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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 給 2022 淡江電機大一新生的你 ~ 

 

首先，恭喜各位同學剛歷經一場嚴峻的肺炎疫情及一段辛苦的準備與考

驗後，順利加入我們淡江電機的大家庭。我僅代表本系全體師生歡迎各

位新鮮人的加入。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成立於 1971 年，設立之初名為「淡江大學電子

工程學系」，1993 年更名為「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並且成立「電機

工程研究所」，2007 年招收機器人工程碩士班學生，目前本系是一系二

所的規模。本系教學目標為培養電腦、電子電機、5G、AIOT 及機器人等

相關領域之優秀人才，並為工商界及學術界所重用。 

 

在課程安排上，我們提供同學兼具廣度和深度的課程，藉由理論與實作

並重的課程安排，讓同學在『學中做』與『做中學』的過程中，學習電

機領域的專業知識；此外，也藉由不同之實驗課程，培養同學們具備思

考解決問題與創新整合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大學生活是豐富及多采多姿的，除了系上課業之外，更有許多的社團活

動、體育賽事…等等，因此各項事務中的時間分配、輕重緩急的優先次

序判斷是相當重要的。還有更重要的是人際關係的學習，例如：同儕間

的互助學習與惕勵情誼、男女朋友間的愛情滋長…等等，點點滴滴都在

累積自己本身面對未來社會上各種挑戰的適應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 

 

因此我們期盼，在經過大學的洗禮後，未來同學在面對社會與工作挑戰

時，能從容不迫、迎刃而解，走出自己的人生，揮灑出自己的一片天! 

 

 

 

祝福你！ 

 
              淡江大學電機系系主任，施鴻源 202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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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修業規定 

※畢業規定 

一、畢業學分： 

類別 入學年度 畢業學分 通識教育 系必修 

最低 

系選修學分
*1 

自由 

選修學分
*2 

電機資訊組 

111 128 26 
71 15 16 電機通訊組 

電機與系統組 

進修班 62 23 17 

備註: 

1. 最低系選修學分承認規則：  

(1) 107 學年度起入學：三組及進學班所開設之系選修科目；依學校規定應屆畢業生

可跨學制（他組/進學班）選課，選修學分承認為系選修學分。 

(2) 工學院共同科限本系老師授課之科目，如「類神經網路概論(2)」、「海洋科技與環

境(2)、「創新與創業(2)」、「企業智能化營運實務與應用(3)」。 

2. 自由選修學分： 

(1) 重修成績已及格的科目，不可列入自由選修。 

(2) 軍訓、體育不可列入自由選修。 

(3) 不可選修學制不同的課程（進學班不可選日間部的課程、日間部亦不可選進學

班的課程）。 

 
二、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 

1.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需符合下列任一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條件，始得畢業： 

(１) 修習本校英文（一）及英文（二）課程，且英文能力測驗（二）成績七十分

以上者。 

(２) 依本校「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申請英文（一）

或英文（二）學分抵免通過者。 

(３)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 

(４) 以英語為母語之外國學生，向英文學系或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申請英語能力認

證通過者。 

2.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檢定畢業門檻者，應向所屬

學系、學位學程提出通過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第一學期應於一月三十

一日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九月三十日前提出。 

3. 英文能力測驗（二）成績未達畢業門檻標準，或已報考但未通過相當於全民

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畢業門檻者，得於大三起修習「進修英文」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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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替代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得畢業，惟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及當學期學業

成績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不及格計算，且該成績不列入學期學業成績及歷年

學業成績平均計算。 

4. 各種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與全民英語檢定（GEPT）檢定標準對照表如下： 

全民英檢 

（GEPT） 

多益測驗 

（TOEIC） 

托福（TOEFL） 

雅思 

（IELTS） 

歐洲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CEF） 

電腦型

態 

（CBT） 

網路型態 

（iBT） 

紙筆型態 

（PBT）

（ITP) 

中級初試 550 123 42 460 
4.0 級 

以上 
B1 

5. 校內不定期會舉辦 TOEIC 測驗校園考(參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最新消息) 

收到成績單►►學生登錄「外語能力檢定登錄暨審核系統」►►攜帶成績單正本

至系辦審核。 

 

三、大學四年必選修課程表＆課程地圖 

   各組請至系網頁下載 http://www.ee.tku.edu.tw/ 

【範例】以電機資訊組為例，其他各組請至系網頁下載 

http://www.e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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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 四年必選修課程表 

（111 年度入學新生適用）111.8.修訂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系 

必 

修 

(71) 

線性代數 3  工程數學 3 3 控制系統設計 2  電機專題實驗  1  

微積分 3  電子學 3 3 基礎機器人學 2  電子實驗  1  

普通物理 2 2 組合語言 2  微處理機實驗  1      

程式設計(一) 2  資料結構 3  電腦輔助控制設計   2    

邏輯設計 2  機器人實驗 1 1 電磁學  3    

基礎電機實驗 1 1 電路實驗 1 1 介面實驗  1    

數位系統設計  2 控制系統  3 電機專題實驗  1    

FPGA開發平台概論  2 信號與系統   3       

電路學  3 微處理機概論  3       

基礎工程數學  3 計算機韌體實驗  1       

通 
識 
基 
本 
知 
能 

(12) 

英文(一) 2 2 英文(二) 2 2       

大學學習 1           

社團學習與實作

－入門課程 

 1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2          

各學期學分數 16 18  15 20  5 7  2 0 

系 
組 
選 
修 

(依學年

度開課

為主) 

電機工程概論 2  機率學 3  數位信號處理 3  感測器原理及應用 3  

機器人概論 2     計算機組織 3  電力電子 3  

創意思解  2    作業系統 3  模糊理論  3 

程式設計(二)  2    數位影像處理  2 類神經網路概論  2 

數值分析  2    工業務聯網  2    

      電機控制  3    

      嵌入系統  3    

通 

識 

核 

心 

課 

程 

(14) 

AI與程
式語言 
(必修 1
學分) 

探索永續 
(必修 1 
學分) 

 

人文 
（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社會 
（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科學 
（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文學經典(L 群) (2)  

歷史與文化(P 群) (2)  

哲學與宗教(V 群) (2) 

藝術欣賞與創作(M 群) 

(2) 

全球視野(T 群) (2)   

未來學(R 群) (2)  

社會分析(W 群)(2) 

公民社會及參與(S 群)(2) 

資訊教育(O 群) (2)   

全球科技革命(Z 群) 

(2)  

