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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校長表揚 10 大專優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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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常勝軍 全國朗讀奪特優歷史二劉妙怡
校園話題   物 　【記者周亭妤專訪】「從小生活在客語環

境，加上老師的用心栽培，若沒有得到好成
績，總覺得對不起這些條件。」劉妙怡淡淡的
說出這段話，她談吐間充滿信心，然而，這些
自信都源自於她的自我要求與堅持不懈。
　109年12月劉妙怡參加教育部全國客語朗讀
競賽，獲社會組特優。出生於新竹的她，周遭
有許多會說客語的人，就讀國小時，因個性活
潑且勇於表現，被致力傳承客語的范純燕老師
挖掘，從此引領她進入客語的舞臺。也因為范
純燕的栽培，劉妙怡參與過舞台劇、演講、朗
讀、打堋頭等活動，均獲得優異成績。
　劉妙怡認為，客語有一種特別的咬字，腔調
之重甚至會影響到國語、閩南語，因此基礎練
習和長期使用是很重要的。她分享練習心得，
若能掌握客語中「我」與「頭」這兩個單字的
發音，較能練就出道地的客語口音。
　上大學走出客語環境後，使用客語的機會變
少。劉妙怡發現，很多道地的用語及客家人說
話的習慣都逐漸消失，這在準備比賽時才重新

拾起過往的水平。這次的比賽，其他得獎人幾
乎都是四十歲以上，當問到會不會對此感到壓
力時，劉妙怡說出一個特別的想法：「其實，
我更怕遇見年紀相仿的人，因為在社會組裡，
年輕就是一個特色，更容易給評審們留下深刻
的印象。」
　在劉妙怡的講述中鮮少有關於失敗的經驗，
忘詞次數寥寥可數，更多的是自信，獲獎經驗
也時常保持在前三名。但是，她也曾在國中時
陷入為期兩年的低潮期，當時雖然被選上縣代
表隊，接受種子選手的培訓，卻一直未被選為
代表選手。對此，她並沒有失去信心，而是理
性分析，「每個人適合的唸法都不同，沒被選
上，只是代表這個方法不適合我。」
　最後，談到對未來的展望，劉妙怡期許能繼
續在舞臺上展現自我，目前在學校裡有參加實
驗劇團，但出社會後，機會需要自己去尋找。
因為喜歡走上舞臺的自己，因此最終目標不會
止步於業餘的劇場，她期許能從客家電臺、劇
場一路走向非客語領域，開拓更寬闊的舞臺。

▲劉妙怡參加教育部全國客語朗讀競賽，獲社
會組特優。（攝影／游晞彤）

▲葛校長 ( 站立者 ) 主持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
代表座談會。（攝影／黃歡歡）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5月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9學年度
第二學期「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
談會」，由校長葛煥昭主持，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蘭陽副校長林志鴻與各教學、行政單位主

管及班代表近百人出席，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
視訊。
　葛校長致詞表示，班代表扮演著學校與學生
之間溝通的橋梁，貢獻極大。感謝班代表的辛
苦付出，也期待同學們能踴躍發表意見、提出
學校改進方向。「學校提供多元管道讓師生發

的服務，同學們可善加利用APP通報。歐研所
碩二張世慧指出五虎崗停車場木樓梯兩側的山
坡地垃圾甚多，總務處表示會加強巡邏。
　英文三錢宇德表示，為印製畢業證書要確認
英文姓名，目前是以紙本方式進行，效率不
佳，能否改以電子郵件確認，註冊組回覆細節
將與資訊處共同研議，並提醒同學務必記得查
看校級信箱。資訊處則補充，日後會將系統建
立起來。
　部分班代表認為學校應加強取締學生吸菸問
題，葛校長回應，若是在校外合法處吸菸，我
們無權干涉他人自由，校內則會加強宣導。學
生會會長經濟四鄭兆庭詢問，目前疫情緊張，
學校是否有相應的防疫政策，以及110學年度
境外生入境的防疫旅館是否提供補助等問題。
葛校長提醒同學切勿鬆懈，平時應佩戴口罩，
盡可能保持1.5公尺社交距離，並表示會補助
防疫旅館費用，細節將與國際處研議。

班代表座談師生溝通踴躍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活
動輔導組5月5日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109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由校長
葛煥昭主持，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蘭陽副校長
林志鴻列席參與，相關單位主管與社團負責人
逾130人與會，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葛校長致詞表示，100學年度本校首創社團
必修課程，積極推動社團活動，感謝社團幹部
的付出，讓社團評鑑屢獲佳績。期望踴躍提出
意見，藉此溝通機會，解決社團運作時遇到的

