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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江 尋 寶 趣
新鮮人看這裡......

文／黃雅雯、施雅慧 圖／謝慶萱 攝影／凃嘉翔、劉瀚之

歡迎來到淡江大學這塊寶地，這裡富含知識寶
藏及浪漫美景，兼具人文風情，更有豐富寶藏等
你挖！
本校秉持著「持續改善，追求卓越」的精神，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引進「全面品質管理」（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並結合PDCA模式，
歷經全員參與及3次的努力，終於榮獲第19屆國
家品質獎。這樣的精神也落實在長期注重學生
「專業」、「通識」和「課外活動」所形成的
「三環五育」教育理念，更培養淡江人成為學有
專長，心靈卓越的國家棟樑，讓本校畢業之學生
更具職場競爭力。因此於2009年天下《Cheers》

克難坡走上來，可看見一座高達6層樓
的紹謨游泳館，乾溼分離的淋浴室、更衣
室、儲物間及整容區等設施映入眼簾。而
這樣的五星級設施，只需要支付500元，
可讓你半年自在的悠游其中。
．尋獲寶藏：令人稱羨的健美體魄。
．Ms. Q導覽：學校一向重視體育教學與
群育的培養，為了培育淡江學子，泳池擁有50公尺的長度與多水道，更備有活動式跳台、殘
障下水坡道、看台與音控中心，且為兼顧學生安全，另有救生員巡邏把關。此外，為塑造學
子擁有健全心靈，更設韻律教室與體適能檢測中心，以盼培養卓越青年學子。

游泳館

雜誌調查「1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中居私校第
一，穩踞12連霸，讓本校畢業生更具職場競爭
力，顯見淡江人表現出色，校友的向心力強，更
增進淡江人在職場的競爭力。
跟隨Ms. Q的腳步，緩緩地踏入淡水校園，娓
娓道出淡江這塊寶地獨特之處。映入眼簾的建築
物，如：磚紅的古亭式建築，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的宮燈教室；陡直高聳的克難坡；經常舉辦各式
活動饗宴，充滿著青春色彩的蛋捲廣場；體驗藝
術的美好意涵，連F4都曾駐足的文錙藝術中心；
汗牛充棟的覺生圖書館、游泳館、具海洋精神的
海事博物館、充滿新奇商品的格子鋪、學生展示

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為淡江大學主要特色之一，裡頭
展示了許多古今中外各類的船艦模型近六十餘
艘，艘艘皆照原船結構比例縮小，細緻而真
實，獨具特色。
．尋獲寶藏：細緻真實的船艦模型相關知識。

校園藝術雕塑

牧羊草坪

1

圖書館對面有座白色的雕塑位在草原上，如蛋
捲般，便被暱稱為蛋捲廣場。其原名為「書卷廣
場」，象徵古代的簡冊，但同學們卻因其外型暱
稱為「蛋捲廣場」。連校慶都有了個可愛的名稱
─「蛋捲節」。在蛋捲廣場上，經常舉辦各樣的
活動，曾有歌手林俊傑所主演的偶像劇＜原來我
不帥＞的其中一景也是在蛋捲廣場所取的景，可
見蛋捲廣場的魅力驚人。
．尋獲寶藏：放鬆精神並使壓力紓解。

衛星定位：宜蘭、台北
通關密語：山大王出巡
除了自行騎車，學校於每週一、三、五、六、日都提供校
車服務，須先上網預約，但須注意預約後未搭乘，會被停權
二個月喔。往返台北的交通，除搭乘火車、計程車，宿舍自
治會提供代訂大巴士服務，可至辦公室購買。也可以搭乘校
車下山，轉搭葛瑪蘭客運到台北車站，票價104元；或搭首都
客運到台北捷運市政府站，票價90元。
Ms.Q導覽：蘭陽校園的校車服務有完整的搭車人數統計，
學校會定期依搭車時間及人數多寡進行檢討，以增減開車班
次。學生也可以透過導師會議或蘭陽校園主任會議反應相關
事宜，學校也會依情況進行評估改善。
寶藏加持：來去自如的小飛俠

