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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不奇怪的營火晚會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M108 和 M107 結束一整天的可怕課程，來到小叮噹科學園
區，放下所有行囊後，準備迎接之後的驚喜 Movie World 之
旅。每一小隊陸續進入營火晚會的會場，在入口的小路上來
了第一個感動，一條小路的兩旁點亮了一顆顆蠟燭，好浪漫，
但最後的”箭頭 M108”的歡迎讓人都快哭了出來，還見到
一位學長正用手保護每一個蠟燭，避免它們被風吹熄，只為
了讓參與其中的每一位，感受他們的用心及熱情。

在大家的期盼之下，營火緩緩燃起，
氣氛就跟著 High 了起來，緊跟著學長
們的火舞表演，讓人了解何謂「既期
待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情，但它的精
采程度及學長們的拼命指數讓所有在
場的人捨不得閉上眼睛。

接下來的系歌教唱，雖然一開始 Key 讓人冒了一身冷汗，
但當大家一起唱出這首屬於大家的歌曲時，就像有一條無
限延伸的細線將醫學系這個大家庭，緊緊地束綁在一起，
頓時 M108 有種第一次真正融入大家的感覺，真正加入這
個大家庭的認同感，氣氛好溫暖，讓人無法自拔；當然不
能忘記隊輔的假烤乳豬真脫
衣服的表演，讓女生們個個
臉紅心跳，讓男生們個個都
躍躍欲試，是營火的重頭戲，
最後由小隊員們把各自的隊
輔搬回來，又讓小隊的感情
瞬間增溫不少。

還 有 大 家 辛 苦 練 習 的 相 認
舞，雖然已經當了一個多月
的同學了，但當小手牽起小
手時，仍然臉紅紅、心兒蹦
蹦跳，甚至有人反應只跳一
遍不夠呢！

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不只這些，不要忘
了那需要多人的默契組合而成的蜈蚣
舞，困難程度絕對破表，尖叫聲也絕對
達 120 分貝，就好像真正的蜈蚣從螢幕
中爬出我們的 3D 眼鏡了 !

還有那不知道該如何評論的雞雞拳，讓
在場的每一個人臉上充滿尷尬的可愛表
情，卻又把握每一個可以勝利的機會，
最後的 Winners 在混亂中誕生，驕傲地站起來準備接受大家的
仰慕和禮物，混然不知有下一個挑戰正在等著他們 XDDD，那就
是人體鋼琴的表演，真的很酷，Do、Re、Mi、Fe、So 的五個代
表動作真的很經典，讓觀眾 ( 也就是 Losers) 看得哈哈大笑，原
來勝利真的不是如此重要，讓大家又補上了一課人生道理的學分
啊！

理所當然的，醫學系的宿營，鵝媽、春媽、KK 潘怎麼能缺席，
成為拜營火舞朗朗上口的呼求是一定要的啦！這才能表達我
們對他們的尊敬之情，也祈求營火保祐我們每一個人這學期
平安 All Pass 哦！這個為宿營揭幕的營火晚會，是值得被按上
萬個讚的，第一個晚上就讓大家 High 到忘了疲勞和沉重的課
業和無法打 LoL 的無奈，想睡都睡不著呢！！！也讓人不自
覺地期待起接下來的每一天，激起每一個人那隱藏已久熱血
的靈魂，拋下所有顧忌和形象包袱，只為在這三天寫下最美
的一頁。

營火晚會拉近 M107 和 M108 所有人的心，原本的陌生感消逝了，              
為學長姐和學弟妹們打下日後深厚感情的基礎 ...A1



二、組頭訪問
2012年11月2日晚上11點，在肌肉痠痛地練習完啦啦表演之
後，我們有幸可以和迎新宿營夜教活動的組頭—陳佑任學長
以及江旻瑩學姐—進行訪談，還有活動組另一位陳姓學長也
加入了訪問。
(佑：陳佑任學長 江：江旻瑩學姐 陳：陳柏梃學長 編：編輯)

1. 為什麼會成為夜教組頭？
佑：活動長Barbie問到我要不要當夜教的組頭，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我就答應了。
江：難道你被附身了嗎？！
佑：(笑)，不過由於夜教是大型活動，通常會有兩個組頭負責，所以我就找了江旻瑩，這樣其
實等於找了三個人來處理這個活動(笑)。
江：我超級害怕夜教，活動組其他人說服我說只要當組頭，就不用當關主，做一些譬如說要
在外面遊蕩等需要實地參與夜教的活動，所以我就答應了。因為活動組的成員只要不是組
頭，都一定要直接參與該活動。

一、劇情簡介
 十幾年前，遊樂
園發生雲霄飛車出軌事
故，造成四人死亡，十
六人輕重傷。在家屬抗
議、輿論壓力之下，遊
樂園不得不倒閉，因此
遭到廢棄。這幾年間，
附近居民表示這裡時
常有鬧鬼的傳聞。過了
很久之後，一位知名導
演為了轉型拍攝恐怖電
影，而帶領劇組進去這
座廢棄的遊樂園拍攝，
電影開拍後，其中一名
演員觸碰到遊樂園的機
關，怨靈藉機附身… …
廢棄的遊樂園，上演了
腥風血雨的慘劇… …。

5. 為什麼會有小丑這個角色？
江：因為陳姓學長想演呀(笑)，畢竟是在遊樂園嘛，感覺就會出現小丑，不過這個小丑他會追
人唷~
佑：不過小丑的故事其實是支線劇情，是用來製造氣氛的，與真正劇情無關，看來學弟妹大家
都很成功地被騙了~

6. 過程中最有趣的事情？
江：我們到凌晨4點還在明德樓討論夜教，真的是夜教，陳姓學長都嚇我。
陳：她(江)都沒有參與討論，只在旁邊等結論(笑)。
佑：我們有時候還會偷偷歪樓，想一些髒梗(笑)。
江：想不出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會陷入沉默，有時候會不知道該怎麼辦，不過一旦想出梗，
討論就會變得很熱絡。

4. 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如何解決？
陳：從想梗、編寫劇情主軸、想每個關主的台詞、劇情合理度、怎麼樣才能嚇到人… …在這
些過程中，常常有鬼打牆的感覺呢。
江：演員超級難找的，特別是女生，因為女生們其實都很害怕，所以大概就只有自願的那幾
個人會下去演，而敢嚇人的也只有那幾個人，都需要一直去說服，可能就要說跟她們說會有
人陪妳啦，只要跑關的人走了就可以聊天啦，之類的。

3. 不過劇情好像不太科學耶？！
江：這是超自然的夜教嘛~
佑：如果劇情很科學的話就是假案(編按：一種模擬殺人案件的活動，遊戲目的是要抓出真正
的兇手)了，我們要做出區別，畢竟這是夜教… …。

