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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淡江

卓越的學術王國，培育心靈卓越的人才

1950 年，張鳴 ( 驚聲 )、張建邦父子創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1958 年

改制為淡江文理學院，1980 年正名為淡江大學，迄今發展為擁有淡水、臺北、蘭陽、網路等 4 個校

園的綜合型大學。淡江學術自由，學科專精博雅，設有 8 個學院、17 個博士班、50 個碩士班、25

個碩士在職專班、49 個學系組，28,000 余名學生、2,200 餘位教職員工及 23 萬校友，是臺灣最具

規模、功能完備的高等教育學府之一。

三化教育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是淡江大學永續經營與發展

的根基。國際化代表未來空間的格局，資訊化呈現未來生

活的模式，未來化建構未來時間的架構。淡江境外學生人

數 1,500 人，居全台領先地位。

締結合作，接軌國際

本校與全球 30 國 128 所大學、大陸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等 36 所高校簽訂學術合作協定書。

立足淡江，遊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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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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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6國43校

歐洲

13國27校

非洲

1國1校

大洋洲

2國5校

亞洲
8國52校
大陸3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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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 450 名在校

生赴海外研習一年。歡迎大陸學位生加入本校海外研修一年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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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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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天普大學 學碩士 

澳洲昆士蘭大學 學碩士、碩士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學碩士、碩士 

澳洲克廷科技大學 碩士 

日本麗澤大學、長崎外國語大學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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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學士、學士 

跨國雙學位計畫（與 14 校進行 19 項合作計畫）

淡江大學姊妹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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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國別 學校名稱

美洲

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

美國
賓州印地安那大學、加州州立大學三藩市分校、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維諾納
州立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天普大學、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佛羅里達中央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沙福克大學、聖托馬斯大學

歐洲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

英國 桑德蘭大學、牛津布魯克斯大學、英國女皇大學

捷克 查理斯大學

俄羅斯 聖彼德堡交通大學

法國 弗朗士孔泰大學、尼斯大學

德國 波昂大學、科隆大學

西班牙 昆卡大學

大洋洲
澳洲 新南威爾斯大學、昆士蘭大學

紐西蘭 懷卡特大學

亞洲
日本 麗澤大學、同志社大學、京都橘大學、城西國際大學 

中國大陸 北京大學

大三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合作學校（33 校）

洲別 國別 學校名稱

美洲

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

美國
賓州印地安那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明尼蘇達州維諾納大學、天普大學、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沙福克大學、西佛羅里達大學、美利堅
大學、聖道大學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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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里昂第三大學、巴黎第四大學

德國 波昂大學、科隆大學

波蘭 華沙大學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亞洲

中國大陸
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天津大學、
四川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吉林大學 、南開大學、蘭州大學、同濟大學、
澳門大學

韓國 京畿大學、慶南大學、慶熙大學

日本
同志社大學、電氣通信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津田塾大學、國際教養大學、駒澤大學、
中央學院大學、早稻田大學、北海道大學、亞細亞大學、長崎大學、長崎外國語大學、
鹿兒島大學

學生交換計畫主要合作學校 (52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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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研究所評鑒

遠見雜誌於 2011 年 10 月公佈與 104 人力銀行合作的「2012 企業最愛研究所評鑒」，針對不同學

科特色，區分出 7 大領域，本校在「資訊、工程、電機」和「商管、財經、觀光」兩個領域的表現

均為私校第 1。

那些學校「資訊／工程／電機」

領域的碩士生表現最佳？

2011年排名

1

2

3

4

5

6

７

８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2010年排名

2

5

1

3

4

6

9

７

10

－

－

－

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元智大學

淡江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台北大學

逢甲大學

那些學校「商管／財經／觀光」

領域的碩士生表現最佳？

2011年排名

1

2

3

4

5

6

6

6

9

9

2010年排名

2

1

3

4

－

５

－

７

－

－

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淡江大學

東吳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資料提供 / 遠見雜誌、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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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國際跨校整合型研究計畫

傑出研究中心

盲生資源中心

西藏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開發中心

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風工程研究中心

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

數位語文研究中心

兩岸金融研究中心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

學院 合作校院與計畫名稱
文學院 日本早稻田大學「故事行銷研究合作計畫」

理學院 法國大學「台法幽蘭人員合作交流計畫」

工學院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智慧型機器人跨國研究合作計
畫」

商管學院 美 國 南 達 科 他 州 立 大 學「Accelerated Degradation 
Test for High Power Light Emitting Diode」

外語學院 法國柏桑松大學與尼斯大學「法語教學」

國際研究學院 中國社科院「兩岸國際戰略與理論研究計畫」

教育學院 美國密蘇裡大學、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教師合作研究」

項目 內容

1. 淡江是臺灣首設研究學院的大學，首創區域研究研究所，以及教育與國防結合之管理科學研
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2. 淡江是臺灣首先實施教學評鑒的大學。
3. 淡江是率先實施通識核心課程的大學。
4. 淡江是全台首先實施學生電話語音線上即時選課與註冊的大學。

5. 淡江是首先研發成功視障學生使用之電腦軟、硬體，使視障生能使用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
的大學。

6. 淡江是首創大三學生海外研習一年的大學。
7. 淡江是首先傳授未來學的大學。
8. 淡江是臺灣第 1 所建置全校性數位化教學支持平臺的大學。
9. 淡江是臺灣首創必修課外活動課程的大學。
10. 淡江是臺灣第 1 所建置全校性數位化教學支援平台的大學。
11. 淡江是臺灣第 1 所榮獲「企業環保獎」與「榮譽企業環保獎」獎座的大學。

淡江五虎崗傳奇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

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

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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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

天下及 Cheers 雜誌「全國一千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的大學畢業生」調查，淡江連續 16 年蟬聯私

立大學第 1 名。遠見雜誌大學畢業生評價調查結果，本校培育的畢業生總體表現連續 5 年居私立大

學組之冠軍。

機器人研究團隊佳績

淡江電機系師生參加國內外各項機器人足球競賽，成績

斐 然。 於 2003、2006、2007、2008、2009、2010、

2011 及 2012 年獲得「 FIRA 世界機器人足球賽：中型

機器人組 (RoboSot League)」之冠軍。 2007、2008、

2009、2011 及 2012 年獲得「FIRA 世界機器人足球賽：

人形機器人組 (HuroCup)」之冠軍。

建築系師生作品在荷蘭發光

本校建築系師生設計之作品「Spatial Limbo」，參選 2009 年「第四屆鹿特丹建築雙年展」，開臺

灣建築系在鹿特丹建築雙年展獲獎之先例，從 280 餘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特別優選與入圍參展，

入圍作品數並與美國哈佛大學相同。

近年外部評鑒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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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屢獲國際肯定

本校輔導學生參加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球總決賽 (Worldwide Competition on Microsoft 

Office)，2009 年榮獲 Excel 2007 世界冠軍、2010 年榮獲 Excel 2003 世界冠軍及 Word 2003 世

界冠軍、2011 年 榮獲 PowerPoint 2007 世界冠軍、2012 年榮獲 PowerPoint 2007 世界冠軍。

日文系碩一學生獲吉林大學第 1 屆海峽兩岸日語演講比賽三等獎。

土木系建築組博士生與建築系系友獲 2012 德國 iF 設計展全球百大設計概念

獎。

榮獲國家品質獎

2009 年 5 月 5 日本校榮獲中華民國第 19 屆國家品質獎。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2008 年 11 月 18 日本校成為全球第 1 所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的大學，為世界唯一通過認證之綜合型大學。2012

年本校再度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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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名人榜

學術界

吳茂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
　　　　中研院院士
黃文樞：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陳振貴：實踐大學校長
陳淼勝：南華大學校長
容繼業：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校長
林振德：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
陳坤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
楊思偉：台中教育大學校長
林義宗：南榮技術學院校長
黃天中：現任美國紐約州庫克大學副校長
龔鵬程：中國北京大學特聘教授

政治界

李述德：行政院財政部部長
黃義交：立法委員 
林郁方：立法委員
盧秀燕：立法委員 
朱鳳芝：立法委員 
柯建銘：立法委員 
陳聰明：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白小琳：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第一任總領事。

企業界

李鐘培：滙豐（臺灣）商業銀行總經理
劉啟志：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建複：前 Yahoo 亞洲區副總裁
錢大群：IBM 亞太區總裁，IBM 大中華區首席執

行總裁
陳飛龍：南僑集團會長
陳國和：日盛集團總裁
廖東漢：福華飯店總裁

吳金生：北美衛星電視公司總裁，頂好超級市場
董事長，大連美國國際學校董事長

羅　森：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淡江大學
會計師校友會會長，淡江大學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監事會召集人

高新平：新加坡三德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林文淵：曾任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鄭　洵：美國加州國際銀行董事長
杜明翰：臺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李大經：敦陽科技副董事長兼營運長
林鴻明：臺北 101 董事長
李瑞賢：天仁茗茶副總裁

