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騮先紀念科學館

文學館
紹謨游泳館
驚聲廣場

福園

鍾靈化學館

黑天鵝
展示廳

動中心

位於礁溪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已邁入第7年，這裡群山環繞，可遠眺太平洋，

教育館

樓

工學大

宮燈教室
克難坡

文／李亞庭、盧逸峰、莊靜 繪圖／李冠緯
攝影／羅廣群、鄧翔、劉代揚

俯瞰龜山島，歡迎你加入我們，這裡有許多讓你意想不到的精彩風情，請準備好
你的尋寶行囊，與我們一同挖掘豐富的寶藏。（文／楊志偉、攝影／李鎮亞）

書卷廣場

學生活

外國語
文大樓

蘭陽校園因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等9項完善的校園環境建置，2007年
12月22日榮獲第五屆綠建築獎章！蘭陽校園佔地40公頃，其教學大樓、強邦國際
會議廳皆有一面牆採用玻璃帷幕，可全覽蘭陽全景，另外其綠美化、太陽能接收
器及感應式水龍頭等節能設施、垃圾減量及廚餘消滅機、污水、生態水循環處理
等設備，最能符合綠建築的設計概念。

松濤館

覺生紀念圖書館
文錙藝術中心

走進淡江校
園後，首先映
入眼簾的是圓
形「驚聲銅像
廣場」，廣場
上的「驚聲爺
爺」無時無刻
都看顧著大
家。這裡也是
社團、學生們
常辦活動的地
方，常會有各
項表演在這裡
演出，還可以
盡覽淡水美
景，也是你談
天說地的好地
方唷！

淡江生活機能強 食衣住行超貼心
【生活機能】

宮燈教室

覺軒花園

在驚聲爺爺的身後就是聞名的宮燈大道，在其兩
側是碧瓦紅牆的宮燈教室，隨著季節開放的杜鵑
花、薔薇等伴著淡水夕照，浪漫詩情是你告白加分
的好地方，也是散步沉思的神祕國境。

在宮燈教室的旁邊，其蜿蜒的迴廊、疊石流
水的仿宋庭園設計，是體驗世外桃源的心靈花
園，來這裡可以沉靜身心，讓你思緒清晰，讀
書絕對滿分加點！

淡水校園周邊飲食非常方便，中
午時分最熱鬧的是在商管大樓旁的
「大學城」，這裡有排骨飯、雞肉
飯、鍋貼煎餃、水果飲料、便利商
店等，讓你可以享受多樣化午餐，
麻辣臭豆腐最受同學歡迎，加湯加
麵不用錢。而宵夜時刻最熱鬧的地
區是位在圖書館側門的「水源街」
和「大田寮」，豆漿燒餅油條、套
餐等，是你的宵夜良伴，其中的小
火鍋所準備的新鮮食材，更是同學
間口碑相傳的必點佳餚。另外，
在學府路上的餐廳、飯店，是同學
聚餐聯誼的好去處。若是還有不滿
足，「英專夜市」的各式小吃、特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經學生票選本校吉祥物是「海豚」，因此在宮燈
大道盡頭豎立海豚吉祥物里程碑，並象徵「立足淡
江，放眼世界」，鼓勵來往學生時時刻刻銘記勇往
向前，以開拓自己的未來！

蘭陽校園綠化植栽，種下了數千棵的臺灣原生樹種，除了杜鵑、櫻花、水生植
物之外，還有珍貴的臺灣原生種「針葉五木」、「闊葉五木」與冰河孑遺「四大
奇木」，吸引珍奇異鳥、松鼠、蝴蝶、螢火蟲等前來覓食棲息，營造成一個良好
的讀書研究環境。同時，每年響應政府提倡的節能減碳活動，蘭陽校園和企業共
同合作認養種植各類喬灌木樹苗，以開展生態環保宣導。

