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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話說咱們系學會誕生至今也有個一年加半載
了,庵就剛好是這半載的會長
對這學期本來預備要舉辦的各項活動,可嘆剛好堵
上了 SARS~~機ㄝ~~
幾乎全部都夭折了,連個渣都沒留下,雖然很
$@&%~不過有失必有得,咱們系費倒
是豐厚了不少,也請學弟妹們善加利用。
出完這第二刊的系刊後,學會也該面臨交棒了,
雖說這系學會行之有年(一年半)
了,但也還算是一個新系,內部運作到對外活動都
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學長姊們
不才,還無法將學會規劃完善,其餘細節運作,只能交給英名神武的學弟妹們繼續加油
囉!!你們一定行滴!!
現任會長 張育瑋

研究所快報
本系同學畢業可報考的相關研究所如下：
建議各位先找出自己的興趣所在，定出方向，再選擇研究所及欲準備科目
可至 http://www.get.com.tw/getroot/exam/exam2.htm 觀看各校考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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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介紹
品香排骨便當專賣店
地址：嘉義市北榮街 101 號
營業時間：10：00am~08：00pm
在文化路上的小巷子裡，有一家以真材實料，迎合大眾口味為取向的排骨便當專賣店，
想必系上少有人知道吧！雖然如此，這家名為品香的排骨便當專賣店對嘉義的在地人來說，
可說是名氣響叮噹呢！更常常可以看到五點到七點時，店家門口可是排了一條人龍喔！
品香排骨已經在北榮街一帶開業二十多年，以聞名嘉義市一帶的排骨飯打下基礎，逐漸演
變出現今多變的菜色，如招牌飯、雞排飯等，每一種菜色都有不同的風味，真的很讚喔。除
了招牌飯、雞排飯外，品香的麻辣豬排飯也是很有特色的，那種又香又
麻的感覺，實在是很特別，有機會大家可以試試。
編撰 吳泓璁

新片介紹
鬼 鈴
電影簡介：

年輕女記者金蕙因為採訪關於女高中生援助交際的新聞，而遭到恐嚇電話的騷擾。金蕙
的好友荷珠提供自己另外一間房子讓金蕙暫避風頭，還勸金蕙更改手機號碼。荷珠的丈夫為
投資 CEO 的職員，還育有一個小女兒美研，三人共築著幸福的家庭。他們也待金蕙如家人一
般。
金蕙的新手機號碼為『011-9998-6644』
。電話公司的電腦畫面不知為何只顯示出這個號碼。某
日，應該還沒有任何人知道金蕙的這支新號碼突然響起，一旁的美研接起手機，但是她卻突
然像變了個人般。金蕙趕緊從美研手中接過電話，手機那頭隱約傳來叫人不寒而慄的聲音。
從這天開始，美研的行為開始出現異常，猶如被惡魔附生，口中也發出令人汗毛直豎的恐怖
話語。金蕙調查後發現使用過這個手機號碼的人都相繼謎樣的死亡。
金蕙的手機再度響起，從詭異的手機那頭，傳來一個顫抖的女人聲音…「求求你，如果愛我
的話就接電話…」「那個人只是一時昏了頭，他一定會再回來的…」
utt 不負責發言：我還沒看過這一部啦…因為光看預告就感覺很恐怖了，沒人願意陪我看，建
議膽小的人不要去看。

地心毀滅
電影簡介：
地球核心因為不明原因停止轉動，導致存在於地球上的電磁場急速崩解，全球各地都出
現異常災難。
美國波士頓在十個街口的範圍內，有三十二名裝置心律調整器的市民在一瞬間心臟停止跳動
因而暴斃；西岸舊金山的地標金門大橋也突然斷成兩截，數百人墜入大海；而更離奇的是，
聚集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的成群鴿子突然之間失去辨識方向能力，於是成千上百隻鴿子就這
樣衝進人群或是撞上玻璃窗，不但傷及無數遊客，更讓車輛駕駛失去控制發生嚴重意外；最
誇張的是，羅馬著名的觀光景點古羅馬競技場前，無數遊客竟然親眼目睹這座千年古蹟被密
集的閃電擊成碎片。
美國政府及軍方在面臨這項空前危機時，決定向頂尖的地質物理學家喬許凱斯，以及一群全
球最傑出的科學家求助，並找來所謂的“
地心航員”
蕾貝卡柴德中校以及勞勃艾維森指揮官駕
駛一艘前所未有的地心航艦，載著這群科學家執行一項空前絕後的偉大任務，那就是深入地
心引爆核彈，讓地球核新再度轉動，並避免地心毀滅導致世界末日。
utt 無責任發言：同樣是描寫關於世界末日，但這部片和幾年前的”
慧星撞地球”
、”
世界末日”
比起來，內容上和描寫的角度差粉多。沒有”
慧星撞地球”
那般感人，連像”
鐵達尼號”
一樣灑
狗血的劇情也沒有…這部片給我的感覺是，它還滿扯的，男主角像打不死的蟑螂，怎樣都死
不了（好幾次以為他死定了，結果……-_-||），劇裡的每個主角都像英雄一般，不怕死。（真
是奇怪！）在英雄們征救了地球後，世界和平得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太陽輻射都照
下來了，居然沒有後遺症？）。結論是：其實這部片我不是很喜歡。