藝文、演藝傳播界

古　龍：知名武俠小說家
李雙澤：臺灣民歌之父
徐　璐：新新聞總經理，「臺北之音」電臺創辦

人及總經理
朱天文：知名作家
施淑青：知名作家
陳映真：知名作家
鐘文音：知名作家
石錦航（石頭）：臺灣搖滾天團五月天吉他手
崔麗心：臺灣知名女主持人
路嘉怡：臺灣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歌手、演員，

有流行教主之稱
蔔學亮：知名主持人
雷光夏 : 知名歌手，主持人
張善為：知名演員，主持人
桂綸鎂：新生代知名演員
盧廣仲：第 20 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最佳作曲

人獎得主
楊雅喆：知名國片導演
朱芯儀：新生代偶像劇演員
李靖惠：新生代知名導演

本校校友已達 23 萬余人，校友在各行各業表現傑出，遍佈世界各地，並成立 148 個各類型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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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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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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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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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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飯後，夕陽漸漸從觀音山上向淡水河落

下，整個天空被染成了暖色系的漸變。從學校的

宮燈大道一路溜達下去，經過兩側古色古香的宮

燈教室，遠望是熱鬧的田徑場。走到張驚聲前輩

的塑像前，路分四岔。右側是常年恒溫的游泳

館，左側可以拐入覺軒花園，再遠一點就是牧羊

草坪了。

　　順著臺階下去，過了一條小馬路，眼前突然

一晃，一條長長的樓梯出現在眼前。這就是淡江

有名的克難坡了。顧名思義，這條 45 度的樓梯

爬起來絕對不是那麼輕鬆。每年校長都要帶著新

生們一起走這條克難坡，前人帶路，後人繼往，

這數百級的臺階是每一個淡江人對母校的第一次

深刻記憶。

　　克過每一級“難”後，下個小坡，眼前突然

出現了一個熱鬧繽紛的小世界。一條英專路，一

頭是淡大，一頭是淡水捷運站。這條離學校最近

的商業街，是淡江學生逛街的首選，物美價廉，

東西好吃。

    英專路的盡頭是紅磚的淡水捷運站，我第一看

到它，就覺得它是我見過最有味道的捷運站。每

天人來人往，無數擦肩的瞬間，當你走在它圓形

的拱門下，當你看到傍晚穿著制服跳街舞的中學

生，當你坐在出口處花壇的大理石上，一定會有

置身電影的感覺。

　　從淡水坐捷運去臺北非常便利，捷運大概 5

分鐘就有一班。因為是起點站的緣故，你可以挑

個喜歡的位子坐下來，看沿途窗外淡水河的風

景，亦或是找個舒服的角落小憩片刻。半小時

後，繁華的臺北市區就在你腳下了。

在校陸生推薦
　　從淡水捷運站穿過，此刻的夕陽已經烈烈如

焰火一般，燒過天際，染紅河水。你漫步在夾帶

著微微海味的淡水河邊，聽著河岸邊店家播放的

音樂，遠眺對岸的八裡左岸和觀音山，與夕陽一

起沉醉在這樣一個愜意的傍晚。

　　你是否想過有一天可以跨越海峽，來到一個

淡如其名，叫做淡水的小鎮？是否想過來到這個

鎮子上一所淡而有味，叫淡江的大學？

　　如果我在淡江遇見你，那該是怎樣的開場？

在一個熱烈的下午，頂著烈日幫你提拿行李，帶

你去找你舒適的宿舍。在一個微風的清晨，帶你

走過花香淡淡的宮燈大道，去田徑場晨跑。在一

個悠閒的午後，坐在文學館外的木制椅子上，請

你喝一杯海音咖啡，再用手裡的零食誘惑頭頂大

樹上跑過的松鼠。在一個熱鬧的週一，帶你去看

看海報街上有了什麼新活動，看看櫥窗裡的海

報，找找你感興趣的講座什麼時候開始。在一

個無所事事的禮拜五，拉你一起跑到圖書館的 9

樓，遠眺淡水河上如畫的風景。在一天的課業

後，拉著你去大學城吃好又便宜的美食。

 　　我不知道這樣的學校你是否也覺得可愛。你

的每一個問題都有人為你操心，為你微笑解決。

你可以不經意間發現很多可以讓你放鬆的角落。

你去的每一間廁所都有衛生紙。你可以在 24 小

時的自習室 K 書到天亮。如果你沒有電腦，那不

用擔心，除了商館大樓的幾間很大的電腦房外，

還有一間位於工學館的落地窗電腦房，24 小時

為你敞開，所有需要列印的檔全部免費。你想要

找的每一本書都可以在學校的圖書館輕易找到，

你想看的電影圖書館也都已為你精心收藏，每天

中午晚上，都有精選電影播放。你的大部分老師

如果我在淡江遇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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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博士畢業的教授，他們敬業認真，知識淵博，

並且風趣幽默。學校的每一個社團都相當成熟和

專業，每一個活動都會成為你一生的回憶，你的

課餘生活不會只是電腦和睡覺。

　　如果你問我學校對陸生好不好，那麼我可以

告訴你淡江是對陸生最好的學校，沒有之一。你

一定會愛上驚聲大樓 10 層的國際處，會喜歡那

裡的每一位老師，會感謝他們為你做的每一件重

要的小事。

去年的現在，我和你一樣猶豫。對於未知感到迷

茫，有幸命運待我不薄，帶我來到淡江。來感受

她的自由開放，感受她的人文美學，享受她豐富

多彩的資源，充實完整我的生命。

　　如果在今年的九月我有幸在迎新的隊伍裡看

到你，我會對你說一句，感謝你來淡江，感謝你

來豐富我們的生命。　

文：蔡博藝 ( 日文系三年級 / 大陸學位生 )



英文學系碩 / 博士班
Department of English
www.tfl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342 tflx@oa.tku.edu.tw

一、碩士班

招收具有學士學位之大學畢業生，博士班招收有文學或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者，從事對
英美文學和英語教學之研究。碩博班教師及任教科目或研究專長如下：

職稱 姓名 任教科目或研究專長
教授兼系主任 蔡振興 全球暖化論述、世界文學、文學理論
專任教授 邱漢平 小說研究、文學理論、翻譯研究
專任副教授 杜德倫 高級英文寫作、翻譯理論、獨立研究
專任副教授 黃月貴 應用語言學、語言學習技巧之理論及應用
專任副教授 郭岱宗 新聞英文、同步翻譯、口筆譯與教學
專任副教授 黃逸民 英國文學、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
專任副教授 王緒鼎 田納西．威廉斯劇作研究、二十世紀美國戲劇
專任副教授 王藹玲 電腦網路教學、雙語教學、商用英文和專業英語
專任副教授 姚嘉苓 兒童文學、雙語閱讀
約聘專任副教授 小澤自然 後殖民文學、旅行文學
專任助理教授 胡映雪 認知語言學、語言文化研究方法、另類教學法
專任助理教授 陳吉斯 文學與藝術之比較研究、藝術史、美學、視覺文化
專任助理教授 涂銘宏 音樂與文學、文學批評理論、跨 / 多媒體敘事理論
專任助理教授 林怡弟 英語教學
專任助理教授 陳佩筠 翻譯研究與結構語言哲學
專任助理教授 蔡瑞敏 質性研究、協同教育、師資培育
專任助理教授 薛玉政 兒童音韻處理能力與字彙習得
專任助理教授 包德樂 美國詩歌、後殖民主義、互文性
專任助理教授 曾郁景 語言學、語法學、優選理論
專任助理教授 羅艾琳 英美文學、生態文學、電影視覺藝術、英語教學
專任助理教授 鄧秋蓉 美國十九世紀文學、美國女性作家、後殖民論述
專任助理教授 郭怡君 英語教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
專任助理教授 李佳盈 英語教學 , 語言測驗 , 閱讀策略 , 背景知識

二、本系特色

包括 :（一）語言訓練與專業能力並重：透過創新課程設計，強化學生聽、說、讀、寫、譯
之基礎語言能力；（二）重視國際交流：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大三出國留學計畫」，參與
之姊妹學校包括：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美國賓州印地安那大學、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本系長期重視國際合作；（三）深化英語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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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培育未來英語教學專業老師的基石。與新北市教育局合
作，開設國小英語師資培訓課程；（四）發展世界文學、影像文化和生態研究：每年暑修
課延聘國外知名語言教學、生態和文化批判理論之學者來台授課；（五）《淡江評論》： 
Tamkang Review 原為本校西研所出版之學術性刊物，以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為主，為
國內歷史最悠久之外文學門專業期刊，2008 年起被收錄於「台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
期刊」(THCI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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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學系傳播碩士班
Department of English
www.tam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305 tamx@oa.tku.edu.tw