2. 學長姐們是如何想出劇情？
江：我們想營造恐怖氣氛，而且又要跟電影有關(因為宿營主題是Movie 
World)，可是跟恐怖驚悚片有關的梗，像惡靈古堡之類的，大家都已經耳熟
能詳了；後來想說既然是電影的話，那我們就來編一個關於拍攝恐怖電影的故
事吧。所以我們以一個劇組去鬧鬼的地方拍片的故事當作夜教的主題，這是基
礎構想。至於在遊樂園拍攝，是後來臨時發想的點子。細節則是之後慢慢拼湊
出來的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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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組頭們覺得哪一個關卡最可怕？
江：廁所讓你永生難忘(笑)
佑：廁所真的是太厲害了呵呵
江：去年(M107迎新宿營)我們是躲在淋浴間，然後有人就被蓮蓬頭淋得滿身濕(笑)。
編：其實今年有人觸動到馬桶沖水閥，還有人一腳踩進馬桶裡耶。
江：(驚)其實我們本來要封住馬桶的，可是後來忘記了，對於踩進去的人感到抱歉~
編：有人認為那關很可怕的原因是因為實在太擠了。

8. 組頭雖然不會下去演戲，但如果可以，組頭想演誰呢？
江：應該是小丑吧。
佑：我也是。
江：小丑有很欠揍、很機車的笑聲，又可以到處走到處嚇人。
佑：化妝師也不錯，他很變態，化妝檯後面的小丑感覺也很棒，也是非常變態(笑)。
陳：我就是扮小丑的人唷~每次等跑關的小隊從Jack關出來之後，我都會跟著看起來最害怕
的小隊員，然後從後面偷偷嚇她。還有，根據我的觀察，在Jack關，男生都不敢走進去拿鏡
子！！都站在門外！！超孬！！我都很想把他們嚇進去呢！！
編：還說會陪我們進去！！結果都躲好遠！！(編按：兩位編者都是走進去拿鏡子的女隊員)
江、佑、陳：真的超級孬耶(笑)。

9. 組頭們最滿意的關卡？
江：廁所、Jack、還有靈媒關卡都很棒，特別是靈媒突然抓住小隊員手，然後奸笑的地方
很棒。
陳：可是靈媒的聲音到後來越來越小聲耶(笑)，第一次的時候很有效果，可是到最後她都
燒聲了(笑)
江：其實每一關都很棒啦，有不同的”嚇”點。
佑：不過我們也有準備休息關卡啦，像管理員那關就沒有要嚇人唷，不過管理員講話還蠻
好笑的(笑)

10. 心得感想？
(一陣沉默… …)
佑：嗯…第一次辦這麼大的活動，要管很多人，中間過程其實出了很多包，還好有很多人罩，最
後呈現出來還蠻順利的，總而言之很成功，也很開心。
江：我覺得我是...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聽了很多可怕的故事，所以感覺自己變得比較勇敢了，雖
然自己還是很膽小。這種機會以後應該很難有了吧，所以很感謝有這次機緣。謝謝組員以及所有
的成員，還有M108的大家很捧場、一起被嚇到。

11. 最後問一下，如果
只能跟一個人玩夜教，會
選誰呢？
陳：我會選鵝媽，因為這
樣可以把鬼嚇跑(燦笑)
江：「頭髮這麼亂是什麼
意思！！你滿臉自由基，
幾天沒睡覺了(笑)化妝還
畫成這樣(笑)。」
佑：不過…我不知道要選
誰耶，太難抉擇了。
江：那我們三個一起玩吧
~

編：感謝學長姐今天抽空
參與訪談。

三、同學訪問
 我們也同時訪問了本次參與夜教活動的M108同學唷！

(1) 飛刀戰達人
1. 最令你害怕(印象深刻)的關是什麼？
達人：應該是廁所吧。
編：怎麼說？
達人：就那個從上面(出現)的鬼，原本以為敲
第一次就會有鬼，沒想到沒有，敲了第二次後
才冒出來。
編：所以看到第一次沒鬼就放心了沒想到第二
次反而被嚇到嗎？
張：嗯嗯。(點頭)

2. 你最後推測誰是鬼？為什麼？
達人：我猜是Jack，因為他看起來就很像兇
手，其實我是往最不可能的人猜~
編：所以你其實覺得不可能是他嗎？
達人：就看起來，依照線索，應該不會是他。

3.請用一句話形容夜叫。
達人：出乎意料的恐怖。
編：所以以前沒有經驗是第一次玩囉？
達人：以前有玩過，是參加營隊玩的，但是這
次就學姐在那裡裝神弄鬼的演得很逼真，而且
本來就會怕啊~

4. 如果只能選一個人和你一起玩夜叫你想選
誰？
達人：不回答~(笑)就算我回答你們也不認識
啊！是高中同學。
(編OS：真無趣。)



(4)上物理課都在恍神的三分神射
1. 最令你害怕(印象深刻)的關是什麼？
三分神射：化妝師或拿鏡子之前那個男的(編
按：應該是指Jack吧)，因為他們都一直想來
碰我，不知到哪裡有病。
編：他們是想嚇你吧= =
三分神射：蛤~偷吃我豆腐吧，一直摸幹嘛。
編：不要太自以為喔(笑)

2. 你最後推測誰是鬼?為什麼？
三分神射：Rose，因為其他組員給我兩個選項選
我就選一個。
(編OS：真是個沒主見的傢伙)

3.請用一句話來形容夜叫。
三分神射：我想睡覺。
編：真的嗎你都不會怕喔！？這樣真的好
嗎，學長姐看到會難過的。
三分神射：我幫忙學長姐嚇同組的組員欸。

4. 如果只能選一個人和你玩夜叫你要選誰？
三分神射：喔~~那我不回答最後一題哈哈哈哈哈
哈(欠揍地笑)
(編補註：黃後來表示會是個女的因為他不是
GAY，但是是誰他不方便明說，看來大概是大家
認識的人喔科科科。)

3. 拿著鏡子尖叫的女殭屍(8票)
「拿鏡子的訣竅就是一把鏡子抽走就馬上轉身逃走(笑)」--匿名
「感謝同組的兩位男士陪走我進去雖然我其實沒這麼怕喔(嘴硬)」--孫姓同學
「我走進去就知道女殭屍在我拿鏡子之後一定會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她尖叫的當
下我好像耳鳴了囧。」--何姓同學

