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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姍亭、陳思嘉整理

　圖書館藏書豐富有如汗牛充棟，絕
對可以滿足求學若渴的心；校園裡提
供無線上網的功能，讓同學無限優游
徜徉在學海之中； 24小時開放的地
下自習室，提供夜晚繼續苦讀的學子
良好空間；館內閱活區，除展示新進
圖書外，時常不定期舉辦主題館藏展
示及閱讀分享活動，增添活潑學術氣
息。
知識★★★★★
　接收各種學科知識、課外資訊的注
入，腦容量必定倍增。

　各種人文風情及藝術展覽
都在文錙藝術中心裡滋生，
藝 術 中 心 不 時 舉 辦 文 藝 活
動，邀請國內外知名藝術家
展出創作，讓師生不必花大
錢 便 能 欣 賞 到 國 際 級 的 展
覽；中心內藏有豐富國畫、
書法、版畫、水彩、雕塑等
逾1000件藝術品。
藝術★★★★★
　定期造訪文錙藝術中心，
長期培養累積必能成為文藝
達人。

　無論是現代流行的搖滾節奏，或浪漫古典的悠揚音
律，都可在文錙音樂廳大飽耳福！此處常舉辦免費的優
質音樂會，如長笛、雙簧管、鋼琴、歌劇等，提升校園
音樂欣賞風氣。想聽高水準的音樂演奏不用大老遠跑到
國家音樂廳，只要到文錙音樂廳，就可享受豪華的聽覺
饗宴。
藝術★★★★★
　長期薰陶下，就算不會彈奏樂器也能成為音樂通喔。

　黑天鵝展示廳是本校學生的專屬伸展舞台！在這裡
可以恣意揮灑長才、天馬行空製造創意，展現令人意
想不到的效果；校內無論是各類型社團或是系學會成
果發表、畢業製作等皆在此舉辦，想要一展專業、表
達創意思維嗎？黑天鵝展示廳絕對是大學四年內汲取
多面向開拓視野的好地方。
藝術★★★★★
　發揮長才，吸收不同領域的專業表現及創意發表。

　正式成為淡江人的這一步，從克難坡開始！132
階的階梯象徵著本校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校精
神，承載著前人開校的痕跡，踏入校園，新鮮人們
必先依循傳統，爬克難坡上山；克難坡兩旁樹林茂
密成蔭，但坡度頗高，無論寒暑，必定都是汗流浹
背，絕對是最天然的鍛鍊身體的好地方。
體力★★★★★
　長期鍛鍊必定肺活量大增。

　古色古香的中國古典宮殿風的宮燈教室，
碧瓦紅牆散發獨特之思古幽情，宮燈大道兩
旁茂密的矮樹及隨季節綻放的豔麗花朵，在
落日餘暉照映下更浪漫動人；宮燈獨特的懷
舊氣息除了是學生們閒暇之餘散心的好去
處，更吸引許多偶像劇前來取景拍攝。
靈感★★★★★
　浪漫唯美的氣氛，培養細膩動人的人文氣
息。

　中國式花園的造景，有淡江御花
園之美稱，不僅有面迎淡水河及觀

音山這渾然天成的好美景，還有充滿芬多精的綠色迴廊，時
而聽見瀑布流水的潺潺水聲，還有假山造景，讓人彷彿穿梭
時空，回到古代宮殿花園；夜幕低垂，遠方點點燈火，星光
閃閃浪漫情調，更增添淡江獨特風情；微微徐風輕拂，在覺
軒花園自在休憩，感受世外桃源般的情境，心靈似乎也都跟
著淨化洗滌了呢。
靈感★★★★★
　身入其境，即發文思泉湧之情。

　這塊長年翠綠的草坪，平坦遼闊，是淡江學子們戶外活動的絕
佳場地，然而，這塊草皮不僅承載學生團隊活動的回憶，更是校
園民歌的發源地。樹叢間一把吉他架在石碑上，碑上題字「唱自
己的歌」，為「李雙澤紀念碑」。李雙澤當年以「唱自己的歌」
為號召鼓吹年輕人傳承民歌樂曲，提倡創作自己的歌，不僅開創
了台灣的民歌風潮，還讓淡江有「民歌的校園」之稱！如今校園
內歌曲創作風氣仍極為盛行，除了各音樂性社團的創作發表備受
各界矚目，更有許多人因此被發掘，如金曲獎得主盧廣仲；音樂
圈中不乏淡江學子的身影，將這股對音樂的熱情傳承下去。
靈感★★★★★
　譜出動人音符，啟發創作的力量。