宗旨

培養兼具創意熱情與知識厚度的傳播人

特色

（一）本系碩士班結合本校學術研究與教學資源，培養文化傳播產業之專業人才。因應
產業發展與科系整合趨勢，課程著重「訊息研究」與「文化行銷」能力之養成。本
系碩士班結合理論與傳播現象之辯證，探究意義、社會、文化與權力間關係，以訓
練學生對於傳播文化、整合行銷之反思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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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系碩士班畢業生在傳播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領域中皆可有所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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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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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創
新開發之專業。

教育目標

1、培養具文化創意產業分析、企劃與行銷專業之人才 
2、訓練具訊息研究與跨媒體創新開發專業人才

師資陣容

本系碩士班有陣容堅強的師資團隊，包括：傳播研究、行銷廣告、文化研究、文化創意產
業、新聞實務等等專兼任老師們，深具豐厚之實務經驗，並能滿足教學之多元需求。

簡章訊息

所有招生相關訊息，請參考大學校院招生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網址：
http://rusen.stut.edu.tw/cpx/index.html，或參考淡江大學教務處招生組「境外生專
區」，網址：http://www.acad.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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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Japanese
www.tfj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340, 2341 tfjx@oa.tku.edu.tw

本系碩士班以日本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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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日治時期等。

教師及任教科目或研究專長
職稱 姓名 任教科目或研究專長
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馬耀輝 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本社會文化。
專任副教授兼校友處主任 彭春陽 日本近代文學。
專任副教授兼日語中心主任 鍾芳珍 日本語教育。
兼任榮譽教授 陳伯陶 日本教育研究、日本文化論。
兼任榮譽教授 林丕雄 日本文學。
專任教授 曾秋桂 日本近代文學。
專任教授 落合由治 現代日本語。
專任副教授 孫寅華 日本語學。
專任副教授 黃淑靜 日本文學。
專任副教授 張瓊玲 日本語學。
專任副教授 劉長輝 日本文化思想、近世儒學、神道、武士道論。
專任副教授 齋藤司良 東洋史學。
專任副教授 闕百華 教育學。
專任副教授 堀越和男 日本語學。
專任副教授 江雯薰 日本語學。
專任助理教授 高津正照 中日比較文學。
專任助理教授 富田哲 台灣史、社會語言學。
專任助理教授 林寄雯 日本近代文學。
專任助理教授 林青樺 日本語學。
專任助理教授 田世民 日本文化思想、近世儒學。
專任助理教授 王美玲 比較教育。
專任助理教授 施信余 日本語教育。
專任助理教授 廖育卿 日本近代文學。
專任助理教授 王嘉臨 日本文學、中日翻譯口譯。
專任助理教授 內田康 日本古典文學（中世說話、軍記物語）。
專任助理教授 李文茹 日本近代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文化。
專任助理教授 中村香苗 應用日語學 ( 會話分析，談話分析，相互行為分析 ) 。
專任助理教授 徐佩伶 理論言語學、對照言語學。
專任助理教授 王天保 日本及中國語學
專任助理教授 王憶雲 日本近代文學

畢業學分：34 學分  必修科目：論文

選修科目
文學領域

文學批評理論導讀 (2) 文學批評理論實踐 (2) 日治時期文學研究 (2) 
日本近現代小說專題 (2) 日本近現代小說研究 (2) 村上春樹專題研究 (2)  
語學領域

現代日語語法學研究 (2) 日治時期語學研究 (2) 日本語言學研究 (2) 
日語教授法研究 (2) 日本文章表現論 (2) 社會語言學專題研究 (2) 
日本語教育 (2)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2)
文化領域   

文化研究方法導論 (2) 幕末維新專題研究 (2) 日本文化思想研究 (2) 
翻譯理論 (2)  日本近代化研究 (2) 翻譯技巧論 (2) 
日本近世史料導讀 (2) 日本近代史料導讀 (2) 多文化教育 (2) 
日語翻譯專題講座 (2) 台灣日語教育史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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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 博士班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ww.csie.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616, 2665 teix@oa.tku.edu.tw

壹、沿革及現況

一、學系成立歷史 
本系成立於 1969 年，原名為『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是國內最早創立之資訊相關科系。
1971 年設立夜間部，1978 年成立研究所碩士班，1989 年成立博士班。1992 年為了符合時
代需求，改名為『資訊工程學系』；而為強化教育體系在職進修功能，於民國 2001 年成立碩
士在職進修專班；2006 年，為培育我國資訊工業科技於網路及通訊領域發展的高階研究人
才，新設立『資訊網路與通訊研究所』，形成一系二所之規模。

二、實驗室及設備
本系教學及研究空間主要位於工學大樓，其中包含一般教室、研究生研究室 / 實驗室，及系
專屬電腦實習實驗室。一般教室皆為多媒體教室，實現多元教學以提昇學習成效；本系教師
研究室 27 間，研究生研究室 ( 實驗室 )15 間，研究領域包含無線通訊、資訊安全、電腦網路、
軟體工程、人工智慧、多媒體技術及分散式系統等，提供大三以上學生選擇各專長領域之教
師，進行專題研究與實作。另有系專屬電腦實習實驗室 2 間，提供大學部學生進行基礎程式
設計訓練。

貳、學系特色
本系從創立至今，畢業系友已超過 1 萬人。系友會組織健全，通佈全台，對於本系畢業生經
常予以協助。本系學生畢業後，有些選擇出國深造或報考國內研究所繼續進修，也有些投身
於公民營機構就職，亦有於大專院校任教，從事教育工作，甚至有不少是自籌資金開辦電腦
公司，投入軟、硬體研發工程，出路廣且多元化。
本系大學部、研究所於 2012 年申請『中華工程教育認證』第二週期性審查並獲得通過，印
證了本系的教育品質與人才培育之成效。由《遠見雜誌》與 104 人力銀行合作調查，在企業
主的心目中，資訊研究所部分表現最佳的學校，本系勇奪全國第八，更是私校第一。

此外，本系尚有諸多優勢，如：
•師資陣容
本系現有 27 位專任教師，師資人數與陣容優於大部份國立大學。
•多元課程
本系必修課程以培養基本專業素養為主，選修課程以兼顧時代脈動和應用為主，將系、所課
程歸納為六大領域：程式語言與電腦學理、電腦系統、網路通訊系統、多媒體技術與應用系統、
軟體工程及軟體系統、人工智慧與資料探勘。
•學程制度完整
本系開授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學位的課程，學程制度規劃完整，為有心朝更高層次資
訊技術學理鑽研的學生，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教育與學習環境。
•國際交流
本系不僅與國內產學界合作密切，國際化的腳步更是國內 160 多所大學中的佼佼者，本系
舉辦過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的海外學者不勝枚舉；而透過淡江大學的大三出國留學計
畫與研究生交換計畫，學生有許多機會接觸國際學術活動，可增長本身的專業學養與國際視
野。此外也積極推動資訊菁英合作學習計畫，加強海峽兩岸學術交流。

參、畢業出路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自 1969 年成立以來，對於國內資訊科技人才的供給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畢業生的分布結構與行業別也可以清楚的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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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符合企業對於員工聘僱的需求，這一點
從天下雜誌對於台灣百大企業的調查中，淡江大學多年來皆位居最受企業喜愛的畢業學校
中私校第一，排名也都在十名之內，超過大部分國立大學，可資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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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www.bf.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91 tlbx@oa. tku.edu.tw

沿革
本系於 1986 年奉准成立碩士班，分為財務金融組與財務工程組。1998 學年度成立博士班正式
招生，2000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正式招生，使本系所發展更加完整。

教學目標
碩士班： 
以完整進階的財務金融課程，培養具學術潛力的中級人才，及財金實務的中、高級人才為教育目標，
培養獨立分析、判斷與解決問題的財金專業人才。

碩士在職專班： 
提供財務金融產業人才之專業訓練課程，以著實實務與理論融合應用之能力。

師資
本系擁有 22 位國內外財務金融與經濟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其師資陣容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邱建良 教授兼 
商管學院院長

美國密蘇里大學 
經濟學博士 數量方法、計量經濟學、時間數列

李命志 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經濟學博士 財務計量經濟、個體經濟分析、財務風險管理

蕭峰雄 教授 文化大學經濟學博士 產業分析、產業經濟學、產業政策

邱忠榮 教授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金融市場、財務理論

林蒼祥 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 
財金博士

財務工程、財務行為學、市場微結構、投資理論、利
率衍生性商品、信用風險

黃河泉 教授 美國范德堡大學 
經濟學博士 應用計量、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

聶建中 教授 美國新澤西羅格斯大學 
財務經濟博士 公司財管、國際財管、國際金融、計量經濟

王美惠 教授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管理學博士 貨幣銀行、財務管理

李沃牆 副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風險管理、財務工程、財務計量

莊武仁 副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經濟學博士 金融市場、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

