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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宿營~黑夜傳說

~

2014.09.26 夜幕低垂，月色照著傾頹的屋頂，我們來到了神祕的失落古城，詭
譎的故事、鎮長的陰謀，在這隱藏著內幕的偏遠村落，彷彿聽見了誰的呼喚，
四十年前的慘劇，尚未化解的腥風血雨，都將在今夜爆發…..~

在這次有趣刺激的宿營中，第一天晚上我們看了精采的表演、跳了令人開心的
相認舞。第二天進行了在烈陽下的大地遊戲，錯綜複雜的 RPG，眾人狂歡的晚
會 party，以及最令人膽戰心驚、危機四伏的夜教。最後一天則是，清涼的水
大地廝殺，和不知道有沒有吃壞肚子的烤肉。每天的活動都十分精彩，經過我
們宿營記者的討論之後，決定為大家獻上最驚險刺激的夜教探討，想知道到底
大家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激盪出愛的火花 ~那就請客倌們繼續看下去 ~

一、夜教大排名
說到迎新宿營，最讓人心跳加速，頭皮發麻的絕非夜教莫屬囉！在黑夜中，踏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的草地上，配上此起彼落的尖叫聲……統計大家的線上投票
後，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究竟是哪個角色，讓男孩嚇得像女孩，女孩嚇得像
小孩呢？

第一名：讓人嚇到尿褲子的安妮爸！！
眾望所歸的第一名！時而瘋狂的癲笑，時而憤怒的咆哮，配上手上那個不知從
何而來的梳子，完美的演繹了瘋子所擁有的特質。在點著蠟燭的小屋中，不知
讓多少人嚇破了膽….
同場加映：
男生表示，學長一直笑該怎麼問問題啊？
女生表示，梳頭髮真的太恐怖惹！！

第二名：讓人嚇到咬到舌頭的工人！！
身體不好的建築工人也躋身我們榜中囉！搖晃的腳步，與時大時小的咳嗽聲，
讓人的心也不自覺得揪緊，不知什麼時候殭屍病毒會發作呢？此外，當然也不
能忘了在地上不時抽搐的屍體。在緊繃的氣氛中，與工人間的問答，彷彿就像
變身殭屍的倒數計時….
同場加映：
“學長臉上謎之傷疤看起來好性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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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讓人嚇到跌一跤的安妮！！
不愧是父女，基因果然就是與眾不同阿！本次夜教主角，安妮上榜囉！身穿著
白衣飄啊飄的！細軟的語調、隱藏在童言童語下的陰森，讓人不知道何時就要
爆發。只不過，或許大部分的人都沒想到，原來安妮就是一切事情的幕後主使…
同場加映：
安妮的妝化得有點像小丑呢！

二、不怕不怕，男兒當自強
大家好 ~ 我們是夜教特派記者。相信許多女生在夜教的時候都受到了不少的驚
嚇吧 ~ 除了隊輔之外，相信隊上也有許多充滿勇氣的男生令女生心存感激吧，
因此我們特地為大家訪問了可愛的女生，為各位男生得到了一些嘉獎 ~ 就讓大
家耐心地看完提升我們系報的收視率吧 !!!!!

1. 侑廷 - 會主動的問問題，並且帶領隊伍釐清思緒，然後看起來比較不怕，也
願意讓女生抓著手。
2. 全體的男生都會在前後幫忙把女生圍著。冠廷和家維很勇敢，拿工程師的地
圖的時候完全沒被嚇到。
3. 祐承 - 超盡責小隊長 ! 夜教的時候不忘時時提醒小隊員注意腳邊的水溝、坑
洞及路邊的演員。在每一關發問時也十分盡責，不畏眼前的可怕關主及旁邊的
演員、沉著冷靜，還把手借給膽小的女小隊員抓著，讓女生很感激。
4. 弘佑 - 因為隊上的分配是一個男生加一個女生，所以聽完關主的講解之後會
主動伸手讓女生牽，也會提醒注意腳邊和有鬼的地方。
慕杰 -會主動擋在前面和讓女生靠著和牽著。
5.英捷-很認真地思考來龍去脈，問題也十分精確，最後也代表小組去講結論。
6. 頌宜、冠霖 - 在安妮爸爸的那關，隊上的女生大哭所以到安妮那關的時候，
他們會擋住女生，真的非常勇敢，而且會幫忙出很多想法。
7. 男生都會一直問問題，然後有時候也很好笑會讓鬼生氣。女生要求男生走前
面的時候也都很願意衝鋒陷陣。
8. 柏毅 -會讓女生拉衣角，也會借手給女生，問問題的時候也很主動。
  翊倫 -也會讓女生拉衣角。
  君年 -拿工程師的地圖的時候很勇敢。
9. 全體男生都很願意幫忙。
  信成 -一點都不怕，而且常常衝到前面問很好笑的問題。
  睿輝 -會一直問問題，很勇敢。
  仲恩 -如果女生怕的話會安慰女生，而且會拍女生的背，保護女生。
10.Jason 和渝凱會很勇敢地問問題。

