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大學準新鮮人與敬愛的家長們

工學院



工學院院長 :李宗翰

中華民國10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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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目前有238位專、兼任教授，學生人數超
過5400人

工學院另設有，物聯網與大數據、
水處理科技、能源與光電材料、無人機應用研究等4個研究中心

名列 ESI 之全球工程學門排名，進入 ESI 排名即表示進入世界前1%

機器人中心連續11年獲得FIRA國際智慧機器人競賽冠軍

機械、電機、資工、土木、化材、建築、
水環、航太等共8系10所，均已連續超過
12年通過 IEET 之工程認證。

近年積極發展大數據分析、 AI、IoT、雲端計算、5G行動通訊、無人
飛行載具、生物晶片、醫學工程、能源工程與永續建築等領域



課程
設計

以頂石課程為基
底配合專業課程

學程
設計

學制
設計

企業
實習

如鼎新、民航
康舒科技、
東元電機、
太盟光電

如頂石課程+
五年一貫+
實務碩士班

配合產學
合作進行

入學後

協易機械、鼎新

新日興集團

先構機械、民航

康舒科技

東元電機

等等



人才扎根計畫
合作公司

產學合作公司

策略聯盟公司

 產學合作公司

 策略聯盟公司

 實務碩士學制
合作公司

大學部 研究所

就業安排



學生入學後
提供靈活學習機制與學用合一
的機會

學生畢業時
提供就業與深造機會

以 產學合作 為主要策略

目前工學院以 招生就業一貫化 為主軸



「第二專長」
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電機工程學系

報告人：楊維斌



大 綱

何謂雙主修、輔系、跨

領域學分學程

 雙主修介紹

 輔系介紹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我準備好了嗎? 睡覺

上網 等下課



時間管理能力
課表



雙主修、輔系介紹

http://www.acad.tku.edu.tw/app/news.php?Sn=1603



雙主修介紹



雙主修介紹
修習資格：本校學生(不包括延長修業年限者)，
其前一學期所修習學分達15學分以上且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者。
申請時間：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約每年5月，詳細
日期依教務處公告)
申請方法：檢附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及申請表。
修課規定：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
科目與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
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之學生，其畢業生名冊、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等，均加註雙主修名稱。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教務處網頁之「法規章程」
/「淡江大學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

(教務處網頁：http://www.acad.tku.edu.tw)



雙主修介紹

外語學院, 1, 14%

文學院, 2, 29%

商管學院, 4, 57%

工學院8系近3年

修習其他學院科系為雙主修人數統計

外語學院 文學院 商管學院



輔系介紹



輔系介紹
修習資格：各系學生(不包括延長修業年限者)。
申請時間：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約每年5月，詳細
日期依教務處公告)
申請方法：申請表(修讀後未滿1年者不得退選或
轉選輔系)。
修課規定：應修輔系科目及學分請參閱各系網站
公告之輔系科目表。
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
生名冊、歷年成績單、學位證書應加註輔系名稱。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教務處網頁之「法規章
程」/「淡江大學學生修讀輔系辦法」。

(教務處網頁：http://www.acad.tku.edu.tw)



文學院, 5, 9%

外語學院, 29, 

55%

商管學院, 13, 

25%

教育學院, 1, 

2%

理學院, 5, 9%

工學院8系近3年

修習其他學院科系為輔系人數明細

文學院 外語學院 商管學院 教育學院 理學院

輔系介紹



雙主修、輔系介紹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Psearch.jsp?ProgramCode=75&Cid=5###



無線通訊

機器視覺、
信號處理

控制統組

軟體、韌體
撰寫

機構設計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Psearch.jsp?ProgramCode=75&Cid=5###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Psearch.jsp?ProgramCode=75&Cid=5###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淡江大學工學院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

設置宗旨

因應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與
發展學校特色學系，有賴於智慧
機器人軟硬體的技術以提升相關
產業的產值與附加價值，是以本
學程設立宗旨在於培育智慧機器
人開發與建置之專業人才。

本學程修習規定如下：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至少
修畢學程認可之36學分課程，其
中至少應有九學分不屬於學生主
修系（組）、所，方可取得核發
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二、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詳見附
表一之「淡江大學工學院智慧機
器人學分學程修業科目表」。

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Psearch.jsp?ProgramCode=75&Cid=5###



跨領域學分學程介紹

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Psearch.jsp?ProgramCode=75&Cid=5###



民航學分學程

• 累計申請人數：211

人(非航太系59

人) 。

• 累計取得學程認證
書共42人。

• 多益考試門檻: 修護
550分/飛行8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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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學年度
平均分數

(通過+未通過)

98學年度 487.6 

99學年度 522.7 

100學年度 499.4 

101學年度 507.9 

102學年度 558.7 

103學年度 579.5 

17
33

49
39

31
12

5

31

9
14

民航學程申請人數
航太系 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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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榮譽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陳建彰 主任
(108. 05. 04)



•目的

•申請資格與時間

•獎勵措施

•結業

30



目 的

目的培育本校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使成為具
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具全球
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知性人
才及具創意思考與領導統御能力的領袖人才，
以增強學生畢業競爭力

31



申請資格與時間

• (一)個人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績位於該系（組）前百分之十以內
者。

• (二)考試入學新生入學成績（指考成績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前
百分之十以內者。

• (三)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建築系大四上學期）學生前學期修課
學分數達十二學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位於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
者。

