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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跨域專長申請書 

跨域專長名稱 

 (中文) 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 

 (英文)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主辦教學單位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主辦教學單位 

所屬學院 

理學院 

召集人 溫在弘 單位 / 職稱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參與教學單位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文學院 人類學系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生物產業

傳播暨發展學系 

承辦人 林慧宜 單位 / 職稱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教 

連絡電話 33665845 E-mail linhuiyi@ntu.edu.tw 

跨域專長簡介 

空間資訊科學是利用資訊科技的方式，擷取與感知環境資訊，故凡舉利用數

位攝影測量、衛星遙感探測、數值地形地圖或環境微型感測元件等方式，推

估自然資源或社會環境參數並分析其變化趨勢等，都屬於空間資訊科學的範

疇。然而，空間資訊科學橫跨不同傳統學科領域，並分別在這些學科領域快

速進展，例如，土木工程的測繪技術與資料蒐集方法、地理科學的空間分析

與區域治理決策、環境系統的政策規劃與資源分派等。有鑑於此，我們提出

「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跨域專長計畫，橫跨文、理、工及生農學院等相關

系所，共同規劃空間資訊領域課程，建構跨域專長的整合性課程架構，以期

提供台大同學能完整學習空間資訊科學領域的多元面向，包括從空間資訊的

蒐集方法、資訊繪製與分析實作能力，以及在自然資源與社會環境的綜合治

理議題應用等，預期未來畢業後能在社會上能結合各自科系的核心專業，發

揮跨領域專長特質。通過此跨域課程計畫的訓練，學生將同時具備洞察空間

問題、蒐集、分析與解讀空間資料，並應用於人文與自然資源、工程與環境

治理的空間議題，回應社會對於環境變遷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經109年10月22日                         理學院109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承辦人： 林慧宜       召集人： 溫在弘            主辦學院院長：吳俊傑 

 

中  華  民  國 110年 8月24日(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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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跨域專長計畫書 

 

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跨域專長 

壹、設置宗旨 

        空間資訊科學是利用資訊科技的方式，擷取與感知環境資訊，故凡舉利用數位攝影測量、衛星遙

感探測、數值地形地圖或環境微型感測元件等方式，推估自然資源或社會環境參數並分析其變化趨勢

等，都屬於空間資訊科學的範疇。由於電腦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得以大幅提高空間資料的蒐集效率與

資料品質，例如、無人機或全球定位系統等技術等，再進一步透過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測分析軟體，我

們能夠建立更細緻時空解析度的空間資訊。近年來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的進展，智慧化的空間分析

與演算技術，在智慧城市、都市治理與環境規劃上，都能提供更好的決策品質。 

        然而，空間資訊科學橫跨不同傳統學科領域，並分別在這些學科領域快速進展，例如，土木工程

的測繪技術與資料蒐集方法、地理科學的空間分析與區域治理決策、環境系統的政策規劃與資源分派

等。有鑑於此，我們將利用國立台灣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的特性，橫跨文、理、工及生農學院等相關

系所，共同規劃空間資訊領域課程，建構跨域專長的整合性課程架構，以期提供台大同學能完整學習

空間資訊科學領域的多元面向，包括從空間資訊的蒐集方法、資訊繪製與分析實作能力，以及在自然

資源與社會環境的綜合治理議題應用等，預期未來畢業後在社會上能結合各自科系的核心專業，發揮

跨領域專長特質。 

        綜合以上所述，「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旨在培養具備科學素養的核心專業，能夠整合不同來源與

尺度的空間資料、並具有空間資訊分析與環境治理應用能力的跨域人才。課程設計以地理資訊、測繪

方法與環境系統為專業核心課程，為訓練學生透過數理分析與環境洞察力，結合空間資訊相關學理知

識，建立學生能夠延伸自然環境與社會議題應用的跨域視野。通過此跨域課程計畫的訓練，學生將同

時具備洞察空間問題、蒐集、分析與解讀空間資料，並應用於人文與自然資源、工程與環境治理的空

間議題，回應社會對於環境變遷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貳、參與教學單位 

主辦單位：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所屬學院：理學院 

 

