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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張鳴 (驚聲 )、張建邦父子創
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臺灣第一所私

校高等學府。1958年改制為文理學院，
1980年正名為淡江大學，是國內創校
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學。

淡江迄今已發展成擁有淡水、台北、蘭

陽、網路等 4個校園的綜合型大學，
共有 9個學院、18個博士班、48個碩
士班、22個碩士在職專班、51個學系
組，共有約 24,000名學生、2,000位
專兼任教職員工，以及逾 27萬名校
友，是國內具規模且功能完備的高等教

育學府之一。

本校在 70年辦學績效的厚實基礎下，
屢創佳績，獲得第 19屆國家品質獎，
擁有WHO健康安全校園認證，三度榮
獲企業環保獎且獲頒「榮譽企業環保

獎」，四度榮獲教育部「體育績優學校

獎」，並獲教育「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

績優」首獎及「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

導特優獎」殊榮，且被評定為國際化典

範學校。此外，連續 23年在《Cheers》
雜誌「2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中蟬聯私立大學第 1名，並獲《遠見》
雜誌評選為「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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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history.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328      
傳真：02-26253324

網址： http://www.tacx.tku.edu.tw
電話： 02-26215656#2330或 2331
傳真： 02-26209930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中國文學學系結合傳統嚴謹之學術訓練與應用編採寫作之長，規劃必修課程方面以
專業基礎之辭章、義理、考據之學與精讀專業進階課程，兩者相輔相成，厚植文化
涵養；選修課程面向：以學程理念分為「創作編採」、「語文教學」與「學術研
究」三大學群，每一學群搭配實作或實習課程，務求學以致用。

本系設有：「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文獻學研究室」、「田野調查研究室」、
「兒童文學研究室」、「圖像漫畫研究室」、「編採與出版研究室」、「儒學研究
室」、「古典詩詞研究室」八間專業研究室，以及指導創作之「寫作諮詢室」。本
系結合文學院文化創意產業課程，定期出版學習成果，以宏觀學術視野，溫厚學術
關懷，彰顯中國文學之文化價值與實用功能。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結合古典與現代、理念與實務，培養學生閱讀與理解經典、文學鑑賞與創
作、語文能力表達及文獻分析之解讀能力，以實務選修學群為課程設計理念，分別
規劃如下：

創作編採學群：劇本寫作、採訪寫作、新聞寫作、應用中文書寫、編輯與出版、文
藝編輯學，本學群可配合加修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語文教學學群：E筆書法、寫作訓練、作文教學法、華語文教材教法、創意漢學產
業概論，本學群可配合加修中等教育學程。

學術研究學群：現代文藝思潮、台灣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漢學英文、中
國文學批評，本學群可配合大四預研生制度。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適宜報考國內中文相關學系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 就業：可從事華語文教學、教育文化推廣、文藝創作、媒體傳播、博物館典藏與
導覽、文獻工作、創意企劃、漢語文獻資源研究、秘書、公務行政等相關事業。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培養史學研究之專才與富涵博雅文史教養之通才，為因應社會走向多元化、資
訊化與國際化趨勢，學系透過課程設計之革新，持續深化學術研究與史學應用，俾
使畢業生能發揮所學，成就自我，貢獻社會。本系出版學報《淡江史學》，並擁有
「台灣史研究室」及「區域社會史研究室」等兩間主題研究室，定期舉辦「淡水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區域史學術研討會」，另有博物館工作坊及歷史週等相關活
動，提供師生參與。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系訂必修課程：史學導論、中國通史、世界通史、臺灣通史、史學方法及臺灣
史專題研究等。

二、 群別必選修類群：
（一） 史學類群（6選 1）－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

西洋史學名著選讀、日文史學名著選讀、歷史哲學

（二） 國別史、區域史類群（7選 1）－日本史、英國史、美國史、法國史、
中歐史、俄國史、東南亞史。

（三） 世界斷代史類群（6選 1）－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世界現代史、
日本近現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代史。

（四） 中國斷代史、臺灣斷代史類群（7選 3）－先秦秦漢史、魏晉隋唐史、
宋元史、遼西夏金史、明清史、中國近現代史、臺灣近現代史。

三、 選修課程：含臺灣史相關、中國史相關、世界史相關及應用史學相關等共計
33門。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在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繼續深造，成為史學界的種子人才。
• 就業：在各行各業發揮所長，包括各級學校教師、公職人員、貿易商務、史料編
纂、專業助理人員、出版編輯、媒體工作者、傳記作家、補教業、觀光導覽、文
化行政、文化產業、宗教服務等。

中國文學學系中國文學學系 歷史學系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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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dils.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335、2382
傳真：02-26209931

網址：http://www.tamx.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305
傳真：02-26209925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特色分為以下三點：

一、 培養學生具有說故事與文化行銷能力的專才，同時訓練學生跨媒體訊息處理的
能力，並進而擴大學生對「影視製作、資訊處理、市場調查」等傳播專業的應
用。

二、 規劃四個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淡江影像藝
術工坊」及「淡江網路新聞報」，提供學生實作機會。學生可以擁有實務操作
的機會，並可從中學習獨立負責的態度、團隊合作的精神。

三、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之各項競賽，近年來，學生獲得的獎項有 TVBS 全
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公視 PeoPo公民新聞校際觀摩賽、教育電台金聲獎以及
正聲電台校園新聲獎等。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為使學生具跨媒體能力與實務操作訓練，課程規劃如下：

一、 增廣視野學養：規劃視覺傳播、創造力開發及當代傳播問題等「傳播核心基礎
知識」課程。

二、 厚實專業基礎：藉由影視專案企劃與製作、流行文化、社會行銷與實作、數位
傳播、新媒體與公民實踐等課程，培養學生聚焦於「內容產製」與「文化行
銷」兩大傳播核心競爭力。

三、 實踐所學理論：設有良好實習媒體制度，另外，大四「畢業製作與展演」課程
舉辦畢業展，讓同學展示學習成果。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報考國內外各大學之相關研究所。
• 就業：可從事廣播電視、報業出版、電影、攝影、廣告公關、行銷、新媒體、政
府新聞傳播相關機構及文化創意相關機構等工作。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探討圖書資訊的本質、管理與傳播，及其相關科技的應用，以促
進個人、社群、機構與社會對資訊的利用。

課程以資訊科學為前瞻，圖書館學為基礎，另以多媒體科技與出版為輔，所有課程
依此架構形成體系，在教學上，力求「手腦並用」和「理論實務並重」，並藉由實
習課程以及實作等方式，讓學生能科學化、系統化地徵集、處理、製作及運用各類
型資料，以培育圖書館及相關產業資訊服務之實務工作人才。此外，並結合文學院
文創學程，積極培育學生文化創造力，打下文創基礎及實務能力，使學生成為跨領
域通才。

