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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任主管專訪與介紹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2 日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工程博士、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電機工程碩士、淡江大學電子工程學士
經歷：
印度Amity University榮譽教授、中華民國人工智慧學
會常務理事、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淡江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日本会津大學客席研究員

（攝影／蔡晉宇）

工學院院長許輝煌 盼激發潛藏學術能量
　【記者蔡晉宇專訪】新任工學院院長、資工
系教授許輝煌談起新職務，「雖然感到誠惶誠
恐，但會帶著一顆勇於面對挑戰的心情、全力
以赴，並帶領同仁創新、持續進步！」言談
間，充分表露穩重且積極的性格。
　這「穩重積極」，一方面是許輝煌過去曾擔
任4年資工系主任，熟稔行政作業；另一方面
又得肩負起教學使命，背後還有來自課程調整
的壓力。處理庶務向來直來直往的他，佩服前
任院長何啟東的典範成就，不但屢聞院內學生
獲獎，教師在國際研究論文的質量表現更是名
列前茅。許輝煌期許自我，以現況為基礎，除
了持續凝聚同仁向心力，更盼將過往個人經驗
轉化成動力，鼓勵師生參與學術研究計畫，提
升國際學術影響力。
　談起工作重點，許輝煌說，工學院身為教學
單位之一，理應積極思考教學品質再精進，
「唯有好的教學品質，賦予學生適切的競爭優
勢，才能讓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勇闖職涯。目前
規劃結合學教中心資源，擴大推廣學教翻轉、
社群經驗分享等新型態互動方式，讓授課內容
與時俱進，期待學生學習貼近業界需求。」除
了課程調整，產學合作亦是重要一環，他進一
步說明，「將整合現有產學合作經驗的教師來
分享產官學對話，希望透過團隊合作力量，成
功搭起產學合作的橋梁。」
　對於新職務的挑戰，許輝煌坦言，「受少子
化衝擊，招生會是一大挑戰，尤其是研究所的
生源。」因應大環境趨勢，將著手製作中、

英文宣傳手冊，嘗試結合院內8系力量，在師
生出訪海外之餘，能一同行銷淡江，讓外籍
生認識本校工學院，且有多樣化的選擇。為
此，許輝煌還是強調教學的重要性，「若淡
江的學生在校期間皆能獲得專業加值，畢業
後有好的發展，自然能在社會樹立起好
口碑，勢必有助於招生，形成良性循
環。」
　為激發工學院最大功能與價值，許
輝煌表示，將在職務內容、人力運用
上做更有效率的配置，以期有足夠心
力去精進教學品質、調整課程設計，
以及爭取更多產學合作資源。許輝煌
本著教學使命，衷心期盼院內教職員
在教學與行政工作上發光發熱，這也
是他想讓組織發揮最大效力的思維。

（攝影／蔡晉宇）

著導生班級，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逐步練就扎實的基本功，乃至於出社
會後有好的發展，成長都是有跡可循的，使我有相當大的成就感。」
不僅陪伴學生成長，先後擔任過化工系主任、工學院院長等行政職的
何啟東，更見證了整個工學院的發展與茁壯。
　正因為擁有積年累月的教學與行政經驗，何啟東對於本校的辦學理
念、發展策略及校際合作等事務，除了有較高的敏感度，還有處理
突發狀況的能力。面對龐大組織與繁雜業務，他期許自己勇於任事，
積極掌握全盤資訊，協助校長全心投入校務發展。談起上任後的首要
功課，何啟東表示，推動校際合作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淡江盼透過
與他校結盟，一同面對少子化衝擊。例如已和其他8所大學共組『U9
聯盟』，各校秘書長在近期也聚集討論合作項目的深度和廣度，諸如
聯合採購、共同開設學分學程等實質議題。」此外，何啟東也提到，
本校長期深耕在地，將持續結合淡水地區大專校院，透過分享治學經
驗、共享圖書館資源等，一同提升在地高教品質。
　新職務總少不了新挑戰。何啟東分享，「過往擔任主任、院長時，
首要重視同僚關係，取代由上而下的統御模式。」經常舉辦教師家庭
聯誼活動的他透露，家聚除了活絡彼此情誼，還能與教師們保持良好

