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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夜，在各式令人炫目的表演之下，在眾多饒富特色的美宣以及種種串場等等之下，試問
你，是否還注意到了一手操控整場音樂之業氣氛的主持人背後所付出的辛勞？籌備的過程中，他們
究竟歷經了那些挫折以及心情上的變化？以下為我們採訪音夜主持人中，騵今和瑞斌的簡略報導。

音  樂  之  夜  主  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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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6 郭育綺

　　在醫學營、寢室盃、ＣＰ訓練等等得
繁忙生活之中，說實話，撥出時間參與每
回主持人的會議對所有在音夜擔任的主持
人們來說，都是一大考驗，然而，他們做
到了！他們不僅克服了一次一次時間上的
困難，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務，更是盡一
切所能，將整場主持的流暢度、好笑度發
揮到了極致！這一切的一切，是多少個夜
晚所有主持人群一起看youtube、金馬頒
獎典禮找資料，一起從一則一則的笑話中
找靈感，所討論出來的結果！然而，騵今
笑著說，他們一點都不覺得疲憊，畢竟，
那些一起開心聊天一起腦力激盪的日子，

都將成為美好回憶的一部分，也許就是這樣的一份心，才能造就了此次音夜的完美演出吧！

　　談到了採排時的心情，他們紛紛表示那時真的有些緊張，面對這麼多的同學以及學長姐，一點
點的出錯是都不可被容許的，然而，第一次的採排中，有許多不很順的橋段，身為組長的騵今，不
免擔心的叮嚀起每個主持人該做什麼該注意什麼，準備了這麼久，當時的他們，一心想把這次的表
演做好，不枉費這些夜晚的努力！表演的當下，或許是緊張，或許是專心到忘了緊張，更或許是像
瑞斌說的就「衝一發」了的勇氣使然，他們紛紛表示沒有多大的感受，只是心情平靜的把整場表演
主持完，，在這麼多的練習與彩排準備之後，我們的確看見了他們卓越的成果！在此，瑞斌突然開
玩笑的說，真是抱歉說了這麼多的黃色笑話，希望大家別太介意，一陣玩笑中，我們看見的是他們
的努力盡責，以及完美的臨場應變。

　　最後，他們很感謝所有人給與主持人組的支持以及鼓勵，的確，如同騵今說的，這一場音夜，
是好多好多的同學以不一樣的方式貢獻不一樣的方式努力才得以完成的，她謝謝所有主持人的配
合，也謝謝所有其他同學們的付出。的確，讓我們所有人都為這次音夜完美的落幕，鼓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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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在這學初的時候顥庭和煜豪給我這個機會來負責音樂之夜的
美宣，一開始真的很緊張，因為音夜緊接在這麼成功的白袍之後，感覺
有點壓力，不過，真的很謝謝芷安在我找她討論的時候給了我很多的點
子和意見，也告訴我要怎麼分配人力及執行方式。也謝謝煜豪和顥庭，
給了我許多空間，沒有給我很多的壓力，甚至還給了我許多的想法，在
此想對他們說，當音夜的總召真是辛苦你們了！音夜有你們的統籌，音
樂之夜才能如此的成功！接下來也要謝謝各組的組頭：
◎怡婷，妳是最準時把作品完成的，答應我的開始時間也都準時開始，
也非常辛苦地帶了許多紙上來用投影機描邊，妳真的很有責任感！謝謝

M106 謝慈芸

音  樂  之  夜  工  作  人  員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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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
◎嬿雅，白袍已經把妳搞得很累了，感謝妳這次還盡力地幫忙協助我們：)
◎健睿，雖然你每次都覺得做事很麻煩，可是只要我開口，你還是都會把它完成，而且你真的超有才
華，幫我作的音符每個都好可愛！：)
◎簡皜，謝謝你在上次的客家花布花燈被表之後，還是願意幫我們作美美的花燈，你真的很適合作花
燈XD
◎芷安，謝謝你設計出玻璃那面也用了玻璃紙這麼好的點子，還有內場設計圖，沒有妳，我真的會完
蛋！感恩!：)