結語：這次的宿營，感謝大二的學長姐們與我們在這僅僅的三天內一同編織這場難忘的美麗
的夢。這場夢，充滿著刺激、精彩、爆笑、恐怖。從最早的小隊聚，大家生澀地認識彼此，
經歷了宿營的每場活動與遊戲，隊員們彼此互助合作，互相關心，甚至在夜教時的每一個小
小貼心溫暖動作，是這次宿營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學長姊們這麼用心的設計活動，這麼
賣力的表演，身為大一的我們，有著說不盡的感激。M108* 的學長姊們，謝謝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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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隊 分 享

系排 : 	

	 	

	 	 	 	微風徐徐拂過我的面，冷風凜凜吹進我的洞，是鼻孔的洞。位於明德

樓旁的排球場燈光明亮打在場上，使場上的學長姊顯得光鮮亮麗，耀眼

的光芒閃得我張不開眼睛，無法直視呀 !

學長們非常細心且體貼的一對一上下其手，痾不，一對一上下手教學。

教學完後，學弟妹們獲得上場打比賽的機會，即使大家都還不太會打，

但是很多人都有潛力，相信大家在練習之後都可以變得跟學長姊一樣，

甚至超越學長姊。練習完後，我們來到明德樓後面吃仙草，聊是非。真

是溫馨的系排。

系壘 : 
   
	 	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操場的球場只有半邊亮的燈。我帶著既期待又怕受

傷害的心情徐徐步向憧憬已久的舞台。學長一看到我就先給我一個熱情

的擁抱，好像一把火，燃燒內心的小宇宙，就衝著這擁抱，果斷加入系壘!

學長說 :系壘是個大家庭，不過好像每個系隊都這醬說。今天剛好                             

衝到羅卡達吃 PIZZA 的日子，但是我拋棄美食投向系壘果然是對的。學

長們都很熱心教導技巧，顧慮到新生，因材施教。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們在練習完之後圍了一個圈圈，有個學姊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大家為

她慶生，每個人還都領到一塊美味的蛋糕，入口即化，人間美味。(採訪

自劉家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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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舞 : 				
  活二玻璃前傳來濃濃的 PIZZA 味，我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循著味道，來到一

片片的 PIZZA 前。我拿起一片 PIZZA 準備塞進嘴時，眼前的景象令我震驚。

襪操，怎麼都是帥哥美女阿，難道加了系舞就會女大十八變，男大沒啥變嗎? 

聽完學長姊對於舞風的說明後，我們學了每種舞風的一點皮毛，本人認為

POPPING 很有挑戰性，而 HIPHOP 和 LOCKING 很好看。以後決定跟著練舞啦 !

			

系羽 : 
				人數比預期多，學弟妹很熱情，很多學長都很帥，又在運動方面多才多藝， 

隊長尤其帥。發現很多學長各種運動神手會打羽球又會打籃球，女生很多，

性別比很友善。覺得在各個神手學長的帶領下，能力會大大的增強。

系桌 :
	 	 	 	今天終於到來，聽說豪哥桌球很強，很想跟他切切磋磋，搓搓又切切，結

果好像也還好，我覺得你還是回去打 LOL 就好 ZZ。我的桌球拍正面顆粒，背

面光滑，進可攻退可守。我的桌球拍正面顆粒，背面光滑，進可攻退可守。

學長一直說 :TMD 羅卡達迎新都搶我們桌球的新生。新生挑戰賽打贏學長姊

可以喝飲料，有好康怎麼能放棄? 我使出外旋發球、迴旋蛇球、垂直扣殺球、

月亮截擊、最後使出殺手鐧”冠麟區”，終於打敗學長贏得飲料，開勳。學

長姊都很熱心，以後就是系桌的一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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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壘球專欄
	隨著開學後不久，亞運也悄悄的落幕了，想必熱衷於棒球的球迷們必定會關注