特別獎：提著燈到處破壞氣氛的阿伯(1票)
「奇怪耶你！」--大多數隊員心聲

2. Jack(10票)
「Jack會一直摸你的手，很噁心！」--匿名
「Jack演技超級好，很像受驚嚇過度的人，直到隔天的活動，我都很擔心他繼續
演夜教的戲碼…」--匿名
「我被Jack 吃豆腐了，頗不爽= =」--匿名

1. 化妝師(33票)
「化妝師會一直靠近你而且會突然尖叫，加上害怕被綁住的殭屍會不會突然動
起來、害怕化妝師會不會把你抓去做殭屍，還有那邊超級黑，害怕會有殭屍跑
進來不知怎麼辦。」--趙姓同學
「化妝師的地點旁邊就躺一具殭屍，而且離我們好近，就躺在我們腳邊=口=隨
時有可能突然抓住你的腳踝!!!!!咦那這樣可怕的好像不是化妝師(？」--王姓同學
「我們這小第一關就是化妝師，他會一直靠近每個人，然後大家都會很擔心會
不會被他抓住，再加上逃跑時會發現門後躲了一個殭屍，搞到最後到其他關我
們都不敢問問題。」--張姓同學
「化妝師的角色設定本來就很心理變態，再加上學長演超好...」--林姓同學

四、票選！最恐怖的角色是… …？
 我們在宿營結束後，做了線上投票調查，雖然很多人由於不願意表達心中的恐懼而不願
意投票、有人甚至投了幾乎全部的角色，不過我們還是努力地找出了M108心中認為，最恐怖的
角色… …以下公布排名！



族群大亂鬥 
五大勢力爭取王權之大富翁故事 

【M108 吳佳鴻】 

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正處於混亂無主的情況…這時，五大勢力紛紛興起，都想爭奪統領世界的霸

權…這五大勢力分別是：偉大的揮揮魔杖族、羅曼蒂克族、嚇嚇人族、拳打腳踢族、動物人族。於

是，各個勢力的領主決定要帶領專屬自己的戰士們進行戰鬥。一場邪惡的搶地掠財遊戲就此展開… 

 

 

 

 

 

 

 

 

 

 

 

 

 

 

 

 

 

揮揮魔杖族 羅曼蒂克族 嚇嚇人族 拳打腳踢族 動物人族 

一小 哈利波特 三小 倩女幽魂 四小 葉問 五小 金鋼狼 

十小 蜘蛛人 八小 七夜怪談 九小 李小龍 

二小 那些年 

六小 甘道夫 七小 捷克 

遊戲過程 

在各個領導者的帶領下，各個聯盟終於展開了激烈廝殺…看見 M108的戰士

們，挑戰重重關卡，為求得 2D或 3D卡，快速移動，搶下領地、寶箱以及錢

財…拿到寶箱或錢財的軍隊，嘿嘿嘿，就可能得到超強神力卡。看著各個軍

隊耍心機，竟然在商店花光所有錢，還發動均富卡…真是太心機又太黑暗啦!

下半場還可以搶領地，戰士們不僅更猛烈發動卡片，更卯足全力打破不可能

的紀錄!!!戰況真是十分激烈、難分難捨… 

遊戲心得 

這次的遊戲過程中，有很多關卡別具挑戰性也

別具趣味性，不過，有兩個關卡令我印象深刻： 

(1)遠走高飛：嘿嘿嘿，參加這個活動的男士們

必定印象深刻吧！看著衣服一件件被扒下

來，露出青春的肉體，好害羞呀(>///<) 

(2)擠眉弄眼吃餅乾：看著大家不停的擠眉弄

眼，弄得臉上、眉毛上和睫毛上掉了許多餅

乾屑和糖粉，卻仍開心的伸出舌頭想要舔到

餅乾的樣子，真是十分有趣啊（誤） 

總論：M107真的好棒!!!精心設計、增進互動～ 
遠走高飛的戰士們 

擠眉弄眼吃餅乾 

(2) 日文超強之會長廚長髮小正妹
1. 最令你害怕(映象深刻)的關是什麼？
小正妹：是廁所喔！
編：怎麼每個人都選廁所阿？
小正妹：和五個男人擠在同一間廁所... …這... 
…這根本就是人口分布不均啊！(怒)，而且有
殭屍跳起來還會滴汁很噁心，還有學長姐在
外面敲門也很可怕。

2. 你最後推測誰是鬼？為什麼？
小正妹：是Harry，因為他叫大家去死，感覺就
很有敵意和動機，而且剛好是最後一關，令人印
象深刻。
編：所以最後一關如果碰到打掃阿伯你就會認為
是他嗎？
小正妹：不會耶！要看他的表現啊(笑)

3.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夜叫。
小正妹：謝謝學長姐用心準備這個遊戲！(燦
笑)
編：闕你官腔了… …。
小正妹：沒有啊學長姐準備這麼大型的活動
真的很辛苦。
編：的確，不過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喔！

4. 如果只能選一個人和你一起玩夜叫你想
選誰?
小正妹：我想想… …(沉思)我要林佩萱！
！(開心)

(3) 桌球神人之卷女帥
1. 最令你害怕(印象深刻)的關是什
麼？
卷女帥：是化妝師那關。
編：為什麼？
卷女帥：化妝師有抓一個俘虜，
鐵鍊在地上拖的聲音很可怕。還
有就是學長的演技很逼真，語氣
真的很像精神錯亂的瘋子，那個
也很可怕。

2. 你最後推測誰是鬼，為什麼？
卷女帥：助理是殺人的那個，因為劇
組裡面所有人都對導演有敵意，只有
他沒有。
編：為什麼這樣認為是他？
卷女帥：就很可疑阿！還有一點是我
們那組在靈媒那裏獲得一個線索“帶
著偽善面具的人殺光了所有人”我們
這組的人都覺得他(指助理)很偽善。

3.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夜叫。
卷女帥：我很訝異居然有超自然的現
象介入。
編：嗯嗯我也是！我以為會很合理(科
學)！！

4. 如果只能選一個人和你一起玩
夜叫你要選誰？
卷女帥：孫慶語… …等等我要換
闕妤珊。
編：幹麻不選我？(忿忿不平)
卷女帥：你感覺就很不可靠。
編：闕也不可靠阿！
卷女帥：闕很淡定。(淡定)



累到爆肝無怨尤 --RPG 篇

 前情提要

 自從天空的湯華隆被基德奪走卡
波後，他踏三地、尋三寶。在獲
得第一個寶物─很多很多錢後，
如今，他正踏上尋找第二項寶物
的路上。

 

 

破關條件

小 隊 員 們 依 序 滿 足 各 個 NPC
的 任 務 後 並 把 寶 箱 的 四 個 格
子 填 滿 就 可 以 獲 得 CGUMED 
Theater 的電影票啦 !!!

 遊戲花絮   角色介紹

 米蘭達 誰說我戴假髮  
    我本來就這麼 '' 騷 '' 了呀

癡
漢

!?

 

后
羿

哥
哥

~~ 你
來

看
我

了
喔

><

怎麼看都是嫦娥啊 lol

   

癡漢 2 號 !?lol 陳妍希

快說 !  學
姊正不正 ~~

 金鋼狼

我是莖肛郎  我 ~ 超 ~ 師 !?

