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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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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0, Linwei Rd., Jiaoxi Township, Yilan 
County 262308, Taiwan (R.O.C.)
Tel: 886-3-987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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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1, Yingzhuan Rd., Tamsui Dist., New 
Taipei City 251301, Taiwan (R.O.C.)
Tel: 886-2-2621-5656
http://www.tku.edu.tw/ 

網路校園

Cyber Campus
http://cyber.tku.edu.tw

台北校園

106302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巷 5號
No.5, Ln.199, Jinhua.St.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302, Taiwan (R.O.C.)
Tel: 886-3393-3833
http://www2.tku.edu.tw/~tp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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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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淡江大學

第二類學群一覽表第二類學群一覽表

理學院

數學學系 6
•數學組
•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物理學系 7 
•光電物理組
•應用物理組
化學學系 8
•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材料化學組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9 

工學院

12
13

建築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14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5
•精密機械組
•光機電整合組

16
17

人工智慧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18
•電機資訊組
•電機通訊組
•電機與系統組

19
20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1

◆ 點選學系可以跳轉至學系簡介頁面



理學院理學院

數學學系
•數學組
•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物理學系
•光電物理組
•應用物理組

化學學系
•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材料化學組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College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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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組
● 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網址：http://www.math.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02
傳真：02-26209916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歷史悠久、學制完善，大學部入學可分為數學組及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教
學講求理論與應用之均衡，學習數學與統計軟體，經由數值計算與視覺化圖形展
示，增進學生對於理論之了解，藉由實務分析課程強化學生應用能力。除專業課程
外，另開設關於科學計算、生物數學、動態系統、數據科學等應用課程。本系長期
與業界或研究機構合作，加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系上提供完善的電腦軟硬體資源以及豐富的獎學金，入學後兩組課程可以自由選
修，兼具二組專長。亦可申請教育學程，完備其中小學教師任用資格。在學成績優
異者亦可申請 5年內修讀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數學組領域涵蓋分析、代數、拓樸、微分方程、計算數學及組合學等。資料科學領
域課程涵蓋數理統計、生物統計、工業統計、統計計算及數據科學等。

為幫助同學跨領域多元化學習，與本校保險系及統計系合作成立「精算學分學
程」，與財務金融系合作成立「計量與財務學分學程」，與信邦電子公司合作成立
「信邦電子 AI就業學分學程」協助學生於學涯與職場無縫接軌，另與統計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及資訊管理學系設置「資料科學學分學程」，同時規劃「保險與金融
實務」等與業界結合的實習課程，藉以縮短學用差距並增加學生競爭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升學：國內外研究所，深造學科涵蓋數學、應用數學、資訊、統計、經濟、精
算、管理科學、教育科技、公共衛生及財務金融等。

• 就業：本系畢業校友大部分服務於各公、民營機構（如科學園區半導體產業、資
訊服務業、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電腦資訊相關行業）、各級學校教師或自組公
司等在社會各行業均有優秀表現。

數學學系數學學系 物理學系物理學系 網址：http://www.phys.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521或 2578
傳真：02-26209917

● 光電物理組
● 應用物理組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培養具有理論基礎及應用技術之科技人才為目標。除課堂演示與教學外，利用論
壇、參訪、競賽、專題研究等形式，加強師生互動，拓展學生視野，增加學生對科
學及科技產業發展趨勢之了解，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師資陣容堅強，專任教師人
數達 22人，科技部近 10年通過計畫總件數，在全國公 /私立大學物理學門總排名
第 9，私校物理相關科系排名第 1。教師研究範圍涵蓋材料與光電科學、天文與宇
宙學、計算物理，其中同步輻射領域之研究，在臺灣名列前茅。擁有齊全、先進的
教學及研究設備。兩岸及國際合作交流頻繁，每學期均有學生至校外，進行研究或
學習，如新竹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美國 Brookhaven及 ALS國家實驗
室，以及日本、英國、加拿大、德國、澳洲等國家之同步輻射及中子研究中心。每
學年暑假也安排學生至相關的科技產業實習。物理系亦提供多項獎助學金。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光電物理組」課程的設計，著重於半導體光電特性的基礎理論，以及介紹具有前
瞻性及市場性之光電元件相關之專業課程；「應用物理組」課程的設計，著重於計
算科學與材料物理（涵蓋新穎材料、鐵電材料、磁性材料、超導材料、以及拓樸材
料等等）的基本物理知識與潛在應用介紹。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報考國內外相關研究所，如物理、電子物理、光電、電機、科技管理、
生命科學等研究所。

