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學位學程

氣候變遷與永續

發展國際碩士及

博士學位學程

隸屬理學院：8個系所，7個中心，1個碩博士學程

系所

數學系暨研究所

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化學系暨研究所

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海洋研究所

研究中心

貴重儀器中心

全球變遷研究中心

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

颱風研究中心

臺大理論科學中心

身體、心靈與文化
整合影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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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系成立，隸屬於
理學院：分為地理學組
與氣象學組。

氣象學組獨立設系
，地理學組改為
地理學系。

成立碩士班

成立博士班

更改系名為地理環境
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1955

2000

1972

1981

1989

系所簡史

增設碩士
在職專班

1999

系館搬遷

2003



教育卓越

研究卓越

關懷社會

地理學 永續科學

發
展
目
標

❖立足地理，結合跨領域知能，培養環境議題領導人才

❖深耕本土議題，發展國際影響力，建立亞太地區學術重鎮

❖貢獻專業知能，建立產官學研交流平台，致力國土永續發展

經濟全球化
全球經濟整合

土地利用與覆蓋變遷
及國土監測

全球化、社會變遷與
產業轉型之空間研究

人類安全、賦權與
永續發展

定
位

研
究
定
位

資源能源短缺
全球環境變遷



什麼是地理學?

維梅爾，《地理學家》，1668

顯示17世紀的科學家對於
瞭解世界的渴望!

『離地無人，離人無事，論人事者，自地理始』
吉田松蔭

區域研究：

釐清區域特色，並比較異同。

人地關係：

探討自然現象與人相互的影響。

空間分析：

研究事、物的分布。

地球科學：

以自然科學角度探索地球。



(2012)

(2013)

(2014)



❖ 現有的師生組成

❖大學部入學的學測標準

❖國際排名與國際學術參與

❖大學部課程設計與英語授課

❖學士班跨域專長、領域專長

❖國際交換生計劃與獎助學金

❖升學與就業的職涯發展

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師(24)：
專仼15 、合聘1、兼任8

行政人員(6)：
助教、工友、組員、技士

研究人員(30)：
博士後、專任助理

學生(213)：
大學139、碩士 61、博士 13

系所成員(2021)



碩士班：22名

博士班：4名

大學部：37名

每學年招收人數與入學標準

• 甄試入學: 10名

• 考試入學:12名

• 一般生: 2名

• 在職生: 2名

• 考試分發: 18名

• 推薦申請: 16名

• 繁星計畫: 3名

推薦申請 (一般生) 學測總級分:

103: 71-74 ； 104: 67-72

105: 68-75 ； 106: 68-73

107: 66-73



國際排名(2019)

NTU Geography is ranked as 

Top 10 Geography 

Departments in Asia



國際排名(2020)

NTU Geography is ranked as 

Top 10 Geography 

Departments in Asia



整合課程

必修課程

區域地理 環境資源保育經理及實習

自然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通論
•地形學及實習
•氣候學及實習
•自然地理調查方法

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通論
•城鄉、區域與發展
•文化、社會與自然
•人文地理調查方法

地理資訊科學

•地圖與地理資訊系統
•遙測學原理
•空間分析
•空間資料蒐集方法

大學部課程架構 (106學年度開始實施)

微積分基礎課程 統計學

專業課程

程式設計



研究所選修
課程

全英語授課的必(選)修課程

論文研究與寫作
Dissertation Research 

and Writing

人口與社會地理
Population and 

Social Geography

自然地理學

選修高等自然地理調查方法
Advanced Investigation 

Methods in Physical 

Geography

選修自然地理專題與海外實習
Special Topics and Research in 

Physical Geography

選修世界地理海外實習
World Geography Overseas 

Fieldwork

人文地理學

大一必修人文地理學通論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大二必修文化、社會與自然
Culture, Society, and Nature

選修都市生態、食物與農業
Urban ecology, food, and 

agriculture

地理資訊科學

大二必修
遙測學原理
Principles of 

Remote Sensing

選修
時空資料視覺化
Spatiotemporal 

Data Visualization

大學部課程架構 (106學年度開始實施)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都市社會生態系專題討論
Seminar on Urban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台大未來的教與學 (110學年度變革方向)

落實教學創新-以學生為本的教與學







❖ 修畢學生之資格審核程序

❖ 地理系辦及教務處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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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社會科學院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畢業證書為例

學士班跨域專長「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





雙輔系 vs.學分學程 vs.教育學程 vs.跨域專長

制度 雙主修/輔系 學分學程 教育學程 跨域專長

申請時
間

約6月中旬至6月底 約7月底至8月底
約5月開始報名
報名前會有說明

會

⚫ 第一學期：
應於10月底前
提出

⚫ 第二學期：
應於3月底前提
出

(實際時間依當年度公布為主)

