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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生特刊
下一站，人生富翁
由此開始

克難坡

淡江大學花牆

與其他玩家搭肩，一起登上132
階克難坡！

覺軒花園

宮燈大道
午夜，站在第3根宮燈旁，等待
傳說中的「宮燈姐姐」！

清唱本校校歌「浩浩淡江」的下
一句！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覺生紀念圖書館
刷學生證進去逛完每層樓！

擺個時尚Pose與蛋捲合照！

書卷廣場旁，有個讀書小女孩的銅
像，提醒著淡江人要孜孜不倦，這高聳
建築物就是圖書館。覺生紀念圖書館有
著淡江七星級飯店之美稱，不僅藏書豐
富，更有多元的媒體影音資料跟期刊。
且不定期舉行主題書展與講座，讓你開
拓眼界，保證4年都受用！

座落於淡江校園中心點的草坪廣場
上，可以看到有一座以古代簡冊為造型
的白色雕塑聳立於眼前，勉勵淡江人勤
讀書。由於造型類似蛋捲，所以也為淡
江人暱稱蛋捲廣場。每年在這裡舉辦的
書卷節，社團及系學會的精彩活動，皆
吸引許多學子嚮往淡江這片學海！

繞著里程碑跑5圈！

說出兩首民歌歌名！

書卷廣場

文錙藝術中心
請與「旅者」對錶！

尋找美食廣場3樣好
味道！

征服132階陡坡，是每個淡江新鮮人必
須挑戰的，由校長、副校長及各學院院
長、系主任、所長領隊拾階而上，踏實
走著每一步，身體力行地實踐「樸實剛
毅」校訓。雨季時，豪雨驟降所形成瀑
布景觀更是克難坡一絕。想要擁有強健
體魄，那麼你一定要來挑戰！

踏入淡水校園大門之前，有座點綴著
繽紛花葉的立體藝術牆面，矗立在學府
路與水源街交接處，這是由建築系兼任
講師徐維志建築師所設計的。花牆以音
譜造型為基底，斗大的「淡江大學」四
字氣派地迎接蒞臨淡江的每個人，宛如
說著，來吧，快來淡江一探究竟！

健康
獲得新生健康檢查
一次。

蘭陽校園

在外讀書最害怕的就是身體上的病痛，你只要
攜帶學生證前往位於海事博物館下方的醫務室
（M111），就能免費接受校醫的看診服務！若恰值
校醫休息時間，也可就近至大學城、英專路等中
醫、眼科、牙科、耳鼻喉科診所，或是醫學中心馬
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等尋求治療。如發生重大意外
或需急診時，可撥打24小時的教官室（分機2213）
尋求協助。

登上克難坡，眼前呈現的是中國傳統
的宮燈與宮殿式建築，春天裡杜鵑花與
月季花齊放，細細聆聽，還可聽見從這
古色古香的宮燈教室裡傳出諄諄的授業
聲。這裡是淡水校園興建教育校舍的起
點，也是孕育淡江人的教學里程碑。宮
燈教室象徵本校以「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的抱負與理想。

這是仿宋代庭園設計的淡江御花園，
位於宮燈大道旁，比鄰宮燈教室，古樸
中兼具現代感。走在曲折迴廊，或是在
「美人靠」上休憩，看錦鯉戲波、聽蛙
鳴鳥叫，真是愜意極了！其旁「宮燈教
室茶藝廳」常有音樂表演及社團活動，
為花園增添不少文藝氣息。

順著覺軒花園往上走，迎面而來的清
幽小徑，道寬剛好容下兩人，這就是淡
江人暱稱的情人道，漫步其間，聽蟬
鳴、聞鳥唱，實在好情調。步道盡頭的
紫藤花棚旁就是淡江人稱之為陽光草坪
的瀛苑草坪，種有原產於澳大利亞的尤
加利樹，正是辦活動的好地點。