X 戰警 2
電影簡介：
「有新有舊」單元：有些東西是新的，有些東西沒變；有些
沒什麼了不起，有些讚得讓你不敢忽略。這些都將會出現在最新
的漫畫續集電影《X 戰警 2》。
導演布萊恩辛格帶你重回人類與變種人的戰場，這裡談到社會壓
迫，談到弱勢者的尊嚴，以及生存戰爭；並且一切都將比原先更
黑暗。「這可以說是由變種人挑起的戰火，」導演布萊恩辛格說，

「尤其在幾場重要的戲裡頭。」，不管是正常人類或變種人，全體公民都知道這場戰火正在
蔓延。想想看到處已經充滿警訊，就算你只是讀著這段文字，發行電影的 20 世紀福斯電影公
司高層主管可能正盯著電影看板上的片名，你所看到的一切，在首映之日來到之前，都可能
被變種人入侵。
X 戰警被由威廉史崔克將軍（布萊恩考克斯飾演）統領，隨時準備殲滅變種人的軍隊團團包
圍，他用頑強不移的專注意志力對付金剛狼（休傑克曼飾演）。兩造僵持不下的情況下，讓
X 教授（派屈克史都華飾演）的變種人學生有施展的餘地。包括可以粉碎玻璃的 Banshee，能
穿透牆壁甚至人體的’
’
shadowcat’
’ Pryde，以及每次要發揮力量時，金屬的肌理組織就會顯
露出來的 Colossus 等，他們抓到了機會展現功力。不過金剛狼則在近身和入侵者對抗後，身
負重傷。
Utt 觀後感：其實……很不好意思的說……我在看這部片時，因為是午夜場，所以……我睡著
了……^
^
|
|
b整部片我只記得前面和後面……所以……嗯……特效做得不錯、結局有點感傷，
看過第一部的，一定要去看第二部，還不錯啦！沒看過第一部的，直接看第二部在內容上不
會有太大的落差，這點可以放心。^^

凸搥特派員
電影簡介：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亂世中，很少有像英國情報局這麼值得信賴的單
位。它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情報員、最尖端的先進科技、最犀利的武器
配備以及最有效的情報蒐集網，而且每一名英國情報局特派員都是十八
般武藝樣樣精通的頂尖高手。
因此當他們得到有人想偷走英國王室珠寶的情報時，就派出局裡最頂
尖的超級間諜：天字第一號特派員前往調查。但是…他很快就被壞人掛
掉了。更慘的是，這群壞到極點的壞人竟然在天字第一號的葬禮上把英
國情報局每一位頂尖特派員都炸死。這種喪盡天良的壞事到底是誰幹的
呢？會不會就是打算偷走王室珠寶的那一夥人呢？
現在只有一個人可以捍衛國家安全、為情報局所有的間諜和臥底探員報
仇，並揪出意圖偷走大不列顛帝國的象徵－王室珠寶－的幕後黑手。這
個人就是強尼英格力！他無畏無懼！他不怕危險！他就是凸搥特派員！全英國人的希望都放
在這名凸搥特派員的身上。
Utt 題外話：我想看，但我男朋友不帶我去看，因為他不喜歡這種無厘頭的搞笑電影，另外還
有一點是，他不喜歡男主角太醜…|
|
|
b

抓狂管訓班
電影簡介：
大衛 (亞當山德勒飾)是個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普通人，一天他在飛機上發生正常到不能
再正常的行為，卻硬被空姐誇張成情緒管理有問題，於是大衛被移送法辦，而法官判決大衛
需要上情緒管理課程，於是裁決他要接受巴迪 (傑克尼克遜 飾)醫生專人服務的 <抓狂管訓
班>，大衛就這樣開始了他悲慘到不能再悲慘的情緒管理訓練生活。
巴迪住進大衛的家，而越與巴迪相處，大衛就越懷疑，這位瘋狂的指導員應該比自己更需要
接受情緒管理課程！

