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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學歷：美國喬治亞大學成人教育
研究所哲學博士、美國羅格斯新
澤西州立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
究所碩士
經歷：佛光大學社會教育學研究
所助理教授

　延續1009期，本
期介紹20個單位的
二級主管，包括工
學院機電系、商管
學院財金、保險、
統計、運管、公行
5系、外語學院西
語、德文、日文3
系、國際研究學院
大陸所、教育學院
未來學所、全發院
語言系、研發處運
輸物流中心、教
務處2單位（註冊
組、通核中心）、
學務處2單位（住
輔組、諮輔組）、
總務處出納組、國
際處2單位（交流
組、境輔組）

　承蒙長官愛護，接下重責大任，希於前輩豐富
經驗指導下，克紹箕裘，勇於承擔並全力以赴。
目前出納組主要工作為收款、付款等業務，將持
續配合學校相關政策與方針，盡心竭力維護學校
形象與信譽，協助校園順利推行各項教學與行政
事務，未來在既有的工作架構下，改善收、付款
方式，全面提升工作效能。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林雪馨
學歷：
淡江大學東南亞所碩士、淡江大
學財務金融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出納組專員、師資培育
中心助理、會計學系助理、財務
系助教

　期以多年帶領國際志工的經驗，嘗試將境外生
輔導工作從學生服務進入學生發展，鼓勵境外生
多認識臺灣文化及參與國際服務。健全境外生
聯絡網，並持續與各單位相互合作，完備境外生
緊急意外事件處理流程，讓境外生在校生活、學
習、課外活動等歷程豐富多彩，成為有故事的
人，也成為淡江境外招生最棒的代言人。

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
組長李美蘭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生事務在職
專班碩士、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學士
經歷：淡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課外活動輔導組專員、
通識核心課程中心兼任講師

　對我而言，接任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長一職，
是一項大挑戰。面對全新的工作內容與環境，需
要更寬廣的國際視野和管理思維。未來，交流組
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持續精進，包括加強與國
際接軌、與姊妹校有更多元的合作、提升優質的
校園環境、擴大招收境外學生、加強學生國際移
動，開創學生國際舞台及增進國際競合力，期以
全力展開淡江地球村。

國際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
組長顏秀鳳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商管學院院助理

　以既有現況為基礎，嘗試各種創新的發想，向
教職員工生推廣心理衛生。同時鼓勵同仁在各自
專業領域上能有所精進，讓本組有更多元的諮商
風格發展。此外，期許組內同仁對全校各類型心
理衛生工作持續深耕，加強諮商效能，讓淡江學
生亦獲得良好的心理健康照護。最後，將強化校
內各單位與家長方的合作，共同降低校園危機，
創造友善校園。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長許凱傑
學歷：
國防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中原
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經歷：淡江大學諮商輔導組專任
心理師、台北市觀音線心理暨社
會關懷協會接線、團體督導

　學校宿舍是「家」的延伸。學生宿舍，除了上
課方便與安全之外，亦賦予許多學習氛圍，諸如
學習生活自理、分享生活空間、調適生活習慣、
遵守群體紀律、相互尊重、和睦相處等，這些不
是課堂裡專業知識，卻是日後必須面對的。為讓
住宿同學在離開家、踏進社會前，安心居住、快
樂學習，住輔組將以共識而有共治，以創新而有
亮點，營造溫馨的住宿環境。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組長丘瑞玲
學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學士
經歷：
蘭陽校園主任室秘書

　本人期許能協調通識教育眾學門間的溝通、整
合執行與活化創新的管道及橋梁。通識教育講求
跨領域、多元教材、活化教學與學教翻轉的範
疇，鼓勵相互觀摩並交流學習，讓學子持續朝著
全面與全人的方向發展。亦將持續推動跨領域通
識特色學程，規劃廣博跨領域而又深入貫通的微
學程，廣邀專家學者演講，盼學生具備良好品德
與美學涵養，並與國際接軌發揮淡江人才特色。

教務處／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主任干詠穎
學歷：美國馬里蘭大學音樂藝術
博士、約翰霍普金斯琵琶第音樂
學院雙簧管演奏碩士
經歷：淡江大學通核中心副教授、
美國甘迺迪藝術中心特約演奏家、
南非國家交響樂團雙簧管副首席