徐靖志 副教授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經濟及財政系博士 投資決策分析

陳玉瓏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經濟學博士 總體經濟學、貨幣經濟學

顧廣平 副教授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投資學、公司理財、資本市場

段昌文 副教授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市場微結構、財務決策理論、實質選擇權、財務工程、
財務風險管理

鄭婉秀 副教授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管理、時間序列分析

林允永 助理教授 美國曼菲斯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固定收益證券、衍生性商品、風險管理、投資學

路祥琛 助理教授 美國肯德基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公司理財、金融市場

楊斯琴 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企管所博士 海外投資策略、國際貿易匯兌
陳鴻崑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公司理財、庫藏股收購、市場微結構
王仁和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工程、衍生性資產定價、風險管理、作業研究
謝宗佑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所博士 財務工程與金融創新、公司理財
林建志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工程、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

畢業條件
大學及碩士班成績單、自傳與簡歷、研究計畫（以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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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www.arch.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610　teax@oa.tku.edu.tw

沿革
本系成立於 1964 年，為單班五年制；碩士班成立於 1981 年；博士班課程於 2004 年
起開設於土木系博士班建築組。

師資

職稱 姓名 研究專長
榮譽教授 王紀鯤 建築教育、建築師執業環境
副教授兼系主任 黃瑞茂 設計理論、社區建築、都市設計與理論、都市設計史
教授 姚忠達 建築結構、建築人文、高樓設計
客座教授 麥爾 建築設計、永續建築、建築評論及理論
客座教授 平原英樹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
副教授 米復國 城市研究、研究方法、建築史、古蹟保存
副教授 陳珍誠 電腦設計應用、建築程式設計、資訊文化與建築、建築設計與理論
副教授 周家鵬 永續建築設計與計劃、建築採光、遮陽、照明與節約能源
副教授 陸金雄 建築符號學
副教授 劉綺文 環境行為研究、環境設計之文化因素、環境意義與詮釋

副教授 鄭晃二 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設計的認知心理學、社區營造與環境經營、台灣原
住民空間與文化、環境永續與友善環境

副教授 賴怡成 建築設計與理論、都市設計與理論、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助理教授 王文安 建築物理環境控制、住宅氣流環境改善、綠建築與永續環境
助理教授 畢光建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古蹟保存、建築史、構造
助理教授 宋立文 建築形式轉化研究、建築文化比較及研究
助理教授 漆志剛 建築設計與理論、動態建築、都市與景觀設計
助理教授 劉欣蓉 社區建築、都巿設計與理論、建築史、空間與社會

碩士班課程特色：
強調理論與設計之結合，兼顧本土化與國際化之發展。本所教學發展方向以「掌握未來
10 年台灣環境專業發展必需面對的議題」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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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組（建築與都巿設計組）： 
以具理論性、實驗性的建築與都市議題之設計操作為主，結合建築人文、永續環境知
識架構及數位化設計的進階實習，培育適應未來社會發展趨勢所需之高階專業設計人
才為目標。本組學生需完成必修之設計操作與相關課程，並完成『設計論文』。

B 組（建築都市與永續環境組）： 
以建築人文與永續環境理論性研究為主，結合電腦應用與資訊文化之學習，培育適應
未來社會發展所需本土建築與環境研究能力或環境規劃設計視野之高階人才。本組學
生需完成必修之設計操作與相關課程，並完成『學術論文』或『設計論文』。

四、學系特色
( 一 ) 落實國際化及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本系持續增聘外籍客座教授，舉辦建築設計國

際工作營，邀請國外知名建築師蒞校演講。
( 二 )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國際及國內重要競圖，屢獲佳績。
( 三 ) 加強英語教學，包括聘用外籍教授、及開授建築常用英文以強化學生對於建築專

業上的外語能力使用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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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www.ie.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66、2596 tbex@mail.tku.edu.tw

主要課程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共分二組（Ａ組：產業組織組、Ｂ組：管制經濟組），課程如下： 
Ａ組：包括價格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計量經濟學、專題討論、財政與貨幣政策、論文。 
Ｂ組：包括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數量方法、總體經濟學、專題討論、管制經濟學、論文。

Ａ、Ｂ組共同可選修課包括：貿易與區域經濟整合、創業精神與領導、國際金融理論、
環境經濟學、廠商整合理論與策略分析、應用計量經濟學、健康經濟學、產業專題、小
廠經濟學、廠商理論與公司治理、區域整合與全球科技產業發展、勞動市場專題分析、
代理人基經濟學、應用個體計量、應用高等計量經濟學。

博士班

博士班課程區分為「基礎課程」、「專長培育課程」與「學位論文」三大類。

一、基礎課程： 
為博士班必修課程，包含高等個體經濟學 ( 一 )( 二 )、高等產業經濟學 ( 一 )( 二 )、
高等計量經濟學、高等總體經濟學。

二、專長培育課程： 
為博士班選修課程：產業專題研究、產業與能源、國際金融、應用個體計量、貿易與
成長等。

師資

本系的師資陣容十分堅強，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14 位（含與財金系合聘 1 位），其中教授
5 位、副教授 6 位、助理教授 3 位；具博士學位者 13 位。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林俊宏 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經濟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務計
量經濟學

麥朝成 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博士 國際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許松根 教  授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 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發展
胡名雯 教  授 台灣大學經濟博士 產業經濟學、創業經濟學、中小企業、

國際投資
蔡進丁 副教授 淡江大學歐研所碩士 歐盟政治經濟學、企業經營、經濟未來 -

趨勢與策略
陳宜亨 副教授 美國北卡州立大學洛麗分校 

經濟博士
產業經濟學、公平交易法

胡登淵 副教授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博士 健康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財政學、勞
動經濟學

洪小文 副教授 台北大學經濟博士 總體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李順發 副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博士 經濟成長、總體經濟學
林佩蒨 副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應用經濟博士 經濟發展、國際貿易、應用經濟學
洪鳴丰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博士 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管制

經濟學
池秉聰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博士 個體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代理人基經

濟學
高國峯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經濟博士 產業組織、國際貿易、個體經濟學
蕭峯雄 教  授 文化大學經濟博士 產業經濟學、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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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ww.econ.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95、2565　ctk@mail.tku.edu.tw

沿革

本系於 2001 年成立「應用經濟學碩士班」。2004 年，更名為「經濟學系碩士班」。

目標與特色

本所的師資陣容堅強，專業訓練完整而紮實。從理論知識、數量方法到實務應用，本所
規劃了一系列多元深入，由核心到分專的進階課程。這個涵蓋多元，兼顧理論與實務的
課程，將為本所畢業的碩士生，不論是繼續深造或就業，提供了更大的彈性與選擇空間。
本系也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簽訂 1+1 的碩士雙聯學位學程，提供本所研究生能以較低的
費用、較少的時間，取得本所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碩士雙學位。

師資

本系所目前擁有 18 位專任，皆具博士學位的教師
職稱 姓  名 學歷 專長

教 授

莊希豐 美國東北大學經濟學博士 貨幣經濟、總體經濟
廖惠珠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能源經濟與管理
江莉莉 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公共經濟、所得分配
林淑琴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經濟學博士 貨幣政策、總體經濟
陳智華 台北大學經濟學博士 環境經濟、國際金融
萬哲鈺 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國際金融、總體經濟

副教授

楊秉訓 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區域經濟、不確定經濟 
產業經濟

陳亞為 美國東北大學統計學博士 經濟數學、貝氏統計
林金源 美國南加大經濟學博士 所得分配、貧窮問題
鄭東光 美國南加大經濟學博士 賽局理論、行為經濟 兼系主任
陳炤良 中央大學財務管理博士 財務管理、投資學
艾德榮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 總體經濟、經濟史 美國籍
林亦珍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 總體經濟、勞動經濟
陳怡宜 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 計量經濟、國際金融

助理教授

李鈞元 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濟成長、國際金融
蔡明芳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學博士 國際貿易、產業組
林彥伶 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勞動經濟、計量經濟
陳柏儒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學博士 國際經濟、產業經濟

碩士班課程介紹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4 學分 ( 不含論文 )，其中包含必修 22 學分、
選修 12 學分。課程設計概要如下： 
( 一 ) 經濟理論：個體經濟理論與總體經濟理論。  
( 二 ) 數量分析：數理經濟分析、計量經濟理論 ( 一 ) 與計量經濟理論 ( 二 )。
( 三 ) 應用或專題經濟：應用總體經濟學、應用個體經濟學、應用總體計量、應用個體計

量、經濟成長理論、不確定與訊息經濟學、能源政策與管理、行為經濟學概論、勞
動經濟學、總體財務、證券分析、及社會議題的經濟分析等。

( 四 ) 專題討論及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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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ww.ba.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623、2678　tmb@oa.tku.edu.tw

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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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之教學原則，專業管理理論知識之學習與產業經
營管理技術能力之養成並重，以培養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之專業經理人為宗旨。