 倩女

 

人在 RPG 不得不跑步阿 ( 菸 )

嗯 ~  
人
家
的
身
材
好
吧 ~ 

 Jack

我有這 ~~ 麼 ~~ 大 ~~ 喔 ~~

!  
><

 甘道夫

 我
每

天
早

上
都

一
柱

擎
天

!!

 
 遊戲結尾

在十個小隊都取得電影票後，M107 M108 一同
在”榕樹下” 看著今年度的卡波大逃亡

好帥好帥 !? 的柏安學長說 :
 

榕樹下之 " 卡波大逃亡 "
" 其遠走高飛之速度，前所未見，蔚為今年宿營之
奇觀之一 "
感謝在場卡波對 RPG 負責人的不離不棄，你們的勇
氣與志氣是我今生最大的榜樣

 
小插曲

 一名 RPG 的組員不甘心米蘭達
獨領風騷，於是，上演了世紀
大對決 !!!

三圍 83-58-86

身高 有著動人長腿動人長
腿的 180cm

年齡 三十一枝花 !!!

We all p
ass~

皮卡皮卡 ~~



   ←帥氣的奕倫哥：「其實就是靠一股信念 

       安西教練對三井說過不要放棄 

  我覺得就是靠這股信念， 

      堅持下去就會有結果。」 

 

 

 

 

 

                              茶葉的甘甜  還用唾液加了鹽 

                                 奶粉沖開那一瞥  不敢抬起臉 

                         布丁的連綿  融成黃色圓弧線 

                               空氣停滯這瞬間 

                          混亂視野難以下嚥這沉澱 終於來到我嘴邊 

      回首這之前  三百六十五個天 

    你我之間的思念  友情讓我信心彌堅 

  越懷想  越往前  放下一切   

    緊緊閉上雙眼  勾動舌尖  喝下就完結 

    (改編自任賢齊—對摺) 

「噁心的感覺嗎? 真要說的話 

      前面三個人還滿噁的 

可是不要看他們 

  就果汁本身 

真的還不錯~」 

勇敢的晉傑哥→ 

這不是相濡以沫 
而是一種文化傳承 

—表演晚會精彩回顧【M108 林子勤 葉東晏】

大 家 一 
起 

來 
吃 
早 
餐 
吧！ 

秋聲燈晚，不夜長歡

     瀟灑的昕緯哥→ 

「爽啊！明年請繼續 

維持這個戲碼！」 

其實我從沒想 

過會去演秀春。我只記 

得在小隊聚時亂模仿她， 

結果陰錯陽差的跟本人竟 

然頗為神似哈哈。生物實驗 

很煩，秀春更煩，所以模仿她的 

時候就感覺吐了一口惡氣，頗暢快！ 

然後劇本不知為何 

變成以秀春為 

主軸了，原 

本根本沒 

有想 演 

這麼多戲， 

竟然變成 

整齣戲的主 

軸，讓其他 

隊員好像都沒參 

與到很多戲分，害我有一點愧疚。呵 

呵，宿營正式上演的時候，反應比我想 

像中的還熱烈，嚇我一大跳，大家開心 

～我也開心～不過之後很多人看到我 

就叫我秀春，害我有點哭笑不得， 

耍憨的形象就此表露無遺…… 

陳 秀 春 
三 
點 

全 

露 

專訪   

              腳輕踏  點雙頰  

      還有飛舞的頭髮 

  都知道彼此想說的話 

     什麼樣的舞步  能夠永遠記得住 

   讓幸福別走的太倉促 

     晨之美  買早點  還要迎接五月天 

  煩惱拋  離開地球表面 

      轉瞬間  江南田  回身狂跳騎馬舞  

     齊歡呼  是美麗的結束 

  我們手相互扣著  能克服任何阻遏 

   人生長長一條河  需要友情來淨澈 

   手和手相互扣著  讓心靈依偎溫熱 

  怎捨得  破壞那藍天大海一色 

    (改編自王力宏-寫一首簡單的歌) 

十小魅力帶動唱↑ 

九小-黃靖軒 

歡 

迎 

收 

看 

妻 小 新 聞 
    新型生髮水效力驚人 

   【紀柏辰／桃園報導】 

    長庚大學醫學系系主任方基存 

日前在新竹小叮噹遊樂園區召開記 

者會，說明最新型強效生髮水的研究成果，並感謝三十年前某潘姓教授對他的 

    啟發。方主任宣稱這瓶生髮水能夠使任何一位禿頭 

            的男性擺脫沉重的陰影，找回烏黑亮麗的自我，並  

    在記者會結束後以身示範以保證生髮水的效力。只 

   見方主任拿起生髮水往頭上一抹，髮絲便迅速地長 

    滿原本光禿的頭皮。示範當時除記者外，亦有數十   

    名遊客圍觀，皆嘖嘖稱奇，拼命追問生髮水的配方。 

「各位觀眾朋 

友好，我是主 

播胡亂報」 

↓見證奇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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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這麼 

  快幹嘛？ 

我不是壞

人喔~ 

壞 
人 星 光 大 道 

證嚴：「不要,,,動!!」→ 

    三小 KKP の誌    2012/10/27  天氣晴 

    今天晚上我去參加那個…叫做壞人星光大道比賽喔。 

那個比賽好像滿簡單的，我只是把考試的情形敘述一下，跟同學說 

不能作弊這個沒關係，我會把答案都寫在黑板上就…就對啦!稍微 hold 

                                 住就…就…拿冠軍沒有問題ㄉㄟ~ 

                                   想說比賽完很開心，想要跟那個 

                                     很可愛的女生，叫作…叫作… 

                                       家銘…告白，可是…可是喔， 

                                      我鼓起勇氣跟她講完以後她就 

                                    只說我是好人然後就…就不理 

                                  我啦!我那個時候整個人癱倒 

                                  在地上，到 現在手還是 

                                   不太能動…… 

噁! 
這 

不 

是 

蘋 

果 

這 
是 海 綿 ! 

筆 桿 子 出 頭 天 ! ? 
小宇：「還是打 

LoL 比較實在~」 

  → 

すごい 

ね！ 

           第八小隊的小隊劇 

       主題是卡通。故事描述 

       蠟筆小新(周宗翰)在 

        生日收到了生日禮 

         物哆啦 A夢(黃 

          怡寧)並向它許 

           願，隔天小叮 

         噹活了過來並將 

          小新帶到卡通世 

         界中。小新在那裏遇見 

            柯南(林宗炫)與ˋ小蘭(陳加宜)ˋ魯夫 

          (林益廷)ˋ娜美(黃亮臻)ˋkkpan(施佑林) 

ˋ      鵝媽(邱琳凌)...展開了 KUSO又 

         搞笑的冒險故事...... 。 

            8小小隊員專訪---林瑜烈 

       Q準備小隊劇花了很多時間嗎？ 

       A 在宿營前的晚上花很多時間準 

         備，相信每一組都一樣吧^^" 

  Q 對於這次這次小隊劇的心得？ 

  A 恩(苦思)…我覺得….黃亮臻真的很性 

感。我們八小小隊劇是最強的!如果各組 

有評分 8小一定是冠軍><” !!! 