專任教師除具有圖書資訊學專業外，另有資訊工程、資訊管理、資訊組織、數位出
版、檔案等專業，其中有多位教師身兼本校圖書館行政主管、校內外計畫案主持
人、學術期刊編輯、業界及政府單位顧問委員等，具備深厚的實務經驗，能充分滿
足教學內容之多元化，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習需求，師資結構多元且質量
均佳。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本系課程乃參酌美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的「圖書資訊學研究領域分類表」進
行之課程規劃，大致分為：（1）圖書資訊學發展與原理、（2）圖書資訊學
教育、（3）館藏發展、（4）使用者族群服務、（5）資訊組織、（6）資訊
系統與檢索、（7）圖書館與資訊供應者類型、及（8）管理與行政等課程群
組。

二、 必修課程：資訊組織（一）及（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導論、參考資源與
服務、圖書資訊傳播導論、圖書館學統計、資訊檢索、程式寫作、館藏發展、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獻、圖書館知能服務、索引及摘要、資料庫概論、資料結
構、科技文獻、圖書館管理及圖書館自動化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報考國內外圖書館學、檔案學、資訊科學、數位典藏、數位內容研究
所。

• 就業：就業方向以各類圖書館與文獻中心、檔案與文物管理、資訊科技應用、行
銷與服務、媒體產業、數位資訊產業以及出版業為主要場域。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大眾傳播學系大眾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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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www.ic.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266
傳真：02-26234052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課程著重跨域學習精神，以因應新媒體傳播發
展趨勢。透過「傳播行銷」、「美學設計」、
「科技應用」三大領域課程之整合應用，培育
學生成為具有創意的新媒體行銷與設計之專業
人才。

二、 設置「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提供新媒
體專案實習機會，透過新媒體行銷企劃與創製
知識應用；並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文創設計、創意企劃等比賽。

三、 應用本系教學特色及新媒體創製與行銷專長與在地文化進行交流與服務學習，
由相關課程授課教師指導與帶領，以拓展資訊傳播專業知識應用及社會服務。

四、 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創意產業學院簽訂「大學部雙聯制學位」以拓展學生國
際視野。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必修課程：新媒體科技概論、數位內容產業概論、資訊傳播理論、數位內容整
合專題、畢業專題等。

二、 選修課程：
（一）傳播行銷：數位行銷、互動體驗行銷、社群媒體行銷、創意策略行銷企

劃、創意事業企劃等。

（二）美學設計：數位攝影、數位音效、電腦繪圖、色彩應用、美學策略與設
計、數位影片創意製作、2D動畫、3D動畫等。

（三）科技應用：程式設計、網路互動程式設計、互動介面設計等。

（四）整合應用：創意數位媒體實務、校外媒體實務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國內外相關研究所，如資訊傳播、傳播類、管理類、互動媒體設計、科技
藝術等。

• 就業： 新媒體創意產業 (含互動科技行銷、廣告行銷、網站設計、遊戲設計、專
案整合等 )、科技與資訊網路服務業。

國際企業學系
•經貿管理組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產業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會計學系

統計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運輸管理學系

公共行政學系

管理科學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商管學院商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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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bf.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3613 或 3614   
傳真：02-26233612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班前身為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秉持繼往開來、承先啟後
之精神，配合校方的發展政策，強調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教育，培養學生心
靈、專業與人文素養皆備的人才，建立以下三點主要特色：

一、 秉持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等三化政策，培養現代全球性財務管理人才。
二、 財金理論與實務兼籌並顧，各領域課程均衡發展，注重學科整合之教學與研

究。

三、 建立多元文化學習環境，擴展文化包容。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所有課程以全英語方式授課，配合本校國際化之教育理念，本班旨在培養本校本國
籍及境外學生之國際財務管理視野，藉由提供學生符合產業趨勢的財務管理課程與
實務訓練，並搭配多元化的通識核心課程，以達成培育具國際觀的財務專業人才。
課程包含基本經濟學科、會計、財務管理、各項投資工具的應用與訓練，並輔以財
務金融專業證照考試輔導，養成國際化的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一、國內進修：1.國內各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2.各類商學相關研究所。
二、國外進修：美、日、英、德等國財務金融類研究所及相關研究所深造。

• 就業：可從事銀行、證券、保險及一般上市櫃公司財務部等，或擔任證券分析
師、風險管理師，亦可任職於政府機構或從事投資分析、理財規劃等工作。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經貿管理組：

一、 兩岸交流學習：每學期均徵選六位同學至廈門大學進行短期交換，以瞭解兩岸
文化差異。

二、 跨領域學分學程：本組與外語學院相關系所共同設置跨領域學分學程，鼓勵學
生申請修讀相關外語課程，以培養學生第二外語專長。

三、 企業實務講座：積極邀請產業專家蒞校演講，以期幫助學生順利銜接就業接
軌。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一、 注重學生外語能力：所有課程皆採 100%全英語授課，以期增進學生未來就
業競爭能力。

二、 大三出國留學：本組之大三本地學生均須出國留學一年，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本校國際處姊妹校交換生制度，以擴展國際化視野與培養多元文化溝通能力。

三、 國際化學習環境：本組境外生人數約佔全體學生總數 50%，學生可在國際化
學習環境下，與世界各國學生共同成長。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商管基礎課程：包括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與微積分等。
二、 國際經貿與商務：涵蓋資訊應用類、法律類、貿易與行銷實務、語言類，以加

強學生對國際現勢之瞭解。

三、 國際企業與行銷：以企業與管理學為基礎，旨在灌輸商科學生基本企業學與管
理的背景，並以國際企業管理以及管理領域之行銷與財務管理為核心。

四、 國際金融與財管：以國際經濟學為核心，旨在灌輸學生基本經濟與商業知識，
培養學生分析一般經濟情勢的能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國際企業或各類商學相關研究所。
• 就業：國際貿易、金融業、一般公司行號、

國際企業或公家機關。 網址：http://www.dib.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2567、2569
傳真：02-26209730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經貿管理組
●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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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bf.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91、2592
傳真：02-26209653

網址：http://www.ins.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63
傳真：02-26209729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的課程規劃，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本土與國際
觀兼顧，並適時修訂課程以配合金融環境的變遷；教
學活動包括企業參訪、企業實習、專題演講等多元化
教學方式，藉以活潑教學內容。專兼任師資多兼具保
險理論與豐富實務經驗，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輔
導並獎勵學生參加各種保險專業證照考試，以提升學
生的專業技能及就業競爭能力。重視產學合作，部分
課程由保險業提供師資來校授課，以強化實務課程。
開設企業實習課程，使學生能夠深入了解實務運作情
形，並提前適應職場環境。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保險類：保險學、人壽保險、財產保險、健康保險、年金保險、責任保險、長
期照護與保險、社會保險、新種保險、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險定價原理、保險
法規、再保險、國際保險市場、實務講座等。

二、 管理類：管理學、風險管理、整合性企業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保險資產
負債管理、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金融保險業公司治理、保險經營、行銷管理
等。

三、 財務 /金融類：財務管理、投資學、金融與科技、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管理、
新金融商品、個人理財規劃、財務報表分析、國際企業等。

四、 精進就業類：保險專業證照輔導、高階保險專業證照研討、保險實作。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國內大學保險研究所或赴國外各大學研究所深造。
• 就業：可從事政府機構保險監理官、保險精算師、保險核保人員、保險理賠人
員、風險管理師、保險公證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行銷人員及其他相關行
業。