申請方
式

上網登記
無須再填寫書面申請

書

上網登記+
書面申請書及成

績單

向師培中心
報名甄選

書面申請書及成績
單

證書方
式

⚫ 雙主修：
本系所與加修系所
並列學位證書

⚫ 輔系：
學位證書加註輔系
名稱

核發學程證明
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於學位證書、成績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加註跨域專長名稱

http://reg227.aca.ntu.edu.tw/TMD/stuquery/
https://ifsel3.aca.ntu.edu.tw/cou_stu/index.php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exam/exam.htm


❖ 強調實務的跨域學習，彌補產學落差。以各系現有核心課程爲主幹，結合其它

系所的相關課程。培養跨域專長。

❖ 三個層級：Level 1 (大一)、Level 2 (大二、三)、Level 3 (大三、四)。

❖ 協助探索志趣、提供修課規劃、促進跨領域學習、幫助就業發展。

❖ 主辦單位：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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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鍵應用:無人機&全球定位系統技術、地理資訊系統、遙測分析、空間資訊、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空間分析與演算法，智慧城市、都市治理與環境

規劃

學士班跨域專長「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



學士班跨域專長「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



學士班跨域專長「空間資訊科技與應用」



領域專長「地理數據科學」 (110學年度開始實施)



台大國際化目標



國際交流&校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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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英文名稱 合作合約 生效年度

瑞典隆德大學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校級姐妹校合約
雙學位學術交流條約

2006年-迄今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校級姐妹校合約
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2006年-迄今

俄羅斯遠東科學研究院

Pacific Geographical Institute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IG, FEBRAS),Russia)

系級合約(學術合作備忘錄MOU) 2011年-迄今

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a 校級姐妹校合約、交換學生來訪 2012年-迄今

日本金澤大學 Kanazawa University, Japan 校級姐妹校合約、系所雙邊課程 2012年-迄今

日本富山大學 University of Toyama, Japan 校級姐妹校合約、系所雙邊課程 2012年-迄今

慶熙大學科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s,Kyung Hee
University

系級合約(學術合作備忘錄MOU-
交換教授&交換學生)

2013年-迄今

泰國施納卡寧威洛大學
地理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系級合約(學術合作備忘錄MOU-
交換教授&交換學生)

2013年-迄今

首爾國立大學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校級姐妹校+系級合約(學術合作
備忘錄MOU-交換教授&交換學生)

2013年-迄今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The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校級姐妹校+系級合約(學術合作
備忘錄MOU-交換教授&交換學生)

2015年-迄今

奧地利維也納自然資源及
應用生命科學大學

Un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s, Vienna (BOKU)

系級合約(學術合作備忘錄MOU-
交換教授&交換學生

2017年生效

台大地理系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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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域科學國際研討會
• Imagined economy, assembled 

sovereignty, mobile border and 

experimental territoriality in East Asian 

EXCEPTIONAL SPACES

• NEOLIBERALISM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 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ECONOMY nexus in East Asia

• the geo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ISE

The 3rd Workshop of

the GEO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ISM

EARCAG-GPE WORKSHOP 2017

Sponsor and Organizer: 

East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in Alternative Geography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Center for Asian Cit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 Center

Local Organiz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KEYNOTE SPEAKERS

John AGNEW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Patrick NEVELLING

Development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Chih-Yu SHIH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305,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29-12/1 TAIPEI

https://goo.gl/zZRFTf

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台奧雙邊國際研討會

台灣地質公園國際研討會

東亞發展地緣政治經濟研討會



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2018 自然地理專題與海外實習
韓國濟州島

2017 與日本九州大學地球惑星科學系
進行雙邊合作課程



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2019 世界地形學：歐洲考察計畫 Global Geomorphology & Lab 

走訪國家：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城市：巴黎、日內瓦、伯恩、
漢堡&柏林、維也納



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2019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W)來訪台大地理系雙邊課程: 都市生態、食物與農業

Urban ecology, food, and agriculture



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2017、2019年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來訪上課、在台灣野外實習



❖ 2008: South Pacific region 南太平洋實習

❖ 2008: Northern Kyushu, Japan 日本北九州實習

❖ 2009: Marshall Islands 馬紹爾群島實習

❖ 2010: Swaziland 史瓦濟蘭實習

❖ 2011: Saint Lucia 聖露西亞實習

❖ 2012: Germany 德國實習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地理系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 2012: Japan 日本金澤、富山實習(日本金澤大學、富山大學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 2013: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德國、瑞士實習

❖ 2013:South Korea 南韓首爾大學地理系及地理教育系考察

❖ 2014: Germany 德國實習(柏林自由大學、漢堡大學與瑞士洛桑大學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 2015: France 法國實習(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漢堡大學&法國雷恩大學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2015: Japan 日本實習(日本金澤大學地理系交換實驗合作課程)