    原子筆主題據說是隊輔子毅哥一時興起 

加入的詭異主題，結果竟然自己抽到了？不過在六小成員 

的努力下，卻得到廣大的迴響！故事是敘述小宇在開學 

前許下願望能有朋友，使得文具復活而開始了筆麻吉 

的故事。筆者節錄三支筆(轉圈超累)合體後的一段：           

                               筆 A：汝等何故竊取吾人之寶? 

                                  筆 B：還不速速歸還!  筆 C：速速前，寶物! 

                                  筆 A：欸你走錯棚了，這裡是小叮噹不是霍格華茲! 

                                  筆 B：正是，崇洋媚外者，君子不齒！筆 C：可是小叮噹也是外國人！ 

                                  橡皮擦：看看那群白癡，合體之後有比較好嗎?哼哼哼，我們橡皮擦才是 

                                  主人的最愛!你們這些又高又醜的三頭筆，閃一邊去吧！ 

                                  筆 A：士可殺，不可辱，兄弟們，上！ 

筆 B：發動碳元素華麗召式，碳 60巴克球！  橡皮擦 A：姊妹們，別怕，快使出魯夫的絕招，橡皮擦亂打！ 

筆 C：啊阿啊阿阿阿，不行了，她們太強了…  筆 A：孩子，別怕，有我在!    筆 B：還是會，害怕~          

筆 C：壓力使人成長，懼怕使人變強，是時候了各位，啟動黑心肝，扮黑臉模式! 

   6小小隊隊員專訪----黃冠輔         Q在準備小隊劇花了多少時間? 

                                        A 在宿營前一個半月一個禮拜晚上都練 1~2次，到了宿營前一個禮拜每天 

都練習呢ㄎㄎ!為了做道具(鉛筆頭)我還拿出的工程計算機在量出頭圍後開 

始計算要剪紙的長度與高度。         

Q這次小隊劇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A演出時候的緊張感，小隊劇剛開始台下觀眾都不笑讓我們 6小的 

小隊員十分緊張><”。 

                                            Q對於這次這次小隊劇的心得? 

                                               A雖然稍微忘詞但是大家都盡力呈現最好的一面，舞台「笑」果也 

有做出來，很滿意這次小隊劇^^ 

↓幾位有事嗎？ 

↓小新追求性感的娜美 



星空夜語
在那片Ｍ１０７與Ｍ１０８編織
的星空下，或許有昨晚夜教的
驚魂，也或許有你我那疲憊的身
影，微微吹來的冷風，不禁使人
發顫，但今晚因為有彼此的陪
伴，心中像有股暖暖的熱流注
入，不再寒冷孤獨，整日來的激
動也全都歸於平靜，每當想起
那晚我與你的笑語時，心中總會
盪起陣陣漣漪，我不曾忘也不會
忘，我們在一起的那片星空，有
多美多耀眼！

還記得我們一起蒙著眼睛，
牽起彼此的手走向會場嗎？
在那黑暗的世界中，因為有
彼此的信任，我們不再惶恐
無助，反而堅定地踏出每一
步，去跨越腳下種種的障
礙，因為有學長姊的陪伴，
我們更加確定行走的方向，
這就如同我們的未來，有同
學間的互相扶持，也有學長
姊的提攜照顧，這份緊密的
關係使我們在長庚的每一
步，走的踏實且不會孤單。

記得剛開始只是抱著好玩而參
加宿營的心，到漸漸體認到這
迎新宿營真正的意義，心中著
實多了份感謝與悸動，因為迎
新宿營不是一個Ｍ１０７與Ｍ
１０８的休止符，而是彼此羈
絆的開始，我們的關係因為這
個宿營而搭起了一座密不可分
的橋樑。

這晚的暢談，讓我們知道Ｍ１０７的用
心，為了這個迎新宿營，有多少個夜晚燃
燒肝細胞，只為給學弟妹一個難忘的迎新
宿營，這三天來你們明明睡眠不足，卻還
是必須打起精神，有活力的帶領我們進行
每項活動，你們的用心付出必會永遠烙印
在我們的心中，我們也期許自己能傳承你
們的精神，帶給下一屆的學弟妹一個難忘
的宿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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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甘心之賣「肝」者言
營長：M107  陳葦珊

想謝謝每位M107的同學對宿營的付出
但更深刻一點的感觸，想給辛苦的幹部群們
同類相聚吧 ~願意接受我的拜託來幫忙的人都因為這個
職位帶來的責任心 。經過宿營，我學到一些事，看到
一些事，也期待你們有一樣多的收穫。 
希望這次的工作裡，我們都學會怎麼更全面的思考；我
們都學會怎麼和各式各樣的人溝通， 對於現實面的狀
況以及需要臨機應變的突發事件，我們慢慢學著不讓自
己的情緒因此被影響而是能更理性冷靜的解決，希望
我們在這次經驗之後，都成長了一些，也更成熟一些。

一個成熟的人往往發覺可以責怪的  
 人越來越少，人人都有他的難處。

活動長：M107  蔡天琦
      這次的工作比較不是出
idea的類型，而是定時間
表、解決小檢時出現的問
題，以及溝通其他組，比
方說何時要隊輔檢、需要
甚麼器材、消夜等等，所
以其實有點像打雜工的性
質XDD我想宿營整個活動
能辦得起來，最主要的功
臣還是所有活動組員們，
營火的精采表演、驚悚的
夜教、好玩的大地、逼
真的RPG、影片好笑的星
空、殺紅眼的水球，都是
活動組員的血與淚阿!!謝謝
M107組員的付出!!!大家一
起跳早操感謝他們吧!!!((扭

當總務長最害怕的就是錢弄丟Ｑ.Ｑ。俗話說＂狡兔有三
窟＂，從前國文都教＂三＂是虛數代表多，但真的是這
樣嗎？！宿營總務長告訴你那三絕對是實數！！我把錢
藏了五窟，但卻忘記那五窟在那兒...三窟對狡兔來說絕
對是極限！！這就是總務長今年最大的領悟...