食.衣.住.行沒煩惱
食.衣.住.行
養精蓄銳好地方

行遍淡水無難事

來到淡江，除男女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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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及水源街因位於主要出入口，對於商館、工
館的學生上課更是便利；社區管理大樓依地區可分成套、雅房形式、家庭式等。正
因其社區大樓管理機制，幾乎都有警衛保全，對於女學生安全方面更是一大保障。
大部分校外住所，腳程約10分鐘左右；若害怕一個人住屋，亦可邀班上同學一同合
租家庭式房子。想知道更多校外租賃，可至學務處住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
tw）。此外，若遇到住宿問題或租屋糾紛，亦可尋求教官的幫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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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圖書館，行走數十公尺即可發現遠近馳
名的文錙藝術中心。舉凡繪畫、音樂、舞蹈等
俯仰即是，僅需推開門把，即可徜徉在藝術饗
宴中。曾紅極一時的台版偶像劇「流星花園」
中，F4行走於一位看著手錶的少女雕像前，碧
草抱軒的景致彷彿似曾相似，原來正是文錙藝
術中心。來體驗一下，漫步於林蔭環繞的道
路，感受文錙藝術中心的藝術感。
．尋獲寶藏：滿滿的藝術素養。
．Ms. Q導覽：文錙藝術中心下設有展覽廳、書
法研究室、文錙音樂廳、海事博物館。為第一
屆淡江品質獎得主，並為本校榮獲第19屆國家
品質獎之複審單位之一。定期提供高品質的展
覽，使淡江人擁高度的藝術素養。

●行

淡水除浪漫的美景，亦帶有城市的便利及繁華，是許多人慕名而來的觀光勝地。
身為淡江新鮮人的你，若不懂得好好利用交通工具遊淡水，可就落伍囉！要到淡江
呢，不是件困難的事，若是通勤族呢，可以在台北車站搭乘指南客運（北門到淡
江大學）直達淡江，或搭捷運淡水線再轉乘指南客運到淡江大學，每10分鐘發一班
車，便利又迅速；機車族者亦不必擔心愛車的去向，可於約定時間至總務處下載
表格（http://www2.tku.edu.tw/~ag），期限內至行政大樓交安組申領通行識別證；
步行的朋友也不必擔心，只要順著英專路步行再爬上克難坡，約20分鐘就可抵達校
園。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 校園特色

衛星定位：蘭陽校園everywhere
通關密語：霍格華茲
蘭陽校園自98學年度起由學季制改為學期制，90％課程採英
語授課，藉此培養學生英語的能力。蘭陽校園仿英國劍橋牛津
學院教育理念，師生均住學校，同學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立即
找到老師得到協助。大三的同學則必須出國留學一年，藉以培
養國際觀。
Ms.Q導覽：為什麼要將學季制改為學期制呢？經過四年的
執行後，學生仍反應較習慣學期制，基於尊重，學校隨即檢討
改進，這就是讓學習環境品質不斷提升的關鍵喔。
寶藏加持：眼界開闊、競爭力100%的職場好手

來到林美山，龜山美景天天供你賞不完。

● 社團

衛星定位：蘭陽校園
通關密語：好Maji來相挺
蘭陽校園有動漫畫欣賞研究社、掌中文學舞藝社、淡蘭書畫
社、拳擊社、桌球社、瑜珈社、蘭翔擊劍社、華麗旋轉國標
舞社、街舞社、蘭馨大使社、蘭軒童軍團、建軒男宿自治會、
文苑女宿自治會、搖滾來滾去社及各系學會等22個社團，由於
學生少，因此社員感情特別好，除了練習時間，空閒也經常聚
餐，是你學習團隊合作、培養興趣的好機會。
寶藏加持：團隊精神滿分的健兒

● 圖書館、電腦教室、自習教室

衛星定位：建邦教學大樓三樓、四樓
通關密語：idea補給站
苦惱不能看報紙嗎？煩惱喜歡的雜誌看不到嗎？別擔心，到
圖書館就對了！除了有豐富的館藏圖書外，還有每天最新的中
英文報紙及期刊。借閱淡水校園圖書，也只要上網下載「圖書
資料代借申請單」，幾天內就可調到蘭陽囉。另外，電腦教室
也提供印表機，打印作業免煩惱！到了晚上，想討論功課卻無
處可去嗎？24小時的自習教室供你免費使用，愛讀書的你，這
裡是你的美麗天堂喔！
Ms.Q導覽：蘭陽圖書館、電腦教室、自習室自啟用後，隨
著學生越來越多，書籍及設備也日漸檢討增設，甚至為了方便
學生自習，還將自習室搬移至距離學生宿舍較近的空間。
寶藏加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萬事通

