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新生特刊
新鮮人恭喜你！
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
山。」歡迎你加入淡江大學，
這個樂山有山、樂水有水，藝文
美景盡收的好所在。想先了解一下
淡江居的生活情報及校園特色
嗎？除了可以「搜尋」一下，
站在雲端最前線的淡江大學之
外；本報貼心提供淡江生活食
衣住行及解決生活問題的撇步
供你參考，並由仆街少女推薦
幾個，你不可不知的校園夯景
點。跟隨仆街少女的腳步，一
起去認識、尋訪集智慧及美景
於一身的淡江，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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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難坡

仆街少女推薦：爬上克
難坡後看到的圓形廣場，
就是「驚聲銅像廣場」，
廣場上的「驚聲爺爺」不
論颳風或下雨，每天都
站在這裡守護大家。這裡
是學生辦活動的熱點，免
錢的電影、音樂會，隨你
看、任你聽；此外，這裡
也是名作家蔡素芬小說
《橄欖樹》筆下，男女主
角徹夜談心、盡覽觀音
山、淡水河美景的所在。
卡緊！你也來做自己的最
佳男、女主角。
粉絲評價：粉讚

仆街少女推薦：淡江
初創時的上學要道克難
坡，132階的階梯象徵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
精神；而新鮮人加入淡
江大家庭的第一個挑
戰，也就是爬上克難
坡。到此一遊順便可以
鍛鍊體力；一口氣衝上
頂端，那汗流浹背、通
體舒暢的感覺，推薦你
來試試，一定不虛此
行。
粉絲評價：金讚

start

宮燈教室

驚聲銅像廣場+驚聲爺爺

文／林俞兒、莊旻嬑 繪圖／洪聖婷
攝影／陳振堂、林奕宏、曾煥元、吳佳玲

仆街少女推薦：從驚
聲爺爺身後往上是宮燈
大道，碧瓦紅牆的建築
古色古香、詩情畫意；
兩旁的杜鵑花、薔薇隨
季節怒放，伴著淡水夕
照，美不勝收，是許多
偶像劇取景的最愛，更
是你悠閒散步的好地
方。「晚上12時在第三
根宮燈下會出現宮燈姐
姐」的傳說，更為這裡
增添神秘與浪漫。
粉絲評價：超級讚

仆街少女推薦：繞了校園一圈，來到紹謨紀念體育館旁的五
虎坡，共計63階，是畢業典禮時，畢業生必走的一段路，登上
坡頂象徵展翅高飛。遠遠望去，好像有個大甜甜圈，是爬坡餓
了填飽肚子用的嗎？錯！那是五虎環抱的「五虎碑」雕塑，代
表淡江在五虎崗上創校立足的傳奇，走一趟五虎坡你也會虎虎
生風喔！
粉絲評價：虎你讚

覺軒花園

淡江大學

（文／江啟義

教學特色
蘭陽校園是全國首創實施「大三出國研習」及「英語授課」的教學設計，並
以英式教育及全人教育為取向、師生共同住校以強化生活及課業輔導的導師制
度，讓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提升語文能力及競爭力。總統馬英九接見第19屆國
家品質獎得主時，對於本校獲此殊榮的成就，尤以蘭陽校園的教學特色，表達
出高度興趣。

克難坡、強邦國際會議廳
楊英風「雪山隧道」雕塑

情人步道

＂

仆街少女推薦：宮燈教室後方濃蔭樹下清幽小徑，人稱情人步
道，道寬恰能容下兩人；花棚、石椅，攜手漫步其間，聽蟬唱、
聞鳥鳴，實在好情調。過去傳說宮燈姐姐化身為鳥，5月會出沒
其間，專啄負心漢，雖然現已不見鳥蹤，但傳說讓此地更美，而
情人聽聞後則焉敢用情不專。
粉絲評價：讚

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仆街少女推薦：海豚
獲全校同學青睞，被
票選為本校吉祥物，
所以在宮燈大道盡頭豎
立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兩隻海豚栩栩如生，下
刻「立足淡江，放眼世
界」，告訴淡江人不怕
辛苦、向前邁進，勇敢
地遨遊四海，開創屬於
自己的未來。
粉絲評價：讚