Utt 道聽塗說：聽說…聽別人說…聽看遇的人說…………不好看……嗯…一切都是聽說…不是
我說的。

黃泉路
電影簡介：
如果死者能夠重回人世，而且一次數千人一起復生，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黃泉路】
以時間與回憶為主題的科幻故事，將讀者帶入苦澀甜蜜的世界中，木尾原真治的同名小說"
「黃泉路歸」終於改編成電影。
「人死復生」描寫的是死者從黃泉世界重回人世的故事。有一天在九州的阿蘇發生數千名已
故亡者同時復活的奇妙現象。
已經死亡的人又再度回到日夜思念著自己的人的面前，而且樣子跟死亡的時候一模一樣，完
全沒有變老，看到心愛的家人，情人突然出現在面前。感到又驚又喜的人們，沉醉在久別重
逢的欣喜之中，可是面對如此奇妙現象,相關當局卻感到非常困惑.就在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之
下展開了幾段感人的故事.而過了三週以後,分別的時刻來到了。
九州阿蘇地區，發生了許多已故者復活的奇妙現象，他們都保持死亡當時的樣子及記憶，突
然出現在日夜思念著自己的親人，愛人面前。宛如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重新回到人世間的丈
夫，戀人，兄弟以及因為痛苦而自殺的高中生，他們為什麼會死而復生呢？
Utt 極力推薦：不虧為日本票房最高的電影，本來還以為是鬼片，可是看了之後才知全然不是
這麼一回事。全片強調對於所愛的人的思念形成的神秘力量，使得死者重返人間。如果是你，
你會希望讓誰復活呢？而他們復活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因為死者復活而帶來每個家庭不
同感人的故事，真是令人熱淚盈眶，感動到無以復加，而男女主角因為這個事件重新省思自
己，認清了感情的歸向，重省了愛的定義。為什麼會引發死者復活的事件呢？事實的真相令
人震撼…只是電影的片尾寫著”
不可說”
，我只好就此停筆，留待你們去察覺了。

捕夢網
電影簡介：
瓊斯、亨利、彼特、畢佛是二十年前在緬因州小鎮上四個有膽量的
小孩。有一天為了解救一個叫達迪斯的男孩，意外地和此男孩成為好朋
友。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小男孩達迪斯憑將他的特異功能分享給這四個救
命恩人，這段共同的回憶和經驗讓他們成為莫逆之交。 成年後的這四個
人展開各自不同的人生，卻都忘不了當年那件神秘的事情。某日竟然發
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現象，這件事情隱隱約約和二十多年前的事件有相
關聯，但是任憑他們怎麼想都想不到這件事竟然跟他們救起來的孩子達
迪斯有關聯。 今年，他們在森林小屋的年度聚會時，卻面臨了一連串不
可思議的災難。一場暗藏不祥的力量籠罩整座森林。亦即一種致命的神
秘力量即將降臨在這四個好朋友身上，卻也因此，他們必須再度凝聚他
們幾乎已經遺忘的力量來對抗這次的災難。
Utt 強烈建議：不要看…因為內容…大概只有高等的外星生物才懂吧！電影的前半部是驚悚
片，後半是推理片（？），結局是星際大戰（？？），宇宙間正邪大對抗……搞不懂和捕夢
網什麼關係？？倒是電影開演前的”
駭客任務—絕命飛行”
比正片好看多了，要是覺得花 190
去看 10 分鐘不到的短片很值得的話，就去看吧！

我的野蠻網友
電影簡介：
無聊寂寞，生活乏善可陳的律師─彼得桑德森﹝史蒂夫馬丁飾演﹞，剛剛離婚，每天能
靠工作麻醉自己。最近彼得的工作卻受到律師事務所裡年輕小夥子的威脅。另外彼得藉由時

下流行的虛擬網路交的女友，卻是引恐龍妹入室、招來橫禍！
彼得在網路上認識了一個叫做夏琳﹝黃后拉蒂法飾演﹞的女性網友，倆人幾度的交談都十分
愉快，而這也讓彼得重拾了歡樂與自信，但是彼得不知道的是，這位女網友居然正在蹲苦牢！
而他無法相信的是，這個叫做夏琳的女子，居然會衝動到逃獄來找他，而更慘的是，這個突
如其來「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已經完完全全毀滅了他原來的平靜生活。
Utt 道聽塗說：（又來了）聽說……聽別人說……聽看過的人說……很好看……嗯…我也想
看……

終極殺陣 3
電影簡介：
傻蛋警探艾米里與腦袋空空的警察局長這回遇上更大條的事件了！在馬賽街頭出現一群
搶匪新品種，竟然是“聖誕老公公”？ 他們搶了就跑，跑了就…讓警察追不到？老天！艾米
里只好又找出他的專屬司機丹尼爾，開著他的白色計程車追捕搶匪，這群聖誕老公公們除了
溜著直排輪在擁擠的車陣中狂衝，他們還可以上山下海和丹尼爾與艾米里一同ㄍㄚ車，甩尾、
蛇行、跳躍、翻轉的飛車特技畫面，要讓你從座位上跟著轉彎起來…
當然，這回 TAXI 的秘密武器是………
utt 無言以對：……………………（沒看遇、沒聽說…當然無言）