● 宿舍平台、落地窗

衛星定位：宿舍一樓平台、建邦教學大樓餐廳
通關密語：幸福大富翁
擁有美麗的景色是蘭陽校園最奢侈的享受。宿舍一樓平台除
了是同學聊天的好去處，也是假日觀光客最「夯」的景點！早
上到二樓早餐店用餐時，近在眼前的是一大片落地窗，可以看
到龜山美景，晚間更可以看到蘭陽平原的夜景喔！
寶藏加持：心曠神怡的陽光少男（女）

﹁畢業話塗牆﹂是學長姐
的蘭陽生活記憶，現在換
你來創造美好的記憶囉。

淡水的天氣溼冷，偶爾飄點小雨，欲前往淡江挖寶的新鮮人，齊全的衣物及生活
用品為一大要點。陰雨綿綿的天氣，雨傘為重要必需品，為新鮮人必備，生活用品
方面，最近可至全聯褔利中心，遠至英專路的屈臣氏皆可選購。衣物方面，告訴你
一個好去處，讓你「衣網打盡」！位於克難坡下的英專路夜市，正是少男少女逛街
的好去所。這兒的店家從藥妝店至全省連鎖的服飾店，如：GIORDANO、NET、
G2000等應有盡有。為女孩們的打造專屬美麗，為男孩們打造獨特魅力。

蛋捲廣場

衛星定位：建軒一館、文苑一館
通關密語：天天渡假趣
蘭陽校園的宿舍採雙人式雅房，各樓層有8間浴室，乾溼分
離，2間交誼廳，2台電視，廚房內有冰箱、微波爐、電鍋、
飲水機及脫水機，陽台可以曬晾衣物，靠海的房間只要打開
窗戶就可以坐擁龜山日出及蘭陽平原夜景，不但有家的溫
馨，也有豪華美景喔！
寶藏加持：無驚風、無驚雨的大（女）丈夫

衛星定位：蘭陽校園
通關密語：山中傳奇
雖然不能常下山逛街、購物，但這裡的歡笑與趣味並不因此
減少。每學期都會舉辦籃球、排球、桌球、撞球及高爾夫球比
賽，打球健身之餘，還可比賽拿獎盃喔！每年還會固定舉辦中
秋節烤肉、聖誕趴踢、展翼歡送會及畢業舞會等，無窮樂趣等
你來創造喔！
Ms.Q導覽：你以為歡樂的活動只有這一些嗎？NO！為了讓
學生在快樂的心情下有效學習，從95學年度首度舉行中秋節烤
肉，到去年的畢業舞會，未來學校還會不斷提升品質管理，廣
納意見檢討評估，為學生們打造更多歡樂有趣的活動喔。
寶藏加持：心情輕鬆、歡樂無比的逍遙公子（主）

● 梅園、畢業話塗牆、智慧花園

衛星定位：梅園、地下停車場、智慧花園
通關密語：吃果子拜樹頭
「梅園」係由宜蘭鄉親菁英成立的蘭菁社捐贈梅樹2百餘
株，栽植成為「梅園」，並雋以「以介眉壽」的雅石為誌。
「畢業話塗牆」則是甫從蘭陽畢業，第一屆學長姊集體創作的
彩繪牆，釉燒的磁磚，找找看那位學長姐畫得最有趣，四年後
就輪到你在此留下難忘的回憶了。智慧花園位於建邦國際會議
廳前，這裡種植了一大片杜鵑花，下課後，到這裡賞花散心，
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呢！
寶藏加持：有情有義的男（女）子漢

學長姐參加校園活動，活潑
的表演，自信秀出自己。

探險裝備不可少

文錙藝術中心

●住

●育樂

﹁梅園﹂中，去年才種的梅
樹，今年已經結實纍纍了。

沿著牧羊草坪旁的樓梯向上走去即可
發現一棟高聳的建築物，這就是校園中
汗牛充棟最甚之處－圖書館。俗話說：
「書中自有千鍾粟」若善加研讀各式書
籍，充實自我知識領域，千萬寶藏自然
會向你報到。只要持有學生證，即可進
入圖書館進行挖寶囉！另外，5樓亦有非
書資料庫，各樣DVD可供觀賞及借閱。
．尋獲寶藏：豐碩的知識及智慧。
Ms. Q導覽：
「覺生紀念圖書館」，秉持著貼心、
知新、精進的理念，除於98年6月通過
ISO9001:2008認證外，亦獲得淡江大學
97學年度第三屆淡江品質獎。其經營
概念是 透過紙本資 料並加上光 碟、數
位化、網路化的圖書資訊、Computer及
Communication為媒介，以啟知識之鑰。
此外，於97年6月完工的2樓閱活區，除
展示新進圖書外，並依特定節日或活動
不定期舉辦主題館藏展示及閱讀分享活
動等，使閱讀增添了不少歡愉活潑的氛
圍。

