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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戰成名－醫學系卡紀實　

系

Catrip feat:由大二學長 :李浩綱、
呂沛庭、謝孟軒、曾皓平及江芳
人 5人所組成的陣容，傳說具有
職業歌手 level的團體。

張慶瑄 :演唱的歌曲是迪士尼影
片”獅子王”主題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蔡宗翰 :演唱莫文蔚的”如果沒
有你”。真情流露，深深打動在
場所有女生，不愧是 a班的萬人
迷阿 ~

憨霸 :由憨人唐維鈞與霸天高健
祥所組成的生命共同體，表演之
中顯現兩人真摯純情的友誼。

何雁婷 :衣服造型在表演之中具
獨特性，搭配歌曲，讓觀眾都能
融入到歌曲之中，隨著音樂旋律
而左右擺動。

吳穎欣 :來自遙遠的那方 -香港
的 Vivian 是 S.H.E. 的 Super FANS~
所以想當然表演曲目是田馥甄
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耿祥庭 :運用奇快的拍子演唱，
加上獨特的排場與魔術表演，成
功展現周杰倫的”魔術先生”既
滑稽又華麗的演出。

湯燕傑 :湯會長不顧國考，為了
系卡犧牲奉獻演出搞笑曲目，在
下不得為他大聲鼓掌，深感謝意

淳情佑任性 :由去年衛冕軍大三
許淳皓與陳佑任學長共同演出。
而在今年，再度展現冠軍風采，
在兩台電風扇的吹拂之下又再度
獲得冠軍 ~看來淳情佑任性又突
破自己拉 ~

第二屆醫戰成名，19組實力派歌手，個個表現令人感動、歡愉、沉醉
於他們的歌聲之中 ...到底最終勝出的是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

卡

文 /M108*羅艾倫



　　醫戰成名－醫學系卡紀實

斯巴達 :最佳造型獎的得主，
由江瑞凡扮演冰雪奇緣的女主
角，而蔡宗翰與陳柏伸負責演
唱 ,整體而言非常搞笑 -

劉昱均 :他深情的演唱跟歌曲
一樣哀怨，"其實都沒有 "，誰
說都沒有呢 ?最後還得到第二
名的佳績呢

簡依騏 :由 Troff(吉他 )、依儒 (鋼
琴 )伴奏下，柔和夾雜完美的
顫音道出 "她說 "，讓人陶醉於
歌聲之中，餘音繞梁。

蔣奐巧 :"聽見下雨的聲音 "說
盡了屋外雨景與人們的心境。
珠珠字語與雨滴聲相輔相成，
聲情景恰好結合，融為一體

三人遊 :王宇弘、劉相甫與翁
慈襄三人共同演唱。在清澈的
吉他演奏之中將十全十美歌曲
帶過，令人很 relax的表演。

伶珊 :大三廖御伶和陳葦珊演
出。演唱高難度的歌曲 "我期
待 "，在對唱過程中充分展現歌
曲的精神，最後不負眾望所規，
得到第三名的佳績。

葉衡 :平常帶給人是 "視覺上的
"感受，但今天的社長透過張惠
妹的 "真實 "帶給人獨特的 "聽
覺 "感受。

陳柏伸 :如巨星般閃耀登場，
奪目耀眼的演出與穩健的台風
令人驚奇。只可惜伴唱帶出錯
讓演出帶了點遺憾，不過表演
仍然能順利結束。

蔡天琦 :從回憶出發，沿著數
不盡的遺憾，最後抵達幸福的
一刻 .這首 "最幸福的事 "透過
學姊情意深深表現出自己對於
歌曲的詮釋，獲得滿堂喝采。

5F愛情諮商中心 :演出頗有日
本 SMAP團體的風格，很有架
式的開場。演唱的 "流星雨 "一
曲是送給告白長庚中仰慕他們
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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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氣總召 耿祥庭 很高興能夠辦一場歡樂的系卡讓大家能夠在台上表現自己的歌喉，發揮

自己的創意。今年我們選擇請各位參賽者拍攝影片來介紹自己或歌曲，

感覺效果還不錯，希望以後都能延續下去。唯一的小遺憾是學校的器材

有點小凸槌，加上一些歌曲沒有確認好，影響到某些參賽者的表現我們

真的深感抱歉，未來一定會更加謹慎。此外要特別感謝各位評審學長姐、

老師的幫忙，讓我們的系卡講評如此的精彩專業。希望各位參賽者和觀

眾們都能享受到歡樂的氣氛，也請大家多多支持之後的系卡，為我們繼

續帶來驚奇不斷的表演 !!!