　書卷廣場中央為一座四片白色
高牆繞圈造型的「竹卷」，象徵
古代的簡冊，以其為中心向外擴
張的綠色草地，所以稱為書卷廣
場，因為外型特殊討喜，被同學
們暱稱為「蛋捲廣場」，這裡常
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活力★★★★★
　多采多姿的表演活動及展覽，
揮灑青春，注入滿滿熱情。

　位於商館前的福園，有著一片綠油草皮，
山水造景、樹蔭濃密，上有瀑布水流，下有
色彩繽紛的錦鯉悠游，每到下課時間總會看
見學生們坐在草地旁開心地聊天、休息；此
外，在瀑布頂端傲視的金鷹銅雕，是歷屆
「淡江菁英」金鷹獎得主所組成的菁英會，
為回饋母校特別籌資，花費百萬鑄造而成，
希望淡江學子能看得遠、看得準，未來都能
獻身國家，造福人群，回饋母校。
活力★★★★★
　挹注實踐夢想的年輕活力。

　初次到五虎崗練武功的新鮮人，即
將面臨層層關卡和嚴峻考驗，你準備
好了嗎？只要掌握攻略大全，所謂兵
來將擋、水來土掩，就能關關難過關
關過。闖關成功後，各種能力增值，
絕對讓你高人好幾等。

　
　全台首座海事博物館，無論是船長掌
舵的英姿或現代航海儀器的精密設備，
都能在海博館親身體驗；外型如一艘大
船，甲板、船桅樣樣不缺，館內展示古
今中外從獨木舟、戰艦、郵輪到航空母
鑑等船艦模型，艘艘皆照原船結構比例
縮小，細緻真實。有模擬輪船內部設
計的船艙、駕駛室、地球儀、方向測位
儀，還能親身操作旋轉掌舵，絕對是前
所未有的體驗。
知識★★★★★
　獨一無二的航海體驗，滿足在海上縱
橫的幻想。

海事博物館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覺軒花園

　於文館前延伸到教育館的林蔭
大道－－「休憩文化區」，是現
在全校師生下課空堂聚集的最
「夯」地點，林蔭大道下的木製
桌椅提供師生討論課業、社團活
動的便利，整個徒步區，在濃濃
咖啡香及陣陣飄來的麵包香更增
添了一股自在愜意，多元空間的
規劃及商店的設立也大大提升便
利性。
活力★★★★★
　下課空堂最佳去處，補充滿滿
的體力及精神。

休憩文化區

　紹謨紀念體育館座落於五虎崗上，面山向
海，在運動時還可遠眺淡海晨曦、欣賞落日
餘暉。體育館內設備新穎，不僅包括排球
場、籃球場、桌球教室等多功能球場及重量
訓練室、舞蹈室等，館內更貼心地設有免費
淋浴間，方便做完運動的學生可以立刻沖洗
汗流浹背的身體；除此之外，重量訓練室裡
的器材類型眾多、新穎，可鍛鍊到全身各個
部位，雕塑好身材。
體力★★★★★
　強健體魄，孕育許多運動健兒。

紹謨紀念體育館

　五虎崗上的傳奇代表著淡江人「虎虎生風」。位於體育
館旁的63階樓梯便是五虎坡，通往紹謨紀念體育館；爬上
五虎坡，一眼就可看見一座五虎環抱的中空造型銅質雕
塑「五虎碑」，五虎碑上有創辦人張建邦所寫的五虎崗傳
奇，象徵著創校的立足點，代表本校於五虎崗上所奠定的
淡江江山。
體力★★★★★
　前往體育館的熱身運動，讓身體更加活絡舒暢。

　紹謨游泳館高達六層樓，
位於四樓的泳池有50公尺的
長度與多水道，備有活動式
跳台、殘障下水坡道、看台
與 音 控 中 心 等 ， 為 兼 顧 學
生安全，另有救生員巡邏把
關，一年四季都是溫水，在
寒 冷 的 氣 候 中 仍 可 恣 意 暢
「游」。館內也設韻律教室
與體適能檢測中心，全方位
發展體育性能。
體力★★★★★
　雕塑身材曲線，訓練良好
體適能及絕佳耐力。