休憩文化區
仆街少女推薦：從文館延伸到教育館前的林蔭大道，就是文
藝氣息濃厚的休憩文化區。這裡是汽機車禁行的神聖之地，樹
蔭下木製桌椅旁，常見師生論學、談天，除了「小小麥」「海
音咖啡」「月亮咬一口」不時傳來咖啡、紅茶、麵包香，旁邊
的露天台階還不時舉辦音樂表演，浪漫文藝指數百分百。
粉絲評價：百分百讚

仆街少女推薦：位於商館前的福園，依地勢而建山水造景，
瀑布流水、黑松挺立；池石羅列、錦鯉悠游，是師生下課聊
天、晒太陽的好地方，也是學生辦活動的夯點喔。
粉絲評價：熊讚

命

運
海事博物館

黑天鵝展示廳
仆街少女推薦：喜歡參觀各式各樣的展覽嗎？想要有一個發
表創意和巧思的空間嗎？位於海博館側的黑天鵝展示廳就是你
的專屬伸展台，舉凡社團、系學會、畢製等成果發表都會在此
展現，是個發揮長才，或吸取不同領域知識的寶庫喔。
粉絲評價：讚

仆街少女推薦：
ㄟ，怎麼有船開上陸
地呢？與書卷廣場隔
一條馬路相對就是全
台首座海博館，館內
擺設古今中外各種船
艦模型，有耳熟能詳
的鐵達尼號，還有俾
斯麥號，每艘均依原
船結構比例縮小，細
緻真實。館內還設有
駕駛室，可親身操作
掌舵，體驗當船長的
海洋男兒大氣魄喔。
粉絲評價：大讚

仆街少女推薦：體育館位於大
忠街後門旁，內設排球場、籃球
場、桌球教室、重訓室、舞蹈室
等。哇！設備新、器材齊，還有
免費淋浴間，運動完後沖個涼，
渾身是勁。昨天又吃太多了嗎？
來趟體育館，鍛鍊體魄還能消除
過多脂肪，是雕塑身材的好「機
會」喔。
粉絲評價：讚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生活機能衣級棒
淡水的氣候調皮多變，尤其冬天常是全

資訊齊選擇多 淡江住幸福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的淡江，讓你遊
四年都不厭倦。四年之間，住的問題怎
麼辦？免煩惱！女宿松濤館離校近，淡
江學園宿舍新穎舒適。校園周邊有套、
雅房可租賃，也可上本校校外租賃系統
〈http://163.13.152.5/rent/〉參考租屋資

訊。輕鬆搞好房事，每天晚上睡飽飽，白
天翱遊淡江樂陶陶！提醒您，多看多問多
比較，才不會遇上黑心房東喔。

行動自如淡江皆可達
條條大路通淡江！從北車可搭指南客運
（北門到淡大）直達淡江；也可搭捷運淡
水線，轉乘指南客運（紅27）到校，10分
鐘一班車、約15分鐘到校。想要運動一下
或一邊走走逛逛的人，可以沿著英專路步
行、爬克難坡而上。夜深了也不擔心，總
務處交通安全組貼心提供「夜間護送」，
定時、定點，從零時起至3時止，由淡水
捷運站對面之加油站，接送返回淡水校園

大門管制站或水源街側門喔！

社團做中學 行動A好康

遊淡江還可以學樂器、鍛鍊體能，甘
有影這尼好康？係金A！包括文藝性、
體育性、康樂性、服務性、聯誼性、宗
教性、音樂性等，淡江有200多個社團
滿足你心中的渴望。100學年度起，新
鮮人必修「社團學習與實作」，能讓每
位同學在社團中學習到其他課程學不到
的能力。心動嗎？馬上上網http://dono.
tku.edu.tw/universityclub/uclub_category.
aspx?sectionId=3了解社團資訊，也可以利
用開學時的社團博覽會，選個喜歡的社團
加入，培養企業最愛的職場好實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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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23-合併.indd

