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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蘭陽校園全住宿書院主題活動一覽表（10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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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復一老師 黃煌文老師 紀珊如老師 陳凱智老師 

住校導師 

葉劍木主任 

施懿芹老師 

 

包正豪主任 

惠  霖老師 

陳意玲老師 

王蔚婷主任 

朱  留老師 

莊晏甄老師 

武士戎主任 

阮聘茹老師 

齊嵩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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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9 26 3 10 17 24 31 7 14 21 28 5 12 19 26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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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  
考前

活動

暫停 

期
中
考 

    ❽ 
成

果

展 

考前

活動

暫停 

期
末
考 

生態環境   
排
球
賽 

❶  籃

球

賽 

  ❺    

藝術品味    ❷    ❻   

休閒樂活     ❹    ❼  

備註：1.第 1 學期自 105 年 9 月 12 日開始上課，9/1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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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中秋師生聯誼會、11/2 校慶盃路跑賽、

12/28 聖誕晚會），非特殊狀況不得與校園大型活動日期衝突（10/3~6 師生盃排球錦標賽、

10/24~27 校慶盃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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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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

環境 

身在毒中 卻不知毒 

（We are surrounded by 

toxic chemicals on a 

daily basis.） 

105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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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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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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品味 

茶香四溢 茶鄉之藝 I

（Art of Tea I） 

105 年 10 月 18 日

（二）18:30~20:30 

學生餐廳

一樓 

無 台灣茶至今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而以福爾摩沙為名的台灣茶，

也曾在外銷歐美各地；其中，台灣所產的白毫烏龍，還曾得到

維多利亞女王的賞識，並賜名「東方美人茶」。儘管，茶葉外

銷已不復當年盛況，但台灣從南到北，還是有相當多的茶產

區。這學年一系列的的活動，將從學習分辨茶葉種類為開端，

藉此開啟認識茶藝之路。 

Tea is said to be discovered in 2737BC by Emperor Shen-Nung in 

ancient China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beverages that most 

people drink nowadays.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e 

Taiwanese tea history is that John Dodd exported Taiwanese 

Oolong tea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1860’s under the 

name of ‘Formosa Tea,’ which was reputed as ‘Champagne among 

teas’ and was said to be given the name of ‘Oriental Beauty’ by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 prosperity of tea industry had gradually 

died down since 1980’s. However, Yilan, the location of Lanyang 

Campus, is one of the tea areas in Taiwan that work hard on tea 

renaissance. “Art of Tea” i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hat introduce tea 

and its culture. The first speech will be delivered by Mr. Mei; he 

will give us a talk on the variety of tea leaves and on how to 

identify the unique aroma of each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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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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多元

文化 

花開月圓 夯遍蘭陽 

（Party at Lanyang） 

[師生聯誼會] 

105 年 10 月 26 日

（三）18:00~21:30 

（原定 9 月 28 日舉行

因颱風延期） 

迎賓階梯

下方道路 

文苑宿舍自

治聯誼會 

建軒宿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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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休閒

樂活 

一路向前 跑出健康

（Running for your 

health） 

[校慶盃路跑賽] 

105 年 11 月 2 日

（三）15:00~17:00 

（因天候狀況延至下

學期舉行） 

蘭陽校園

校園道路 

無 校園路跑為蘭陽校園每年重要的特色活動之一。路跑運動不

但可增加心肺功能，更可增強身體各部位的生理機能，運動中

大腦釋放出腦內啡而使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本活動 

路跑場地為校內道路，分為教職員和學生組，男生跑 3 公里，

女生跑 2.4 公里，敬邀全體師生踴躍報名參與，一起享受運動

路跑的魅力。 

Lanyang campus road race is one of the annual activities important 

features. It can increase heart and lung function, but also enhance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body parts. Invite all students to 

take part and enjoy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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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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

環境 

織路：編織的技藝與記

憶（Elug Patas: Skill and 

Memory of Weave） 

105 年 12 月 1 日

（四）18:30~20:30 

CL328 教

室 

全球政治經

濟學系系學

會 

2014 年與學生及夥伴透過立體地圖爬梳部落故事。然而隨著

地圖的堆疊，堆疊的地方故事，使記憶裡祖母織布的畫面越來

越清晰。織布，是記憶的延伸與關係的連結，藉由織布，零碎

的故事得以拼湊。 

Beginning at making the 3D map of my tribe, another tribe story 

comes after a tribe story into my mind. The picture of my grandma 

(Vuvu) doing weave is becoming clearer and clearer. Weaving is 

the extension of memory and the conjunction of relationship. 

Through weaving, fragmentary memories are piece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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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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品味 

茶香四溢 茶鄉之藝 II

（Art of Tea II） 

105 年 12 月 6 日

（二）18:30~20:30 

學生餐廳

一樓 

無 台灣茶至今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而以福爾摩沙為名的台灣茶，

也曾在外銷歐美各地；其中，台灣所產的白毫烏龍，還曾得到

維多利亞女王的賞識，並賜名「東方美人茶」。儘管，茶葉外

銷已不復當年盛況，但台灣從南到北，還是有相當多的茶產

區。茶鄉之藝第二次的活動主旨為學習製茶的過程，並透過互

動的方式，讓學員體驗揉茶和炒茶的匠師之藝。 

Tea is said to be discovered in 2737BC by Emperor Shen-Nung in 

ancient China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beverages that most 

people drink nowadays.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e 

Taiwanese tea history is that John Dodd exported Taiwanese 

Oolong tea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1860’s under the 

name of ‘Formosa Tea,’ which was reputed as ‘Champagne among 

teas’ and was said to be given the name of ‘Oriental Beauty’ by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 prosperity of tea industry had gradually 

died down since 1980’s. However, Yilan, the location of Lanyang 

Campus, is one of the tea areas in Taiwan that work hard on tea 

renaissance. “Art of Tea” i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hat introduce tea 

and its culture. The invited speaker, Mr. Lee, will introduce the 

processes of making tea and there will be DIY session for students 

to learn/to try the processes of rolling and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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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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

樂活 

健美蘭陽 神采飛颺 

（Get fit , Stay fit.） 

105 年 12 月 12 日

（一）19:00~21:00 

紹謨紀念

活動中心

多功能教

室 

無 近年來健康意識抬頭，一般民眾越來越注重自身的健康，紛紛

投入健身房及相關運動產業。為了追求良好的身型體態，健身

運動已經成為一種風潮，營養攝取、阻力訓練和間歇訓練更是

成為各大健身中心主打課程。本活動邀請到健身業界資深講

師到校，為同學們介紹健美運動、營養攝取、徒手阻力訓練和

間歇訓練，讓同學不用到健身房也可以利用生活周邊器材來

達到健身的目的。 

In order to pursue good figure, gym has become a trend. This 

activity invites gym senior lecturer for students and staff to 

introduce gym. Therefore, students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itness and keeping health in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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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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聲探險 聖誕足跡 

（Santa's Secret） 

[聖誕晚會] 

105 年 12 月 21 日

（三）19:00~21:30 

（原定 12 月 28 日舉

行） 

學生餐廳

一樓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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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