問題。接著由葛校長頒發救國團「110年大專
優秀青年獎」，共10位學生獲獎。
　溜冰社社長企管三吳定昊指出，溜冰場有多
處裂痕待修，也希望能加蓋屋頂，以免下雨天
就得取消社課，總務長蕭瑞祥回應將與體育處
討論，待場地勘查及評估後盡快處理。火舞藝
術社社長水環二楊毓婷提出，請學校擬定相關
程序，讓社團可申請在校內練習火舞。葛校長
回應校內用火有安全疑慮，請課外組進行評
估，是否可用科技方式取代，確保校園安全。

表意見，而面對面的
座談更能清楚表達，
並可進行最即時有效
率的溝通。」
　日文二朱映嫻提出
宮 燈 教 室 桌 椅 老 舊
及塗鴉等問題，是否
全面汰換。總務處回
應會爭取經費逐年汰
換，目前維持不壞不
修的作法，「淡江i生
活」設有修繕便利通

日文系畢業公演百萬年遠行
　【記者邱若惠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5月4日
至5日在實驗劇場舉辦2021年戲劇公演，本次
演出的是改編自日本知名劇作家成井豐及成井
稔共同所作劇本《百萬年遠行》（百万年ピク
ニック），將劇中主角麻里奈尋找作家南波夏
彥之10年歷程故事，從中探討主角內心世界。
　總召日文四蘇亭安說明，《百萬年遠行》是
在層層堆疊的故事情節中，結合奇幻、懸疑、
幽默等情境元素，讓演員能發揮具張力的舞臺

演出，帶觀眾進入劇中世界。本劇帶出各個角
色從小時的無憂無慮，歷經「長大」過程中，
被各種社會現實磨去稜角，探討自身過去與現
在的差異，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心路歷程。
　蘇亭安分享，從籌備到演出的過程中，最大
的收穫就是大家在畢業前均全力以赴來完成這
次的公演，「希望透過這次演出，讓大家了
解，就算成了社會意義上的『大人』，但還是
能保有最初、最原本的自己。」

松濤宿治會 福青社 領生齊賀母親節快樂

　松濤館宿舍自治會舉辦「寄雁傳書 松出
我情」活動，4月13日發放明信片至各寢室，

5月3至4日共收回207張，協助張貼郵票後寄
出。目前松濤館服務臺旁仍置有明信片，供需
要的同學自行領取。
　主辦人中文二賴佳釩表示，考量住宿生多來
自外縣市，因忙於社團和課業，無法回家過母
親節。可透過手寫明信片來傳達感恩與思念，
「每一張明信片都代表一份祝福，現今資訊發
達，手寫明信片相對是個特別的慶祝方式。」
同為主辦人的風保三王亭懿說，當初因考慮國
外的郵資及郵寄系統問題，未能協助僑生將明
信片寄回家鄉。日後若再舉辦，會對僑生進行
郵資補貼，讓他們也能寄回家。

　住宿生西語三廖婉而說，「我在卡片中許願
媽媽減肥成功，不知會不會成真，但很感謝宿
治會用心辦活動。」（文／戴瑜霈）

　福智青年社5月4日至7日在麗文書局前擺
攤，現場提供多樣卡片，吸引老師與同學爭相
前來把言語化為抒情文字，並投寄福青社的信
箱以傳達對母親的感恩。
　總召企管二陳瑋浩說明，感謝大家踴躍的參
與。現今人與人的聯繫相對以往更顯疏遠，因
此想透過此活動喚起大家對幫過自己的人表達
內心的真誠。資工二李昣儀表示，「感謝媽媽
的養育，您辛苦了。」（文／蔡銪晟）

打造新東村 延伸校園生活 擴大學習場域

防護團演練 強化全校避難意識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本校防
護團與師生們對於複合型災害之認識與防範，
並熟悉防救措施與避難逃生方法。5月5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驚聲大樓周邊、圖書館前等區
域舉辦「110年度防護團整編暨常年訓練」。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致詞表示，為了因應環境
氣候變遷，我們需要學習隨機應變的能力。
「平時多一分準備，就可少一分損害」，希望
大家都能認真的學習這重要的保命課程。
　現場邀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李鴻源教授

