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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江

歡迎來到淡江大學！這裡有豐厚、精彩的學習資源，包括學富五車的師資、
典藏豐碩的圖書館、科技新穎的電腦教室，讓新鮮人的期望與熱情會萌芽成專
業的競爭優勢。本報特別製作專刊，帶領新鮮人在校園內探險，進行一場精彩
的校園巡禮和景點導覽，並分享校園生活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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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軒花園往上走，濃蔭樹下的清幽小徑，其
寬度恰巧容得下兩人同行，最適合情侶漫步其
中，因此又稱「情人步道」。期待你／妳和未
來的另一半攜手走過求學時光。而步道盡頭的
紫藤花棚旁，就是淡江人稱之為陽光草坪的瀛
五虎崗
綜合球場 苑草坪，種有原產於澳大利亞的尤加利樹，是
社團辦活動選址的最佳地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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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文錙藝術
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為本校的藝術薈萃地，門前佇
立一座銅雕「旅者」，是身兼教育家和雕刻藝
術家的日本平成國際大學理事長佐藤榮太郎所
贈。文錙典藏了中、外知名藝術家作品，包括
國畫、油畫、水彩及多媒體作品，且不定時舉
辦展覽和藝文競賽活動，藉此提升校園美學氣
息、增添人文素養。新鮮人，想培養藝文氣質
與鑑賞知能，來這裡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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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新鮮人指南

SG 紹謨紀念體育館

覺軒花園
覺軒花園譽有「淡江御花園」美名，仿宋代
庭園的設計，園內景觀隨著四季變化，呈現出
多變風貌。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迴廊、花園造景
水池旁，或坐在「美人靠」上閱讀書報，都讓
人有一種穿越古今的錯覺。此外，與其比鄰的
宮燈教室茶藝廳，經常舉辦音樂表演及社團活
動，亦為覺軒花園增添不少文藝和熱鬧氣息。

覺生紀念圖書館

文錙音樂廳

樓高9層的圖書館是淡江人最引以為傲的知識
藏寶庫，擁有豐碩的中西藏書、數位電子書及
學術資料庫，亦設有多媒體資源應用區、網路
資源指導室、研究小間、24小時自習室；館方
不定期與校內單位合作舉行主題書展或講座，
讓你不用東奔西跑，即能開拓眼界。圖書館階
梯旁的「讀書的少女」銅像，則是提醒著本校
同學時刻孜孜不倦、努力用功向上。

文錙音樂廳擁有高水準藝術演出舞台，設備
媲美國家音樂廳，其可作為室內樂團、獨奏
會、小型舞台劇等多功能用途，觀眾席擁有4個
包廂、共計252席，音質極佳的史坦威鋼琴，絕
對能讓師生充分享受一場美好的音樂饗宴及藝
術薰陶！文錙音樂廳的錄音設備更是一流級水
準，曾在此錄製專輯的余昶賢、曾增譯等人，
其作品更於2014年入圍多項金曲獎。

選課／社團／獎助學金、打工
克難坡

選課
為了選到理想的課，就必須要做好準備！事前應了解須修習的核心課
程，以及各科系必、選修，再利用課程查詢系統查詢該學年、學期開課狀
況，最後可利用模擬系統，預先擬定理想中的課表，這樣到了選課時分才
不會手忙腳亂，但記得一定要準備數種選課方案，以備不時之需！

社團
淡江非常重視社團參與，社團的數量更達到兩百多個，可以透過參與社
團，培養課業外的興趣、技能，更可以和不同系所同學交流，激盪出更多
不同的思路。另外，本校自100學年度起將「社團學習與實作」列入本校
大學部學生的畢業必修課程，且實施以來，屢獲國內他校認同及參訪，
詳情可到「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http://lpcs.tku.edu.tw/LPCS/fc_
news/fc_news_all.aspx?mode=none&sectionId=3）查詢。

克難坡是本校初創時，師生上課的通行要道之一，
132階的陡坡更象徵當年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校
精神。而征服陡坡亦是新鮮人加入淡江大家庭的第一
項挑戰，由校長、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及各學
院師長們，於開學典禮前帶領大家挑戰，期以身體力
行、鍛鍊學生勇往向前行的意志，徹底實踐「樸實剛
毅」校訓。雨季時的瀑布一景，更不容錯過，但要留
意安全喔！