• 就業：可朝光電、材料、電機、機械、電腦等高科技產業發展，或從事工商、科
技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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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hemistry.tku.
edu.tw 

電話：02-26215656#2531
傳真：02-26209924

● 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 材料化學組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一、 實驗單人操作：培育學生獨立操作實驗之技巧，以應就業或進修之需要。
二、 專題研究：選修專題研究，學習設計實驗，精進個人實驗判斷力，以做為一位

成熟的化學家為目標。

三、 書報討論：訓練查尋論文、收集資料，培養上台報告論述的能力。
四、 師生座談：教師每學期均與學生座談，系主任定期與系學會會長及各班班代表

會談，瞭解學生問題。

五、 講座課程：邀請國內專家學者演講。
六、 就業輔導：每學期中舉辦優秀企業參訪活動。暑期並有業界實習學分課程，讓

學生對業界有進一步的認識，以為將來的職場準備。系友會提供學生畢業後就
業輔導和工作媒合。

本系的教育目標：

1.傳授化學知識 2.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3.增進表達能力
4.培養良好的實驗技巧 5.落實自我管理 6.培養終身學習能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本系分為材料化學組和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二、 兩組一、二年級皆以化學基礎課程為主，
三、 材料化學組三、四年級以材料化學、奈米材料、光電材料，高分子化學及固態

化學等為輔。

四、 化學與生物化學組三、四年級以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藥物化學及
基因工程等為輔。

本系強調實驗與理論並重，以培養具備理論基礎及應用技術之科技人才為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自我獨立思考，再進一步去拓展基礎理論與應用。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目前，大學部畢業生有超過二分之一繼續在國內各研究所進修。有的碩士
班畢業後會選擇出國深造，亦有留在國內攻讀博士學位。

• 就業：化學系畢業的就業市場如一片藍海，舉凡生活相關產業，傳產、食品、醫
藥、科技園區都有天地讓化學人才發揮。畢業系友在公家機關、大學院校及私人
機構均獲得肯定，獨立創業者亦有相當突出的表現。

化學學系化學學系

網址：http://www.ams.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3603、3604
傳真：02-26238251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學位學程為跨「奈米材料」、「光電材料」、「生醫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四
大領域之學程，以培養學生能掌握目前與未來材料相關科技產業趨勢為主。主要訓
練課程結合物理、化學與生物等基本課程，規劃尖端材料的製成，物理特性的量
測，以迄電子原件設計與生物科技應用，以培養奈米、光電、生醫及高分子材料之
專業人才。另外，本學程也規劃專題研究課程，讓大三大四學生可以進入相關的材
料科學研究室，實際從事材料的製成、檢測與應用。

本學位學程教育目標：

一、 厚植尖端材料科學基礎知識。
二、 重視邏輯思維與自我表達能力。
三、 強化實驗能力與團隊精神。
四、 拓展國際視野與國際交流。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奈米材料領域課程：奈米科學、材料結構與檢測、近代物理導論等。
二、 光電材料領域課程：光電材料、電子電路學（一）、應用電磁學、綠色能源材

料等。

三、 生醫材料領域課程：生醫材料、細胞生物學概論、生物物理導論等。
四、 高分子材料領域課程：有機材料、有機化學、高分子材料、化學感測材料等。
五、 涉略四大領域基礎課程：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實驗、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

驗、基礎生物、材料科學導論、材料科學實驗等。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一、可報考國內外材料科學、物理、化學等相關研究所。
二、本學位學程配合理學院預研生制度，鼓勵學生直升理學院各研究所。

• 就業：本學位學程以基礎科學為主，應用科技為輔，未來可朝奈米材料原件的製
成與設計、光電材料、生醫材料以及高分子材料產業發展。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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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工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建築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精密機械組
•光機電整合組