• 獨立創業：當通過保險相關證照考試取得證書，即可自行申請成立保險專業輔助
人公司，自行獨立創業。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所課程完善，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本校國際化、未來化、資訊化之三化政
策，涵蓋公司理財、投資、金融創新及國際金融等領域，符合知識經濟發展之新趨
勢，為了推動國家專業競爭力，致力培育具國際觀的 e世代財金專業經理人才，促
進臺灣金融市場之蓬勃發展。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經濟學、財務學類：本系培養學生具商業的專業知識，財務方面的理論以經濟
學為基礎，奠定學生分析研究經濟與國際金融問題的基本能力。

二、 管理學、數統類：在主修之專業領域以外，具備管理方面知能及量化分析能力
之培養，發展出切合時代需求的全方位財務管理人才。

三、 法規制度、保險類：財務金融相關法規、保險與財務管理等課程之課程，期使
學生了解金融市場與法規制度間的重要性。

四、 金融科技、實務類：隨時代變遷，實務市場、就業能力及金融科技知能之培
養，為縮短學校學習與就業應用的差距，以利學
生將來與金融科技時代接軌。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一、國內進修：1.國內各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2.各類商學相關研究所。
二、國外進修：美、日、英、德等國財務金融類研
究所及相關研究所深造。

• 就業：可從事政府財經相關部門、或金融控股公司、
證券投資業、銀行業等擔任財務專業經理人或金融
從業人員。亦可在各行各業之財務部門工作，或進
入財經相關週邊產業擔任主筆或相關從業人員等。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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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i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96
傳真：02-26209731

網址：http://www.econ.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65、2595
傳真：02-26209654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本系是國內唯一具備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完
整學制的產業經濟學系所。

二、 本系大學部課程，可分為四大領域：產業經濟領
域、總體經濟與財金領域、企業管理領域以及健
康與環境領域。

三、 本系訓練學生擁有專精的產業經濟專業知識，提
供學生選擇進一步深造或就業之良好基礎，激勵
學生在相關工作上之熱忱與能力，使其成為各產
業的中流砥柱。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本系課程內容設計，理論與實務兼顧

(一 ) 專業知識基礎課程
專業知識基礎課程分為四大領域：產業經
濟領域、總體經濟與財金領域、企業管理領域以及健康與環境領域。

(二 ) 頂石課程
本系之頂石課程為大四畢業生之必修課程，於此課程中，同學分組進行
專題製作，透過課堂報告與主題海報展競賽的方式，讓同學呈現四年學
習的成果。透過此課程，可培養同學尋找研究主題、團隊合作與口語表
達之能力，有助於同學未來升學與就業的發展。

(三 ) 專業知能與服務學習課程
此課程設計，主要引導同學，利用所學之知識，服務中、小學同學，傳
遞經濟學或財務、金融等相關知識，讓同學透過幫助他人的方式，複習
所學，以達到加深學習的目的。

二、與企業連結之課程相關活動

(一 ) 定期舉辦企業參訪活動，參加過之同學們均覺得獲益良多。
(二 ) 邀請企業導師，舉辦「商業企劃競賽」活動，讓同學們提早接觸、學習

商業企劃活動。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業：許多同學畢業之後於金融相關產業服務，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相
關機構，或者於各國、民營企業及政府機關就業。

• 升學：許多同學進入國、私立大學就讀研究所或出國深造，每年考取國內產經、
經濟、企管、財金等研究所學生人數約 20人；每年赴國外進修研究所學生人數
約 5人。

• 考取公職：本系多位同學參與公職考試，均獲錄取，有相當好的成績。
• 創業：本系多位傑出系友自行創業，所經營的企業均有相當優異的表現，且持續
回饋系上。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特色：

一、 「財經法律學分學程」：配合產業需求，培養學生兼具財務及相關法律專業能
力，開辦「財經法律學分學程」。

二、 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學程：本系大學部學生可於大三下時，依規定
提出預研生申請，預研生在大四即可提早修讀碩士課程。

三、 1+1碩士雙聯學位：本系與澳洲昆士蘭大學（UQ）及昆士蘭理工大學（QUT）
分別簽訂「1+1」的碩士雙聯學位。

四、 海外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搭配課程，前往柬埔寨 NGO組織，進行教學與服務
學習，提昇國際視野與世界參與。

教育目標：提供優質的專業教育、培育中堅的經濟人才。

一、厚植核心基礎精實進階專業。 二、激勵主動思考培養獨立分析。
三、活用專業知能接軌實務應用。 四、重視溝通協調強化團隊整合。
五、形塑國際視野培育公民意識。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基礎經濟學類：經濟學原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務經
濟學、經濟發展與金融市場。

二、 進階經濟學：高等個體經濟學、公共經濟學、高等總體經濟學、國際金融、國
際貿易理論、行為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不確定與經濟決策、產業結構與賽局
分析、策略性貿易理論。

三、 數量工具與分析：微積分、經濟數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原理、應用計量經
濟學、Excel財務工具之應用、 Excel統計工具之應用等課程。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透過本系 1+1雙聯學制取得雙碩士學位，或申請國內外大學商管財經領域
的碩士班。

• 就業：
一、公職：可以報考相關科別。
二、民營：所有商管財經或社會科學的職場領域，都是本系畢業生適才適所的職
業選項。

產業經濟學系產業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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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ba.tku.edu.tw/
電話：02-26215665#2623
傳真：02-26209742 

網址：http://www.acc.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94、2589
傳真：02-26209738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目前有大學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以
及碩士在職專班。在健全人格發展及培養專業管理知
識的教育理念下，透過質、量並重的教學活動，奠定
學生自信、自重、積極進取的發展能力，未來能將所
學貢獻國家、回饋社會與改善個人生活素質。本系強
調理論與實務整合之教學原則，專業管理理論基礎與
經營管理技術能力養成並重。其特色如下：

一、 培養學生具一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行銷與策略管理、作業管
理，以及資訊管理等六大企業管理專業知能，以期成為能適應市場環境發展與
變化之管理專業人才。

二、 強調專業經理人之養成，重視理論教學與實務訓練之整合，培養市場即戰力，
以追求「畢業即就業」為目標。

三、 開設「大師講座」課程，邀請上市公司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級主管，蒞臨分享
物聯網、Big Data、智慧城市，以及循環經濟等當前產業趨勢議題。

四、 鼓勵同學參加國外 1+1碩士雙聯學位，或是大學部預研生 4+1計畫，以期縮
短修業年限。

五、 致力發展就業學分學程 (大四下企業實習 )、跨領域學分學程，以及國際化學
習活動。

六、 學系規模大，並具優良傳統。本系為學校之大系，學生質量均優，在學業、社
團與體育等各類活動表現優異。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大學部課程規劃如下：

一、 一般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等。
二、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等。
三、 財務管理：成本分析與管理、財務管理、財務報表分析、投資學、金融實務

等。
四、 行銷管理：行銷管理、服務業行銷、消費者行為、廣告學、網路行銷
五、 作業管理：管理科學、作業管理、品質管理、供應鏈管理、企業資源規劃等。
六、 資訊管理：資訊概論、資料處理、資訊管理、電子商務、科技管理、資管專題