總務長：M107  張芝榕

 以前身為組員，只要把交代到的工作
做好就行；這次身為組長，除了要做好
份內工作，更要懂得溝通，懂得拿捏分
寸，責任更加沉重。在這過程中有成
長、有快樂、有懊惱、有失落，有些心
情還是留給自己比較好，生活長在此下
台一鞠躬。 
 
ps.營期間，如有餓到、冷到大家的部
分，敬請見諒，生活組盡力了~~~

生活長：M107  藍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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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長是一份榮耀也是一份挑戰
以前當了很多活動的組員
所以這次我告訴自己是時候做些改變了

對自己 我覺得是滿意的
對M108 謝謝你們給我一段美好的回憶
對M107 除了謝謝
我還想說我們的向心力要加強 
但我們還是創造了專屬我們的歡笑

活動長：M107 曾上宸

一開始其實猶豫了很久要不要接下
隊輔長這個工作，擔心自己沒有能
力完成，但就當作給自己一個挑戰
加上一份熱血XD於是就答應了。
這是我第一次管理這麼龐大的一群
人，許多問題也慢慢浮現。解決這
些問題的過程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
也成長了許多。宿營結束了，一個
大責任也卸下了，希望留下的是我
們共同美好的回憶(笑。

隊輔長：M107 傅雁苹

I am 芭比~

宿營前，總是想把活動、流程、計畫弄的完
美無瑕。但真正宿營時才發現，事情不會照
著預想的進行。當一個好的隊輔長需要的似
乎不多，帶好隊輔、照顧好小隊員、適時帶
動氣氛......雖然我這次沒能做的很好。謝謝
M107各位的合作協助，也謝謝M108學弟妹
的熱情參與，我們共創的一段美好的回憶。

隊輔長
 

     M107 

        吳亮寬

搬運器材真的超
燒體力,還好有
器材組十二位猛
男,很感謝組員們
的情義相挺!

器材長
 

 M107  賴弘強

攝影長M107  簡銘陞

美宣長    M107  張嘉裕

很感謝攝影組和攝影兼輔們真的非常用心和配合。粉絲
專頁這次是第一次弄，發現其實效果超出預期，真感謝
營長的用心良苦!不過缺點是由於小隊員跟攝影兼輔之
間不熟悉，所以無法快狠準的幫每個人 tag ，後來才發
現可以請所有人一起幫忙 tag 真的是很不錯。
   希望能在粉絲專業上多做一些琢磨和開發新點子 才
能有個更完美的紀念價值
最後感謝所有工作人員付出 讓宿營完美落幕 XD

老實說~當個美宣組頭非常
地傷肝~也很默默~但當看
到自已所做出來的東西會
非常有成就感。很高興這
次的宿營順利平安的結束
啦~終於不用再燒肝了XD
也謝謝認真做美宣的組員~
和營期間非常配合集合的
組員~謝啦~下台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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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  徐佳瑩  失落沙洲
    又來到臉書首頁    拉拉比賽的今天
    看到許多人悲傷的留言
    只覺輕描淡寫
    
    時間恍如過眼雲煙  三十天苦辣酸甜
    誰的掛念眼前身邊
    最美是舞動時你們的容顏

    不一定要冠軍獎牌  但是又怕會心有不甘
    驀然回首後才了然  只是評審太主觀
    不一定要冠軍獎牌  結果是如何卻又何關
    你和我之間並非空白  心頭溫暖回憶存在            (林子勤 改編)

舞者:
  一群人圍繞在明德一樓難得空出的場地，討
論著啦啦隊比賽所要表演的主題…
就這樣，時光”咻”的一聲過去，瘋狂練習
的時光終於來到，原以為當初選擇練習時間
時大家的反應幾乎說明著缺席率會很高，然
而，幾乎每一次的練習都是全員到齊! 開始練
習前大夥兒聚在一起聊天、練習的感動，每
每令人動容。
  然而，隨著練習次數的增加，在地板上的彈
跳令撲克牌的膝蓋是一片又一片的瘀青，膝
蓋直接在地板上的旋轉也使愛麗絲們一一掛
彩，而帽客也因某些艱困的動作染上傷痕。
但又如何? 我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們知
道這只會維持一陣子的傷痕畢竟會是我們一
輩子中最華麗的回憶! 
  11/3很快到來，密集的練習，好不容易舞者
動作們終於整齊起來，我們帶著既期待又緊
張的心情進入操場尾端，等待著、等待著、
等待著，然後再上場的那一瞬間將氣勢整個
爆發出來! 先前的挫折算什麼? 我們要取勝! 
一整個月的練習就為了這麼一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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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組:
  回想10/2那天，在明德樓一樓開會時，看似大家都在討論啦啦隊的工作分配，
其實真正有用心在參與的人只有少數 (但在之後的日子裡，願意為系上付出時間
與心力的人終究是浮現出來了)。道具長之一的火龍果便是其一，佈景道具的設
計圖完全是由他一個人畫出來的。
  比賽的前一晚: 為了學校忽然改變的場地，老大、John、恩慈以及其他願意為
隔天的啦啦隊比賽衝一發的同學們在場幫幾乎無力的道具長子勤想點子，最後
搞到晚上十二點多才確保佈景能耐風….
  當天: 壯觀的道具衝出來的一瞬間評審們幾乎是瞬間傻眼(某評分學姊云: 直接給
滿分了! )，比賽時道具倒掉其中一面雖然讓M108幾乎心碎，但其實對整體表現
卻只是小小的影響! 

雖然最後沒得到冠軍，但又何妨? 透過
這次的活動，大家漸漸踏出自己的封鎖
線，伸出雙手為系上貢獻一份心力，我
們，才真正感受到只屬於我們長庚醫學
系的溫暖與熱情。整個醫學系一年級開
始有了向心力，真的覺得很高興。

B2

看守台灣 - 土地徵收與人權正義
作者 : 林毅

   許多人可能覺得土地徵收案這個議題太過遙遠，總覺得這種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總

覺得這是社會運動人事才會去關心的議題，身為學生的我們只須要修好學業、社團、愛情
三大學分就好。但事實上我們只是不夠了解真相，真相讓人痛心、沮喪、憤慨，讓任何了
解它的人都會想關注它、改變它。台灣憲法行之有年，我們從小就接受了政府為我們準備
好的教育課程 : 台灣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證書 ; 中央五院權利分立互相制衡，避免權力過
份集中 ; 台灣自由憲政是民主的燈塔……等。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 以下將由小編我為你們
揭開自由民主面紗下的爛瘡。

Part1     浮濫徵收與土地正義
「我國雖已宣稱解除戒嚴，回歸民主憲政，但是相關制度卻沒有做根本的變革，使得土地
徵收依舊浮濫。許多土地、房屋所有權人，於憲法上英語以保障的基本權利遭受不當的侵
害與剝奪，進而引發龐大的民怨。激烈抗爭及衝突情事屢見不鮮，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
題。此一現象，及待政府及社會各界重視，並早日於以匡正。」        
                                   ──政大 徐世榮教授  < 文化講座 >

個案 1:   苗栗大埔土地徵收案

起因 :

• 苗 栗 竹 南 大 埔 里 緊 鄰 竹 南 科 學 園 區。2004 年 起， 政 府 便 有 園 區 擴                      
大徵收的計畫。原本的徵收條件是「原地原配」（開發完後，原本徵收的農地
可以換配為建地），且原本預計徵收面積僅 23 公頃，劃及民宅、民地較少。