自然科學(U 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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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課
注
意
事
項 

1. 11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總學分為 128（必修學分 97，選修學分 31），本系所開(TETX)之

系選修課程至少須修習 15 學分，其餘系外自由選修 16 學分可修習全校各系之課程。 

2. 必修學分：包含系必修 71 學分＋通識課程 26 學分。通識課程除「基本知能課程(12 

學分)」系上固定排課外，其餘通識核心課程(14 學分)：每學門至多修習兩科 4 學

分，請於修業年限內自行安排選課。 

3. 最低系選修學分承認規則： 

(1) 三組及進學班所開設之系選修科目；依學校規定應屆畢業生可跨學制（他組/進學班）選

課，選修學分可承認為系選修學分。 

(2) 工學院共同科限本系老師授課之科目，如「類神經網路概論(2)」、「海洋科技與環境(2)、

「創新與創業(2)」、「企業智能化營運實務與應用(3)」。 

4.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一、二、三年級日間部至少12學分、進修學士班至少10學分，至多

均為  25學分；四年級至少9學分，至多25學分；延修生，至少一科，至多25學分。 

5. 超修學分之規定：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80分(等第A)以上、經核准加修輔系、雙主修、

學分學程者及應屆畢業生加修即可畢業者（缺修畢業學分於52-62者），每學期至多超

修6學分。 

6. 跨組選課: 

(1) 日間部(含進學班) 第 1次修習專業必修課程，不得跨學制（他組/進學班）選課；

被當掉重修生才可選別系（組）開課科目。 

(2) 轉系及轉學生選課狀況特殊者，須經主任同意，方可跨組選課。 

7. 各學制選課: 「學生選課報告書」選課，並經教務處核准。 

(1) 大三學生每學期可選修 1門碩、博士班課程，其選修學分承認為自由選修學分。 

(2) 大四應屆畢業生及延畢生，可選修其他學制課程。 

8. 重修: 

(1) 暑修：須符合第 1次修習成績不及格（成績不得為零分），且不能期中退選。 

(2) 日間部至進學班重修必修科目： 

I. 日間部大四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符合第 1次修習成績不及格（成績不得為零

分），且不能期中退選，以及與各組所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衝堂，才可選修進學班

科目替代。 

II. 日間部轉系生：與各組所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衝堂等特殊狀況，且經授課老師

及主任核准後，才得以選修進學班科目替代。 

(3) 本系承認相關科系所開之必修科目： 

I. 外系所開科目名稱及學期序相同，始可修讀。 

II. 外系所開設科目學分數或科目名稱不同於本系重修必修科目時，請務必填寫

「學生替代科目申請表」，簽核後修習學分才得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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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本系重修科目，除下列專業科目外，其餘一律限修本系。 

重修科目 可重修系別 

微積分(3/0) 理工學院各系 

普通物理(2/2) 理工學院各系 

工程數學(3/3) 理工學院各系（開單學期之科系除外） 

(4) 日間部、進學班學制不同，須具以下身份之學生，修習之學分數才准予替代： 

I. 日間部大四應屆畢業及延畢生。 

II.進學班轉日間部之轉學生、日間部轉系生。 

9. 本系自107學年度起在學學生取消先修科目「微積分」擋修「電磁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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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 

 

  



~ 9 ~ 
 

※淡江大學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要點 

 

一、 為使本校英語文能力優異之非英文學系（以下簡稱英文系）新生有機會抵

免英文（一）、 英文（二）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特訂定「淡江大學

新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 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

自一百零七學年度入學新生起適用。  

二、 本校新生（英文系除外）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淡江大學學分

抵免作業系統」 提出申請並繳交入學前取得之相關證明文件至英文系，

審核通過者可抵免英文（一）、英 文（二）課程，申請條件說明如下：  

(一) 抵免英文（一）、英文（二）  

1. 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5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

績前 5%。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以上。  

3. 多益測驗(TOEIC) 800 分以上。  

4. 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5 分以上。  

5.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5 級以上。  

6.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以上。  

7.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4 以上。  

8. 境外生、駐外人員子女，得持相關英文程度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抵免英文（一）  

1. 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14 級分或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

前 10%。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以上。  

3. 多益測驗(TOEIC) 750 分以上。  

4. 托福網路測驗(TOEFL iBT) 80 分以上。  

5. 國際英語測驗(IELTS) 6 級以上。  

6.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以上。  

7.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BULATS) ALTE Level 3 以上。  

三、 上列核准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者，可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四、 本要點經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議並提教務會

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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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新生初選課須知 

1. 大一必修科目會由系上先行代選，請同學不可任意退選，請參考系網頁/課程

資訊四年必選修課程表，(http://www.ee.tku.edu.tw/main.php)。 

2. 新生初選開放時間，請上網確認及加選「系選修」、「通識核心課程」及其

他自由選修課。 

◎ 系選修：請上電機系網站查詢各組之必選修課程表及課程地圖，可依

個人興趣自由加選，建議分配每學期預計選修的學分數，多選修1-2科，

以免學分數不足。 

◎ 通識核心課程： 

    每位新生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至少應選 1科「通識核心課程」，

其餘請依個人興趣於學校開放選課時段自由選修、「人文」、「社會」

及「科學」等領域學門課程。 

    大學部111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畢業前應修通識核心課程為14學

分：AI與程式語言、探索永續，為大一必修，各1學分；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各領域至少2學分，每學門至多修習2科(4學分)。每學期至多選

修三學門，同一學門以選修1科為限；從選填志願到初選結束限選1科，

加退選第一階段可選第2科、第二階段可選第3科。 

➢ AI 與程式語言（必修 1 學分) 

➢ 探索永續 (必修 1 學分) 

➢  人文領域（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1. 文學與經典學門(L 群) 

2. 歷史與文化學門(P 群) 

3. 哲學與宗教學門(V 群) 

4. 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M 群)。 

➢ 社會領域（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1. 全球視野學門(T 群) 

2. 未來學門(R 群) 

3. 社會分析學門(W 群) 

4. 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S 群) 

➢ 科學領域（至少選 1 學門 2 學分)： 

1. 資訊教育學門(O 群) 

2. 全球科技革命學門(Z 群) 

3. 自然科學學門(U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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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選課開放時間及注意事項： 

作業項目 開放時間 注意事項 

通識核心課程選 

填志願登記 

8 月 22 日(一)中午

12:30~8 月 24 日

(三)下午 15:30 

◆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cos_lot  

Tips：找出空堂→記下序號→上網登錄 

◆請事先上網查詢個人課表及想要自行

上網初選之系組選修課或其他自由選修

課時段，以免衝堂。(方式詳第 4 頁【選

課小幫手】說明) 