人工智慧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資訊組
•電機通訊組
•電機與系統組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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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arch.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20 (系 )；2610 (所 )
傳真：02-26235579

網址：http://www.c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1
傳真：02-26209747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最大的特點是每個年級都有專屬的設計工作室空間，每位同學都有獨立的工作
空間，在工作室裡可以相互討論與製作設計。

我們注重每個年級的建築設計課，專業訓練上強調以實務、創意、美學為導向的建
築設計教學思維，我們培養的是可以解決真實問題與面對未來社會的專業建築師，
以下三點是我們領先台灣建築系的教學與研究方向：

一、 本系非常重視建築設計教學，全
系共有 50位建築設計教師，每週
有兩個下午的設計課，建築設計
教學學分居國內建築系之冠。

二、 本系累積了 20年數位設計與製造
的教學經驗，數位工廠的硬體設
備在國內最齊全，目前具有可以
製作木材、塑膠、金屬等數位製
造機具。擁有多支機器手臂，邀請國際尖端的學者到校舉辦工作營，機器人建
造為國內建築系之首創。

三、 本系位處都會區，敏感於環境變動下的城市議題的討論，累積了豐富的建築與
城市設計的研究經驗與資料，也開啟與亞洲城市的連結與跨城市的比較研究，
培養同學面對世界的視野。通過不斷地的討論與實驗，我們正在進行新一代的
建築設計課程改革，提供給年輕同學一個嶄新的建築世界觀。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六大系列：建築設計、建築理論與歷史、城市與環境、營建與技
術、數位設計與製造、概論與通識等，並且同時進行各系列課程於不同年級的整
合。培養學生具有獨立且完整的建築與城市設計思考訓練，建築設計議題的掌握與
發揮，建築計畫的擬定與執行，以及多種設計媒材整合運用能力與完整執行能力。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畢業後可以投考國內各公私立大學設立的相關研究所，同時與國際的建築
教育接軌，國外研究所對於淡江建築系的畢業生接受度非常高。

• 就業：學生畢業後可以擔任：建築師、室內設計師、景觀設計師、城市規劃師、
與營造廠技師等。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土木專業知識和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兼備之現代工程和營建技術相
關之企業經理人才為目的。此外，本系 3座「風洞實驗機具」係全台僅有設置於土
木系者，長年進行高樓建築抗風、橋梁抗風及大氣擴散之研究，並和國際知名風工
程研究學者合作，迭有優良研究成果。此外 105學年度興建複數風扇風洞，也是亞
洲各大學中屈指可數擁有複數風扇風洞的大學，更為全國最具特色的研究所之一。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大學部課程除一般土木工程專業訓練外，特別著重於學生「資訊技術能力」的
培養，開設系列之營建自動化與資訊應用相關課程，含基本程式語言、電腦繪圖、
數值分析及專業性程式設計、結構工程及大地工程之電腦輔助設計、營建管理電腦
化及人工智慧在土木工程上之應用等，亦開設營管、
資訊及工程法律等課程，使學生具備良好之營建技術
能力外，畢業生可成為土木工程師或相關專業技師，
未來亦可成為相關企業高階經理人才，頗受業界肯定。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及相關工程領
域研究所。

• 就業：畢業生具備五種專門職業技師的考試資格，
分別是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大地技師、水利技師
及測量技師。其他與土木相關工程領域如：環境工
程技師、水土保持技師、交通工程技師及應用地質
技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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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工程組
● 環境工程組

網址：http://www.wree.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2612
傳真：02-26209651

● 精密機械組
● 光機電整合組

網址：http://www.me.tku.edu.tw/main.php
電話：02-26215656#2613 
傳真：02-26209745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以培育兼備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專業知識並結合資訊科技應用能力之人才為目
的。設立「水資源工程組」及「環境工程組」。

本系著重跨領域、綜合性的工程科學應用，以解決水資源和環境問題為職志，專業
課程包括：

一、 土木、水利、環工基礎課程 (如：流體力學、水文學、應用力學、水文測量與
實習、工程圖學、工程統計、工程材料學、工程數學、工程經濟等。)

二、 水資源工程 (如：明渠水力學、水資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地下水及土壤污
染、防洪及排水工程、海岸工程、水資源規劃等。)

