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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生特刊

五虎崗上大學城 淡江勝景喜迎新
　Hi，各位新鮮人，歡迎您來到淡江這個大家庭。本校創
立於 1950 年，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國內歷史最
悠久的私立大學，「樸實剛毅」是我們的校訓，學術自由、
尊重專業是我們的特色；現在已經累積 27 萬校友，且表
現十分優異，連續 22 年獲得《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
校畢業生的第一名，你將來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淡江位在群山環繞、風景優美的淡水，交通便利且多元，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終點淡水站，出站可轉乘「紅27」或「紅
28」接駁公車至淡江大學站；或是沿著英專路上克難坡，
步行約 15 分鐘即可抵達；還可以在捷運紅樹林站搭乘淡
海輕軌綠山線，在淡江大學站下車後沿著水源街、或淡金
北新站下車後沿著北新路步行約 15 分鐘即可抵達。
　淡江的美景在全國大專校院中也算數一數二，整座校園
沒有圍牆，漫步其中就像是悠遊在大花園裡，別有一番趣
味，還可遠眺淡水河畔、觀音山。此外，淡江還有許多充
滿特色的美景，可以「由你玩四年」都不厭倦哩！現在就
讓時報攝影哥帶您先睹為快，介紹幾個知名的景點，以及
其中的故事。當然我們也將為您介紹淡江附近的生活圈，
和一些相關的資訊，讓您更容易認識這個未來四年將共度
晨昏的校園，迎接充實並愉快的大學生活。（文／林雨荷、
攝影／廖英圻、潘劭愷、圖／本報資料照片）

　沿著學府路往上走，在與水源街的
三叉路口處，矗立著斗大「淡江大學」
招牌，也是來到淡江的必經之地。繽
紛的花牆搭配花崗石綠翡翠鏤空字
體，大氣的迎接蒞臨本校的每個人。
作品由本校校友，建築師徐維志設

　克難坡是本校初創時師生通行要道
之一，132 階的陡坡，象徵著當年篳
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校精神。「征
服克難坡」是每位新鮮人成為淡江人
必須經過的考驗，校長、副校長及各
學院師長們均會在新生訓練當天帶領
新生們挑戰，徹底實踐「樸實剛毅」
校訓，經過 132 階陡坡的洗禮後，才
能大聲說出自己是個「正港的淡江
人」！值得一提的是，每遇到大雨，
雨水會順著克難坡傾瀉而下成為瀑
布，算是淡江的奇景之一，有機會觀
看時記得注意自身安全喲！
　沿著克難坡拾級而上，映入眼簾的
是「三化牆」及「驚聲銅像廣場」。
三化牆為宜蘭礁溪高文華先生作品，
以交趾燒呈現，設計理念為本校三化
政策－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以
開闊的大道及旭日象徵未來、開展的
地球儀代表國際化、@ 字象徵資訊
化、海豚銅雕則標示著嶄新的淡江文

　宮燈道，因路燈仿中式古代宮燈製
作而得名，是淡江校園最負盛名的景
點之一。傍晚時分，橘紅色的晚霞
與古色古香的街道相輔相成，形成淡
江校園內的絕美景色「宮燈夕照」。
宮燈道兩旁，碧瓦紅牆，造型古典的
教室，是淡江的創校起點，風格獨樹
一幟的建築，為校園增添文藝氣息，
更成為許多知名偶像劇的取景地，包
括「我可能不會愛你」中，主角程又
青和李大仁大學同窗的場景；起點的
覺軒花園有「淡江御花園」美名，仿
宋代庭園的設計，景觀隨著四季變化
呈現多變風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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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藝廳也經常舉辦音樂
表演及社團活動，增添不少文藝和熱
鬧氣息。
　沿著宮燈道往上走，便可看見著名
雕塑家王秀杞的作品，海豚吉祥物里
程碑「魚躍淡江」，這是淡江大學
50 週年時，由全校同學票選出的吉祥
物，象徵淡江走過五十年的歷史，邁