32

申請資格

• 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

申請時間



獎勵措施

33

成為「榮譽學生」，除了證明你是淡江大學培育出來的
頂尖人才之外，還能獲得下列獎勵：

• 修讀本學程的應屆畢業生或持有本學程證書者，於參
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時，檢附相關證明，可酌予加分。

• 持有本學程證書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就讀之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3萬元「榮譽學程碩士班獎學
金」。

• 申請研究計畫獲得科技部核定補助且執行計畫時具備
預研生或榮譽學程學生身分並以本校為執行機構者，
每位學生核發獎勵金新臺幣1萬2,000元整(一般學生為
6000元)。



榮譽學程進階專業課程

34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107學年度
第1學期

工程數理解析 吳乾埼

工程競賽實務與
應用

許駿飛

107學年度
第2學期

綠能科技新知 許世杰

數據科學與應用 洪智傑



35

結 業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須於主修學系
修業年限內修畢所有應修課程且
成績及格並符合畢業資格者，始
可取得本學程之學程證書，亦將
於學位證書註記「榮譽學生」字
樣。



工學院修讀人數

36

淡江大學工學院榮譽學程修讀學生人數表

建築 土木 水環 機械 化材 電機 資工 航太 合計

105-1 9 21 11 20 20 20 19 24 144

105-2 10 21 13 21 21 19 19 24 148

106-1 7 24 17 22 18 26 25 28 167

106-2 12 20 14 17 16 26 23 24 152

107-1 12 22 19 25 13 26 26 21 164

107-2 11 17 20 21 12 22 23 15 141



37

歡迎
加入榮譽學程 !

http://www.presentationload.com/
http://www.presentationload.com/


「海外」修習
姐妹校交換生、雙聯學位介紹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賴偉淇 主任

中華民國108年5月4日







交換學生是什麼?

以本校在學學生身分(在本校完成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至姊妹校修習

一學期或一學年(不須繳交留學學校學雜費)。



甄選組別
組別 國家

英歐語組 英語組 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德國、瑞典、捷克、波蘭、
芬蘭、英國、比利時、西班牙、智利、日本(部分學校)、
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蒙古、哈薩克

西語組 西班牙、墨西哥、智利

法語組 法國、比利時

德語組 德國

俄語組 俄羅斯

日語組 日本

中文組 澳門、中國大陸



交換期間

日語組(1年)

每年4月~翌年2月

※英文授課者為每年9月~翌年7月

→併入英語組面試

英歐語組

每年9月~翌年6月(1年) 或

每年9月~翌年1月(1學期)

中文組(1學期)
9月~翌年1月（上學期）
2月~7月（下學期）

★實際日期依姊妹校行事曆而定



申請之前，請先想一下…

 我要去哪個國家？哪個學校？哪個學系？為什麼？

 我的家人會支持嗎？(經濟層面、心理層面)

 我參加交換計畫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畢業年限會受影響嗎？

 我能遵守兩校交換計畫的規定嗎？

 我能夠獨立面對海外留學生活嗎？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2o7apN3dAhXLfrwKHQ0_DA4QjRx6BAgBEAU&url=https://knowyourmeme.com/photos/1273780-thinking-face-emoji-%F0%9F%A4%94&psig=AOvVaw2PTQPN5wVCQ9WgGHo4oi8F&ust=1538209929664956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2o7apN3dAhXLfrwKHQ0_DA4QjRx6BAgBEAU&url=https://knowyourmeme.com/photos/1273780-thinking-face-emoji-%F0%9F%A4%94&psig=AOvVaw2PTQPN5wVCQ9WgGHo4oi8F&ust=1538209929664956


申請流程

考取語言檢定 報名文件準備
繳交報名文件

至系辦

系辦送院辦

簽名

由系辦

送國際處
面試

公告

錄取名單

國際處寄送

申請文件

至交換學校

收到交換學校

錄取通知書

與所屬系所

溝通學分抵免

辦理出境
(包含役男出國作業)

出發至

姊妹校報到

重要!



赴姊妹校交換生甄選
赴姊妹校交換
生聯合甄選

歐美
(2019-2020)

日本
108學年度第2學期

大陸姊妹校、澳門大學及金
門大學(第2學期)

說明會日期 約10月

公告日期 約10月 約2月 約3月初

申請/口試日期 約11月 約3月上旬/中旬 約3月下旬/依學期別面試

申請資格

(一)本校大學部二、三年級及研
究所一、二年級在學學生；
大三可申請於大四上學期至
部份姊妹校交換。

(二)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
均75分以上或班百分比前(

含)25%，研究生在校歷年學
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三)語言能力檢定合格者。

(一)大學部二年級、研究所一、
二年級在學學生。

(二)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
均75分以上，研究生在校歷
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三)語言能力檢定合格者。

(一)本校大二、大三及研究所
在學學生。

1.大三學生僅可申請於大四
上學期交換。

2.澳門大學交換學期為108學
年度第2學期。

(二)大學部學生歷年學業為系
百分比前(含)40%或平均成
績75分以上，研究生不限。

以上時間僅供參考，每年依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公告申請，另有各國短期交流活動詳公告。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
修或 國外專業實習補助

 分為下列四種補助類型：

（一）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讀學分。

（二）學海惜珠：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讀學分。

（三）學海築夢：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
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由薦送學校自行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習領
域，充實實習課程，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

（四）新南向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力之企業、機構
進行職場實習，以培育國內學生更加瞭解各該國文化之生活方式與背景，
有助未來深耕與各該國關係及合作發展。



何謂雙聯學位?