以「地球氣候變化因應防災應變作為」為題，
講述全球溫室效應、氣候暖化、冰層融化、黃
河斷流等現象，並藉由加州野火、澳洲叢林大
火、海平面上升等案例推論臺灣在面對地震、
旱災、水災、地層下陷、碳足跡等問題，平時
應加強訓練災害防治工作。人類必須「自助、
互助、公助」，才能改善現狀並預防災害。
　當天另有「地震體驗車」、「滅火器與消防
安全知識」、「CPR急救術實作」與「防溺宣
導」四項實作加強防護團成員的救災觀念。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針對「新東
村」宿舍公共空間設計案，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5月3日下午2時30分在B302A，邀請課程所副
教授黃瑞茂、十禾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吳聲明
分別解說改造計畫的軟體活動規劃與硬體設計
構想。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學務長武士戎、總
務長蕭瑞祥、松濤館宿舍自治會會長黃雨萱及
相關單位人員共同參與。
　莊希豐表示，新東村名稱可再做討論，但整
體規劃為宿舍外圍的公共空間。教育部鼓勵各
校增建或整建宿舍，學生及家長也希望增加宿
舍空間，但學校沒有足夠用地，只能把教職員
宿舍改建為松濤四館、五館，因應整體規劃，
床位可能不增反減，但能讓校園更加美好。
　黃瑞茂與松濤館住宿生討論，「未來從教室
到宿舍提供一些公共場域，或許能讓學生藉由
生活層面激發另一種自我學習。」因應教育部
計畫，「大學生自主學習不只侷限於課堂，逐
步成立校園規畫委員會概念，希望成為未來的
運作機制。」新東村範圍涵蓋圖書館、驚聲

大樓，外語學院、工學館、教育館、松濤一至
五館，圖書館大廳辦理教學成果展，文錙藝術
廳、展覽館、外語學院文化教室建立，也讓學
習、生活機能提升。
　吳聲明解說硬體部分，「新東村圍繞著松濤
館，我們努力把課後的學校變成學習空間，
讓學習從教室延伸到公共空間。」松濤館前的
馬路、通往教育學院的階梯，原是高低差，將

改造成學習與休憩場域，後面的廣場與香草花
園也能成為順階，形成「無縫的淡江」。並運
用公共空間串連，松濤廣場為連接器，在松濤
一至三館廣場，建造空中、地面相連通道，學
生可以在此活動。「爭取補助後才能做細部規
劃，校園規畫委員會進行監督、持續溝通、學
生參與討論，相信能找到適合淡江且符合教育
部要求的示範空間概念。」

資傳畢展角落上傳中秀創意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5月3日
至7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20屆畢業成果
展」，以「角落上傳中」為11組作品展出主
軸。5月14日至16日將轉往臺北市松山文創園
區多功能展演廳校外展覽。5月3日下午舉行開
幕儀式，逾百人參加。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稱讚學生透過作品表達新
穎且豐富的想法，特別都是以現實生活舉例，
值得大家理解和關心。文學院院長林呈蓉則提
到展出題目很有意義，從角落不起眼的地方和

細微部可以看到大處和未來，期許這一代年輕
人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未來發展。資傳系主任
陳意文形容：「怎麼從小我到大我，讓全世界
都感動臺灣的貢獻與付出，就是同學選擇這個
主題最大的意義」。
　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參觀時感受到，文學與
創新創業結合媒體傳播的力量，很佩服參展同
學做出如此豐富的作品，「視覺化把大量訊息
在很短時間內傳遞和展示。這個在以前是很困
難的，顯然同學們做到了。」

吉他社邀旺福樂團姚小民 暢談音樂創作
　【記者陳昀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5月4日晚
間7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音樂創作講座，邀請
旺福樂團的吉他手兼主唱姚小民主講，並進行
有趣的問答交流！
　姚小民是淡江校友，在學期間就開始音樂之
路，組成旺福樂團後，在許多大型音樂活動展
露頭角，並以童趣十足的曲風為人所知。談及
編曲，他強調必須有固定主題，想旋律時精
簡、節奏感明確，和不一樣的元素結合是很好

的方法。「創作最難的部分就是想hook。」旋
律需要很有記憶點，練習創作時，多嘗試不同
的曲風，以自己喜歡的歌曲類型，加以混合編
曲也是一種方式。姚小民分享：「不一定要什
麼都會，可借用別人的經驗。」遇到厲害的人
便打破砂鍋問到底，是學習最快的方式。
　經濟四劉昱秀分享：「創作不需要理由也沒
有目的，只要享受及有趣就好，也不需要把一
切想的太複雜，去做就對了。」