　榕樹爺爺／榕樹奶奶位於鍾靈化學
館中庭，被譽為鍾靈館的鎮館之寶，
亦是該館最具特色的景致，可說是
隱藏版的淡江景點。四十多年來，兩
棵老榕樹參與化學館多次翻修，曾在
施工時傷及枝節，但樹根及樹幹卻越
長越堅實，完整保留大榕樹的盤根錯
節。數年之後，這兩株長相左右的榕
樹樹枝更是緊緊的相互牽繫，貌似一
對情感深厚的伴侶，結「髮」成夫妻
樹，如今已有八十歲樹齡。
　榕樹下，微風徐徐，和煦的陽光灑
落在開放式的穿堂和中庭，沁人心脾
的石桌石椅，創意的元素符號步道，
都有助於舒緩壓力和調劑身心。理學
院曾在此地舉辦「相約榕樹下」的午
茶聯誼活動，採結合感性聯誼與知性
話題形式進行，為教職員增添和諧溫
馨氣氛，而每年的退休人員餐會也選
在這裡舉行，希望所有的退休人員都

　福園位於商管大樓的正前方，是前
董事長林添福捐建，其中設置「金鷹
銅雕」，代表為淡江菁英所設立的「金
鷹獎」，該獎設立於 1987 年，旨在
鼓勵淡江校友獻身國家、服務社會、
造福人群、回饋母校的最高榮譽。綠
意盎然的田園造景、潺潺流水，是福
園給人的第一印象，每到週末假期，
時常可以見到家長遛著小孩到這裡看
魚、玩樂，是淡江的人氣景點之一。　
　鄰近福園，有一棟造型看似輪船的
建築物「商船學館」，這是由長榮集
團總裁張榮發捐資興建，全國首座
「海事博物館」所在地，曾是專門培
育航海、輪機專業人才的基地，1989
年因教育法規規定航海、輪機兩系改
由國立大學設置而停招。前董事長林
添福不捨系館閒置，建議校方改設為
博物館，他亦捐贈私人收藏，15 至
17 世紀，依照原船比例縮小的手工
全球五十艘知名船艦，如鐵達尼號、

　沿著福園邊的爬坡往上走，可以看
見左前方有一片草坪，中央矗立著外
型類似書簡的造景，這是「書卷廣
場」，由於造型看起來也像蛋捲，被
學生為「蛋捲廣場」，是淡江的著名
地標之一，與宮燈道時常出現在學校
周邊商品上。其設計理念以簡單的四
片白色竹簡，代表淡江「樸實剛毅」
的治校精神，又像馬達的卷軸，運作
生生不息的淡江文化。書卷廣場與旁
邊的海報街，是校內舉辦大型活動、
市集的最佳場地，每逢新生季的校園
博覽會、文化週、園遊會，便會有一
群「熱血社團人」在這裡擺攤、發傳
單、熱情招徠人群，吸引大批師生駐
足。平時的海報街，也會張貼各單位、
系所活動如演講、展覽等資訊。
　廣場右側的白色建築物，則是淡江
人最引以為傲的「覺生紀念圖書館」，
大門採高挑式玻璃帷幕，一進門就像
來到高級百貨公司一般，入場券就是
你的學生證。圖書館樓高九層，館藏
豐富，採全開放式空間，設置各類型
的應用空間，如多媒體資源應用區、
自習室、網路資源指導室、無障礙資
源室、研究小間及討論室等，讓大家
可以在這裡透過學術資訊的卓越管理
及高品質的資訊服務，達成學習、教
學、服務、研究等目標，時常可以聽

　以玻璃帷幕牆打造的文錙藝術中
心，是培養學生文藝氣息的重鎮之
一，位在松濤館及外語大樓中間。為
創校五十週年時，為進一步提升校園
藝術學風、增進藝術欣賞知能而設
置，希望藉由展覽、推廣、典藏、交
流等方式，進行與校際、社會、國際
間的互動，達到藝術與教育、校園、
社區、文化和國際相結合之作用。館
中典藏中外藝術家國畫、油畫、書法、
版畫、雕塑、水彩及複合媒體等多種
類作品，並不定時推出作品展覽、藝
文比賽、教學與藝術欣賞講座，透過

