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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岡山大學（Okayama University）是
一所位於岡山縣岡山市北區的日本國立大
學，它的前身為 1870 年創立的「醫學館」。
1949 年，6 所舊制學校統合成立新制岡山
大學，分別為官立岡山醫科大學、第六高
等學校、岡山師範學校、岡山農業專門學
校組成，而岡山大學在今年 2 月成為本校
的姐妹校。
  岡山大學有 11 個學院，分別為文學院、
教育學院、法學院、經濟學院、理學院、
醫學院、齒學院、藥學院、工學院、環境
理工院、農學院；研究生院共 7 個學院，
為教育學研究院、社會文化科學研究院、
自然科學研究院、保健學研究院、齒學藥
學研究院、法務研究院、聯合學校教育學
研究院。
  岡山大學共有六個校區，分別是津島校
區、鹿田校區、東山校區、平井校區、倉
敷校區和三朝校區。岡山大學是日本著名
國立大學之一，而創造並準確地傳承高端
的知識與智慧為岡山大學建校理念。
  岡山大學已經與 198 個國家中 40 多所大
學和研究機構簽訂了學術交流協定，為學
生創造良好的學術交流環境。2013 年被選
為日本研究大學強化促進事業，臨床研究
中核病院。2014 年被指定為全球化大學
創成支援事業大學之一，岡山大學作為日
本綜合性國立研究型大學，在教育研究、
醫療等領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文／李
佩 芸 整 理、 圖 片 來 源 ／ www.okayama-u.
ac.jp/）

日本岡山大學

淡江男籃進軍全國大專聯賽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於3月2
日晚間7時舉辦迎新表演，由於天氣不佳，活
動場地由溜冰場改至工學大樓E307舉行。
活動一開始，幹部即展現較具技巧性的平花表
演，如：「前後交叉、雙人snake、瑪麗、前
單腳、雙人x、後單腳、雙人sun、雙人nelson 
change、crazy交錯、crazy sun」作為開場，全
場歡呼不斷。
　除了呈現具有溜冰社特色的高技巧表演，為
了親近社員，幹部們也帶頭參與團康遊戲，藉
此達到認識彼此及進一步了解，並於活動結束
後帶著新社員到淡江周邊享用宵夜，一同共度
美好時光。
　風保四黃逸弘分享：「很開心能夠參加這一
學期一次的迎新表演，幹部們都表現得非常精
采！連續四年沒有一次缺席過，即使天氣不

好，但和社員們有個美好的回憶就值得了。」
產經四饒明和分享：「看見幹部們精心準備的
表演，讓我也想要衝上舞台，與他們共舞！」
　溜冰社每次的迎新，除了新社員的到來，連
舊社員、畢業的學長姐也都會前來捧場。由此
可見，溜冰社的情感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溜冰社迎新 平花表演吸睛

▲溜冰社迎新，幹部們展現高技巧表演以歡迎
新生。（攝影／高宇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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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學 感恩回饋偏鄉教管博二張清淵
校園話題   物

　【記者陳律萍專訪】懷著一顆熱情助人的
心，學教育且鍾情於教育的張清淵近幾年走訪
雲林、嘉義甚至遠到四川阿垻藏區，盡力的運

用所學幫助地處偏鄉的學校和孩子們，透過AI
系統的研發，教導並協助孩子們能不受時間、
空間或資源短缺的限制，可以盡情的享受學習
的樂趣。
　對於許多人來說，讀書是翻轉生活最快的捷
徑，張清淵打從心底認同，由於媽媽兒時曾家
道中落，也是受人資助而度過難關，感念媽媽
的教導，打定主意此生將不遺餘力幫助孩子
們，希望以自己所有回饋社會。他說：「在淡
江就讀教育學院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期
間，將獲得的獎學金送到偏鄉贈與生活困頓的
家庭，看到他們的確暫解燃眉之急，更堅定我
繼續回饋的心。」
　張清淵是在事業穩定後，興起了持續進修的
意念，因為「活到老，學到老」，他分別考進
臺灣師範大學企管碩專班、清華大學經營管理
碩專班就讀，畢業時已屆60歲，現在還繼續就
讀博士班，學習到培養教育專業人才可適當應
用科技輔助教學，「尤其淡江有科技教育管理
特色，在COVID-19疫情環境下，AI智慧學習
平台，有利於偏鄉弱勢學童自主學習，早日脫
離貧窮。」