於中華健兒在球場上為國爭光的身影吧。不論是在比數領先時歡聲雷動的為中

華隊加油，抑或在落後時默默的為中華隊打

氣，大家似乎在此刻心連心齊聚在一起。雖

然肩負衛冕重任的中華成棒隊與亞運金牌僅

差一步之遙，但是實際戰力相較於南韓仍有

一段差距，對於在金牌戰與南韓隊比數難分

難捨也是不簡單，在團隊氣勢上絕對不輸他

國。

    而在亞運結束後，緊接而來的又是一大

重頭戲 ---MLB 季後賽，此次季後賽最有看

頭的即是效力於金鶯隊的台灣好手陳偉殷是否能為該隊爭取到睽違 31 年的世

界大賽冠軍，以及賽揚獎頭號人選 Clayton Kershaw 在季後賽的初賽是否繼續

有好表現(PS.結果季後賽已被打爆OAO，防禦率7.82)，就讓我們有目共睹吧~~

PS. 許多人或許曾打過或看過棒球，多少對於棒球規則有些許認識，而對壘球

卻十分生疏，以下就介紹一下讓大家認識認識 ~~

壘球小常識
1. 棒球跟快速壘球一樣是先發九人上場，那慢速壘球一場可以上場9-10個人，

第 10 個人稱為自由球員，他可以站在球場上任何一個地方！一般會把第 10

個人排在外野守四個或是二游中間壘包的後方以利守備。

2. 棒球的跑壘員是可以離壘亦可盜壘，快速壘球則不可以離壘；但投手將球投

出的一剎那時是可以起跑盜壘，慢速壘球跑壘員則是不可離壘也不可盜壘！

3. 棒球及快速壘球都可採取短打戰術，但慢速壘球任何狀況打者都不可短打！

4. 慢速壘球跑壘員跑壘時不可手持頭盔或手扶頭盔。

5. 棒球及快速壘球在兩好球後無論打在多界外球皆不記好球數，但慢速壘球在

兩好球後打出界外球即算三振出局。

6. 棒球及快速壘球的好球帶於腰部與膝蓋間，慢速壘球的好球帶必須往上拋落

地後打到本壘板或本壘板後方的長方形板子才算是好球。

7. 棒球及快速壘球皆屬 0 好 0 壞開始，慢速壘球有特殊規則是 0 好 0 壞或 1 好

1壞，視一開始比賽規則而定。

8. 慢速壘球沒有特別規定男生、女生誰能參加，只要有正規報名聯盟比賽，皆

可上場比賽。



7

舌尖上的台灣

 舌尖上的台灣
~ 百中選一烤鴨宴 - 櫻桃霸王鴨五吃 ~

1. 不等人的鴨 
不管是中餐晚餐，宜蘭的蘭城晶英酒店都排定
了兩輪客人，遲到十五分鐘，這隻油亮亮香噴
噴的鴨就飛走了，想要再吃還得再排三個月。
打造這隻傳奇烤鴨的行政總主廚林瑞勇結合在
地食材，融合各種菜系料理，獨創宜蘭味的櫻
桃鴨，推出烤鴨五吃，站上全台最好吃烤鴨之
列。林主廚善用霸王鴨油豐特性，以蒸煮技法
萃取霸王鴨油，不飽和脂肪酸組成的鴨油，對人體負擔較小，入菜亦兼具美味
與健康！

2. 片皮鴨三星蔥餅捲 
大塊片下來的順口鴨肉，被當地翠綠的三星蔥
餅皮擁抱著，除了有肥嫩多汁的肉片，更結合
了就地取材的概念，包入新鮮三星蔥，有生蔥
和炸蔥兩種，鴨軟嫩蔥清脆，新鮮又豐富的多
層次口感，把宜蘭的甜味原味呈現。

3. 鴨握壽司
第一次知道中國風味的烤鴨也能變成日式風格
的握壽司，壽司本身的清爽口感似乎能把烤鴨
些微的油膩感帶走，是不是很想嚐嚐看呢？烤
鴨五吃中，小編對此道料理印象最為深刻。初
入口，品嚐到烤得恰到好處、帶點油脂酥脆的
鴨皮，接著不猶豫地將握壽司含入口中，那股
水乳交融的味道完全在嘴裡曼妙的舞著，頓時
覺得人生美滿。建議要以一口吃的方式享用這
道鴨握壽司，才能使肉飯不分離，成功感受到
整體的美好滋味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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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菜扣鴨絲
比起鴨握壽司的創意吃法，這道生菜包鴨肉絲就
顯得中式多了。將鴨胸肉切絲搭配蘋果絲與銀芽
一起翻炒，有點類似蝦鬆的吃法用生菜夾住飽滿
內餡大口咀嚼，口感好清甜、零負擔。

5. 慢火白菜燉鴨湯
熬煮十小時的澄黃色湯頭加入師傅特地留下殘
留鴨肉湯汁及餘香的鴨架、白菜，香氣縈繞不
散的醇濃湯頭，小編一行人喝到湯鍋見底了還
有人意猶未盡呢！

6. 獵鴨行動
地址：蘭城晶英酒店紅樓 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訂位專線：(03)910-1011

貼心提醒
※一鴨五吃適合 4~6 人享用
※接受三個月內訂位 ( 不提早一個月訂位會吃不到鴨喔！ )
※需加一成服務費
※自備酒水紅酒服務費 $300、烈酒每瓶 $500

圖片來源 : 
http://tisshuang.pixnet.net/blog/post/372321725-%5B%E5%AE%9C%E8%98%AD%E7%B
E%8E%E9%A3%9F%5D%E9%A2%A8%E9%9D%A1%E5%85%A8%E5%8F%B0%E7%9A%84%
E6%AB%BB%E6%A1%83%E9%B4%A8%E5%80%BC%E5%BE%97%E4%B8%80%E5%90%83-
%E8%98%AD%E5%9F%8E%E6%9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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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海無涯
一、何謂腐？
  這得先談談「腐女子」一詞。
  這詞源自於日語，是由同音的「婦女子（ふじょし）」轉化而來，意指
喜愛BL（Boys’ Love）的女性。腐女子的「腐」在日文有無可救藥的意思，
而腐女子是專門指稱對於男男愛情——BL 作品情有獨鍾的女性。所以，單
字「腐」意指的便是男男之間的愛情。
  不過「腐」這個詞也可以轉化成形容詞用，相信不少若身邊有腐女同好
的朋友們，應該常常聽到他們說「好腐哦～」之類的用語吧，「好腐哦～」
意思大抵上就是跟 BL 有關，而且多半有正面的意思。（簡單來說，可以把
這個字當成「萌」，但是特指 BL 而言。）或許更多人聽過的是「基」友、
「基」情、或是搞「基」之類的用語，意思與「腐」大同小異，而「基」
這個字跟粵語的「gay」的讀音相仿，於是有此用法。
  所以如果各位曾經在介紹基友會（基隆的朋友們）的場合時，聽到奇怪
的笑聲，原因很簡單，就是「基友」本身有些別的意思，大家就別見怪了。
當然，有腐女就會有「腐男」了。
  腐男，就是對 BL 作品有一定興趣的男性，不過他們和男同性戀並不完全
畫上等號，也有異性戀的人喜歡看 BL 的，至於原因我可能還要多多尋訪，
敝人我認識的腐男不多。（略有遺憾）

