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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蘭陽校園住宿學院主題活動一覽表（106.10.5） 

 

一、主題活動分組 

主題活動_書院教育 多元文化 生態環境 藝術品味 休閒樂活 

活動組 

召集人 施懿芹老師 惠  霖老師 莊晏甄老師 齊嵩齡老師 

住校導師 

葉劍木主任 

洪復一老師 

 

包正豪主任 

陳意玲老師 

黃煌文老師 

王蔚婷主任 

朱  留老師 

紀珊如老師 

武士戎主任 

阮聘茹老師 

陳凱智老師 

宣傳組 住校導師 周應龍老師 

 

二、活動時程安排 

月份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日期(週一) 18 25 2 9 16 23 30 6 13 20 27 4 11 18 25 1 8 15 

上課週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主
題
系
列
活
動 

多元文化 

開
學 

❶   
師生

盃排

球賽 

   
考前

活動

暫停 

期
中
考 

 師生

盃籃

球賽

❻ 

 ❽  
成

果

展 

考前

活動

暫停 

期
末
考 

生態環境    ❷    ❼   

藝術品味     ❹  ❺    

休閒樂活    ❸      

備註：1.第 1 學期自 106 年 9 月 18 日開始上課，9/18~9/22 為上課第 1 週。 

2.「日期」欄位係呈現當週週一的日期，實際舉辦時間依各組規劃辦理。 

3.活動日期與校園特色活動結合者，已依行事曆排定（9/27 中秋師生聯誼會、12/20 聖誕晚會），非

特殊狀況不得與校園大型活動日期衝突（10/17~19 師生盃排球錦標賽、12/5~7 校慶盃籃球錦標

賽）。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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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說明（依舉辦時間排序，確定資訊以個別活動公告為準） 

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1 多元

文化 

滿月曬下 兔子回家 

（Mid-Autumn Festival in 

Lanyang） 

[中秋師生聯誼晚會] 

106 年 9 月 27 日

（三）18:00~21:30 

迎賓階梯

下方道路 

建軒宿舍自

治聯誼會 

文苑宿舍自

治聯誼會 

 

中秋師生聯誼活動可說是一種特別的開學典禮，我們聚集了

全發院的師長、教職員以及學生讓大家一同共襄盛舉，對於

新生來說，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去認識新的同學以及蘭陽校

園，不僅能減少對新環境的陌生感，還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對於舊生而言，則是一場歡樂的師生同樂會，重拾以

往融洽的情感。 

The activity for Moon Festival is a special opening ceremony. All 

the teachers, administrative staffs, and students in Lanyang 

Campus get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For freshmen, it is 

a very good chance to get acquainted with others an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Besides, it is also a joyous 

party for sophomores and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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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2 生態

環境 

別讓身體不開心喔 

（Let`s healthy every 

day!） 

106 年 10 月 26 日

（四）19:00~21:00  

CL328 教

室 

資訊創新與

科技學系系

學會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的食品安全問題，我們需要多

加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才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有了健康的

身體才能有好的生活。這個講座將邀請專業的講師來告訴我

們需注意的食安問題以及平常應如何清潔保養用品。只要多

加注意相關的食安與清潔問題，健康就離我們不遠了。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food safety scandal in daily lif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se issues so that we could be 

healthy. Being healthy can lead to a wonderful life. The Lecturer 

will talk about food safety scandal and the method for cleaning 

care products in our daily life. As long as we can pay more 

attention on food safety and clean, we can close to health. 

3 休閒

樂活 

攀向頂峰 超越自我

（Climbing for your life） 

106 年 10 月 25 日

（三）、106 年 11

月 1 日（三）

13:00~17:00 

紹謨紀念

活動中心

攀岩場 

華麗旋轉國

標社 

攀岩是從登山衍生出的一項運動，目的只是為了克服登山過

程中的困難。本活動希藉由在攀岩過程中，讓同學從中體會

如何克服攀爬時恐懼，學習互相協助，相互信任，並從認識

全新的自己及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Climbing is all about balance, knowing your body and 

being able to reposition it in space. It's about 

creativity,learning to adapt to what the rock has to 

offer. It's a whole-body exercise and though your upper 

body gets a fair share of grunt work, your legs and feet 

are your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 for upward motion. 