《維基百科》所謂「雙聯學制」即是指簽有
合作協定的兩校間之大學生或研究生，在原本
學校修業滿至少兩學期後，即可免考托福、
GRE、TOEIC或其他相關入學測驗而直接至有合
作協定的學校就讀，繼續修習剩下的相關學
分，只要符合雙方學校的畢業資格後，就可以
較短的修業年限同時取得兩校的學位。雙聯學
制不僅提供國外學生來台留學的另一管道，而
國內學生亦可循此模式赴國外留學。

雙聯學制是將簽有合作協定的兩校學程視為
一體，兩校間的所有學分、學程互相承認，由
於合作層面過於深入，因此國內學校所簽署的
大多為需要另外通過合作學校教授之審查，或
其他相關入學測試的雙學位制。台灣目前僅有
少數學校簽署有免考托福、GRE、TOEIC或其他
相關入學測驗的正統雙聯學制。

工學院(含各系) 簽定之雙聯學位



學士雙聯學位 碩士雙聯學位

雙聯學制合作模式

《維基百科》雙聯學制目前分別有1+2+1學
士、2+2學士、1+1碩士和3+2學碩士及博士
雙聯等模式，所合作對象的國外學校必須是
外國政府機關認可，且其學位經中華民國政
府承認之大學院校。

由於雙聯學制涉及學位的授予，與一般交
換學生僅止於學分的授予大不相同，因此對
於所合作學校的學生程度必須得要有極高信
賴度，而這也造成國內學校與國外學校簽定
雙聯學制的困難度，通常能夠成功簽定跨國
雙聯學制的大學院校都是已經擁有長久而密
切的姊妹校關係。



舉例:

50

 105學年度起，簽訂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Wayne State University, WSU）化材系雙聯

學位，1+1碩士雙聯學位與3+2學碩士雙聯

學位。.

QS 前300名世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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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2學、碩士學位

 大學部學生於本校就讀3年大學部課程，至WSU碩士課程2
年，符合規定者獲取本校學士與WSU碩士雙學位

 英文能力：TOEFL需達iBT 79分或IELTS 6.5分以上

 前三年於本校修課之GPA須達2.75以上或排名達前1/4 

(二) 1+1雙碩士學位

 碩士生於本校與WSU兩校各就讀一年，符合規定者獲取本
校碩士與WSU碩士雙學位

 第一年於本校修課時，須修滿相當於WSU工碩士課程12學
分之學分數

 英文能力：TOEFL需達iBT 79分或IELTS 6.5分以上

 第一年於本校修課之GPA須達3.0以上



化材系(原化工系)邁向創系48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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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及就業學分學程介紹

報告人:土木系主任 張正興 教授

108年5月4日



 實施企業實習計畫

 開設企業實習課程 (滿足256小時)













航太系







歡迎加入

淡江大學工學院



淡江大學工學院歡迎您~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專業

通識

課外活動

德

體

美
智 群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學藝性社團
 體育性社團
 康樂性社團
 服務性社團
 聯誼性社團
 宗教性社團
 音樂性社團
 學會
 學生會
淡水校園: 203 

蘭陽校園: 27

合計: 230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A. 入門課程：規劃認識自我、團隊籌組、活動發想、企畫實作、成果發表、問題解決與溝通等課
程，邀請校內、外具社團經歷背景及相關經驗的校友，引導學生參與活動基礎概念。

B. 活動參與：藉由多元活動的體驗，開發學生創意思維，養成批判思考之能力。

C. 活動執行：藉由辦理活動，貫徹活動執行力，達到團隊合作及問題解決之目標。

課程目的
規劃設計「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藉由理論與實務性操作，期讓學生、TA、講師、社團及課外
組相輔相成。

學生-學習

TA-傳承

講師-專業課外組-輔導

社團-經營



學生一般性社團活動
航太系學會-迎新、送舊、每年5月份舉辦航太週，其他重要活動包括手擲機、噴射車、
紙飛機、丟雞蛋等競賽、全國大航盃校際聯誼。

體育性活動- 系壘、系籃、系排、系羽等系隊。

68

系級 學號 姓名 職稱

航太三B 405431064 葉俊辰 航太系學會會長

航太三B 405430348 趙庭昇 國防研究社社長

航太三B 405430660 陳晟然 花式扯鈴社社長

航太三B 405380709 林尚德 劍道社社長

航太三A 405430330 楊主國 真理社社長

航太二A 406430859 邱昱璇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社長

航太二B 406430784 何則緯 淡江合唱團團長

航太二B 406430404 蔡書維 嘉義雲林校友會會長

航太二B 406430206 歐辰億 澎湖校友會會長

航太二A 406430651 徐旻毓 古典吉他社社長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學生學術性社團活動
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成立於民國84年，目前指導教授為蕭富元老師。目前成員大約30人，
皆為大學部學生。

太空科技實驗室成立於106年6月，目前主要指導教授為洪建君老師。目前成員大約20人，
學生依興趣分成飛行與動力、設計、製造、航電、太空環境等組別。

飛行模擬實驗室預計於107學年度建置完成，並將成立學生社團。

69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航太系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