紹謨游泳館

五虎碑雕塑

　經由全校同學共同票選，海豚成為本校的
吉祥物。在宮燈大道頂端的圓環，有兩隻跳
躍的海豚，栩栩如生的活潑樣貌，「立足淡
江，放眼世界」，希望學生們不僅有如海豚
強韌的生命力，更具有靈慧的內在氣息。
靈感★★★★★
　源源不絕的活力及開闊的視野環境，必定
能激發滿腔熱血。

牧羊草坪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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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難坡

食在好味道
　闖關前勢必得先填飽肚子，淡水校園附近美食雲集，各式
各樣的料理絕對讓你大飽口福。校園裡，文館前林蔭環繞的
「休憩文化區」設置多組木桌椅，一旁有下課時總是大排長
龍的小小麥，全日皆有漢堡、三明治供你享用；還有販賣麵
包烘焙、手工餅乾的月亮咬一口；海音咖啡一年四季提供你
冷熱飲。若不想人擠人，又想吃到便宜的正餐，位於女生宿
舍松濤館地下一樓的美食廣場是最佳選擇。而校園周邊美食
何處尋？共有三大區域任君選，分別為：大學城、大田寮和
水源街，不管是港式燒臘、俗擱大碗的自助餐，或是異國美
食，舉凡日式料理、義式披薩還是美式漢堡，這裡通通有。

必知生活補給站
　淡水的天氣老愛作弄人，欲前往淡江闖關的新鮮人，齊全
的衣物及生活用品不可或缺。夏天的防曬必備，冬天的遮雨
必須，一支強健的雨傘是最基本的配備；生活用品方面，最
近可至888生活百貨、全聯褔利中心、燦坤3C賣場等。位於

克難坡下的英專路夜市，還有遠近馳名的淡水老街，正是少
男少女逛街的好去所哦，這兒的店家從藥妝店至全省連鎖的
服飾店皆有駐點呢，為女孩們打造專屬美麗，為男孩們打造
獨特魅力。

尋覓棲身好場所
　來到淡江，除男女生宿舍是最好的棲身之所外，學校四
周圍皆有套、雅房出租，遍布於大學城、水源街及大田
寮。想知道更多校外租賃，可至本校校外租賃系統網頁
（http://163.13.152.5/rent）查詢。此外，若遇到住宿問題或
租屋糾紛，亦可尋求教官的幫助喔！
　要到淡江並非一件困難的事，若是通勤族呢，可以在台北
車站搭乘指南客運（北門到淡大）直達淡江，或搭乘捷運淡
水線再轉乘指南客運（紅27）至淡江大學，每10分鐘發一班
車，便利又迅速；若是機車族的你，可多利用校園周邊的學
生機車停車場，有大忠街和五虎崗停車場。

任選多元社團
　闖關之餘也要放鬆身心，身為大學生，社團是你的必修學
分之一，本校的學生社團多達200多個，豐富又多元，想必
剛成為新鮮人的你一定躍躍欲試卻又不知從何選擇起，沒關
係，只要點選淡江大學蛋捲社團網頁（http://dono.tku.edu.

tw/universityclub/uclub_category.aspx）便可知道各式社團一
籮筐的資訊囉！若想更了解每個社團的魅力，那便不可錯過
從新生訓練起至開學後為期一週，在淡水校園海報街所舉辦
的「社團博覽會」了，屆時各社團將使出渾身解數招募新鮮
人，這可是為大學生涯加分的好機會哦！

變身淡江達人
　若你以為只要具備食衣住行的技能就可闖蕩淡江，那就大
錯特錯了！校園裡可說是「考驗重重」，選課、教課書和文
具的選購及獎學金的申請等，都將會是闖關成功的關鍵。相
信很多新鮮人都十分關心選課問題，你可以先瀏覽學校網頁
【首頁>淡江學生>課程查詢系統】，系統裡除能讓你瀏覽
老師的授課大綱外，還有學生對老師的評價可供參考。而要
如何搶到超夯的課？如何在選課大戰時成功達陣？勤上PTT
做功課，和請教學長姐祕訣就對啦。另外，學校每年都會
提供許多獎學金給同學申請，這是慰勞同學努力後的獎勵，
詳細資訊請上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查詢。最後，闖關一定不能
少了祕笈，而這本祕笈便是本校學生每週必讀的「淡江時
報」，出刊時間為每週一，在各大樓報櫃均
可取得，淡江時報可以讓你發現新大陸，也
可以幫助你成為淡江時事達人哦！