參與單位： 

理學院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文學院 人類學系 

生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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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跨域專長之課程架構 

說明 :  

1.針對跨域專長之培養，規劃完整之課程地圖 (課程架構)，其中應包括基礎課程、核心專業課程及

跨域專長課程等三個層級課程 (詳見下方圖表說明)。 

2.學生應先具備相關領域所需之ㄧ定程度專業知能，故教學單位進行第三層級跨域專長課程規劃

時，亦應考量可搭配相對應哪些學系的核心專業課程 (第二層級)，進而提出此跨域專長的三層級

課程架構，以呈現跨域專長養成之各階段學習目標與學生所需具備之能力。 

各層級課程說明:  

 

Level 1: 培養基礎能力與探索興趣 (大一)  至少6學分  

理、工、生農與電資學院開設「程式設計」相關課程、「統計學」相關課程 (含工程統計學)、微積分 

(三擇二) 

 

Level 2: 建立專業核心 (大二、大三) 至少9學分 

1.地理資訊 --  地圖與地理資訊、空間資訊、空間資料蒐集方法、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2.測繪技術 --  測量學一、測量實習、測量及空間資訊概論、攝影測量與電腦視覺之入門與應用、「遙測

學」相關課程 

3.環境系統 --  「水文學」相關課程、「生態學」相關課程、水資源工程、環境政策與管理、環境資源決

策分析 

  

Level 3: 學習跨域專長、學門專長 (大三、大四) 至少12學分  

(一)專業進階課程 

•基礎課程 : 

培養學生基本能力與建立學習態度，包括基礎學科課程、通識課程、中文

課程、寫作與溝通表達、資訊能力等等。  

•專長基礎 (概論) 課程： 

提供專長的基礎知識與能力，並引發學生問題探索與學習的動機。 

Level 1 

基礎課程 

(至少 6 學分) 

• 核心專業課程 : 

以學系專業課程為主，培養學生學習專業核心知識與技能的必備工具。 

Level 2 

核心專業課程 

(至少 9 學分) 

• 專業進階課程 :  

融入專業核心知識與技能，強化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且開始累積學生整

合與問題解決之經驗。 

• 總整課程 :  

提供學生深入整合、反思其於跨域專長課程所學之機會，教師亦可藉此

檢視專長課程規劃之成效、協助學生過渡到未來。 

Level 3 

跨域專長課程 

(至少 12 學分) 



4 

1.空間資料分析 -- 空間分析、環境變數之時空分析與繪圖、地理統計、空間資訊分析、城鄉環境實證

分析、環境資料計量方法、R語言應用於資料計算分析與視覺化、空間分析方法與應用、數值攝影測

量、空間資訊平差處理與分析、雷達遙測一 (至少擇二) 

2.跨域空間應用 -- 地理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統應用、遙測國土監測、智慧城市導論、都市與區域發

展決策分析、運輸地理學、地理資訊系統與全球糧食經濟視覺化分析、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地理

資訊系統與考古學、森林地理資訊系統、空間資訊與人工智慧、作業研究、都市運輸規劃 、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概論、網絡資料分析與模式、 社區營造與區域發展 (至少擇二)   

 

(二)總整課程 -- 學士論文、專題研究 (至少擇一)。 

 

肆、跨域專長應修課程與總學分數 

說明 :請詳細說明第三層級跨域專長課程之規劃，包括課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開課系所、授

課老師、課程內容規劃簡介等，並列出學生於修習第三層級課程前，應修畢之先修課程與學

分數，或者其他先備能力具備之條件。 

1.請詳述跨域專長認證條件 

(1)第三層級跨域專長課程修課規定，包括應取得多少必/選修學分 (總共至少 12學分)。 

(2)其他專長認證要求。 

2.跨域專長課程總學分數至少為 12學分，且以學士班三年級以上(課號 3 字頭以上)課程為原

則。 

3.跨域專長課程應為專業進階課程，亦得規劃總整課程，確實掌握且整合學生專業學習情

況，並協助學生將大學所學與未來生涯規劃接軌。 

4.建議單一學系開設課程學分數以不超過課程總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以利學生確實得以