防彈武僧
電影簡介：
繼<臥虎藏龍>後，周潤發正拍攝歷險動作鉅片<刀槍不入一僧
尼>(BULLETPROOF MONK)，本片改編自一個流行的漫畫故事，
由吳字森、張家振、查理斯勞芬監製。
其他演員包括<美國處男>電影系列之尚威廉史葛及<珍珠港>及<
毒王>珍美京。本片由拍攝 Nike、Gap 的導演保羅亨連，而他亦是
著名的 MTV 導演，近期力作就是屢獲殊榮<情陷紅磨坊>之
MTV“
LADYMARMALADE”
及 LENNY KRAVITAZ 之“
SEEYOU
AGAI
N”
及瑪麗嘉兒之“
HONEY”
。
本月於三月九日於加拿大多倫多拍攝，用潤發於片中飾演一名沒有
名字的的行僧，極富神秘感，為了保護一張經卷而行走各地，經卷
隱藏了獲得無窮力量的秘密。他得知經卷有了新的守護人，就是一
名終日蹓蹥街頭的青年人-卡(尚威廉史葛 飾演)，卡在一次偶然機
會下救回無名僧，而且還夥拍一位來歷不明的性感美女-壞女孩(珍
美京 飾演)一起冒險，合力對抗宇宙黑暗力量，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反擊戰，免令經卷落人
黑暗力量中。
周潤發繼<安娜與國王>及<臥虎藏龍>後，另一荷里活鉅獻，今次更夥拍<職業特工隊 2>、<
奪面雙雄>荷里活大導演-吳宇森，連番動作場面當然少不了，而這對老拍檔更是在荷里活片
廠首次相逢。
utt 點頭稱是：（恩…好晚了…想睡了）想看的人不要猶豫了，就去看吧！我想不會讓你失望
的！劇情安排得巧妙，結局充滿了驚喜，男主角是周潤發，
真不知你還在猶豫什麼？！快去看吧！
以上資料來源：華納威秀網站：http://warner.whatis.com.tw/home.php3
UCI 派拉蒙網站：http://www.uci-cinemas.com.tw/

編撰 李芳茹（utt）

生活資訊站
中文路名英譯一覽表
http://www.post.gov.tw/eaddress/
輸入中文地址，就可以幫你翻譯成英文。
台鐵火車時刻查詢
http://203.67.46.20/
可查火車的時間與票價。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
這個大家應該都來過吧，尤其是聽說有颱風要
來的時候。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http://www.gov.tw/
中華民國的入口網站，提供政府的種種資訊。

蕃薯藤生活快查
http://tools.yam.com/
蕃薯藤整合的各種生活資訊。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http://203.65.72.83/ch/
想關心一下 SARS 的疫情嗎，可以來這看看。

國家書坊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com.tw/
各種政府出版的書籍。
編撰 簡勤益 游力邦

租屋資訊
文雅路 116 巷 23 號 4
樓之 1
文化路 432 巷 28 號 7
樓之 2

大樓 3 人房 3
約 9000
間

分房出租

0919325089
大樓 2 房
(02)261182128

中山路 8 巷 2~5 號

方瑞
0933358743
琪

雅房 6 間

電洽

限女 上下舖 青山咖
生
啡樓上

新生路 420 號

陳美
0928762373
芳

雅房 2 間

電洽

限女
書桌、床
生

民權路 112 巷 7 號 4F

林小
(05)2780071
姐

雅房 1 間
套房 1 間

雅房 2100
不拘 書桌、床、冷氣
套房 4000

林森東路

王小
0910751042
姐

3000 水電 限女
雅房 3 間（新）
家具全
自付
生

民權路 176 號

林小
0926772931
姐

大小套房（新）電洽

不拘 家具全

盧厝 108-17 4F5

吳老
0953522900
師

雅房

女生
家具、家電
佳

興華中學旁

林太
(05)2768203
太

雅房 6 間
雅房
套房 3 間(1 間 3000~3500
套房
有冷氣)
4000~5000

書桌、床、衣櫥

4000~5000

嘉義市台斗街 185 號 蔡豪
(05)2763482
「正君租屋」
哲

新生路 566 號

楊美 (05)2773933
0932961860
麗

雅房 3500
雅、套房各 200 含水電
冷氣冰箱衣櫃
不拘
間
套房 5500
床舖
含水電
4 間單人房
2 間浴廁

3500 元 1 人
1間
女生 四房
不含水電

嘉義市博東路 5 號 3 陳玉
0932787639
樓
蘭

雅房 1 間 套 約 10000
房2間
(2.3F)

