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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A

拾荒慢跑拾荒慢跑
初冬的成都街道，银杏树一片金黄。但比醉人的 

风景更吸引人的，是树下三五成群的年轻男女，只见 
他们戴着白手套，不时弯下身用镊子夹起道路缝隙中 
的烟头和废纸。因为行为太过显眼，他们吸引了这条 
路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如果你也看到这样一群人，请不要感到奇怪。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方式——“拾 
荒慢跑”。这种集慢跑和捡垃圾于一身的公益环保 
运动，是 2016 年由一群瑞典的运动爱好者发起的。

90 后鲁利松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拾荒慢跑的环保健康理念，在不少国
家引发共鸣，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在成都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自然
也少不了热爱“拾荒慢跑”的年轻人。

鲁利松说：“从 9 月份开始，除非下雨，我每星期五都会带领拾荒慢跑
活动。以自己经营的青年旅舍为根据地，号召年轻人参与到这项潮流且环保 
的运动中。”

喜欢旅游的男青年郑一清说：“这个队伍从起初的 8 个人到现在的 160  
个人。来参加的都是 20–30 岁左右，从事不同职业、性格迥异的年轻男女。大
家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也勇于去尝试。”

留学生李田田说：“大家在一起捡完垃圾后，来到青年旅舍观看关于环
保或者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能和志同道合的人讨论环保议题，特别有意
义。”

参加过无数次马拉松比赛的高山说：“就在前一天晚上的活动中，第一
次迎来了小朋友的参与。本来每次都是我捡的垃圾最多，但这次真的输给他
们了。”

听到这里，鲁利松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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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B

气味设计师气味设计师
有种新兴行业，叫“气味设计师”，听过吗？就像名厨、面包师傅纷

纷登上国际舞台一样，现在台湾也有一位“气味设计师”，登上世界。她
就是潘雨晴。

[ – 19 – ]

39 岁的潘雨晴每回现身，总是一贯的脂粉未施，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蓝
色衬衫，脚踩球鞋。她和大众想像的精品从业人士完全不同。一身淡素的
潘雨晴，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各大品牌趋之若鹜？

[ – 20 – ]

潘雨晴从小对世界就有敏锐的观察力，她常跑去看海，看累了就睡在
海边，隔天清晨起来，直接欣赏日出。国中时，阿姨送了她人生第一瓶绿
茶香水，那是她第一次接触的香气。她兴奋得每天上学前，都不忘喷上。
久而久之，味道成了她的标记，也让她对气味产生兴趣。

[ – 21 – ]

27 岁时，她进入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千江月茶行，展开五年茶道师生涯。
学习茶道，领她进入嗅觉新世界，她发现，由于品茗的层次多元，从嗅闻、
停留在舌尖和喉头，以及留在杯底时的味道，统统不一样。同时，在饭店
工作，让她时常碰到极具影响力的达官显要，因此想运用自身能力帮助他
人的理想，就此萌芽。

[ – 22 – ]

源于品茗带来的感动，潘雨晴希望对社会产生小小影响力，从而兴起
了创业念头。最终，她选择和茶道一样，需要嗅觉的“气味设计”做创业
主题，并以世界知名的台湾茶制香，于 2012 年创业台湾茶香水。

随着时代演进，当用视觉记忆品牌有
难度时，如果品牌有独特味道，走进去一
闻，嗅觉透过大脑掌握情感与记忆，会影响
顾客对产品及品牌价值的认识。

潘雨晴这个来自花莲乡下的女孩，用一
贯的内敛、低调，在向来由西方说话的气味
领域，抢下一片天。

资料来源：远见杂志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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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C

《天窗》《天窗》
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开

直，光线和空气都有了。

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
屋子里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 
块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
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
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你会看见带 
子似的闪电一片；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厉地扫
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这么十倍
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锐利起来！

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
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帐子里伸出头来，你仰起了脸，这时候， 
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
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
小玻璃上面掠过的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
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的神奇的夜的世界 
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

[……]

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
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
何其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阔达，更复杂，更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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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A

拾荒慢跑拾荒慢跑
初冬的成都街道，銀杏樹一片金黃。但比醉人的 

風景更吸引人的，是樹下三五成群的年輕男女，只見 
他們戴著白手套，不時彎下身用鑷子夾起道路縫隙中 
的煙頭和廢紙。因為行為太過顯眼，他們吸引了這條 
路上幾乎所有人的目光。

如果你也看到這樣一群人，請不要感到奇怪。 
他們正在進行的是一項風靡全球的健身方式——「拾 
荒慢跑」。這種集慢跑和撿垃圾於一身的公益環保 
運動，是 2016 年由一群瑞典的運動愛好者發起的。