修習不同學科領域之課程。 

5.教學單位應從第二層級核心專業課程中，挑選合適之課程做為跨域專長的先修課程。 

6.學生應依教學單位規定，修畢特定第二層級的核心專業課程及格，始得修習第三層級的跨

域專長課程，以確定學生對於該課程已具有足夠之先備知識。 

7.若學生能提出相關事實證明已具備先備知能，並經跨域專長主辦教學單位同意後，始得修

習跨域專長課程。 

8.限本校(台灣大學)開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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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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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跨域專長課程列表如下： 

Level 1: 培養基礎能力與探索興趣 (大一)  至少 6學分  

開設院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期 授課教師 跨域專長相關性 

理、工、生農與電資學

院  
「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3 下學期     

理、工、生農與電資學

院  
「統計學」相關課程  3 上、下學期     

理、工、生農與電資學

院  
微積分  3 上、下學期     

            

        

 Level 2: 建立專業核心 (大二、大三) 至少 9學分 

開設科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期 授課教師 跨域專長相關性 

地理系  地圖與地理資訊系統 3 下學期 郭巧玲 地理資訊 

生工系  空間資訊 3 下學期 余化龍 地理資訊 

地理系  空間資料蒐集方法 3 上學期 莊昀叡 地理資訊 

地理系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3 上學期 蔡博文 地理資訊 

土木所測量組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3 上學期 徐百輝 地理資訊 

土木系  測量學一 2 上學期 韓仁毓 測繪技術 

土木系  測量實習 1 上學期 徐百輝 測繪技術 

土木系  測量及空間資訊概論 3 下學期 徐百輝 測繪技術 

土木系 
 攝影測量與電腦視覺之

入門與應用 

3 下學期 李洢杰 測繪技術 

地理系  遙測學原理 3 上學期 黃倬英 
測繪技術-遙測學

相關課程 

土木系 遙感探測 3 下學期 徐百輝  
測繪技術-遙測學

相關課程 

森林環資系 遙感探測學 3 上學期 邱祈榮  
測繪技術-遙測學

相關課程 

土木系  水文學 3 上學期 游景雲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土木系  水文學 3 上學期 施上粟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森林環資系  坡地水文學 3 上學期 梁偉立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地理系  環境水文學及實習 3 下學期 黃誌川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生工系  水文學 3 下學期 張斐章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生工系  序率水文學 3 下學期 鄭克聲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生工系  應用地下水文學 3 下學期 許少瑜 

環境系統-水文學

相關課程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11610&class=&dpt_code=2080&ser_no=58513&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02%20214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6264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5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39960&class=&dpt_code=2080&ser_no=15872&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3850&class=&dpt_code=5218&ser_no=86725&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3850&class=&dpt_code=5218&ser_no=86725&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2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17010&class=01&dpt_code=5010&ser_no=20658&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3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27120&class=03&dpt_code=5010&ser_no=6528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2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3830&class=&dpt_code=5010&ser_no=28486&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2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9200&class=&dpt_code=5010&ser_no=7791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9200&class=&dpt_code=5010&ser_no=7791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77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26840&class=&dpt_code=2080&ser_no=62039&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2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6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32900&class=01&dpt_code=5010&ser_no=68630&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39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32900&class=02&dpt_code=5010&ser_no=50688&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70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880&class=&dpt_code=6050&ser_no=51069&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73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26710&class=&dpt_code=2080&ser_no=75831&semester=107-2&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02%2027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53330&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3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43428&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3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5160&class=&dpt_code=6020&ser_no=89527&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60


7 

森林環資系  森林生態水文學 3 下學期 中井太郎 

環境系統-水文學 

、生態學相關課

程 

地理系  環境生態學 3 上學期 李美慧 

環境系統-生態學

相關課程 

土木系  水資源工程 3 下學期 李天浩 環境系統 

生工系  水資源工程 3 下學期 許少瑜 環境系統 

環工所  環境政策與管理 2 下學期 李公哲 環境系統 

森林環資系  環境資源決策分析 3 下學期 鄭舒婷 環境系統 

      

