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陽校園主任 

親愛的新鮮人：你好！ 
首先恭喜你成為大學新鮮人，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並預祝在蘭陽校園裏

有最亮麗的表現。 
淡江大學有四個校園，分別為淡水校園、台北校園、蘭陽校園與網路校

園，四個校園資源共享，整體發展。蘭陽校園位於礁溪鄉林美山上，遠眺太平
洋，俯瞰龜山島，聞名的「龜山日出」與淡水校園的「淡江夕照」相互輝映，
將北台灣最美的風景連成一線，在這宛若仙境的環境中學習，定能薰染出絢麗
的色彩。 

淡江大學是私校中「企業最愛」的翹楚，《CHEERS》雜誌持續進行「台
灣2000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評比，已連續20年蟬聯私立學校第
一名，培育的校友在Cheers雜誌調查報告中「8大能力指標」：學習意願與可塑
性、抗壓性、專業知識與技術、團隊合作、解決問題能力、國際觀與外語能
力、創新能力、融會貫通能力等，全部居私校第一；尤以團隊合作、穩定度與
抗壓性等強項，超越多所優質的國立大學，從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交出亮麗的
成績。蘭陽校園在淡江大學優質的基礎上定有更好的發展。 

蘭陽校園自2005年開始招生，是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特色校區，目前有
超過27個國家的學生在校園一起學習。為能落實培育具國際競爭力優質專業人
才的目標，提升學生在職場旳國際競爭力，明定發展 “三全”教育：一、以全英
語授課為基礎的國際發展學習教育，銜接大三出國修習設計；二、以全大三出
國為行動的國際發展多元教育，學生必須於海外姐妹校修課一年；三、以全住
宿書院為核心的國際發展品格教育，設置住校導師，培育具國際視野、品德兼
備的人才。 

國際化教育理念的實踐是蘭陽校園學生的優勢，為精進國際化的脚步，除
了招收多國的學生及增強外籍師資陣容，深化國際校園的氛圍，讓學生自然適
應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在課程的規劃上，更採行學用合一的教學策略，設置
學用合一的學分學程，協助學生完成至少一學期的全職境內外學習實作。在可
預見的未來，蘭陽學子將遍及全球各大企業，在這兒，你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
嬴在就業起跑點；同學應努力加強自己的語言能力，提升專業知識，為迎向全
球化的競爭做好準備。 

據105年4月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編印的「淡江大學100學年度(101
年)畢業滿3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報告」，述及蘭陽校園畢業生平均工作收
入為4.39萬元，是一般社會新鮮人薪資的2倍，著實令人振奮。在蘭陽校園全英
語授課、大三出國、住宿學院_書院教育的特色下，畢業生的競爭力是獲得肯定
的。學校除建置優質的專業知識與知能學習場域外，更會建立完善企業實習網
絡機制，以利畢業生無縫接軌進入職場。 

祝福你擁有美好的大學生活，淡江大學將因你的加入而更加光彩。 
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 

2017年8月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親愛的同學，你好！ 
  

恭喜你已錄取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所屬學系。蘭陽校園
係以全大三出國、全英語授課及全住宿書院為主要發展特色，都是符合
未來社會趨勢走向之前瞻性思維，相信你至本學院學系就讀，必定能具
備國際競爭力及菁英特質。 
 

為期各位珍惜光陰，本院針對準大一新生開設「企業概論與創業管
理」及「英文口語溝通」2門暑期先修課程，由於本院及各學系全部課
程採全英語授課，且同時為大三出國預作準備，因此英文口語溝通的適
應及學習相當重要，相信各位在暑期兩週內之密集訓練，不僅可提前適
應全英語的授課環境，亦得為未來專業課程奠定基礎學習能力。 
 

此外，有別於淡水校園，蘭陽校園的同學在暑期先修課程期間都安
排住宿，我們特別設置「先修導師」，以了解個別學生的生活適應及修
課情況，同時安排補救教學，持續加強學生課程之學習。而在修課期間
亦會安排夜間活動，以增進學生對本校園及師長之認識。 
 

歡迎各位準大一新生加入蘭陽校園大家庭，期許把握暑期先修課程
機會，以掌握先贏趨勢。祝福各位有個嶄新的開始。  
  

  
全球發展學院  院長  劉艾華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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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先修課程活動說明 