體驗服務學習

色飲食等多元化飲食，都能讓你滿
意！

【住】

淡水校園內有女宿松濤館、外有
淡江學園宿舍；校園周邊也有許多
套房、雅房可供同學們選擇、租
賃，更可上本校「校外租賃系統」
（http://163.13.152.5/rent/），參考
租屋資訊，教官每學期也會不定期
到校園周邊，訪視在外租屋同學。

蘭陽校園發揮「愛、服務、學習」的精神，帶動礁溪中小學發展，由蘭陽志工
服務隊、淡蘭書畫社、淡蘭布袋戲研習社以及蘭軒童軍團等共同推動，利用課餘
時間至礁溪鄉內的三民國小、龍潭國小，及龍潭國小匏崙分校進行服務，教導國
小生學習英語、電腦、教授中國書畫和勞作、戲偶彩繪等課程外，甚至利用寒暑
假舉辦營隊，藉由這個活動促進學生的團體教育。

淡水校園距離捷運淡水站有一
小段路程，指南客運有2條路線紅
27、紅28運行，往返於捷運淡水站
和淡水校園之間。除此之外，從淡
水校園搭乘756路公車可至臺北車
站（北門），308路公車則是可以
到捷運劍潭站（士林夜市），皆可
直達大臺北生活圈。若是想當個環
保又優雅的步行族，則是可以考慮
從捷運淡水站沿著英專路、克難坡
步行而上，除鍛鍊身體外，也兼顧
節能減碳的意涵。最後，總務處交
通安全組更提供「夜間護送」的貼
心服務，每天凌晨0時起至3時止，
於捷運淡水站對面之加油站接送同
學返校，或至校園附近的社區。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牧羊草坪

文錙藝術中心典藏中外藝術家作品，不時推出
名家作品展覽，也配合教學舉辦藝術欣賞講座，
讓同學在淡江生活中能隨時感受藝術氣息。此
外，文錙藝術中心也常舉辦藝文比賽活動，如
「文錙盃學生書法比賽」等，以增進同學對藝術
的興趣，歡迎一起進入藝術的殿堂。

文錙音樂廳音樂會免費索票，都是以「秒殺」計
算的，晚來一步就只能「下次請早！」。文錙音
樂廳有專業的音響設備、音樂表演燈光效果，除
了提供音樂性之相關教學外，也是學生社團成發
的最佳選擇。趕快到這裡感受一下接受音樂美聲
的禮讚與薰陶！

在海豚吉祥物里程碑旁的綠意盎然草地，有把吉
他雕鑄豎立石碑上，紀念這裡是校園民歌的發源
地，也是當年李雙澤在此開創臺灣民歌風潮。淡江
孕育許多音樂人，如雷光夏、盧廣仲等，均在自由
風氣下創作音樂。只要喜歡音樂，都可以盡情發
揮，揮灑屬於自己創作喔！

在牧羊草坪旁的大樓，是淡江人引以為傲的圖
書館，豐富藏書及現代化設備，絕對讓你流連忘
返，還會不定期舉辦主題書展、閱讀分享及電影
欣賞等活動。
覺生紀念圖書館除了豐富的藏書外，另外設置
了各類型的應用空間，提供友善研習空間，如多
媒體資源應用區、網路資源指導室、無障礙資源
室、研究小間及討論室等，方便全校師生學習。
同時也提供多元化的數位化資訊服務，如全年無
休的遠距服務、各類主題電子化資源及資訊檢索

系統便於連結取用。
若想念書別擔心沒地
的自習室，讓你隨時可
以用功。
而在玻璃帷幕設計的電
梯中，以最天然的方式
欣賞淡江最美麗的景
色，讓你在飽覽群書
之餘，也能享受淡江
四季更迭的美景呢！

休憩文化區
文學館前的休憩園區，有海音咖啡、小小麥和月亮咬一口，飲料、早
餐、點心樣樣不缺，綠意蓊鬱的老榕樹、愜意的木製桌椅，是個念書、
聊天、談心的好地方，還有蟲鳴鳥叫與偶爾爬下來打招呼的小松鼠陪伴
著你唷！