二、腐知識調查表單結果
十分感謝幫忙填問卷和提供意見的大家。
以下為結果：
　　有接觸二次元的人佔了 89%
　　知道腐的佔了 91%
　　不會排斥 BL 或 GL 創作的佔了 84%
　　認為腐等於宅佔了 11%
　　支持多元成家佔了 73%，沒意見的則有 18%。
先誠摯地致上歉意對於關於多元成家這個問題實在不夠明確，我應該問說
大家支不支持同性戀結婚而不是多元成家。兩者差異甚多，敝人我欠缺考
慮，十分不好意思。
  好～根據表單的結果以及一些有趣的回應，大致上整理出大家對於腐的
想法以及敝人我的一些想法。
1. 不利於人類演化。
  沒錯，兩個男性目前實在還無法達到傳宗接代的目的。但是在此我想分
享彭明輝教授關於同性戀這方面的文章，內容大概是討論同性戀形成的原
因，以及如果逆轉性向導致精神疾病等狀況，貼上連結歡迎有興趣的大家
去看看。http://mhperng.blogspot.tw/2013/11/blog-post_21.html
其實，早在遠古以前就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是炎黃子孫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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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海無涯

2. 腐一定宅，但宅不一定腐。
  這句話我個人覺得倒是挺有道理的，通常身為腐女 /男，精神糧食多半
在二次元中，會宅好像有點無法避免。
但是兩者其實定義還是不太一樣。之前，大致上因為一些人對腐女的長相
有刻板印象的關係，曾經在網路上有發起個活動，請各位腐女自拍來證明
自己並非魚乾女或是有著讓男性避之唯恐不及的長相。當初敝人我真的看
到不少正妹啊。
3. 跨越性別的愛讓人感動。
  這點敝人我十分認同，雖說不少 BL 作品其實忽略關於同性戀必須接受社
會主流的考驗這件事，但是這是十分值得探討的一點。跨越性別的愛真的
比一般的異性戀來說，更需要勇氣、堅持與愛。
4. 兩個美男子很賞心悅目。 
  我懂。
  
  大致上挑了幾個來說明，希望大家對腐有多一點認識。第一次的專欄就
先做些基本介紹了，下次專欄會放上一些專有名詞解釋（像是攻受、傲嬌、
病嬌、電波等）以及一些 BL 作品推薦，或是連載 BL 短篇小說之類。
若有想在專欄上看到什麼內容或是推薦作品，歡迎告訴敝人我，醫學大一
44 號蘇珮磊。

感謝您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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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宅的腦洞世界

宅宅的腦洞世界
~ 我的腦洞可是隕石坑等級的 ~

在這充滿涼意的初秋 ,在這好山好水好無聊的長庚校園 ,除了上有機ㄈㄚ
ˋ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有意義的事能做了嗎 ?不 ,這種時候就是打發時間的神
器登場的時刻惹 ,那就是 ------------- 漫畫 MANGA!!!!!!!!!!!!!
    日媒曾經做過票選 ,請醫生們選出他們最喜歡的醫療類漫畫作品 ,票選前
五名如下 :

NO.1  <Black Jack>   手塚治虫  （54.1%）
NO.2  < 仁醫 >        村上紀香  （6.0%）
NO.3  < 杏林先鋒 >    佐藤秀峰   (5.7%）( 別名 :醫界風雲 ,哈囉黑傑克 )
NO.4  < 醫龍 >        乃木坂太郎 （5.0%）
NO.5  < 超級醫生 K>   真船一雄  （4.3%）

  第一名一點都不意外的由<怪醫黑傑克>拿下,這本漫畫於1973年開始連載,
同時也是日本醫療類漫畫的鼻祖 , 相信也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 感謝我的童年
不是喜羊羊 , 在此向手塚大師致敬 ), 手塚大師曾坦承 , 其實 < 怪醫黑傑克 >
本來只是預定畫五回的短期連載 , 因此漫畫中有關黑傑克的設定 , 包括臉上的
疤痕、移植上去的黑色皮膚、黑白色的陰陽髮等等 , 都只是一時的突發奇想 ,
其相關的設定和皮諾可等其他角色都是後來才添補上去的 , 也就是說 , 我們都
被手塚大師唬爛了二十幾年啊 !!! 那個黑白色的頭髮只是手塚大師想畫陰影和
光澤 (大師您畫工靠譜點兒行不行 !!)
然而 , 撇開這些欺騙小孩感情的設定 , 黑傑克還剩下些什麼呢 ? 沒錯 , 就是更
多更多欺騙大人感情的設定 , 擁有醫學博士學位的手塚大師毫不羞赧地在他的
漫畫作品中 ,”原創”了一堆疾病名和治療法 , 他也毫不避諱地說 : 沒錯 , 我
就是天馬行空 , 你能拿我怎樣 , 試問哪裡有不包含虛構元素的漫畫 ?( 小編自
主翻譯的對話 )
  