三、 環境工程 (環境化學、環境微生物學、水質分析、污水工程、環境土壤學、空
氣污染控制、環境毒物學、固體廢棄物等 )。

學生可依個人規劃及升學就業彈性選課，培養獨當一面的能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水資源工程組」訓練著重於流體力學、水文學、水資源規劃等水利專業知
識，使學生能關係氣候變遷、洪旱災害問題，從事與水利工程相關工作。畢業
後可參加水利技師高考。

二、「環境工程組」訓練著重於水質分析、空氣污染、噪音、固體廢棄物等環境工
程專業知識，使學生能關心環境、污染問題，從事與環境工程相關工作。畢業
後可參加環工技師高考。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水利工程及環境工程等相關研究所。
• 就業：
一、產業界：營造公司、顧問公司、工程公司、建設公司等。
二、公部門：水利署、環保署、縣市政府環保局、水利局、建設局等。
三、學術界：大專相關科系教授、工研院能資所、中研院、中科院等研究機構之
研究員。

四、專業技師：水利技師、
環工技師、水保技師、
土木技師等。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規劃精密機械及光機電整合兩大核心領域，具有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並結
合產業資源，使學生具備完整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以培養機械與機電工程領袖
人才為目標。

本系培養學生未來競爭力，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引導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計有下列
13項：1.鼓勵修讀榮譽學程 2.鼓勵修讀 4+1碩士學位 3.鼓勵修讀跨領域學分學
程 4.開設實務講座課程 5.企業暑期實習及參訪 6.企業實習與產學合作 7.鼓勵參
加校外競賽 8.開設專業證照課程 9.舉辦機電週專題競賽 10.系友返校演講頒發獎
學金 11.舉辦國內外研討會 12.獎勵學生參加國際會議 13.姊妹校交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重視實驗課程 -培養學生動手做的實務能力。

◎ 分為光機電整合組與精密機械組，以專業基礎課程安排實驗課，其主要目的是讓
學生從理解原理、儀器設計、實驗建置實驗過程、數據分析、討論總結的流程完
整走過一遍，由過程中培養動手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一： 奠定工程基礎，配合工場實習，建立對機械機具與製造的了解。

大二： 由初階實習課程，使用學生瞭解基本材料特性及應用。

大三： 透過中階實驗課程安排，使學生能將理論及實際合而為一。鼓勵畢業專題結
合企業實習，學用合一。

大四： 安排進階實驗課程及畢業專題，使學生操練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並鼓勵參
加校外競賽。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機械、電機、機電、自動化、材料、生醫、光電等研究所
• 就業：工程師 (含設備、機構、自動化、韌體、製程、半導體、品管、生技、醫
工 )，等各類工作

C
ollege of Engineering

14

工
學
院

15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回目錄 回目錄



網址：http://www.ai.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3
傳真：02 26209745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規劃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數據工程等核心領域，建立優質的
教學與研究環境，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及創新能力的人工智慧專業人才。

本系的主要特色是在 AI領域構建多樣化、貼近產業界需求與軟硬體整合的實務應
用，例如無人機、自駕車、智慧製造、視覺智慧系統、視訊壓縮、自然語言應用、
醫學巨量資料分析等，提供學生利用最新之深度強化學習的演算法與成果，深入真
實世界場景，直接學習到如何「用 AI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 AI工程實踐。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系以培育可以將人工智慧應用於機器人、物聯網、智慧製造與大數據分析等領域
之高科技人才為目標。課程涵蓋數據工程、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等
領域的基礎科目。課程的設計是以應用實務為導向，前三年之每一個學期均有實務
實作的實驗課程，讓學生在「學中做、做中學」中，將該學期或學年所學的課程內
容做一個小專題。此外，第四學年只規劃至產業界實習之「專案實務實習」課程，
讓學生在畢業前就與企業有不錯的互動，更是能為企業所用之具有應用人工智慧技
術的高科技人才。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持續進修於國內外人工智慧、資訊、電機、機械、自動化、醫工、多媒
體、商學與管理等相關研究所。

• 就業：本系畢業生為產業亟需之人工智慧人才，包括資訊、機械、電機、醫工相
關科技產業，擔任各類工程師與主管，以及相關學術機構或研究單位。也可以往
多媒體、商學與管理等領域就業，以及任職公務單位。

