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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一堂珍貴的生命教育一堂珍貴的生命教育

2008-11-02   陳妙寧 報導

愛滋病被稱為是廿十世紀的黑死病，人們對於這種病不只不理解，更抱著恐懼。在曼谷近郊，有

著全泰國最大的愛滋病防治中心，這中心的存在不僅讓患者有個地方休養，同時也讓他們以不同

的方式呈現生命，藉此希望人們可以感受他們所要表達的─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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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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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再是令人恐懼的病人，而是令人讚美的藝術品。

 

 寧靜的環境讓人有家的感覺，但在中心的幾個大字又讓人想起身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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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機會，不論遇到什麼也不要讓他們孤單地離去。

 

 Life Museum

The Spirit of these who have died here

teatch us how to think

about our life today and in the furture

We understand that life is all around 

us

But sometime we forget that we are c

onnected to all of life.

Death is a part of life and we forget t

o accept this is truth

Death leads to the birth of new life.

We invite all of you

Who come to this place

To be slient

As you expenrience what you see here

This museum has many bodies

That shows how deate affects all of u

s,

Leading us to the truth

That in life we must do good for othe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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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由病患所捐贈的大體而組成的博物館

 

  

  

  四張放在博物館內的海報，讓人深思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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