從海豚里程碑往學生活動中心後方
走，眼前展開的綠地上有把吉他雕塑豎
立於石碑上，並有蔣勳題的「唱自己的
歌」五字。這裡是校園民歌發源地，當
年李雙澤等人即在此開創民歌風潮。淡
江孕育過許多知名音樂人，林生祥、雷
光夏、盧廣仲等，都曾在此揮灑、高唱
自己的歌！

下一站，人生富翁

本校猶如一座美食城，若以校內
的美食廣場為軸心，校園外周圍可
劃分為大學城、水源街、大田寮等
三大區域，往校園外走，不論走到
哪都能遇見夜市小吃、家常料理，
抑或是異國料理等令人垂涎欲滴的
美食。每當走向大學城中央的十字
路口，常會巧遇正在苦惱要選擇哪
些食物的學生。美食太多令人困
惱，同時也是淡江人的甜蜜負擔！

宮燈大道最高處豎立一座海豚飛躍海
平面造型的里程碑，這是50週年校慶
時，票選而出的吉祥物，意味著淡江生
氣蓬勃向上躍升的活力，也期許淡江人
擁有遨遊四海的國際化態度與能力。正
如基座上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勉勵語：
「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
創未來」。

新生必知活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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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人生富翁」由本校張家宜校長與校友徐航健擔任領航人，張家宜校長以未來化的前瞻視野帶領本校推行全面品質管理體系（TQM），邁向「優質、精緻及注重品質的綜合大學」，本校
並於2009年榮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殊榮。徐航健則是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校友，獲2014年出刊的美國財經雜誌《富比士》亞洲版評選為「亞太區慈善英雄」。本刊特別邀請張家宜校長與徐航健
校友搭乘熱氣球，引領大家環遊淡江大學位於五虎崗上的淡江校園與位於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

強邦國際會議廳

你正站在宜蘭縣礁溪鄉林美山
上的蘭陽校園，不僅能俯瞰蘭陽
平原，也能遠眺臺灣八景中的
「龜山日出」。蘭陽校園推動全
國首創的「大三出國研習」及
「英語授課」教學，透過英式全
人教育、師生共同住宿，以及導
師制度，將培養你具備國際視
野、語文能力及競爭力。

索取3位演講者的簽名！

響應環保，隨手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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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7年榮獲內政部
第五屆綠建築標章，包含建軒館
與文苑館學生宿舍、教學大樓、
及強邦國際會議廳等。

你可以看見豎立在強邦國際會
議廳側的草坪上，名為「蘭陽
心•淡江意•雪山情」的「雪山
隧道雕塑」，它象徵本校創始淡
水，繫心蘭陽，寄情雪山之情
懷，用以慶賀蘭陽校園建校及北
宜高速公路通車。

車上下學，則可利用大忠街及五虎崗的機車停車
場。每天23時至凌晨1時，總務處交通安全組貼心
提供「夜間護送」服務，尤其是晚歸的女同學可
多加利用。護送專線為（02）2623-5101。

指南客運
公車站
紅27

嗎？直接上本校學生事務
處職涯輔導組（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7）即可查詢校內、外
工讀，還有相關法規可供參閱喔！另外，生
活輔導組也提供生活助學金、清寒助學金、
原住民助學金等校內、外獎學金申請項目，
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初開始，請同學隨時注意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的公告。

商管大樓 B
黑天鵝展示廳

福園
福園

休憩文化區

科學館 S

命運

傳播館Q&O
海事博物館 M

機會

恭喜你網路順
暢搶到好課！

選課戰場

工學館 G

選課前，應先
注意應修習的核
心課程，以及

各科系必修、選修，並且上課程查詢系統
（http://esquery.tku.edu.tw/acad/），查詢該
學年、學期開課狀況，再進行模擬個人課
表；同學們，切記應備有多元選課方案，以
備不時之需！
在各系專業課程外，學校各處室、系所常
會不定時邀請專業人士、講師進行學習講
座，而本校學生學習發展組也經常舉辦各類
型讀書會等活動；想培養個人學習能力的同
學，可前往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
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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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紅28公車亭