新生疑難解惑
【選課】

海事博物館
船型建築的外型，展示出古今中外各類的船艦
模型， 從15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未來超導
體電磁推進的各國船隻模型近60餘艘，著名的鐵
達尼號、瑪麗皇后號等等皆在其中，展現一艘艘
的海洋傳奇，館內並設有駕駛室，可讓你體驗掌
舵魅力，一起航向偉大航道吧！

黑天鵝展示廳

紹謨游泳館

天鵝都是白色的嗎？黑天鵝是例外！以此命名的
黑天鵝展示廳，便是讓學生推翻傳統、展現創意的
活力所在！內部設有三個展示間，在這邊可以吸取
各個領域的創意巧思，看見學生們的熱血活力，社
團、系學會的成果發表會、畢展等皆在此展出，快
來看看現在的學生，都在瘋什麼吧！

高達6層樓的紹謨游泳館，溫水泳池的設備讓
你在四季裡都能享受游泳的樂趣。還有長達50
公尺的多水道與活動式跳臺、殘障下水坡道、
看臺、音控中心，以及體適能檢測中心等設
施，一學期只要500元，就能享受這五星級的頂
級設備唷！

五虎碑、五虎坡

蛋捲廣場、驚聲紀念大樓
福園
魚兒魚兒水中游！在商管大樓前的美麗造景，
依地勢建蓋而成的福園，山水綠地、錦鯉烏龜，
這生意盎然的校園綠洲，是校園內的著名地標，
常常是學生們聚首的熱門景點。

在圖書館前廣場，矗立著古代簡冊的雕塑，是淡
江人的精神堡壘，原名是「書卷廣場」，但在學
生間被暱稱為「蛋捲廣場」，這裡更是每年舉辦
「蛋捲節」的活動地，在這裡可以體驗到大家的
活力。 還有各社團成發、各系的畢業成果都會發
揮創意，讓蛋捲廣場更加精彩奪目！新鮮人，就
等你來搞創意，發揮你的無限可能！
驚聲紀念大樓於民國71年10月開始使用，這大樓

前為圓形，共4層樓，後為矩形，共12層。矩形為
科學之意象，圓形則為藝術之表徵，是融合科學
與藝術為一體之美感。驚聲紀念大樓內設有驚聲
國際會議廳大型會議室，是學術交流平臺，尤其
海內外大學的參訪、學術演講等活動，都在這裡
舉行。若要親近學界大師，增進學術專業，來這
裡就對了！

多元一體 1 great university 四個校園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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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山分出來
的五條山脈，讓
這附近的地區有
「五爪脈」、
「五虎崗」之
稱，本校位居第
四山脈，體育館
旁的五虎坡因而
得名，是畢業學
子在畢業前必
走的一段路。在
坡頂迎接學子的
五虎碑，象徵學
生接受五育薰陶
後，即能如虎添
翼、一躍登天。

來到大學這個新天地，首先「選
課」就是一門大學問！而在選課
開始前，可先上網至「課程查詢
系統」（http://esquery.tku.edu.tw/
acad/），選擇該學年規定的核心
課程與體育課程，規劃自己的課
表，為新的學期做準備！此外，本
校學教中心也會不定期舉辦各類學
習講座和讀書會，只要你擁有一顆
主動學習的心，一定可以得到意想
不到的收穫！另外，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也會定期舉辦各種英文課程
班，讓同學們有更多的平臺，拓展
自己的領域並加深加廣。有興趣
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http://
enroll.tku.edu.tw/）查詢。