鼓勵錄取蘭陽校園之準大一新生於暑期先行修讀大學基礎
課程，提早適應全英語授課及瞭解蘭陽校園住宿學院特色，有
助大學期間之學習。 
一、開設課程：「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於CL402上課） 
                              及「英文口語溝通」（於CL302上課）。 
二、上課時間：106年8月21日至9月1日。 
三、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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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週（16小時） 

(二)第二週（20小時） 

  8/21(一) 8/22(二) 8/23(三) 8/24(四) 8/25(五) 
08:10-09:00 

宿舍報到 09:10-10:00 
10:10-11:00 上課 上課 上課 上課 
11:10-12:00 認識校園 上課 上課 上課 上課 
12:10-13:00           
13:10-14:00 上課 上課       
14:10-15:00 上課 上課 上課 上課 上課 
15:10-16:00   

林美石磐 
步道 

上課 上課 上課 
16:10-17:00 上課 

羅東夜市 

 如何利用
圖書館資源
輔助全英語
課程學習 

  

17:10-18:00 上課 
  

18:10-19:00 歡迎餐會
(18:30開始) 

    
19:10-20:00     

  8/29二) 8/30(三) 8/31(四) 9/01(五) 
08:10-09:00 
09:10-10:00 
10:10-11:00 上課 上課 上課 

期末考試 
11:10-12:00 上課 上課 上課 
12:10-13:00       辦理離宿及新

生進住報到 13:10-14:00       
14:10-15:00 上課 上課 上課   
15:10-16:00 上課 上課 上課   
16:10-17:00 大三出國準備 

停看聽 

    
17:10-18:00 

與系主任有約 
    

18:10-19:00   上課（補救教學、
總復習） 

  
19:10-20:00 先修班-系際盃

籃球、排球賽 
  

20:10-21:00     
21:10-22:00 



暑期先修課程活動說明 

四、報到及離宿程序： 
  (一)報到 

 

 

 

 

 

 

 

 

 
備註： 
           1.8月28日(星期一)晚間9時20分交通車接送返校， 
              地點同上。 
            2.8月29日(星期二)欲搭乘交通車請於上午9時至接 
               駁地點候車，當日無須辦理報到。 

(二)離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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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星期一)報到須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8:10~11:00 報到 建軒一館 
文苑一館 

請於宿舍B1確認房號，
逕至所屬樓層報到。 

 09:00 搭乘交通
接駁車 

礁溪轉運站
(公車站) 

欲搭乘接駁車者請於上
午9時前到達交通車接駁
地點(免費，地圖如附件
3)。 

9月1日 (星期五)離宿須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12:10~14:00 辦理離宿 建軒一館 
文苑一館 

暑期宿舍鑰匙歸還，
新學期宿舍報到(繳交
宿舍自治會費500元) 

 14:00 搭乘交通
接駁車 

台灣好行_
淡江蘭陽
站 

欲搭乘接駁車者請準
時到達交通車接駁地
點(免費) 



暑期先修課程活動說明 

五、課程期間注意事項： 
(一)集中住宿，增進自治、自律之管理能力。 
(二)不得離開校園（請假核准者除外）。 
(三)攜帶物品：寢具（枕頭、睡袋、床墊）、健保卡、個人

藥品、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環保餐具、拖鞋、雨具等
個人隨身物品。 

(四)歡迎餐會，服儀得體，不得穿拖鞋。       
(五)課程期間之餐飲，請學生至餐廳自行付費用餐，另， 

8月26至27日學校餐廳不營業，需自理用餐事宜。 
(六)為珍惜資源，課程期間宿舍空調使用費及網路暨電話使

用費，每人酌收100元，由學生自付並於8月21日報到時
繳費；冷氣儲值卡（內含100元儲值金）離宿時歸還，
儲值金額用畢後須自行加值。 

(七)家住偏遠或因其他因素需提前進住者，8月20日開放寢
室請自行進入，隔日辦理進住報到。 

 (八)如需影印列印資料，請先自備與校園影印列印系統相
容卡片，如悠遊卡、一卡通等，洽CL329圖書館櫃檯或
CL501辦公室-圖書館業務申請，儲值後即可使用，相關
資訊請參閱蘭陽校園網站-行政業務-圖書館業務-讀者服
務。 

六、宿舍平面圖如附件1。 
七、蘭陽校園設施及福利部門介紹，如附件2。 
八、蘭陽校園地圖及交通接駁車搭乘處，如附件3。 
九、台灣好行接駁公車（111礁溪線B線），如附件4。 
十、台北-礁溪國道客運資訊： 
       ＊台北葛瑪蘭站：捷運台北京站4樓(台北轉運站) 
       ＊台北首都站：捷運市政府站2號出口(市府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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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先修課程活動說明 