◆請事先上網查詢各通識核心課程開課

時段，並篩選出無衝堂可選修之課程，

記下開課序號。 

◆每人可最多登記 10 科。(請選好選滿，

登記時間先後順序與篩選結果無關) 

◆請依照個人入學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

應修規定(詳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網頁)，

登記通識核心課程選填志願。 

查詢篩選結果 8 月 25 日(四)中午

10:30~8 月 29 日

(一)上午 11:30 

◆網址：

http://www.ais.tku.edu.tw/cos_lot  

◆登記之課程須經過電腦篩選後才可確

定是否選上，請務必於此段時間內上網

查詢篩選上之課程。 

◆若已篩選到 1 科，新生初選時則不需

再加選通識核心課程。 

*新生初選 8 月 25 日(四)中午

12:30~8 月 29 日

(一)上午 11:30 

◆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系統中已代為預選之必修課程請勿退

選。 

◆先選先上，整學期總修學分數(含必、

選修)日間部不得少於 12 學分，進學班不

得少於 10 學分，至多 25 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初選時限選 1 科(含選填

志願選課已篩選到 1 科)。 

◆不同學制不得互選。(日間部不得選進

學班課程，進學班不得選修日間部課程) 

電子郵件寄發選 

課異動資料 

選課完第 2 天寄

發 

寄至學生個人電子信箱：學號

@gms.tku.edu.tw， 例：

409000123@gms.tku.edu.tw 

 



~ 12 ~ 
 

※選課完可於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查詢課程。 

※選課相關網址： 

➢ 選課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 查詢個人選課資料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 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   

➢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網頁網址 

http://www.core.tku.edu.tw/works/super_pages.php?ID=works01  

 

※ 選課小幫手 

大家不管有沒有空都要多去淡江大學網站晃晃，裡面有很多有用的資訊與資 

料，如果網站中的內容與這份須知有所不同，請以網站上公布為準。 

➢ 淡江大學首頁網址：http://www.tku.edu.tw/ 

➢ 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 

➢ 網路選課系統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接著就來介紹該如何查詢已選之課程及選課啦!!! 

 

1. 查詢已選之課程，進入【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淡江學生 
 

➢ 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點選「淡江學 

生」身分，自動 

連結「淡江大學 

單一登入(SSO) 

入口網」。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http://www.core.tku.edu.tw/works/super_pages.php?ID=works01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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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之校級 

E-Mail： 

學號@o365.tku.edu.tw 

帳號(請輸入學號)、

密碼(預設密碼「西

元(年/月/日) 生日後 

6 碼，例如西 元生

日為 1997/01/05，則

後 6 碼為 970105」） 

可隨時查詢

最新個人選

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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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淡江大學首頁】>淡江學生 

 

3. 選取【課程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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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工學院 > 電機系電資（日） > 一年級 

 

5. 模擬個人課表 

電機系電資（日）（TETDBX）所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選取你欲選之 

課程 

※系必修課程須全選，系選修課程則依個人興趣選課。 

系必修及選修進入查詢方式 

1. 在學院選項中,選擇”工學院” 

2. 系所選項,選擇”電機系電資(日)” 

3. 年級選項,選擇”一年級” 

4. 最後按下進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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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說明 

(1) 必選修：”必”表示必修課程；”選＂表示選修課程。 

(2) 選擇："+”，可將此課程加入"我的課表"中。 

(3) 年級：開課年級，"0"則代表任何年級均可選此課程。 

(4) 開課序號：此序號為正式選課時需要輸入的號碼，按下序號會顯示此老

師在本學期上課之教學計畫表。 

(5) 班別："P"為兩班合上，"A"為A班上課，"B"為B班上課。 

(6) 學分：該課程之學分數，"0"則表示要去上課可是沒有學分。 

(7) 學期序："0"表示單學期課程；”1、2” 表示雙學期課程 

 

6.正式選課：進入【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淡江學生 

➢ 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1. 在【淡江學生】頁面 >【課程】，點選【網路選課系統】 

2. 輸入學號及密碼 (密碼為身分證後六碼) 

 

 

點選進入網

路選課系統

開始選課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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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覺得有點難懂？沒關係我們以前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這次我們特地準備了「懶人包」供學弟妹服用 ~ 
 
◎選課流程懶人包  
 
1. 快到選課日期之前，預先到課程查詢系統查詢喜歡的課

程。  

2. 選取課程，製作自己理想的課表。  

3. 不要忘了多選幾個候補，萬一沒選到當下要再查就來不

及了。  

4. 選課當天，把自己想選的課程序號抄下來，開始倒數計

時。  

5. 不用擔心系必修選不到，因為都在裡面了，要搶的只有

選修。  

6. 時間到！按下登入按鈕跟大家比網速吧！眼明手快再加

一點運氣，課就是你的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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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 

類別 
修業總

學分數 
申請資格 修習條件 修習申請時程 認證申請時程 

智慧機
器人學
分學程 

27 
全校在學

學生 

※修習科目學分至少

應有 9 學分不屬於

學生主修系(組)、

所 

◎每學期，依學校

行事曆「提報學

分學程修讀名

單」公告前提出

申請。 

 

◎檢附「學程修習

申請表」及「學

生證」 

◎下學期，修畢學程

規定學分數者且

成績及格者，依學

校行事曆「學分學

程證明書申請」公

告前。 

◎檢附「認證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乙份。 

工程專
業領導
人才培
育學分
學程 

20 
全校在學

學生 

※修習科目學分至少

應有 9 學分不屬於

學生主修系(組)、

所 

◎每學期，依學校

行事曆「提報學

分學程修讀名

單」公告前提出

申請。 

 

◎檢附「學程修習

申請表」及「學

生證」 

◎下學期，修畢學程

規定學分數者且

成績及格者，依學

校行事曆「學分學

程證明書申請」公

告前。 

◎檢附「認證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乙份。 

康舒 
韌體與
自動化
就業學
分學程 

24 

(含企業

實習 9

學分) 

工學院 

大學部學

生 

※大四上修畢修業總學

分數，學期結束時康

舒公司進行第一階段

考核。 

※大四下開學後，選修

「企業實習」課程9學

分，並直接進入該公

司從事韌體與自動化

領域的有給職之實習

工作，工作時程為一

學期（大四畢業班），

時數至少256（含）小

時以上，畢業考前一

週繳交心得報告 

◎大三下學期，依

學校行事曆「提

報學分學程修

讀名單」公告前

提出申請。 

 