等。
七、 產業管理：中小企業管理、創業管理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研究所可選擇企業管理、管理科學、交通管理、財務管理、財務金
融、工業管理、人力資源、行銷與流通管理等範疇之研究所。

• 就業：就業領域涵蓋金融保險業、3C產業、傳統製造業、教育服務業、科技產
業、物流產業等；工作類別則為企劃、幕僚人員及各種主管職管理及非管理性工
作或自行創業等。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以培育術德兼修之卓越會計人才為
宗旨。精實會計專業、提升資訊技能、
建立國際視野、養成宏觀未來為本系教
育目標。就短期而言，本系重視學生學
習成效，設有會考制度提升學生職場及
試場的競爭力，鼓勵學生取得會計師及
相關證照。大學部課程已通過澳洲會
計師公會、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
會）、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之認證，均
為國內第一所會計系獲此殊榮。

本系歷史悠久畢業系友超過 1萬名，熱
心回饋母系發展及提攜學弟妹，每年系
上提供之各類獎學金超過 2百萬元，亦
對外發行當代會計學術期刊 (TSSCI)，
並且每年舉辦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
獎，提供國內會計學術發表園地，俾使
淡江會計成為會計實務與學術領域之翹
楚。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學士班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接軌，設有
會計及審計實務講座與中大型會計師事
務所之實習課程，同學於大三寒暑假以
及大四下學期均有機會至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實習。此外，亦開設會計師就業學分學程以及會計財金學分學程，提供學生多
元之學習管道。

碩士班課程實施「雙軌制」，課程分為「專業型」及「實務型」兩組，讓研究生可
依照需求進行生涯規劃，碩一下學期之全學期之四大實習設計，使學生入學即是就
業之開始。

碩士在職專班以培養學生結合學術倫理與實務議題為導向。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出國深造或報考國內之會計、商學或管理相關研究所。
• 就業：就業管道可分為會計師事務所、公職及一般企業服務；亦可報考國家證照
或專業證照，如會計師、記帳士、證券分析師、管理會計師、內部稽核師等，提
高個人競爭力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會計學系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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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stat.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32、2046、2677
傳真：02-26209732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以培育合乎社會需求的統計專才為宗旨，辦學有下列特色：

一、 課程學程化：推廣統計方法於商業、工業、生物三大領域的應用，並規劃商業
統計與管理、工業統計、生物統計、精算、資料科學五大學程。

二、 教學多元化：遠距教學、以實整虛、實機上課、海報展示等多元化教學方式。
三、 獎勵優渥化：每年提供學生各類獎助學金近 60萬元。
四、 交流國際化：提供西南財經大學與廈門大學交換生、「1+1碩士雙聯學位」等

深造機會。

五、 技能專業化：每學期舉辦統計專業證照考試；結合系友專業知識與業界經驗，
舉辦「深度資料力培訓計畫」，訓練學生的統計實務應用能力。

六、 職涯策略化：結合系友力量舉辦「企業導師」與「職涯導師」活動，開設全時
全職全薪「校外實習」，強化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大學部的課程規劃如下：

一、 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商管學院共同必修的基本知識。課程包含統計學、會
計學、經濟學、管理學與其他相關課程。

二、 專業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統計理論與分析能力。課程包含線性代數、機率論、
數理統計、類別資料分析、多變量分析、迴歸分析、實驗設計、抽樣調查、時
間數列、品質管制、品質工程、可靠度分析、空間統計、無母數統計、流行病
學、生物統計、存活分析等。

三、 資訊課程：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資訊與統計的關係日益密切，培養學生具備
資訊與程式的撰寫能力。課程包含 SAS程式設計、R程式設計、大數據導論、
資料庫導論與應用、大數據平行運算、機器學習、資料探勘、網路資料探索與
應用、分散式運算處理等。

四、 應用課程：培養學生具備職場需求的統計應用能力。相關課程有校外實習 (9
學分 )、精算實務、統計實務探索與應
用、證券投資分析、財務資料分析、統
計方法在醫學診斷上之應用、市場調
查、統計生活專題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升學：可選擇國內外統計學、資料科學、
大數據、管理、工業工程、精算、公共衛
生等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 就業：涵蓋數據分析師、品質工程師、生
物統計師、程式設計師、金融保險從業人
員等多元領域。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 重視實務與實作教學
1. 本系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兼具，技術與管理並重，特別注重資訊系統的實作
與應用能力，培養能獨當一面的資訊專才。

2. 本系學生畢業前均須以團隊方式完成軟體創作，參加國內外各項資訊、創業
相關競賽，以拓展其專業視野。

3. 推動亞馬遜認證雲端從業人員 (ACCP)、解決方案架構師 (ACSA)、思科認證
網路技術士 (CCNA)、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TQC)等課程，培養學生考取國內
外資訊證照能力。

• 鼓勵外部交流：聘請業界高階主管課堂傳授產業實務經驗。鼓勵大四資管專題
競賽交流、企業實習、出國到姊妹校當交換生。

• 建置學生自我學習組織：
1. iOS資訊顧問社 : 推動蘋果 iOS系統的使用、管理、程式開發等相關課程及
競賽。

2. 資管網路策進會 : 維護資管系首頁等網路資源，管理虛擬機供課程與專題製
作之用。

3. 資訊應用策進會 : 管理資訊應用實驗室軟硬體資源，協助專題之製作。

• 培養學生敬業與團隊精神：1.每年舉辦資管週活動、2.參與大專校院專題競賽
服務、3.推動資訊數位服務課程為在地社區機構提供資訊關懷服務。

協助弱勢學生：提供各類獎助學金，轉介輔導，或由研究生進行課業輔導。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大一：資訊基礎技術、管理基礎概念與通識素養等的建立。

大二：程式設計能力、系統觀念培養、一般管理內涵的建立。

大三：網路技術能力、資料庫技術能力、進階程式設計能力、
科學化管理觀念的建立。

大四：資訊應用、資訊系統管理與規劃能
力的建立。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深造：國內外各大學資訊相關研究所
• 就業：畢業生多數擔任程式開發、系統
分析與設計、專案管理、資料庫管理、
網路管理、系統整合、專案經理、資訊主
管等工作。

網址：http://www.im.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45或 2648
傳真：02-26209737

統計學系統計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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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m.tku.edu.tw
電話：02-26236517
傳真：02-26221135

網址：http://www.pa.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54
傳真：02-26209743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在本校強調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教育，並提供完
備的軟硬體資源下，本系配合校方的發展政策，戮力
培養學生成為心靈、專業與人文素養皆備的人才，加
上本系強調法學和政治學基礎對公共行政專業的重要
性，故在多年努力下，建立了以下主要特色：