【醫護】

紹謨紀念體育館
地下1樓至地上8樓的宏偉建築，包含體育行
政辦公室、柔道／武術室、韻律室、桌球室、
重量訓練室、排球場、羽球場、籃球場、代表
隊訓練室、教師研究室、社團辦公室及貴賓室
等多元規劃，是各項體育競賽場地首選，館內
備有乾溼分離淋浴間，運動過後涼快一下，趕
快體驗，絕對不能錯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在校園生活中，生病、受傷在所
難免！位於海事博物館（M111）
的醫務室，同學只要帶學生證就有
校醫免費提供的看診服務。而在大
學城、英專路等學校附近，也有中
醫、眼科、耳鼻喉科診所及醫學中
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等，方便
同學們就醫。而當發生重大意外或
急診時，可適時向24小時的教官室
請求協助。

【打工】

賺得經驗掙點零用，打工機會別
放過！想要在大學生活中，增加實
務經驗的你，可至學務處職輔組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main.jsp?sectionId=7）查詢校內、
外工讀訊息。舉凡像是圖書館、軍
訓室和盲生資源中心等校內單位，
不定期會釋出工讀機會，唯同學們
須注意應徵的條件及限制。在盲資
中心打工的德文二陳怡安表示，打
工雖然能學到許多事情，但也別荒
廢課業噢！另外，學校的月亮咬一
口麵包店、海音咖啡店也都提供工
讀職缺，同學可以密切注意校內張
貼的海報。

【社團】

「不要小看社團對你的影響！」
淡江擁有217個多元豐富的社團，
在多種性質與特色的選擇下，大學
生活不再只有枯燥沉重的課業，在
社團裡不僅可以學習如何資源規
劃、調適壓力，還可以結識一群來
自不同領域的朋友，真是一舉數
得！自100學年度起特別規定大學
部入學新生，須於畢業前完成「社
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一學分，其內
容包括專業知能服務學習、社團經
營與管理，提供學生課外社團活動
學習的認知與素養，賦予同學對社
團經營與管理之正確認識及嫻熟技
能，期許能結合「樸實剛毅」與
「三環五育」的精神，培養出具有
資訊化的能力、國際化的世界觀以
及未來化的宏觀思維，並打造屬於
淡江人的品牌。「社團學習與實
作課程系統」（http://lpcs.tku.edu.
tw/ClubManagement/fc_news/fc_
news_all.aspx）

在校園入口的132階克難坡，代表「樸實剛毅」的淡江精神，而克難坡旁
的強邦國際會議廳，是蘭陽校園重要的活動場合，舉凡新生家長座談會、開
學典禮、歌唱大賽、畢業典禮等校內重要活動，都會在這裡舉行。
在「強邦國際會議廳」側草坪上的「蘭陽心、淡江意、雪山情」的「雪山
隧道」雕塑，是慶賀蘭陽校園建校成功及北宜高速公路順利通車，而特地放
大的不銹鋼鍛造之雕塑品，以供蘭陽鄉親及本校師生和中外來賓瞻仰欣賞。

賞景好所在
蘭陽校園舉辦林美淨山活
動，學生積極參與協助清除垃
圾，並且樂在其中。
蘭陽校園應林美社區邀請參與
「低碳世紀 森活做起」，讓學生
藉此次機會體驗服務學習。

食在方便

圖書館、自習室、資訊中心

強邦國際會議廳、宿舍一樓平臺

在強邦會議廳外的玻璃惟幕下，常吸引許多學生駐足在此談天；另外也在
宿舍一樓平臺，以木造座位、綠色景觀打造談心的舒適空間外，可遠眺太平
洋、俯瞰龜山島、並可欣賞聞名的「龜山日出」和蘭陽平原，讓你不錯失蘭
陽美景。
夜晚自宿舍
一樓的平臺俯
視整個蘭陽平
原萬家燈火通
明，市區街燈
宛如數十條星
光銀河相互交
錯，加上盤踞
在林美山坡間
的蜿蜒公路，
一場獨特的視
覺饗宴期待著
新生來體驗。