◎檢附「學程修習

申請表」及「學

生證」 

◎下學期，修畢學程

規定學分數者且

成績及格者，依學

校行事曆「學分學

程證明書申請」公

告前。 

◎檢附「認證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乙份。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5_d58a2a40.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5_d58a2a40.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36_a2aa2ff3.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36_a2aa2ff3.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5_d58a2a40.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5_d58a2a40.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36_a2aa2ff3.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36_a2aa2ff3.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4_e4f19486.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4_e4f1948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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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修業總

學分數 
申請資格 修習條件 修習申請時程 認證申請時程 

鼎新電
腦就業
學分學
程 

17 

(含企業

實習 9

學分) 

凡本校各

院系大學

部三年級

（含）以

上及研究

所碩士班

二年級在

學學生，

均可提出

申請。 

※大四上修畢修業總學

分數，學期結束時鼎

新公司進行第一階段

考核。 

※大四下開學後，選修

「企業實習」課程9學

分，實習課程包含基

礎專業知識、職能技

能課程與實作引導課

程，學生得依專業背

景，由「程式設計開

發」、「市場營銷」及 

「服務顧問」擇一領域/

學群別，進行校外專

業實習；每週實習天

數四~五天；畢業考前

一週繳交心得報告。 

◎大三下學期，依

學校行事曆「提

報學分學程修

讀名單」公告前

提出申請。 

 

◎檢附「學程修習

申請表」及「學

生證」 

 

◎下學期，修畢學程

規定學分數者且

成績及格者，依學

校行事曆「學分學

程證明書申請」公

告前。 

◎檢附「認證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單」

正本乙份。 

 

※預研生修業規定 

◼ 大學部學生預研生修讀學、碩士學位規則(含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4_e4f19486.doc
http://www.ee.tku.edu.tw/files/archive/724_e4f1948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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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獎助學金－大學部申請 

總類 人數 金額 資格限制或說明 

學業獎學金 每班 1 名 10,000 元 

上學期學業總成績全部及格，操行 80 分以上，

體育、軍訓成績及格，服務教育課程成績甲

等。 

驚聲獎學金 依公告 10,000 元 

1.限家境確實清寒有具體事證，經系主任、導

師或系教官推薦之學生申請。 

2.上學期學業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 80 分以

上、體育軍訓成績及格、服務教育課程成績甲

等。 

友愛助學金 每系 1 名 3,000 元 

1.家境清寒，就讀本校期間曾參加校內、外單

位舉辦之校外公益(非營利、非商業、非打工性

質)服務累計 16 小時(含)以上且領有證明者。 

2.上學期學業總平均 65 分以上，操行 80 分以

上，體育、軍訓成績及格，服務教育課程成績

甲等。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輔組

網頁 

覺生獎學金 每系 1 名 4,300 元 

前學期記獎累積分數為全系最高者嘉獎 1 次加

1 分、小功 1 次加 3 分、大功 1 次加 9 分；申

誡 1 次減 1 分以次類推；上學期學業成績 70 分

以上，體育、軍訓成績及格。(無需申請，由生

活輔導組提供) 

瀛玖紀念甲種獎學金 每系 1 名 10,000 元 

凡依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制之日間部學生，填報

本校為第一志願及第一志願學系，且成績為該

系第一名錄取者。 

林壽禎先生紀念獎學

金 
依公告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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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秋火先生紀念獎學

金 
依公告 10,000 

1.限理、工學院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 70 分、操行 80 分以上。 

3.前學期曾擔任校內社團幹部、班代表或校隊

代表學校參加各項體育運動競賽者。 

歐格電子入學獎學金 
每學年 

若干名 
10 萬元 

申請時間：開學後兩週內 

申請資格：限日間部大一新生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 21 ~ 
 

賴友仁老師 

培領助學金 

每學期 

若干名 
依公告 

申請時間：開學後兩週內 

申請資格：所有在學學生，且其前一學期修習

總學分未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者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第二屆系友獎學金 
每學年 

若干名 

依當學年度

基金利息而

定 

申請時間：下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 

申請資格：限日間部在學學生，當學年上學期 

成績名列各班前百分之十，操行成

績八十分以上未申領其他獎學金

者。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希望工程回饋獎助學

金 

每學年 

若干名 

學術審議委

員會依需求

核定金額 

申請時間：A 類:開學後一個月內 

B 類:開學後兩週內 

申請資格：在學學生皆可申請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清寒助學金 依公告 依公告 

申請時間：依公告 

申請資格：在學學生皆可申請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輔組

網頁 

淡江大學電子系 

第三屆系友獎學金 

(品學獎) 

每學年 

1 至 6 名 
5,000 

申請時間：上學期期中考試前 

申請資格：大學部二至四年級同學前學年平均 

成績達全班排名前三名者。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淡江大學電子系 

第三屆系友獎學金 

(創新創意競賽獎) 

每學年 

3 名 
依公告 

申請時間：下學期三月底前 

申請資格：大學部一至三年級學生，以二至四 

人為一組，且須有一位本系專任

教師為其指導教授。 

相關辦法及申請表：詳系網頁公告 

校內外獎助學金 依公告 依公告 
依公告 

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輔組網頁 

清寒助學金 依公告 依公告 
依公告 

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輔組網頁 

圓夢助學金 依公告 依公告 
依公告 

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輔組網頁 

 



~ 22 ~ 
 

電機系學生生涯規劃 

➢ 畢業生就業方向 

電機、電子相關產業。如：電機電工、自動控制、半導體

業、光電通信、微波通信、無線通訊、無線網路、網路工

程、電力工程、機電工程、系統韌體、電腦系統、電腦週

邊、品管安規、教育學術等。 

➢ 相關專業證照資格 

電機技師、電機工程技師、電子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

技師、消防設備師等。 

➢ 進修 

  電機、電子、通訊、光電、資訊、自動控制等相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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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必修學分 

一、課程名稱: 「社團學習與實作」(必修)(1 學分)  

二、課程實施對象：100 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適用 100 學年度

起入學必修科目表)  