•但在民國 2008 年 3 月，因郭台銘旗下的群創光電（今奇美電子）陳情，建
議擴大事業專用區，苗栗縣政府以超高的行政效率，在短短一個月內，草率將
原先預計徵收的 23 公頃擴大為 28 公頃。整整五公頃的民宅、農地被大量劃入。

介紹 :

•2010 年 7 月 17 日，苗栗竹南大埔自救會連同多個團體發起『台灣人民挺農
村 717 凱道守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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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8 月 3 日，大埔自救會成員朱馮敏不滿
政府強徵農地，喝農藥自殺身亡。 

•2012 年 8 月 7 日，都委會進行第 785 次會議，
最後還是做出確認「拆屋」之決議。至場外抗
議的人士，反對政府黑箱作業，準備提出行政
訴訟，行政院 2 年前的『原屋保留』政策承諾
跳票。

個案 2: 苗栗後龍灣寶土地徵收案

起因 :

•2008 年，苗栗縣政府預計徵收後龍鎮 360 公頃土地，欲開發為龍科技園區，
開發面積廣達 335 公頃。
 
•所在區位為農委會認定的「特定農業區」，生產有機西瓜、花生、地瓜及蔬菜，
品質優，產量豐，是國家環境資源的敏感區、作物生產的高適宜地區。
 
•苗栗縣政府卻以「土地不肥沃、經濟產值很低」為理由，欲開發此區為「後
龍科技園區」，嚴重影響糧食生產。

影響層面 :

•灣寶農民多次北上抗爭，影響農作的時序，使農民發出『要春耕，不要抗爭』
的沈痛怒吼。 

•學生關注農地徵收的問題，10 多名來自政大、
台大、東吳和台北大學學生組成返穀青年（諧音
反骨）讀書會，關心各種農村議題，每兩周固定
到苗栗灣寶探訪，也接著規劃農村生活體驗、社
區讀書會等活動，希望持續活絡農村的經濟生
活。

其他個案 :

      新竹二重埔土地徵收案；新竹璞玉計畫土地徵收案；新北市八里台北港土
地徵收案；中科三期台中后里開發案；彰化二林相思寮徵收案……。篇幅有限
無法一一列舉。

浮濫的土地徵收

      台灣的土地徵收件數非常驚人，我用比例來讓各位了解，台灣的土地面積大
約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們每年土地徵收的件數約是日本的十倍，而用相
同的面積比較，台灣的土地徵收的數量約是日本的 100 倍，為什麼會這麼多 ?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

第一、歷史背景
       民國 38 年以來，政府遷台進行一系列的土地改革，造成了日後土地運用任
由政府操弄的局面，又因當時的威權統治與戒嚴時期的肅殺氛圍下，人民多是
敢怒不敢言。民國 50 年代以來，工業區發展大行其道，土地政策在此時，由
農業轉為工業，徵收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因為這些歷史因素使得我們行政官
僚絲毫不認為徵收私有土地有任何錯誤。

第二、財政因素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在我上面列舉的徵收案中，被徵收的土地以農地居
多。聽完我以下的分析，我們就不會覺得太意外。民國初期農地需繳交田賦，
後來因為收田賦的行政費用大於所收的田賦，於是政府於民國 76 年取消田賦，
一直到今天所有農地都不需要繳稅。而政府為了增加財源，就肆無忌憚的徵收。
經由土地使用計畫的變更，地方政府可增加收入與稅收，但這些計畫是要由一
般徵收或區段徵收手段來予實現。政府視區段徵收為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土地開
發，經由區段徵收，地方政府可獲得龐大的可建築用地，未來可以專案讓售或
標售。

第三、政治與地方派系利益
      土地的價值往往不是單純的由市場機制來控制，因為土地有不可增加與不可
移動兩種性質。土地是建商財團與地方派系最大的搖錢樹，經由土地徵收與都
更計畫，可以把利益相對較低的農地變成高附加價值的市地或建築用地，但他
犧牲的往往是老百姓不可侵犯的人權。

土地徵收的前提：

看完了以上的敘述，大家可能會覺得小編堅決反對土地徵收，事實上並非如
此，我們所要反對的是不合理的土地徵收，憲法第 23 條規定中有提到在某些
前提下政府可以損害人民基本權利，而土地徵收需滿足許多前提。

第一、合法化
        在實施民主憲政的國家，每個人都有受到人權的保障。而當人權被侵犯時，
也必須有相關的法律條例來規範，但在早期台灣的法規中，並沒有統一的土地
徵收相關條文。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國民住宅
條例等，都有土地徵收條文，而且標準不一。所以十多年前制定了土地徵收條
例，然而，即使是明文規定，其中仍有很多解釋空間。



第二、符合公共利益
       在台灣反對徵收的人，常會受到千夫所指：「你沒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的精神」「自私」而大家常被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動搖，其實公利與私利沒辦
法截然劃分，公共利益就像是個體積有限的箱子，每個人都想把自己往裡面擠，
到時候就看誰的力量大，誰的私利就被擠進去，變成「公共利益」而在台灣力
量最大的就是財團結合政府。我們強調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該由大家共同形
塑，不是權力者說得算。

第三、必要性與比例原則
       在建築相關法規中有明確的定義容積率，也就是在多少平方單位的土地面
積上，應該蓋滿多少體積。但大家可以發現工業區的廠房，通常都蓋得不高，
更有許多閒置的土地。就以苗栗為例：還有幾百頃閒置的工業區土地，縣政府
卻以區位不佳為由，另外要徵收其它地方。剝奪私人土地來成就企業需要，不
僅沒必要更不合理。

第四、徵收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在日本，如果政府官員要動用到土地徵收這種激烈的手段，對他們而言是
種很丟臉且羞恥的事。反觀台灣，不只把土地徵收列為最優先手段，甚至把它
列為唯一手段，不斷進行徵收，行政官員也不認為有什麼錯。

Part2     樂善村悲歌

不知道大家搭泛航到醫院時，有沒有注意到在文化一路與壽山路交叉口附近，有個路牌上
寫著「樂善村」。因為 A7 開發案，大家可能都認為土地徵收案只會在電視上看到，反正
不會發生在自己頭上，但小編到了樂善村，面會了當地徐玉紅阿姨。讓人無比心痛的是，
在家裡聊天泡茶的時候，房子竟然就這樣偷偷被賣了。讓人無比氣憤的是，民選地方官竟
然為了自身利益毀村賣村民。實地走訪才發現各地徵收案無法無天的進行，說不定哪天你
家就會被政府賣給財團。別以為你家住在北車前面就沒事，都更案一樣會爬到你頭上。到
時候我們就會檢討，當時他們家裡被拆了，為什麼我們沒有聲援？當他們土地被收了，我
們為什麼沒有反抗 ?

