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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1950 年，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教育理念的綜合型大學。

•2017 年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全球第 394 名、亞洲第 39 名、全台第 6 名，並蟬聯私校第一。

•2016 年 Cheers 雜誌「臺灣 2000 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的大學畢業生」調查，連續 20

年蟬聯私立大學第一名。

•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全台灣僅二校獲此殊榮。

•2013 年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卓越學校獎」，且為唯一獲獎的大學。

•連續 10 年獲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之大學。

•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鑒專案，全數系所榮獲肯定。

•全臺灣第 2 所獲「國家品質獎」之大學。

•全校共有來自 72 國 2,100 多位境外學生，其中，大陸學位生人數 585 名，包括本科、碩

博士班學生。

•設有陸生輔導專業小組，成員包括陸生輔導專職人員、各院系陸生專責導師、宿舍專職輔

導員及學生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負責陸生生活與課業的輔導及協助。另設有陸生專屬社

團。

　淡江大學工學院全數系所獲中華工程認證，商管學院為全台灣最具規模的商管學院，會計

系為台灣第一個獲澳洲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認證之系所，統計與運籌學科

進入 QS「社會科學與管理」領域世界前 200 名，外語學院教授 6 種外語，國際研究學院擁

有全臺灣最完整的區域研究。淡江大學研究環境完善，其中最出色的研究中心包括：風工程

中心之研究團隊位居臺灣領導地位；水資源中心參與國家水資源相關政策制定，締造台灣首

次水利科技國際輸出；機器人中心研發的機器人參加 FIRA 世界機器人足球大賽，自 2006

年迄今，每年均獲得數個世界冠軍；全臺首創的春上村樹研究中心更是享譽海內外。

　淡江大學為全臺灣最早推動國際化的大學，與全球 34 國 197 所、大陸 43 所大學簽訂學

術合作協定，與 20 所世界知名大學合作 31 項跨國雙學位計畫。淡江大學首創大三出國研習

計畫，迄今 22 年，每年派遣 500 餘名學生赴海外研修一年。淡江大學設置全面英語授課的

蘭陽校園，開設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全英語組、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

語組、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全球政治經濟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等 5 項學士學位學程；淡水校園另開設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碩士班、商管學

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研究學院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

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及外交與國際關係

全英語學士班等 6 項全英語學位學程。

淡豔宮燈道，江水育菁莪，登越克難坡，書卷傳千里。

淡江大學

學科表現亮眼

國際合作交流熱絡

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擴展全球視野，本校設立多元化的出國學習管道，包括跨國

雙聯學制、姊妹校交換生、大三學生與研究生出國研修、參與國際暑期課程等計畫。每年參

與本校海外長期研修學習逾千人，歡迎大陸學位生加入本校各項海外學習計畫。詳細內容請

點閱淡江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 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

立足淡江，遊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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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位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 博士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碩士

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碩士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碩士、學士

美國天普大學 學碩士

美國偉恩州立大學 學碩士、碩士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學士

澳洲昆士蘭大學 學碩士、碩士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碩士

澳洲克廷科技大學 碩士

日本麗澤大學 學士

日本長崎外國語大學 學士

日本同志社大學法學院 碩士

日本會津大學 碩士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碩士

印度費爾科技大學 碩士

馬來西亞韓新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英豪多媒體傳播學院 學士

跨國雙學位計畫（與 20 校進行 31 項合作計畫）

淡江大學姊妹校分佈圖

洲別 國別 學校名稱

大洋洲 澳洲 昆士蘭理工大學

美洲

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

美國
維諾納州立大學、天普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大學、西佛羅里達大學、聖道大學、波
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墨西哥 墨西哥自治大學

歐洲

英國 桑德蘭大學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

捷克 查理斯大學

芬蘭 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土庫大學

法國 里昂第三大學、巴黎第七大學、法國高等計算器電子及自動化學校

德國 波恩大學、科隆大學

波蘭 華沙大學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西班牙 穆爾西亞大學

比利時 聖路易斯大學

亞洲

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山東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天津
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四川大
學、吉林大學 、同濟大學、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大學、
南京航空航太大學、南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貴州大
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澳門大學