三、課程宗旨:  
讓學生藉由「社團經營入門課程」，建立社團組成、企劃構思、溝

通表達、團隊合作等基本認知;另外也透過「活動參與實作」，進而

體驗參加社團的好處，並在投入的過程當中學習接納不同意見、包

容他人、建構良好人際關係以及學習問題解決能力，以培養自己未

來投入職場之競爭力。 

四、課程主體架構 

【學生】透過社團經營入門課程與活

動參與實作，培養學生「表達、

企劃、團隊、問題解決與創新」

等企業核心競爭力。 

【社團】訂定各社團組織章程，規劃行

事曆，辦理社團多元活動，健

全財務管理，推廣社團活動

特色，發展組織價值，落實社

團價值之建立與傳承。 

【課外組】持續協助社團申請並辦理

多元活動，藉由社團體檢與評鑑制度，確保社團經營品質，

並進一步建置社團輔導辨公室，藉由系統化輔導與諮詢，了

解學生與社團互動的挑戰與機會，提高社團經營品質，鍛造

學生多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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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規定 

(一)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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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行方式： 

日間部：須完成 A+B+C(4 年內完成，不限順序)，始得 1 學分 

(1)A-入門課程：12 小時，6 堂課，隔週上課，大一下學期由系上排
課，大二以上學生須自行選課。 

(2)B-活動參與：加入學校社團、校內單位組織或自主團隊，單學期
參與同一社團或單位組織 3 次活動，填寫活動日誌，由社團或
單位組織認證，交課外活動輔導組課程 TA 審核後通過。 

(3)C-活動執行：加入學校社團、校內單位組織或自主團隊，單學期
執行 1 次活動，填寫結案報告，由社團或單位組織認證，交課
外活動輔導組課程 TA 審核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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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課程設計之團隊合作與認同之目標，認證「活動參與」及

「活動執行」之組織建議為同一組織。 

「活動參與」或「活動執行」需在活動結束 2 週內，到社團學習

與實作課程系統填寫並列印活動日誌或結案報告的認證資料(逾期就

無法填寫列印囉)，將活動日誌或結案報告繳交給「各社團認證長」認

證完成，並於活動結束 3 週內將資料交至「淡江大學社團課程辦公室」

(地點：體育館 SG201，收件時間：上午 10 點~下午 6 點)，之後學生

可上系統查詢「活動參與」或「活動執行」是否完成。 

進學班：僅需完成 A 入門課程，16 小時，8 堂課，隔週上課(大一下

學期依各系排課)即可完成 1 學分。 

六、學期成績計算:  

(1)「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列為必修 1 學分， A 入門課程、B 活動

參與、C 規劃執行，三者皆需完成才納入學分，評分方式將採「通

過」與「不通過」。 

(2)「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學分將不列入學期 1/2 成績計算。 

七、本課程完整實施內容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lpcs.tku.edu.tw/LPCS/fc_courserule/fc_courserule_all.aspx 

 

  

http://lpcs.tku.edu.tw/LPCS/fc_courserule/fc_courserule_al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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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學會簡介 

※ 家族制度 

充滿熱情與活力的學長姐，將會以多人一家的方式帶領學弟妹，幫助

你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透過家族制不但可以認識同系的好夥伴，更

可以藉由家聚打破組與組間的那道牆，相信在這一年中我們將會成為

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 系費用途說明  

系費將使用於系上活動之舉辦，為了讓各位大一新鮮人擁有良好的學

習與康樂環境，請各位踴躍加入系學會，使您的大學生活更為精彩。  

※ 電機系費(1800 元) 

 1.加入系學會之新生,上列舉行之各項活動均有減免之優惠。   

 2.系學會會員方能拿到系學會的社團認證(社團認證為淡江之必修課 

程之一) 

 3.加入系學會之新生，參加新生宿營有減免優惠! 

※ 系費繳交注意事項  

本學期採用實體繳費。請於日後系學會公布繳費時間及地點後，自

行前往繳費地點繳費，亦可於系務講習(9/1)當日將交給會長鄭翔宸

以便確認。 

 

~~感謝您們的配合，希望各位大一新生踴躍參與系上之活動、系

隊，若對系費或系學會之相關事宜仍有疑問，請私訊淡江大學電機

系粉絲專業或系上 Instagram :@tku_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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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的話 

歡迎各位學弟妹來到淡江電機,相信你們各自都抱持著不同的心情與

想法來到這裡,但不管如何,希望學弟妹們在進入大學前,想一想,自

己讀大學的目的與意義為何,自己期待在大學能有什麼樣的收穫與成

就,想過什麼樣的大學生活,並以此做為自己讀大學的初衷,朝這方向

努力,充實自己,相信未來你們一定能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會長：鄭翔宸 (通訊組) 

 

恭喜各位學弟妹進入淡江電機的大家庭，想必你們都對大學未來生

活有所期待，在大學中你們可以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與高中最

不同的地方在於時間管理，很多時間都是你們能夠自我規劃的，想做

什麼就去做，可以勇敢去挑戰各種事物，希望你們在大學這四年的生

活能夠多彩多姿，有需要幫助或是不清楚的事情都可以找學長姐，學

長姐都很樂意伸出援手幫助你們，最後祝學弟妹們無論是在學業、人

際、愛情上都能順順利利，畢業時也能以電機而自豪 

副會長 : 吳逸凱 (資訊組) 

 

哈囉歡迎你們進來淡江電機！相信也有不少人像我當初進來一樣，其

實不完全了解電機系到底是在做些什麼的，不過進來了這個系所，希

望你們可以在課程中找到樂趣並堅持下去把這四年讀完，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學長姐。另外，雖然上了大學很自由很好玩也有很多的

社團可以參加，像我就有加入羽球社，可以做一堆自己想要做的事，

但電機系其實不好唸，所以別忘了在玩樂之餘記得要兼顧課業唷！ 

執行秘書 : 曾昱函 (通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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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幹部資料 

職稱 姓名 組別 Instagram 聯絡電話 

會長 鄭翔宸 通訊組 seanmaple0915 0970080915 

副會長 吳逸凱 資訊組 1ka184 0908303120 

執行秘書 曾昱函 通訊組 yu_han_1113 0928023017 

活動長 温佑倫 資訊組 __y0405 0939918250 

活動 呂梓煜 資訊組 tzu_yu0107 0981695042 

公關長 黃熙捷 通訊組 _xissix 0989603378 

美宣長 陳品儒 系統組 piinru_1211 0963801326 

認證長 黃郁蓁 通訊組 _chen_91 0958604650 

家族長 李建宇 通訊組 ljy_92_04_14 0935607100 

財務長 賴民憲 資訊組 Ian_920606 0961550606 

體育長 粘廷綸 系統組 nianlun_0317 090564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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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介紹 

活動名稱 簡   介 

新生茶會 
想要先認識大學好朋友？想要先瞭解大學精彩活動？想

要先得知大學有趣課程？那你一定要來迎新茶會！ 

鄧不利多“教”你心”電”感應 

(2022 年度教科 X 電機聯合宿營) 

學長姐精心準備的聯合迎新，希望透過活動帶給學弟妹

深刻難忘的回憶，更能在活動中認識未來的夥伴! 