  < 怪醫黑傑克 >從開始連載至今已逾四十年 ,其在漫畫界的地位卻屹立不搖 ,
甚至用它充滿唬爛的內容獲得日本醫師的喜愛 ,其原因究竟何在 ? 黑傑克雖是
無照醫師 , 卻擁有高超的技術與判斷力 , 雖然對有錢人收取高額治療費 , 卻免
費替窮人治病 , 手塚大師用黑傑克這個角色描繪了自己的理想 , 在漫畫的每一
個章節中都充滿著手塚對社會的批判 , 學歷導向的虛榮心理 , 無法解決的貧富
差距 , 以及探討何謂”生命的尊嚴”, 生命的尊嚴不該建立於一味的延長生命
期限等等 , 在漫畫的扉頁中有許多可被獨立抽出來思考的議題 , 醫療技術會進
步 , 即使手塚治虫在他的作品中畫入最先進的醫療科技 , 至今日也早已落伍 ,
然而其關心社會的思想卻不會隨著時代褪色 ,這才是 <怪醫黑傑克 >的價值。

  < 怪醫黑傑克 >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在後起的漫畫家中 ,也有許多想向手塚
大師致敬 ,因而衍伸改編這部作品的人喔 !!!!!! 在此特別介紹一部作品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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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 <青年怪醫黑傑克 >, 這部由大熊ゆうご老師負責作畫的作品 ,在 2011 年
開始連載 ,推出後受到廣大 (腐 )女子讀者的迴響 ,為何是 (腐 )女子讀者呢 ?
接下來會介紹 ,無法接受的人請自行遮眼

                    

    ( 圖片來源 :E-HON)
想必看到這兩組封面圖 , 熟門熟路的同好們就知道這部漫畫為何會受到腐女討
論了 ( 黑傑克什麼時候這麼又受氣又攻氣 , 這不是我認識的黑傑克啊 !!!!) 值
得一提的是 ,不只是封面看起來像 CWT 展場會出現的本 ,就連內容都是”本”,
這種東西能官方發售也是個奇蹟 ( 有礙於尺度在此不公布內頁內容 ), 此部漫
畫正如其名 , 是在描述黑傑克還是個清純的醫學院學生時所發生的事 , 順帶一
提 , 這套漫畫還在漫博時被送給柯 P 了 , 所以不管是黑傑克迷、腐女子、還是
柯 P迷都可以去看看這部作品喔 !

  接下來介紹第二名的 < 仁醫 >, 這部已被改編為日劇與韓劇的作品 , 相信大
家也都不陌生,故事梗概為:一名腦外科醫生南方仁,在一次與病人的爭執中,
不小心從樓梯上摔落 , 一摔居然就這麼穿越了 ( 明明不是少女 !!!!!), 穿越到
138 年前的江戶 , 於是這名配備未來醫學技術的男人就在當地為人治病 , 發揮
他身為一名醫師的大愛 : 改變歷史神馬的我才不管 , 我要救人 !!!( 一整個很
熱血有木有 !)
有趣的是此部作品與歷史做結合 , 所以坂本龍馬成了南方仁的好基友 , 許多歷
史人物也穿梭其中 , 對日本史有興趣的人不妨看看這部作品 , 此作還雇用了三
名醫療監督為當中的醫學知識把關 , 所以被唬爛的機率也大幅下降 , 大家可安
心食用 , 順帶一提 , 此作也在 2011 年拿下了第十五回手塚治虫漫畫大賞 , 可
喜可賀。

  在排行榜中勝過家喻戶曉的醫龍 ,拿下第三名的就是 <杏林先鋒 >,< 杏林先
鋒 >日版名字為 < 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によろしく >, 意思是”向黑傑克問好”,
也就是說這又是一部向 <怪醫黑傑克 >致敬的作品 ,但其內容為原創 ,與手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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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此作描述一名滿懷熱血的醫學院高材生 ,進入醫院當
實習醫師 ,卻發現醫院的情形和他的想像相差甚遠 ,月薪只有日幣三萬八 ,值
班導致每天睡不到三小時,又得知醫院為了健保點數而偏重收交通事故的病人,
許多醫生都靠兼差賺錢等等內幕 ,面對重大傷患手足無措的無力感……此作可
說是在前幾名的作品中 ,比較接近醫界現況的一部作品 ,沒有渾身外掛喜歡裸
上身練習縫針的肌肉男主角 ,更沒有古裝穿越劇來增添樂趣 ,有的只是一把鼻
涕一把眼淚 ,掙扎著成長茁壯的熱血笨蛋醫師 (真的是笨蛋醫師 ,不騙你 ),
雖然也有評論說 :這男主根本就是個負面教材 !!! 但小編仍然被男主的熱血所
感動 ,還是很推薦的呦 !

