

圓滿。格紋大衣，G u c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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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情感，要不然會很受不了。以前當導師的時候我會投入很多情感，然後自己很痛

苦，現在就是會保持一種狀態，因為那是責任，也能夠更理性、更中立去判斷作品好

壞。

我當然很容易投入情感，但現在好很多，也不是說冷漠，可能被傷害過吧，會比較理

性。人都有過去，都有過程，要正向引導自己才是對的，不用去管別人怎麼看你。

為了你的靈魂，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算遇到挫折，無論如何我都會撐下去，怎麼樣都會從中找到快樂，只是會跟當初想

的不一樣。其實從入行的那一刻，就跟我心中想的不同。我在出道的時候是搖滾樂團

的主唱，本來希望公司可以把團員一起簽下來，更希望以樂團的身份出道，但沒有實

現。後來我聽專業人士的意見，因為我很相信專業，我放掉了自己的樂團，不過到現

在我們都沒說要解散。再來就是，我以為可以成為全創作歌手，但是公司給我的建議

是不要，所以我出道的時候是一個流行歌手，第一張專輯頭髮捲捲的，穿一套英式西

裝，唱很多別人寫的歌，有一些自己創作的，但不多，這樣的情況大概持續了四五

年。

直到我開始製作自己的專輯，把自己的意念放在創作裡面，公司也非常認可。最快樂

的事情是，我在2013年得了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歌手，那張唱片《以愛之名》是我第一

張自己製作的專輯，從那個時候開始有很多真正的樂趣。我知道自己的初衷是什麼，

知道當初是被什麼打動，我一直以來對搖滾樂有非常深的執著跟熱情，那才是我想傳

遞的音樂，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才會有獅子合唱團的誕生。我慢慢找尋讓我做下去的

動力，如果都不讓我嘗試，不能有任何想法，那應該會抹滅一個有智慧跟很有才華年

輕人的未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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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公司簽的新人，對於一個藝術家，我的角度跟公司的角度絕對是兩極，因為我

一定要讓他們做想做的事，要不然他們的靈魂會被市場、會被我們的審美給抹滅，甚

至消失，然後失去一切。所以我非常堅持聽創作人、藝術家心裡的理念跟想法，我覺

得這非常重要。

就算人生可以重來，我也不想，因為我現在很好，唯一就是我的阿嬤沒有看過我現在

的樣子：努力工作賺錢，給家裡很好的環境、買房子、讓家人旅遊、讓他們過很好的

生活，但因為阿嬤已經走了，這點一直都覺得蠻遺憾，但也無能為力。另外一點是，

如果重新選擇我出道的方式，以樂團的方式出道，我會想看看結果會是什麼樣子。

現在的這個階段，我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你有你的任務，你的任務做完的時候，

可能就是離開的時候。當你還沒做完任務，就是還不會離開，這是我的理解。生命當

然會有喜怒哀樂，但珍惜身邊美好的事物，等到我的任務結束的時候，人生也沒有遺

憾，特別圓滿。

我在音樂產業裡慢慢找尋做下去的動力，如果都不讓我嘗試，不能有任何想法，那應該會抹滅一個有

智慧跟很有才華的年輕人的未來。G G  L o go  圖樣西裝外套，G u c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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