驚聲銅像廣場
位於紹謨紀念游泳館前方的是「驚聲廣場」，廣場
上佇立著一尊銅像爺爺，即是創辦人張建邦的父親，
亦為本校「淡江英專」時期的創校校長張驚聲。
銅像基座上題撰「功在作人」4字，感念驚聲先生
在教育界的奉獻與付出。本校創辦之始，驚聲先生牽
著張創辦人的手，指著這片土地說：「這裡就是我們
的校園！」成為校園美談。

宮燈教室

牧羊草坪

五虎崗新社團辦公室

碧瓦紅牆，中國傳統的宮燈建築，在百花齊
放的春天中更顯得古色古香。宮燈教室象徵本
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抱負與理想，是
淡水校園興學的起點，亦是孕育淡江學子的重
要里程碑。此外，宮燈教室更是許多臺灣電視
劇組取景的選擇，知名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
你」，男主角李大仁與女主角程又青就是在宮
燈教室度過大學生涯。

覺生紀念圖書館旁的牧羊草坪，是校園民歌
運動的發源地，本校已故數學系校友、民歌手
李雙澤於當年在校內高呼「唱自己的歌」，號
召年青人傳承民歌，從此引起各界熱烈討論與
迴響。這裡除了有李雙澤紀念碑，還有中國大
陸雕塑大師何鄂的雕塑名作「黃河母親」，意
喻師生之情長長久久。

本校倡行的「社團學分化」及企業最愛淡江
人的「團隊合作」，皆讓校內社團蓬勃發展。
為讓社團永續經營、提供學生更舒適和優質的
活動空間，本校特地在校外租賃大樓，外牆獨
特的街頭塗鴉，內部裝潢有木質地板、大型鏡
面舞蹈室，除了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之外，獨
立空間亦使社團間不會互相干擾。

免費參觀

海事博物館
一棟占地逾2000平方公尺的船型建築，這是
全國首座的海事博物館。本館前身為「商船學
館」，由長榮集團前總裁張榮發捐資興建，並
捐贈航海、輪機等相關設備。
民國78年後，改裝成為現今樣貌，館內展示
從15至17世紀、古今中外各國的船艦模型近60
餘艘，著名的鐵達尼號、瑪麗皇后號皆在其
中，亦提供免費導覽解說服務。
另外，海事博物館內設有模擬船長駕駛室，
可以體驗手握輪盤、掌握船舵的快感。新鮮
人，快來跟著我們一起朝偉大的夢想前進吧！

丟入
水池

福園

「什麼！」聽學長姊說淡江傳統之一，壽星
慶生要丟福園？不，相信我，你只會被師長約
談、被路人檢舉、被同學嫌臭。位於淡水校園
商管大樓前的福園，愜意的庭園造景，幾條錦
鯉悠游池中，是很多來訪淡江的大人小孩一定
會來奔跑遊玩的地方，更是淡江人記憶裡的經
典角落。
每當中午或是傍晚下課鐘響，看著大批的學
子像蜜蜂般傾巢出動，三五好友更是經常相約
在此。

黑天鵝展示廳
想知道學生間在討論什麼嗎？來黑天鵝展示
廳就對了！除了考試週，學期中的黑天鵝幾乎
在每週都有系所、社團或是系學會辦展，展示
廳內部擁有諾大的空間，讓學生可以盡情揮灑
創意、青春活力的舞台。
除了親自前往參觀外，在大學生涯中，你一
定也要親身參與策展和布置，和好夥伴們共同
為系所、社團的成果努力，亦是大學必經體驗
之一喔！
欲查詢105學年度展示廳檔期表，可逕洽秘
書處網站（網址：http://www.ac.tku.edu.tw/black/
archive.php?class=307）。

相較於入學之初登上的克難坡132階陡坡，畢
業前的必經之路則是榮耀的64階五虎坡，坡頂
迎接學子的是五虎碑雕塑。
係因本校位於虎頭山第四山脈，其特塑五虎
環抱，亦象徵淡江人「虎虎生風」，擁有強壯
勇猛的體魄與精神；基座處刻有本校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撰寫之「五虎崗傳奇」，鼓勵淡江莘
莘學子在歷經淡江薰陶後，皆能展翅翱翔。

文化休憩區

紹謨紀念體育館

陽光從樹葉中的夾縫穿透、灑落在木桌上，
這裡是超搶手的文化休憩區，位於商管大樓後
方，隨時可見師生在此談笑風生，亦是同學間
念書、聊天的絕佳地點。
此外，在文學館旁的文化休憩區，偶爾也會
遇見社團即興演出。渴了、餓了嗎？附近的小
小麥和海音咖啡皆可滿足你的挑剔味蕾，趁著
下課十分鐘好好充電、品味愜意時光。溫馨提
醒：小心松鼠出沒、與你搶食喔。