          

( 圖片來源 :8comic)                             ( 圖源 : 笨狗漫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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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簡介

	 《被切開的血管》一書遠溯西班牙侵略，直

到二戰後的困境，五世紀來的苦難鋪展在世人面前，

從哥倫布所肇端的殖民掠奪，殖民者鍾廣袤拉丁美洲

的資源哺育蕞爾歐洲開始，一直到現代文明中藉由國

際政治、經濟手段所造就的掠奪結構，以歷史小說的

敘事方法，夾敘夾議，字字血淚，娓

娓道來。

	 作者以「拉美的困境源自於歐

美過去及現在的掠奪、剝削」之觀點

貫串全書，並且羅列許多史例。第一

章敘述西班牙人肆無忌憚地掠奪拉丁

美洲的黃金、白銀，導致原住民信仰

不復、文化不存、尊嚴不在。但西班

牙人也僅只於掠奪，以至於母國與殖

民地產業都未能進一步發展。西班牙

汲取的拉丁美洲金銀，反倒培養英、

荷等國積極進行工業化的經濟，於是

歐洲藉由掠奪進行工業化所需的原始

資本積累。第二、三章的主題則為殖民地農、礦業。

殖民時，無論是地上的作物、地下的礦物，都藉強迫

當地原住民種植、開採取得，他們被奴役且往往死於

飢餓、傳染病、重金屬中毒……等惡劣的工作條件，

而這兩種殖民地式經濟更遺禍百年；時至今日，由於

這些產業都深深依賴國際市場，資本小者一個差池便

被兼併，唯有資本雄厚者得以參與市場，其依附性及

單一性的雙重風險更加深資源分配不均，也因此無論

殖民前後，拉美的資源一直為少數人掌控，而政經權

力一直由寡頭把持，更逐漸形成強固的網絡，持續地

向勞動者榨取剩餘使少數人獲利，始終未能創造整體

進步，不穩定經濟結構依舊嚙噬著拉美。

	 為了強調今日的困境並非只有殖民因素，加

萊亞諾又詳述了拉丁美洲獨立後，因為自由貿易、跨

國投資而受到的戕害。第四章描述拉丁美洲被扼殺的

工業。張夏準在《富國的糖衣》中指出，一國一產業

發展之初，需要適當的保護，待其發展成熟，再脫離

保護的羽翼、迎向自由競爭，且當今的富國在發展之

初也都藉由保護主義的政策發展起來。可惜的是，拉

丁美洲發展之初，英美等國為擴張自

己的產業，踢掉過去賴以成長的梯子，

以自由貿易為名任其國際企業挾豐沛

資源，翦除拉美當地競爭力尚不足的

產業幼苗，甚至不惜以軍事、外交手

段挑起當地國內或鄰國之間的紛爭，

形成資源的內耗。

	 第五章主題則是貨品貿易之外的資

本流動。外國資本大舉入侵拉丁美洲，

利用當地豐富的天然資源、廉價的勞

動力。外資帶來資金，但親美傀儡政

府實際上往往以資金貧乏之名，行出

賣資源之實，任由外資輸出更多的自

然資源，掏空當地資本；外資也創造工作機會，但那

是犧牲當地人的健康與環境才得來的微薄工資；而過

度地仰賴外資也使得國家政經主權遭受箝制。另一方

面，外資金融業也在當地產生很大的問題。在國內，

跨國銀行吸收當地資金放貸給跨國企業，壟斷當地資

金，限縮本國產業發展機會，貫徹外國利益；在國際，

跨國金融機構超貸給拉丁美洲國家，而國際貨幣基金

則在發展中國家面臨債務危機時，強迫債務國無論產

業成熟與否，都必須接納自由化的變革，形成戕賊經

濟發展與國家主權的長久發展困境。此書最後以「我

們永遠不會幸福」作結，深沉的悲痛溢乎言表。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作者加萊亞諾，原著出版於 1971 年，全球風起雲湧的 1960 年代才恰

結束。1960年代，一時多少豪傑，越戰、古巴危機、美國民權運動、中國文革、布拉格之春、甘迺迪、毛澤東、

切 ‧ 格瓦拉、披頭四，江山如畫。至於當時的拉丁美洲，古巴革命成功，其他地區則如火如荼展開國家資源

的國有化運動。本書成書迄今雖已四十餘年，但 2009 年時，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將此書親贈與美國總統歐巴

馬，突顯出世人對拉丁美洲的忽視以及此書跨時代的意義。

今昔拉美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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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若將《被切開的血管》與香港記者張翠容在

2009 年所著之《拉丁美洲真相之路》互相參照，可

以發現──墨西哥大開國門引進外資的後果，是當地

企業市占率僅 10%，農、工業經濟結構岌岌可危，金

融業都屬於歐美集團，外資的風吹草動都可能使經濟

崩潰；中美洲則充斥美國勢力與當地勢力的衝突，在

民族、意識、政治、經濟中煎熬；南美洲誕生二十一

世紀社會主義，以烏托邦為願景；而絕「美」獨立的

古巴則在能源、教育、醫療、農業改革，成就斐然，

成為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最佳的夥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所著之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或也能全面地表達拉丁美洲過