一、 秉持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等三化政策，培養
現代行政管理人才。

二、 行政學、法學、政治學及其他社會科學兼籌並
顧，各領域之師資及課程均衡發展，注重學科整
合之教學與研究。

三、 重視多元化教育，開設各類進修課程，擔負公民
教育及提升公民文化之社會責任。

四、 具行政管理培養搖籃及公共行政研究重鎮的雙元
特色，同時與國內外產官學機構密切合作，奠基本系學術地位及畢業生的職場
競爭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專業課程以「公共行政與政策」、「法學」及「政治」領域為基礎，配合「研
究方法」課程的強化，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結合，同時在採取多元教學方式下
﹝包括遠距教學、講座課程、校外實習、問題導向學習等﹞，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
合，各類課程兼籌並顧，力求領域及年級彼此間的統合與銜接，塑造培養全方位行
政管理能力之搖籃，奠基並加深加廣同學的專業知識，達到專業與學科整合並重的
學習效果，提升未來在公私部門發展之職場競爭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攻讀國內外公共行政、政治、法律、人資管理等研究所。
• 就業：通過國家考試，擔任各級公務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從事政治幕僚或
公關策略分析人員、任職私部門企業或非營利組織之政策分析或專案管理人員
等。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為跨學域科際整合學系，以培養公路、鐵路、海
運、航空、都市運輸各方面運輸專業科技與管理人才
為目標。師資專長領域涵蓋智慧運輸、大眾運輸、
物流供應鏈、交通工程與控制、運輸經營管理、運
輸安全與人文 /環境等。課程結構完整、理論與實務
並重，包含陸海空客貨運輸系統規劃、設計與營運管
理，及跨院系之「物流管理」與「空運管理」學分學
程。產學合作密切，與運輸相關企業簽訂實習計畫及實務應用課程。設有「運輸科
學碩士班」，提供完整進修發展，培育運輸專業碩士人才。並成立「運輸與物流研
究中心」整合團隊研究能量，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產官學界合作。本系畢業出路
甚廣，系友就業遍及政府交通運輸部門、國營事業與運輸相關企業。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基礎商管核心：經濟、會計、統計、管理學、資訊概論、管理數學、電算機程
式。

二、 運輸專業領域：基礎、規劃、工程、管理之專業必修—運輸學、運輸工程、交
通工程、運輸應用統計、運輸經濟、作業研究、運輸規劃、運輸事業管理、運
輸系統分析、交通行政、物流管理，及涵蓋規劃設計、科技、經營管理之選修
課程。

三、 金字塔學程：依共通基礎、系所專業、跨系整合循序漸進之「物流管理」、
「空運管理」學分學程及統整專題。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本系運輸科學碩士班，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 就業：
政府機關：各級政府交通行政、技術及研究單位。

事業單位：鐵 /公路客 /貨運、高鐵 /捷運、海運、航空、物流等公 /民營公司。
顧問公司：工程、資通訊、管理顧問公司。

一般企業：流通行銷、科技、觀光旅遊、金融、新創服務。

運輸管理學系運輸管理學系 公共行政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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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msdm.ms.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185或 2186
傳真：02-86313214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依課程專業分為事業經營管理、行銷與流通管理
兩組，期能整合各專業學域以培養專業人才，使其成
為掌握管理科學精髓，兼具執行決策之管理科學人才。
本系特色如下：

一、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執行決策之能力。
二、 事業經營組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組必修課程相同，

以選修課程引導分組，畢業後皆授予管理學學士
學位。

三、 提供完整的事業經營管理及行銷與流通管理課
程，作為企業經營與決策的職前準備工作，以利
將來進入經營管理階層準備。

四、 鼓勵及早接觸企業實務，每學期均提供多場專家
演講與企業參訪；並於大四實施產業專業實習課
程，以利將來就業。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事業經營組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組必修課程相同，以選
修課程引導分組；

一、 事業經營管理：品牌管理、總體經濟學、財務風險管理、財務報表分析、專案
管理、策略管理、品質管理⋯等。

二、 行銷與流通管理：行銷管理、零售業管理、供應鏈管理、電子商務、廣告行銷
與研究、國際行銷管理、服務業管理、資料探勘與分析導論、資料庫實務應
用⋯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國內管理科學、（國際）企業管理、工商管理、工業工程⋯等研究
所，或赴國外各大學研究所深造。

• 就業：
一、於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從事管理相關工作，含製程及作業管理、行銷與市場
研究、物流管理、財務投資及理財相關工作。

二、公務人員考試：人事、財稅、財務、金融、統計等類別。

管理科學學系管理科學學系 外國語文學院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西班牙語文學系

法國語文學系

德國語文學系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日本語文學系

俄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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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www.tflx.tku.edu.tw/english/
電話：02-26215656#2343
傳真：02-26209912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本系培養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譯五技能力，著重語文邏輯分析和批判能
力。在專業方面，熟稔英美文學與社會、文化和歷史脈絡的鑑賞，加強學生語
言學與英語教學技能，提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二、 大三出國留學：增進同學們的語言能力、專業素養，訓練其獨立人格、積極進
取心與自信心，更拓展國際視野、多元文化能力及未來競爭優勢。

三、 姊妹校交流：本系與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美國賓州印
弟安那州立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以及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交流合作，甄選大三學生出國研習一年，並且與維諾納州立大
學簽訂英語教學碩士班雙學位授與辦法，以增加教學、研究與學生的交流。

四、國際教學互動：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及韓國高麗大學實施視訊英語教學課程。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必修課程：大一英文、文學作品讀法、西洋文學概論、英語語言學概論、英文
作文、英語會話、口語訓練、演講、英文翻譯、英國文學、美國文學。

二、 選修課程分為二類 :
(一 ) 文學類：希臘神話、英美散文選讀、環境與文學、戲劇選讀、小說選

讀、女性文學、閱讀當代文化、閱讀電影文化。

(二 ) 語言類：英語語音學、句法學、語言學習策略與應用、新聞英文、逐步
口譯、商用英文、英語教學導論、兒童英語教學。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報考國內外大學相關研究所。
• 就業：從事文教與工商業務。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本系培養學生應與聽、說、讀、寫、譯五技能力，著重語文邏輯分析和批判能
力。在專業方面，熟稔英美文學與社會、文化和歷史脈絡的鑑賞，加強學生語
言學與英語教學技能，提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二、 全住宿書院：本班採住宿書院模式，致力於全人教育及品格發展。
三、 全英語授課：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與溝通能力，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全方位英

美語文專才。

四、 全大三出國：學生需自費至本校指定姊妹校留學一年，拓展國際視野、多元文
化能力及未來競爭優勢。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必修課程：大一英文、文學作品讀法、西洋文學概論、英語語言學概論、英文
作文、英語會話、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等。

二、 選修課程分為三類：
（一） 文學與文化：語言與文化、閱讀當代文化、電影與文學、環境與文學

等。

（二） 翻譯 – 筆譯 /口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翻譯理論簡介、國際會議口
譯等。

（三） 語言與科技：社會語言學、語言習得導論、語言學習策略與應用、應用
英文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報考國內外大學相關研究所。
• 就業：從事文教與工商業務。

網址：https://www.tflx.tku.edu.tw/english/
電話：02-26215656#2329
傳真：02-262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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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ffx.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338、2339
傳真：02-26209913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教學活潑生動：老師重視學生課堂反映和學習成效，定期詢問學生回饋意見。
學生課後可與法籍助教討論課業和法國文化。大三可參加戲劇公演、另有畢業
校友不定期返校演講。成績評量多元，例如學生可製作微電影並參加期末競
賽。