指導教授Advisor

助教TA

經理Manager

負責人Leader
系統組System  

Integration

飛行組Pilot

引擎組Engine

航電暨控制組
Avionics & Control

飛機設計組

A/C Design

結構組Structure

通訊組
Communication

影像組Computer

顧問Advisory board

107年度組織架構圖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介紹

淡江大學校友人數超過 260,000人 –海外校友
會，國內校友會，系所校友會…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獎學金及工讀金 介紹

報告人: 李柏青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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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  University

Uni ~ 一; 單一
Universe ~ 宇宙; 天地萬物

•工學 ~ Engineering

工 ~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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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http://www.wree.tku.edu.tw/main.php

環境工程組

水資源組

74

http://www.wree.tku.edu.tw/main.php


兼具
水與環多學門整合

可依個人興趣、
升學與未來就業
安排合適的課程

為國內唯一
將水資源工程及環境工程
結合之系所

管理

管
理

經
濟

規
劃

工程

設
計

資
訊

法
令

科學

分
析

生
物

化
學

電腦
資訊科技

訓練基礎程式語言
與各種工程軟體之應用，
為現代工程師
必要之專業需求

水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
水利工程興利、防災工
程、河川整治，解決水資
源相關之難題。

水/廢水、廢棄物/資源再
利用，土壤污染，空氣防
制，解決各種污染問題。

什麼是「水環工程」?
水資源工程+環境工程=水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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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的領導思維 – 以環境為中心

 沒有好山好水好環境，再高的科技文明皆無法
享受。

 所有生產的設計源頭在於永續 (例如:法規規
範)，所有產品的終點也在環境(例如:汙水處
理、資源再利用) 。

 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然物資，瞭解它利用
它，生命穩定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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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方向

產 事務所、營造公司、顧問公司、工程公
司、建設公司。

基本資格：取得專業證照(技師執照: 水利、環工)

官 水利署、環保署、縣市政府環保局、
水利局、 建設局等。

基本資格：通過國家考試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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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格：取得碩、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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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獎助學金

•淡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系級獎助學金

•校友會獎助學金

78



淡江大學工學院
各類獎學金、工讀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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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資源:

高額獎學金逾1億3千萬元整

全校各項獎助學金



校內外獎助學金總金額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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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約) 助讀名額(約)

弱勢助學金 2,290萬元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約773名以上。

生活助學金 1,380萬元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約250名以上。

清寒助學金 673萬元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約100名以上。

一般工讀助學金 3,920萬元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約1,675名以上。

原住民助學金 232萬元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約40名以上。

研究生助學金 3,200萬元 研究所學生約600名以上。

一、獎學金：
本校校內獎學金包括學業、驚聲等獎學金共25項，每學年提供總金額約1,744萬元，

校外獎助學金包括教育部、縣市政府、財團法人、公司行號等公私立單位提供之獎助學
金每學年約200項，總金額約600萬元。藉著獎學金的發放，可以帶給用功同學們實質上
的肯定，增加其用功讀書的誘因，使校園讀書風氣興盛，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二、助學金：



工學院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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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名稱 金額 名額 條件 備註

高李綢女士紀
念獎學金

每名獎學金5萬
元整。

1名

(一)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者。
(二)學業成績優良。

(三)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
參加比賽成績優異。

每學期1次

林振春獎學金
每名獎學金1萬

元整
5名

目前就讀於本院各系大學部家境
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之學生。

每學期1次

王建盛先生獎
學金

每名獎學金1萬
元整

5名
目前就讀於本院各系大學部家境
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之學生。

每學期1次

周秋火先生紀
念獎學金

每名獎金1萬元
整

2名

前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及
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曾代表
校方參加各項體育競賽或曾擔任
校內社團幹部、班代表為限。申
請時，除填寫申請書外，需提前
學期成績單及體育事務處或相關

單位之證明。

每學期1次

林壽禎先生紀
念獎學金

每名獎金6,000元
整

4名
1.限理、工學院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80分

以上。
每學期1次



工學院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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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名稱 金額 名額 條件 備註

淡水出生獎學金
每名獎金
8,600元整

1名

1.限在淡水出生或出生當時父母戶籍已設於淡
水之家境清寒學生申請，需繳交可明確顯示
在淡水出生或出生當時戶籍已設於淡水之文

件。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
體育成績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不受此限制)。

每學期1次

傑克急難救助獎
學金

每名獎學金5

萬元整
1名

(一)家境特殊需要協助或突遭重大變故，急待
金錢助學者。

(二)必須為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商管學
院、外語學院及教育學院學生。

(三)學業成績優良。
(四)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

優異。

每學期1次

林滿興先生獎學
金

每名獎學金1

萬元整
3名

1.具有教育部規定之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2.前學期學業成績75分（含）以上、操行成

績80分（含）以上。
每學期1次

社團法人中國工
程師學會108年
「優秀工程學生

獎學金」

獎學金3萬元
整

1名

1、具有領導才能並有具體優良事績之大專校
院工程科系學生，且為最後一學年就讀之在

學學生(不含研究生)。
2、在學期間之學業總平均在75分以上，操行

成績均為甲等。

每年1次

社團法人中國工
程師學會108年
「沈怡獎學金」

每名獎金3萬
元整

1名

1、大學校院工程相關科系之優秀學生；水利、
土木、城鄉建築等所學生優先考慮。

2、目前於大學就讀之在學學生。
3、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操行成績皆在

80分以上者。
4、具備家境清寒證明(公所證明優先)。

每年1次



水環系每學年總額達5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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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興工程顧問社工程研究獎學金 2名 30,000元