網址：http://www.ch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4
傳真：02-26209887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教育目標以培育具備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的工程師人
才。

一、 強化電腦輔助教學，建立學生電腦操作、人工智慧與化工程序模擬之能力。
二、 規劃符合時代潮流與未來趨勢之專業課程，以「程序分析」、「綠色科技」、

「精密分離」、「材料科技」及「能源技術」為重點。

三、 積極鼓勵教師從事研究，並致力於研究方向與資源的整合。
四、 設立「大學部學生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

選擇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五、 規劃「就業學分學程  ，開設暑期校外實習，落實學用合一，強化學生實務知
識與專業職能。

六、 提供多個校內外獎學金以鼓勵與獎勵本系優秀學子。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之工程教育認證，且持續精進以維持本系畢
業生能具備工程及科技教育高品質，並與國際接軌。

二、 課程規劃除提供必要的基礎、專業與實作課程外，專業選修課程也依時代潮流
與未來發展趨勢規劃出三學程：「製程科技學程」、「能源科技學程」與「材
料科技學程」，使學生能依其興趣作有系統且完整的學習。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進修領域有化學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醫學工程、生物工程等研究所。
• 就業：領域涵蓋程序工程、建廠工程、半導體 /光電製程、奈米研發、食品研
發、特用化學、生產管理、採購 /
銷售、儀器分析、品質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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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si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6
傳真：02-26209749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通達專業知能、熟練實用技
能及展現創意成果之資訊人才。本系學生不但具備專
業技能及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表達能力、團隊合作與
專業倫理方面符合企業對於員工聘僱的需求。

堅強師資陣容

現有 30位專任教師，專長涵蓋資訊工程各領域。

學程制度完整

開授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學位的課程，學程制
度規劃完整，擁有完善教育與學習環境。

國際交流合作

培養學生競爭力

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參與競賽、輔導學生至企業
實習。

龐大系友資源

畢業系友已超過一萬人。系友會組織健全，遍布全台，
對於本系畢業生經常予以協助。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資訊科技的嶄新技術不斷地推陳出新，為了讓學生們與時代接軌，淡江資訊工程的
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每位學生需修畢規劃之專業必修，以奠定資訊領域的專
業基礎。其中，頂石課程「專題實驗」為一系列實作課程，學生融合所學，發輝想
像，進行創意設計實用之系統，於系上舉辦的資訊週活動場合中展現所學。同時，
亦規劃許多選修課程供學生選擇，如物聯網 /無線網路、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
多媒體 /電腦視覺及資訊安全等課程。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
一、國內外各大資訊工程、資訊通訊、多媒體等碩士班
二、出國留學或參加本校與歐、美大學合作的雙聯學位

• 就業：科技產業、研究單位、學術機構、公務人員、自行創業投入軟硬體研發工
程，出路廣且多元化。

網址：http://www.e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5、2575
傳真：02-26209814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有完整的學制 -學士及碩、博士班，大學部分為
電機資訊組、電機通訊組、電機與系統組及進修學士
班。課程設計包含 5G及人工智慧等，強調跨領域系
統整合之訓練，以培育兼具軟硬體設計與整合能力之
電機電腦工程人才為目標；並使學生保有持續學習的
認知以積累知識，成為具備跨領域及創新能力的電機
工程師。

一、 希望助學：設置多項獎助學金，協助弱勢或突遭
變故同學就學，包括：「歐格電子入學獎學金」
及多屆系友獎學金等。

二、 國際學習：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增加學生競爭
能力，鼓勵學生海外留學、海外姊妹校交換學習
及暑期海外短期實習，包括日本電氣通信大學及
東北大學交換學習；與美國韋恩大學及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簽署雙聯學位學制；與越南河內國立大
學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及交換備忘錄。