系烤 和外系聯合一起烤肉聯誼，增進系內外感情。 

六系聯合郵輪趴 在寒冷的冬天，脫離舒適圈，踏上船尋找自己的另一半。 

讀書會 
與學長姐們一起邁向學霸之路，只要透過努力，誰都能

稱霸電機系!領獎學金! 

小電盃 挑戰無限可能，贏得當年度電機 MVP 享受至高的榮耀! 

大一大二聯合活動(密室逃脫) 思考邏輯，展現團結，經驗傳承。 

會員大會 

想了解下學期活動內容嗎?想培養與系學會的感情嗎?會

員大會滿足你的訴求 讓我們一起為系學會獻上一份心

力 

✓ 活動當天會有驚喜，有來有驚喜!!! 

企業參訪 
回到課業，面對未來的前途方向，將會在與大企業合作

參訪中帶你認識未來產業的變革。 

實驗室說明會 多方了解實驗室內容，選擇沒煩惱，輕鬆拿下勝利! 

*將有很多活動與外系合辦，請學弟妹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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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系隊 

電機系隊簡介：恭喜各位學弟妹成為淡江電機的一份子，然而大學生活

最精彩的活動就是系隊了，只要有滿腔的熱血和練球的熱衷，系隊的學

長姐們都很歡迎你們加入。如果心動了就馬上洽詢各球類隊長吧！ 

電機系系隊歡迎你的加入！！ 

※電機系隊宣傳 

➢ 系籃：想打球卻找不到伴嗎?加入電機系籃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能夠幫助你認識周遭的同好，不僅能學習到許多的技巧和對友互動

討論的經驗，更能代表電機系參加校內外的比賽。在系籃裡，我們

將會學習到打籃球最重要的團隊合作的觀念，以及有目標的訓練。 

以下是每學年必定會參加的比賽： 

＊新生盃：顧名思義就是只有新生的你們能參加的比賽，也就是各位

的 show time。倘若想紅、想讓其他系的妹子注意到你，新

生盃是最好的選擇，並且系籃曾獲得第三名佳績！  

＊校長盃：校內系對系的比賽，是全校大型的籃球活動，在去年系籃

獲得季軍的殊榮。 

＊北電盃：由北部各大學電機系聯合舉辦，是跟全國電機好手切磋的

最好機會。 

＊大電盃：全台灣各大學電機系都會參加的比賽，規模甚大! 

 

➢ 系排：系排是個由男排以及女排所組成的大家庭，不管學長姐還

是學弟妹，個個感情都很好。而排球這種運動，是需要默契才能

進行的。場上的六個人，只要彼此間有了很好的默契，那麼就算

只有一個眼神或者一個小動作，還是能知道隊友的下一步打算要

進行什麼樣的戰術，而默契並不是一天兩天就能夠擁有的，如果



~ 31 ~ 
 

平常沒有足夠的訓練以及感情的培養，那麼它是不會存在的。 

 

＊新生盃：每年學校給大一舉辦的比賽。 

＊小電盃：每年由電機系系學會為所有電機人所舉辦的比賽，這將是

個與學長姐交流的好機會唷！ 

＊北電盃：新竹以北大學的電機系都將參加這場比賽，藉由這場比賽

與其他學校之排球同好者互相切磋。淡大電機曾奪得北電

盃第三名！ 

＊大電盃：全台大專院校的電機系都會參加的比賽，藉此能遇到更多

更強的競爭對手，這正是見證我們實力的大好機會！淡大

電機於大前年奪得大電盃第四名！ 

＊校長盃：此為淡江大學校內系對系的比賽。電機系男排成立已久有

鞏固的制度與堅強的實力，相信大家的加入能將這份榮耀

傳承下去。去年奪得校長盃的冠軍!!! 

 

➢ 系羽：每周固定的練球及各式各樣的比賽外，此外我們還會跟

其他系的系羽交流切磋，增加自己的實戰經驗。 

＊新生盃：顧名思義就是給新生展露頭角的比賽，只有身為大一新

鮮人的你們才能參加。 

＊小電盃：小電盃是由我們電機系所舉辦的系內比賽。 

＊北電盃：北電盃是聚集所有北部各大學的電機系所舉辦的體育盛

事，在這裡可以遇到其他電機系的羽球好手。  

＊大電盃：大電盃不同於北電盃，大電盃是全台各電機系一同參與

的重大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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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住宿資訊 

    想必有很多學弟妹幻想著大學自由開放的生活吧！對於淡江的住宿方面的

問題讓我們一一回答。建議首要顧慮到人身安全與居住品質，是非常重要的喔！

以下提供一些建議給學弟妹參考喔~ 

    學校住宿方面分為三種：學校宿舍(男宿，女宿)、校外租屋及住家裡通勤，

各有其優缺點，可依照自己的需求及條件決定。 

一、學校宿舍 

(一)基本資訊 

 

 價錢 

(一學期) 

到校時間 

(步行) 

到校時間 

(機車) 

跟同學熟

悉速度 

管理員 每房人數 

男女宿 淡江校

園 

19250元 10~16分 4~5分  

較快 

 

有 

3~4人套房 

女宿 松濤館 12300元 在校內 4人雅房 

 

(二)學校宿舍收費標準 

項目 松濤館(女生宿舍) 淡江學園 

(男/女生宿舍) 一~三館 四館 

房型 4人雅房 2人雅房 3人套房 4人套房 3人套房 4人套房 

有陽台 無陽台 

住宿費/學期 12300元 25400元 24800元 30400元 29300元 19250元 

保證金/學年 2000元 4000元 1000元 5000元 

管理費  

0 

3000元/學期 

(24小時保全/接駁車

/網路) 

水電照錶收費 

水電費 

空調費 依電表度數，以冷氣儲值卡付費 電腦收費 

網路暨電話 

使用費 

639元/學期 0 

學生宿舍 

自治會費 

100元/學年 100元/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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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松濤館(女生宿舍) 淡江學園 

