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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屬於聯大人的報紙
李品儀 蕭宜君 郭芝瑀 郭令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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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演練在聯大

「會請模特兒表現情境聯想，依據每位模
特兒對情境的敘述方式，來選擇想法與
氣質符合主題的 8 位模特兒進行改造拍
攝。」改造成果最終會以雜誌形式呈現，
於 10 月時進行成果發表。
礙於發表時間，所以目前還不能在粉
測你在別人眼中的樣子
絲專頁上透露最終入圍的模特兒，但團員
們預告︰「模特兒最終的改造，或許是造
型或是個性上與平常的反差。」希望到時
如果出門時只能帶
候對發表有所期待的同學，可以來參加成
a錢包
果發表，一起參與這份驚喜。
b鑰匙
從 2 月公開徵選模特兒、3 至 4 月陸
c手機、
續在粉絲專頁發表每個主題的故事，同時
的其中一樣，你會選哪個？
也開始製作服裝和預計
6 至 9 月的影像拍
攝和後製期。一路上有許多的碰撞，像是
選擇主題、擔心沒有人報名模特兒徵選、
國立聯合大學地處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602旅戰鬥地境範
--------測驗結果-------自籌經費等問題需要一一克服，一切從零
圍，為提升戰力，並讓國人了解國軍執行演訓任務辛勤的
開始，或許是這三位女孩最艱難但也最充
一面，其部隊所擁有的AH-1W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於31
A、錢包
滿希望的心路歷程。如同團隊的
logo 視
日在聯大八甲校區操場實施基地訓練戰力操演。
覺 設 計，「Let's start from the zero」，
在大人眼中，你是個乖巧謙遜的好孩子，總是做好本分
和她們一起通往未來，就是現在，開啟這
直升機的磅礡呼嘯聲，劃破寧靜的校園天空，2台超級眼鏡
條穿搭之路吧！
蛇攻擊直升機英姿煥發地降落在操場上，引起在司令台上 ，甚至會將家裡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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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映孜報導】「活在社會框架的我
們，滿滿的被塑形了，該突破框架，活出
自己的顏色了吧？！」這是 C'est 0! 團隊
的創立理念。由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
行銷學系的三位女大生──劉尹珊、陳奕
彣、翁維嬭組成。
品牌的名稱意象，充滿她們滿滿的信
念能量。C'est zero 為法文，意指為「這
是零」，代表著我們從頭開始。從品牌
logo 裡，看見道路，即指引方向，開闢
新領域的含義。環繞在前方的山，代表苗
栗這片鄉村土地。人物臉部的鏤空設計部
分，則標示著重新定義自我！不同顏色的
【記者葉映孜、張寶云報導】
臉孔，即是多種面向的自我，透過穿搭風
照片來源/攝影社黃同學、網路擷取
格，一起邁向時尚之路，為自己打造新風
格。要如何選擇，全由自己做決定！
這三位女大生本身就對穿搭有所興趣
和講究，決定在畢業專題的製作，打造
「素人改造」企劃。歷經團員們的風格發
想，最終用內部投票的方式，選出「森林
系」、「日系鄉村風」、「前衛嘻哈風」
和「可愛超現實」四大主題。
在 2 月時，於聯大校園臉書社團公開
徵選模特兒。提及徵選過程，團員表示︰