1

會

機

感冒受傷 專業醫生免費看診

淡水天氣多變，一不小心就感
冒，去診所就醫又怕傷荷包。別
擔心！學生事務處保健組有專業
醫生、護士為你的健康把關，憑
學生證即可免費看診。中文四陳
欣蘋表示，校醫看病時檢查仔
細，耐心地回答問題，還會親切
叮嚀正常生活作息，學校的免費
醫療服務真棒！
看診時間：週一至週五 8：
30~11：30、13：30~16：40、
19：00~21：00
看診地點：海事博物館M111室

仆街少女推薦：海豚吉祥物里程碑旁、郵局前，有一片綠油油
的草地，綠蔭樹下有一把吉他架在石碑上；這裡是校園民歌的發
源地，當年李雙澤在此號召唱自己的歌，開創台灣的民歌風潮。
牧羊草坪不但見證歷史的痕跡，也是淡江人團隊活動、聯誼野餐
的佳地；喜歡創作或吉他練唱的人更不可不來此一遊，相信一定
會靈感泉湧，創思無限。
粉絲評價：無限讚

覺生紀念圖書館

書卷廣場

新生疑難解惑

料多味美 食在沒問題
淡江美食多，吃香喝辣隨你選。以淡水
校園為中心，四周環繞3大美食所在地。
「大學城」有大吉祥香豆富、刈包、素食
潤餅等，都是你不能錯過的人間聖品；
「水源街」的伍蝶、永和豆漿等，是宵夜
族的明燈；「大田寮」的黑糖剉冰，是夏
天消暑的首選。另外，校園內的小小麥、
月亮咬一口及松濤美食廣場，也都是不可
不吃的選擇。吃飽喝足後繼續遊淡江，呼
你精神百倍啦！

台最低溫，來此一遊必備齊全的衣物及用
品。堅強有力的傘及輕暖大衣絕對不能
少。路途遙遠、攜帶不便嗎？放心！校園
周遭生活機能一級棒，全聯福利中心、燦
坤、英專路夜市、老街，你想要的東西應
有盡有，陪你無憂無慮遊淡江。

牧羊草坪

仆街少女推薦：圖書館
前廣場，遠遠望去有個令
人垂涎三尺的蛋捲，歐
依係喔！啊！拍謝啦，
它其實是象徵古代簡冊的
「書卷」啦！淡江人暱稱
它為「蛋捲廣場」，這裡
是淡江人永難忘懷的精
神堡壘，學生會固定舉辦
的「蛋捲節」即因它而命
名。
粉絲評價：祝讚

仆街少女推薦：想培
養藝術氣息，又不想花
錢嗎？文錙藝術中心不
時推出名家作品展；位
在驚聲大樓的文錙音樂
廳則不定時有各類音樂
會，以及音樂性社團的
成發，全都FREE！設
備、展品及表演者都是
第一級，給你無料的高
品質享受。還等什麼，
心動不如趕快行動。
粉絲評價：褒讚

食衣住行通通通 淡江生活很輕鬆

食

網址：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6

學習方式大不同 撇步報你知
大學學習方式和高中很不一
樣，怎麼適應？考試、交報告，
覺得時間不夠用，怎麼辦？別慌
張，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
展組提供「大一新生線上學習策
略工作坊」，包括時間管理、了
解原文書及考試技巧等，讓新生
更快進入學習狀況，掌握時間規
劃。西語二吳馨怡表示，她參加
過製作書面報告、PPT等課程，
很實用，學校提供這麼棒的免費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仆街少女推薦：座落在
牧羊草坪旁的大樓，乍看
以為是高級飯店，其實它
是淡江七星級圖書館。
這裡的豐富藏書及現代
化設備，讓你一輩子受用
不盡；除了書籍、影片，
不定期主題書展、閱讀分
享活動及電影欣賞等，還
有免費的冷氣、舒適的座
位，持學生證就可以暢行
悠遊喔！
粉絲評價：無敵讚