闖關葵花寶典

圖／洪翎凱

覺生紀念圖書館前「讀書的少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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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文化區

書卷廣場

覺軒花園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牧羊草坪
宮燈教室

　蘭陽校園位處林美山上，大部分師生的飲食皆
在學校解決，餐廳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在強邦教
學大樓二樓擁有「元氣快餐」、「峯霖小吃」，
除了一般的便當外，還有炒飯、炒麵的選擇；除
此之外，宿舍一樓平台也有「818蒸知味」提供
滷味、乾湯麵及「星星簡餐」提供的簡餐，還有
「食食客客」提供飯類及炸雞類的餐點供同學選
擇。而「林美生活工坊」更提供各式餅乾、飲
料、泡麵供同學選購。

　蘭陽校園溫度適中，但天氣多變，建議同學準
備薄長袖及棉被，另外，因位於山上，雨量偏
多，記得要攜帶雨具。至於衣物清洗方面，除了
可以自行準備洗衣粉在浴室清洗外，宿舍區地下
一樓有洗衣室，洗衣20元，烘衣10元，同學可以
善加利用。

　蘭陽校園宿舍為2人一房的雅房設計，衛浴設
備乾濕分離，避免同學洗澡時滑倒，此外，每個
樓層都有交誼廳、電視、冰箱、微波爐、電鍋、
飲水機，以及脫水機供同學使用。除了可以善用
宿舍資源外，面海的同學只要打開窗戶就可以看
到龜山島的美景喔！

　蘭陽校園提供校車服務，接駁同學上下山，學
生票20元，方便又便宜，不過同學必須先上網預
約，才不會沒位置。此外，葛瑪蘭客運也提供林
美石磐步道至礁溪車站的免費接駁車，早上8時
至下午5時每小時一班，訂不到車位的同學也可
把握該車搭乘。至於往返台北的交通方式，同學
可從山下搭乘葛瑪蘭客運（票價105元，終點站
為台北轉運站）或首都客運（票價90元，終點站
為市府轉運站）往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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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出國行囊滿篋
  經過大一、大二這兩年專業課程的洗禮，還有大三出

國的外語實力培養，讓我覺得功力大增。剛進入蘭陽的

新鮮人們，希望你們都能夠在出國前先訓練出扎實的專

業知識，輔以大三出國的薰陶，一定能夠讓你有個美好

的四年！（旅遊四 陳棠笙）

全英語教學 提升競爭力
　在蘭陽校園，我最喜歡的是全英語教學的環境。在大

一的基礎英語訓練、專業知識的陶冶下，我的英語能力

有了很大的進步，大二就必須考托福或雅思申請外國學

校，因此學校為此準備了很多加強課程及訓練課程，相

信跟著老師的腳步，加上學校提供豐富的英語資源及自

我充實，你們一定能夠在出國後擁有更堅強的英語實力

喔！（政經四 黃正邦）

師生全體住校 溝通零距離
　由於師生全體住宿，因此師生的感情很好，彼此像朋

友一樣，我很喜歡這種零距離的感覺。而且同學的感情

都很好，在交誼廳一同聊天、自習室一同討論功課、在

籃球場揮灑熱血，甚至一起下山逛夜市等，這都是令人

難忘的回憶。（資通四 王彥翔）

志工隊、社區服務
　服務學習是本校極力推廣的學習重點之一，蘭
陽校園於2006年成立蘭陽志工服務隊，除了利用
課餘時間至礁溪鄉三民國小教導國小生學習英
語、電腦等課程外，甚至利用寒暑假舉辦營隊，
寓教於樂，今年暑假舉辦的小學英語育樂營，更
吸引宜蘭縣5間國小100餘名學生參加，甚至宜蘭
地區的地方電視台還做了新聞報導呢！前志工服
務隊長、語言三劉昊崴表示，在營隊或服務中，

看見曾輔導過的學童認識自己，並開心打招呼，
格外親切，看著他們高興的學習，覺得一切的辛
苦都值得了。
　此外，因為蘭陽校園位於礁溪林美社區，因此
服務學習課程還特別安排同學至林美石磐步道打
掃，而資創系更在寒暑假舉辦資訊體驗營，至宜
蘭縣社區進行服務課程，前資通系學會會長資通
三莊佳倫表示，不僅教導國小學生電腦的基礎課
程，還以遊戲、戲劇方式呈現資訊安全的概念，
運用所學教導給國小學童，真的很棒！