林森西路 11 號 7 樓
之6

大樓單人房

限女
不限
生

約 5100

全數外租
分房出租

郭太
(05)2202076
太

大樓雙人房 1
約 3400
間

限女 全數外租
生
整戶出租

王先
生

大樓單人房 6
間
約 4000
雙人房 4
間

嘉北街 12 巷 21 號 5 陳先
樓之 5
生

大樓單人房 2
約 6000
間

全數外租
整戶出租

彌陀路 70 巷 73 弄 15 陳小
0918122395
號
姐
阿珠
林森東路 333 號
姨

透天單人房 1
約 2200
間
透天單人房 1
約 2000
間

限男 全數外租
生
分房出租
限女
全數外租
生

小雅路 343 號 9 樓之 羅小
姐
1

大樓雙人房 2
約 4300
間

限女
全數外租
生

吳鳳北路 35 巷 10 號 張小
4 樓之 1
姐

大樓單人房

限女
分房出租
生

忠孝路荖藤里
790-88 號
4 樓之 1

嘉北街 66 巷 51 號

約 2700

保健街 36-35 號之 2

何小
姐

大樓單人房 4
間

整戶出租

五福街 56 號 3 樓

劉先
(05)2772342
生

透天單人房 2
3100-3800
間

房東合住 分房
出租

五福街王田里 25 號 張文 (05)2279313
(05)2760930
1 樓之 B
輝

單人房 2
間 雙人房 1

約 2500

限男
分房出租
生

2 樓之 B&C

劉冠
柱

間
編撰 陳順佳

螢火蟲之旅
夏天到了，想必很多人又開始呼朋引伴要去觀賞螢火蟲吧；台灣的螢火蟲種類繁多，生
活的習性、交配的時節也不完全相同，從南到北，分布廣泛，有時在少開發的野外也會發現
它們的蹤跡，所以可以欣賞螢火蟲的地方實在不少。除了野生的螢火蟲，現在也有不少的人
進行螢火蟲人工復育的工作，若想欣賞滿遍山野的閃亮光點，到是不錯的選擇呦。
以下是幾個台灣比較有名的欣賞螢火蟲的地點，大家參考參考囉：
1. 陽明山國家公園《螢火蟲旺季 3 月～5 月底》
陽明山國家公園哪裡找螢火蟲呢？這些螢火蟲可不是關在某間草叢裡培育喔，而是在國家
公園的草叢裡，只要一入夜，就可以在草叢中發現點點閃爍的螢火蟲啦～
http://www.ymsnp.gov.tw/
2. 東勢林場《螢火蟲旺季 4 月～8 月底》
台中有名的東勢林場從 4 月到 8 月底，平均每天會有約數萬隻以上的螢火蟲，相當
壯觀！而且東勢林場還會有解說員帶領遊客觀賞螢火蟲的生態。
http://www.tsfa.com.tw/
3. 若蘭山莊《螢火蟲旺季 3 月～5 月底》
位在嘉義縣的若蘭山莊，屬於阿里山風景區的中心地帶，每到旺季，每天晚上會有
上萬隻的螢火蟲，因為螢火蟲種類的關係，所以 9 月、10 月也會有螢火蟲喔！在若
蘭山莊賞螢，這裡也會解說員帶領遊客喔。
http://home.kimo.com.tw/ruoh-lan/main.htm
4. 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螢火蟲旺季 3 月～6 月》
台南縣的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是兩大賞螢地點，而且可以觀賞螢火蟲的時間最久，
大約是從 3 月～12 月，尤其是 3 月～6 月這段時間的螢火蟲數目是最多的，而且又以曾文
水庫的螢火蟲種類最繁多。
http://www.chianan.gov.tw/wusanto/Wusanto_1.htm
5. 恆春生態農場《螢火蟲旺季 7 月～8 月》
位在南台灣的恆春生態農場今年的螢火蟲來的特別早喔，因為現在就有螢火蟲迫不及待
的飛舞在草叢中囉～不過，如果你想
看到成群的螢火蟲，那就要等到 7、8 月才會有那樣壯觀的畫面，。由於農場是位在山腰，
除了可以賞螢，還可以看到恆春的
夜景喔!!
http://www.ecofarm.com.tw/index2.htm
編撰 張夆聖

穿 梭 縱 谷 的 精 靈

樂

天知命是一群自稱 Bangcah(邦查；阿美族)民族的生活寫照，而豐年祭歡樂的氣息

也
為這樸實的東臺灣增添一份原始的色彩。在這裡我就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 Bangcah，有
人
可能會知道阿美族是由 Amis 音譯而來的，最後而衍生出”
阿美”
一詞，事實上這是一項誤

傳啦(笑)!