三、 科研掄元：舉辦創新創意競賽，鼓勵學生參與海
內外各類競賽及相關作品展演活動，成果豐碩，
榮獲多項電子電機相關競賽冠軍。

四、 產學接軌：因應時代潮流及產業需求，提供多元
學程，強化畢業生就業競爭力，包括設立大學部之預研生修讀碩士學位學程
（即 4+1學程），另開設「智慧機器人」、「康舒電力電子」、「康舒韌體
與自動化」、「鼎新電腦」、「東元工程商業人才」及「太盟通訊與射頻元
件」等就業學分學程。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一、 基礎課程：程式設計、邏輯設計、數位系統設計、電路學、電子學、電磁學、
工數、組合語言、信號與系統、資料結構及微處理機概論等。

二、 專業進階課程：人機互動、系統晶片設計、嵌入式系統與系統開發；人工智慧
物聯網、無線通訊、電磁微波、信號處理、通訊系統晶片、5G行動通訊；AI
晶片設計、控制系統、機械手臂、智慧型機器人及系統整合等領域。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可持續進修於國內外電機、電子、通訊、光電、電波、資訊、控制、機器
人、積體電路、醫工等相關研究所。

• 就業：本系畢業生大多服務於電子電機相關科技產業，擔任各類工程師與主管，
以及相關學術機構或研究單位，
 任職公務單位者亦所在多有。

● 電機資訊組
● 電機通訊組
● 電機與系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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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aero.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7
傳真：02-26209746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本系以「應用科學知識及工程技術分析」為教育目標，培養具解決航太工程基本問
題之人才。

本系專業課程除空氣動力學、飛具結構學、航空發動機、飛具設計、飛行力學、太
空力學、火箭工程等，再輔以飛機系統、儀表、航空電子以及空中交通管制、航空
品保、飛行安全等民航技術領域課程，培養獨立思考及持續學習的精神，且注重
「工作倫理及團隊合作與責任感」，學生能具備掌握資訊，活用基本知識，多元化
發展，及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

本系特色領域：振動與流固耦合、無人飛行載具、航電導航與系統控制、太空科學
與技術、計算力學。

一、 校外實習：可至航太機構實習和赴大陸姊妹校研習與交流增廣見聞。
二、 產學合作：本系與華航、漢翔、長榮航太、亞航、安捷航空簽訂產學合作。
三、 未來競爭力：設有「無人機實驗室」、「太空科技實驗室」、「飛行模擬實驗

室」。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分為基礎數理課程，航太專業課程和核心課程，內容除空氣動力學、飛具結構
學、航空發動機、飛具設計、飛行力學、太空力學，並包括飛機系統、航空電子及
航空品保、飛行安全等民航技術領域。大三暑期分別至航太相關機構實習及赴大陸
地區進行研習與交流。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國內外各大學航太、機械、控制、材料等研究所。
• 就業：航太相關領域發展。

網址：http://www.csie.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2616
傳真：02-26209749 

學系特色學系特色

全英語學士班學習基礎軟硬體知識外，加強資訊技術應用能力，並以國際經驗激發
創新思維。軟體開發方面，著重計算機科學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系統整合方面，著
重數據處理與各類網路的整合。大三至姊妹校留學的國際經驗，可延伸發展企業智
慧等資訊科技與管理、規劃設計、與創新實務。目標是培育具備資通訊創新發展應
用與管理知識的人才。

一、 注重學生外語能力：採全英語授課，熟練以英語與團體互動，增加國際溝通能
力。

二、 發展學生國際經驗：國外求學一年，體驗不同文化，獲得開闊的視野。
三、 重視學生全人發展：藉由住宿書院緊密師生互動，學習融合不同觀點處理人生

議題。

四、 培養學生就業實力：鼓勵學生考取資訊專業證照，輔導學生至企業實習。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大一、大二課程：語文訓練及專業的基礎學科課程則包括數理邏輯、資訊科學、網
路通訊、程式設計與軟體開發等基礎課程之訓練及取得資訊專業證照。

大三出國留學一年：學生可根據專長、課程規劃，於國外自由選修相關的課程。

大四課程：上學期須完成經正式審查制度審查之專題；下學期可全職企業實習、參
與就業學程及數位微學程。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 就學：就讀資訊工程相關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或赴國外各大學研究所深造。
• 就業：可從事資訊軟體專業工作、無線網路行動計算、網際網路服務設計與應
用、資訊安全、多媒體資訊、資訊系統整合、網路通訊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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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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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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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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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