       Level 3: 學習跨域專長、學門專長 (大三、大四) 至少 12學分  

      (一)、專業進階 

開設科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期 授課教師 跨域專長相關性 

人類系  空間分析 3 下學期 陳瑪玲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空間分析 3 下學期 溫在弘 空間資料分析 

生工系 
 環境變數之時空分析與

繪圖 

3 上學期 余化龍 空間資料分析 

生工系 地理統計 3 上學期 鄭克聲 空間資料分析 

生工系 空間資訊分析 3 下學期 
視開課系

所安排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所 城鄉環境實證分析 3 上學期 林楨家 空間資料分析 

生工系 環境資料計量方法 3 上學期 余化龍 空間資料分析 

生工系 
 R語言應用於資料計算

分析與視覺化 

3 上學期 鄭克聲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空間分析方法與應用 3 下學期 溫在弘 空間資料分析 

土木系  數值攝影測量 3 上學期 趙鍵哲 空間資料分析 

土木系 
 空間資訊平差處理與分

析 

3 上學期 韓仁毓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網絡資料分析與模式 3 上學期 溫在弘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時空資料視覺化 3 上學期 溫在弘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合成孔徑雷達干涉原理

和應用 
3 上學期 胡植慶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雷達遙測一 3 下學期 莊昀叡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空間計量經濟學 3 下學期 敖超麗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系 
無人機測繪製圖與影像

判釋 
3 下學期 詹鈞評 空間資料分析 

地理所  地理資訊系統 3 上學期 蔡博文 跨域空間應用 

環工所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3 上學期 闕蓓德 跨域空間應用 

地理系  遙測國土監測 3 下學期 

朱子豪 

(110.8 

退休) 

跨域空間應用 

地理所  智慧城市導論 3 上學期 孫志鴻 跨域空間應用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2170&class=&dpt_code=6050&ser_no=48747&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8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39500&class=&dpt_code=2080&ser_no=47566&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5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9000&class=&dpt_code=5010&ser_no=41379&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08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02%20280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29497&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6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41%20M0460&class=&dpt_code=5410&ser_no=6132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4103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2100&class=&dpt_code=6050&ser_no=78997&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8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5%20U2000&class=&dpt_code=1050&ser_no=5854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10504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8%2026830&class=&dpt_code=2080&ser_no=6217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41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34602&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41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34602&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5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4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52549&semester=106-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3950&class=&dpt_code=2280&ser_no=53935&semester=107-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5090&class=&dpt_code=6020&ser_no=8952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5090&class=&dpt_code=6020&ser_no=8952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39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0660&class=&dpt_code=2080&ser_no=50227&semester=106-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6410&class=&dpt_code=5010&ser_no=8210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1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7410&class=&dpt_code=5218&ser_no=8191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7410&class=&dpt_code=5218&ser_no=8191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30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5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500&class=&dpt_code=2080&ser_no=34956&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8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6600&class=&dpt_code=2280&ser_no=8640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4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41%20M0410&class=&dpt_code=5410&ser_no=14661&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4103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520&class=&dpt_code=2080&ser_no=7836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3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3960&class=&dpt_code=2280&ser_no=34525&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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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地理所 
 都市與區域發展決策分

析 

3 下學期 林楨家 跨域空間應用 

地理系  運輸地理學 3 上學期 林楨家 跨域空間應用 

地理系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概論 
3 下學期 

蔡博文 

(110.8 

退休) 