小編不負責任評論 : 總召這次真的是耗費心力阿，不只籌備艱辛，還親

自上場表演，甚至還還找來專業的伴舞團 !!!

神搞笑 黃世炘 孔祥瑄

黃世炘

一開始啊就是我和我的室友孔翔宣自願一起當主持人，可是因為歌單一直沒敲

定，所以我們到系卡前幾天才開始準備，我們還坐在門口討論到兩點欸嘿嘿。

系卡當天器材有點問題，導致我們要靠大喊來主持，還要台上台下一直跑，其

實有點累，可是可以和每個參賽者接觸然後在台上搞笑也是很開心的事情

孔祥瑄

持老實說除了幾次事務處理失誤拖延太久

其實都滿符合自己的預期

而這就是最糟糕如祥庭說的

我對自己根本沒有預期

我明明可以寫細流

明明該確定評審人數

明明該找評審溝通

可是一懶就拖，一拖就忘

我明明可以準備一個兩個好表演

可以弄好 PK和開場的爆點
但我都搞砸了

甚至最開始籌備的人事分工，進行方向，伴唱帶源，細

流格式

明明這麼多人可以讓我問

我卻甚麼都沒做

看自己的備忘錄小紙條

系卡辦完了，完成事項撕下了

但準備工作的紙條卻還留下好多好多

卻一點意義也沒有了

聽一聽水手，只好期待自己不要繼續慣壞自己

不管好不好，還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系卡

也謝謝宇弘，祥庭，晉瑜的 Carry
我真的很擺爛都在忙其他事情，還不負責任的一直說沒

關係這樣就好

還好你們還沒說“不意外你就是這樣啦ㄏㄏ”之類的，

還願意跟我討論

至少還該感謝你們對自己都沒有期待的我抱有期待

我卻沒有回應這分期待

小編不負責任評論 : 其實祥瑄也別太自責，主持人的超讚，充滿梗的活潑串場，早已成為部下節目的期待，你
們帶給所有的觀眾不只是精彩的表演，還有無限的歡笑 !!!!!!!!!!!!!!加油 !!

再次謝謝所有系卡的辛苦工作人員 !!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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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M108*陳昱廷

這次很開心可以當系卡的評審，發現大家真的是能歌善舞、

臥虎藏龍拉XDD特別是「斯巴達」的 Let it go，以及衛冕軍「淳
情佑任性」的表演，展現了令人驚嘆的創意，評審嘴巴都快

掉到地板上拉 ~~還有大一可愛純情的三人遊和昱均深情的
演唱，也驚豔全場，是指日可待的明日之星拉 XDD而這次也
辛苦了各位系卡工作人員的付出，謝謝你們發揮極大創意，