(男/女生宿舍) 一~三館 四館 

房型 4人雅房 2人雅房 3人套房 4人套房 3人套房 4人套房 

有陽台 無陽台 

備註 單人床板、書桌、衣櫃、共

用衛浴及公共洗區；設置 4

處小廚房，提供冰箱(3館

共 18台)、電鍋、微波爐及

電磁爐等共用。 

家庭式宿舍，每戶

含 3間套房(共容納

10人)，附高架

床、書桌、衣櫃、

客廳家具組、餐桌

椅、提供電冰箱、

微波爐、洗衣機脫

水機及晾衣陽台。 

單人床板、書桌、

衣櫃，電梯大樓每 2

層設 1交誼區，提

供 2台電冰箱、電

磁爐、微波爐等共

用。 

 

項目 松濤館五館(女生宿舍) 

A棟 B棟 C棟 

房型 2人套房 3人套房 4人套房 2人套房 4人套房  2人套房 4人套房 

住宿費/學期 29900元 29000元 26600元 31500元 27200元 32000元 27700元 

保證金/學年 1000元 

管理費 0 

水電費 

空調費 依電表度數，以冷氣儲值卡付費 

網路暨電話 

使用費 

639元/學期 

學生宿舍 

自治會費 

100元/學年 

備註 家庭式宿舍，每戶含 3間套房(共容納 9-10人)，附附高架床、書桌、衣櫃、

客廳家具組、餐桌椅、提供電冰箱、微波爐、電磁爐，五館 1樓設有洗衣區及

烘衣區。 

 

(三)宿舍床位安排及候補： 

1.床位安排：通常住輔組會將同一系同組的同學安排住在一起，這樣生活作

息較為相同，以後比較不會有問題。 

2.宿舍候補：未中籤之同學可於 8 月 23 日下午 14 時起至 8 月 28 日下午 4

時止於住宿輔導組網頁申請候補床位，詳細內容可留意住宿輔導組網頁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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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優缺點： 

⚫ 優點：能較快認識班上同學、上課方便、設備較齊全、停車方便、宿舍

生活機能良好、專人管理服務、安全問題不擔心 

⚫ 缺點：比較沒隱私、生活習慣容易有摩擦 

二、校外租屋 

(一)參考網站： 

⚫ 校外賃居服務網：http://163.13.223.167/res/index.html，校外租屋宣導 

⚫ 雲端租屋生活網：https://house.nfu.edu.tw/TKU，可依照需求條件搜尋

適合的租屋， 

(二)優缺點： 

⚫ 優點：擁有自己的空間、學習獨立自主管理 

⚫ 缺點：安全問題、環境問題、學校資訊不易掌握，會比較慢與同學熟悉 

(三)學校附近租屋的選擇與大概房價： 

※金雞母、巧克力社區、山水苑：在工學大樓後方，離電機系上課教室近 

 金雞母 巧克力 山水苑 

房租 1 年 6 萬元到 7 萬元

多 

1 年 5 到 6 萬元不等，

也有 1 年 10 萬元的大套

房跟家庭是 4 人 1 年 16

萬元 

皆兩人房，一人平均

約 1 年 5 到 6 萬元不

等，依套房大小 

優點 離學校很近，走路約兩三分鐘到工館 

缺點 由於設計關係，沒開

冷氣的話，感覺有些

悶熱 

套房有點小，因為是樓

中樓的關係，天花板較

矮，較有壓迫感 

房間跟房間之間，隔

音較差 

※大學城： 

房租 雅房一年三萬四至四萬六不等，套房一年四萬六以上 

優點 商家多吃東西方便，離學校商管較近 

缺點 商家多人也多，會有些吵雜，停車不方便 

※水源街： 

 水源街二段 水源街一段 

房租 雅房 1 年 3 萬元至 4 萬元左右 

套房一年 5 萬 5,000 元至 6 萬元

左右 

雅房 1 年 3 萬元至 3 萬 6,000 元不等 

套房 4 萬 5,000 元至 5 萬元不等 

優點 離學校近，附近商家多 環境空曠，空氣清新，居住品質佳 

http://163.13.223.167/res/index.html
https://house.nfu.edu.tw/T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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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屋齡較老，街道小，交通混亂 離學校有些距離，商家少 

※北新路： 

 寶樺江山 大旭地 

房租 八坪左右的大套房一年七萬以上 
四到六人的家庭是一年四萬以上 

一房一廳的套房一年八萬左右 

優點 
為新建的電梯大廈，居住環境品質佳，有管理員，設備多，有游泳池、

球場、健身房等… 

缺點 因為設備多且新穎，房租自然較其他地方高，還有管理費需繳交 

※大田寮： 

房租 雅房一年兩萬六至四萬多，套房一年四萬八到五萬六不等 

優點 商家多吃東西方便，離學校游泳館和操場較近 

缺點 商家多，會有些吵雜，尤其這一區有些店家有在賣宵夜 

三、住家裡通勤 

優點：花費少、有自我空間、親情維繫容易 

缺點：門禁時間、通勤時間、跟同學較晚熟 

 
P.S.更多學校住宿資訊以淡江住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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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周圍住宿地圖 

 

 
 

※交通資訊  

或許你現在對於淡江大學的切確位置還不了解，沒關係！我們幫大家準備了幾

種到學校的方法，給各位參考： 

火車：外縣市的學弟妹可以搭乘火車北上，建議直接搭到台北火車站下車再轉

搭捷運或公車 

客運：搭乘到台北車站的台北轉運站（京站），再走至台北火車站搭乘校車或捷

運 

公路：汽車走中山高速公路（一高），經過泰山收費站後，先經過五股交流道，

然後三重交流道，由重慶北路交流道下來台北市，下來後要注意標示，

走往士林、北投、淡水的路線，重慶北路一直走會經過一個橋，之後接

上承德路，然後一直開再接大度路，就可以一路到淡水了 

捷運：這是最方便且迅速的方法讓各位可從台北車站搭乘捷運淡水線（紅線）

直達淡水站，單程票價為 50 元，到達捷運站後可轉搭紅 27 或紅 28 到達

學校，公車站位於捷運站出口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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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台北市有直接到學校的公車可搭乘 

756 淡江大學-北門線 

 
308 淡江大學-捷運劍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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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車： 

 

一、學生專車時刻表實施日期： 

週一至週五行駛（國定假日、寒暑假、週六、週日停駛） 

(一)公館→淡大 

◎ 行駛路線：台大側門(新生南路)→龍安國小→台北校園→信義金山路口

→仁愛路口→濟南路口→(行駛新生高架路)→劍潭→淡水校園 

◎ 費用：三段票（悠遊卡或投現 45 元），以士林監理站及捷運竹圍站為分

段點。 

◎ 公館-→淡大(詳細路線資訊參考如下，打*為停靠站) 