二、 大三出國開拓視野：為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增進法文能力，鼓勵學生參加本系
大三出國甄選，或可參加本校之交換生甄選，赴法國多所姐妹校修習學分一
年。

三、 國際化的未來出路：透過和法國在台協會的合作，每年甄選數名中法文均優之
應屆畢業生赴法擔任華語助教，派至法國各大城市和法國老師合作教授華語。

四、 專業和實務之結合：本系的特色之一是提供學生多面向之實習機會，設有「法
語企管學分學程」供學生選修。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大一大二著重基礎課程訓練：積極培育學生聽、說、讀、寫的良好語言能力，
並配合輔導措施，協助學生通過中階法檢考試。

二、 大三和大四修讀文化和實務課程：學生學習有關法國文化、藝術和翻譯等進階
課程，結合職場實習、深化專業課程。並參加高階語檢證照考試。為強化職場
準備，鼓勵學生透過輔系雙主修或學程，開拓第二專長。或進入本系碩士班學
習高階法國文化課程，並透過本系和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的姐妹校合作，獲得雙
碩士學位。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語文教學翻譯、藝術、觀光、外交公職等研究所。或出國深造，赴法
語區學校攻讀碩士學位。

• 就業：法語教師、法文華語教師、口筆譯、美術館行政策展、國貿相關、導遊、
外交人員、法國美食相關產業人員。

網址：http://www.tfsx.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336、2337 
傳真：02-26209902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培育雙向專長：透過課程與職場連結，培育具實
務能力的西語專才。除基礎、進階西語及多元選
修課程，以職涯地圖概念，搭配學程規劃與未來
職場連結之修課方向，計有翻譯、商務、旅遊、華語教學、文化等五大類。

二、 專業翻譯訓練：專業口譯教室設備完善，可供進行西文同步實境翻譯演練，強
化學生西語口譯技巧及應變能力。

三、 國際移動學習：每年甄選大三學生赴西班牙留學一年，暑假安排學生短期至西
班牙姐妹校遊學，同時進行交換學生，使學生能有深造西語之契機。

四、 推動企業實習：實施國內 /海外企業實習，透過實務印證所學專長，讓學生將
專業學科知識應用於實際工作中，從實習經驗裡充實工作知能、培養獨立思
考、協調及溝通的能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基礎西語課程：大一、大二開設有文法、會話、閱讀與習作、西班牙語聽力與發音
實習課程，穩固基礎西語能力。

進階西語課程：大三、大四除進階語法與會話課程外，亦增加作文與翻譯，加強及
深化西語能力。

多元選修課程：本系設有多門選修課程如：商務西文、西語經貿實務、觀光西語、
西語淡水導覽、初階西語華語教學、進階西語華語教學、西語國家文化概論，西語
國家文學與生活、西語國家藝術 /電影賞析、西語戲劇展演⋯⋯等，供同學依個人
興趣及職場規劃選修。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相關研究所及出國進修。
• 就業：商務、旅遊、文化、翻譯、華語教學及其他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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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fjx.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2340
傳真：02-26209915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目標旨在培育時勢所需之日語專業人才。透過優質課程培養學生具備洞悉國際
情勢、掌握資訊運用、解決問題、創新改革、專業日語等能力。在配合核心課程之
學習厚植學養之外，並強化專業日文語文基礎再銜接日本相關進階課程。亦加強日
文文書處理、簡報、畢業專題頂石課程等訓練、導入創客及 AI概念的日語學習環
境，鋪設畢業即能無縫接軌就業的絕佳路途。藉由大三出國留學、暑期或半年赴日
實務實習、寒暑假赴日研修等多軌方式實踐所學。透過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廣納
學生共同參與，磨練企劃能力與應對進退禮儀。並藉由「日本文化社」、「歌牌
社」等特色社團活動的陶冶，佐以獨步全球的「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舉辦各項活動
加持，塑造優質日文系畢業生。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整體規劃：以聽、說、寫、讀、譯等五技為主軸，佐以進階學習之日本文學、
語學、教育、歷史、社會文化等專門領域。

二、 必修課程：會話、習作、翻譯、語練等均採小班教學。
三、 選修課程：尊重學生個人志向，自由選修各專門領域課程。
四、 成果統整：配合大三出國留學、暑期或半年赴日

實務實習、寒暑假赴日研修等措施，實踐所學。
又加以勵行 20多年之全台唯一頂石課程「畢業
專題寫作與指導」的總體檢，達到畢業即就業的
無縫接軌。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日本語言文學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語
言學或翻譯相關研究所，或赴國外各大學研究所深
造。

• 就業：可從事日語教學或研究工作、外交領事、新
聞、國際貿易、航空地勤或空服、金融、觀光旅遊、
日文翻譯、雜誌編輯及其他相關行業。

網址：http://www.tfgx.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2333
傳真：02-26209906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拓展國際視野：甄選大三學生赴德國波昂進修一
年、參加德國大學夏日德語文化營。

二、 安排語言交換：安排德國姊妹校交換生進駐德語
特區與學生交流。

三、 提供多元輔導：學長姐課業輔導、各種生涯規畫
與升學、就業講座等。

四、 增進藝文能力：每年舉辦戲劇公演、朗誦、演
講，以及參加全國德文系「萊茵盃」競賽。

五、 體驗德國文化 :透過啤酒節、德式聖誕節，置身
德國文化節慶。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以語言、人文、實務及跨學科四個領域規劃課程：
大一、大二著重基礎德語訓練，大三、大四培養專業進階德語與實務能力。

語言：培養聽說德寫譯五技能力

人文：跨入德國文學與文化的瑰麗世界。

實務：以應用為導向的課程設計。

跨學科：通曉其他領域的新知識。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與德文相關之國內研究所或留學德國
• 就業：與外語相關的公職和各項職業，如：外交部、外貿協會、貿易公司、航空
地勤、科技公司翻譯、旅遊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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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fux.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711
傳真：02-26209907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旨在培育獨立分析、國際觀及跨文化溝通之俄語人才，學系特色：

一、 注重學生專業俄語能力：
高年級主科程度分班、會話課國際同步遠距，把關學生俄語能力，強化語言學
習環境，以達較佳學習成果。

二、 拓展學生國際經驗：
藉由國際移動學習經驗，開拓學生之國際視野、宏觀思維、多元文化等整體的
競爭力；大二異地至中國大陸高校等校學習 1年，大三出國留學至俄羅斯學
術合作大學院校修習學分 1年，大四至俄羅斯華語教學實習 1學期。

三、 重視學生輔導：
 師生駐俄語特區輔導、生涯規劃，與俄籍交換生 Chat Corner口語練習。
四、 培養學生未來競爭力：

實施校外和暑假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減少產學落差，培養實務經驗，拓展學習
觸角，深耕就業競爭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全校性通識核心課程：依照本校「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之三化
發展方向所制定。