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發展專業企管教育，注重整合性知識的學習與運用

一、為強化企業管理的一般知識與特定管理專業，課程將分「必修」及「選修」兩類，除
必修之基礎管理與企業功能管理領域課程外，亦分別開設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行
銷管理、作業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及其他等六大功能領域之專題選修課程。

二、為培養某專門產業領域的經營知識：特別開設多元產業經營管理課程，如「服務業
經營管理專題」、「高科技產業經營管理專題」等等。

三、為結合理論與實務：由相關學術領域及實務經驗的教師授課，同時，教材將以具實
證基礎的文獻為主。注重分析與決策能力培養，並加強個案教學。

四、為順應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需要：選修科目以專題方式設計，以保持課程內容的彈
性。

課程規劃

必修科目

論文、組織經營與管理 (3)、研究方法論 (3)、策略管理 (3)
6 選 3： 
行銷管理研討 (3)、財務管理研討 (3)、資訊管理研討 (3)、作業管研討 (3)、人力資源管
理研討 (3)、科技管理研討 (3)

選修科目 ( 一 )
6 選 2： 
中小企業經營專題(3)、不動產經營專題(3)、跨國企業經營專題(3)、服務業經營專題(3)、
科技產業經營專題 (3)、非營利事業經營專題 (3)

選修科目 ( 二 )

行銷研究 (2)、品質管理 (2)、多變量分析 (2)、供應鏈管理 (2)、財務管理個案分析 (2)、
品牌經營與管理 (2)、投資管理 (2)、質化研究 (2)、消費者行為 (2)、日本文化與管理 (2)、
統計應用與資源分析 (2)、服務業行銷 (2)、電子商務 (2) 創業與創新管理 (2)、企業管理
服務學習工作坊 (1)

畢業學分：37 學分（論文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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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ww.dib.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67、2569、3008　tbfxm@mail.tku.edu.tw

系所沿革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培養具有國際貿易專長之人材，本校於民國 52 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
本系夜間部。復於民國 54 年，將原商學系改制設立國際貿易學系日間部。創系時，日、夜間部各
招收雙班，民國 71 年開始，為因應國家之人材需求，擴大各招收 3 班，課程規劃除校訂核心課程
外，期望能提升學生攸關國際企業與國際經貿之一般與專業知能。

民國 81 年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奉准分割成立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班，同時歸併入
本系行政系統；爾後隨本校組織架構調整，正式定名為國際貿易學系國際企業學碩士班。

民國 86 年本系通過研究所教學分組案，在原有招收名額下分為Ａ、Ｂ兩組，A 組定名為國際企業
組，B 組則定名為國際經貿組。同年，本校配合教育部政策，取消大學部夜間部招生，日間部擴增
為招收 4 班學生。民國 89 年本系大學部增設進修學士班乙班，大學部日間部則更改為招收 3 班。
民國 100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則改為招收 2 班。

民國 89 年增設國際企業學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91 年商學院另增設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招
收就職於企業、機構或政府部門等各管理階層之在職學生，期望藉由傳授一般性與專業性之國際
經貿知識與技能，提升在職學生之職場競爭力。為使國際企業學與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兩者之
差異化更形顯著，以及迎合社會之需求，在 103 學年度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將更名為國際行銷
碩士在職專班。

為提昇本系國際化發展績效，本系於民國 92 年將大學部 1 班轉設置為英語教學班（入學資格全
部採個人申請入學之甄試分發），此班之課程除部分校訂核心課程前 5 門外，其餘皆採英語授課，
並於大三出國修習學分1年，期望能創造出優質之國際化學習與教學環境。本系並於民國95年起，
規定碩士班甄試生二年級須出國學習一年。目前本系已與澳洲昆士蘭大學﹙全世界排名第 47名﹚
簽訂雙碩士學位，增進本所學生國際學術交流機會。

103 學年度起，本系的班級數為：大學部日間部各年級中文授課與英語授課各1 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國際企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行銷碩士在職專班每年級皆各 1 班。

在國際交流部分，本系每年平均招收約 15-20 名外籍生及 12 名僑生。每年約 60 名左右學生赴
海外學習（為大學部英文專班及碩士班甄試生為主）。同時，本系已與廈門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
學系簽訂交換生協議書，自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每學期兩系各選派學生 ( 至多 6 位 ) 至對方
系所進行一學期之異地學習。

為因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趨勢，同時改善本系系所名稱不一致的情形，在經由系務會議、院務會
議通過，且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與呈報教育部核准後，本系於 99 學年度將「國際貿易
學系」更名為「國際企業學系」，使本系系所名稱一致。

教學目標：培育國際企業與國際經貿之專業知識，提升國際觀強化外語能力，以便具分析經濟變
化緣由之能力，而能從事國際行銷與國際企管之職務。課程涵蓋國際企業與國際經貿兩大領域，
兼顧理論與實務。因此本系之教育教育目標如下︰

深諳國際企業理論 深化學習工具實力 
強化實務運作能力 厚實語文表達能力 
掌握世界經濟情勢 瞭解多元文化異同

發展方向及研究重點：本系教師及研究生研究領域遍及國際經濟、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與國
際財務管理等四領域。對於實務、國際法規及未來學發展之研究亦多所涉獵。未來發展擬加強與
產學間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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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學系碩士班 / 博士班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www.chemistry.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31、2533　chem@mail.tku.edu.tw

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林志興 教授兼主任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博士 固態材料表面化學反應與振動光譜量子電腦模擬、奈
米材料資訊

林雲山 榮譽教授 美國麻州大學博士 薁化合物之反應、薁環的光電材料

魏和祥 榮譽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 錯鹽化學、生物無機、分子磁性、磁性化學、梅思堡
光譜

吳嘉麗 榮譽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 通識化學教育、性別與科技、性別與考銓、苔蘚植物
化學

王文竹 教授 淡江大學碩士 有機金屬化合物、配位化合物、碳簇化合物、有機導
電材料、微量金屬分析

高惠春 教授 美國天普大學博士 固態材料化學、陶瓷材料的電子與離子導電性、磁
性、有機 - 無機混成錯化合物與腐蝕防治

陳幹男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 水性混成樹脂，紫外光硬化型樹脂等功能性高分子材
料開發和應用

簡素芳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博士 生物化學、微生物化學、食品化學、基因工程、細胞
膜化學、醣類化學

王伯昌 教授 美國天主教大學博士 量子化學、計算化學、分子模擬
李世元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博士 有機化學、藥物合成、材料合成、超音波化學
林孟山 教授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博士 儀器與介面量測科學、光電分析化學、生化感測器

徐秀福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博
士 有機金屬、液晶材料

王三郎 教授 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博士 應用微生物、酵素科學、微生物學、生質利用 

陳曜鴻 教授 台灣大學博士 發育生物學、癌症生物學、毒理學、基因轉殖、化學
生物 

施增廉 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天然物合成、醣化學合成 
莊子超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博士 生物化學、癌症生化學、天然物抗癌機制

陳銘凱 副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博士 酵素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體學、基因工程、 酵
母菌細胞功能與遺傳

謝仁傑 副教授 清華大學化學博士 有機金屬催化、有機合成、錯合物合成、天然物合成

吳俊弘 助理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博士 儀器分析、高分子物理

李長欣 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物理化學、結構生物學、生醫核磁共振 
鄧金培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博士 奈米材料、觸媒化學

潘伯申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化學
博士 藥物分子設計、合成與生物活性之評估 

陳志欣 助理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博士 有機化學、材料化學、分析化學、表面化學、生物檢
測

魏屹 助理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博士 有機化學、材料化學
魏忠宏 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無機化學、生物無機化學

設備資源

大學部實驗室：化學館有大型實驗室 7 間，供普通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有機化學實驗使用，
另有中型實驗室 4 間，供無機化學、生物化學及材料化學實驗用。 

研究用實驗室：化學館有研究用實驗室 65 間，供教授、研究生及大學部專題研究學生的研究實
驗使用。 

貴重儀器室及儀器：除了大學部儀器室外，並有貴重儀器室及多種精密儀器，供學生親自操作，進
行實驗。項目如下：

核磁共振儀 (NMR 300MHz 及 600MHz) 各一臺、傅氏紅外光譜儀 (FT-IR)、液相及氣相層析質
譜儀 (LC,GC/MS) 、串聯質譜儀 (MALDI)、紫外光 / 可見光 / 近紅外光光譜儀 (UV/VIS/NIR)、
電子自旋共振光譜儀 (EPR)、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掃描探針顯微鏡 (SPM)、熱分析儀 (TGA、
DSC、TMA、DMA) 等多臺、粉晶 X- 光繞射儀、單晶 X- 光繞射儀及磁化率量測儀等。

600MHz 核磁共振儀

串聯質譜儀 (MALDI)

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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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French 
www.tff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338、2339　tffx@mail.tku.edu.tw