❖ 2016: Beijing and Xian, China 北京、西安實習

❖ 2017: Kyushu, Japan 日本九州實習

❖ 2018: Jeju, Korea 韓國濟州島實習

❖ 2019: Germany, Switzerland, France, and Austria 德國、瑞士、法國、奧地利實習

❖ 2019: USA 美國實習

❖ 2019: Shikoku and Kyoto, Japan 日本四國與京都實習

❖ Forthcoming: Southern California, Hawaii, Montana, USA

❖ 預計進行：南加州、夏威夷、蒙大拿實習

歷年海外實習考察







系、院、校獎助學金

❖ 張為仁獎學金:每學年獎勵本系服務成績優良的大四學生2名
，每名新臺幣壹萬元整。

❖ 正泓拔尖紮根發展基金獎助辦法

❖ 臺大校內外各類獎學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國際化資源: 臺大與全球超過148所學校建立交換學生計畫

❖ 交換學生獎學金

❖ 國立臺灣大學清寒交換學生助學金

❖ 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

❖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

❖ 德國、日本、香港交換學校獎學金(姊妹校提供獎學金)

❖ 理學院國際交流獎學金

http://www.geog.ntu.edu.tw/index.php/tw/intro/law?id=2591


國際交流獎學金 (2019-2021年有12位出國)

校級交換生：
❖ 江同學-大四-校級交換生-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2019/09/01 – 2020/01/30)

❖ 曾同學-大四-校級交換生-德國烏爾姆大學 (2019/10/01 - 2020/03/23)

❖ 黃同學-大四-校級交換生-瑞典烏普薩拉大學 (2019/09/01 – 2020/03/18)

❖ 楊同學-大四-校級交換生-日本東京學藝大學 (2019/10/01 - 2020/07/30)

❖ 陳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 (2019/10/01 –
2020/04/04)

❖ 沈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土耳其海峽大學 (2019/10/01 – 2020/06/30)

❖ 潘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中國武漢大學 (2019/09/01 – 2020/01/30)

❖ 李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卡爾斯魯爾理工學院 (2020/10/01)

❖ 陳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北海道大學 (2021/10/01)

❖ 黃同學-大二-校級交換生-烏特列茲大學 (2021/10/01)

院級交換生：
❖ 曾同學-大四-院級交換生-日本大阪大學 Maple 計畫

(2018/10/01 - 2019/07/30)

❖ 李同學-大四-院級交換生-日本大阪大學 Maple 計畫
(2019/10/01 - 2020/07/30)



39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受獎人

（或單位）
獎勵期間

世界教學創新大賽 VR/AR組第三名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與
QS

許曉平 2017

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教育部 黃筱涵等 2019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科技部 賴峻祥、曹善閔
、游博翔 2019

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佳作 理律文教基金會 吳宜芷等 2020

<參與社會公益>堉璘獎學金 國立台灣大學 黃筱涵 2020

「大眾運輸運量變化之影響政策及未來
建議」

獎勵研究案「優等獎」

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 廖章鈞 2020

2020 「U20國際青年論壇」以「Green 
Campus綠色校園環保計畫」獲減塑減

廢組第一名

天下雜誌 黃筱涵 2020

學生榮獲研究及競賽獎項-參與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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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受獎人

（或單位）
獎勵期間

台大第一屆學士班學生論文獎-院長獎 國立台灣大學 陳郁婷 2017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科技部 吳家禎 2017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 教育部
林亞嫻、李依倢、

陳冠榮
2019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科技部
賴峻祥、曹善閔、

游博翔
2019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跨國培育計畫 教育部 游博翔 2020

學士論文院長獎 國立台灣大學 林豊傑、陳冠榮 2020

學生榮獲研究及競賽獎項-研究創新



畢業生流向(學士班) 2016～2020

<升學領域多元>

政治研究
環境工程
生態演化

地政

設計

法律

物理

天文

海洋研究

人類學

人工智慧 (AI)

升學

40%

就業

60%

升學 就業



畢業生流向(碩士班) 2016～2020

<升學領域>

地理

都市規劃

生態
生命科學

升學

14%

就業

86%

升學 就業

<就業領域>

企業: GIS資通訊科技，環境顧問公司，
技術研發工程，城鄉規劃顧問，大數據
分析，電商資料分析，產品管理，國際
教育機構，研究助理及海外工作。

政府/公營機構:測量製圖、環保行政、
海關關務、技士、規劃師

地理教育:國高中地理教師、補教教師



畢業生流向(博士班) 2010～2020

大學教職

35%

博士後、研究員

35%

企業界、

NGO、其他

30%

大學教職 博士後、研究員 企業界、NGO、其他



畢業生流向調查(大學畢業後5年)

資料來源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歷屆大學部畢業生就業概況

資料來源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歷屆台大地理系大學部畢業生的薪資分布

資料來源畢業生問卷調查

平均月薪:萬 (元)

薪資中位數 34,000 46,000 49,000



歡迎加入地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