韓國
中央大學、京畿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誠信女子大學、慶南大學、慶熙大學、檀國大
學、漢陽大學

日本

立命館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學習院大學、法政大學、鹿兒島大學、長崎大學、駒
澤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津田塾大學、亞細亞大學、中央學院大學、長崎外國語大學、
早稻田大學、電氣通信大學、同志社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關西大學、近畿
大學、國際教養大學、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櫻美林大學、山口大學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印尼 卡查馬達大學、穆罕默迪亞大學

泰國 曼谷大學、宋卡王子大學

印度 Vel Tech 科技大學、亞米堤大學

哈薩克 國立歐亞大學

蒙古 蒙古國立大學

學生交換計畫主要合作學校 (89 校 )

美洲
7國46校

歐洲
14國35校

非洲
1國1校

大洋洲
2國5校

亞洲
10國67校
大陸43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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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碩士班：8 名，每人新臺幣 1.5 萬元。

二、博士班：每名博士陸生皆可獲得二年學雜費等額之獎學金。

學費
每學期學雜費約人民幣 12,100 元至 15,100 元。

生活費用
每個月平均大約人民幣 1200~2000 元，視個人生活方式而不同。

宿舍及費用
備有生活機能完善之學生宿舍。

1. 境外生生活與課業輔導體制完善

2. 台灣學歷等同海外學歷，學費相較低廉

3. 學術領域多元，學生可跨領域學習

4. 學風自由創新，學生社團發展蓬勃

5. 校園國際化，海外學習資源豐富

6. 設置榮譽學程，培育頂尖學生

7. 體育課程項目廣泛，重視五育均衡發展

8. 依山傍海環境優美，教學設施精良

入學獎學金

WHY TKU? 校園風采

項目 收費期間 金額 
新臺幣 備註

住宿費 每學期 19250 元

宿舍保證金 每學年 3000 元
於繳交住宿費時一併繳交，退宿時扣除相關費
用後無息退還。

管理費 每學期 3000 元 含保全、清潔、網路及公共水電費。

水電費 每二月 照表收費 每間寢室有獨立電錶住宿生平均分攤。

冷氣費 每月 獨立計費 每間寢室獨立計費，住宿生平均分攤。

校園主要設施

淡江設有最先進的圖書館、電腦設施，以及世界級

的運動設備。

覺生紀念圖書館

覺生紀念圖書館是在臺灣最完整的大學圖書館之

ㄧ。總館配置研究小間、討論室、及多媒體資源等。

館藏現有圖書逾一萬冊，電子書一百七十萬餘種，

期刊約六萬種 ( 含電子化期刊 )，非書資料十二萬餘

件，並有 24 小時開放的閱覽室。

電腦實習室

淡江設有共 15 間電腦實習室，提供最先進的電腦科技資訊及設備，並設有一間 24 小時開放實習室。

紹謨紀念游泳館

臺灣各大學中少見的先進摩登、設計感十足的游泳館，配

有專業游泳指導員及救生員。

紹謨紀念體育館

淡江極為重視體育活動，提供學生世界級的體育設施。紹謨體育館設施規劃齊全，包括全台規模最

大、亞洲第二大伸縮看臺系統的多功能球場、重量訓練室、排球場、籃球場、羽球場、桌球教室、

韻律教室、及柔道 / 武術教室。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設有文錙音樂廳、書法研究室，以及海

事博物館。培養淡江學生欣賞藝術、音樂、中國書法

的能力，同時推廣臺灣海事歷史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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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英文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4.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 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

品集、競賽成果

臺灣私立大學中唯一提供本科、碩博
士班三階段完整的外國語言教學及文
學專長訓練者。語言教學組以語言
學、教學理論與實務、科技運用及文
化素養為四大主軸，為培育英語教學
專業老師的重鎮。文學組包括英美文
學、文化理論和生態研究三大領域；
以世界文學、影像理論和生態研究做
為特色，三者相互輝映。