二、 俄語專業必修課程：以語言訓練分為基礎、進階和應用等三個部份，有語法、
會話、視聽、翻譯和商用等課程

三、 文化文學選修課程：「俄羅斯概論」、「俄國史」、「俄羅斯文化概論」、
「俄國文學史」、「俄國戲劇」等科目，厚植學生的人文素養，使其具有全觀
專業與市場競爭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大學語言、文學、翻譯、國際關係、新聞、歷史、藝術、博物館等
相關研究所。

• 就業：可報考外交、新聞、國際經貿或文教、移民行政等公職；從事華語教學、
學術研究、翻譯、國際貿易、旅遊觀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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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idx.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3000、3615            
傳真：02-26232475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基於淡江大學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教育理念，及國際事務學院數十年來
在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的基礎，本學系以「培養兼具理論、實務、與外語能力的專
業人才」為使命，以「國際化」為發展策略，採用全英文教學並廣招外籍學生，以
建構優質的跨文化學習環境。目前境外生人數已佔全體學生總數的 45%，分別來
自全球超過 45個國家，因此學生可以在國際化的環境下，與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學
生共同學習、成長。

為了讓理論與實務的應用有所聚焦，並與產業有更密切的連結，本系在國際事務學
院各區域研究所的支援下，特別規劃北美、拉丁美洲、歐盟、俄羅斯、東北亞、東
南亞、大陸等全球各主要區域政經發展的相關課程，使學生能有效掌握相關區域政
經發展的現況與趨勢，培養各區域發展實務的專才，擴大本系畢業生未來職涯發展
上的選項。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涵蓋國際關係、政治學、經濟學、外交決策、外交史、國際法、統計學、
研究方法、全球化、及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培養學生具備全球視野，掌握國際關係
的基本理論與專業知識，強化外語能力並能運用於國際事務的研習與運作，嫻熟區
域政經發展，且具有獨立思考與處理國際資訊能力的專業人才。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國際關係、外交等相關研究所
• 就業：外交人員、經濟部國貿局、僑務行政、移民行政、國安局、調查局、軍情
局、媒體、出版業、觀光旅遊業、學術及研究機構、國際商務、跨國企業及國際
機構。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分為「海外實習組」及「產業實習組」，兩組的
特色為：

一、「全大三出國」，拓展學生全球國際視野：

所有學生大三均需自費出國至本校姊妹校留學一
年始可畢業。

二、「全英語授課」，培育國際觀光管理人才：

學生具備英語表達與溝通能力，直接與國際觀光
專業知識接軌。

三、「全住宿書院」，注重全人教育品格發展：

大一大二學生均需住校，透過課外活動，實踐多
元知識傳授及品格教育之精神。

四、「全產業接軌」，強調海外國內實務實習：

所有學生畢業前須至觀光相關企業進行 400小
時實習。「海外實習組」的學生必須於大三出國
時完成海外實習始得畢業。「產業實習組」的學
生則須於國內完成 400小時觀光產業實習始得畢
業，國內實習聚焦於五星級飯店及旅遊業實習。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大一、大二課程：基礎觀光管理相關課程，如：觀光
發展概論、旅館經營管理、旅行社經營管理、觀光資
源管理等課程。

大三出國：「海外實習組」的學生必須參加姊妹校「上
學期學習、下學期實習」的大三出國方案，上學期於姊妹校就學，下學期透過姊妹
校媒合至海外觀光產業實習。「產業實習組」學生可根據專長興趣，於姊妹校自由
選修相關的課程。

大四課程：專業觀光課程，如：旅館管家、國際領隊與導遊實務、青年壯遊等。並
考取觀光相關證照乙張，始可畢業。另外，「產業實習組」的學生須至國內觀光企
業實習 400小時。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觀光、旅遊管理、觀光事業、休閒遊憩、餐旅等研究所。
• 就業：(1)旅館類別：旅館管理人員、旅館從業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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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社人員、領隊、導遊、導覽解說人員。

(3) 其他類別：活動企劃、行銷企劃、旅遊企劃、政府觀光行政人員、觀光
相關研究人員、航空業、會展業、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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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網址：http://www.itm.tku.edu.tw/
電話：03-9873088#7049
傳真：03-987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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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gpe.tku.edu.tw/    
電話：03-9873088#7029
傳真：03-9873077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強調基礎課程：藉由基礎課程訓練培養紮實的學理根基，提供學生最大的選課
自由。

二、 強調外語訓練：採全英語授課，大三出國須至本校指定姐妹校留學一年，接受
英語文的實地操練，使學生熟悉國外上課環境，英文能力相對比其他學校相關
科系優秀。

三、 強調全人的品格與道德教育：強調全人教育，採住宿書院的設計，大一及大二
學生均須住校，不僅能讓同學與教授更為接近，亦可培養成熟的思想與健全的
品格。

四、 具備全球化視野：從在地關懷出發，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人才，在課程設計上
學習安排活動融合大三出國的實際體驗，真實地開展同學們的視野。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大一、大二課程：著重於語文訓練、政治、經濟、政治經濟學與全球化理論等基礎
課程及研究方法之訓練。

大三、大四課程：分為台灣政經發展、全球政經發展、區域政經發展三大群組課
程，學生可根據其興趣，於本系或國外姐妹校自由選修所規劃之相關課程。

海外實習體驗：自 103學年度起，本系推動「淡江大學全球服務實習計畫（Global 
Service Internship Program, GSIP）」，於每年寒假及暑假期間，薦送學生赴境外
非政府組織（NGOs）、企業實習。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相關領域研究所。
• 就業：政治經濟決策規劃人才、各級民意機構從事策略分析、民意調查以及制訂
整體發展、在產業研究和發展部門從事市場調查、專業政經議題趨勢分析及財經
媒體等相關領域發展。

教育學院教育學院

教育科技學系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Colleg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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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et.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35
傳真：02-86315377

網址：http://www.edfd.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3001
傳真：02-26296440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數位學習己成為目前企業界及各相關組織積極推動之重點，本系成立於 1997年，
以數位學習與教學方法為核心，提供連貫及完整的學士班與碩士班課程規劃，培植
結合「教學理論 +數位學習教材製作 +專案開發」的優秀人才，同時致力於「產
學合作」的專案開發，從教育原理出發，運用數位教材開發與數位產品評估，進行
專案需求分析與科技工具評鑑，協助同學提早與企業實務接軌，培養未來就業能
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教學目標係「培養能結合教學相關理論於數位學習、教材製作與專案開發之人
才」。課程規劃以「教學設計」與「媒體科技應用」並重，專業必選修課程分為四
大類：

一、 基礎課程，包含教學設計、教育心理學、教育科技概論、數位學習概論、教育
測驗與評量、需求評估等。

二、 人力資源發展，包含人資概論、績效科技概論、企業訓練實務。
三、 數位學習教材與製作，包含攝影與視覺傳達、數位音訊編輯、數位影像處理、

介面設計等。

四、 統整性課程，包含畢業專題、企業實習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與教育、科技、數位學習及人力資源等相關學系研究所，如：教育科技學
系、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科學教育、應用科技、數位學習與教育、科
技管理等。