故事發生在‧‧‧
話說二百多年前一場不小的戰役發生在台東這個狹長的縱谷上，而這場戰爭
的結果就是台東部分的族人被一群人數少它 20 倍的卑南人所統治，今後，驕傲
的卑南人便稱他們為---Amis(北狄；北方人)，最後輾轉經由一些原因，Amis 便被大
家所誤傳，成為現今邦查(Bangcah)人的”
官方稱呼”
---阿美族；而相較於花蓮地區的阿美族人，
由於北邊的太魯閣族(泰雅族的一亞群，昔稱兇蕃)和西邊布農族的勢力，故千年來顛沛流離，因
此衍生出一股濃厚的凝聚力，所以在文化上保留的比較完整，而對於自己，絕大多數還是以
Bangcah 自稱。
依語言文化差異主要分為五群：
南勢阿美(主要分佈：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
秀姑巒阿美(主要分佈：鳳林鎮、光復鄉、玉里鎮、富里鄉)
海岸阿美(主要分佈：花蓮縣豐濱鄉、台東縣長濱鄉、成功鎮)
台東阿美(主要分佈：河東、卑南鄉、太麻里、台東市)
恆春阿美(主要分佈：台東以南，多數均已漢化)

東台灣觀光旅遊景點：
1. 太魯閣國家公園
http://www.taroko.gov.tw/winter/

2. 金針山
http://jcchen.acc.tku.edu.tw/yuli.htm

4. 知本溫泉
http://www.527.idv.tw/cp/
3.秀姑巒溪泛舟
http://www.eastsea.com.tw/

編製 沙夫魯‧麻里該（陳俊綸）

心靈大補帖
和平

除了真空，宇宙之間是不會存在靜態平衡的。
封閉醫院，防止疫情擴散難道真的就萬無一失了嗎？
※
「抗議！你這樣子草草封院只會讓院內交叉感染罷了！」
門的後面，寂靜無聲。
「上千人吶！裡面是上千人的性命，卻沒有上千人所需的器材！」
「你還是要把門關上，把你那什麼都聽不進去的腦袋埋在土裡嗎？」
「十四天後，若醫院裡面還有病患，他們還是會繼續關我們十四天的啊！」
「護士已經有人倒下去了，幾天後誰來照顧那些沒病的病患？你告訴我啊！」
說到最後，聲音卻有些哽咽。
「還是，他們根本就把我們當病原體，關起來病死算了？」

門的後面，寂靜無聲。

二零零三年四月下旬，早上的天氣還不錯。
窗外雖多雲，卻也甚光。
※
蘇醫師轉身離開。
這是現代社會的孤島，他望著窗外密密麻麻的媒體，記者，SNG 轉播車...
突然他覺得一陣反胃，感覺好像被一群蒼蠅團團圍攻。
而院內驚慌失措的所謂老百姓們也搭配一副極為驚恐的面貌，
隨著記者技術性的問題一幕幕將恐慌傳遞到台灣各地。

於是院內的非醫護人員滿足了，他覺得受到了關注。
於是院外的嗜血症媒體滿足了，他得到了收視比率。
和平醫院變成了一個可笑的舞台，一齣叫做隔離的戲碼轟動上映。

仍然不變其孤島的事實。
而窗外仍為了那不知所云的白爛而嬉鬧不已。
※
「快，快送去 B 棟！」推著病床的醫生護士匆匆忙忙的撞開房門。
「全部走開！」戴著口罩的臉甚至分不清是哀憐還是惶恐。
走道上面一個個探頭探腦的，戴著口罩的，一聽到 B 棟，反而全部散去了。
「我來幫你！」蘇醫師確認口罩並無鬆脫，馬上跟著上去。
「患者怎麼了？」蘇醫師的聲音因為口罩而略顯模糊。
「X 光片發現肺部發炎反應擴大，」
「但是，為什麼會送來婦產科呢？」護士語帶哽咽的說著。
「在那之前，我們根本沒有分配到口罩啊...」

通過四周封死的走道，迎面而來的照明設施居然令人感到昏眩。
突然一種茫然的無力感湧上，蘇醫師就這樣駐足在走道盡頭上呆住了。
※
醫院，只不過是集體死亡的場所，古羅馬人如是說。
曾幾何時，那種身為醫者的尊嚴榮耀，在一次又一次的與死神交手之後消磨殆盡。
為什麼會是這個病人？而不是另一個病人？
醫者以為他懂。
以為一切都可以用化學反應，能量流動來解釋。