*起站於台大側門(新生南路三段麥當勞正對面、原捐血車前方) 

*龍安國小公車站牌最後方(新生南路三段)→(新生南路二段→金華街左轉

→麗水街右轉→愛國東路左轉)*台北校園(金華街 199巷與愛國東路口郵筒

前→金山南路二段右轉)→*信義金山路口(→金山南路一段)→經*仁愛路二

段路口(→金山南路一段)→經*濟南路二段路口→(行駛新生高架路)→*劍

潭【中山北路(僅去程有停)→轉承德路(接承德路後與 756路線停靠站相

同)、大度路、竹圍、紅樹林) 】→*淡水校園(體育館後側大忠街公車站) 

◎ 搭乘參考：除台北校園於金華街 199 巷與愛國東路口之雙郵筒前搭車，

其餘如台大側門等處，可儘量站在公車前來方向之各站牌首支稍前方

處，招手才停。 

（二）淡大→公館 

編次 發車時間 終  點 注意事項 

1 17：10 公 館 搭車地點在行政大樓西側紅 28 旁上車，

沿學府路，不經捷運淡水站，經台北校園 

◎ 行駛路線： 淡水校園→劍潭→新生高架橋→濟南路口→仁愛路口→信義金山

路口→台北校園→龍安國小→公館 

◎ 費用：三段票（悠遊卡或投現 45 元），以關渡及劍潭為分段點。 

 

 

 

 

編次 發 車 時 間 起    點 備    註 

1 

06：30 新生南路 
台大校門左側 

原捐血車位置(近公車站) 

06：45 台北校園 經新生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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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相關公車訊息可參考，時刻表路線票價等以客運公司公告為主) 

二、指南客運 756 線「淡江大學─ 承德路 ─ 北門」： 

北門→塔城街→鄭州路→台北車站→承德路→大度路→關渡→竹圍→紅樹林→

淡水捷運站→大忠街→淡大總站 

（一）頭班與末班車：5:30 & 22:00 

（二）分段點： 

第一緩衝區：捷運竹圍站到大度立德路口 

第二緩衝區：士林監理站到明倫高中 

（三）發車間隔： 

尖峰時段：每隔 10-15 分鐘 

離峰時段：每隔 15-20 分鐘 

假日時段：每隔 20-30 分鐘 

※費用：3 段票（投現 45 元） 

三、指南客運紅 27 線每天有 200 車次從淡水捷運站接駁至淡水校園。 

四、服務電話：指南客運 淡大站 02-2623-8495。 

   【註】專車及客運均可使用悠遊卡或車上投現（建議使用悠遊卡）。 

五、另有淡水客運紅 28 線「淡水捷運站--淡江大學」班車(沿學府路由大門入校，可

使用悠遊卡)，淡水客運電話：02-2621-3340。 

六、指南、淡水客運網頁 http://www.csgroup-bus.com.tw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捷運接駁車指南客運紅 27「淡水捷運站--淡江大學(體育館後方)」與淡

水客運紅 28「淡水捷運站--淡江大學(行政大樓旁)」皆在淡水捷運站出

站後右側搭乘，紅 27 上下學尖峰時刻 3-5 分鐘一班次。 

(二)欲辦三重客運板淡線月票同學，需自行至三重客運網頁列印申請表格，

到商管大樓生輔組 B402 洽承辦人李吉祥先生蓋章再至客運公司申辦。 

(三)(提醒)雙北市 108.7.1 起搭乘客運(含學生專車)，上下車均需刷卡，否則

轉搭其他客運或捷運將沒有轉乘優惠，會影響自身權益。 

 
  

http://www.csgroup-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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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答 

Q1.電機系的學業重嗎? 

A1：大一就要開始努力，因為如果被當，之後會有修不到課的問題，大一基

礎要打穩，透過努力不懈的精神，電機系課業不會那麼可怕 !   

Q2.有問題可以找誰? 

A2：我們有家族制的家爸媽可以幫助你們，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問學長姐，我

們都會幫你們喔! 

Q3.電機系各組的差別?   

A3：大一時上的課都差不多，大二各班才開始有了專業領域課程的差別。 

Q4.成績單跟二一預警單大概什麼時候寄? 

A4：成績單大概都在暑假跟寒假開始三四個禮拜左右，二一預警單大概期中

考週後一個月後收到 

Q5.學校可以停機車跟汽車嗎?  

A5：平常可以將機車停在五虎崗或其他學校附近的機車位，或是一定要停在

白線內跟拔鑰匙，汽車的話平常只有假日學生才可以開入校園 

Q6.有辦聯誼嗎?  

A6：我們的系學會有跟其他系的活動，或是之後各班選出的公關自行舉辦。

可以多多參與系上舉辦的宿營、系烤，認識別系的朋友喔! 

Q7.大一新生開學前需要做哪些準備?  

A7：可以充實英文能力、複習微積分、或是接觸一些程式像是C++之類的 

Q8.容易被二一嗎? (連續二一制度) 

A8：基本上不要放棄自己就不會，教授說的考試重點注意聽，同學之間彼此

互相幫忙，有問題也可以問家爸媽!我們都會幫助你喔! 

Q9.迎新宿營主要目的為何?  

A9：在大學生涯中，建立人脈是很重要的，參加宿營就可以建立人脈，不僅

可以認識同系的同學，也可以認識其他系的朋友，甚至是學長姊，認識學

長姐會學到很多在大學中很珍貴的經驗喔! 

~~~P.S如果還有其他問題歡迎直接問學長姐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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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及網路資訊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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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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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網頁資源 

網頁名稱 內容及功能 連結網址 

淡江大學首頁 學校首頁，連結各單位 http://www.tku.edu.tw/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歷年成績、請假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學生網路選課系統 網路選課系統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課程查詢系統 當學期課程查詢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通識核心課程選填登記

系統 
通識選填 

http://www.ais.tku.edu.tw/cos_lot 

淡江大學電機系 重要公告、修課規定 http://www.ee.tku.edu.tw/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

統 
社團必修課程、認證 

https://reurl.cc/qdx0dq 

學生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學習護照 http://eportfolio.tku.edu.tw/ 

 

 

http://www.tku.edu.tw/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http://www.ais.tku.edu.tw/cos_lot
http://www.ee.tku.edu.tw/
http://eportfolio.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