90 後魯利松是這個活動的組織者。拾荒慢跑的環保健康理念，在不少國
家引發共鳴，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尤其在成都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中，自然
也少不了熱愛「拾荒慢跑」的年輕人。

魯利松説：「從 9 月份開始，除非下雨，我每星期五都會帶領拾荒慢跑
活動。以自己經營的青年旅舍為根據地，號召年輕人參與到這項潮流且環保
的運動中。」

喜歡旅遊的男青年鄭一清説：「這個隊伍從起初的 8 個人到現在的 160  
個人。來參加的都是 20–30 歲左右，從事不同職業、性格迥異的年輕男女。大
家喜歡接觸新鮮事物，也勇於去嘗試。」

留學生李田田説：「大家在一起撿完垃圾後，來到青年旅舍觀看關於環
保或者垃圾分類的宣傳短片。能和志同道合的人討論環保議題，特別有意
義。」

參加過無數次馬拉松比賽的高山説：「就在前一天晚上的活動中，第一
次迎來了小朋友的參與。本來每次都是我撿的垃圾最多，但這次真的輸給他
們了。」

聽到這裏，魯利松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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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B

氣味設計師氣味設計師
有種新興行業，叫「氣味設計師」，聽過嗎？就像名廚、麵包師傅紛

紛登上國際舞 台一樣，現在 台灣也有一位「氣味設計師」，登上世界。她
就是潘雨晴。

[ – 19 – ]

39 歲的潘雨晴每回現身，總是一貫的脂粉未施，穿著那件標誌性的藍
色襯衫，腳踩球鞋。她和大眾想像的精品從業人士完全不同。一身淡素的
潘雨晴，究竟有什麼魔力，讓各大品牌趨之若鶩？

[ – 20 – ]

潘雨晴從小對世界就有敏銳的觀察力，她常跑去看海，看累了就睡在
海邊，隔天清晨起來，直接欣賞日出。國中時，阿姨送了她人生第一瓶綠
茶香水，那是她第一次接觸的香氣。她興奮得每天上學前，都不忘噴上。
久而久之，味道成了她的標記，也讓她對氣味產生興趣。

[ – 21 – ]

27 歲時，她進入 台北圓山大飯店的千江月茶行，展開五年茶道師生涯。
學習茶道，領她進入嗅覺新世界，她發現，由於品茗的層次多元，從嗅聞、
停留在舌尖和喉頭，以及留在杯底時的味道，統統不一樣。同時，在飯店
工作，讓她時常碰到極具影響力的達官顯要，因此想運用自身能力幫助他
人的理想，就此萌芽。

[ – 22 – ]

源於品茗帶來的感動，潘雨晴希望對社會產生小小影響力，從而興起
了創業念頭。最終，她選擇和茶道一樣，需要嗅覺的「氣味設計」做創業
主題，並以世界知名的 台灣茶製香，於 2012 年創業 台灣茶香水。

隨著時代演進，當用視覺記憶品牌有
難度時，如果品牌有獨特味道，走進去一
聞，嗅覺透過大腦掌握情感與記憶，會影響
顧客對產品及品牌價值的認識。

潘雨晴這個來自花蓮鄉下的女孩，用一
貫的內斂、低調，在向來由西方説話的氣味
領域，搶下一片天。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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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C

《天窗》《天窗》
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開

直，光線和空氣都有了。

碰著大風大雨，或者北風呼呼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關起來，
屋子裏就黑得像地洞裏似的。於是鄉下人在屋面開一個小方洞，裝一 
塊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陣雨來了時，孩子們頂喜歡在雨裏跑跳，仰著臉看閃電，然
而大人們偏就不許，「到屋裏來呀！」孩子們跟著木板窗的關閉也就
被關在地洞似的屋裏了；這時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腳在那裏卜落卜落跳，你會看見帶 
子似的閃電一片；你想像到這雨，這風，這雷，這電，怎樣猛厲地掃
蕩了這世界，你想像它們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實感到的要大這麼十倍
百倍。小小的天窗會使你的想像銳利起來！

晚上，當你被逼著上床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
下的草地河灘，你偷偷地從帳子裏伸出頭來，你仰起了臉，這時候， 
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雲，想像到無數閃閃爍爍可
愛的星，無數像山似的，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雲彩；你會從那
小玻璃上面掠過的一條黑影想像到這也許是灰色的蝙蝠，也許是會唱
的夜鶯，也許是惡霸似的貓頭鷹，——總之，美麗的神奇的夜的世界 
的一切，立刻會在你的想像中展開。

[……]

發明這「天窗」的大人們，是應得感謝的。因為活潑會想的孩子
們會知道怎樣從「無」中看出「有」，從「虛」中看出「實」，比任
何其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闊達，更複雜，更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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