　和煦的陽光、綠意盎然的草坪，是
舉辦戶外活動的絕佳場景，淡江校園
內有兩個這樣的地方，其一是位在郵
局前方的「牧羊草坪」，其二則是位
在宮燈教室後方的「陽光草坪」。沿
著宮燈道往上走，在海豚吉祥物碑前
右轉進入郵局旁的小徑，往前走便會
看到左右各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左
邊是牧羊草坪，右邊則是陽光草坪。
它不但見證歷史的痕跡，也是校園內
社團活動、野餐、拍攝取景的佳地。
　牧羊草坪的一角，可看見一把吉他
矗立，下方有蔣勳所題的字「唱自己
的歌」，淡江是校園民歌的起點，當
年李雙澤在此鼓勵大家唱自己的歌，
引發後來校園民歌的創作風潮。1976
年的淡江，校內舉辦「西洋民謠演唱
會」，原本擔任的演唱人胡德夫因傷
無法出席，由李雙澤代為表演。李雙
澤上場時，手裡拿著一瓶可口可樂，
大聲問著台下觀眾 :「我從菲律賓到
臺灣到美國到西班牙，全世界年輕
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都是英文
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
他接著演唱《雨夜花》、《恆春調》、
《國父紀念歌》等多首國、臺語歌，

　由校友們集資募款建設的「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位於紅 28 淡江大學
站的正對面，這棟氣勢磅礡的建築，
是校友們極力回饋母校，為學弟妹們
打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會議中心的
落成同時揭開本校第五波的序幕。中
心包含大型演講廳、會議室等多功能
空間，一樓中庭的同舟廣場，為獨立
開放式空間，是舉辦社團活動、博覽
會、展覽的絕佳場地，則是「淡海同
舟」校友們對學校的一分心意。除此
之外，沿著中心外圍的階梯往上爬，
即可到達頂樓的小花園，在這裡可以
遠眺觀音山、淡水河畔，風景十分宜
人，也成為正夯的拍攝景點，開放時

　座落於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
廳」旁的草坪上，為名設計家胡澤民
先生和楊英風大師作品，於 1990 年
贈送張建邦創辦人留念。原創作為一
不銹鋼背景，配以鍍金古「山」字之
象形，雪山隧道位於山之左下方，山
之左上方為一金色太陽，甫自太平洋
上昇起普照蘭陽。為慶賀蘭陽校園建
校成功，北宜高速公路順利通車，特
委請楊英風大師之後嗣楊奉琛先生將
此雕塑放大為高 241 公分寬 270 公分
不銹鋼鍛造之雕塑品，象徵本校創始
淡水，繫心蘭陽，寄情雪山之情懷。
蘭陽校園位於礁溪林美山上，可遠眺
太平洋及蘭陽平原美景。自 2005 年

過來人的分享

淡江大學花牆

　沿著紅27淡江大學站站牌往上走，
右側可發現 64 階的「五虎坡」，拾
階而上走完，便可看見知名雕塑家王
秀杞的作品「五虎碑雕塑」矗立其上。
新鮮人必須經過克難坡 132 階陡坡的
考驗，畢業生畢業前，則須經過 64
階「五虎坡」的洗禮。碑上可見五隻
老虎相互追逐，象徵淡江人的「虎虎
生風」；而其環繞成圓環型，象徵淡
江學生接受五育薰陶後，即能「如虎
添翼」，增加畢業競爭力。　
　旁邊為「紹謨紀念體育館」，是學
生室內體育活動及課外活動的主要場
地，也是開學典禮、校慶活動及畢業
典禮等重要活動的舉辦地。館中包含

克難坡

宮燈道

榕樹爺爺 / 榕樹奶奶

福園

書卷廣場

文錙藝術中心

五虎碑雕塑

牧羊 / 陽光草坪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雪山隧道雕塑

　位在知名景點淡水的淡江，除了風景優美，不論是交通、
飲食或是租屋都相當便利。以校園為中心，大致可以 分
成五個生活圈，分別為大學城、水源街、金雞母、大
田寮以及淡江學園，現在，讓攝影哥帶著大家一探。

大學城
　從商館大樓往北新路方向走，過了橋就是淡江人俗稱
的「大學城」。有便利商店、飲料店、餐飲店、健身房、
書局、3C 商店、超市、診所，生活機能完整，飲食選擇
多元，是淡江週邊人潮最多的區域。由於鄰近文學館、商
管大樓，上課方便，成為學生租屋的選擇之一，通常房間多
位於在店家樓上，當然也有公寓式管理的套房。

水源街
　連接圖書館側門的水源街，是絕佳的覓食地區，每到用餐
時刻，都會看見成群的學生，這裡的簡餐店餐點平價量足，
深受學生小資族喜愛。水源街最大的特點即是大部分店家都
營業至深夜，因此，即便是做報告做到天亮、讀書讀到通宵，
都不用擔心餓肚子。除此之外，由於地段鄰近驚聲大樓、工
學大樓，因次也是學生租屋的選擇之一，除了一般套房、雅
房外，位在巷弄中，也有公寓式管理的套房。