中國文學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4.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 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或文件

以「文學與美學」、「社會與文化」
為主軸，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強化研究生與國際學術界的互動。另
設有「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通
俗 文 學 研 究 室 」、「 田 野 調 查 研 究
室」、「圖像漫畫研究室」、「儒學
研究室」、「文獻學研究室」六個教
研室，推動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整合
發展，並結合文創產業，以期從宏觀
視野彰顯中華文化之價值與意義。

財務金融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4.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 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
集、競賽成果、證照…等 )
3. 推薦信一封

培 育 理 論 與 實 務 兼 具 的 財 務 金 融 人
才。課程規劃涵蓋公司理財、投資及
國際金融等相關領域，培養學生具備
投資、國際金融專業經理人之能力。
重視學生應用財金資訊之能力，並開
設計量經濟學、數量方法等課程，以
提升學生數理應用及建構財金資料庫
之能力。教育目標為培養能洞察未來、
深具國際觀的財金專業人才。

教育學院教育領導與
科技管理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碩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學位證書影本
4.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5. 碩士論文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

集、競賽成果、證照…等 )

研究領域分為「教育政策與領導」及
「教育科技創新與管理」兩大領域。
特色為 (1) 理論與實務結合，強調跨
領域學術整合與應用；(2) 發展教育領
導本土化理論及科技創新管理的新模
式；(3) 推動學術國際化的發展，接軌
國際。

淡江大學 2017 年博士班招收陸生系所一覽表 淡江大學 2017 年碩士班招收陸生系所一覽表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文
學
院

中國文學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著作或文件。

中外文學理論兼融，古典與現代並重。
既有文獻學的訓練，亦有當代學術前沿
的介紹，以期培養研究生堅實的研究能
力，為從事學術研究做準備。配合系上
女性文學、儒學、文獻、圖漫、田調、
通俗、編採與出版等專業教研室舉行讀
書會、座談會、研討會，以提升學術競
爭力。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以圖書資訊學為核心，資訊科技為輔助；
以教師專業素養為經緯，以學生創意活
力為泉源，組成嚴密之學習網絡，落實
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研究教學理念。研究
所教師具國內及英、美知名大學博士學
位。畢業生以圖書館、出版公司、資訊
網路公司或教育單位為主要工作場域，
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和態度皆獲得其主管
的肯定，已成各類圖書館、資訊企業、
出版產業以及相關業界重要的人力資源，
在專業職場的表現優異。

大眾傳播學系

必繳資料：
1. 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著重「訊息研究」與「文化行銷」能力
之養成，課程設計之精神乃因應媒體匯
流與整合趨勢，涵蓋理論與實務、博雅
與專業領域。鼓勵學生針對傳播相關議
題，運用適當理論與方法進行獨立研究，
訓練學生在傳播文化領域具備整合與反
思等能力。另外，透過學習領域整合與
應用的訓練，塑造學生在文化創意產業
分析、企劃與行銷之統整能力，希冀學
生在面對當今多變的媒體產業環境時，
具備訊息內容研究與文化行銷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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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文
學
院

資訊傳播學系

必繳資料：
1. 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為符合全球化新媒體傳播趨勢與發展，
課程著重跨域學習，透過「資訊傳播」、
「科技行銷」、「美學應用」三大領域
的課程，如資訊載體研究、訊息設計、
資訊傳播管理、新媒體與行銷、創意事
業企劃專題、使用者經驗設計、互動設
計實務、美學行銷專題等新媒體相關知
識，培養學生能精進學理研究，並鼓勵
搭配實務操作的實踐，以成為具有創意
的新媒體產業行銷之專業人才。

工
學
院

建築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
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4. 作品集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競賽成果、證照…等 )