        也真的非常謝謝M106所有曾經下來幫忙美宣的同學們，沒有你們這些執行人力，有了設計圖
以也作不出來呀！謝謝你們在這麼累的白袍之後還這樣義氣相挺，還記得我第一次PO版時，剛好碰
到白袍慶功宴，隔天彥豪還問我說「慈芸，今天要在哪裡作美宣？」，我說完之後，他給了我一個
肯定的答案「好！」，那時我真的很感動，還有港仔，在慶功宴時，還打給我跟我說「慈芸姐，我
被灌了許多酒，趕不回去作美宣了，對不起！」那時我也是滿滿的感動，因為我知道還是有許多人
願意義不容辭地幫忙。其實我很怕PO版後，同學們下來會變冗員，所以之後常常沒有PO，但是有
些同學在看到我在樓下作美宣時，都會自動來幫忙，甚至只是陪我說說話，在深夜的明德一樓，你
們帶給了我希望和溫暖，也帶給了我歡笑：)  也謝謝尚霖每次在我說要買紙的時候，就馬上驅車載
我前往買紙，讓我省去了許多的時間。

        接下來是音夜當天，同學們都來幫忙場佈，高個子的同學因為有了不可取代性及稀少性，真的
很辛苦，非常感謝你們！他們都得要疊五六張椅子才能把布貼到天花板上，相信他們的頭一定抬得
很痠，腰也挺得很痠，可是都沒也怨言，還是幫我把它掛上去了，還有內場的部分，更是具有挑戰
性，真的很危險有很難貼上去，過程中又發生了一點意外，讓過程更加複雜了，謝謝你們在最後還
是幫我想出了辦法把它驚險地貼上去了。還有許多的同學默默的幫我把紙貼到布上，那真得很麻
煩，一直掉一直補，謝謝你們的耐心和細心！：)

        這次的音樂之夜總算圓滿的落幕了，在過程
中真的讓我有許多的感受，感受到了同學愛、團
結合作及所有人的用心，有了用心所有事情都能
有所成，相信這次的音樂之夜是我們所有人美好
的共同回憶，我們一起用了許多時間及心血，共
同譜下了一篇動人深刻的青春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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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落下，聽著主持人宣告音樂之夜的結束，心裡鬆了一口氣，心中無限的滿足。

        暑假的時候，傻呼呼的接下音樂之夜的總召，不明白自己將面對怎麼樣的考驗，還好，一路上
有許許多多的人幫我支持我，幫助我圓了這一次音樂之夜的夢。

        有人懷疑，音樂之夜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活動，學長說、音樂之夜提供一個舞台，提供一個傳
達音樂熱情的舞台，於是我想，一個表演者如果有一天，能夠走上星光大道，站上夢幻舞台，被
一流的主持人訪問，這是何等的快樂、何等的榮耀，當台下的觀眾不再只是欣賞你的音樂，甚至
變成妳的「粉絲」的時候，那我想音樂之夜便不再只是提供一個舞台、而是圓了表演者心中一個
夢。2011音樂之夜的初衷便是如此，我們不是好大喜功，無限擴充音樂之夜，而是想讓這個夢盡善
盡美，讓我們不再只是個DREAMER，而是個圓夢的人。

M106 王煜豪

音  樂  之  夜  總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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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當天，流程上出了一些問題，時間上的DE-
LAY、系學會交接的失誤、造成觀眾在外苦等半小時，
我深感抱歉，所幸後來一切流程順利，讓活動能趕在11
點前結束。當晚，主持人的完美、美宣的華麗、場控的
精準、表演的精彩，完美了整個夜晚，你們感動了我，
相信你們一定也感動了觀眾。

        這次的活動結束，大家都辛苦了，很謝謝大家的支
持，沒有你們就沒有音樂之夜，你們真的做到了—星光
大道--星光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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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雲盡散，長庚的晴朗夜空閃耀著幾點星光，恰與今晚的音樂之夜相互輝映，煥發著永恆的美
麗。

        帶著既期待又興奮的心情緩步踏進會場，迎面而來的即是
帶位與報到人員親切的笑容，看著他們發放那一張張精緻典雅
的節目單，想必今晚會是一場音樂的盛宴。沿著閃閃發光的紅
毯前行，彷彿自己就是那國際級的巨星，風光地蒞臨。正當沉
浸在星光大道的明星夢時，兩旁的真人美宣立刻將我的目光
吸引過去：有那魅力無限、絕對是外場〝嬌〞點的WONDER 
GIRLS；有那逗趣表演、予人歡笑的石膏人；還有那永遠的搖滾
天團、超酷超帥的BEATLES，而星光大道沿線的創意黑人頭、
動感的彩色舞者、可愛音符牆也都實在地顯示著美宣的用心與
努力。這些外場的奪目