　他也心心念念在教育部推動的「城鄉共好計
畫」，因為實際參與，也讓張清淵一腳踏入山
林間。在純樸的鄉下，他看到孩子們的生活方
式，居然是凌晨三、四點就要起床協助父母收
割菜園，為了激勵這些孩子，他寒暑假陪讀，
陪玩，張清淵使用AI系統整合讓孩子們可以
遠距學習，也獲得博士班師生的大力支持。他
提到，教育部提供的「夜光天使計畫」真的很
棒，志工們來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專長，
「他們都很樂意幫助偏鄉小朋友進行多元化的
課後學習，遠距教學降低了入鄉的困難，更易
於推廣。」
　他在淡江總利用時間多元學習，到中文系修
課、參加蔣國樑古典詩創作賽；聽正智佛學社
演講，分享福袋故事：人的一生有三個袋子，
如果都做好事，裡面就是福報，鼓勵人們多做
善事。他認為：「每個人的人生旅途、願景各
有所異，在不同的領域產生興趣，並持續鑽
研，運用自己的專業，也獲得了成就感，因此
感到快樂，這是一個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的志
業。」他會繼續盡自己所能，回饋社會，協助
偏鄉孩子翻轉生活。

▲教管博二張清淵（中）赴偏鄉學校，教導孩
子們透過 AI 系統盡情學習。（圖／張清淵提供）

強力徵求 淡江時報招募文字攝影記者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你想體驗新聞工作
者的生活嗎？想透過文字、攝影來紀錄淡江的
大小事嗎？《淡江時報》熱情徵求文字記者和
攝影記者，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凡全校大
一、大二及碩一同學，不限科系，只要對新聞
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興趣、想學習者，歡迎
加入《淡江時報》，讓你不用進入職場就可以
累積傳媒的實戰經驗。
　現任文字記者，管科三張容慈分享，「自大
二下加入時報，以文字記者的身分開始學習，
從訪線各行政單位到專訪優秀校友，每一次的
任務都讓我不斷成長，不僅提升對文字的敏銳
度、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幅增進與人溝通的技
巧，同時藉由與各式各樣的受訪者對談，拓展
了我的視野與生活圈。」現任攝影記者，中文
二鄧晴表示：「參加淡江時報之前，我就很喜
歡隨意的拍各種照片。去年加入時報大家庭

後，我在各個前輩與編輯的指導下，學會了更
專業的拍照方法和技巧！雖然有過自我懷疑的
時候，但在夥伴們的支持下，我重新對自己產
生信心，能夠參與時報團隊真的很慶幸，也很
快樂！」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4 月 9 日止，有興趣者
請至淡江時報（傳播館 Q301 室）或上網（網
址：https://reurl.cc/bzVjpM）， 也 可 以 掃 描
QR Code 填寫報名表，報名攝影記者另須備
妥個人作品（佳作
10 張）。3 月 25 日
及 4 月 7 日 中 午 12
時 10 分 在 Q306 舉
辦「招生說明會」，
誠摯邀請同學到場
聆聽，並且踴躍報
名參加淡江時報。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桌遊研習社於
3月2日晚間7時，在工學大樓E302舉辦迎新活
動。由社長，運管二陳與皜、執行秘書，機械
三陳峻誼以及指導老師達倫主持，約50人到場
參加。
　活動設計以大型陣營對抗遊戲「總統與炸彈
客」來帶領新社員進入狀況，讓他們快速融入
新環境，並且認識新朋友。活動一開始，新社
員因對於遊戲規則不熟悉而感到困惑，後來經
由有經驗的幹部帶領後，氣氛整個活躍了起
來。經過這次的迎新活動後，社員們之間更加
熱絡，也更加熟悉。
　教學長，資工三梁育修分享：「遊戲過程
中，第一局遊戲裡我是藍色方，有個女生看到