金雞母
　過了翰林橋右轉直走，可看見右手邊建築有一個大樓梯，
沿著樓梯往上走便是金雞母社區。採社區型管理，以小公寓
套房為主，鬧中取靜，是這裡的最大特點。社區內也有多家
相當有特色的小店，餵飽肚子不是問題。鄰近，也有公寓式、
家庭式或社區式套房，都是學生租屋的選擇之一。

生活圈

選課
　身為淡江人，大家都知道「選課如戰場」，只要有一點點失手，就會讓人
欲哭無淚。在這裡跟你分享過來人的經驗，選課大致可分成三部分：通識志
願選填、初選、加退選。在選課之前，務必先到官網的課程查詢系統排定模
擬課表，並列出幾種備案，免得發生意外，沒選到課。通識的部分採期間制，
在指定時間內，上網選填心目中的前十志願即可。初選的部分，則必須選填
系內外選修、體育課，這就是選課最刺激的地方！在這邊提供大家幾種小技
巧：使用英文版網頁及火狐瀏覽器速度較快、記得開網路小時鐘，分秒不差
登入、驗證碼每分鐘記得更新一次，掌握這些要素，選到自己想要的課就不
是件難事喲！萬一不幸在這兩部分都沒選到課，沒關係，開學還有加退選的
機會等著你！此外，若是想在課餘時間透過演講、學習講座、讀書會充實自
我的同學，本校的「活動報名系統」可以滿足你的需求，更能透過各單位的
下拉式選單來挑選你喜歡的活動。（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相關資訊獲得
　獲得學校資訊的管道相當多元，除了學校相關網站之外，也可訂閱淡江時
報電子報或至各系館門口拿取紙本報紙，掌握校園動態。在這裡要特別提醒
一件事，就是你的手機務必下載「淡江 i 生活」APP，不論是課表、考試小表、
學生基本資料、行事曆，甚至是學校地圖、建築物對照圖、即時天氣概況、
淡江時報，都可在這款 APP 內查詢，是校園生活不可或缺的得力幫手。此外，
臉書也有提供租屋資訊的「淡江透可租屋中心」、販賣二手書及生活用品的
「淡江透可福利社」、以及交流最新消息的「淡江透可版」, 讓你能夠充分了
解淡江的現狀。

相關問題解答
　進入大學後，想必各位對於新環境與生活都帶著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有的
離家背井到這裡念書而想家、有的對於學習目標或未來規劃感到迷茫、有的
則是對於即將面對新環境感到焦躁、有的則擔心學習效果不如預期。且別煩
惱這些問題，學校都會安排相關的專業單位，來為你解答及處理這些問題喲。
關於日常大小事，軍訓室的教官們是最堅實的依靠，無論是租屋問題、房東
糾紛、校外安全等疑難雜症，他們都很樂意替你解決。對於校外租屋仍有疑
慮的同學，可以索取「租屋小百科」內附有詳細租屋說明，也可主動申請「賃
居安全訪視」，讓教官親自為你的住宿安全把關。此外，也可善用軍訓室「校
外賃居服務網」的租屋數位教材「尋屋築夢」，透過模擬情境教學更了解並
掌握找屋的狀況。
　若是遇到煩惱無人訴說或是對於未來規劃感到茫然，我們也有問題諮商與
職涯輔導的服務，學生事務處諮商暨職涯輔導組的老師，會傾聽你的心事，
若是感到害羞也沒關係，可以透過上網寫信的方式，抒發情感、紓解壓力，
諮輔組會有專人回信給你，並全程保密。若是對於就業、興趣摸不著頭緒，
也可以安排一對一個人職涯諮詢活動，除提供同學實質性、具體化的幫助及
建議外，更重要的是協助同學探索自我，透過自身的興趣愛好來尋求與自身
專業結合的可能，並找出就業的發展機會，由專人和你一起打造夢想藍圖。
如果擔心學習效果不如預期，學生事務處學生學習發展組可以陪你一起面對、
發現問題、解決並提升學習成效，讓你從此不再煩惱。
　在這裡要特別特別提醒，其實系上都會安排導師來關照大家，師長和學長
姐也都願意分享經驗並提供協助，所以記得如果遇到問題，一定要儘快讓他
們知道，就算無法解決，也會幫忙安排學校上述的單位提供協助喲。