課程，不好好利用，很可惜喔！
網址：http://sls.tku.edu.tw/
WEB/CHT/index.html

心情低落有出口 鬱卒不必放心裡
新生初來乍到，寂寞無助；愛
情遇到難題，有話無處說嗎？學
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的輔導老師
會聽你傾訴內心話，給你建議及
方向。也可上網以寫信方式，說
出困擾、釋放壓力，諮輔組會有
專人為您回信，並保密你的資
料。
地點：商管大樓B413室
網址：http://spirit.tku.edu.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以玻璃帷幕
為建築特色的
強邦國際會議
廳，其側之草
坪上，是「蘭
陽 心 • 淡 江
意•雪山情」
的楊英風「雪
山 隧 道 」 雕
塑。
綠蔭夾道的克
難坡階梯，象
徵著「樸實剛
毅」的精神。

學生餐廳、宿舍平台

而在強邦國際會議廳旁的學生餐廳，提供豐富的日常飲食種類供同學選擇，
無論是中式的蛋餅豆漿；或是西式的漢堡奶茶，都能滿足同學的味蕾。一樓的
學生餐廳座位區，是學生交流、辦活動的好所在，如聖誕舞會、各社團活動
等，都會在這裡舉行唷！
熱門景點之一的宿舍一樓平台，以木造座位、綠色景觀，打造出談心的空
間，並可欣賞龜山島日出、盡覽蘭陽平原美景，讓你不錯過任何的浪漫時光。
另設有便利商店、滷味店、咖啡店等，讓你以美景佐餐，觀賞享受多層次的味
覺感官。

夜間自宿
舍屋頂俯
瞰整個蘭
陽平原，
夜景燈火
絢爛，享
受蘭陽校
園特有的
夜浪漫，
別有一番
滋味。

圖書館、資訊中心、自習室

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報紙期刊，讓各學子隨時都能充實學習內涵，同時，可
和淡水校園、台北校園圖書館資源互享資源，只要上網下載填寫「代借申請
表」後，就可以借調你喜愛及需要的書籍，讓你的學習不落人後。
資訊中心則提供有電腦及印表機讓同學使用，在這裡可以列印要繳交的報
告，讓你作業不遲交。
想念書、討論功課卻擔心苦無去處嗎？自習教室是個好地方，這裡24小時不
打烊，只要勤奮用功，時時和同學交換學習心得，保證每學期都All High Pass
喔！

蘭陽校園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資源，
是你大學四年中充實學問的最佳夥
伴！

福園

位於礁溪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可眺望整個蘭陽平原及龜山島日出，晨昏迥
異的自然景觀，綺麗的色彩、光線的變化和萬千雲彩，讓我們可以享受視覺的
美感，更增添豐富別緻的人文內涵。
榮獲第五屆綠建築獎章的蘭陽校園，首先進入眼簾的是「克難坡」階梯，代
表著「樸實剛毅」的精神。在克難坡旁的強邦國際會議廳，以玻璃帷幕為建築
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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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會議廳外的玻璃帷幕下，常有學生在此駐足談天
呢！
置在強邦國際會議廳側之草坪上，名為「蘭陽心、淡江意、雪山情」的楊英
風「雪山隧道」雕塑，象徵本校創始於淡水，繫心蘭陽，寄情雪山之情懷。本
件雕塑高241公分、寬270公分，為不鏽鋼鍛造之雕塑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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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植栽和燈光設計，展現出與蘭陽平原的自然與人文融為一
體的景致。

學習

紹謨紀念體育館

仆街少女推薦：一進校門便可
看見一棟6層樓高的建築，那便
是游泳館。館內游泳池一年四季
都是溫水，設有多水道、活動式
跳台、乾溼分離淋浴室等，還有
救生員為你的生命把關。只要
500元，一整個學期都可以暢游其
中，這麼好的「命運」就在淡江
喔。
粉絲評價：讚

攝影／李鎮亞）

校園景觀

粉絲：讚

仆街導遊

報你知

我們一起遊歷、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增長見聞，並體驗快樂的大學新生活！

搜尋

＂

紹謨游泳館

蘭陽校園 FUN 生活

住 樂
食 育 行

恭喜你成為蘭陽校園的一份子，在這裡，會讓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請準備和

（合成圖片）

五虎崗 尋 幽指 南

五虎坡+五虎碑

仆街少女推薦：與宮燈教室比鄰的「覺軒花園」，仿宋代庭園
設計，有蜿蜒的迴廊、湖石流水、錦鯉戲波，宛如世外桃源、人
間仙境。來此走走，聽風小憩也可、品茶讀書亦行，不但淨化身
心，亦能陶冶性情。
粉絲評價：有夠讚