2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獎學金 1名 15,000元

3 璞園建築團隊急難救助獎學金 10名 10,000元

4
康城工程顧問(股)公司清寒暨績

優獎學金
2名 10,000元

5 林文淵先生獎學金 8名 10,000元

6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系友會獎

學金
10名 10,000元

7 中欣工程行劉志祥先生獎學金 12名 5,000元

8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公司獎學金 12名 5,000元



建築學系-獎學金

王紀鯤老師建築設計優良獎學金
對象：前一學年建築設計成績優良者，每一年級取一
~三名，頒發獎金二至五年級，每名6,000元，畢業設
計前三名每名9,000元。

黃玉彬紀念獎學金
一、本獎學金為紀念建築系學生黃玉彬而設，申請對
象以本校建築系學生為限。
二、申請資格(符合其中一項者即可提出申請)

1.家境清寒
2.客家子女
3.品學兼優(上學期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

三、獎助名額：每學年1名 獎助金額：6,000元（一
，二年級為優先）



獎學金名稱 名額 獎學金金額 資格

莊文甫傑出系友境外研究生獎學金 碩士2名 50,000元 大陸、馬來西亞、澳門、香港地區等之土木系境外研究生。

義澤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碩士3名 50,000元

(一)土木系正式學籍並成績符合規定者。
(二)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急難救助者。
(三)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系參加比賽成績優異者。

高李綢獎助學金 大學院1名 50,000元

(一)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者。
(二)學業成績優良。
(三)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

三德獎助學金 大學2名 50,000元

(一)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者。
(二)學業成績優良。
(三)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

榮金營造優秀工程人才獎學金 系共4名 30,000元

(一)土木系正式學籍並成績符合規定者。
(二)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急難救助者。
(三)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系參加比賽成績優異者。

65級系友獎學金
大學4名
碩士2名

11,000元
前學期成績平均大學部75分、碩士班80分以上者。

李建成先生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系15名 10,000元 學業80分以上，操行甲等，體育成績70分以上，具清寒證明者。

賴志文學長獎學金 系2名 10,000元 前學期成績平均大學部75分、碩士班80分以上者。

系友獎學金
大學3名
碩士1名

5,000元
前學期成績平均大學部75分、碩士班80分以上者。

義澤專業競賽獎學金
團體或個人最高5萬元至20萬 參加比賽前提出申請書，待成績公布1個月內填妥競賽活動補助成果報告表，並

檢附比賽承辦單位所公告之競賽辦法或競賽流程辦理申請

土木系-系友提供獎學金



獎學金名稱 名額 獎學金金額 資格

傑克急難救助獎學金 校共6名 50,000元

(一)家境特殊需要協助或突遭重大變故，急待金錢助學者。
(二)必須為文、理、工、商管、外語及教育學院學生。
(三)學業成績優良。
(四)學生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

中興工程勤學獎學金 大學1名 48,000元 大二至大四學生以其前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者。

中興工程碩士班優秀學生 碩士至少1名 30,000元 具發展潛力且學業表現優異之研究生

中華顧問工程勵志獎學金 大學1名 30,000元 經濟弱勢且品學兼優之全日制大學2年級(含)以上在學學士生。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大學1名 15,000元 前一年級學業總平均在80分以上操行列甲等以上者。

工學院獎學金 大學共5名 10,000元
主要條件為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之學生

大和何溪明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 共2名 10,000元
(一)家境清寒並持有政府核發之中低、低收人戶證明等特殊狀況者。
(二)前一學期總成續須達75 分以上，且德育成績甲等以上。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錫綬獎學金 共12名 10,000元
上一學年度學業及操行成績(上、下學期)均須達8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若有修習體育課程成績需在70分以上者。

大學部校內獎學金 大學 10,000元 前學期成績平均大學部75分、碩士班80分以上者。

研究生獎學金 碩士 10,000元

研一上或研一下修習達9學分或4門課，研二上修習達5學分或2門課、碩士在
職專班：研一上或研一下修習達6學分、研二上修習達5學分；學業成績80分
以上，並符合各系所自行訂定之條件者

中華空間資訊學會學生獎學金 共5名 5,000元 前一年級學業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操行列甲等以上者。

土木系-各單位提供獎學金



機電系-獎學金總額達1,4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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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金額

系友獎學金、以及社團領導與特殊績優獎學金 400,000元

文翔急難救助金 40,000元

1976年畢業系友清寒獎學金 80,000元

隱形翅膀•圓夢基金 542,000元

人才扎根計畫
畢業專題優等獎

捷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0,000元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元

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50,000元

人才培育計畫：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元

良和實業清寒獎學金 100,000元

獎學金總計 1,432,000元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韓德榮女士紀念獎
學金

每名20,000元
(分兩學期發放)

每學年1名

參加「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考試入學分發
制」學生，填報本系為前三志願，且成績為本
系前五名內錄取者。(下學期由系上通知，無須
申請)

何清木先生與何賴
來里女士獎學金

每名10,000元 每學年3名
化材系三、四年級學生，前學業總成績在系上
前10名者。(於上學期申請)

鄭火炎先生紀念獎
學金

第1名10,000元
第2名6,000元
第3名4,000元

每學年3名
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且曾或正選修本系專
題研究課程，獲致成果者。
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明亮師父紀念獎學
金