光彩，絕對是讓人在還沒進場前，就感受到了音樂之夜的
絢麗。
        一進到熱鬧的會場，滿席的觀眾顯現了大家對於這音
樂饗宴的期盼與熱情，而緊接著主持人的強力開場及星光
大道上外場主持人的SNG搞笑連線訪問也立刻回應了大家
的期許，為今晚的盛會做了隆重的開幕。在表演正式開始
之前，絕對少不了的是系學會的幹部交接。然而，這樣的
活動在主持人的幽默引導下變得十分有趣而富有意義，並
不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而後，眾所矚目的演出終於在《犰
狳與他的快樂夥伴》的歌聲中揭開序幕；而接棒的《反骨
音軌》及《墨默》也充分展現了醫學系夥伴的才華；《2373》則是讓大家看到了學長姊和學弟妹
間的融洽與和樂；而《小龍貓 在天空之城 與神隱少女與魔法少女的邂逅》則帶領大家徜徉於宮崎
駿大師動畫與其音樂的奇幻世界。簡短的中場休息後，下半場開頭的《MED》立刻用他們青春洋溢

的熱舞繼續點燃大家的熱情；緊接著的《心電心》則是毫
不保留地展現了大一的敢秀與源源不絕的年輕熱力；由日
文歌神、香港歌王聯手呈現的《你所不知道的愛情故事》
則想必是唱出了許多男子對於愛情的複雜心情，跟同樣是
述說愛情故事的《Latent Finger》正好相互輝映；而後的
《Not just a guitar》及《BEG》絕對是展現了吉他表演
的震撼極致，其中融合了小提琴古典美音的《Not just a 
guitar》還獲得了音夜的最佳人氣獎；另外擁有絕佳口技的
《Hemoglobin》及曉韻合唱團的《福韻當頭》則讓大家
見識到acapella的驚奇與魔力！

    
        除了那些精湛的表演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台上的
兩位默契絕佳、幽默感十足、臨場反應一流的強大主持
人，他們總是能在各種情況下，帶動全場觀眾的氣氛，讓
整場演出能夠順利的進行。另一方面，魅影、視覺系重金
屬三人組等串場主持群，一直搔首弄姿遞麥克風給評審的
WONDER“BOY”，還有那別出心裁、笑點不斷的廣告及中
場影片也都是音樂之夜漂亮登台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最後，
也別忘了控制整場設備的辛苦場控、一路走來勞心勞力的兩
位總召以及所有為音樂之夜付出的工作人員，沒有這些人就
不會有今夜的完美。
        曲終人散，夜空依舊澄澈得十分美麗，步下好漢坡時，
仍陶醉於今晚的餘韻。我相信，今晚的每一個優美音符已經
在每個人的心中譜下永恆的回憶。 

星  光  閃  閃  之  音  夜  觀  眾  心  得
M106 趙彥豪

2 0 1 1 音 樂 之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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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累人又超開心的寢室盃羽球終於結束了耶，大部份的隊伍都有準時到場，
讓主辦人我真是揪甘心。

        A組首先由「卷隊」對上「Man’s talk」，兩隊經過激烈的拼鬥之後，由「
卷隊」以2:1險勝「Man’s talk」。接下來「卷隊」對上的是其實沒有那麼低調
的「低調寢」，除了雙打打得有些困難，兩點單打都輕鬆獲勝，以3:0勝出。最
後的強敵是由號稱三個月沒打羽球的piggy（本名：屁機）學長帶領的「新營小
霸王是也」，在兩點單打，兩隊各輕鬆的拿下了一局，決勝的雙打非常之刺激，
你來我往的DUCE了五次之多，最後由「卷隊」在歡呼聲中以24:26打贏「新營
小霸王是也」，順利在A組中脫穎而出。

         B組由「8328」、「無」、「噹噹湊一隊」三隊角逐。「8328」頗無恥的
只派出了兩個系羽的(阿其它室友就不來嘛)。「噹噹湊一隊」和「無」則是四位

寢  室  盃  羽  球
M106 葉泰烹

都有到場，值得嘉獎。大一「噹噹湊一隊」和大二「無」實力平均，三場的比數都很接近，最後「
噹噹湊一隊」險勝。至於「8328」，低調的拿下了兩勝，在B組中晉級了。

        C組的情況實在十分的悲情。原本由三隊「垃圾隊」、「于智愛你muahmuah」、「1228」
競爭，但由於「1228」在在比賽前半個小時前棄賽了，所以C組只能由「垃圾隊」和「于智愛你
muahmuah」單挑啦。由超強的小頭學長率領的「于智愛你muahmuah」成功進級。