育樂

住

蘭陽校園採師生共同住校的方式，在宿舍區分為建軒一館、文苑一館中，
均採兩人的雅房設計，乾濕分離衛浴，提供住宿的舒適感。每個樓層均有兩
個交誼廳，電視機、微波爐、冰箱、飲水機等，滿足同學生活上的需求。
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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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總之，戴齊厚重衣服和雨具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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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休閒

運動場地、梅園

在蘭陽校園最大的享受，應該就是在運動中，還能同時享受蘭陽平原的景
色。戶外運動空間設有網球場、排球場、籃球場等，室內則有桌球場、撞球
室及重量訓練等運動空間，因此無論天氣好壞，仍有許多地方可以鍛練身
體。最特別的，就是高爾夫球揮杆練習室，時常看到教職員生在此練習揮杆
的英姿呢！此外，每年和佛光及宜蘭大學合作舉辦的「雪山盃」球類比賽，
讓你在這裡可以與高手們切磋球技；歷年的新生盃、校長盃等球類比賽，更
可讓你以球會友，交到許多球友喔！
2008年，為慶祝本校成立58週年暨創辦人張建邦80華誕，由宜蘭鄉親菁英
成立的蘭菁社特別捐贈梅樹，栽植於蘭陽校園成為「梅園」，每到盛開季
節，總會看到許多師生在此散心賞花！

行

交通資訊

雖身處蘭陽校園，但是交通不會讓你的生活有落差。往返礁溪市區，可以
機車為代步工具外，學校也提供定期的交通車，只要上網預約，付少少的20
元，就可以讓你回家、逛夜市都神速；抵達礁溪車站後，就可以租借機車、
搭乘火車等方式走遍各地。往返台北的同學，除搭乘火車，也可搭乘噶瑪蘭
客運直達台北轉運站，或搭乘首都客運直達台北市政府，方便又快速。

新生必知的活動
上學期

下學期

8月：各系迎新
9月：迎新宿營
10月：中秋夜烤
11月：校慶、新生盃球賽
12月：聖誕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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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
的中秋夜
烤，是全校
師生交流的
好時機，讓
你有吃有喝
的，還能認
識更多新朋
友唷！

山下吃喝玩樂

礁溪鄉是泡溫泉的好地方，在礁溪車站旁的湯圍溝公園讓你對溫泉重新體
驗。在著名的東門夜市及羅東夜市中，各式各樣小吃、日常雜貨及新穎的遊
戲，都讓你眼花撩亂，趁著大學四年，大享宜蘭道地美食。
你也可以和三五好友相約健行，在林美石磐步道1.7公里中，沿著得子口溪
的溪谷，沿路綿延不絕的大小瀑布和疊嶺層巒的山嵐美景，在步行約80~120
分鐘的全程，讓你在森林的芬多精包圍下，享受寧靜自然的知性時光。

學生社團
系學會

社團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系學會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系學會
‧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系學會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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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中文學舞藝社
‧淡蘭書畫社
‧瑜珈社
‧蘭翔擊劍社
‧拳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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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4

外籍生陸生僑生ㄟ避風港
外籍生、陸生、僑生飄洋過海
來到淡江，身處異國遇到困難求
助何處去？本學期起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下設「國際暨兩岸交
流組」及「境外生輔導組」，將
幫助各位解決生活及學習上的疑
難，讓你身在淡江、心如在家
喔。
地點：驚聲大樓10樓
網址：http://www.oieie.tku.
edu.tw/main.php

建軒一館、文苑一館

林美石磐步道區中，山巒疊翠、溪水源源不斷，唯美的林美溪瀑景
色，讓人流連忘返 ，是你休閒的好去處。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搖滾社成發，勁歌熱舞活絡
現場氣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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