帶給大家歡樂優 ^^

參賽者與評審心得
真愛無敵 -5F 愛情諮商中心—流星雨
• 成員介紹：

首席諮商師：M108黃敬晏
專業製片：M108 孫訓臻
顧問：M108 黃弘欣
掃地工：M108 江明哲
• 緣起：

基於最近有個告白長庚，本寢有個帥哥被告白三次，所以本

寢精心準備流星雨這首歌，獻給那些愛戀我們寢內某帥哥的

女孩們。(Rosh表示：羞 >///<)
• 準備過程：

四個唱歌不怎麼準的男生，半夜兩點連續一個禮拜在寢室關

起門窗大小聲，從亂無章法到協調到完美走位，是一串辛苦

的過程 (隔壁寢表示：耳朵不舒服 )
• 當天表演：

四個衣冠禽獸穿上體面的西裝，在壓軸場中放開喉嚨用力

唱，就算手腳發軟也堅持到最後一刻，得到了不錯的回響

(嗎 ?)
R：爽 !! XDD
欣：難得穿的人模人樣，還是讓大家聽到野獸般的歌聲，辛

苦大家了 (汗 )
明：真的不是我在告白長庚上被告白三次的 (羞 ~<3 )下次世
紀一定要贏！

晏：經過一個禮拜刻苦的訓練，發現………我當歌手真的會

餓死，還是乖乖  
    當男模就好 XDD

憨爸 ---少年

前情提要：

這次會和霸天學長合唱，完全就是因為去年某次羽球隊練時

的一個約定…

心得：

真的很開心和學長一起唱了這一次（或者是…搞笑了一次

XD），雖然可能唱得沒有很好，但我們本來就不是志在要得
名的嘛 ~~

這次選歌其實歷經了許多波折，原本想唱”那個女孩”的，

後來覺得太難了，又找了好幾首歌，沒想到竟然選到和”淳

情佑任性”一模一樣的”黑暗騎士”，所以後來輾轉又去找

了這首其實也沒多好唱的”少年”，不過，唱得開心就好了，

不是嗎 ?
不管怎樣，要謝謝霸天學長，這次的合唱我們充滿歡笑的完

成了 !!

斯巴達 ---let it go

這次斯巴達的表演，本來只是一個瘋狂的小點子，但大家的

創意不斷湧現，這個點子也就愈變愈大，變成了一個看起來

似乎無法完成的目標，但斯巴達的大家團結的實現他，不論

是各種大型道具的製作還有服裝，到最後的排演及動作練

習，每個人都投入在內，付出自己的一份力，也因為如此這

個表演才能完成，感謝斯巴達裡的每個人，也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的表演。

耿祥廷 ---魔術先生

這次很高興能夠參加系卡，身為主辦人我沒有很多時間準備

表演，所以只好出了一個以娛樂性質為主的魔術加上歌舞的

表演，但是魔術對我來說是非常陌生，還好有非常 carry的
新一代魔術大師張簡上俊的特訓，雖然我一開始出場還是小

凸槌，加上學長雖然選了黏住的杯子讓我緊張一下，不過還

好效果還不錯，獲得大家的笑聲和掌聲。而表演中的舞蹈要

特別感謝昱廷、以周、正域、伯宇、祐崧、鈞尉、昱翔、育

齊等人陪我練到半夜，給大家一個很歡樂的表演和美好的回

憶。希望這次活動能帶給大家歡樂，也希望大家能夠在舞台

上盡情的表現自己和發揮創意 XD

評審 M108林俞任 　　

怎樣的評語才能同時立論於表演者與觀眾？評價別人是多難

的事，因為得先審視自己。評審，評析與審視，當那評語出

口後，變成被評審。因此，每個評審都仔細著自己的用詞，

因為除了專業，還要逗趣。觀看表演的過程構思文辭，是一

個臨場反應的考驗，也同時是對自我能力的一個審視，因為

要試著從自己不卑不亢的人生經驗去摘取點甚麼來評論。感

謝這次系卡的表演豐富，以及陣容強大的評審團，讓許多難

關 *得以順利通過。 難關 *指想評論內容，以及回應觀眾「示
範、示範」等要求。

蔡天綺 ---最幸福的事

雖然已經是大三老人了，但這還是我第一次上台表

演，有夠緊張的 XDDD其實本來不是要唱最幸福的事，
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在前一個禮拜才得知撞歌。那時候

本來有點想說算了不要唱好了，可是後來想想，如果

大四剛好有事沒參加，以後會不會後悔 ?於是就抱著就算破
音走音也比沒上台過好 (結果還真的破音了冏 )的想法換了
這首最幸福的事。唱歌是件很愉快的事，但是上台時有加油

團在下面為自己加油其實才是最幸福的事 XD真的非常謝謝
每個為我加油的你妳，我愛你們 <3



自經區專題－國際醫療專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為中華民國政府於 2012年提出的一種經濟政策，為馬英九
總統「黃金十年」政策的一部分。政府認為中華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在全
球化趨勢下，再次面臨挑戰，因此規劃進一步的自由開放，目標是吸引投
資、接軌國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所謂的示範區是指經濟自由化的
先行試驗區，先以原有的「六港一空」自由貿易港區做為先行開放的地區。
而自由經濟示範係透過法規鬆綁及改善營運環境，於示範區內大幅度鬆綁
物流、人流、金流及資訊流的各項限制，藉以打造便利的經商環境，落實
市場開放。
為加速法規鬆綁及改善營運環境，行政院經建會提出五大推動策略，包括：
1.促進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
2.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1)外籍專業人士得來台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
    (2)放寬陸資投資服務業、製造業相關規定