關於 A7 合宜住宅：

Q: 什麼是合宜住宅 ?
A: 政府為協助中低收入之國民滿足基本居住需求，並促進台北都會區住宅供給
與需求之均衡，舒緩房價上漲情形，規畫於機場、捷運周邊尚未開發完成之地
區或其他公有土地 ( 私人地徵收後成為公有地 )，採政府與民間合作方式辦理，
由政府提供土地 ( 徵收來的 )，民間廠商 ( 貪婪財團 ) 提供資金技術興建，規畫
以低於市場之價格優先協助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
但事實上，一坪 15~18 萬，停車位要價 100 萬，不含車位總計 550 萬，這樣”
合宜”嗎 ?

內幕消息：

內幕消息：

       在上述問答中，大家可能會認為政府為了照顧更多人，徵收一點土地也是
無可厚非。但你知道嗎 ? 經過環評調查，A7 預建地其實位在順向坡上，而計畫
中的合宜住宅卻要蓋三十三樓！這不是政府草菅人命，那是什麼 ? 難道我們願
意眼睜睜的看見下一個林肯大郡，再次上演嗎 ? 更諷刺的是，劃了一個公共建
設大餅，政府根本沒錢興建，於是為減少政府的財務壓力，腦筋動到居民土地，
以徵收方式轉交財團開發，來引進民間資金，甚至擔心財團興趣不大，在未完
成徵收前，居然能將人民的土地，辦理「預標售」，來計算回收開發費用。這
句話，說的江湖一點，就像強盜跑到民宅，點數計算他人家中寶物，然後製作
精美目錄，分項標價出示買主，有意者可預先標售，然後等到良辰吉時，搶了
民宅寶物，交給買主謀利，大作強奪民財的無本生意，竟然強盜與買主還能舉
杯歡呼，「共創發展繁榮！」

可恨的政客：
       新北市立委張慶忠甚至在立法院上提案，希望將「預標售」合法化，大聲
呼籲可以減少行政程序。如此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 如果政客認為你家這塊地不
錯，他就能直接把你家賣給財團，人家錢都拿了，你還能怎樣 ?

徵收補償措施：
        關於徵收補償措施的標準，房子的部分是縣政府十年前定的標準，十年
前的標準沿用到今天，難道十年來物價都沒有上漲嗎？你可能會問不是照市
價嗎 ? 想得美，不可能以市價計算！土地的部分呢？政府的左手以一坪三萬
多的價格徵收，右手用一坪十二萬到十五萬的價格賣給財團，這招實在太黯
然銷魂了。你當財團是慈善機構嗎 ? 這之間的價差還不是由合宜住宅買者吸
收，政府真是恤民啊。

自救會會長徐玉紅口述：
       政府來徵收，對他們而言只是拆了一棟房子。但是對我們而言，是切斷了
我們的過去和未來，切斷了我們跟土地的連結與共同記憶，讓我們找不到根。
我們應該全面遏止這種情形，現在連澎湖、馬祖都在徵收，不是危言聳聽，如
果大家再沒意識台灣就要賣給財團了。

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看完了這篇文章大家可能會認為小編太偏激，但事實上我看見的就是戒嚴
時期的威權活生生的上演，我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就是看不慣有人操弄如此龐
大的權力機器來欺壓百姓。希望大家也能站出來，共同為生活在這土地上的人
們反抗，也為一起捍衛我們的台灣寶島。

↑小怪手和破房子

 

↑碎石後面是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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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過得好快，在第一次期中考的荼毒下，國事部又有兩個主打的活動正悄悄
地開始了。但在這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哪些部門在九、十月作了哪些事吧！ 
 
SCOPE見習生交換：9/24舉辦甄選說明會,10/8成發,10/12甄選會,11/3抽國家
SCORE實驗室交換部門：9/27舉辦甄選說明會,10/8成發,10/12甄選會
SCORP人權及和平部門：9/26醫師勞動講座,10/16華隆工會罷工案
SCOME 醫學教育部門：10/4問卷回報暨第一次課程改善會議
SCOPH 公共衛生部門：11/1校內第一波快閃,11/4宜蘭擺攤,11/5快閃
SCORA 性教育推廣部門：10/28同志大遊行
AMSA亞洲醫學生會議：9/20代表說明會，10/12甄選會 

        AMSEP籌備在近期，SCORP推出關廠工人聯線講座、醫療人權工作坊，AMSA
也推出第一個AMSEP交換學生的活動──寒假去埃及囉！國事部的主打──SCOPH
泰迪熊醫院和SCORA、SCORP愛滋人權週的籌備會也緊鑼密鼓地展開囉！ 
       國事部眼花撩亂的行程，無非是想讓學弟妹達到一個目標──培養一個屬於自
己的核心關懷！至今社會上、世界上所發生的、所醞釀的，你/妳是否願意平時花一
點時間去傾聽？去發想？如果覺得現在的國事部沒有你/妳想關心的議題，請務必告
訴我們，因為我們的職責就是──為所有醫學生創造一個屬於你/妳們關懷的舞台！
 
最後為一年級的學弟妹們介紹可能比較不了解的交換部門部分，
      首先為大家介紹低年級生可能比較不了解的交換部分，目前醫學生交換的管道有
三個：低年級的AMSEP(亞洲醫學生交換計畫)、中年級的SCORE(實驗室交換)、和高
年級的SCOPE(見習生交換)與姐妹校日本琦玉大學見習生交換。 

       AMSEP的部分，因為主要是給低年級參加，會優先入取一、二年級生。最近會
陸續釋出和我們有交換契約的國家相關計劃，由於大部分在暑假，我們會在下學期
辦一個機票的補助甄選，還請大家多多爭取。而上學期的部分主要是由亞醫中央直
接釋出的交換機會，大家也可以好好把握！

       SCORE和SCOPE的部分，主要是給中年級已經有相當實驗室經驗的學生以及已
經開始在醫院實習的學長姐們參加的交換計畫。國事部會在開學的一個月內辦理甄
選會，通過甄選會的代表將可以選擇想要交換的國家，交換國遍布世界各地，從亞
洲、歐洲到美洲都有，並由國事部幹部為他們爭取一個月的交換契約，由當地接待
生安排食宿。值得一提的是，琦玉大學每年會提供固定兩名的名額作交換，而交換
學生同時也必須接待琦玉來的學生喔！
        
       而期末的愛滋人權週以及泰迪熊醫院，期待學弟妹們有所收穫囉！別忘了，有
什麼想作的活動或想關懷的議題，可別忘了告訴我或國事部的幹部們喔！我們會全
力支持你們的！  
 

   請大家密切注意國事部B板：MSA_TW_CGU和FB的S.C.G.M.D粉絲專頁 

                                                              預祝1112醫師節快樂！
 

國際事務部部長 陳禹安 20121111

系學會國事部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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