每名5,000元 每學期2名 大學部學生學業75分，設籍澎湖縣者優先。

化材系-獎學金(1)



化材系-獎學金(1)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化工夜系友獎學金 每名4,000元 每學年1名
大學部學生學業75分、操行80分。
(107學年發罄)

化材系師長獎學金 每名4,000元 每學期4名 大學部學生學業70分、操行80分。

系友會傑出表現獎
學金

每年2萬
金額由獎學金委
員會議決定

每學年不
超過6名為原

則

對系友會會務運作卓有貢獻，或於運動競賽、
創作發明、文藝美術、社會服務…等方面，有
優良表現事蹟，且對本系聲譽之提升有功者。

系友會運動獎學(勵)

金

運動基金10萬
金額由獎學金委
員會議決定

由獎學金委員
會議決定

由本系在籍學生所成立，並已向本系系學會登
記認可之運動系隊。

課業互助學習小組 依照辦法 依申請人數 提升本系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課業表現



除學校所提供的獎助學金之外，本系也提供許多大學部

獎助學金每學年核發總獎助金高達新台幣170萬

其中「賴友仁老師培領助學金」為培養領導人才，更針對積極主
導策畫並舉辦大型活動或歷練社團負責人的本系學生，提供每

學期約 人可獲得學雜費全免的機會。8

獎助學金名稱 名 額 對象 每名補助

電機系歐格電子入學獎學金 每學年10名 大一入學新生 1萬元

第二屆系友獎學金 每學年3名 大學部學生(日) 5-8千元

第三屆系友獎學金品學獎 每學年6名 大學部學生(日) 5千元

電子系第三屆系友獎學金創新創
意競賽獎

每學年3名 大學部學生(日) 1萬-3萬元

電機工程學系希望工程回饋獎助
學金A類

每學期4名
電機系學生(含學、

碩、博生)
2萬-4萬元

電機工程學系希望工程回饋獎助
學金B類

每學期若干名
電機系學生(含學、

碩、博生)
5千-4萬元

電機系-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



資工系-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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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獎
學金

導師獎
學金

產學技
術發展
獎學金

國際交
流獎學
金

專業證
照獎學
金

名稱 條件 金額

導師獎學
金

1.上學期總平均75分以上。
2.操行成績80分以上。
3.未領校內其他獎學金者。

8000元。

專業證照
獎學金

1.參加本系安排之證照考試輔
導課程，並於課程結束後順利
考取者。
2.自行參加高階專業證照，經
本系獎學金委員會認可者。

依照專業證照
種類頒發新台
幣 500~2000元。

國際交流
獎學金

甲類、經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安排出國1學期（含）以上(
需福合低收入戶資格)
乙類、經本系安排出國的短期
交流(未達一學期)。

視交流國家金
額不等。

產學技術
發展獎學
金

1. 限淡江大學資工系學生申
請。
2. 對產學合作先期研發計畫
有傑出貢獻者優先。

金額由專題指
導教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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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系募款-學系發展基金與學生獎助學金

 簡又新先生獎學金 200萬
 馮朝剛老師清寒助學金 300萬
 本系專任教師每年固定捐款超過10萬元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服務獎學金」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低學期成績提升獎勵

試行辦法/成績進步獎」- 每學年 3 名，每名金額
18,000元

 優秀系學會幹部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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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系募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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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頒獎儀式花絮



Thanks



淡江大學工學院系所聯合博覽會

校園周邊環境與膳宿介紹

王銀添教授兼系主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群組成員介紹：

 Yin-Tien Wang/王銀添主任：討論校系政策相關訊息

 光機電整合組專業課程訊息

 chaohwa昭華-劉昭華老師、楊龍杰老師

 Joe Yang-楊智旭老師、吳乾埼老師、李宜勳老師

 精密機械組專業課程訊息

 康尚文老師、GCChen/陳冠辰老師

 系助理、助教：討論系務行政相關問題

 系助理：li-黃麗徽、余貞儀

 助 教：阿二-林宜臻

 系學會：回答系學會、社團活動、生活適應相關問題

 (二代目)-張凡文系學會會長

 廖彥翔、彭少甫、黃秉陽、林裕陞、曉東-謝東倫

 研究生：回答課程學習、生涯規劃相關問題

 陳彥甫、林宜萱、李宏恩、沈冠宇、林祐慷、林哲綸

請加入淡江機械系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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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機械Line群組



請加入淡江機械系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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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機械Line群組

近日將從
未來就業面
小孩興趣面
學習環境面
探討如何填選志願的技巧。



淡江機械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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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機器精密化、電控自動化

 結合雲端技術、工業物聯網、人工智慧

 進行產業合作、學生實習



淡江大學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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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
淡江大學站

學府路
大田寮

淡江學園
男宿、女宿



松濤館(女宿)、淡江學園(男宿、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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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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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學期別

松濤館(女宿) 淡江學園(男、女宿)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房型 4人雅房 3或4人套房(含衛浴)

住宿費 10,900元 10,900元 19,250元 19,250元

宿舍保證金
2,000元

(學年結束扣除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

3,000元
(學年結束扣除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

宿舍管理費 0 3,000元 3,000元

水電費 0 照錶收費

空調費 依電表度數，以冷氣儲值卡付費 電腦計費

網路暨電話使用費
639元/每學期
(寒暑假另計)