跨域空間應用 

地理系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3 上學期 郭巧玲 跨域空間應用 

人類系  地理資訊系統與考古學 3 下學期 吳牧錞 跨域空間應用 

森林環資系  森林地理資訊系統 3 下學期 邱祈榮 跨域空間應用 

森林環資系  空間資訊與人工智慧 3 上學期 邱祈榮 跨域空間應用 

土木系  作業研究 3 上學期 陳柏華 跨域空間應用 

土木系  都市運輸規劃 3 上學期 許聿廷 跨域空間應用 

土木系 地理資訊系統與防災 3 上學期 蘇文瑞 跨域空間應用 

土木系 
VR/AR實境技術之原理

及土木工程之應用 
3 上學期 李洢杰 跨域空間應用 

生傳發展系  社區營造與區域發展 3 上學期 彭立沛 跨域空間應用 

生傳發展系 
 地理資訊系統與全球糧

食經濟視覺化分析 
3 上學期 王驥懋 跨域空間應用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資源管理應用地理資訊

系統 
3 上學期 鄭佳昆 跨域空間應用 

理學院氣候變遷與永續

發展國際學位學程 

氣候變遷與 GIS時空分

析 
3 下學期 鍾明光 跨域空間應用 

地質所 
 GNSS在地表變形研究

之應用 
3 上學期 

許雅儒、 

王昱 
跨域空間應用 

地質系  電腦在地質上的應用 3 上學期 王昱 跨域空間應用 

       (二)、總整課程 -- 學士論文、專題研究 (至少擇一) 

開設科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期 授課教師 跨域專長相關性 

參與教學單位 學士論文 1~4 
上學期、下

學期 
各系教師 

報告實作，結合

此跨領域專長所

學。 

參與教學單位 專題研究 1~4 
上學期、下

學期 
各系教師 

報告實作，結合

此跨領域專長所

學。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2710&class=&dpt_code=2280&ser_no=25362&semester=106-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2710&class=&dpt_code=2280&ser_no=25362&semester=106-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410&class=&dpt_code=2080&ser_no=1889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070&class=&dpt_code=2080&ser_no=42133&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070&class=&dpt_code=2080&ser_no=42133&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4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3290&class=&dpt_code=2080&ser_no=75359&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5%20U3100&class=&dpt_code=1050&ser_no=4929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10507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190&class=&dpt_code=6050&ser_no=62285&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2140&class=&dpt_code=6050&ser_no=36467&semester=107-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0690&class=&dpt_code=5010&ser_no=49426&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47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1550&class=&dpt_code=5010&ser_no=87179&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5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94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77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51030&class=&dpt_code=6100&ser_no=7787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1003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61010&class=&dpt_code=6100&ser_no=1334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61010&class=&dpt_code=6100&ser_no=1334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10049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8%20U1890&class=&dpt_code=6080&ser_no=3823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8%20U1890&class=&dpt_code=6080&ser_no=3823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8063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4700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4%20U2800&class=&dpt_code=2240&ser_no=10168&semester=110-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4%20U2800&class=&dpt_code=2240&ser_no=10168&semester=110-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90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87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4%2024000&class=&dpt_code=2040&ser_no=5616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87


9 

伍、授課師資 ( 跨域專長師資資訊) 

