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3介绍
E3代表工程，环境与新兴技术，是
工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及计算机
科学与统计学院之间的一种新型合
作。E3的理念是在保护自然世界，
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同时，也可以
保障经济活力。该倡议通过跨学科
视角处理STEM教育，以应对全球挑
战并改善我们地球的福祉。

E3会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学科）研究领域将爱尔兰置于
的前前沿位置，这些领域对未来的
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它将针对现
有和新技术领域就业的需求来培养
工程师和科学家，使毕业生具备引
领创建新企业的技能和素质，并使
爱尔兰在STEM学科毕业生质量方面
处于全球领先位置。

正在兴建的Martin Naughton E3教学
楼将位于我们历史悠久的校园内。
大楼占地面积七千三百平方米，大
楼的设计鼓励支持团体合作，创新
设计和项目式学习的新型教学模式
。Martin Naughton E3教学楼将扩大
工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计算机
科学与统计学院教学研究活动的规
模。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tcd.ie/e3 

www.tcd.i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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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本科学位课程

多学科E3本科学位课程
�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 计算机科学与地理学（联合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
� 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科学（与地理学/商学/语言学联合学位）
� 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
� 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与一门语言

工程学院
� 工程学（专业方向包括：生物工程/土木，结构与
环境工程/计算机工程/电子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机械与制造工程）

� 工程学与管理

自然科学学院
� 生物和生物医药科学方向（含十一个专业方向，其
中包括植物学，环境科学及动物学）

� 地理和地质学方向（地理学或地质学)

E3研究生学位课程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
�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含四个方向
- 增强与虚拟现实技术
- 数据科学
- 人工智能
- 物联网

� 交互式数字媒体（理学硕士）

工程学院
�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 生物工程（理学硕士）
� 工程学（环境工程/结构与岩土工程/交通工程/可持续
能源工程）（理学硕士）

� 电子信息工程（理学硕士）
� 音乐与媒体技术（哲学硕士）

自然科学学院
� 环境科学（理学硕士）
�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理学硕士）
� 发展实践研究（理学硕士）
� 环境历史（哲学硕士）
� 能源科学（理学硕士）

多学科E3研究生学位课程
� 智慧与可持续城市

www.tcd.i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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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学习E3本科或E3授课型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可以申请
相关奖学金。我们也鼓励国际学生在本国寻找其它
资助机会。

每份E3奖学金的价值在2，000欧元到5，000欧元之
间。有关E3奖学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tcd.ie/e3/education/scholarships/ 

就业与实习
在圣三一，我们致力让我们的学生为面对二十一世
纪不断变化充满挑战的职场做好准备。圣三一大学
的毕业生就业率和校友成绩在爱尔兰排名第一。我
们为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学习期间参与社会实
践，实习，工作体验或工作本位学习。学生还可以
通过全球交流，出国留学，全球实习，实验室实习
，及社区参与来学习。

www.tcd.i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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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领域就业机会
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在与工业界建立研究合作伙
伴方面成绩耀眼。在都柏林至全球有诸多企业为我
们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参与我们实习计划的公司
包括： Cisco, DemonWare, Microsoft, MasterCard, SIG,
Accenture, Google, Bloomberg,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SAP, Amazon, AOL, PWC, Intel等。

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研究本科课程（MSISS）是爱尔
兰所有本科课程中就业率最高的其中一个课程。我
们的许多毕业生在全球科技领域担任领导位置或是
发展飞速的知名初创企业，例如Iona Technologies,
Havok, Kore, Swrve, 等的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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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Research
Institute

Trinity
College
Dublin

Dublin
Innovation District
where the major tech
companies are based

Browse campus maps and directions to Trinity at:
www.tcd.ie/maps

Explore Trinity’s unique lively, traditional, urban
experience with a virtual tour.
www.tcd.ie/openday/postgraduate/virtual-tours/

工程与环境领域就业机会
圣三一大学在工程学科排名全球前120名 (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  我们工程学科的毕业生在计算机，航空航天，制药，医疗设备等
高科技行业担任领导职务，就业企业包括IBM, Intel, JP Morgan, PWC
等或者是工程公司比如 PRS Group, Arup and Jones Engineering等.  

工程专业本科学生在大四可以选择实习安排或国际交流。我们最近的
工程毕业生调查问卷表明学生有很高的就业能力。比如85%的工程学
硕士毕业生在毕业三个月内就业，大部分毕业生的年薪在35，000欧
元到60，000欧元之间。

自然科学学院的毕业生从事保护，资源管理，废物管理，环境研究，
环境保护，政策制定和环境教育方面的职业。我们最近的毕业生受雇
于比如：农业和渔业部门(Teagasc, BIM and Inland Fisheries Ireland)，
环境和野生动物服务机构 (EPA,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and various local authorities), 生物医
药行业和相关机构 (HSE) 以及国际环境与发展机构(FAO, IUCN,
WBCSD, 等).

申请与录取
关于所有课程信息和在线申请详情，请访问:
https://www.tcd.ie/study/apply/

联系我们
邮箱: e3.team@tcd.ie

与E3招生官预约一对一的咨询，商
讨您的学习计划: bit.ly/E3Trinity

Ire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