自經區專題

有關於國際健康專區 ......
文 /M108*余家瑞

前言
在學術長私訊 (質 )問我「你要不要寫自經區 ?」的那一刻，其實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自經區 ......
因為什麼都不瞭解，所以在看完了一疊分量十足的資料後，始後悔自己平常對於新聞太過冷感，湊完服貿的熱
鬧之後就打包走人。遺憾是由於時間不足，故本文主要著重於討論對醫療產業的影響。
和我一樣沒聽過自經區的人，希望這篇文章可以給你一些資訊；至於對自經區瞭若指掌的人，也加減看一下吧

3.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1)台商所得、海外盈餘匯回示範區進行實質投資免稅
    (2)外商提供區內事業所欠缺之專利和技術授權之所得免
稅
   (3)來台工作之外 (陸 )籍人士，前 3年以半數的薪資所得
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且免申報海外所得
   (4)於區內從事高創新研發的費用之 15%內，可抵免各年
度的營所稅，為期 3年。具相當規模
   (5)跨國企業來區內設立營運總部並新增投資或創造就業
達一定標準者，自總部設立 3年內所匯入臺灣之實質投資
可享營所稅 10％之優惠
4.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1)公有土地撥用，私有土地徵收
   (2)園區土地只租不售，但給予租金優惠
5.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1)示範區設立單一窗口提供客製化服務
   (2)示範區聯外道路及交通設施，由道路主管機關優先配
合辦理
  (3)建置安全監視系統、智慧化平台、寬頻光纖網路及 WiFi
熱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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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就國際健康部分討論之 ~~
廠商於國際機場內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作為貴賓服務接待中心。待旅客入境報到後，即可直達後廠也就是
國際醫療院所，接受健檢、醫美、重症治療等醫療服務。並透過觀光、保險、生技醫材等異業結合擴大效益。
推動作法：
 (1)先行開放桃園、松山二空港承作國際醫療業務。
 (2)放寬外 (陸 )籍人士來台簽 (許可 )證申辦手續。
 (3)可以社團法人型態，經營國際健康醫療事業，並開放外籍人士參與營運。
 (4)允許延攬 20%外籍醫事人員。
 (5)廠商可結合政府部門，透過電視、網路、廣告等管道，行銷自身品牌。

1.促進醫療人員流動，增加醫療體系新陳代謝的速
率 
台灣醫療水準高，醫學人才過剩，國際醫療專區的設立
可以舒緩台灣醫學生數量過多的困境，另外，醫療專區
主要是健檢與美容醫學，住診與門診量都不大，且多為
選擇性手術或治療。急診、產科及兒科等都不是國際醫
療常見的科，並不影響急重難症醫事人力。

2.國際醫療屬於自費醫療，其盈餘可挹注健保，改善財
務
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內的所有醫療服務都不能與健保簽
約，故完全不瓜分健保資源；另外，國際醫療機構每年
應繳交經營特許費，以回饋偏遠地區、弱勢族群及促進
醫療技術提升等公益事項。

3.企業化不等於營利化，提升效率可發揮有限資源的價
值
歐盟國家醫療支出約佔 GDP的 10%，我國僅以 6.5%的
GDP提供與其相同品質甚至更佳的醫療，手術等待時間
遠低於歐盟國家。醫療服務須要導入企業化管理，企業
化並不等於營利化，是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與合理的分
配，目的在追求效率，將其產生的利潤用於投資留住人
才、技術並更新設備，醫院才能永續經營，也才能實現
救人的社會責任。適當的發展國際醫療可使臺灣醫療機
構與國際接軌，提升醫療與服務品質到更高的標準。

4.能提升醫療水準，並提升台灣能見度

國發會稱示範區以「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為主，促進服務業發展的製造業為輔」為原則，第一階段選定智慧物
流、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教育創新等經濟活動，做為示範創新重點。
1.智慧物流：透過創新關務機制及雲平臺等資訊服務，提供最佳物流服務，並透過示範區內企業委託區外廠商
進行加工的「前店後廠」模式，串聯鄰近生產基地，增加商品流通自由及附加價值。
2.國際健康：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於區內設立國際醫療專辦機構及生技研發機構。
3.農業加值：利用國內農業技術，致力產品創新加值，以台灣製造品牌行銷國際。
4.金融服務：透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方式，放寬金融機構業務範圍，發展財富與資產管理業務。
5.教育創新：由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分部）、學院、學位（程）。