十一、聯絡人資訊： 

    蘭陽校園電話：(03)987-3088 

    全球發展學院傳真：(03)987-3077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王姿婷小姐 (分機7039)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劉雅倫小姐 (分機7128)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劉雅倫小姐 (分機7128)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王姿婷小姐 (分機7039) 

    蘭陽校園緊急聯絡                保全人員     (分機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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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先修課程注意事項 

一、學生修讀課程之學分列入累計實得學分數及歷年成績總
平均計算，但不計入學期選課學分數、學期成績平均、
學期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計算。 

二、修讀成績及格者，可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入學後若再
修讀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僅計算一次學分數於畢業學
分數內。 

三、修完先修課程但放棄就讀本校者，不得要求本校提供修
課或成績證明。 

四、修讀課程成績將於九月中寄發通知單至戶籍地址，若對
成績有疑義者，請依通知單指定期限內向蘭陽校園教務
業務提出成績複查申請。 

5 



全球發展學院 

設立宗旨 

本院以開創高等教育新方向，培育具國際前瞻視野之
全方位人才為使命，堅持全英語授課及全員大三出國之教
育理念，教育學生成為能積極參與全球多元議題發展的重
要人才，使學生具備全球化觀點與決策能力，在變化激烈
的全球競爭環境中符合國內外對跨領域相關人才之需求。 

教育目標 

一、培育國際視野與全球意識 
二、建構跨領域專業知識 
三、注重團隊合作與人際關係 

學院架構 

6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設立宗旨 

教育目標 

畢業出路_就業 

本系設置「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與「應用資訊全英語組」
，目的為培育資訊系統開發及應用之專業人才。「軟體工程
全英語組」學習主軸為計算機科學、智慧型計算、軟體工程
理論；「應用資訊全英語組」學習主軸為計算機科學、網際
網路應用、企業級資訊整合，並以畢業專題呈現學習成效。 

一、注重學生外語能力 
    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增加未來就業競爭。 
二、拓展學生國際經驗 
    大三學生須出國留學1年，開拓國際視野。 
三、重視學生輔導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與教師討論課業、升學及生涯規劃。 
四、培養學生未來競爭力 
    注重專業能力，輔導學生考取資訊專業證照。 

資訊軟體系統類：軟體/工程類人員、MIS/網管類人員 
專案/產品管理類：軟體相關專案管理人員、ERP專案人員 
技術/維修類：電腦組裝/測試人員、產品維修人員 
研發類相關：工程研發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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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設立宗旨 

教育目標 

畢業出路_就業 

「觀賞世界名勝之博大，光耀寶島美麗之精華」。 

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國際競爭力之觀光產業管理人才」。 
此教育目標下，訂定四項特色： 
一、英語授課，培育國際觀光管理人才。 
二、大三出國，拓展學生全球國際視野。 
三、住宿學院，注重全人教育品格發展。 
四、產業接軌，強調海外國內實務實習。  

旅館及旅遊類別：旅行業經理人、遊憩區管理人員、旅遊休
閒管理人員、旅館管理人員、領隊、導遊
、導覽解說人員。 

企劃類別：活動企劃、行銷企劃、旅遊企劃。 
其他類別：政府觀光行政人員、觀光相關研究人員、空服員

、地勤人員。 
8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設立宗旨 

教育目標 

畢業出路_就業 

本系之創系宗旨與目標，主要在於培育學生具備英語
文專業能力與溝通技巧，而系上教師專業皆符合語言、多
元文化研究與教育相關領域，對於專業課程的傳授具有深
厚的專業知識及教學技能。為配合本系規劃課程架構之理
念以及學生學習與就業需求，開設相關課程。 

當今全球所需的人才應兼具專業知識技能及流利的英
語溝通能力，有鑑於此，本系的特色為培養學生具有全球
化潮流下所需的英語溝通能力，更藉由蘭陽校園全英語的
授課情境與大三出國，培養學生成為具全球化視野與人文
素養之英美語專業人才，以因應全球化及整體國際社會的
變化，符合全球社會之需求。 

行政/總務類別：行政/業務助理、秘書 
企劃類別：公關人員、廣告文案 
文字編譯類別：翻譯、口譯人員 
學術類別：語言/文化相關研究人員、國中小英語教師 
其他類別：領隊、導遊、導覽解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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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設立宗旨 