社團　
　身為大學新鮮人，千萬別忘記加入心儀的社
團。本校擁有200多個社團，其中蘭陽校園也有
21個社團供同學選擇。想成為國標王子或公主，
絕別錯過「華麗旋轉國際標準舞社」；擁有強烈
表演慾、想與音樂人切磋琢磨的你，一定要來
「搖滾來搖滾去研習社」瞧瞧！熱愛跳舞的青
年，無論你是否有舞蹈天分，只要有顆熱情的
心，也可以加入「街舞社」喔！無論是宜蘭區大
大小小的比賽，或是台灣區的表演，常常可以看
到他們的身影！心動嗎？那就趕快行動吧！

智慧花園、開心農場
（欣賞杜鵑花、菜園）
　蘭陽校園除了有個非常漂亮的智慧花園，種植美麗
的杜鵑花外，學校還種植金棗樹，每年總是吸引許多
師生到這裡採金棗，最令人興奮的是真實版的「開心宿舍一樓平台

（賞夜景、俯瞰蘭陽平原）
　好山好水的蘭陽校園，令人稱羨
的，非賞夜景、俯瞰蘭陽平原莫屬。
每到假日，宿舍一樓平台上，總會吸
引大批觀光客駐足，除了蘭陽校園本
身設計富現代化的美感外，也能從平
台上看到整個蘭陽平原。平日時，許
多師生坐在平台聊天、慶生；假日
時，許多遊客在此欣賞美景、野餐，
宿舍一樓平台可是校園超夯景點之一
喔！

強邦國際會議廳前落地窗
（約會好地點、俯瞰蘭陽平原）
　蘭陽校園建校之初因應全球綠化趨勢，建構綠建
築，2007年榮獲內政部頒發綠建築標章。而對於校內
師生而言，不想要受日曬風吹之苦，但又想要欣賞蘭
陽平原美景，到強邦國際會議廳前的落地窗準沒錯。
在這片落地窗前，常看到一對對的情侶坐在這裡欣賞
冉冉上升的龜山日出，晚上也會在此欣賞夜景，在會
議廳內開會的師長們，坐在座位上也可以看到蘭陽平
原的美景喔！

梅園（欣賞盛開的梅花）

　

衣

住

行

圖書館、自習室、電腦教室
　俗話說大學必修三學分：課業、社團、愛情。
在蘭陽校園，除了社團及愛情外，課業也很重要
喔！此時，圖書及資訊設備就很重要了，蘭陽校
園擁有圖書館、自習室，以及電腦教室供同學使
用。想借的書不在蘭陽校園嗎？別擔心，只要上
圖書館網站填寫「代借申請單」，就可以從學
校其他圖書館調過來喔！電腦教室則提供列印服
務，讓你交報告不用擔心沒有印表機！至於自習
室，則是期中、期末考的好去處，24小時不打烊
的自習室，保證讓你學期all pass！

　在校生真　　  推薦校園夯景點

農場」，種
植許多種類
的蔬菜，在
無形中增進
師生互動，
聯繫彼此情
誼。

（欣賞盛開的梅花）

　民國97年，為
慶祝本校成立58
週年暨創辦人張
建邦80華誕，由
宜 蘭 鄉 親 菁 英
成立的蘭菁社特別捐贈梅樹，栽植於蘭陽校園
成為「梅園」，並雋以「以介眉壽」的雅石為
誌。每到盛開季節，總會看到許多師生到此散
心賞花！

（圖書館）

（自習室） （資創系體驗營）

（音樂性社團表演）

畢業舞展，同學展現青春活力。 蘭陽路跑，強健體魄。
展翼歡送會，同學熱情有勁。

中秋節烤肉，共度佳節。

歌唱比賽，較量歌藝。

聖誕晚會，同學熱舞。

攝影／王文彥、黃士航、吳佳玲

攻略大全－－淡水校園大補帖

五虎崗傳奇
五虎碑雕塑

食食食食

挖挖挖挖寶寶寶寶寶寶寶聖
住住

聖聖聖聖聖聖地

　淡江大學有四個校園：淡水校園、蘭陽校園、台北校園及網路校園。淡水與蘭陽兩校園的學生活動多采多姿，但是有多元成人課程的台北校
園及無遠弗屆的網路校園，也不要忘記來瀏覽與體驗一番，這正是「多元一體四個校園」的特色！

地－－蘭蘭陽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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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笈

五虎碑雕塑

每到春天，蘭陽校園的杜鵑花開，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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