It's about concentration and overcoming your fears for 

the voi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B%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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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4 藝術

品味 

思辨賽局：圍棋初階

（Basic Go Game 

(Weiqi)） 

106 年 10 月 31 日

（二）18:00~20:00 

CL325教

室 

時尚飲品社 圍棋自古與琴書畫並列為四藝之一，流行於中國、日本與韓

國，約於十九世紀末傳入歐洲，被視為訓練邏輯思考和專注

力的最佳利器，近來更由於人機大賽引發討論熱潮。本活動

於 10月 31日邀請中華棋協 6段馬衡立老師舉辦圍棋入門講

座，教授基本規則和常見戰略，從未修習過圍棋的學生亦可

參加，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現場由飲品社供應點心茶水。

Go (Weiqi), along with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Guqin (stringed 

instrument), used to be one of the four arts in classical, elite 

society. A popular board gam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Europe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Go is thought 

to be a tool that improves the mind-set and helps concent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defeat of Google’s AlphGo over human 

champions has become a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On October 

31
st
, we invite Mr. Heng-li Ma, a 6-duan professional player from 

Taiwan, to give an instruction on basic rules and common 

strategies. Those of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Go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lecture. Beverages and desserts will be provided by 

Drink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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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5 藝術

品味 

思辨賽局：圍棋進階 

（Advanced Go Game 

(Weiqi)） 

106 年 11 月 28 日

（二）18:00~20:00 

CL325教

室 

時尚飲品社 圍棋自古與琴書畫並列為四藝之一，流行於中國、日本與韓

國，約於十九世紀末傳入歐洲，被視為訓練邏輯思考和專注

力的最佳利器，近來更由於人機大賽引發討論熱潮。本活動

於 10 月 31 日邀請中華棋協 6 段馬衡立老師舉辦圍棋入門講

座，教授基本規則和常見戰略，從未修習過圍棋的學生亦可

參加，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現場由飲品社供應點心茶水。

Go (Weiqi), along with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Guqin (stringed 

instrument), used to be one of the four arts in classical, elite 

society. A popular board gam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Europe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Go is thought 

to be a tool that improves the mind-set and helps concent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defeat of Google’s AlphGo over human 

champions has become a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On October 

31
st
, we invite Mr. Heng-li Ma, a 6-duan professional player from 

Taiwan, to give an instruction on basic rules and common 

strategies. Those of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Go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lecture. Beverages and desserts will be provided by 

Drink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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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6 休閒

樂活 

三分投籃 快攻上籃 

（The wild vegetable of 

Amis World） 

106 年 12 月 5~7 日

（二~四）

19:30~22:30 

紹謨紀念

活動中心

球場區 

淡蘭女籃社 師生盃盃籃球賽為蘭陽校園體育特色活動之一。籃球運動為

團體運動項目，不僅可以透過活動增進班級同學情誼，更可

以提升身心靈健康。比賽場地為紹謨紀念活動中心球場區，

分敬邀全體師生踴躍報名參與，一起享受籃球運動的魅力。 

Superior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is one of the special sport 

activities of Lanyang campus. Basketball as a teamwork spor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classmate friendship, but als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venue of the matches is at 

Shao-mo Memorial Activity Center. We invite all our dearest 

faculty members, staff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enjoy our 

attractive basketbal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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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7 生態

環境 

阿美族的野菜世界 

（The wild vegetable of 

Amis World） 

106 年 12 月 12 日

（二）19:00~21:00 

（暫定） 

CL328 / 

CL439 教

室（未定） 

全球政治經

濟學系系學

會(暫定) 

近年來，環境保護成了全球共同的目標，為了不讓環境遭受

農藥等非自然的方式破壞，開始有很多居民試圖自己種植蔬

菜，不僅美味更健康。阿美族主要居住在花東的平原及海岸

地區,他們自稱為「吃草的民族」,食用很多野菜,因此發展出特

殊的飲食文化,在今日很多阿美族的野菜,已發展成都市裏餐

廳的美味佳餚。 

Recently, environmental become a global common target, in 

order to avoid environment from chemical destroy, there are a lot 

people start to plant vegetable by themselves. 

Amis live in east of Taiwan, they call themselves as 

“grass-having” ethnic, they have a lot wild vegetable, thus, 

develop a unique culture. Nowadays, the Amis wild vegetable 

develop to the tasty food in fancy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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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活動

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社團 活動內容說明 

8 多元

文化 

歡樂聖誕 師生同樂

（Christmas party at 

Lanyang） 

[聖誕晚會] 

106 年 12 月 20 日

（三）19:00~21:30 

學生餐廳

一樓 

學生會蘭陽

行政中心 

聖誕節為西方社會最為重要之節日，為了使離鄉背井到淡江

大學念書的外籍同學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和過節的興致，遂

邀請全校師生共同歡慶聖誕佳節，並藉此活動創造一個專屬

於蘭陽的共同回憶。這次活動也可以讓熱愛音樂的夥伴們擁

有一個很棒的機會展現一學期努力下來的成果，再加上國標

舞社與街舞社完美契合，讓全校師生一起參與這盛大的音樂

兼具藝術舞蹈表演，感受音樂的美妙與樂趣，享受好聽的音

樂，同時享有視覺與聽覺的饗宴！ 

Christmas Day is one of important holiday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In order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leave their 

homeland to have a warm holiday in Taiwan, this activity invites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celebrate Christmas together and 

to create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This activity gives music 

lover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ow off their performance. Besides, 

a ballroom dancing club and hip-hop club together give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wonderful show. Audiences can enjoy 

wonderful music while enjoying the visual and auditory f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