去與現在所面臨的災厄，史迪格里茲雖然是以宏觀的

角度，分析富國、窮國、富人、窮人在全球化的影響，

但若將《被切開的血管》與《世界的另一種可能》仔

細檢視對照，更公平的貿易（第 3章）、荷蘭病（第

5章）、跨國企業功與過（第7章）、沉重的國債（第

8章）、更民主的全球化（第 10 章）……等，彷彿

拉丁美洲集所有全球化病痾於一身，而此種種恰好可

以歸結出各種「困境──另一種可能」的關係，顯見

拉丁美洲變革的迫切，當然也意味著拉丁美洲並非如

此絕望。

檢驗

	 然而，唯有作者的心冷靜下來，筆下的文字

才得以承載更深刻的溫度、更清晰的思緒。加萊亞諾

或由於太過沉痛的情緒、或由於向世人介紹拉丁美洲

的急迫、或由於個人立場的選擇，以致於忽略了身為

記者所應注意的報導平衡以及客觀立場，他亟欲修正

世人的想法，卻難免過猶不及之誤。全書以「拉美的

困境源自於歐美過去及現在的掠奪、剝削」為主要論

點，卻也是「唯一論點」，讀者期待更完整的解釋。

	 例如加萊亞諾提出「北美相較於南美之所以

能較早工業化，是因為北美沒有資源可以掠奪」，雖

然想法新穎，但是讀者實在無法想像僅僅「資源富足

與否」一個因素就造成今日的判若雲泥。北美也蘊藏

豐富煤、鐵、石油，又作為今日農產外銷大國，絕無

「貧瘠」之狀；況且北美殖民地也不如他所說如此受

到「優待」，若非英國的貿易管制與徵稅，何必烽火

連天？獨立戰爭便足以證明當時北美終究也是「受壓

榨的殖民地」。此外，北美移民大多為受英國政治、

宗教迫害，而欲前往他鄉開創一番事業者，秉持馬克

思‧韋伯所謂「新教倫理」，拉丁美洲作威作福之

儔自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又例如作者筆下的查科戰爭，美國、美孚石

油、殼牌石油一手主導智利、玻利維亞、阿根廷、巴

拉圭之間的軍事衝突，但是若說四個大國、千萬百姓

都隨跳梁小丑起舞則太不可思議、太簡化。作者多是

國內外政商界大人物的描述，但是當時四國的人民

呢？人民雖可能沒有驚天動地之舉，可是總會對身陷

其中的戰爭做出反應吧！人民縱然無辜，卻被簡化成

一群受人擺布的模糊臉孔。

	 作者全書強調「歐美的惡劣」及「拉美的無

辜」，可是為了達成論點，這個簡單的模式太過簡化

所有的問題，雖然其論述以及所引用的史料令世人耳

目一新，卻由於觀點的失衡，不能使人完全信服。或

許也因為如此，作者遂自謙為「外行作家」，謔稱本

書是「海盜、愛情小說」。當然，瑕不掩瑜，即便本

書在綜述拉丁美洲歷史及發展上略有瑕疵，但是作者

作為一反動的力量，其對立的立場觀點多為世人所熟

知，因此做為拼湊拉丁美洲全面歷史的管道，不無其

振聾發聵的重要價值。再看到南美洲二十一世紀社會

主義的興起，誠如查維茲所言，《被切開的血管》是

拉丁美洲歷史的紀念碑，因此無論論述完整與否，作

為一座紀念碑照耀歷史，甚至引領這個世代人民與執

政者的方鍼，都堪稱經典。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烏拉圭人，生於 1940

年，目睹戰後拉丁美洲的發展，當今在左派評論圈享譽

國際。處女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不僅是寫作

生涯的濫觴，更開國際拉美研究先河。其後作品則大多

以簡短、憂傷、抒情的小故事，撿拾破碎甚至被埋沒的

歷史片段，拼湊拉美歷史的全貌。作者對於所見所聞所

思的憤懣，對於平等、自由、和平發展等人權的叩問，

再再提醒讀者──他，以及拉丁美洲人作為二等美洲居

民、甚至二等世界公民的無奈。

加萊亞諾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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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

  在經過那麼多作業的折磨考驗，
相信大家會在讀書之餘，找到一些
休閒娛樂來紓解壓力 ( 吧 ?) 應該
有不少宅宅同學會選擇玩線上遊戲
(>ω<) ！說到線上遊戲就不能不提
到時下最夯的 "League of Legends
英雄聯盟 " 啦 ! 沒錯 ~ 本專欄要介
紹的就是號稱女友最大的敵人 --"
英雄聯盟 "啦