課程設計結合建築理論與歷史、地域文
化、永續環境、電腦應用與資訊文化等
四項主題課程。建築與都市設計組，培
育適應未來科技與社會發展趨勢所需之
高階專業設計人才。建築都市與永續環
境組，培育面對環境挑戰所需建築文化
與環境永續研發與設計能力之高階專業
設計人才。大學部、碩士班課程及學位
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建築教
育認證（AAC 2010），畢業生的學位已
受國際認可。

土木工程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全臺最具特色的土木工程研究所之一。
師資陣容堅強，課程分結構工程、岩土
工程、資訊科技與營建管理三大主軸。
風工程研究中心 2 棟實驗室及 4 座風洞，
長年進行高樓建築抗風、橋樑抗風及大
氣擴散之研究，與國際知名風工程研究
學者合作，迭有優良研究成果。大學部、
碩士班課程及學位已通過 IEET 工程教育
認證，畢業生學位獲國際承認。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工
學
院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

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課程分為水資源工程與環境工程兩組，
分別提供工程專業理論、分析、規劃、
設計，並強調資訊科技應用能力，訓練
學生程式語言與各種工程軟體之應用，
符合現代工程師的資訊專業之需求，為
高深研究進修奠定基礎。配合科技進步
與社會之演化，增開新課程或加入新知
識內容，使學生拓展視野、增加跨領域
知識，適應未來社會對水與環境管理與
永續發展需求。重視培養具環境關懷與
專業倫理的專業工程師及建立學生具參
與國際工程業務的從業能力。

電機工程學系

通訊與電波組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研究方向：無線通信系統技術研究；適
應性演算法、傳送接收機等設計；語音 /
影像處理技術、盲生 / 聽障人士避障、手
語辨識、非視覺文件辨識等系統設計；
光纖系統與光電場感測器之研製；多天
線 ( 立體 ) 設計、多天線系統的調變與編
碼；無線系統與通道特性之分析、演化
計算於電磁成像應用；天線元件的優化
設計、MIMO 天線設計、超穎性材料應
用設計、微波電路設計、數值電磁學等，
104 學年度通過工程教育認證。

資訊工程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位證書影本
(2)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臺灣最早成立之計算機與信息相關科系
（1969 年），歷史悠久、學制完整、師
資陣容堅強、研究領域多元。所有教師
皆擁有博士學位，半數以上為英、美知
名大學。臺灣 IT 產業的許多先進皆為畢
業校友，和產業界聯繫密切。研究領域
涵蓋無線網絡、物聯網、人工智能、機
器學習、模式識別、圖像處理、計算機
視覺、多媒體系統、數據庫、數據挖掘、
雲計算、大數據分析、密碼學、信息安
全及嵌入式系統等。現有本科及碩士陸
生 22 名。大學部、碩士班課程及學位已
通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畢業生學位獲
國際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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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商
管
學
院

國際企業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 要 自 傳 (1000 字 以 內 ) 與 讀

書或研究計畫
2.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教育目標為培養成為國際企業之專業經
理人、培訓具獨立分析、判斷、解決企
業經營問題且具分析國內外經濟情勢演
變與行銷及財務管理規劃能力的專才。
本組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之高階經理人
所需之企業經營課程，期望學生能在產
官學菁英指導下，開創自己人生的新局
面。本系與昆士蘭大學簽訂有雙碩士學
位合作計畫。

財務金融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
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
競賽成果、證照…等 )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財務金融人才。
課程規劃涵蓋公司理財、投資及國際金
融等相關領域，培養學生具備投資、國
際金融專業經理人之能力。重視學生應
用財金資訊能力，開設計量經濟學、數
量方法等課程，以提升學生數理應用及
建構財金資料庫之能力。教育目標為培
養能洞察未來、深具國際觀的財金專業
人才。

保險學系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 包括申請動機

欲研究領域、未來展望、個人
成就及其他等 )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
競賽成果、證照…等 )