防毒小常識

您不得不輕忽身旁的危險

傳達拒毒反毒的正確觀念以及資
訊。
軍訓處呼籲聯大生，不論是
社團或是自願的學生，皆歡迎來

健康親新的社區生活環境，並作
為高中、國中、小校外宣導成員
的招募與培訓活動，讓後續活動
更加順利。

減速行駛「警」記在心

C ' e s你也比同齡人突出、優秀又成熟許多，但也因此個性較保守
t 0! 團隊 logo 視覺意象。
觀看的師長同學們一陣歡呼聲，能近距離目睹直升機的風
照 片傳統，你內斂、木訥、含蓄不會太主動，很有長輩緣！
來源：C'est 0! 團隊提供
采，震撼程度讓在場的師生們都流露出難掩興奮的神情。
愛情裡，你顯得相對被動，即使有好感的對象，
前來參加的攝影社黃同學表示:「對國軍直升機降落的活動
也不會熱烈追求、大方示愛。
【記者李沛澐報導】近來，經常能夠在 心，不能只是依靠著人民保母的力量，
非常期待，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讓她看得十分過癮
你沉穩、痴情的個性，讓戀人備感呵護、很有安全感，
通往聯合大學八甲校區聯大路的路口處 否則若是發生了無法挽回的悲劇，再怎
也讓對攝影有興趣的同學拍下許多直升機珍貴的照片。」
不過因為你心思穩重，所以年長的對象更能夠吸引你。
看見人民保母們的身影，許多騎機車或 麼後悔也於事無補。
此次直升機主要演練的項目為，實施直升機疏散及地形掩蔽等課
開車上下課的學生都會不自覺地放慢速
不過，也有人抱持著不同的意見。一
B、鑰匙
目藉以驗證直升機野戰落地、野戰保修能力及勤務支援作業。
度，以免被警察開單，平白損失一筆錢。 名許姓同學表示，聯大路之所以經常發
聯大路一直以來都是發生車禍的熱點。 生車禍，並不單純只是因為學生的違規，
原定11月1日上午安排2位聯大畢業學長負責介紹直升機及人才
你對追求的事物總是衝勁十足，
過於陡峭彎曲的斜坡和狹窄的道路，讓 聯大路的設計也占了很大的因素。過於
招募宣導。但因當天氣候差，山區雲層低，能見度不佳，遂直升機
大方又積極的個性很受欣賞！
【記者簡冠丞報導】近年來校園 進行為期三天反毒宣導服務學習
許多學生在上下學時，經常會因為貪快 狹窄的道路，使的騎車通勤的同學們在
內青年、青少年毒品問題日趨嚴 志工培訓，此培訓除透過專業講
飛行任務取消。爾後軍訓室將有意安排學長返校演講，對軍事領域 在團體中，你特別亮眼，具有領導風範，
而超速，或是違規左轉，導致車禍發生。 早上的尖峰時刻，必須和開上八甲的公
善於規劃、執行，行動力高、做事迅速、效率高。
重，政府與民間團體皆投入大量 師傳授宣導技巧與反毒知識外，
及國軍裝備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多關注軍訓室網頁的消息。
語傳系的謝姓同學表示，她相當支 車爭道。當公車開上彎道時，騎車的同
你善於觀察，不會輕易得罪人，待人周到、
資源以加強防制毒品及菸品濫用 並由招募之志工編組宣導組、活
持這樣的做法。許多學生經常為了趕課， 學們就不得不加快速度並在車陣中鑽來
直升機演習任務所需要的通訊及電力管線鋪設於前往操場
不做作，很會維持人際和諧，受到大家喜愛！
教育宣導工作。
動組與熱舞表演組，透過分享、
或是喜歡騎快車，所以本身是機車通勤 鑽去，如果要徹底改善學生超速的問題，
的道路上，周邊為安全因素考量實施管制。在交管的道路
對於感情，只要喜歡，你就會全心全意去愛對方
依照教育部防治學生藥物濫 模擬演練實際彩排及預演，期望
族的她，對於在聯大路上騎車其實是相 或許應該先改善聯大路的設計才對。
付出一切溫柔，盡你所能的對情人好，
上，國軍除用橡膠減速帶鋪在管線上保護線材外，並在三
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計畫，聯合 能以生動活潑之內容實施反毒宣
當害怕的，多虧有了這些人民保母，讓
因此和你在一起極度備感幸福，
大學軍訓處也即將在近期推廣許 導服務學習。
角錐上加裝閃光燈提醒用路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他們更加小心地行駛，也讓用路人能更
往往到分開那一刻，都還在捨不得你的好。
多活動，不只聯大生，還有讓苗
對於此活動想更了解詳情內
加安全。
面對國軍演練，校方積極辦理，運用校園多處場地及設
栗市民了解藏在身旁的危險。
容，在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友善校
南苗派出所的女性警員表示，其實會
「這次
在教育部的計畫中，預估今 園 週， 於 聯 大 餐 廳、 院 系 廣施，讓師生留下難得的回憶。軍訓室王教官表示:
場
C、手機
在聯大路口站崗並不完全是為了抓超速
國軍演訓感謝校長及副校長的大力支持，以及總務處、
年將前往苗栗縣 12 所國中、小 與學生宿舍公共空間，實施「友
的學生，而是希望能做一個警惕，讓學
你散發出清新、親切的感覺，
（ 上、 下 學 期 各 六 所 ） 進 行 反 善校園拒毒宣導」暨志工招募活
體育室、藝術中心、設計學院和材料系等單位的協助與
生們能注意安全，並好好地遵守交通規
不論在長輩或朋友的眼中，
毒 宣 導 活 動，， 藉 由 反 毒 熱 舞 動，宣導品發放及新興毒品之介
配合，才能讓活動順利進行且圓滿落幕
！」
▲AH-1W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至聯大
則。另一名男性警員也說，其實交通安
都是一個自然不做作的人。
表演、闖關遊戲、有獎徵答及宣 紹等活動，使參與者均可獲得充
你極度富有同情心，善良、體貼是你的本質，
全的落實應該要從學生自身和學校的宣
八甲校區運動場實施基地訓練戰力操演。
導等活潑有趣的方式，在娛樂中 分的毒品管制正確的知識，營造