紹謨紀念體育館為7層樓的玻璃帷幕建築，
其包含課外活動輔導組、體育行政辦公室、柔
道、武術室、韻律室、桌球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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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學生舒適的室內運動環境，讓喜
愛運動的同學不必顧慮陰晴不定的天氣。
此外，隔著透明玻璃，還可遠眺綠意盎然的
觀音山，淡水最美的夕陽亦盡收眼底，提供了
視覺上的驚喜。

蘭

陽

校

五虎碑雕塑

園

獎助學金、打工
生活輔導組提供生活助學金、清寒助學金、原住民助學金等校內、外獎
助學金申請項目，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初開始，請隨時注意生輔組網站公
告。想培養與人應對進退能力，汲取工作經驗嗎？可至職涯輔導組網站查
詢校內、外工讀的機會，還有相關法規可供參閱喔！

強邦國際會議廳

新生必知活動
上學期
8月
9、10月
11月
12月
下學期
3、4月
6月

各系迎新茶會
迎新宿營、社團博覽會、新生盃球賽
66週年校慶（相關活動報導請持續關注淡江時報）
耶誕活動
文化週、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
蘭陽校園路跑、創作暨歌唱大賽「金韶獎」
校長盃、蘭陽校園展翼歡送會、畢業典禮

淡江大學花牆

紹謨紀念游泳館

進入本校大門之前，於學府路和水源街的交會處，
矗立著斗大的「淡江大學」招牌，大氣地迎接蒞臨本
校的每個人，作品是由建築系兼任講師、建築師徐維
志設計的立體藝術牆面，繽紛花牆作為基底增添綠
意。當夜晚起大霧時，路燈的黃光依偎著濃厚的霧
氣，「淡江大學」花牆呈現出若隱若現的迷濛及神秘
感，是本校著名夜景之一，更是造訪此處的旅人，必
定打卡的熱點。

一張500元鈔票，就能享受一學期五星級般的待
遇！館內不僅配備溫水泳池、50公尺的多水道與活動
式跳臺、韻律教室、體適能檢測中心等高級設施，更
有完善的乾濕分離的淋浴設備及更衣間。
一樓大廳兩側亦提供免費健身器材，隔著玻璃帷幕
欣賞窗外風景，踩著跑步機更能享受大汗淋漓的快
感。新鮮人，你還在等什麼？快來成為型男、正妹，
吸引大家的目光。

TKU學生大代誌

App

本報「學生大代誌」內容一向受學生歡迎，因此開發「TKU學生
大代誌」App，內容除了有當期的「校園話題人物」、最新一期內
容外，還將漫畫家辛卡米克過往投稿於本報的作品，復刊於此App

「TKU學生大代誌」App近
期內將上架至Google Play中，
敬請拭目以待！想要搶先閱讀
嗎？趕快下載此App，感受屬
於你我的淡江校園生活！

座落於宮燈大道頂端之圓環處的海豚吉祥物
里程碑，是雕塑家王秀杞的作品。海豚是本校
50週年校慶時，經由全校同學票選出來的吉祥
物，意喻著本校期盼學生如海豚般活潑聰明，
具有翱遊四海的國際價值觀；亦如同其基座上
鐫刻有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勉勵淡江人的四句
話：「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
未來。」勉勵學生勇敢逐夢。

書卷廣場

五虎崗綜合球場

座落於驚聲紀念大樓之前方廣場的白色主體
建物，以古代簡冊為造型，是由本校校友、建
築師林貴榮設計，於1986年竣工。每年在此舉
辦的書卷節，皆吸引眾多學子聚集、交流；這
裡亦是許多系所、社團舉辦遊戲競賽、聚會及
文創市集等大型活動的最佳地點。
此外，由於書卷外型亦與蛋捲相似，因此學
生間暱稱為「蛋捲廣場」，是每位淡江人拍
照、懷念的景點。

炎炎夏日的傍晚，這裡總是聚集不少球友，
互相切磋球技、聯絡情感。五虎崗綜合球場採
用國際最先進專業的SPORT COURT拼裝地
板，且使用多屆亞運會、奧運會及MLB美國職
棒大聯盟場地使用的MUSCO燈光照明設備，
體驗過的師生都讚譽有佳！如此「專業級」的
設施，讓你在進行各項運動時，不僅大大減緩
運動傷害，更能充分響應本校提倡的「一人一
運動」精神。