專任/

兼任 
系所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兼任 地理系 教授 朱子豪 

美國堪州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 

遙測影像處理與誤差

分析、空間知識管理

於環境管理及地方發

展之應用、空間知識

管理於觀光遊憩之應

用 

遙測國土監測 

專任 地理系 教授 林楨家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

研究所博士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

輸 、建成環境與兒童

發展、建成環境與健

康 

城鄉環境實證分

析、 都市與區域

發展決策分析、  

運輸地理學 

兼任 地理系 教授 孫志鴻 

美國喬治亞大學地理學

系博士 

災害管理、流域綜合

治理、永續發展、空

間決策支援系統 

智慧城市導論 

專任 地理系 教授 溫在弘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學系博士  

空間流行病學、空間

分析、地理計算科學 

空間分析、空間

分析方法與應用 

、網絡資料分析

與模式 

兼任 地理系 教授 蔡博文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

統、 自願地理資訊、

原住民與社區研究 

地理資訊系統、  

公眾參與地理資

訊系統概論 

專任 地理系 助理教授 莊昀叡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地質

科系博士 

地形演育、地表作

用、地殼變形、測量

與空間資訊技術應

用、自然災害與防災

應用、國土監測 

雷達遙測一 

合聘 地理系 助理教授 郭巧玲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

間資訊學系 

地理資訊系統, 開放式

地理資訊系統, 資料語

意, 知識本體與整合, 

巨量地理空間資料 

地圖與地理資訊

系統、 網際網路

地理資訊系統 

專任 人類系 教授 陳瑪玲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人類學博士 

考古學理論、空間分

析、社會體系、史前

陶器風格與成份分

析、聚落型態 

空間分析 

專任 人類系 助理教授 吳牧錞 

英國牛津大學考古學博

士 

空間資訊系統、地景

考古學、社會考古

學、電子考古學、聚

落型態、空間分析 

地理資訊系統與

考古學 

專任 土木系 教授 韓仁毓 

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

學院博士 

衛星大地測量、變形

分析、動態坐標參考

系、測量網平差與分

析 

空間資訊平差處

理與分析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3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U2520&class=&dpt_code=2080&ser_no=7836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3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3960&class=&dpt_code=2280&ser_no=34525&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6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4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6600&class=&dpt_code=2280&ser_no=8640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6600&class=&dpt_code=2280&ser_no=8640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8%20M6600&class=&dpt_code=2280&ser_no=8640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807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10504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5%20U2000&class=&dpt_code=1050&ser_no=5854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10507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5%20U3100&class=&dpt_code=1050&ser_no=4929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125%20U3100&class=&dpt_code=1050&ser_no=49291&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3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17010&class=01&dpt_code=5010&ser_no=20658&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01%2017010&class=01&dpt_code=5010&ser_no=20658&semester=108-1&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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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土木系 副教授 陳柏華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

校土木與環境工程博士 

最佳化模式與演算

法、災難運輸規劃、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在交通運輸之應用 

作業研究 

專任 土木系 副教授 趙鍵哲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

士 

攝影測量、誤差理

論、空間資料獲取與

分析 

數值攝影測量 

專任 土木系 助理教授 徐百輝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

學系 博士 

遙感探測、小波理

論、地理資訊系統、

災害監測與管理 

遙感探測 

專任 土木系 助理教授 許聿廷 

美國普度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博士 

運輸規劃、運輸系統

分析、旅行者行為、

交通路網分析 

都市運輸規劃 

專任 生工系 教授 余化龍 

美國北卡大學教堂山分

校環境科學及工程博士 

序率分析及時空地理

統計、環境模式、地

理資訊系統、環境風

險評估 

環境變數之時空

分析與繪圖、環

境資料計量方法 

專任 生工系 教授 鄭克聲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農業

及生物工程學系博士 

時空歷程模擬遙測在

水文及水資源之應

用、區域化變數理論

－克利金推估、隨機

變域之序率模擬、觀

測站網設計 

  