不另收費

宿舍自治會費 100元 100元

住宿日期
(1)宿舍進住報到日起至學期結束閉館日止，

屆時將公告於本組網頁。
(2)寒、暑假住宿須另外申請付費。

(1)自宿舍進住日起至學期結束閉館日止，
屆時將於本組網頁公告。

(2)暑假住宿須另外申請付費。

備 註 校園內女生宿舍。
位於校園附近，3~6樓為女宿，7~14樓為男
宿。行約12-15分鐘。

資料來源：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8#Body



一、申請資格：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錄取本校淡水校園新生。

二、申請時間：自108年5月20日(週一)上午9時起108年5月27日(週一)下午5時止
。

三、申請方式：申請者自行上網(http://163.13.152.219/)提出申請。

四、特殊生特案申請宿舍(低收入戶生、中低收入戶生、離島生、身心障礙生、
清寒生及具特殊情況者)

 上網申請宿舍

 於5月20日上午8時至5月23日下午5時前填寫【特案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

 經審查核可者，得優先取得住宿權利

108學年度大學學測新生申請住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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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

 男宿：居住新竹以南確認有宿舍，新竹以北須抽籤。

 女宿：居住桃園以南確認有宿舍，桃園以北須抽籤。

 第二學期：淡江學園會有100多個床位空出。

107學年度新生申請住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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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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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
淡江大學站

學府路
大田寮

淡江學園
男宿、女宿



 建置雲端校外租屋網

 接受房東申請租屋評核(通過才可上網建置)

 租屋數位學習網

 輔導校外住宿生

 學期中訪視校外租屋學生

 賃居博覽會、賃居講座

 房東座談會

 淡江賃居中心執行秘書 陳肇華先生 Tel：02-26215656 轉 3649

Email: 137880@mail.tku.edu.tw

淡江校外賃居服務中心(商管大樓B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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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服務中心



雲端校外租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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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屋網

https://house.nfu.edu.tw/TKU


租屋網建置評核表(教育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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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物具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鎖具

2 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者

3 滅火器功能是否正常

4

熱水器裝設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依本部99年3月29日函頒推動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賃居服務訪視計畫之附件3學生校
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實施檢核)

5 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6 逃生通道是否暢通，標示是否清楚

7 學生是否知道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

房東要將出租的房屋建置在淡江出租網，必須符合：



租屋數位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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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屋數位學習網

http://210.240.189.212/annywang/10624/ftp_write/5_final/1071_%E6%9C%9F%E6%9C%AB/G1/finalweb_G1/index.html


 申請學校宿舍

 各種規劃與安排完善

 新生校外住宿，2~4人合租一個空間

 一起學習生活適應、課業適應

 管理完善大樓，且符合學校賃居中心評核

 充分利用賃租中心專業服務

 找屋、簽約、糾紛處理

 賃居中心執行秘書陳肇華先生 Tel：02-26215656 轉 3649，
Email: 137880@mail.tku.edu.tw

新生住宿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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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服務中心



 校內學生餐廳：松濤館一樓「美食廣場」

 校外飲食用餐

 淡江大學膳食督導小組

學生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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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淡江大學建築系

TAMKANG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TAMSHUI        TAIPEI        TAIWAN

發表人

黃奕智。助理教授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碩士(MFA)
英國倫敦學院大學巴特雷建築學院建築哲學博士(PhD, UCL)



1. 選擇就讀淡江大學工學院，在專業學習
上與未來發展上，是我最佳的選擇嗎？



一、完整的學習地圖－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在職
專班

博士班

建築系 ■ ■ ⚀

土木系 ■ ■ ■

水環系 ■ ■ ■

機械系 ■ ■ ■

化材系 ■ ■ ■

電機系 ■ ■ ■ ■

資工系 ■ ■ ■ ■

航太系 ■ ■ ■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在職
專班

博士班

建築系 ■ ■ ⚀

土木系 ■ ■ ■

水環系 ■ ■ ■

機械系 ■ ■ ■

化材系 ■ ■ ■

電機系 ■ ■ ■ ■

資工系 ■ ■ ■ ■

航太系 ■ ■ ■

「學士-碩士-博士」：完善與一貫的學習研究管道
清晰而明確的專業領域藍圖
全面且專精的師資團隊組成

一、完整的學習地圖－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在職
專班

博士班

建築系 ■ ■ ⚀

土木系 ■ ■ ■

水環系 ■ ■ ■

機械系 ■ ■ ■

化材系 ■ ■ ■

電機系 ■ ■ ■ ■

資工系 ■ ■ ■ ■

航太系 ■ ■ ■

「學士-碩士-博士」：完善與一貫的學習研究管道
清晰而明確的專業領域藍圖
全面且專精的師資團隊組成

一、完整的學習地圖－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在職
專班

博士班

建築系 ■ ■ ⚀

土木系 ■ ■ ■

水環系 ■ ■ ■

機械系 ■ ■ ■

化材系 ■ ■ ■

電機系 ■ ■ ■ ■

資工系 ■ ■ ■ ■

航太系 ■ ■ ■

「學士-碩士-博士」：完善與一貫的學習研究管道
清晰而明確的專業領域藍圖
全面且專精的師資團隊組成

一、完整的學習地圖－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在職
專班

博士班

建築系 ■ ■ ⚀

土木系 ■ ■ ■

水環系 ■ ■ ■

機械系 ■ ■ ■

化材系 ■ ■ ■

電機系 ■ ■ ■ ■

資工系 ■ ■ ■ ■

航太系 ■ ■ ■

「學士-碩士-博士」：完善與一貫的學習研究管道
清晰而明確的專業領域藍圖
全面且專精的師資團隊組成

一、完整的學習地圖－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二、淡江如何協助我贏在起跑點上?－預研生學制