學歷：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美
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化工碩士、國立
臺灣大學化工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工學院院長、馬來西亞拉曼
大學（UTAR）訪問教授、淡江大學能
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淡江大
學化材系教授、淡江大學化工系教授

互動，因而成功凝聚向心力。但到了秘書處，何啟東發
覺，需要運用到更多是上對下的領導方式，這也是他
需要調整適應的地方。僅管如此，擁有豐富主管經驗的
他，仍清楚自我定位和態度，「友善的語氣與關懷有
助於『人和』」，何啟東堅信，這是一個單位成功的關
鍵。
　高教市場瞬息萬變，對外面臨少子化、大學排名及學
術聲譽等壓力，對內也必須讓教學與時俱進，賦予學生
優質的競爭力。如此環境下，秘書長著實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是校內教學與行政間溝通的重要管道，且在專
業、態度和表現更是牽動外界對學校的看法。如同何啟
東期許自己能肩負起安定校園的力量。

秘書長何啟東 盼催動行政團隊影響力
　【記者蔡晉宇專訪】八
月中旬，秘書處新任秘書
長何啟東參與新任主管研

習會後，旋即從蘭陽校園趕
回辦公室接受本報專訪。

「秘書長是協調和統籌的幕
僚工作，就像空氣一樣，雖
然不易顯見其存在，但卻
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他形容起新職務的神情，
顯得躍躍欲試。
　 1 9 8 7 年 學 成 歸 國 後 ，
即在本校化工系（現化材
系）任教的何啟東，近30
年的教職生涯中，最樂於看
見同學們的進步，「親自帶

　本學程是由本校商管學院與澳洲姊妹校
昆士蘭理工大學商學院合作辦學的雙碩士
學位學程，透過校際合作，將培養出極具
國際視野與競爭力的財金專業人才。學程
除了全英語授課外，修習學生最快可在2年
內獲得兩校分別頒予的財務碩士學位。其
中，昆士蘭理工大學頒予的應用財務碩士
學位於2014年被《Financial Times》評為澳
洲最佳的財金碩士學位。

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

學程主任鄭東光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博
士、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經濟
碩士
經歷：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以全英語
授課，配合本校國際化之教育理念，以學
門整合方式訓練與發展企業管理相關的專
業人才，培養學生的經營管理視野。藉由
提供符合國內產業趨勢的管理課程與實務
訓練，以達成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的經營
管理專業人才。同時，期許本碩士學程師
生能激盪出更多管理實務的應用及精湛的
專業研究成果。

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主任曹銳勤

學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理博士
經歷：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玄奘大學財金
系教授兼系主任、銘傳大學設
計管理研究所專任系助理教授

　本所成立於民國78年，98年至104年曾短
暫與美國研究所合併為美洲所，本學年度
恢復為拉美所。除了在學術研究、專業教
學及國際交流上持續深化外，因應社會轉
變，強化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本所為授課
內容進行調整，增加赴企業參訪及實習時
數，同時也尋求與國內投資拉美或與拉美
貿易的廠商簽署合作協定，以及協助爭取
赴外交部實習機會。綜言之，本所致力拓
展外部合作，俾得以滿足學生發展需求。

拉丁美洲研究所
所長宮國威

學歷：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社會
學博士
經歷：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
任、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
教育部駐巴拉圭文化參事

　在歷任主任努力建立的優勢基礎下，建築學系
繼續邁進、關心社會的變遷，以及維持優良的教
學品質。課程規劃能與趨勢潮流有所呼應，教師
的聘任更能多元，適得其所，發揮所長。使本系
的同學自主學習的資源增加，開拓國際的專業視
野。另外，也必須努力爭取建築系的空間改善，
取得優良的學習環境。

工學院／建築學系
主任米復國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
經歷：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兼任講師