運動場

行政大樓 A

書卷廣場

文錙音樂廳

網球場

驚聲廣場

宮燈大道
海豚吉祥物
里程碑

覺軒花園
情人道

外語大樓 FL
覺生紀念圖書館
覺生紀念圖書館UI
覺生綜合大樓 I

文錙藝術中心
松濤館 Z

淡江大學

響應節能減碳，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

文字／周雨萱、黃詩晴
攝影／吳國禎、吳重毅、王政文
插圖／呂瑩珍

牧羊草坪

克難坡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蘭陽學習資源 平臺眺望美景
讀完30本書再走吧！

拿起望遠鏡，尋找林美山上的飛鳥！

命運

驚聲紀念大樓 T

覺生紀念圖書館

郵局

淡江大學花牆

榮譽學程

恭喜你成為正港
社團人！

藝術中心緊鄰女宿松濤館，透明的玻
璃建築是淡江的藝術集散地。門前佇立
著重約400公斤銅雕「旅者」，是身兼教
育家及雕刻藝術家的日本平成國際大學
理事長佐藤榮太郎所贈。想培養藝文氣
息，要不時來這裡欣賞各類藝術展，定
會讓你藝術沐身，氣質逼人！

恭喜你搶到「秒殺」的免費音
樂票兩張！

蘭陽夜景

蘭陽校園步道

在燦爛星空中，找出當季3個星座！

數數看，共有幾棵櫻花樹？

淡江社團多達2百多個供你選擇，在眾多社團
中，能培養你在課業以外的興趣、技能，還可以藉
由參與不同的社團、來自不同科系的同學身上，
學習到策劃活動、人際交流等能力；本校自100學
年度起將「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納為大學部學
生之畢業必修，而且自實施社團學分化以來，此課
程已為淡江特色之一，獲得國內他校認同及參訪，
其課程包含「入門課程」、「活動參與」及「活動
執行」三部分。詳情可上「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
統」（http://lpcs.tku.edu.tw/ClubManagement/fc_
news/fc_news_all.aspx）

驚聲銅像廣場 紹謨游泳館

住

站在廣場中央，大喊「我愛淡江！」

使用跑步機40分鐘！

這是全國首座的海事博物館，
仿照商船主體部位的藍圖來建
構，館內展示古今中外15世紀到
17世紀按照等比例縮小的各類船
艦模型，並提供免費導覽解說服
務。站在船長室，手握輪盤以及
在掌舵的同時，是不是能有種徜
徉在淡江這片浩瀚學術之海的感
覺呢？

「黑天鵝」即將開展，請將手機靜音！

這裡提供學系畢業展、社團自
主舉辦展覽、社團及系學會成果
發表展的舞台！想要讓大學生活
更多采多姿，除了去造訪外，你
一定要親身體驗成果發表並參與
佈置展覽。跟一群好夥伴共同為
社團成果而努力，也是大學必經
之體驗喔！

衣

說起在淡江的穿衣哲學，不得不先說淡江多變的天
氣；夏天的淡江十分酷熱，而冬天又常常是全臺最低
溫，有時更會讓你在一天內感受氣溫驟變，所以平常
記得多做防曬工作，並多帶一件外套以備不時之需。
而突如其來的大雨更讓人措手不及，所以不論陰晴，
出門記得備把骨架牢靠的雨傘！還有，淡水較潮濕，學校附近有許多洗衣店可烘衣。