學生餐廳、宿舍平臺

餓了嗎？強邦國際會議廳旁的學生餐廳，提供中式和西式餐點任君選擇，而學
生餐廳座位區也是交誼、辦活動的好地方，每年的聖誕舞會、各社團活動等，都
會在這裡舉行；宿舍一樓平臺還有便利商店、滷味店、咖啡店等，讓你在欣賞美
景之餘也能飽餐。若想要展現廚藝，宿舍每層樓的廚房都有微波爐、電鍋、飲水
機及冰箱，讓你自理方便。

建軒一館、文苑一館

蘭陽校園的宿舍均為溫馨2人雅房、乾濕分離衛浴提供住宿的安全和舒適；每
個樓層均有兩個交誼廳，電視機、微波爐、冰箱、飲水機、脫水機等，滿足同學
生活上的需求；蘭陽校園採師生共同住校的方式，若有任何生活及學習上的問
題，都有師長為你解惑唷！
但林美山上天氣變化多端，特別是冬天天氣常讓人有點措手不及，但別擔心，
準備厚重衣服和雨具就對了，宿舍地下一樓有洗衣、烘衣部，洗衣一次20元，烘
衣30分鐘10元，也可以在浴室內自行清洗後，到各樓層的陽臺曬衣。

方，24小時開放

克難坡、強邦國際會議廳
、楊英風「雪山隧道」雕塑

本校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讓你學習超人一等！在蘭陽不方便到臺北？別擔
心只要上網下載填寫「代借申請表」，就可以和淡水校園、臺北校園圖書館
資源互享圖書資源，借調你喜愛及需要的書籍，讓你提升學習力。自習教室
24小時開放、資訊中心提供電腦和印表機，滿足你學習上任何需求。

住得安心

覺生紀念圖書館

重點地標

學習不脫鉤

【行】

【食】

克難坡
的人，也和藹地送走每一個歷經考驗的
人。」所以每年在新生開學典禮後，由
全校師長帶領新鮮人登克難坡，考驗同
學克服困難之勇氣與毅力。
這項活動已成為淡江人的傳統，相信
在林木茂盛的陡坡中，除了感受創校精
神外，也能期許自己在未來四年中能夠
更發光發亮！

淡水校園周邊的生活機能也很便
利，校園正門順著克難坡往捷運淡
水站走去，就到了淡水最熱鬧的商
圈之一「英專路」，書店、文具
店、服飾店等商家林立，是淡水逛
街的好去處。除此之外，靠近指南
客運公車總站的側門，沿著大忠街
走去，途經燦坤3Ｃ賣場、全聯福
利中心，附近也有久大文具店、影
印店等商家，滿足淡江學子日常生
活所需。

座落於蘭陽校園草坪的「雪
山隧道」雕塑，象徵本校創始
淡水，繫心蘭陽， 寄情雪山之
情懷。
蘭陽校園主建築外型新潮、
風格前衛，周圍有碧綠如茵的
草地環繞，與湛藍清新的天
空、遠方的山巒相互輝映。

生態豐富

美食廣場
（地下一樓）

水源街區

驚聲銅像廣場、驚聲爺爺

綠建築獎章

水源街區

驚聲紀念大樓

學府路區

新鮮人，歡迎你！當你來到淡江大學時，你已經獲得尋寶的入場券，這
裡有如詩如畫的淡水美景、聞名的淡水夕照、豐富的知識寶庫、現代化的
運動設施等，跟著我們的腳步，將使你迫不急待地想一探究竟，趕快準備
好你的行囊，和我們一起去探險挖寶喔！

本校初創時，克難坡是通
往淡江校園的捷徑，這
132個的階梯象徵蓽路藍
縷，以啟山林的精神。
而在《淡江校風》一書
記載：「克難坡是淡江師生
養成『剛毅』性格的『冶金
爐』，嚴肅地考驗每一個上坡