但是兩個人好好的躺在加護，為什麼三個月之後他可以出院，
而另一個，卻送往火葬，隨風飄散？
而現在究竟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子集體的把染病的人全都關在一起任其自生自滅？

「你們醫生只醫死！」那抬棺抗議的老榮民的臉突然浮現在蘇醫師的腦海裡，久久不散。

往 A 棟的通勤走廊什麼時候變成了這麼的漫長？蘇醫師彷彿聽到了老榮民的孫子對他說著
「爸爸說當醫生可以賺很多錢，我以後一定要當個醫生，幫爸爸賺錢！」
※
經過大門，門外仍然是那麼多的鎂光燈閃爍。
感覺自己好像人形猴子一般供人觀賞，被莫名其妙的閃光照的恍神。

記者群之中有人認出了他，
「那是蘇醫師！」一句話把行屍走肉一般的蘇醫師給打醒，於是四下張望著。
「醫生醫生，你能告訴我們裡面的情況嗎？」一個稍有印象的面孔隔著玻璃如是問。
蘇醫師茫然。

「我看你好像...從 B 棟那邊過來的，那邊現在情況怎樣？」
另一個記者不待他反應過來，馬上接著下一個問題。
"從 B 棟過來的"馬上吸引了全體記者的目光，
於是全部都靠攏了過來，惹的警衛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猛以目光盯著蘇醫師看。

「裡面到底死了幾個人？」
「聽說院方當初聲明醫護人員不回崗位罰六萬是真實的嗎？」
「聽說裡面的死亡病患都冷凍不公開，你的看法如何？」
「A 棟那邊聽說也有人倒下了，你會不會緊張？」
「.................！」
「...................！」
蘇醫師恢復了冷靜，扭頭就走。
※
放射線科。

「據說行政命令下來讓一些沒有徵兆的家屬離院。」

蘇醫師大吃一驚。
「豈有此理？那當初隔離到底是為了什麼？」
「唉，外行領導內行的，真令人心冷。」
「那麼我們醫生就是活該，本來就該被關十四天的。」
黃醫師搖搖頭，「我們已經夠好了。」
「看那些小妹吧，護士領的薪水已經夠少了，這次也被當成病原體全體留下來。」
「還要他們洗衣服刷地照顧病人，我操，菲傭也沒那麼慘。」黃醫師無奈的笑笑。
蘇醫師說：「我聽說婦產科有幾個小妹無防備就近接觸帶原者。」
黃醫師說：「幹，那他 B 棟躺定了，天曉得他們會不會得病還要刷地？嘻嘻嘻。」
「其實，我們都很慘。」黃醫師接著語重心長的說。
「天曉得十四天之後，會不會繼續十四天等我們死光為止？」
蘇醫師靜默。
※
「我再也受不了了！為什麼 B 棟的清潔人員不去要我們去？」
放射線科的一個護士大聲的對著護理長咆哮。
「B 棟人員？你是說躺在病床上的那些嗎？我找的到人還要找你們嗎？你說？」
護理長也大聲的還回去。
「那為什麼是我們？你去找裡面的人啊！我很健康，我不要一輩子被關在裡面！」
「我們作醫護人員的就要有這種心理準備！你新來的嗎？你會不會怕見血啊你？」
「我擁有專門知識，學校教我的不是如何在疫區掃地！」
「上面的命令已經下來了，這是你當初選擇的使命！」
「那為什麼上面的連一步都不敢進來？他們只會窩在家裡指使別人！」
護理長再也看不下去，大聲的說：「我當然跟著你們進去的！這是我們的使命！」
「我不要什麼使命，我只要我活的好好的，不要因為這種事情丟命..」話語已經哽咽。
「你們年輕人就是什麼都沒有！跟著我念，南丁格爾誓詞！」護理長舉起右手，

「余謹於上帝及公眾前宣誓，願吾一生純潔忠誠服務，勿為有損無益之事....」
而護士呆立在那，雙眼早已充滿淚水。

「什麼救世，什麼理念，這不過是志願卡上一格塗滿 2B 的分岔...」
黃醫師尷尬的打個哈哈，選擇離開現場。
蘇醫師跟著默默轉身離去。

窗外，黑夜降臨。
※
為什麼要把我們接受隔離的人視作"病原體"？
我是你的鄰居啊！我是在你生病的時候醫療你的醫生啊！
我們在情況緊急的時候挺身而出，接受了這兩個星期的牢獄啊！
而你把我們視作病原體。