日常生活篇

新 貨 到！

中。辛卡米克是本校數學系校
友高商議，當年於求學時期所
繪製的「阿蛋與阿薑」漫畫，
曾投稿並連載於本報中。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衣著】

【租屋】

身為淡江人，不可不知穿衣的智慧。夏天十分炎熱的淡水
校園、冬天是屢屢創下全臺平地最低溫的地方，因此第一個
要學習「洋蔥式」的穿搭，選擇易穿脫的服飾讓你適應多變
的天氣！再來，淡水偶遇豪大雨，不論晴雨，出門記得帶把
骨架牢靠的雨傘。最後，淡水是個潮濕的地方，善用校園附
近的洗衣店烘衣，能夠讓你生活更舒適！

位於淡水校園內的女宿「松濤館」於2014年全面翻新，嶄
新的設備及良好的環境，更可以認識新朋友，絕對是女同學
的好選擇！若同學注重住宿品質，可以選擇本校「淡江學
園」的「寧靜樓層」來維護你的權益！但若沒抽到宿舍也沒
關係，校園周邊亦有許多套、雅房，可多加利用本校住輔組
提供的雲端生活租屋網（網址：http://
140.130.34.31/house/TKU.html?
sectionId=8）。若有住宿問題或
糾紛，亦可尋求校內師長或
教官協助。

【交通】
淡水校園交通方便多元，可搭乘公車、步行或騎乘機車。
選擇搭公車往返淡水校園與淡水捷運站，可在紹念體育館旁
的公車站搭乘紅27或行政大樓旁搭紅28。而欲前往捷運劍潭
站搭乘308路公車；到臺北車站則搭756路公車。
選擇步行，從淡水捷運站順著英專路，爬上克難坡到達淡
水校園，約花費15至20分鐘！騎乘機車者，則可停放在大忠
街及五虎崗的機車停車場。此外，安全組於每天23時至凌晨1
時，貼心提供「夜間護送」服務，專線為（02）2623-5101。

【美食】
若要繪製一張屬於淡水校園的美食地圖，那就以校內的美
食廣場為核心，校園四周區分為大學城、水源街、金雞母、
大田寮4大區域。光在這些區域中便能品嘗路邊小吃、餐廳美
食、本土料理到異國佳餚，各式各樣的食物。有人說，身為
淡江人最大的苦惱就是，太多美食可以選，經常正午時分站
在十字路口，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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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明亮的玻璃帷幕倒映出優美的景色，這裡是
強邦國際會議廳。舉凡重要典禮、會議、活動
在此召開。還可以透過落地窗俯瞰整個蘭陽平
原，是排憂解悶的好地方。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具現代感及綠建築理念的紹謨紀念活動中心，造型發想源自蘭陽勝景五峰旗瀑布，籌備及興建
歷時4年，是2014年加入蘭陽校園的新成員。在多雨的宜蘭，提供師生遮風避雨的室內活動空間。
其中，重量訓練室的器材更是完備且嶄新，是健身的好所在。

雪山隧道雕塑
強邦國際會議廳一側草坪上，矗立著一個特
別的雕塑作品，名為「蘭陽心·淡江意·雪山
情」的「雪山隧道雕塑」。它不僅外觀特殊，
更別具歷史意義，用以慶祝蘭陽校園建校及北
宜高速公路通車，象徵本校創始於淡水，繫心
蘭陽，寄情雪山之情懷！

建軒一館、文苑一館宿舍
採用節能綠建築工法的宿舍大樓，男生宿舍名為建軒一館、女生宿舍名為文苑一館，皆為兩人
一間的雅房，住過的學生形容有如家的感覺！每層樓更設有兩間交誼廳，供學生們情感交流。加
上，全館皆配備無線及有線網路，為住宿環境再加分！

眺望平臺美景

蘭陽平原夜景

蘭陽校園步道

在強邦國際會議廳內的落地窗前，以木造座
位、綠色景觀打造的舒適空間，不僅能遠眺太
平洋、欣賞龜山島日出，更能觀覽蘭陽平原美
景，釋放整日的疲憊。

說到蘭陽平原最佳的夜景觀賞地，莫過於蘭
陽校園。這裡光害較少，且具有遼闊的視野。
入夜時分，整個蘭陽平原的燈光交織成一片燈
海，絢爛又浪漫！

校園內有一條唯美的小徑，在冬末春初之
際，美麗的櫻花盛開綻放。如此詩情畫意的地
方，適合三五好友共賞美景，將時間花費在這
些美好的事物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