沿革

本系的前身淡江大學「法國語文組」設立於 1964 年，1975 年經教育部核准改名為「法
國語文學系」，1983/1984 年經教育部評訂為歐語優良系所。2002 年成立碩士班。目
前本系每學年度招收大學部日間部二班（約120人）、碩士班每學年度招收13名研究生。
大學部學生人數約有 520 人；碩士班現有學生 26 人。

師資

教師姓名 職稱 學歷 備註
吳錫德 教授兼院長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遠東語文研究學博士
楊淑娟 教授兼系主任 法國格勒諾柏第三大學語言教學博士
張國蕾 教授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外語及文化教育學博士
梁　蓉    教授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表演藝術博士
徐鵬飛 教授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宗教人類學博士 外籍教師
孫素娥  副教授 法國格勒諾柏第三大學語言教學博士
李佩華　 副教授 法國柏桑松佛朗士 - 孔泰大學語音學博士
儲善平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碩士 外籍教師
朱嘉瑞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語言學博士
葛浩德  副教授 法國格勒諾搏第三大學語言學博士 外籍教師
喻  梁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博士比較文學類博士
孟尼亞  副教授 法國柏桑松佛朗士 - 孔泰大學法語教學碩士 外籍教師
侯義如    副教授 法國柏桑松佛朗士 - 孔泰大學語言學博士 外籍教師
徐琿輝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資訊語言學博士
鄭安群 副教授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人文學博士
陳麗娟  助理教授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語言學博士
馬朱麗 專任助理教授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國哲學博士 外籍老師
劉順一 兼任副教授 法國格勒諾勃第三大學語言學系博士
胡安嵐 兼任副教授 法國東方語文學院文學博士 外籍老師
薩支遠 兼任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本系特色 

(1) 碩士班培養兼具實務經驗與理論方法之法蘭西語言文化之複合型人才。課程以當
代思潮、文學專題、文化與社會、語言與翻譯、法語教學五大方向為主軸。

(2) 全台人文領域雙聯學位第一所，與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合作進行碩士雙學位，臺灣高
教法文領域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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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www.ce.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71、2611　tku6207@km.ce.tku.edu.tw

學系特色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19 位專任教師全部具有博士學位。研究所課程涵蓋結構工程、風工程、工程
材料、土壤力學、基礎工程、營建管理、工程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生之教育方針，除授予深入之
理論及實務課程外，著重實驗操作與研究論文之訓練。本系大學部、碩士班課程及學位，分別自
2005、2008 起，已通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畢業生的學位受到國際承認。

系上研究設備精良，風工程研究中心三座「風洞實驗室」長年進行高層建築抗風、橋樑抗風及大
氣擴散之研究，積極參與和舉辦各項國際風工程學術活動，並和國際知名風工程研究學者合作，
迭有優良研究成果，為全臺最具特色的工程類研究所之一。

研究領域

「結構工程組」：結構動力學之風力工程及地震工程，結構分析設計自動化，結構之主、被動控制，
配合本系風洞實驗室，高層建築、大跨結構及橋樑之風力工程為本組特色。

「大地工程組」：基礎之動、靜態分析，加勁土壤，及岩盤工程等，配合岩石力學及土壤力學實驗
室設備進行理論分析、推導與實驗驗證。

「資訊科技及營建企業組」：應用最新的資訊技術以改進營建專案中各環節工作，強調資訊科技
與工程設計、施工、管理、營運等各個面向的整合應用，推動營建業企業經營的資訊化。

專任師資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研究專長

副教授兼主任 王人牧 美國史丹佛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電腦輔助工程、專家系統、人工智慧、風工程

教授 祝錫智 美國西北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土壤力學、基礎工程、土壤改良
教授兼秘書長 徐錠基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廢水生物處理、自來水工程、下水道工程
教授兼風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 鄭啟明 美國休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結構動力與散漫振動、建築與橋樑風力工程

教授 吳朝賢 美國密西根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大地工程力學、地工合成物在大地工程上的應用、
土壤加勁

教授 林堉溢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橋樑抗風分析、橋樑設計、結構力學。

教授 張德文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土木工程博士 土壤動力和基礎振動、土壤結構互制、鋪面非破
壞性檢測

教授 楊長義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岩石力學、坡地工程

教授 李英豪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土木工程博士 鋪面分析與設計、鋪面評估與維修、鋪面管理系
統

教授 吳重成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土木工程博士 振動力學、風力工程、結構控制、地震工程
教授 張正興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風力工程、大氣擴散、計算流體力學

教授 葉怡成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營建管理、財務管理、最佳化設計、資料探勘、
神經網路

副教授 劉明仁 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鋪面材料試驗分析、鋪面力學分析、鋪面評估管
理

副教授 洪勇善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邊坡補強、生態工法
副教授 高金盛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博士 地震工程、結構工程、橋梁工程、火災工程
助理教授兼技術
暨營運中心主任 段永定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土木工程博士 結構動力學、地震工程學、結構耐震分析與設計

助理教授 蔡明修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博士 營建專案管理、營建自動化、資訊科技應用與系
統開發

助理教授兼工程
法律研究發展中
心主任

范素玲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進度管理與專案管理、工期爭議與展延分析處理、
物件導向技術

助理教授 羅元隆 日本東京大學環境學博士 結構學、結構動力學、有限元素法、隨機振動學、
風工程、風洞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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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成成立歷史

淡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創始於 1970 年，教育目標以配合國家機械工業之發展，培養
優秀之機械工程師為宗旨。民國 1980 年成立碩士班，1999 年成立博士班，並於 2002 
年正式更名為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學系特色

( 一 ) 本系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工程認證系所，Cheers 雜誌評比為具有特色的
工程研究所，畢業生為企業主最愛的前 7 名，私立大學第 1 名。

( 二 ) 本系已擬定「淡江蜂鳥」( 飛行機器人 ) 為 2013~2016 年學系特色，分別從跨領
域學習、對外競賽、跨國合作、科普宣傳等構面均衡發展。

實驗室及設備

本系目前設有 12 個研究型實驗室、8 個教學型實驗室與一座實習工場，提供所有師生
實習、實驗及研究之環境。研究型實驗室分別為微機電實驗室、超精密加工實驗室、振
動與音響實驗室、生物醫學工程實驗室、固體與計算力學研究室、設計最佳化研究室、
機器視覺實驗室、功能性材料與製造實驗室、奈微米系統研究室、光電技術實驗室、系
統控制實驗室、光機電實驗室。教學型實驗室分別為熱工實驗室、流力實驗室、材料實
驗室、金相實驗室、電子電路實驗室、機電整合實驗室、CAD 實驗室，2009 年更增設
「CNC 實驗室」，提供新穎、精密及優良的儀器供學生研究使用。實習工場係配合工
場實習、設計製造實習、CAD/CAM 實務等課程，並支援工學院各系所研製教具及實驗
裝備等。

師資簡介

本系共有 15 位專任教師，皆具有博士學位，專長涵蓋控制系統、數值方法、精密製造、
先進材料、半導體科技、機構設計分析、光機電整合、光電工程、機器人與自動化、熱流
航太、能源、醫學工程等相關領域；另聘 13 位兼任教授，專長涵蓋環保、電腦整合製造、
工程管理方面等領域。本系教師均執行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出
國參加國際會議、發表 SCI/EI 國際學術論文與發明專利，並指導同學畢業專題實作與
對外競賽。

畢業出路

畢業生經由本系堅實的學理與實務課程，培育 21 世紀機電產業之職能競爭力：

( 一 ) 可報考申請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或擔任大學助教。

( 二 ) 可應徵國內外研發單位之助理研究員或高科技公司之助理工程師 ( 半導體製程
與設備、機構設計、自動化、能源、生技…等產業 )。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ww.me.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2613、2573 tebx@www2.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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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系碩士班 / 博士班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www.math.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01　math@math.tku.edu.tw

特色

本系包括三種學制，其中大學部、碩博士班分為兩組，A 組又稱數學組，包含理論數學
及應用數學方面的師資。B 組又稱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包含數理

師資（依姓氏筆畫排列）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張慧京 教授兼主任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微分方程
林千代 教授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 統計計算
高金美 教授 美國奧本大學博士 組合設計、圖形理論
張玉坤 教授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博士 生物統計、統計諮詢
陳功宇 教授 交通大學博士 算子理論、特殊函數
陳順益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生物統計、不等變異數分析

郭忠勝 講座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 偏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數理生物、
應用數學