為什麼媒體總是問著裡面死了多少人？
為什麼媒體從來不問裡面需要些什麼？
為什麼媒體不幫裡面的人打氣？
裡面的，是人啊！是台灣人啊！
當你一個個在鏡頭前面數著的不是數字，而是是一條條鮮活的人命啊！
而窗外仍為了那不知所云的白爛而嬉鬧不已。

這社會病到連隔離都完全無效了。
官僚"在外"的關心能夠停止 SARS 嗎？
你甚至不敢進去和平醫院一秒鐘，就算是幫裡面的，
為了防止台灣 SARS 疫情大爆炸而待在裡面的 ─
你幫他們打氣，連一秒都不願踏進。

在這十四天隔離過後呢？
人們會學到什麼？醫護人員們會爭取到什麼？
行政人員會建立些什麼？

棲息在窗外的白鴿在黑夜中分外亮眼。
但歷史告訴我們，人，是健忘的。

※
補註：
南丁格爾誓詞 ─ 余謹於上帝及公眾前宣誓，願吾一生純潔忠誠服務，勿為有損
無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當盡予力以增高吾職業之程度，凡服務時所
知所聞之個人私事及一切家務均當謹守秘密，予將以忠誠勉助醫生行事，並專心
致志以注意授予護理者之幸福。
希波克拉底誓言 ─ 准許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地保證自已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
務，我將要給我的師長應有崇敬及感戴，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病人
的健康應為我輩首要的顧念，我將要尊重所託予我的祕密，我將要盡我的力量維
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我的同業應視為我的同胞，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
、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介呼的職責和病人之間，我將要最高地維護人
的生命，自從受胎時起。即使在威脅之下，我將不運用我的醫業知識去違反人道。
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言。
著作 張晉魁

活動心得
應微週 微你傳情
“
微”
你傳情
序：
雖是上學期的事了，但應主編要求寫了一些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感想。
起源

大 2 劉育如同學一些無心，少女的幻想，以及沒事找事作的想法，害自己莫名其妙被
推上總招，並率領副招張小龜同學以威脅加友情勸說的方式使下面的部長一個個產生
出來。

經過： 所有活動所需的物品，金費，選傳方式，海報，參與人員名單，不定時的開會….
.
等，
所有的小細節都必須注意到，真苦了場器人員，因為我太隨性了，很多東西都前一天
才說，但你們居然還弄得出來，真是了不起!!還有學藝部的同仁要做宣傳海報，大掛
報，拍照(真的拍的太讚，太夢幻拉，還怕客人會覺得被騙勒)，但是不可原諒的是!!
人都被你們拉走了，害活動部只剩小貓 3.4 隻!!當然還有幫忙做出成品的各位同學，
大家不計工資還賠上時間跟精神，甚至還有人睡在教室，這種犧牲小我的精神真是太
令人感動拉!!

結論： 由於我們秉持著”
凡事作最壞的打算”
，本來想說不賠就是賺，沒想到群眾的反應如此
熱烈!!此次活動令我們體驗到一件事，原來….
.
嘉大有錢人還真不少勒!!最後，要不要
把此活動當作應微系的傳統，就要看大 1 的學弟妹決定，以後若有類似的活動，也可
以參考此次經驗。

編撰 林慧雯

迎新宿營
“
不要攔我,我要翹課打企劃書”
“
你們自己去吃飯吧!!晚上要驗收,我沒時間
吃啦!
!
”
“
昨天喔!!昨天沒睡阿!
!
”
(
熊貓眼)
這些句子,大概就是迎新幹部閒茶飯後的”
聊
天”
話題吧!!
問我辦迎新累嗎??每天只睡 2 小時,暑假都在
想活動,天天因公翹課,生病發燒還要去
驗收,晚上冒死到沒醫院的山上駐站 >”
<~~
你們還敢問累不累??那換我問阿!!你們玩得
開不開心阿??
其實只要大家玩得快樂,已經是我們幹部群
最大的成就與欣慰了!!
活動長 李孟娜

贊助廠商
世新運動用品社

總店：嘉義市民國路 66 號（服飾特賣）
Ⅱ店：嘉義市民國路 65 號（零碼及特價中心）
Ⅲ店：嘉義市民國路 70 號（NIKE 特賣會）

吉輪車行（KHS 功學社總
嘉義市吳鳳北路 61 號
經銷 ）
編撰 陳順佳

編輯群：應微系學藝部
部長：美慧
部員：力邦、勤益、景耀、鈞鉦、晉魁、詩琪、夆聖、煥庭、芳茹、俊綸
友情贊助：孟娜、泓璁、順佳、慧雯
後記：感謝.....部內這麼多人的鼎力協助和其他部的友情贊助啦，不然，這份系刊也大概生不
出來吧....^^||
終於，完成了第二刊，delay 了兩天的第二刊.....
煥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