我是藍的就拒絕跟我交換信息，到第二局遊戲
裡，我跟她都是紅隊，她卻一直把我記成藍
的。所以不是怕對手太強，是擔心自己隊友的
記憶力太好。大家在這次迎新活動都玩得很開
心，這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最好的勉勵了。」

桌遊研習社迎新 強手過招

▲桌遊研習社於 3 月 2 日晚間舉辦迎新活動。
（圖／桌遊研習社提供）

　【記者周亭妤淡水校園報導】登山社於3月3
日晚間，在紹謨體育館SG503舉辦迎新茶會，
先以簡報說明社課概要、活動排程、臺北大縱
走等活動，告知每個行程的難易度，介紹各個

活動的領隊，並說明有些行程有所限制，例如
抱石、上攀活動都需要繩結技巧。
　活動現場備有餐點供新進社員享用，彼此交
流，期望有新成員加入，能夠將登山社的精神
傳承下去，幹部們也分享登山的注意事項，例
如不要穿易散失體熱的棉質衣服，盡量穿合適
的登山鞋來保護自己。
　社長，運管三鄭淳方表示：「希望來參加登
山社的社員，都能真正喜歡上登山活動，透過
一起挑戰步道、露營過夜，認識能夠並肩前行
的好夥伴，登山社的特色就是有大家外出過夜
的行程，只要有一起露營過的夥伴們，感情都
會變得更好，也有規劃簡單、適合新手的郊山
行程，讓老手與新手都能樂在其中。」
　新進社員，英文一徐芳緯說：「雖然喜歡親
近大自然，但只有爬過郊山，所以想加入登山
社，突破自己，挑戰難度較高的行程。」

登山社迎新茶會 相約挑戰自我

▲登山社於 3 月 3 日晚間舉行迎新茶會，傳承
登山精神。（攝影／鄧晴）

松濤四五館 10 日啟用 多元住宿新選擇 
    本校為提供學生更多元的住
宿選擇，已在淡水校園整建完成
松濤四、五館女生宿舍，將於3
月10日上午10時由校長葛煥昭主
持啟用典禮。宿舍採家庭式的設
計概念，每戶至多住10人，分別
有2人、3人、4人等多樣房型，
皆為套房，符合學生共同生活特
性，同時取得空間的最大利用。
　每戶空間配置風格各異、色彩
柔和舒適，搭配具設計感的質感
裝潢；寢室家具以讓學生能專心
學習、安心入睡為設計要點；四、
五館的公共設施可透過剛毅小徑
連通，將生活及學習空間串連一
起，同時滿足學術、生活、社交
等多樣化功能。宿舍出入採門禁
刷卡及人臉辨識系統雙重防護，
安全有保障。預計 3 月上旬將公
告試營運，歡迎女同學申請試
住！（文、圖／住宿輔導組提供）

▲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3月4
日上午在商管大樓B713舉辦會計實務講座課
程，邀請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郭宗霖，主講：「企業財務資訊之解析及決策
使用」的實際運用。他以激勵口吻鼓勵同學：
「運用專業學習如何審慎查帳，也許不一定會
給你帶來成功，但卻能防止失敗。」
　講座中除說明審計實務相關的案例，也介紹

若未來有想當會計師的同學們，必須要學會的
商業知識與資訊技能，並從公司財務報表中找
出關鍵節點。郭宗霖帶在座的同學們認識財務
報表的益處，也分享了查帳的重要性，包含涉
及弊案公司的帳務，也能從財務報表中窺知
一二。
　謹慎分析公司財務問題及公司賺錢與否？郭
宗霖提及財務報表就像體檢表一樣，能反映公
司目前體制，與過去的經營成效。若同學們未
來能將所學運用得更扎實，相較於無金融背景
的人，能掌握到的資訊將是相當可觀的。

郭宗霖鼓勵同學  透析查帳防弊端

▲會計系邀請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財務長郭宗
霖演講，鼓勵同學運用專業學習防止失敗。（攝
影／蔡銪晟）