衛星定位：林美山
通關密語：俊男美女大會師
林美山上天氣如翻書，冬天裡冷風咻咻叫，大雨、大霧說
來就來！不過，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厚重衣
服和雨具帶齊就對了。清洗衣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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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樓層的陽台曬衣。
寶藏加持：擁有獨立人格的好青年

蘭陽校園舉辦一年一度的聖誕晚
會，同學們在舞會上熱舞、狂歡。

沿著宮燈教室向上行
走，經過郵局踏入小階梯
後，即可來到牧羊草坪。
徜徉在草原上，乘著夏天
的風，除可見活潑可愛的
學子玩樂或新人拍照留
影的美麗畫面外，仔細觀
察，即可發現樹叢間有一
把吉他，架在石碑上，碑
上題字「唱自己的歌」為
蔣勳的手筆，是為「李
雙澤紀念碑」。李雙澤以
「唱自己的歌」為號召鼓
吹年輕人傳承民歌樂曲，
對於後代「創作自己的
歌」意義更加非凡。
．尋獲寶藏：支持創作的
力量。

位於海事博物館的右側，即可發現一處約一百多坪的場
地，共有三個展示空間。來到黑天鵝展示廳，各樣社團展
覽概念皆一目了然，每週皆有不同的活動及展覽，提供
淡江學生一個專屬的展示舞台。往後於淡江就學的4年期
間，想要有個大展長才的伸展台嗎？你絕不能錯過到此觀
摩或表現創意的機會喔！
．尋獲寶藏：來自不同領域的巧思及創意。
Ms. Q導覽：黑天鵝展示廳於今年2月23日正式揭幕。之
所以取名為黑天鵝，是因為黑天鵝的出現推翻人們的慣性
思考，其主要的目的是讓淡江人都能培養具有前瞻思維的
未來觀，從而掌握未來，創造未來。

圖書館

校園週邊生活機能好
進行尋寶途中必先祭五臟廟，首先至校園探訪美食，如：文館旁的小麥，提供速
食如：三明治及漢堡；松濤女宿的地下美食，鹹食甜點一應俱全。炎炎夏日，清涼
飲品不可少，位於小麥旁的海音咖啡便是最好的選擇；盲生資源中心咖啡小館的土
司及咖啡，是尋寶途中休憩的好場所。淡江周圍皆有美食環繞，更於「食尚玩家－
校園美食PK戰」獲得冠軍的殊榮呢！怎能錯過「大快朵頤」的機會？其美食較知名
的是，大學城附近有帥哥鹽水雞老闆所賣的頂級美味鹽水雞；最夯金曲新人盧廣仲
學長高唱著對呀對阿的早安「晨之美」；棒棒糖男孩大力推薦的好吃刈包等，可以
讓您補充體力，專心尋寶！

格子鋪

黑天鵝展示廳

．驚聲銅像：驚聲先生是
張創辦人建邦的父親，於
1950年創辦淡江英專。他
一生為教育犧牲奉獻，如
基座所撰「功在作人」，
為感念之，特設銅像。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海
豚是全校同學所推選出
來的動物，為最聰明的哺
乳類動物，悠遊於四海之
中，期許同學們「立足淡
江，放眼世界，掌握資
訊，開創未來。」
．五虎碑雕塑：五虎崗即
為淡水永久校址的所在，
其雕塑的意義變為期許自
己能具備虎虎生風的精神
與強壯勇猛的體魄。
．地球村雕塑：透過不同
的抽象概念，營造柔婉圓
融的畫面，呈現浩瀚無際
的宇宙，希冀淡江學子體
認到淡江國際化的意涵。

糧食供應站

●衣

蘭陽校園舉辦路跑活動，師生
攜手健身，也促進情誼。

我是Ms.Q，此圖
為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之藏寶圖，仔細觀察
可發現處處皆是瑰麗
珍寶，好好挖掘這塊
寶地吧！淡江新鮮人
準備好你的好奇心及
行動力，一起出發
囉！