淡水冬天低溫潮濕，請穿兩件保暖衣出門。
今天是你生日，請在福園許3個
願望！

紹謨紀念體育館
馬上找個社團加入！

休息片刻，和松鼠近距離接觸！

校女生宿舍松濤館，不但置於校內，
上課近，且容易認識新朋友，且價錢
來到蘭陽校園，不僅能觀賞校園美
景，更能在強邦國際會議廳內的落地窗
前，不受風吹日曬之苦，一邊吃點心，
一邊透過落地窗觀覽蘭陽全景，映入眼
簾的景致，令人心曠神怡。

一說到蘭陽平原的夜景勝地，第一個
想到就是本校的蘭陽校園。不僅具有十
分遼闊的景觀，且在入夜時分，霓虹
燈、萬家燈火、星星組成的點點星火，
恰似人間仙境，是本校師生專屬的私房
景點。

當值冬末初春，蘭陽校園步道遍布盛
開的櫻花，你不妨與同學相伴至此賞櫻
散步，將能見到櫻花隨著微風飄逸落下
的美景。

實惠；而男同學擔心住宿品質嗎？本
校的淡江學園設有「寧靜樓層」維護
你的權益，也是自制的好選擇。沒抽
到宿舍也沒關係，學校周邊也有許多
套、雅房，可參考本校「校外租賃系
統」（http://163.13.152.5/rent/），對
於住宿問題有疑問或租屋糾紛，亦可
尋求教官協助。

多元一體 1 great university 四個校園 4 distinct campuses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位於覺軒花園旁，一尊銅像佇立在圓
形廣場上。銅像是驚聲先生，為本校
「淡江英專」時期的創校校長，也是改
制大學後首任校長張建邦先生之父。基
座上刻著「功在作人」以紀念驚聲先生
在教育上的奉獻。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站在廣場中心點大聲唱歌，其效果妙不
可言！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聳立於克難坡之巔，樓高6層的游泳館
位於淡水校園大門入口前。正面為玻璃帷
幕，配備50公尺的泳池位於館內4樓。可
遠眺淡水晨曦與夕陽，真是美不勝收。除
了高級游泳池與淋浴設備，一樓大廳兩側
更有配置為數頗多的健身設備、器材，優
美環境兼顧你的身心。

7層樓的玻璃帷幕建築，除1、2樓為社
團辦公室及社團空間外，這裡是提供學
生室內運動的環境。最高的第7層為多功
能球場，6樓設有專業的運動傷害防護
室，4樓則有排球場及羽球場，此外各樓
層的重量訓練室及舞蹈室，皆擁有高水
準配備呢！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文學館與傳播館前榕蔭綠意蓊
鬱，陽光灑落在木桌上，伴隨著
剛出爐的陣陣麵包香，這裡是超
夯的休憩文化區，隨時可見師生
談笑風生。想充充飢嗎？可以到
小小麥、全家便利商店選購點
心，再從海音咖啡買杯飲料，就
可以與偶爾爬下來打招呼的小松
鼠度過美好的課後時光！

站在五虎碑前，咬一口甜甜圈！

女同學擔心住宿的安全問題嗎？本

蘭陽校園圖書館位於強邦教學大樓
中，不但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且提供
寬敞空間及設置暖黃色調燈光，藉此減
輕學生課業壓力，且有效舒展身心，是
讀書的最佳場所。

商管大樓前有座小花園，魚池
內錦鯉悠游，山石上還有座金鷹
雕像呢！此雕像設置於1987年，
是由「淡江菁英」金鷹獎獲獎校
友組成之「金鷹會」為回饋母校
而立。金鷹展翅的模樣，時時刻
刻鼓勵著淡江人要擁有傲視群雄
的氣魄！

五虎碑

請找出3個學校附近
租屋社區的名稱！

外觀取自蘭陽勝景五峰旗瀑布、籌備
興建歷時4年，並於今年正式啟用的紹
謨紀念活動中心，在宜蘭這個多雨的城
市，你不必擔心下雨時沒地方運動。此
外，它也是蘭陽校園綠建築的新成員
呢！