        D組也因為有一隊在賽前一個小時棄賽，所以參賽隊只剩下「隊長隊」、「鹹魚隊」、「Inno-
cence」。「Innocence」在黃世惠清純的歡呼和笑聲中擊敗「鹹魚隊」，而「隊長隊」不愧有前任
系羽隊長，既使遭到頑強的抵抗，仍是以二連勝的姿態進軍四強。

        四強的第一組是兩隊小大一「卷隊」、「8328」。「8328」雖然有兩個系羽的撐場，但還是
非常艱辛的才打贏「卷隊」，進級神聖的冠亞賽。四強的第二組是由前任隊長謝志煌帶領的「隊長
隊」對上前前任隊長小頭帶領的「于智愛你muahmuah」，雖然「隊長隊」也很努力，但或許是一
年的差距吧，還是飲恨把冠亞決賽的門票給讓了出來。

        終於到令人興奮的冠亞賽了，從藍色角落出來的是不畏猛虎的初生之犢「8328」;從紅色角落
出來的是本次大賽最具冠軍相的「于智愛你muahmuah」。比賽開始的兩點單打，雙方各以一勝取
得平手，接下來的雙打就成了關鍵。一開始「于智隊」一取得發球權，就以勢如破竹之勢取得了數
分之差的優勢，「8328」雖然在中途有幾次搶回發球權，但馬上就被小頭學長輕鬆的搶回，一直到
16:7，「8328」奮力一搏，靠了幾顆殺球反擊了數分，但仍於事無補，最後以21:16落敗，雖敗猶
榮啊。季殿賽部份，由於同時比賽，無法詳實紀錄，但最後是大一的「卷隊」驚險的擊敗了大二的
「隊長隊」，分別獲得季軍和殿軍。

        最後是女子組的部份，由於最後
只剩兩隊參加，所以就由「Beauty-
girls」和「阿今狗隊」直接進行冠亞
軍決賽XD，這應該是寢室盃中最熱
情的比賽了吧，加油和歡呼聲大到在
外面都聽得到，最後女子組是由「阿
今狗隊」奪得冠軍。

2011寢室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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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寢室杯的籃球項目，規則採用一般半場鬥牛
的模式，採用限分兼限時的方式掌握比賽的緊湊性，
十分具有可看性，一路從5/22星期天的下午五點比到
晚上十點，絕無冷場，但對參賽者而言無疑是體力的
一大考驗。

        小編坐在場邊看球，實在看不太出這是歡樂的寢
室杯，參賽者大多全力以赴，加上半場的回場較一般
正規賽來的快很多，光坐在場邊看就可以感受到緊張
的氛圍，彷彿夜裡的團團營火，批哩啪啦的不時爆跳
出火星，閃爍著每個淌著汗水的臉龐，呼應著遠方傳

寢  室  盃  籃  球
M106 瘋語人

來的爵士鼓重節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以寢室為單位限制的關係，無法精銳盡出，這次寢室杯籃球三對三的比賽，
竟由大一的321寢偷偷地明目張膽抱走了(事後還自以為低調的拒絕接受小編的採訪…....)，就賽前分
析來說，實在跌破小編的眼鏡，但若站在場邊看球，便能看見他們披荊斬棘的決心，令小編印象最
深刻的一幕是：三個人同時朝敵對正要投藍的射手撲過去，想要守住那一球，那一瞬間真的很令人
震撼，他們幾乎「同時」從四面八方湧上來，連傳球的一點空隙都沒留，從這倒可看出他們「來真
的」的態度，以及旺盛的體力，也就難怪可以獲得冠軍的頭銜了。

        這次籃球項目依然沒有女子組，可算是有一些遺憾，
希望下次有這樣的可能。大家一起點燃心中那一把籃球火
吧！！！
以下是參賽者(寢號8330)的受訪心得
B9902084劉元晟
雖然沒有上場打球，但很開心比賽可以圓滿落幕，沒有發
生太大的意外或插曲，或許沒能贏得比賽，但最重要的還
是比賽過程的努力與運動精神。