重視理論與實務，以培育符合保險業及
金融業或企業界所需之保險專業人才。
自創設以來，強調保險理論與實務兼具，
藉以培養保險專業領域的人才。舉凡保
險領域所涉及之範圍，經常安排業界專
家到課堂講授，藉實務運作以強化學生
對理論基礎之瞭解與深化。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商
管
學
院

經濟學系

經濟與財務碩士班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以全博士、半數以上畢業於美國知名大
學的堅強師資，提供完整、紮實的專業
訓練。課程的規劃涵蓋財經理論、數量
方法、實務應用等多元面向，兼顧理論
與實務、核心基礎與進階專業。碩士畢
業生在深造或就業上，具備寬廣、彈性
的選擇空間。本系和澳洲昆士蘭大學及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簽訂 1+1 的碩士雙
聯學位，提供研究生取得雙碩士學位的
便捷管道。現有本科及碩士陸生 41 名。

企業管理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位證書影本
(2)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以企業管理的一般管理知識為基礎，培
育管理方面專業經理人才，更以職業導
向去開拓專門產業的企業家。強調一般
企業管理的知識科學及特定產業 ( 如中小
企業、服務業、 科技業、跨國企業 ) 的
管理能力之培養，培育管理的專才與專
門產業的企業家。

會計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為培育術德兼修之卓越會計人才，課程
設計除著重實務與理論配合之研究外，
並設置審計與會計實務講座及邀請國際
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來系開設專業課程。
教師教學方式強調對問題思考之引導，
研究與表達能力之培養，鼓勵學生對會
審相關議題進行獨立研究。師資專業領
域齊備，涵蓋財會與財管、管會、審計、
會計資訊系統等。課程設計及師資陣容
獲澳洲會計師協會認證通過。



Welcome to Tamkang University升學到台灣 淡江歡迎您

14 15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商
管
學
院

統計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重視理論基礎的紮根訓練及應用領域之
研究與推廣。依工業統計、商業統計、
生物統計等不同領域設計課程，配合國
家建設及社會人力需求，結合校內外學
術環境，加強運用先進的電腦科技與統
計套裝軟體，強化學生資料分析的能力。
專業證照課程：不定期開設品質管制 ( 技
術師、工程師等 )、統計專業軟體 (SAS、
SPSS 等 ) 與 R 軟體、金融、保險、精算、
證券及數據分析師等專業證照課程。

資訊管理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致力於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知識之科際
整合研究發展，培育兼具資訊技術能力
與現代管理知識的中高階人才。專業研
究範疇包含資訊管理理論、決策支援與
分析、商業智慧與社群運算、大數據探
勘、資訊科技應用與資訊通訊安全等。
理論與實務並重，融合「資訊技術」與
「管理思維」，畢業生深受學界與業界
的喜愛。

公共行政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例如專業

著作、證書或獲獎紀錄
2.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教學目的在於培育兼具組織管理知識與
實務經驗，熟悉公共政策分析與規劃，
足以處理日益複雜的公私部門管理與行
政事務，並具有正確法律觀念的高級行
政管理人才。課程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學、
法律學、政治學及其他社會科學，配合
個案教學與實務研討，各領域師資及課
程完整。創系超過 50 年的歷史，已培育
出數千位在各領域服務的優秀校友。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商
管
學
院

管理科學學系

企業經營碩士班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以決策分析、企業經營、統計分析、財
經分析四大領域訓練企業經營管理事業
經理人，培育具備決策分析能力的企業
家。學生可與國外姐妹校交換，或參加
QUT 或 UQ 1+1 雙聯學制培養國際觀，
增強專業能力。此外，強調學生與校友、
業界的互動，及早了解市場需求。

淡江大學暨澳洲昆

士蘭理工大學

財金全英語雙碩士

學位學程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本校第一個經教育部核准，由本校商管
學院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商學院共同
建置的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第
一年在本校就讀，第二年赴昆士蘭理工
大學就讀。符合畢業條件，即可取得兩
校各自頒發的財金碩士學位。2015 QS 
評比昆士蘭理工大學為校齡 50 年內的
全 球 大 學 排 名 38。2014 年 Financial 
Times 評比該校商學院的「應用財務碩
士」為澳洲最佳財經碩士。許多畢業生
任職於世界知名企業，如 BMW 等。