音樂廳以圓為概念設計，觀眾
席共252席，作為室內樂、獨奏
會、樂團、小型舞台劇、演講、
電影放映等多元用途，讓淡江人
充分享受藝術薰陶！音樂廳的設
備可媲美國家音樂廳之水準，且
擁有音質極佳的史坦威鋼琴，成
為名師期盼到本校表演的重要因
素之一。

登上船艙，體驗船長的威風！

淡江社團人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學生活動中心 R

陽光草坪
（瀛苑草坪）

恭喜你獲榮譽學
程選課資格！

有鑑社會及產業發展多元化趨勢，本校積極開設
跨系、院、校學程，此外，自101學年度起還開設
「淡江大學榮譽學程」，課程分為「進階專業」、
「通識教育」、「課外活動」3部分，並由各領域
優秀教師、業師授課；此學程最重要的是在培養
優秀學生，經修畢，畢業證書上會加印「榮譽學
生」，如果你符合資格，千萬別放棄這個機會，趕
緊上淡江榮譽學程〈http://honor.tku.edu.tw/〉了解
詳情！

宮燈教室 H

請跟我登
上克難坡！

行

教育館 ED

工學大樓 E

鍾靈化學館 C

紹謨游泳館 N

淡江品德年
淡江自2013年開始推動「學生有品，淡江有德」
的品德年，配合校訓「樸實剛毅」，並重視品德文
化。以9項品德為宗旨：樸實剛毅、自主自律、淨
境淨心、孝親尊長、尊重生命、賞識感恩、公平正
義、關懷行善，以及公民實踐。期盼本校學子能自
動自發地從生活周遭、社團活動等層面，落實品德
教育。

五虎碑

文學館 L

••••

慢跑10圈，暢快流汗！

N

文化休憩區

本校交通方便，不論是捷運、公車、計程車等都是好選擇，而本校
學生最常搭乘的為756、308、紅27、紅28路線公車；若欲往返淡水
校園和捷運淡水站，可在位於體育館旁的指南客運，或行政大樓旁搭
車，頻繁的車次讓你錯過一班車也不需緊張，車程約需花費10分鐘。
此外，搭乘308路公車可達捷運劍潭站，756路公車也能達臺北車站。
不論是享受散步樂趣，或是運動，你可以從捷運淡水站順著英專路，
並藉132階的克難坡到達校園，中途還能逛逛熱鬧的英專夜市。若是騎

想要工作經
驗，又不知道如
何取得打工機會

命運

恭喜你獲品德勳
章一枚！

福園

與其他玩家繞雕像，玩「火
車過山洞」遊戲。

打工基金

紹謨紀念
體育館
SG

一樣
像我 生的
人
成為 喔！
富翁

節能綠建築 雪山隧道雕塑

強邦國際會議廳，外觀採用玻
璃帷幕製成，而這裡經常是舉辦
開學典禮、歌唱大賽、畢業典禮
等校內重要會議、活動的召開場
所。落地窗前還能觀賞令人心曠
神怡的景觀，頗具提神舒壓療效
呢！

機會

恭喜你找到打
工機會！

新生特刊電子書APP
Android iOS 版本QRCode
請 至 淡 江 時 報 網 站
（http://tkutimes.tku.edu.
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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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錙音樂廳 海事博物館 黑天鵝展示廳

請自備骰子，
兩人以上即可遊戲。

命
運

在草書大師于右任題字的涼亭，
小憩5分鐘！

來闕宋詞，想像自己是古人！

食

牧羊草坪

瀛苑草坪.情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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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之初爬克難坡拾級而上，而畢業
典禮必經之路則是榮耀的64階五虎崗！
崗坡上有座五虎環抱的「五虎碑」雕
像，為名雕塑家王秀杞先生之作。其基
座上刻有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撰寫之「五
虎崗傳奇」，期許學生們接受淡江的五
育薰陶後，都能如虎添翼、虎虎生風。

機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