衛星定位：建邦教學大樓餐廳、宿舍平台
通關密語：好吃A底佳啦
以為在林美山上，就得靠野炊維生嗎？爸爸媽媽免煩惱
啦！三餐在學校餐廳解決，沒問題喔！包括元氣早餐店、峰
霖小吃、元氣午餐店、食食客客、星星咖啡簡餐廳、818滷味
店、林美生活工坊等商店在校園中為你提供中西式早午餐、
自助餐、飯麵簡餐、火鍋、滷味、果汁、水果、甜點、蛋
糕、餅乾、飲料、日常用品等。想要自理也可以，宿舍每層
樓的廚房都有微波爐、電鍋、飲水機及冰箱，很方便。
Ms.Q導覽：為提供營養好吃的食物，又要顧及環境保護，
蘭陽校園秉持PDCA的精神，興建之初即設置油脂截留器、廚
餘處理機等儀器，未來也會秉持持續改進的精神，希望能盡
量滿足學生們的生活所需，又兼顧永續環境的維護喔！
寶藏加持：頭好壯壯、健康寶寶

落地窗開闊的視野，讓你
在屋裡就能坐擁蘭陽美
景。

Ms. Q導覽
Q導覽

●食

文／江啟義 繪圖／洪翎凱 攝影／凃嘉翔、陳振堂、蘭陽校園提供

宿舍平台放眼望去美景如
詩，是你排解壓力的好地
方喔。

商館大樓驚聲書城旁，
可發現左側設有了一格格
玻璃櫃子，裡頭擺設各種
不同的手工創意作品，吸
引眾多同學，為一另類逛
街地點。初次來到淡江的
你，不用懷疑這就是目前
正夯的格子鋪。擺設的
「店家」主要為校內學生
或社團所租用，具備生意
頭腦的你也想自行創業踏
入賣家的行列嗎？須以學
生證作為租借憑證外，最
便宜可以每學期1200元的
價格，即可開「鋪」做頭
家！
．尋獲寶藏：創意及經營
的實務經驗。

宮
燈
教
室
踏出游泳館，發現對面整排紅牆建築佇立於現
代建築間，古色古香的氛圍感染著所有的莘莘學
子，使人發思古之幽情。宮燈教室擁有全台獨一
的建築設計，比鄰宮燈教室的是仿宋庭院的「覺
軒」；矗立在現代大學的宮廷式建築，除為觀光
客必訪之勝地外，仔細聆聽，即可發現在這古色
古香的建築裡傳出琅琅的讀書聲。
．尋獲寶藏：思古傳承之薰陶。
．Ms. Q導覽：
宮燈教室象徵著是淡江以「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的抱負與理想。在這富有古典宮殿風的宮燈
教室中以及學校的品質管理下，以求全面完成淡
江承先啟後，塑造新文化的社會使命。

舞台的黑天鵝展示廳、沁心涼爽的牧羊草坪，還
有必定探訪的藝術雕塑，將令你流連忘返。林美
山上的蘭陽校園，其宿舍一樓平台、建邦教學大
樓餐廳擁有美麗的景色。梅園、智慧花園等校
景，讓學子在下課後，能到此賞花散步，心情也
跟著好了起來呢！
淡江尋寶趣，其中處處皆是瑰麗珍寶，淡江新
鮮人的你！準備好你的好奇心及行動力，一起去
尋寶囉！

嗨！新鮮人，恭喜你成為到蘭陽校園的尋寶者，位在
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擁有你意想不到的無盡寶藏喔。準
備好你的衛星定位儀，記好通關密語，一起上山尋寶，
讓寶藏為你加持，蛻變為人人稱羨的人中龍鳳吧！

蘭陽校園圖書館視聽室，
等你來使用。

踏入淡江，新鮮人們必先依循傳統，爬克難
坡上山，完成此舉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淡江新
鮮人。過去學子求學艱辛，上課途徑是克難
坡，須走132階才可到校園。此項爬坡任務除讓
新鮮人體驗前人篳路藍縷的艱辛，亦代表一種
傳承。而每年新鮮人們爬坡時便能體會出「堅
忍不拔，堅持到底」的精神。
．尋獲寶藏：得到「「克服困難」、「堅忍不
拔」的精神。
．Ms. Q導覽：
張創辦人建邦曾說過：「淡江人吃苦耐勞、
樸實剛毅、勇往向上的體魄與精神，就是這樣
日積月累培養出來的。」每年開幕典禮必定安
排登爬克難坡，即期待所有淡江人可以從中培
養出「克服困難」的精神。

蘭陽校園篇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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