30年來最慘普悠瑪出軌傷亡破百人

核 能

不過也相當有個性，很有想法，又大膽敢冒險
導開始做起，不能一味的依賴他們。
你脾氣不太好，討厭愚笨的人，
聯大的校門口一直貼著公告，統計著
更討厭欺負弱小的人，
每個月的車禍件數，上頭的數字正提醒
如果有人惹到你，你會用自己的方式教訓對方
著所有人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所謂馬路
或是當場訓斥，相當有魄力！
二坪校區大門旁設有告示牌。
攝影：李沛澐
【記者蔡家宇報導】
圖片來源/李忠衛先生提供
愛情上，你嚮往轟轟烈烈、義無反顧的精神，
如虎口，平常就應該將交通規則謹記在

的 一 體 兩 面

發生意外的普悠瑪列車是台鐵於2012年向日本購置的TEMU
不過也因為你敢愛敢恨的個性，
「不要因不了解就框住自身立場」，這樣對整個
2000型電聯車，配有「滾珠汽缸式傾斜系統」，可以在過彎
異性往往深深地被你吸引。
國家跟社會的進步都不公平。他在最後提出「非
時降低損耗的動能，以較快的速度行駛通過，在多彎的宜蘭
核害家園」的追求，利用核能的優點，並避免核
線能大幅縮短行駛時間。
此次發生事故的普悠瑪列車原先預計從新北市樹林開往台東，
害，才是我們真正要努力的目的。
【記者李宜蓁報導】由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 煤）、發電可靠度高等優點；相反地則有核廢料
不料卻在行經宜蘭縣新馬車站時，因失控造成車廂出軌、側翻
辦「核能的美麗與哀愁」於 6 月 5 日在二坪校區 處理問題、核災風險、恐怖攻擊、高建廠成本等
此次出軌意外，也是台鐵普悠瑪號自2013年正式投入營運以來
國際會議廳開講，該演講邀請核四最權威的專家 - 缺點。第一起造成旅客死亡的事故。
「政治支持、技術精進、核能安全文化落實，
前核四廠長王伯輝來為與會的師生進行核能的優
經常搭乘普悠瑪列車返鄉的電機系蔡秋吉表示，此次發生的重
缺點、歷年發生的重大事件、發展情形與現況講 基於這三項因素，核能才能穩定發展」，對於日
大意外，將會降低自己乘坐火車往返的意願，改為搭乘耗時較
解，王伯輝透過他專業的解說，讓在場師生充分 本福島核災當時政府遲遲不引入海水冷卻，最後
予傳報帶著走
長的客運。
了解到核能的相關知識，與前廠長身為科技人的 是核電廠長直接決定將海水引進降溫的情況，王
根據台鐵內部通聯記錄，當天下午4點05分，6432次列車在貢寮
伯輝表示科技的事就應交給科技人做決定，「若
驕傲。
站與福隆站區間時，駕駛就開始將列車狀況通報調度員，其中
那必然會出大事。」
1953 年 12 月 8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
▲消防人員搜索翻覆的車廂尋找待救援的旅客
。 科技的事交給政治人做決定，
包括「動力自動消失」、「狀況時好時壞」、「空壓機無故跳
大會發表演說，強調「原子能的和平用途」，開
許多反核人士最主要的反對原因是怕發生核
開」等。20分鐘後甚至一度請求於頭城站臨時停車，接著勉強
災，王伯輝也分享他曾經遇過的情形，有人對他
啟了世人使用核能的大門，而核能發電是其中成
10月21日下午4點50分，台鐵發生近30年來最嚴重事故，
滑行至宜蘭站停靠。一直到事發前的最後1分鐘，駕駛仍在試圖
說蓋核電廠是禍害子孫，台灣就這麼大一個島萬
長最快的先鋒。王伯輝在簡報中提到核能的兩個
6432次普悠瑪列車於蘇澳新馬車站出軌翻覆，造成慘重
看完這期予傳
解決空壓機停止的問題。
前核四廠長王伯輝先生娓娓道來核電的優缺點及他的觀點。
一爆炸怎麼辦云云，他也反問那人，「哪裡會爆
面向，它一方面有低碳能源、價格低廉、燃料來
傷亡，全車共計有366名旅客，其中18人死亡、215人輕
報了嗎?
行政院院長賴淸德25日也在院會裁示，歷經此次事件，台鐵須痛
攝影：李宜蓁
源穩定、小體積產生大容量（1kg
U=3,000,000kg 炸？」得到的卻是一問三不知，王伯輝呼籲眾人：
重傷。其中，列車的第五、第七、第八節車廂因嚴重擠
立刻填寫問卷
定思痛，解決存在多年的痼疾，除了基本的乘客、列車、鐵路以
壓而呈現W型排列，作為車頭的第八節車廂受損則最為 外，管理與各種營運層面，都應重新全面檢討。此外，行政院也
調查可抽獎!
編輯：李品儀、郭芝瑀
嚴重，除了車身翻倒傾覆外，車廂結構也因巨大外力而 決定立案成立「運輸安全委員會」，專職負責調查國內陸、海、
扭曲變形，畫面怵目驚心。
空重大事故，建構更完善的交通運輸環境，讓憾事不再重演。
經常讓身邊的人替你捏把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