教育目標 

畢業出路_就業 

本系為淡江大學實現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等三化政
策之先鋒，發展方向明確，以培養熟稔語文、豐富專業之政
經學識及具備全球化視野之人才為使命，期符合社會發展新
趨勢。 

本系以培育具備全球政治經濟的對話能力之人才為方向，
希望透過對政治經濟議題紮實的基礎訓練，外語能力與國際
觀之加強及綿密的輔導體系，並著重品德教育等，來培育有
政策建議與分析能力之全方位人才。本系之特色可歸納簡述
如下： 
一、強調基礎課程 
二、強調外語訓練 
三、強調全人的品格與道德教育 
四、具備全球化視野 
五、強調輔導功能     

行銷類別：市場調查、市場分析、媒體公關 
企劃類別：傳播媒體企劃人員、出版人員 
學術類別：政治相關研究人員 
其他類別：公家機關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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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三全”教育 
—全大三出國 

本校自1950年建校之際，即相當重視「國際化」之辦學
理念，並於台灣首創「大三學生出國研習計畫」，本院所有
學生大三須自費出國至本校指定姊妹校留學一年，體驗國外
學習環境，拓展國際視野，培養關懷世界之宏偉胸襟，並獲
致朝向國際發展之能力。自2007年起迄今，本院大三出國留
學學生人數已達1,922名。 

大三出國導師視訊輔導 

設置大三導師，於同學出國期間經常以E-mail、Skype、
FB等連繫工具進行輔導，並藉由視訊連線了解學生於國外修
課情形以及各項適應狀況，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大三出國留
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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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 

    學生長時間在國外留學，為即時掌握學習及生活狀況，
於95學年度建置蘭陽校園「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蒐集
學生各階段狀態，如國外聯繫方式、班機、住宿情況、選課
、生活適應、假期規劃及心得感想等資料，提供導師及行政
人員進行了解、輔導及統計，讓全校園師生能一同分享及學
習，而學生家長也可同時藉此系統，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在
國外的生活與學習狀況。 

大三出國學分抵免系統 

    另外，98學年度開發了「大三出國學分抵免系統」，藉
由學生提報國外選課及修課的資料，由老師進行了解及輔導
後，根據學生的成績證明進行線上審核及評分後轉入教務系
統，節省紙本申請的複雜程序，更提升學分抵免的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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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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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申請學校 歷年總人數 

歐洲 

桑德蘭大學(英國) 147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英國) 42 
查爾斯大學(捷克) 69 
華沙大學(波蘭) 8 
居禮夫人大學(波蘭) 6 

美洲 

布蘭登大學(加拿大) 95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美國) 177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美國) 221 
維諾納那州立大學(美國) 217 
華盛頓州立大學(美國) 124 
沙福克大學(美國) 14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美國) .70 
舊金山州立大學(美國) 129 
天普大學(美國) 127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美國) 156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美國) 13 

大洋洲 

新南威爾斯大學(澳洲) 25 
昆士蘭大學(澳洲) 50 
國際飯店管理學院(澳洲)_限觀光系 21 
南十字星大學(澳洲)_限觀光系 14 
懷卡特大學(紐西蘭) 50 

亞洲 

立命館太平洋大學(日本) 4 
立命館大學(日本) 1 
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杜拜)_限觀光系 15 

  交換生/其他 127 
歷年出國總人數 1922 



落實國際化，厚植學生大三出國實力，及早適應國外
全英語學習環境，全發院所有課程採全英語授課，並於大
一開設英文閱讀、寫作、口語溝通以及「英文能力檢定」
等基礎課程，提升學生英文能力。教師採多元授課以增進
學習效果，並配合師生住校、頻繁且密切互動之住宿學院
設計，持續精進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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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三全”教育 
—全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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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三全”教育 
—全住宿書院 

四大主題活動~樂「宿」蘭陽 

「全住宿書院」為蘭陽校園三大特色之一，由住校導師與
學生社團負責規劃住宿書院主題活動，分為多元文化、生態環
境、藝術品味、休閒樂活等四大主題，此活動屬於通識教育的
一環，係將課堂的知識傳授延伸到教室外，著重課程外的「實
踐」，結合行動、學習及心靈思維，以多元的型態讓同學們去
體驗、學習跨領域的知識。 