　因應少子化的衝擊，本系積極調整招生策略與轉
型，在大土木的架構下，依據產業發展與師資結
構，擬規劃結構、大地、運工與營管4個學群，學
生可依個人興趣彈性選擇1到3個學群，強化專業能
力。此外，每年舉辦不同主題的學生專業競賽，例
如混凝土強度競賽、建物耐風競賽、測量競賽與擋
牆穩定競賽等，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理驗證。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主任洪勇善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工學博士、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
研究所碩士
經歷：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在眾師生與系友們的努力下，電機系已連續4屆榮
獲系所發展獎勵，本人期待在此利基上，持續開展
多面向聲望，以專業知能吸引更多學子就讀，培育
專業電機人才，使本系成為教師們持續發展專業教
學與研究的共榮基地，更盼系友們支持本系不斷蛻
變的樣貌。最後，期許本系研發的機器人結合未來
化思維，貢獻社會、助益人類。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主任李慶烈

學歷：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電機
博士、密西根州立大學電機碩
士、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學士
經歷：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
授、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
授、東元電機助理工程師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本系除了強化資訊理論與技
術學習，以及建立學生對現行資訊產業的競爭力之
外，並針對最新的物聯網與雲端技術，結合完整的
嵌入式系統訓練，佐以多元的知識交流，培養學生
具備創客的精神與技術。同時，持續推動學生參與
國際交流與產學合作，鼓勵系上師生與外界交流、
互動，期以建立高度資訊專業的學習成效。

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主任陳建彰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經歷：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
教授、玄奘大學資訊科學學系副
教授、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
任助理教授、實踐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物理系師資於多年來在同步輻射研究領域已建立
起高知名度，同時參與台灣光子源硬體規劃及建
造，透過科技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及本校資助，
淡江研究團隊亦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建置淡江實驗
站。本校於今年正式成立Ｘ光科學研究中心，預期
結合理學院內軟硬體資源，專注在新穎能源、奈米
材料的基礎及應用教研，希冀發展成本校特色及重
要的區域型、國際型的研究中心。

理學院／X 光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杜昭宏

學歷：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博士後研究員、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深化核心專業能力：以本系所的數位科技、
行銷傳播與設計創作領域為基礎，建構創新學理、
接軌產業實務與連結全球脈動的利基優勢；二、發
揚創新創業精神：藉由人文思維驅動創意構想、透
過關懷社會實踐價值理念，支持師生活化知識內
涵、豐富應用範疇；三、建立價值共創平台：鼓勵
良性交流與互動，透過實體與虛擬社群發展，凝聚
夥伴關係與合作氛圍。

文學院／資訊傳播學系
主任陳意文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博士、國
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士
經歷：經濟部技術處「產業創新
能耐平台建置與推廣計畫」專案
經理、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
力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數學系師資專長除了涵蓋分析、代數、幾何、微
分方程與組合等傳統數學領域外，還有許多應用學
門，諸如作業研究、科學計算、程式語言、機率統
計及統計與機器學習等專業，我們期望每位學生皆
能依其興趣找到喜好的課程或學程。此外，為了因
應時代潮流和產業趨勢，本系將持續努力開發新課
程，並加強產業連結，期以增進學生就業競爭力。

理學院／數學學系
主任黃逸輝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所博士、國立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

　依本系核心能力及教育目標，培養學生解讀、組
織及運用史料之能力，成為史學研究、教學及應用
之人才。此外，本系以區域社會為研究重點，擬續
辦淡水學國際研討會，更深入探討淡水及周邊區域
發展。另期望本系學生能具備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之精神，精進不已。

文學院／歷史學系
主任林煌達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
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經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長庚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副教授

　期許本所在臺灣研究日本政經領域中，
創造一個具有高水準知識、智慧及培育新
思維的環境，並藉由教育、研究和社會服
務貢獻國內外，培育具備有日本政治制
度、人權研究、環境與糧食安全、經濟發
展與整合、企業經營策略及國際關係的專
業知識，同時擁有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人
才。近期以基礎建構為主軸，盼教育消費
者，培養市場的粉絲群。

日本政經研究所
所長任耀庭
學歷：
日本東京大農業經濟學博士、
日本東京大農業經濟學碩士
經歷：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副
教授兼所長、淡江大學日本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際研究學院

105　新任一級主管專訪學
年
度

　因應教學發展，105學年度新設
立5個單位：商管學院淡江大學暨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
雙碩士學位學程、商管學院經營
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
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國際
研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及理學
院X光科學研究中心；另有27個二
級單位主管交接。本報二版特以
1009期、1010期專題報導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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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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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