1. 英雄聯盟到底有多受歡迎呢：
根據 LoL 的開發商 Riot games 的
統 計 資 料 -"League of Legends 
by player numbers: 67 million 
playing every month, 27 million 
playing every day, and over 7.5 
million playing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each day’s peak 
play time." 全球玩家人數直逼
7000 萬啊 ~(((д)))；在全球，英
雄聯盟總共有超過 14 伺服器 ( 就我
所知 )，分別是 -北美洲、西歐、東
歐、巴西、土耳其、韓國、俄羅斯、
南拉丁美洲、北拉丁美洲、新加坡、
台灣、越南、澳洲、中國 ...... 是
一個非常全球化的線上遊戲喔！！

2. 英雄聯盟哪裡好玩：英雄聯盟
是 屬 於 MOBA(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類遊戲，遊戲進行
方式是讓玩家扮演召喚師，召喚並
控制一名英雄，接著被各自分到兩
組隊伍 ( 主要為 5 對 5 的遊戲模
式 )。兩組隊伍從地圖相反方向的
主堡（Nexus）內開始，目標是「破
壞敵方的主堡」或「使敵方投降」
以取得勝利。目前英雄聯盟中有超

League of Legends
過 120 名英雄與超過 100 種道具選擇，
在配合上各種不同的戰術組合、角色選
擇，可以激盪出無數種不同的遊戲體驗
喔，所以說在每個人的遊戲體驗中，幾
乎不可能遇到 2場一模一樣的遊戲喔！

3. 英雄聯盟Q&A
(1) 英雄聯盟算是美國遊戲嗎 ?
A: 中國最大網路公司 " 騰訊 " 在 2011
年初以 2.31 億美金的代價，買下 LOL
開發商 Riot games 大多數股權，交易
完成後，Riot Games 仍保有其獨立
的業務和現有的管理團隊，所以答案
就 ...... 見仁見智囉！

(2) 英雄聯盟是收費遊戲嗎 ?
A: 英雄聯盟是免費制線上遊戲，但
仍能花費金錢購買一些很沒用特殊的
遊戲道具，另如英雄的人物造型，還
有 .... 呃 ........... 主要就是人物
造型了 XD
( 想知道什麼關於英雄聯盟的資訊，都
可以私訊給我喔！ )

英雄聯盟的地圖，總共可分成
上、中、下 3 條路線，玩家們
可以選擇不同的路線來進攻敵
方基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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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分析

　　

你相信命運嗎？你相信星座和血型的巧合

嗎？你相信個性和你的出生年月日息息相關

嗎？這個專欄將會一一地介紹各種的星座、

手相、及分享一些小故事，讓你我能一窺這

些生命的巧合。不過最後還是要記住──命

理學可以說是統計學和靈感的融合，可不會

是你一生就一定被固定住了喔！所以才說

「不是命是運」

　　

那就事不宜遲來介紹點星座吧！！星座如大家所知，有十二星座。

今天先來介紹三個星座吧！而要介紹的話，我想先從我自己以及室友的星座介

紹起。

NO.1 牡羊座
有高度的容忍性。有不畏艱辛的意志力以及鬥爭本能。心中一旦有了理想，必

能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在新的環境下，能發揮拓荒者的精神，帶頭　軍，開

創新機，有領導者的風範。同時，也有侵略的一面，最大的快樂是排除萬難讓

艱難的事情進入軌道。

No.2 巨蟹座
怠情豐富，對事物的怠受性強。對外親和謙恭，狻有公眾意識，但是對內則有

強烈的防衛本能，不願私生活受到於擾。大體上是一個溫和內小茶的愛情診療

室

　你有想過愛情是什麼嗎 ?還是曾經徬徨不知愛情為何總是離自己這麼遠嗎 ?

　別擔心，這個專欄是愛情診療室喔!!無論是得了相思病、紅豆病、憂鬱症(?)

都可以來問問小茶喔 !! 小茶雖然只擁有 19 年的人生經歷，但是卻給過眾多的

少男少女建議 ~ 這個專欄在這期系報以後會開始接受大家的投稿問題，任何想

問的問題都可以喔，或是只是想來分享自己的愛情經驗、爭吵經驗、分手經驗

都很歡迎 !!! 大家的投稿將是小茶寫專欄最重要的動力喔 ~~

　　小茶以後每期都會寫一些關於愛情的文章再選出幾個問題回答喔 ~~~ 放

心，我們保證匿名保障你們的隱私 ~~ 所以趕快來投稿吧 !!!!

不是命是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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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診療室

小茶的愛情診療室
　　你有想過愛情是什麼嗎 ? 還是曾經徬徨不知道愛情為何總
是離自己這麼遠嗎 ?
　　別擔心，這個專欄是愛情診療室喔 !! 無論是得了相思
病、紅豆病、憂鬱症 (?) 都可以來問問小茶喔 !! 小茶雖然
只擁有 19 年的人生經歷，但是卻給過眾多的少男少女建議 ~
這個專欄在這期系報以後會開始接受大家的投稿問題，任何
想問的問題都可以喔，或是只是想來分享自己的愛情經驗、
爭吵經驗、分手經驗都很歡迎 !!! 大家的投稿將是小茶寫專
欄最重要的動力喔 ~~
　　小茶以後每期都會寫一些關於愛情的文章再選出幾個問
題回答喔 ~~~ 放心，我們保證匿名保障你們的隱私 ~~ 所以
趕快來投稿吧 !!!!

圖源 :google 幾米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