重點產業

自經區：國際健康部分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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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惡化醫療人力分布不均
中國投資者來台投資，必然將投入利潤率較高的醫療服務，除
了醫美健檢，也很可能投入產值較高的專科醫院。國外許多研
究指出，自費型國際醫療的發展，加速醫事人力從公部門往私
部門的移動，不僅更加弱化公共醫療系統，同時也造成醫學教
育師資資源上的匱乏。

2.限制過少，衝擊台灣醫療體系
多數推動國際醫療的國家嚴格禁止本國籍病患使用醫療資源，
以避免衝擊本國醫療體系。台灣的自經區卻開放國人前往專區
消費，更容易對台灣原本的醫療體系產生影響。

3.條文曖昧不清
自經區條例裡有大量的「空白授權」，也就是如「由主管機關
訂定辦法」的字眼，未來只要透過行政命令就可以放寬許多規
定。

4.對醫師執業的限制
目前根據自經區法令限制，本國原有的醫師還是只能透過支援
的方式進入到區內執業，意思是你不能單獨受聘於自經區裡的
醫院。對於技術好、想要進到專區多做擇期手術、健檢或是美
容業務的醫生來說稱不上是友善。

5.開放外資的必要性可以討論
據中央銀行在 2012年的統計，國人在 2009從海外匯回資產額
達 257.6億美元，故台灣資金並非不足，只是缺乏能獲利的良
好投資標的，開放外資的必要性有待商榷。

參考資料：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7%B6%93%E6%BF%9F%E7%A4%BA%E7%AF%84%E5%8D%80
2.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0a325a31-8d44-49ad-bbdc-aeebb0724da2
3.服貿協議、自經區特別條例與國際醫療政策的分析，鄭雅文等，2014
4.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開放設立國際醫療機構，對於我國醫療體制及健保體系之衝擊評估專案報告，
衛生福利部，2013
5.http://medlabors.blogspot.tw/，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疑慮

結語
恩，結語嗎 ......其實拎北在整理完如山一樣的資訊後，就算 Z和 B都已經明顯的條列出來，但在「做」與「不做」
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尤其在每一份資料都能嗅出相當明顯的立場時更是如此。不過，正因如此，
這個話題才會被這般重視，間接引起大眾的注意。自經區一如其他在人生中遭遇的選擇，令人難以抉擇。

下面是我在過程中用到的所有文獻，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如果讀者們在看完這篇短文後，能對這個話題有更
多的了解，那我就很欣慰了。

更欣慰的是我寫完了最後一份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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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沒管記
文/ M108*王凱瑜

　　曾經每天都在期待長大的我們，走進長庚，就這麼糊糊塗塗地過了一年。一方面為自己的年老色微衰感到擔憂，另

一方面也為這與世隔絕的荒島裡，許多不為人知的祕辛感到驚懼。如果再讓我有一次選擇的機會，我會選擇長庚嗎？我

不確定。現在唯一肯定的是空氣很悶，悶的我都快奪門而出，但是更可悲的是--不知道可以跑去哪裡找涼快的地方。

　　客觀僅是強人所難之後得到的主觀結果。

　　客觀的基本定義應該是「針對事物以超然的立場做出判斷」，但是我總覺得這個說法有兩個明顯的漏洞。首先，

什麼是超然？應該就是與該事件沒有什麼直接關聯，沒有利益或是宗教意見的摻雜。簡單來說，就是以陌生人的態度做

出評論。但是如果真的是陌生人，那為什麼要給予評論？我的意思是，不會有一個人對一個未知的議題長篇大論，這意

味著我們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參與，才能說出些什麼。那既然參與了，又如何能超然呢？雖然看起來像是我在雞蛋裡挑骨

頭，運用哲學式的拐彎抹角在找麻煩，但是事實就是我們不可能超然。另一個漏洞為「判斷」，判斷必定經過思考，思

考即為用自己的經驗將眼前所見相互結合後，做出一個看似公平的結論。那怎麼會客觀呢？大家看到這裡可能被弄的暈

頭轉向，那是不是什麼報導都不能信了呢？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從不同的報導中，我們可以自己思考判斷到底什麼是