• 就業：本系提供多元的課程領域規劃，結合專業課程、通識課程，及跨領域課
程，幫助同學提前為邁入職場作準備。畢業出路介紹如下：

 一、擔任數位內容設計、數位學習規劃與執行工作。
 二、擔任數位學習節目與媒體製作人員。
 三、擔任人力資源發展之職務。
 四、擔任各類教育與訓練機構講師。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成立於 2021年，是國內第一個以「教育與未來
設計」為名稱的學系。學系目標旨在培養具有前瞻未
來思考、設計思考、教育方案設計與管理、學習設計，
與社會設計專業能力的人才。學系主要特色包含，
（1）專任教師帶導之群組小班制之專題與實作，（2）
多元的跨國移動學習機會，（3）豐富的策略聯盟夥伴
與實習。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強調教育創新取向的實作性、跨域性及整合性課
程結構，進行課程規劃。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分為四
類：

基礎課程：涵括教育與未來設計必備的基礎能力課程。

核心課程：以「前瞻未來」、「領導管理」、「學習
設計」為三個專業領域核心。

加值課程：包含「溝通表達」、「設計企劃」與「學
習培力」三大類專業課程。此部分課程主要透過基礎
與核心課程訓練後，近一步塑造具有統合、總整與分
析處理教育與社會議題能力。

專題實作：訓練學生從一構想的發想到具體化操作實
踐方案的一系列過程。專題實作提供的工具，包括透
過工作坊、田野調查與專案方式訓練從構思到操作教
育與社會設計企劃能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研究深造可攻讀社會創新、學習領導與教育
發展、課程與教學、未來學，或其他相關之教育、
設計、管理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就業：教育（教育與行政人員、成人教學機構、企
業顧問公司之課程設計人員）、文教（出版業編輯、
教材編輯人員）、公關（公關或媒體公司之品牌宣傳、媒體公關與宣傳人員）、
人資（人力資源或教育訓練人員）、文創產業（行銷文案企劃）、大型企業（企
業社會責任 CSR人員）、非政府組織（活動企劃與提案人員）、社會設計（使
用者體驗 UX研究人員、使用者介面 UI研究人員、設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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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學系教育科技學系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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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Tel：(02)2621-5656 ext. 2214、2217、2817、 2263 

• 入學獎學金：校友徐航健先生提供每年總額 2,000萬元「有蓮獎
學金」，獲獎新生每名 20萬元。

• 工讀助學金：約 70小時 /學期 /時薪依勞動部規定

• 清寒助學金：最多 390小時 /學年 /時薪依勞動部規定

• 生活助學金：30小時 /月 / 6,000元

• 原住民助學金：35小時 /月 /時薪依勞動部規定

• 弱勢助學金：家庭年收入低於 70萬元、利息不超過 2萬元、不
動產不超過 650萬元可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扣除全學年學
雜費 12,000元∼ 35,000元。

• 獎助學金
校內獎學金共 25項，校外獎助學金約 200項。詳細內容至本校
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 就學貸款
家庭年收入 114萬元以下，在學期間免利息；逾 114萬元至
120萬元須自負半額利息；逾 120萬元，且家中有 2名子女就
讀國內高中以上學校者，仍可申請就學貸款，唯須自負全額利

息。

• 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
具有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

戶、原住民籍、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中低

收入戶等其中一種身分之學生皆可申請。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松濤館 Tel：(02)2621-5656 ext.2395、2396

淡江學園 Tel：(02)2626-6911 ext.0214、0216、0218

淡水校園淡水校園

• 松濤館位於淡水校園內，為公寓、雅房式女生宿舍。有 2人雅房
60床，4人雅房 1,955床，設有交誼廳、廚房、洗烘衣等設備，
1樓為美食廣場、便利商店及美髮店。

• 淡江學園位於校外，臨近淡水校園，步行約 10-15分鐘路程，
為電梯、套房式宿舍，平日 07:40至 12:50間，備有專車載送住
宿生至校園；有男生 657床、女生 327床，各寢室為獨立水、
電錶，設有交誼廳、自習區、健身房及空中花園等，生活機能多

元、交通便利。

松濤館（限女生）：2人雅房 (附陽台 )NT$25,400元 /學期
2人雅房 (無陽台 )NT$24,800元 /學期
4人雅房 NT$12,300元 /學期

淡江學園（男女皆可）：3或 4人套房 NT$19,250元 /學期

淡水校園淡水校園

捷運淡水站搭乘紅 27、28路線公車 10分鐘直達淡江大學。另有指
南客運 756線「北門 -淡水」及「公館 -淡大」學生專車，詳細內
容可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學生專車時刻表」專區查詢。

交通便捷交通便捷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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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名稱 學程名稱

1 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
就業學分學程

17 正美集團
就業學分學程

2 國際企業俄文
就業學分學程

18 玉山銀行
就業學分學程

3 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程 19 永輝超市
就業學分學程

4 化材系高分子材料應用
就業學分學程

20 信邦電子 AI
就業學分學程

5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數位學習
就業學分學程

21 臺灣永光化學
就業學分學程

6 大眾傳播學系創意內容
就業學分學程

22 葡萄王生技
就業學分學程

7 康舒電力電子
就業學分學程

23 上海久森醫療科技公司
就業學分學程

8 康舒韌體與自動化
就業學分學程

24 丹堤咖啡
就業學分學程

9 東元工程商業人才
就業學分學程

25 青島紅屋食品
就業學分學程

10 太盟通訊與射頻元件
就業學分學程

26 馬鞍山綠德電子科技
就業學分學程

11 亞太電信
就業學分學程

27 富邦華一銀行
就業學分學程

12 資訊傳播學系創意數位媒體實務
就業學分學程

28 萊爾富
就業學分學程

13 資訊傳播學系創意事業發展
創業學分學程

29 工學院鼎新電腦
就業學分學程

14 物理學系實務應用
就業學分學程

30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就業學分學程

15 日文國際企業多元
就業學分學程

31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
就業學分學程

16 會計師
就業學分學程

學程名稱 學程名稱

1 資安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學分學程

17 空運管理
學分學程

2 財經法律
學分學程

18 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
碩士學分學程

3 會計財金
學分學程

19 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
英語學分學程

4 商業統計與管理
學分學程

20 淡江大學外文外交
學分學程

5 法語企管
學分學程

21 淡江大學資料科學
學分學程

6 文化創意產業
學分學程

22 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觀光
學分學程

7 商業財經
學分學程

23 淡江大學西語國際企業
學分學程

8 產經財務
學分學程

24 淡江大學德語國際企業
學分學程

9 企業訓練與數位學習
學分學程

25 淡江大學工學院物聯網
學分學程

10 外語翻譯
學分學程

26 淡江大學工程專業領導人才培育
學分學程

11 物流管理
學分學程

27 淡江大學雙外語經貿人才
學分學程

12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
士學分學程

28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新農業行銷
學分學程

13 精算
學分學程

29 淡江大學計量與財務
學分學程

14 智慧機器人
學分學程

30 淡江大學食品藥物與環境檢驗
學分學程

15 外語華語教學
學分學程

31 淡江大學外語航太
學分學程

16 民航
學分學程

就業學分學程就業學分學程 跨域學分學程跨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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