B9902014吳瑞當
我已經很久沒打籃球，今天一打果然覺得技巧退步許多，不過，寢室盃本來就是連絡寢室間情誼的
比賽，所以說輸了比賽但我們贏得許多友誼。

B9902087 歐又齊
這次居然打贏了傳說中的超強隊伍，真的是很興奮呢!靠著超壯的噹噹在籃下卡位，以及敏捷的翔霖
不定時的鬼之切入，我們才能險勝的拉~~太讚了，寢室盃籃球真好玩

B9902090 蔡翔霖
第一場就對上前系籃隊長，再加上又齊還沒到，果然被大
比分差結束。第二場又對上有打校隊的系籃學長，讓我一
開始不抱太大期望，但一開始又齊就投了幾顆三分球，
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後來學長一直追分追到十二平，學長
緊迫盯人防守，這時我開一個後門，又齊一個妙傳，我得
到了超前分，真爽。第三場瑞當消失不見，港仔硬要代替
上場，他說他一定要打很好，因為有人在看，結果果然是
防守一大漏洞，被單打好幾分，但在我跟又齊強力得分之
下，也是只小輸了兩分，真的很可惜。

2011寢室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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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捉迷藏

日期：六月一日禮拜三
地點：耕心廣場
規則：
(1)限時躲2分鐘，之後會每一分鐘分別放出一隻鬼，遊戲時間共6分鐘
(2)看到鬼可逃跑，被鬼碰到算抓到，鬼必須將人的碼表交還在場的負責人，抓到後若是未將碼表交
還負責人算是捕獲失敗哦
(3)輸贏：找完的鬼為贏家，或沒被抓玩的人為贏家

        練球練到一半突然被抓走，原來是要比捉迷藏，
原來想說躲貓貓這麼簡單、童年最愛玩的遊戲，哪
用得著什麼技巧與戰略，但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呢！
本隊「銀搜母諾蘭德隊」擁有強大戰力，此外再加上
紀豪強大火力支援，更是如虎添翼啊！第一場比賽對
上垃圾隊，連我這個在那裏等半天一直和負責人聊天
的”第四個鬼”才正要出動，就發現遊戲結束囉@@
        之後雖然小記者我很可憐的跑回去練球，但其
實好戲在後頭呢！「銀搜母諾蘭德隊」對上技巧高
超的Beauty隊，終究敗下陣來，但是最後冠軍則
是由Liversaver搶得，這是為什麼呢？根據密報指
出，Liversaver有人埋伏在樓梯附近形成保護色，實

寢  室  盃  趣  味  競  賽
M106 侯如盈

2011寢室盃

在是高深的謀略！
就讓我們來聽聽Liversaver的人現身說法吧！
      「呃…就是沿著逃生梯爬一段，那天好像是穿黑色的吧……就看不太到了。其實也沒什麼啦……」
        (那獎品呢獎品呢？)
        「欸都~獎品應該沒那麼快吧……」
        由此可知，想要勝出，必定得經過一番場地勘查與戰略規劃，若只憑現場四分鐘內臨時想到要
躲哪個好地點，大概只有聰明人才辦得到吧！？

冠軍：8835 Liversaver           亞軍：Beauty隊

2.一百公尺障礙賽

日期：六月九日星期四
地點：操場
規則：
(1)不能偏離軌道
(2)現場才會知道「障礙」為何，須按規定一一完
成才可繼續下一動作
 儘管賽程因雨延期、拖到第十六周才進行，但活動精彩性及可看度讓人讚嘆！可以感受到主
辦者──尚霖的用心，由衷感謝他讓 寢室盃之趣味競賽 圓滿落幕！
 根據某參賽者指出，其中最為精采可看者為中間那段「原地轉數圈後開始吃香蕉」，第一次
看到原來吃香蕉可以這樣吃呢！每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的把香蕉塞進嘴中，不計形象，就是為了贏
得「一百公尺障礙賽優勝」的殊榮，當然還有神秘獎品囉！

冠軍：Beauty隊          亞軍：335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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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寢室盃電競是一項極為特殊的比賽項目，由於比賽的遊戲類型是以投票決定，所以在結果公布
之前幾乎不曉得到底要比什麼項目。而今年的比賽項目分別為CS與大富翁四，各自在眾寢室之間掀
起了陣陣電玩熱潮。

        CS電競比賽部分的參賽者多以大一為主，各路好手紛紛拿出看家本領一決雌雄，而比賽結果最
後是由M106林君翰、洪昌宏、左華韋與M105王大慶所組成的”Innocence”隊獲得冠軍。