招收大學部三年級（建築系四年級）
的優秀學生，申請而通過審核後，得
取得預研生資格，並得於四年級（建
築系五年級）先行修讀碩士班課程。

預研生仍需申請並通過本校碩士班的
入學許可後，其取得之碩班課程學分
，得以抵免畢業學分。



二、淡江如何協助我贏在起跑點上?－預研生學制

招收大學部三年級（建築系四年級）
的優秀學生，申請而通過審核後，得
取得預研生資格，並得於四年級（建
築系五年級）先行修讀碩士班課程。

預研生仍需申請並通過本校碩士班的
入學許可後，其取得之碩班課程學分
，得以抵免畢業學分。



5+1學制

4+1學制

建築系

工學院其他系

二、淡江如何協助我贏在起跑點上?－預研生學制

招收大學部三年級（建築系四年級）
的優秀學生，申請而通過審核後，得
取得預研生資格，並得於四年級（建
築系五年級）先行修讀碩士班課程。

預研生仍需申請並通過本校碩士班的
入學許可後，其取得之碩班課程學分
，得以抵免畢業學分。



2. 相較於其他大學建築系，淡江大學建築
系所擁有的獨特優勢是什麼？



1. 淡江建築鄰近大台北都會區，許
多重要的展覽、演講、工作營與
建築案例等等活動與場所，均可
輕易地搭乘捷運抵達。而在淡水
輕軌開通後，學生更容易且安全
地從學校出發前往參加台北都會
區的各項建築活動。

2. 淡江建築位於淡水新市鎮生活圈
，擁有完善的生活與休閒機能。
學生得以在相對單純的環境中唸
書與生活，而不容易受到台北都
會中，紛亂的環境氛圍所影響。

一、地理區位的優勢－鄰近大台北都會區



淡江建築系秉持未來化的觀念，積極
與世界建築的發展脈動同步，早已在
相關領域深耕多年，領先台灣其他建
築系：

二、掌握趨勢的優勢－迎合時代發展的方向

1.建築空間設計與環境美學訓練

2.社區總體營造與都市文化提案

3.永續低碳設計與智慧建築整合

4.數位建築設計與電腦輔助製造



三、發展多元的優勢－各領域豐沛的系友資源

建築師
室內設計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
都市更新
地景建築
燈光設計
建設公司
建築營造

設計教學
學術研究

公部門



四、設計教學的優勢－師生比低、時數比高

1. 淡江建築系約有五十位建築設計
教授，平均每位老師只帶八位學
生，全國建築系師生比最低。

2. 一星期上兩次設計課，一年約有
五十場演講/講座/工作坊，全國
設計教學時數最多。

3. 每位學生擁有專屬的工作空間，
不需與同學共享，是全國少數能
夠提供獨立工作空間建築系。

4. 年度作品集完整囊括各年級設計
作品，並經常舉辦展覽、工作坊
，交流設計成果。



3. 除了畢業規範中的課程以外，淡江大學
建築系學生平常的學習生活是什麼？



一、建築人生－工作室、趕圖、趕模型



二、建築人生－校外教學、建築案例參訪



三、建築人生－構築實作工作營



四、建築人生－數位製造工作坊

機器人手臂工作營
Workshop : Robotic Arm



五、建築人生－參與各項建築競賽

中建海峽實體建構大賽 實。農



六、建築人生－參與國際交流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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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築人生－參與兩岸交流工作營



八、建築人生－大師演講/講座/工作坊



九、建築人生－設計作品公開展覽



4. 除了建築設計的學習活動以外，建築系
學生還有其他的休閒娛樂生活嗎？



一、建築系的大家庭－建築學系系大會

颱風來襲，系大會回到系館前面的廣

場！

二十年的時光，空間與行動打造了你

我所朝朝相處的系廣場！

1.建築系館剛剛完成，系館只有往前

早上階梯這一條路。商館還沒有興建

，商船館是周邊都是草皮！飛機這個

坡坎已經存在。

2.系館完成後的那年種下了鳳凰樹，

所以你要記得二十年可以長這麼大。

3.商館大樓完工，開闢商館大樓與大

階梯之間的聯繫道路。

4.現在的蜘蛛椅與鐵馬是馬可老師帶

學生做的。馬路花台中的公共藝術是

鄭晃二老師帶學生做的。呂理煌與畢

光建老師等二次帶學生用木頭將飛機

團團圍住！

5.鄭晃二老師擔任總務長時，「徇私

」開闢了黑天鵝作為建築系的「專屬

」評圖空間。

6.系館不會自然就這樣，是爭取來的

！下一個系館，下一個廣場……



二、認真放鬆的建築週－大胃王活動



三、認真放鬆的建築週－四驅車活動



四、認真放鬆的建築週－白癡之夜活動



四、認真放鬆的建築週－樂團之夜活動



五、認真放鬆的建築週－淡江建鬼活動



六、認真放鬆的建築週－小建築週系列活動



七、全國建築系邀請賽－跨校際聯誼活動



5. 可以用三句話來總結建築系嗎？



在生活中學習建築

淡江建築系。歡迎熱血青年軍的加入～～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