REAS

石磐瀑布
位於林美
山上，海
拔約340公
尺，因有
巨石橫躺
於溪中，
以致溪水
漫 過 石
頭，從10
多公尺的
高度傾瀉
而下，形
成奇觀。

蘭陽好行

交通資訊

交通問題別擔心，別以為只有摩托車可以往返礁溪市區，學校提供定期的
交通車，只要上網預約，付20元後，就可以讓你回家、逛夜市都神速！而往
返臺北的同學，除搭乘火車外，也可選擇搭乘噶瑪蘭客運直達臺北轉運站，
或搭乘首都客運直達臺北市政府，方便又快速。

以球會友

運動設施、蘭陽路跑、智慧花園賞花

蘭陽校園設有網球場、排球場、籃球場等戶外空間，室內運動空間則有桌
球場、撞球室、高爾夫球揮竿練習室及重量訓練空間等，無論天氣好壞，都
可以隨時鍛練身體！另外，常舉辦校內師生排球賽、跨校「雪山盃」球類比
賽，讓你以球敦睦親鄰，結交許多好友喔。如果你比較喜歡靜態的活動，每
年春天智慧花園美不勝收，可以欣賞吉野櫻和杜鵑花，讓你不用到陽明山人
擠人，輕鬆度過優閒浪漫的下午。
而一年一度的蘭陽路跑，是你展現體力的好時機，從校門口出發環繞校區
進行路跑活動，全校師生一同齊力完成路跑活動，展現出超強的運動精神。

嬉遊趣

山下吃、喝、玩、樂

礁溪鄉是泡溫泉的好地方，鄰近礁溪車站的湯圍溝溫泉公園可以泡腳、宜蘭市
著名的非「東門夜市」莫屬、近年開幕的家樂福也可以滿足同學的購物需求；羅
東鎮則有羅東夜市、KTV等，同學可以把握機會，趁著大學四年，好好玩遍美麗
的宜蘭。
你也可以三五好友相約健行，推薦林美石磐步道，該步道位於礁溪高爾夫球場
旁，沿著得子口溪的溪谷而建，沿途大小瀑布頗多，最上層的是石磐瀑布，步道
全長約1.7公里，呈圓形環狀，全程約80~120分鐘可以走完，是知性之旅的絕佳
景點。

就是愛運
動！蘭陽
校園路跑
活動每年
吸引近百
人熱情參
與。路跑
鳴槍後，
大家齊步
開跑，從
蘭陽校門
口出發。

蘭陽校園學生社團

新生必知的活動
上學期
8月

各系迎新

9月

迎新宿營

11月

校慶、新生盃球賽

12月

聖誕舞會

下學期
3月

校友回娘家、春之饗宴

4月

蘭陽校園路跑活動、雪山盃球賽

5月

校長盃

6月

展翼歡送會、畢業典禮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蘭陽校園每年舉辦多場球類競賽，
雖然偶爾會遇上天況不佳，但仍然不
減選手們放手一搏的決心。
蘭陽校園曾於前年舉辦中秋節聯合烤肉
「月圓人團圓」活動，會中由搖滾社的同
學們帶來精彩的演唱表演。

蘭陽校園的學生團體組織，除了有系學會之外，還有建軒男生宿舍
自治聯誼會、文苑女生宿舍自治聯誼會、搖滾來搖滾去研習社、動漫
畫欣賞暨研究社、淡蘭書畫社、瑜珈社、蘭翔擊劍社、桌球社、華麗
旋轉國標舞社、街舞社、蘭馨大使社、蘭軒童軍團、蘭陽志工服務
隊、淡蘭布袋戲研習社、時
尚飲品社、淡蘭排球社等16
個學生社團，其屬性涵蓋學
藝性、體育性、康樂性、服
務性、聯誼性、宗教性及音
樂性。
讓學生在修習專業知能之
餘，多樣化的學生團體組織
提供學生於課外活動認知的
環境，也給予同學們對社團
經營、管理有正確認識及嫻
熟技能的空間。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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