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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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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站。寞。站。

2008-12-14  記者 羅兆恆 報導

 

場景: 新豐站旁的小民宅
背景音: 瘋狂的狗叫聲.
角色: 匆匆趕出來的女主人
事件: 禁止拍照
台詞: "最近這裡治安很不好,昨天隔壁才遭小偷......你還拿著相機,我以為.....
."

 

 

 

場景: 新豐站右岸的老店
背景音: (無)
角色: 在店裡練毛筆的老阿伯
事件: 他來監視拍照
台詞: "你要拍外面當然可以"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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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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新豐火車站
背景音: 沒有火車聲
角色: 等車的外國人
事件: 他被偷拍
台詞: (無)

 

 

 

場景: 新豐站鐵軌陸橋上
背景音: 黑車向前跑
角色: 國中小女生
事件: 她經過
台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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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新豐站左岸荒廢民宅
背景音: 街道車聲
角色: (無)
事件: (無)
台詞: (無)

 

 

 

 

場景: 新豐站左岸荒廢民宅
背景音: 老阿媽的腳步聲(漸弱,極小聲)
角色: 從隔壁匆匆趕來的老阿媽
事件: 離去的背影 
台詞: "我看到你在拍照,還以為這裡要拆了
"
          "不要拍我啦! 我好醜!"
          "這邊的房子裡的鐵都被偷拆光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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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新豐站鐵路旁的牆與燈
背景音: (無)
角色: (無)
事件: (無)
台詞: (無)

 

 

 

場景: 新豐站鐵路旁的光線
背景音: (無)
角色: (無)
事件: (無)
台詞: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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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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景: 新豐站左岸的廢棄民宅

背景音: 街道聲

角色: (無)

事件: (無)

台詞: (無)

 

 

 

場景: 新豐站
背景音: (無)
角色: (無)
事件: (無)
台詞: (無)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寞。站。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