真理，而什麼又是杜撰或是誇大出來的結果，如此一來就能避免落入他人所設下的圈套裡，不被輕易地左右。那我為何

要花那麼大的篇幅在談論客觀這件事？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在不斷的強調「客觀」這兩個字的重要性，但是其實連個邊也

沒有摸到。我們就來談談評鑑這件小事。一開始是沒有人要求我們要有客觀的素養，畢竟這樣跟評鑑的含義就有些距離

了。但是，當結果出來不合人意，無法接受時，「客觀」這個概念便會跳出腦海大哭大鬧，像是要爭個名分似的。可憐

的我們就這麼捲入了這場紛爭，被人指著鼻子說太過情緒化，感性蓋過理智而寫出不恰當的評論。但是，我們真的做錯

了嗎？我想有時並不見得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個小故事。動物園裡的大象日夜期盼的選美比賽終於來了，她會如此盼望著並不是因為天生麗質難自棄，

而是因為她想要藉由這個比賽被肯定、被看見——縱使她並不是那麼的美。在動物園裡，孔雀的羽毛讓她欣羨，白鷺鷥

的長腿讓她垂涎，大象雖然享有最大的活動區域，但是她卻不開心，她需要的是稱讚，而不是那些空空的水泥地。有

一天晚上，她突然靈機一動，下個月選美的評審是動物園裡的動物們，只要她對他們好一點，應該就能獲勝了！於是大

象不厭其煩的為大家忙上忙下，雖然累到鼻子都快舉不起來了，但是想到他就快要受到大家喝彩，一切辛苦都好值得。

選美日當天，大象穿上她精心挑選的迷你裙，興奮地在台上走秀，評審也都一一點頭表示認同，大象在心想：「冠軍非

我莫屬！」，臉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宣布結果的時間到了，大象再度站到舞台，望著群眾，她時不時的點點頭並且露

出微笑，好像在說「謝謝大家支持」一樣。「我們的冠軍是......」大象自顧自地往前踏了一步。「孔雀小姐！請大家

以掌聲恭喜她！」大象瞪大了眼，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她感到心灰意冷，明明自己該做的事情都做了，為什麼什麼

都沒得到呢？原因不是在於她做了多少，而是評審的重點不在於他做的這些努力上。換句話說，如果今天她想要選好人

好事代表，那冠軍非他莫屬；但是今天是選美比賽，一碼歸一碼，就像物理的分數不能分給物化一樣，不同類就不能強

求。

　　同樣的道理，我們再來看一個生活中的小例子。情人節小美跟小華開開心心到一家餐廳用餐，菜單上面印的圖片看

起來光彩奪目栩栩如生，兩個人就這麼滿懷期待的點了一大桌菜，準備好好享受過節的氣氛。但是這些圍繞在身旁的幸

福泡泡，在第一道菜上來之後就全部化為烏有。「奇怪了，不是應該是滿滿一盤生魚片嗎？怎麼送來只有四片？」小華

看著眼前單薄的魚肉碎念著。第二道菜也上來了，小美嚐了一口，皺了皺眉頭：「我剛剛不是點蛤蜊濃湯嘛？為什麼喝

起來像是加了奶油的清湯？」小美放下湯匙，喝了水漱一下口，默默祈禱接下來的菜可以漸入佳境。這時，服務生有模

有樣地端了盤子緩緩走出來，輕輕地放在桌上，說道：「這是你們的主菜焗烤龍蝦，請趁熱享用！」打開蓋子時，小美

和小華的臉同時沉了下來。「這算什麼龍蝦啊！這根本是草蝦吧！」小華忍不住喊了出來，小美默默的拿起叉子，把微

如塵埃的蝦肉一掃而空。「這是甜點跟飲料，你們的餐點都到齊了，有什麼其他的需要再跟服務人員反應！」服務生笑

盈盈地說。「另外，這是我們的問卷，希望可以幫我們填寫一下，桌上的筆可以帶回去做紀念，祝你們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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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留下一桌子的凌亂轉身而走。「我覺得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建議，這樣真的不太行！」小華按下贈送的原子筆，

居然瞬間向外噴射，彈簧跟筆芯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僅剩下原子筆的殘骸。「我們還是拿自己的筆寫好了。」小美從包