校長盃籃排羽壘賽報名開跑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
辦理109學年度校長盃籃排羽壘賽，採線上報
名，即日起至3月19日17時止，分男子組、女
子組，男子組男女皆可報名，女子組僅限女生
參賽。男、女各組優勝之前四名隊伍將頒發
獎狀、獎盃及獎金（冠軍2,000元、亞軍1,500
元、季軍1,000元、殿軍500元），賽事訂於4
月10日及11日，並暫訂冠軍賽於4月14日中午
舉行，報名與詳細規則請參考體育處網頁。
　體育教學與活動組專員羅少鈞表示：「這次
的校長盃整整等了一年！去年因疫情因素無法

舉辦，非常可惜。」
　學動組組長黃谷臣進一步介紹，「新生盃與
校長盃都是淡江辦理運動賽事的傳統。通常我
們會在上學期舉辦新生盃，讓新生融入，下學
期則舉辦校長盃，為各系球隊做戰力銜接，更
進一步帶動淡江的體育風氣。」
　除了以系為單位的校長盃，體育處擬於5月
19日至6月18日舉辦以院為單位的院際盃，採
分組單循環賽制，冠軍可獲得5,000元獎金及
獎盃乙座，希望藉此鼓勵本校學生能有機會參
加更多賽事以累積經驗。

▲本校男籃於 3 月 2 日以 86：81 擊敗臺灣科大，成功晉級全國賽。（攝影／姜羿帆）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109學年度大
專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二區排名賽於2月28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打，本校經四戰三勝成
功搶進全國賽。體育教學與活動組組長黃谷臣
表示，這次排名賽在淡江主辦，我們擁有主場
優勢，整個賽程都打得很漂亮。全國賽將於3
月26日開打，希望可以延續這樣的氣勢，我們

對全國賽奪冠有信心。
　本校的第一場賽事迎戰輔仁大學，即以99：
83成功捍衛主場。蔡東霖強悍的外線能力搭配
黃麟翔能切能投的傑出表現，兩人全場合計貢
獻66分，為第一場賽事的勝利奠定基礎。
　第二場賽事於3月2日進行，對手為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本場賽事有多位球員擔綱得分

角色，如來自馬紹爾群島的王傑（Ballu）貢獻
共計11分、梁鎬10分，以及防守端的蔡宇軒繳
出11籃板的好成績。雙強對決纏鬥至加時延長
賽，最終本校以86：81擊敗臺科大，確定本校
成功晉級全國賽。賽後，身為球隊主力的蔡東
霖表示：「剛開始針對防守時，對方主力守得
不錯，我們有把比分拉開！但是當他們防守變
陣後，我們處理球不夠冷靜，導致失誤太多，
這點也是下半場被追平的原因之一，而進攻選
擇也應該要再加強。」
　第三場賽事於3月3日對決醒吾科技大學，本
校以74：64擊敗對手，但本場賽事進攻端表現
較弱，多次出手未進。後來黃麟翔貢獻11進攻
籃板，力挽狂瀾，最後在醒吾科大外線連續失
誤之下，本校順利拿下三連勝。
　本校3月4日與亞東技術學院進行最後決戰，
可惜以73：75遺憾失守主場，未能再次全勝晉
級。第一節趙紹晴參與進攻打出首波攻勢，先
馳得點；接著趙先傑挺身而出打出13分，在進
攻端穩定表現，面對亞東快速的進攻風格，多
次搶下關鍵籃板，避免淡江被反快攻而失分，
下半場蔡宇軒五罰全中，在拉鋸戰中仍冷靜拿
下分數，最終以2分之差吞首場敗仗。
　面對主場壓力，如何穩定發揮實力，蔡東霖
謙虛的說：「先從防守做起，必須給對方更多
的壓迫，導致他們失誤，讓我們得到球權；在
進攻的部分，我只是做好平常練習在做的事情
而已！盡量把握空檔把球投進，主要是隊友們
給予我的信任，讓我可以很放心的出手，非常
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