多元文化 
CULTURE 

蘭陽國際文化展 搖滾黑夜趴踢歐奈 菁英雲集以球會友 衫八阿花 遇水則發 

   生態環境 
ENVIRONMENT 

生態旅遊大開眼界 DIY有機紫蘇梅初體驗 走向戶外迎接陽光 整潔環境健康樂活 

藝術品味 
ART 

茶香四溢茶鄉之藝III 茶香四溢茶鄉之藝IV 搖滾人聲 遊戲人生 舞光十社震撼樂壇 

休閒樂活 
LEISURE 

排除萬難球取榮譽 三分投籃快攻上籃 擊刻開始劍射未來 終極塑身健康滿分 



附件1_宿舍平面圖 

16 

文苑一館3樓(女宿) 

建軒一館4樓(男宿) 

左邊17間，計34床 右邊11間，計22床 

左邊17間，計34床 右邊11間，計22床 



附件2_蘭陽校園設施及福利部門 

 多元豐富的校園設施~樂宿蘭陽，吾居吾宿  

宿舍2人一房 交誼廳 乾濕分離衛浴 

開心廚房 蘭陽網咖 開心農場 

蘭陽講堂 強邦國際會議廳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17 



蘭陽美食餐廳 

宿舍平台1樓美食街 
 ＊食食客客 
典雅的食食客客的點心種類多樣化！用餐區布置溫馨，以全透明的玻璃帷幕，
享用美食之餘亦能一覽蘭陽平原之美！ 
＊８１８蒸知味 
乍看之下是間中式麵店，實際販賣品項琳瑯滿目除了各式麵類及飯類外，還有
滷味、煎魚、水果及果汁，保證吃得健康，飲食均衡。 
＊便利商店 
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文具，各式飲品、冰品、麵包、解饞的零食、影印服務。 
＊M&H咖啡簡餐店 
Miner & Hobbits caf'e是一間文創咖啡館，提供義式咖啡、手作咖啡及多種套餐、
手作蛋糕、輕食、鮮果汁，館內可享受美食及整體環境營造的文創氛圍適合度
過美好的午茶時光。 
＊摩斯漢堡 
限時擺攤方式營業，時間另行公告，菜單有3種米漢堡、5種漢堡及數種點心、
飲品，價格是專屬淡江蘭陽校園的優惠價喔! 

教學大樓2樓餐廳 
位於強邦教學大樓2樓，內部寬敞舒適，平時可供學生自習、小組討
論或社團聚會；全透明的玻璃帷幕，用餐的同時亦能清楚的遠眺蘭陽
平原與龜山美景。 
＊元氣早餐、快餐店 
提供中西式餐飲，可以有豐富而多樣化的選擇，且菜色推陳出新，可以期待推
出的新產品帶來生活上的小驚喜、小確幸。 
＊峰霖食棧、小吃部 
菜色豐富，價格合理，且依時節陸續推出新口味，給學生十足選擇。攤位上也
有販賣各式飲品，在教學區解渴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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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_蘭陽校園設施及福利部門 



附件3_蘭陽校園地圖及接駁車搭乘處 

北宜高速公路下頭城交流道後左轉台九線，接近礁溪市區前右轉公園路
（天隆大飯店前），於溫泉山林_緣定今生古董店前左轉忠孝路，到底
再右轉德陽路直行進入宜五線，於大楓橋前右轉進德佑大道，依沿路之
引導標誌，沿德佑大道蜿蜒上山便可以抵達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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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_台灣好行接駁公車 
(111 礁溪鄉B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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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臺鐵礁溪站⇔礁溪轉運站⇔礁溪溫泉公園站⇔湯圍溝公園
站⇔李寶興圳⇔林美社區遊客中心站⇔林美石磐步道站⇔ 
淡江大學蘭陽站 
  
時刻 
平日 (週一至週五) 7:30，12:00，17:10 自台鐵礁溪站發車；
回程08:00，12:30及17:40 從淡江大學蘭陽站發車。 
 
假日 (週六及週日) 7:30，08:00，12:00，15:30，17:10 自台
鐵礁溪站發車；回程08:00，08:30，12:30，15:50及17:40 
從淡江大學蘭陽站發車。 
  
詳細資訊請參考台灣好行官網 http://www.taiwantrip.com.tw  
路線 台灣好行官網→好行路線→北部→礁溪線B線 
時刻 台灣好行官網→班表與票價→宜蘭縣→礁溪線B線(下
載時刻/票價表)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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