曾琇瑱 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博士 微分方程、拓撲學
鄭惟厚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博士 數理統計、無母數統計
錢傳仁 教授 美國范登堡大學博士 分析、微分方程
譚必信 教授 香港大學博士 矩陣分析、錐體理論
謝忠村 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微分方程、逆問題
楊國勝 榮譽教授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博士 分析、不等式
王國徵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 實驗設計
伍志祥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無母數迴歸、密度函數估計
余成義 副教授 美國聖母大學博士 代數拓撲
李武炎 副教授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博士 代數
吳秀芬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博士 數理統計
吳孟年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計算數學
吳漢銘 副教授 交通大學博士 統計計算、生物資訊
黃逸輝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統計
楊定揮 副教授 交通大學博士 微分方程、數值分析
溫啟仲 副教授 中央大學博士 數理統計、生物醫學統計
王千真 助理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數論、表現理論
潘志實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博士 圖論、離散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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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Physics
www.phys.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21、2578　phys@mail.tku.edu.tw

教育目標

培養具有物理理論基礎及應用技術之科技人才。

師資

專任教師 25 位，皆具博士學位。實驗專長者共 15 位，側重於材料 ( 含納米，超導材料 )
與光電 ( 含同步輻射 ) 等領域；理論與計算專長者共 10 位，研究領域分佈在高能、材
料特性、凝聚態、天文與統計物理 ( 含生物物理 ) 等方面。

相聚於淡水，體驗東西方文化的交會、融合 - 選擇淡江大學物理所的十
大理由

1. 臺灣最大的物理系所之一。
2. 師資陣容堅強，優於許多公立大學。
3. 具有比大多數公立大學更合理的研究所師生比，每位研究生都能得到教授的悉心

指導。
4. 研究範圍涵蓋物理學的大多數領域。同步輻射相關領域的研究在臺灣屈指可數。
5. 課程多元化，學風開放，國際交流頻繁，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科技教育的精妙融合。
6. 超過 3000 名系友。系友在學界 ( 如諾貝爾物理學獎被提名者、中研院院士、美國國

家科學院海外院士吳茂昆系友 ) 與業界 ( 如多家上櫃、上市公司董事長、總裁 ) 都有
不凡的表現。

7. 教學、研究設備齊全、先進。
8. 美侖美奐的校園，便捷的交通，風景秀麗的環境 - 淡水區是臺灣的旅遊勝地之一。
9. 臺灣最大，學生來源最具代表性的大學 - 在淡大有助於全面瞭解一個真實的臺灣。
10. 學生課外活動豐富多彩，社團種類繁多 - 淡大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臺灣校園歌曲」

的發源地。

本系耗資 1138 萬台幣購置的 SEM+CL    本系耗資 2760 萬台幣購置的 TEM+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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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ww.wree.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612　tewx@oa.tku.edu.tw

教育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從事水資源或環境工程專業相關實務或學術研究能力。培養學生具有研
發規劃管理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具環境關懷與專業倫理的品格。培養學生具參與
國際工程業務之從業能力，並足以適應全球化及社會需求，拓展其全球視野。

沿革及現況

一、學系成立歷史：本系為國內唯一以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為研習領域之科系。本系成立
於民國五十三年，至今有四十年歷史，在土木、水利及環境工程業界校友眾多。本系
研究所成立於民國七十三年，有碩、博士班，分別有水資源工程、環境工程及管理等
三組。民國一 0 二年改為水資源工程組及環境工程二組。本系大學部注重基本工
程訓練，外加電腦工程應用及外語與通識課程，使學生具備工程專業外，更具備深
造與綜合管理之能力。本系大學部學生因訓練紮實，每年有一半以上畢業生繼續至
國內外研究所深造。本系研究所各分組均有核心課程，以增廣研究生之學門領域視
野及基本訓練。各研究室之研究課題涵蓋水資源政策、管理與工程及環境工程中
之水、空氣、土壤污染控制及廢棄物處理之技術與管理方法及工具之發展。本系是
跨領域與綜合應用之工程學門，結合各工程設計規劃與管理知識，應用於水資源及
環境工程相關課題。

二、本系教學及輔導空間主要位於工學大樓，其中包含一般教室、研究生研究室 / 實驗室、
教學實驗室、工學院共同實驗室；另有教師研究室 17 間、研究生研究室 ( 實驗室 )12 
間、教學實驗室 5 間，以提供教師、研究生執行研究計畫及專題之實驗環境。

貳、學系特色

一、為加強國際化，本系鼓勵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至國外研習或出國參與研討會及發
表論文，藉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另鼓勵學生參與各項競賽，讓學生有機會整合不同
課程所學加以驗證，並藉由同儕合作過程激發創意及實現自我理念。

二、98 學年度設立「水環系學碩士五年一貫辦法」，99 學年度起招生，鼓勵本系大學
部優秀學生留在本系繼續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繼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三、提供研究所「研究生獎學金」、「中興工程獎學金」、「固體廢棄物實驗室獎學金」
等多元獎學金，獎勵本系優秀學生。

參、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系友多達七千多名，畢業後多能於各業界發揮所長，從事行業包括教師、水利
工程師、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師、環境工程師、環境檢測師、工廠工安衛工程師、政府機
構相關領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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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文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Spanish
www.tfs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336、2337　spanish@mail.tku.edu.tw

學系教育目標
一、培育學生具備外語及母語的語文溝通能力。
二、培育學生具備以外語及母語處理資訊及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
三、培育學生具備良好國際及國民社交禮儀，尤以在西語國家文化環境中能夠應對進

退得宜。
四、培育學生具備廣博的文化及藝術素養。
五、培育學生成為外語及母語的自主學習者，並增進其多元學習技巧。

壹、沿革及現況

一、學系成立歷史
本系成立於民國 51 年，為國內成立歷史最悠久的西班牙語文學系，每年招收 120
名學生。本系於民國 73 年與哥斯大黎加大學締結為姐妹校，77 年與西班牙拿瓦拉
大學締結為姐妹校，81 年和墨西哥自治大學締結為姐妹校，88 年本系更將觸角延
伸至南美洲和智利大學締結為姐妹校。2010 年起陸續與西班牙其他大學締結姐
妹校：西班牙卡斯蒂利亞拉曼恰大學（2010）、穆爾西亞大學（2013）。歷年來主持
系務者有劉昌孝、陳雅鴻 ( 前淡江大學校長 )、熊建成 ( 前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白
方濟、王秀琦、宮國威、吳寬等諸博士，現任系主任為林盛彬博士。

二、班級數、學生人數
西語系大學部 8 班，102 學年度在學學生人數共計 590 人；碩士 102 學年度在學
學生共計 23 人。

貳、學系特色
一、大三出國留學：自 83 學年度起，本系開始每年甄選 20 名左右成績優異之大三學

生赴西班牙大學修習學分一年，藉以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增加西文能力，擴展國際
化的視野。

二、國際化之學習活動：本系安排學生暑期至西班牙遊學，與西班牙卡斯蒂利亞拉曼洽
大學進行線上「兒童文學課程」遠距教學。

三、培養國際觀：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外交部之青年大使計畫，暑假赴中南美洲做文化交
流。

四、專業區域研究：本系畢業生可報考碩士班，深入了解西班牙語系國家的語言、文化，
並習得進階翻譯之專業技能。

五、預研生制度：本系設有預研生制度，鼓勵大三學生申請續留本系就讀碩士班，達到
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參、課程規劃
1. 本系畢業學分：140 學分；包含必修學分 103 學分（校共同必修 31 學分，系定必修
72 學分）及選修學分 37 學分（系定選修 21 學分，其他選修 16 學分）。碩士班必修科
目為「文化研究方法論（3/0）」，其餘為選修科目；畢業學分數為36學分（包括論文4學分）。
課程規劃以讓學生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譯之語言能力，以及具備西語國家歷史、文化、
文學的知識；並且大學部學生在畢業前能具備通過西語檢定考試 B1 等級的能力，碩士
班學生則具備通過西語檢定考試 B2 等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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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ww.et.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535,2113　et@mail.tku.edu.tw

教育目標
本系於民國 86 年 8 月成立，設有學士班及碩士班，在理論方面融合教育、心理、管理
及傳播的理論概念，在實務方面則結合數位科技與傳播媒體的應用，提供數位學習、媒
體運用、教學設計、專案管理等課程，碩士班教育目標在於培養能結合教學相關理論於
數位學習應用、專案管理評鑑與學術研究寫作之人才。

發展特色
本系致力於數位學習領域相關之學術研究，以提供學生多樣化之研究主題，並開拓國
際交流之機會，透過與國際友人面對面的互動溝通，拓展學生的視野，與國際脈絡接軌，
同時致力於產學合作的專案，透過數位教材開發與數位產品評估，進行需求分析與科
技工具評鑑，以培養同學獲得相關實務經驗，培養就業能力。

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顧大維 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教學科
技博士

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數位內容開發、無所
不在 / 行動學習、學習與認知風格

李世忠 專任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教學科技
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
專案開發與應用

徐新逸 專任教授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教育心
理學博士

數位學習理論與研究、專案管理與評鑑、專
案開發與應用、數位內容產學合作

高熏芳 專任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課程與教
學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教育科技原理與方法、
專案管理與評鑑