包拿出來遞給小華。他們盯著問卷研究了一會兒，發現奇怪的事情。「為什麼他們問法這麼奇特啊？『是否對今天的餐

點十分不滿意？以1到5來評分。1表示很滿意，5表示不滿意。』這是什麼跟什麼啊！」想當然爾，他們把整張問卷填滿

無數個5之後，便悻悻然地離開了。店經理看到他們的問卷時露出滿意的微笑，原來他擅自把問卷題目修改成反面的問

題，與總公司那邊的題目不一樣。因此掃描出一堆5的時候，總公司顯現的結果會滿意，多麼奸詐的人啊！不過換個角

度想，如果人們只想看到自己看到的，而非面對現實時，這樣做適度的調整的有助於彼此，雙方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皆

大歡喜。

　　客觀很重要，但是承認，並且意識到自己仍然主觀更是重要。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能為了滿足自己莫名的虛榮心

來勉強他人做出看似客觀的言論，這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怎麼道德。

　　從大一的新生即將變成大二的新手學姊了，歲月果真不饒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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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幹部交接
　　經過 5/26召開的醫學系理監事會後，
確定了新一任的系學會幹部名單，在此向

各位報告，分別是：

會長：湯燕傑

副會長：徐培鈞

活動長：陳昱廷 
副活動長：曾沁筑

公關長：張群

美宣長：陳秋君

體育長：陳以周

學術長：王凱瑜

國事長：李映萱

網管長：吳銘軒

總務長：白善尹

秘書長：周君恆
會長湯燕傑 副會長徐培鈞

活動長陳昱廷 副活動長曾沁筑 公關長張群

美宣長陳秋君體育長陳以周國事長李映萱

網管長吳銘軒 總務長白善尹 秘書長周君恆

M108* 周君恆

學術長王凱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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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與願景

一、與外系建立聯繫

　　在未來一年的任期中，新一任的系學會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希望能和外系建立更多聯繫，首先的嘗試是和

外系合辦聖誕舞會，以此當作一個開端。

二、增設活動部副部長、舉辦大醫盃

　　1.有鑑於活動部事務繁忙，且今年新增了兩個活動，聖誕舞會和大醫盃，故今年設兩位活動部負責人。為
今年過渡性增設，僅有一屆，而非常設。

　　 (a)角色方面，正部長號召大二人員協助活動，副部長負責行政業務。
　　 (b)分工方面，正副部長將輪流舉辦活動，以免前一個活動未結束，部長又必須開始籌備下一個活動，比
較有喘息空間。 
　　2.本屆希望參照歷屆及今年的資料，整理出完整且明確的家產，將所有活動標準化，以利學弟妹舉辦活動。 
　　3.關於大醫盃，將有 M106兩位學長姐作為總召輔導系上辦理，並跟體育部合辦。大一大二的同學將協助
舉辦，故工作量增加，增設正副部長有利活動效率。

　　4.關於聖誕舞會，將和其他系聯合舉辦，為今年新增的嘗試性活動。由於時間和醫學之夜接近，故主要工
作人員為大二學生。醫學之夜工作人員主要為大一，大二負責監督提攜。

三、學術部

　　1.為了提升討論效率及避免分工過於零瑣，希望調整部員至不超過十個。
　　2.用電子報取代紙本，之後嘗試只發行電子報，希望以全彩的排版取代黑白印刷的紙本，提高讀者閱讀意
願及節省成本。

　　3.擴展稿件來源，希望不只是由大一寫稿。
　　4.最新設立的讀者投書希望繼續推廣，增加趣味性。
　　5.專欄數增加，如電影、音樂、體育、校務等。
　　6.活動報導在活動舉辦的時候就能參與。
　　7.推廣徵文活動，如醫文獎、飲冰室茶集，金車文學獎等。
　　8.增加醫勞筆記的篇幅（與系上合作）。