寢  室  盃  電  子  競  技
M106 王琮翰
M105 陳寧君

        而在大富翁四電競部分，參賽者仍是以大一
居多，而最後是由M105陳寧君、傅筠、張心怡與
邱靖晴所組成的”Fatty acid”對拿下冠軍。筆者
在這裡亦是十分榮幸能夠邀請到冠軍隊員陳寧君
分享她的競賽心得:
        「起初，拿到票選單時，傅筠看到大富翁四
立刻尖叫，因為寢室盃電子競技的項目裡，終於
出現了她的強項，回想和柏崴從大一就開始玩起
大富翁四的日子，傅筠不禁暗自欣喜。寢室盃開
始報名了，正在讀著生化的傅筠於是給我們這隊
起了”fatty acid”非常應景的隊名，希冀能帶
來好成績。比賽當天，對手是大一的柏翰和群

皓，一開始，我們平靜地玩著，默默地炒股，暗地裡競爭著，後來，因為學弟的建議，我們從競爭
轉為合作，以共創彼此良好的成績。手中的卡片從一堆陷害卡變成紅卡，一起揪團炒股，我們體會
到一起集資買股票的樂趣，感謝兩位學弟的幫忙，我們才能玩到一場歡樂不斷的大富翁、才能有幸
獲得第一。在此也要感謝寢室裡面的發姊─老邱，特地從台北趕回來幫我們加油，有她在旁邊看韓
國男子團體有如幸運女神加持，使整場遊戲更加順利而有趣。感謝心怡，賽前陪我們先辦了一場賽
前賽，讓我們先熟悉操作過程。最後還是感謝學弟妹，寢室盃的電子競技讓我們寢室有一段歡樂的
回憶。」

2011寢室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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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本名劉峻豪〉學長應方主任之邀回到長庚與我們分享他
的學習歷程。

        從過去到未來，他以犀利的言詞點出學生為了進到醫學系，其
中經歷了殘酷的競爭，踏著失敗者的屍體一步一步向上爬，然而我
們是否想過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麼？成為一名醫生，為的是那穩定
的收入，還是可以幫助別人的本心？之後，學長以數篇新聞，直接
的點出在成為醫生的同時，所必須面臨的高風險，這風險絕大多數
是醫療糾紛，另外也有諸如：主治醫師卡位戰、健保制度、傳染病
風險等等。這讓我不由自主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位台大醫學系畢
業醫生的感言〈註〉，這篇內容以更諷刺的筆觸，一字一句打破人
們對醫師和高收入連結的刻板印象。

        阿布學長以狄更斯所著的《雙城記》裡的一段話，替身為醫學
系的我們所處的時間交接定位─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 
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走向地獄。如何才能擁有一切？正取決於
你對真正的自己了解多少，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建立起對「相
對的成功」的認知與滿足，伴隨著一步步的規劃與實踐，相信未來

To Be (a Doctor), or not To Be

M106 尹晞

註：一位台大醫學系畢業醫生的感言http://
tw.myblog.yahoo.com/jimmy-fang/article?mid=20
4&prev=205&next=200

將不致如此迷茫。

        接下來，阿布學長用詼諧的語言講述了他這七年的經歷，在正規的求學過程裡，除了學業，他
對中醫方面有極度的熱忱，因此他用所剩的時間選修中醫系的課程，並加入相關的實驗室，這些訓
練無形間奠基了他之後發表論文的基礎。然而在這些聽來正規的學習外，我們應該看到的，還有屬
於他的abucastor〈旅行狂熱者〉，除卻原有的那些，他在旅行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從帕
米爾高原走到西安的數千里，他一筆一劃的將所思所感
刻進人生的軌跡，描摹了絕色絲路上的千年風華，相比
自己得到的，之後的出書和獲獎反而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了。

        每個人進入醫學系都有屬於自己的原因，不管這個
原因是什麼，只要你覺得值得，那便勇敢的去做吧，就
像阿布學長最後所引用的：「你只能做到一件事，試著
把那件事做到極致，想像最強的自己。你戰鬥的對象除
了自身想像，別無其他。」《Fate/ stay night》而除了
這一條醫學的漫漫長路，還有更多無限的可能，選一個
你覺得對的方向，義無反顧地前進吧！明天，每個明天
都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劉峻豪學長學習心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