R語言應用於資

料計算分析與視

覺化、地理統計 

專任 環工所 教授 闕蓓德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博士 

環境資訊管理與決策

分析、廢棄物管理與

工程設計 

地理資訊系統應

用 

專任 

森林環

境暨資

源學系 

副教授 邱祈榮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森林科學博士 

自然資源調查與監

測、自然資源經營與

管理、空間資訊應

用、資源分析技術、

氣候變遷生態衝擊評

估與教育推廣 

森林地理資訊系

統、 空間資訊與

人工智慧、遙感

探測學 

專任 

生物產

業傳播

暨發展

學系 

副教授  彭立沛 
日本東京大學工學系研

究科都市工學専攻博士 

社區研究、農村發展

與規劃、區域治理、

環境與資源管理 

社區營造與區域

發展  

專任 

生物產

業傳播

暨發展

學系 

助理教授 王驥懋 
英國亞伯里斯威斯大學

地理及地球科學 博士 

鄉村社會學、鄉村發

展、農業科技與社

會、全球農糧生產網

絡 

地理資訊系統與

全球糧食經濟視

覺化分析 

專任 

園藝暨

景觀學

系 

副教授 鄭佳昆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游

憩、公園與觀光科學博

士 

環境行為分析與預

測、人文層面景觀資

源、景觀資訊科技、

資源永續利用規劃設

計、景觀意象及美學 

資源管理應用地

理資訊系統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47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U0690&class=&dpt_code=5010&ser_no=49426&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1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6410&class=&dpt_code=5010&ser_no=82107&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2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5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21%20M1550&class=&dpt_code=5010&ser_no=87179&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5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02%20214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6264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02%20214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62642&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203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43428&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43428&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43428&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2%20U3600&class=&dpt_code=6020&ser_no=43428&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4103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41%20M0410&class=&dpt_code=5410&ser_no=14661&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541%20M0410&class=&dpt_code=5410&ser_no=14661&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190&class=&dpt_code=6050&ser_no=62285&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190&class=&dpt_code=6050&ser_no=62285&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190&class=&dpt_code=6050&ser_no=62285&semester=108-2&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1004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61010&class=&dpt_code=6100&ser_no=1334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61010&class=&dpt_code=6100&ser_no=1334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10%2061010&class=&dpt_code=6100&ser_no=13344&semester=108-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8063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8%20U1890&class=&dpt_code=6080&ser_no=3823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8%20U1890&class=&dpt_code=6080&ser_no=38233&semester=109-1&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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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地質系 助理教授 王昱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地質

與行星科學系 博士 

地震地質學、古地震

學、新構造運動、遙

感測量 

電腦在地質上的

應用 

兼任 土木系 助理教授 李洢杰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

士 

虛擬實境(VR) 、擴增

實境(AR) 、攝影測

量、電腦視覺、

LiDAR、遙感探測 

VR/AR實境技術

之原理及土木工

程之應用 

合聘  土木系 副教授 蘇文瑞 中央大學土木系博士 

災害管理資訊分析、

空間資訊視覺化決策

支援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與

防災 

合聘 

理學院

氣候變

遷與永

續發展

國際學

位學程 

博士後 

研究人員 
鍾明光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研究所博士 

參與式環境規劃與經

營管理、地理資訊科

學與社會、智慧城市

治理、社區營造與發

展 

氣候變遷與 GIS

時空分析 

合聘 地質系 
教授 

許雅儒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物理

研究所 博士 

大地測量學、斷層力

學、地球物理學 

GNSS在地表變

形研究之應用 

陸、修畢學生之資格審核程序 

學生修習之跨域專長科目成績及格，且符合本跨域專長規定資格者，得於修業期間向該地理系辦

申請專長資格審核，至遲於應屆畢業當學年，第一學期應於十月底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三月底

前提出。學生依規定修畢三階段學分後，經過地理系辦及教務處審核，得於學位證書、歷年成績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專業。 

柒、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主辦單位每年將會認列 Level 2、Level 3的新增課程，並公告之 

109~110學年度認列專業進階課程（新增/異動） 

「空間資料分析」類：共5門課程 

空間計量經濟學（Geog5125 ） 

網絡資料分析與模式（Geog5076）[從「跨域空間應用」移到「空間資料分析」] 

時空資料視覺化（Geog5127） 

無人機測繪製圖與影像判釋（Geog5126） 

合成孔徑雷達干涉原理和應用（Geo5146）  

 

「跨域空間應用」類：共 6門課程 

氣候變遷與 GIS時空分析（IPCS5034） 

資源管理應用地理資訊系統（HORT5054）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87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4%2024000&class=&dpt_code=2040&ser_no=5616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04%2024000&class=&dpt_code=2040&ser_no=56163&semester=109-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501194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47005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204090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4%20U2800&class=&dpt_code=2240&ser_no=10168&semester=110-1&lang=CH
https://nol2.aca.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224%20U2800&class=&dpt_code=2240&ser_no=10168&semester=110-1&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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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與防災（CIE5144） 

VR/AR實境技術之原理及土木工程之應用（CIE5129） 

GNSS在地表變形之應用 （Geo5142）  

電腦在地質上的應用（Geo3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