四、秘書部

　　希望能建立統一且公開明確的聯繫窗口，作為系上同學與系學會之間的橋樑。若有什麼建議、意見皆可和

秘書部聯繫，秘書部會確實將意見反映給相關的幹部，此外，若有提案想在常會中提出，也可以由秘書部代為

提出，不必自行和各部長聯繫。這樣的用意是希望讓同學能更方便、直接的和系學會聯繫，不必受和各幹部交

情深淺的影響。

　　系學會各幹部剛完成交接，還在熟悉各項職務細節及規劃未來一年的事務，在此懇請各位給我們一些思考

的時間，未來一年的任期中，還需要各位的大力支持，對於系學會有什麼意見、想法，也請不吝賜教。

　　謝謝大家！



　活動宣傳

寢 室 杯 特 報

羽
球

寢室盃--羽球歡樂開打囉!!~~

比賽時間:6/6(五)18:00在活一羽球室喔

比賽規則: 
1.分男寢、女寢進行比賽，以寢為單位組隊(2人以上，盡量多一點人比較好玩XD) 
男生限一寢,女生可以聯合兩寢 
2.為了讓大家都能打到且非常盡興，本次比賽採小循環制， 
先將各隊分在不同的區塊中(EX:A區，B區...)，每區各取一隊晉級， 
最後打四強，這樣一來大家都可以打到很多場次(開心!! = w  
但相對而言時間上就非常趕，所以希望大家都能 "準時"到場 
3.基本上，一場三點(單 雙 單) 採21分新制兩場單打不能同一個人兼點，雙打可，所以
說，可以是 A單 AB雙 C單 
最大的限度是 A單 AB雙 B單 
最少要兩個人出場才可以進行比賽，為了秉持歡樂和大家都能打到球的原則，所以希望
除非特殊原因，盡量還是讓室友們都可以上場啦 >.<，

◎請記得:1.請大家都能「準時」到場 
2.一隊至少要兩個人 
3.要記得帶羽球拍

報名內容要有: 
1.隊長+連絡方式(方便連絡) 
2.隊名(EX:斯巴達雷神隊) 
3.最重要的成員名單

***報名截止日期是：6/2(一) 晚上十二點喲!!~~請大家盡早報名***

桌
球

桌球寢室盃規則如下: (6/5(四) 6:30分)  
預賽採小組循環 每場比賽為單打 雙打 單打 三點 先取得兩點者勝(要不要把比賽比完看
雙方意見) 每點預賽三局先贏兩局者拿下該點(每局11分) 複賽為五局先贏三局者拿下該
點(每局亦為11分) 每個人可兼一點單打一點雙打(也就是兩個人就能比賽了^.<) 不過校隊
不能兼點

女生方面:可和兩~三寢為一隊 並比賽的男生方每一局須讓4分

報名方式:在下方留言 須包含 寢室號碼+連絡電話+帥氣隊名



活動宣傳　

電
競

大家好，寢室杯電競來囉!!! 
這次的遊戲項目為皮卡丘打排球以及大富翁4，詳情請見下方: 
富翁4: 
比賽時間：暫定103.6.9 
比賽地點：管院電腦教室 
報名方法： Fb：鄔昀劭、李珩 
報名截止日期：103.6.2 
比賽規則： 
1.每寢派出兩人參賽，將視報名隊數多寡再決定要進行分組積分賽或單淘汰賽 
2.遊戲時間為3個月 
3.比賽勝負由破產人數決定，如破產人數相同則由兩人的總資產合計之多寡來決定勝負 
4.遊戲一開始的交通工具為機車,總資金10萬元 
5.地圖：日本

皮卡丘打排球 
比賽時間: 暫定103.6.9 
比賽地點：管院電腦教室 
報名方法： Fb：鄔昀劭、李珩 
報名截止日期：103.6.2 
比賽規則： 
1.10球定勝負 
2.不可刻意拖延比賽時間 EX 不可以把球弄在天花板及球網上互彈(雙方皆碰不到球)

趣
味
競
賽

寢室盃趣味競賽報名開跑囉!!!!!!!!!!!!!!!

項目是尋寶~~~

因為要符合寢室盃的戰鬥精神 
學長又說不能弄得太大 
所以我設計了充滿對抗性的”大家來藏寶”尋寶遊戲

由大家藏下自己的寶物 
找到最多的寢室就贏了 
藏的寶物不可以一眼被看到(會場應該不大) 
不可以打人跟攻擊對手 
然後裡面有一個我準備的特別小禮物 
拿到的人可以得到它以外又額外算一個寶物數喔

資金有限所以大獎應該不豐富ㄅㄏㄏ 
預計在第二醫B1舉辦

寢 室 杯 特 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