大田寮
　大田寮位在體育館、溜冰場外側，鄰近紅 27 公車站牌、傳播館、化學館、
科學館，因此也是學生租屋的選擇之一，房間多位在巷弄中，主要以一般套
房、雅房為主。這裡的生活機能也不差，同時也是宵夜時段的絕佳選擇之一，
至於有哪些特別的店家，大家有空可以自己探索喲。

淡江學園
　淡江學園是校外宿舍區，除了松濤館外，淡江新鮮人主要居住的地方。位在
北淡水，從學校步行約 20 分鐘的距離，由於位於市區，生活機能更好，有更
多樣性的店家滿足學生需求，因此，即便離學校有一段距離，卻仍吸引不少學
生居住。

　淡江時報電子報暑假限定來囉！想知道演藝界淡江人的大學生活 嗎？ 還
有知名的企業裡藏著淡江人，他們都是如何成為佼佼者的呢？聽說 淡 江 有
200 多個社團，到底要選擇哪個？淡江時報都幫你準備好了，只要輸入你的
Email 訂閱電子報，期間限定給你更多校友獨家分享，在進入淡江之前，先
來看看學長姐們的校園生活吧！還有機會獲得活版印刷機體驗，手作專
屬印刷小卡片，快來訂閱，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 桂綸鎂 # 盧廣仲
# 楊雅喆 # 陳玉勳
步驟一、掃 QRCODE 輸入 Email 訂閱淡江時報
電子報
步驟二、獲得暑期限定 3 期淡江校友的精彩專訪
步驟三、至傳播館 Q301 出示期間限定電子報
步驟四、獲得活版印刷機體驗

時報新生送好禮

化。再往前走幾步，圓環型的階梯廣
場便是驚聲銅像廣場，常有社團或同
學在這裡舉辦活動。佇立在階梯中
央，面對廣場的銅像是本校創辦人張
鳴（驚聲），也是張建邦創辦人博士
的父親；基座由先總統嚴家淦撰「功
在作人」銘文，表彰其對教育之奉獻。
在這裡，你可以俯瞰淡水河畔的美
景，也可以在夏日欣賞夜空的點點繁
星，初夏鳳凰花盛開之時，橘紅色的
花朵更將廣場點綴得繽紛無比，是畢
業照的必拍之地哩！

能像榕樹爺爺奶奶般健康又強壯。
　環繞大榕樹的另一棟建築物則是傳
播館，除了是傳播相關科系學生主要
上課地點之外，更是校園媒體的重
鎮，如淡江時報、淡江電視臺、淡江

之聲廣播電臺、淡江網路新聞報、淡
江影像藝術工坊、創意數位媒體教學
實習中心等，透過不同的方式和管
道，強化校園活動報導、增進師生情
誼、發揚淡江精神。

計，以灰、綠色為主視覺，希望與環
境結合，夜間還有安全設備，增加安
全性。不論是白天色彩鮮豔的花牆，
或夜晚燈光照射下若隱若現的迷濛神
秘感，都別具一番風味，更是每位來
到淡江的旅人，必打卡的熱點之一。

向新的里程。基座上有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所說的四句話 :「立足淡江，放
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勉
勵所有淡江人不怕辛苦、勇敢邁進、
翱遊四海，開創屬於自己的未來。
　宮燈道附近有行政大樓、視聽教育
館及宮燈教室本身，同學們在洽公或
上課之餘，不妨到這裡走走，享受一
下悠閒時光。

瑪莉皇后號。除此之外，海博館也有
專人解說、導覽船舶與艦隊的相關歷
史，新鮮人們，還在等什麼呢 ? 快拉
著身邊的夥伴，一起航向屬於你們的
偉大航道吧！
　福園週遭的文學館、商管大樓為淡
江上課重鎮，每到下課時分，便可看
見同學們如潮水般，來去匆匆地趕著
上課。文學館和會文館、傳播館間的
「文化休憩區」則擺放桌椅，是同學
們討論功課、談天的好地方，偶爾會
有可愛的松鼠穿插其中，記得要看好
隨身的食物喲！

到畢業的學長姐提醒學弟妹，要善用
這些資源，精進自己。
　圖書館右側則是學生活動中心，是
校內舉辦大型活動的重要場所。書卷
廣場正後方的建築則是驚聲紀念大
樓，這是外國語文學院及國際事務學
院上課的主要地方，也是每年大一新
生健康檢查排隊的起點，二樓的文錙
音樂廳更是舉辦音樂會、講座，培養
學生文藝氣息的重要場所之一。
　工學大樓則位於驚聲大樓左側，入
口處旁邊有間電腦教室，淡江人暱稱
為「玻璃屋」，採 24 小時開放，是
學生做報告、列印講義的好地方。