外
語
學
院

英文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臺灣私立大學中唯一提供本科、碩博士
班三階段完整的外國語言教學及文學專
長訓練者。語言教學組以語言學、教學
理論與實務、科技運用及文化素養為四
大主軸，為培育英語教學專業老師的重
鎮。文學組包括英美文學、文化理論和
生態研究三大領域；以世界文學、影像
理論和生態研究為特色，三者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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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外
語
學
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培育西語文化研究與翻譯之相關人才，
課程設計兼顧理論與實務。提供西語文
學、藝術、翻譯、新聞、企管、商業等
方面的專業知識及翻譯技巧；提供學生
具備在全球化時代所應有的基本專業訓
練，引導了解西語國家的動態。

日本語文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日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以日本文學、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
日本文化為主要研究領域，並輔以筆譯、
口譯之專業訓練課程，旨在培養以日語
能力為基礎，具備人文社會等跨領域素
養與專業知能之優秀人才。師資專長領
域涵蓋日本社會、文化、思想、教育、
語言、歷史、宗教、文學、臺灣日治時
期等。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論文、最佳作業成果或作品

歡迎各類學科背景之學生。旨在培育具
備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學學
術研究與專業實務人才。課程強調培養
學生之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之課程與教
學研究能力、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教
學設計與實施能力、課程與教學評鑑能
力及課程與教學領導能力。同時，提供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
程」，並銜接至教育企業「專業實習」，
以利對企業有興趣之學生發展其多元生
涯。

碩士班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教
育
學
院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

必繳資料：
1. 自傳 ( 含求學、工作經驗及未來

發展 )
2. 研讀計畫以及其他有助審查之

資料（如作品、研究成果、論
文、報告，及各類獎勵等特殊
表現證明）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或學位
證書影本

(2) 大學歷年成績單
4. 推薦函 2 封

課程符合臺灣諮商心理師及大陸各級心
理諮詢師證照報考要求，除個別心理諮
詢、團體心理諮詢、心理測驗、家族治
療、積極心理學、敘事治療、學習策略、
企業心理諮詢及表達性藝術治療等專業
課程外，更重視心理諮詢技術的實務訓
練與現場實習，研究生可申請至醫療院
所、各級學校、諮商機構或公民營企業
進行全方位專業實習，學到真正有用的
心理諮詢專業能力。

資訊管理學系

必繳資料：
1. 簡要自傳 (1000 字以內 )
2. 讀書或研究計畫
3. 學歷證明文件（應屆畢業生只

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
(1)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2) 學位證書影本
(3) 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 ( 無則免繳 )：
1.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2. 專業成果 ( 各項有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競賽成果、證
照…等 )

本所致力於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知識之
科際整合研究發展，培育兼具資訊技術
能力與現代管理知識的中高階人才。專
業研究範疇包含資訊管理理論、決策支
援與分析、商業智慧與社群運算、大數
據探勘、資訊科技應用與資訊通訊安全
等。本所理論與實務並重，融合「資訊
技術」與「管理思維」，畢業生深受學
界與業界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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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1. 網路報名：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陸生聯招會）網址為
http://rusen.stust.edu.tw

2. 申請資料郵寄至陸生聯招會，地址為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電話：＋ 886-2-26215656 分機 2003
傳真：＋ 886-2-26296582
聯絡人：林玉屏
E-amil：139250@mail.tku.edu.tw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電話：＋ 886-2-26215656 分機 2016
傳真：＋ 886-2-26209505
聯絡人：楊立偉
E-amil：atex@mail.tku.edu.tw

新浪微博 - 淡江大學官方網
http://blog.sina.com.cn/u/2498629510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教務處招生組

www.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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