衛保組攜手大傳系紅絲帶防愛滋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衛生保
健組、大眾傳播學系及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
金會5月3日連續3天在傳播館旁合作舉辦「如
果你也戴套就好了」安全性行為宣導活動。
　活動成員大傳四陳偉傑說明，愛滋病毒不會
透過水、空氣、一般身體接觸傳染，愛滋的傳
染途徑為輸血、針扎、母子垂直感染，以及不
安全性行為。另一位成員大傳四鄭映航表示，
本次的宣導方式是透過遊戲及抽獎，讓參與者
思考性行為時是否要做好防範措施，以及現實

生活中所要面對的風險。

陳柏惟運用資訊背景斜槓人生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從15歲那
年，靠著跳舞機，拿下了全國冠軍；擁有高
雄大學資管系學歷，運用資訊背景規劃出自
己的斜槓人生。」常把3Q掛嘴邊的臺中海防
線立委陳柏惟，應資圖系學會邀約，5月3日在
Q409分享「從程式碼走向海防第一線」，現
場吸引近百人一同聆聽。
　高中畢業時為了不造成家裡負擔，申請上學
費相對便宜的高雄大學，陳柏惟很清楚自己不
可能成為教授，喜歡接觸人的職業，從架設體
育協會網站、應徵體育臺電視主播、電視電影
製片及幕後人員，直到選上立法委員，都是他
立定目標後的嘗試與挑戰。

　演講最後，他以最自豪的臺語砥礪到場學
生，「不要被自身科系限制，認真想未來要做
什麼並認真去做，做甚麼事都不會是浪費時間
的，你的政治，你的未來都由你自己決定。」

羅智強解析網紅成名 4 元素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隨著社群網路
蓬勃發達，改變了大家原有的溝通模式，網紅
更是時代的熱門產業。課外活動輔導組5月4日
晚間7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臺北市議員
羅智強進行專題演講「百萬網紅不是夢」。

　羅智強說明，經營自媒體最重要的是追蹤
者、訂戶與粉絲，這是影響力的基礎，取得
消息的方式也從傳統的電視、報紙轉為網路和
YouTube。自媒體要有自己的特色，思考為何
觀眾要花十秒鐘看你登出的照片，他表示「每
個自媒體都在競逐觀眾的注意力，因此要從受
眾的角度去看，我可以提供觀眾什麼？」
　羅智強提出網紅的4元素，首要擁有自己的
獨特性，其次是擁有夢想，第三要有勇氣追
尋夢想。他一開始立下目標要擁有100萬的粉
絲，看似不可能，仍然達成了。最後就是創
意，透過不同的方式經營，讓更多人看到。外
交一林佳恩分享：「這場演講讓我了解到社群
經營的重要性，也學習到如何擴增粉絲。」

▲松濤館宿舍自治會在松濤館舉辦「寄雁傳書 
松出我情」活動。（攝影／戴瑜霈）

▲吉他社教學長呂政潁代表致贈感謝狀予姚小
民（右）。（攝影／黃偉）

骨頭硬不硬 衛保組檢測報你知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根據報告指
出，提高骨本能有效的預防成年後出現骨質
疏鬆的問題。衛生保健組5月3日至4日上午在
B302A舉辦「骨密度檢測活動」，讓教職員工
生了解自己的骨質狀況，若檢測結果偏離正常
指數，則需做更詳細的檢查，及早發現問題，
可盡早調整及減緩骨質流失的狀況。
　人從35歲起，骨質每年流失速度約為1%，
女性在更年期後，骨質流失速度更為嚴重。而
不良的飲食習慣如：鈣質攝取不足、過度節

食、過度攝取高磷食物等，都是導致骨質流失
的危險因子。
　負責檢測的宏恩醫院陳小姐建議，適度的日
曬、運動、多補充高鈣質食物，如：黑芝麻、
牛奶、小魚乾或芝士，都可預防骨質疏鬆。
　大傳系教授王慰慈分享，年輕人常因外在因
素而害怕曬太陽，但骨質疏鬆的問題是從年輕
就開始，希望學生能及早關心自身的健康。遠
距教學發展中心辦事員王大成則表示，之前健
檢發現骨密指數偏低，今天再來檢測看看。

▲同學們在宣導攤位認真聆聽預防愛滋的正確
觀念。（攝影／陳國琛）

▲資圖系學會邀請立委陳柏惟分享「從程式碼
走向海防第一線」。（攝影／蔡依絨）

▲課外組 5 月 4 日邀請羅智強演講「百萬網紅
不是夢」。（攝影／陳景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