張瓊穗 專任教授 美國堪薩斯大學課程與教
學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
專案管理與評鑑

何俐安 專任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育科
技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專案管理與評鑑、專
案開發與應用

陳慶帆 專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數位內容開發

黃雅萍 專任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
育博士

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數位內容開發、專案
開發與應用

鄭宜佳 專任副教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
科技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教育科技原理與方法、
數位內容開發

沈俊毅 專任副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學系
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教育科技原理與方法、
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

蔡秉燁 專任助理教授 美國州立阿肯薩大學職業
及成人教育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專案管理與評鑑、專
案開發與應用

吳純萍 專任助理教授 雪城大學教學設計、發展
與評鑑博士

教育科技理論與研究、專案管理與評鑑、數
位內容開發

賴婷鈴 專任助理教授 賓州州立大學學習與績效
系統博士

教育科技原理與方法、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
專案開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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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Graduate institu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
www.edpsy.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3003　tdcx@oa.tku.edu.tw

• 開設大陸最火的心理諮詢專業課程：如沙盤治療、遊戲治療、敘事治療、正念療法、
性心理治療、家族治療、榮格心理學、藝術治療等…

• 擁有最具特色的心理諮詢專業發展方向：如企業諮詢、員工幫助方案（EAP）、性
別諮商

• 完整豐富的各式心理測驗教學與實作練習
• 所有心理諮詢授課教師皆為博士級臺灣註冊心理諮詢師，理論基礎扎實、十年以

上心理諮詢實戰經驗
• 提供上千小時完整心理諮詢實習機會，以及多種實作練習環境
• 具備現代化、科技化、全面性的教學設備！！

聯繫詢問：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3059334734

大型觸控式教學投影螢幕

團體諮詢實作練習室

個別心理諮詢練習室

雙沙盤遊戲治療室

完整豐富的心理測驗

專業單面鏡觀察室

姻治療 / 家族治療練習室

表達性藝術治療練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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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dix.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3032　tdix@oa.tku.edu.tw

教育目標

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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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各級（各類）學校、教育行政與研究機構之課程與教學學術研究人才。

2. 各級（各類）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等專業人才。

3. 文教產業機構或組織之教育方案規劃、設計、實施與管理等專業人才。

課程包括「研究方法與教育基礎領域」、「課程研究領域」、「教學研究領域」以及「特
色課程領域」四個部分，其中「特色課程領域」強調全球化相關課程。為了培養學生兼
具理論與實務的能力，特別規劃「專業實習」課程，學生可以實際瞭解課程與教學在中
小學及相關機構的實際應用。每年除了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課程與理論之學
者專家與會交流之外，另定期舉辦專題演講、研究生構想發表、參訪特色學校及文教
機構等活動。此外，本所與本校企業管理研究所合作開設科際整合性的「文教產業創
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本所學生除了可取得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外，
還可以同時修習此學程，並取得學程證明，強化就業能量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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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 Studies
gifs.taiwans.tw
+886-2-26215656 ext. 3001　tddx@oa.tku.edu.tw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特色

本所為社會科學取向探討新興趨勢議題的研究所，是淡江大學的特色研究所，同時也是台灣唯
一以未來學為名稱的研究所。師資皆具博士學位，主要來自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與管理學，強
調以跨學科的觀點，訓練學生對於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之知識專業，培育具有社會科學研究、未
來分析與規劃能力的國際專業人才。學生不僅在研究所期間擁有豐富的國際交流與出國機會，未
來就業出路也相當多元寬廣。

一、本所首重科際整合的學術研究與教學：

強調跨領域、跨學科研究與未來趨勢議題。除「未來學理論」、「社會科學研究法」等必修課程訓
練之外，亦提供如「中國之政經未來」、「流動與社會未來」、「移動生活的未來」、「全球化與教
育變遷」、「全球變遷與發展」、「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等多樣性專
業課程。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兼具理論思考、實踐經驗及政策分析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二、強調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學術連結：

本所出版國際性期刊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提供國內外未來學及相關議題的重要學術
發表園地。本所不僅為美國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長期性之機構會員，亦為國內發展年會及台灣社會學會之會員，提
供學生相當豐富參與國際及國內學術界交流機會 。

未來出路根據國外未來學研究所的評估，未來學研究所畢業生的出路或實務應用範圍頗廣，除了
能在國內外教育、學術機構繼續在相關領域深造或從事研究外，並可在多處領域發展長才：

一、於教育機構從事創意教學，教育革新設計和教育制度規劃。
二、在既有的教師專業上，進行各類教育專業、師資培育、以及學習方式的落實行動策略。
三、在各產業和政府部門從事專業趨勢分析 。
四、於企業組織中的團隊中心擔任智囊或諮詢顧問。
五、在各級民意代表機關協助從事民意調查、策略取決、政策推行、以及制訂整體發展願景等工

作。
六、於企業機構從事人力資源規劃、教育訓練、遠見企畫、生涯輔導、與長期投資策略分析等工作。
七、從事出版、新聞傳播、或媒體中心等服務工作。

核心能力

本所學生具備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
一、多元思考的能力：經由未來學思考訓練，培養學生科際整合的跨學科應用與多面向的思考、

觀察與批判的能力。
二、未來分析的能力：藉由對重大議題之未來發展的討論與分析，促進學生使用未來學研究及社

會科學研究方法，建立未來導向思考、分析與規劃的能力。
三、掌握趨勢變遷的能力：經由對浮現中的議題的分析與研究，促進學生關注及掌握趨勢變遷的

能力。
四、全球視野的能力：對於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除經由學科學習提升學生多元化思考觀點，及

強化對於未來議題的探索能力之外，並藉由相關之研討會與學術演講，擴展學生的全球視野。
學術研討會的參與，如每年由老師率領學生參加美國世界未來學會或世界未來研究聯盟所舉
辦的未來學或趨勢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所亦多次舉辦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提供
學生論文發表的「全球 / 在地趨勢與變遷」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至於學術講座，本所經常有未
來學者來訪並發表專題演講，亦提供學生與全球未來學者互動學習的機會，達到全球觀的建
立。

五、實證應用的能力：本所學生必須利用暑假或學期中前往政府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實習，藉以獲
得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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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www.stat.tku.edu.tw
+886-2-26215656 ext. 2632　tlsx@oa.tku.edu.tw

教育目標

除了重視理論基礎的紮根訓練外，亦著重於應用領域之研究與推廣，配合國家建設及社會人力需
求，結合校內外學術研究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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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統計高級人才。

研究方向
規劃 3 個研究組群，分成工業統計、商業與社會統計及生物統計 3 個發展方向，其重點概述如下：
1、工業統計：著重於品質管制、可靠度分析及實驗設計等統計方法在工業資料分析上的應用與研

究。
2、商業與社會統計：著重於商、管領域的各種調查、評鑑、預測及保險精算等統計分析方法的實

際運用與改進之研究。
3、生物統計：將統計方法應用在生命科學或醫療臨床科學等方面的研究。

師資陣容堅強
本系有 19 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 6 位、副教授 9 位、助理教授 2 位，另有 1 位榮譽教授，研究領
域均勻分佈在 3 個研究組群。

課程表列

必修科目 統計理論 (3/3)、統計諮詢 (3)、企業倫理 (1)、論文
選修科目 : 共同基礎課程 應用統計專題 (2/2)、書報討論 (2/2)
選修科目 : 學程化課程
工業統計類 商業與社會統計類 生物統計類 其他相關課程類
實驗設計 (3)
可靠度分析 (3)
品質管制實務 (3)

多變量分析 (3)
投資策略分析 (2)
市場調查 (3)
應用非線性迴歸分析 (2)
管理決策分析 (3)
保險精算專題 (3)
存貨理論 (3)
財務專題 (3)
財金計量 (3)

生物統計學 (3)
統計方法在臨床試驗上之
應用 (3)
存活分析 (3)
流行病學 (3)
設限資料分析 (2)

抽樣理論 (3)
類別資料分析 (3)
統計計算 (3)
應用線性模式 (3)
統計實務檢討 (2/2)
無母數迴歸 (3)

本系特色
1. 企業導師制：由畢業系友帶領在校生做企業參訪或實習。
2. 課程學程化：設有工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精算學分學程、生物

統計學程
3.專業證照課程：不定期開設品質管制類 ( 品質管制技術師、品質管制工程師等 )、統計專業軟

體 (SAS、SPSS 等 )、金融、保險、證券等專業證照課程。

其他
提升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建教合作、校際及國際合作之具體規劃：
1、在教學方面：持續增聘具博士學位之優良師資，改進教學環境，強化教學設備，推動教學革新

與國際交流計畫。
2、在研究方面：鼓勵參與研究與發表成果，以提升研究品質；積極改善研究環境與設備，擴大學

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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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獎學金

本校 2014 年設有優秀陸生獎學金，每名每月新台幣兩萬元，可領取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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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