不同管道提升學生的美學氣息，是陶
冶身心靈的絕佳場所。
　左側建築為女生宿舍松濤館，提供
1954 床位，每寢 4 人，多功能開放式
空間是其特色，如乾溼分離的衛浴設
施、專人打掃的公共廁所、小廚房、
健身設施等，希望能提供住宿學生一
個優良的休憩空間。
　右側的外語大樓，為外語學院各系
辦公室，處理學生外語能力檢定畢業
門檻、外國語文課程加退選等問題，
一樓大廳常舉辦院各系特色活動如耶
誕節、謝肉節、吞葡萄跨年等。

體育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等行政
辦公室、柔道／武術訓練室、韻律室、
桌球室、排球場、羽球場、籃球場、
代表隊訓練室、教師研究室、貴賓室，
及超過 200 個社團的辦公室，多元的
規劃讓學生可充分運用。館中亦提供
乾濕分離的淋浴間及冰塊，讓師生在
運動之後，也可享受暢快與舒適。

間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在參觀這
棟新大樓、俯瞰美景之餘，記得留意
自身安全喲！位在中心後方的建築則
是騮先紀念科學館，也就是理學院學
生主要上課的場所。
　左側則是紹謨紀念游泳館，館內有
五星級標準溫水游泳池設備、無障礙
下水坡道、乾濕分離淋浴間、韻律教
室及各式重訓健身器材。傍晚時分，
看著夕陽餘暉照映在泳池，波光粼粼
的橘黃色倒影，也算是一大享受喲！
游泳館收費分成兩種，一種是單次使
用 50 元，另一種則是半年 500 元不
限次數，讓你整學期都能在高規格的
環境下強健體魄。

臺下觀眾一片嘩然，這事件也引起台
灣藝文界的熱議，史稱「淡江事件」，
掀起臺灣民歌風潮，淡江的學弟妹也
未曾缺席，知名音樂人李建復、雷光
夏、盧廣仲等，都持續在這片草坪上，
揮灑出屬於自己的歌曲；草坪的另一
頭，可看見一位慈藹的母親側臥環抱
嬰兒的雕塑，這是在甘肅蘭州相當著
名的文化地標 -「黃河母親」，亦是
雕塑大師何鄂著名代表作，同為母親
的何鄂，透過傳統表現手法及現代審
美意識，使母親形象產生了既年輕又
古老的視覺效果，幼兒部分則是以何
鄂女兒為原形，整體作品相當壯觀卻
不失柔和。
　陽光草坪又稱「瀛苑草坪」，週遭
種植原產於澳洲的尤加利樹，清新的
空氣是晨起運動人士的首選，旁邊有
著一條寬度恰巧容下兩人的步道，有
個浪漫的名字－「情人步道」，常可
看到情侶或夫妻牽手或比肩漫步，享
受清新的空氣與浪漫的氛圍。除此之
外，通往瀛苑道路左側的歐式花園，
也是校園內的特色造景之一，大學四
年記得多來走走，除了吸取芬多精，
還能舒緩壓力，提升讀書效率喲！

開始招生，以全英語授課，並採大三
學生全部至指定姊妹校出國留學的教
學設計，師生同住的住宿學院，以強

化生活及課業輔導，培育全方位型菁
英人才。

N 紹謨紀念游泳館 HC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運動場

克難坡

S 騮先紀念科學館

SG 紹謨紀念體育館
五虎碑雕塑

L 文學館

C 鍾靈化學館

驚聲銅像廣場

淡江大學花牆

O、Q 傳播館

文化遊憩區

F 會文館

H 宮燈教室

海豚吉祥物里碑

A 行政大樓

R 活動中心

淡江大學郵局

牧羊草坪

陽光草坪

U 覺生紀念圖書館
I 覺生綜合大樓

FL 外國語文大樓 文錙藝術中心

B 商館大樓

福園

書卷廣場網球場

商船學館

G 工學館 E 工學大樓

T 驚聲紀念大樓

黑天鵝展示廳

ED 教育學院

五虎崗社辦

五虎崗籃排球場

Z 松濤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