　註冊組以服務為導向的行政二級單位，服務對
象涵蓋學生、教師、畢業校友、學生家長及社會
人士等。為提升行政效率，將因時制宜，持續檢
視本組各項工作之作業流程並予以簡化。另外，
為強化服務品質，將持續要求同仁與時俱進，熟
悉教務相關規定，以及依標準作業程序處理各項
業務，期以精進個人專業能力、滿足各方需求。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陳漢桂

學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教務處秘書

　本系結合蘭陽校園「全住宿書院」、「全英語授
課」、「全大三出國」三全教育，培育學生運用英
語探究與述說宜蘭在地文化脈絡與價值，深層思辯
並關懷臺灣與國際社會多元文化議題，儲備學生擁
有英語專業與跨文化學習能力，成為兼容並蓄的世
界公民。另將積極尋求國際姐妹校建立雙聯學制，
提供多元體驗學習與潛在課程。最後，鼓勵教師提
升跨領域研究能量，創造優質學習環境。

全發院／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主任王蔚婷

　未來所致力於推廣前瞻思考的未來力，讓思考未
來變成與回顧歷史等同重要的思考習慣。未來屬
於大家的，只有共同參與的未來願景才能凝聚集體
力量。未來非遙不可及，可經由想像、計畫、與實
踐而創造。本校未來學享有極高地國際聲譽，本所
將持續與國際連結，強化在臺專業地位及落實未來
化。以未來的行動者自我勉勵，讓未來學研究所成
為編織夢想與實踐夢想的最佳園地。

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
所長紀舜傑
學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與都
市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國研究
所碩士
經歷：總統府參議

　本所成立於民國81年，以培養從事大陸及兩岸政
治社會、文化、經貿事務之專業人才為宗旨，強調
與學術界、實務界保持密切交流，並透過參與活
動，達成教學與實務結合的目標，提升學生專業競
爭力，培育兩岸事務優秀人才。

國際研究學院／

所長郭建中
學歷：
英國蘇賽克斯大學政治經濟學
博士
經歷：
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國大陸研究所

　本系核心價值為「自由、創新、感恩」。培育學
生在日語的聽、說、讀、寫、譯之能力，成為熟
知日本文學、語學、日本語教育、社會文化、專業
口、筆譯的高階人才。提供大三出國留學或短期赴
日進修、實習機會，讓在校生充分探索自我，達到
專業與職業密切結合。且佐以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建
構「村上春樹學」之亮點目標，期以提升國際學術
聲譽。

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主任曾秋桂
學歷：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
科博士（日本近代文學專攻）
經歷：
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台灣
日語教育學會理事、日本森鷗外
記念會評議委員

　德文系創系逾50年，畢業系友達3,000人以上，
服務於社會各界。本系以培養具德語能力、熟稔德
語區文化和國際觀的人才為目標，希冀為社會，乃
至臺德關係，貢獻一己之力。本系鼓勵同學赴海外
交流之餘，也協助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上精益求精。
再者，持續扮演橋梁，凝聚校友向心力。面對少子
化，以固本和求新經營系務，以達永續發展。

外語學院／德國語文學系
主任吳萬寶
學歷：
德國薩蘭大學法律暨經濟學院政
治系博士、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碩士
經歷：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
授、大葉大學通識中心主任、台
灣大腳丫長跑協會副會長

　為因應當前複雜多變的高等教育環境，除了延續
發展本系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在未來進行
「符合時代潮流及社會需求的課程改革」、「提升
教師的教學能量及成效」、「落實產學合作及企業
實習」、「強化系學會機能及組織」、「建立良好
的系友關係及活絡系友會」5項重點發展方向。希
望透過全系團隊合作及努力，一起打造快樂的西語
系。

外語學院／西班牙語文學系
主任林惠瑛
學歷：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藝術史系博
士、西班牙拿瓦拉大學人文研究
所碩士
經歷：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副
教授

　本系師生共同努力下，近年在「精密機械」與
「光機電整合」兩個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已具有良好
的基礎，在相關領域的產學合作與國際交流方面也
各有不少亮點。期許在此基礎下，未來能結合更多
校內、外資源，持續擴大發展。另外，也將藉由政
府發展「智慧機械」的趨勢，盼爭取更多產學合作
資源，拓展學生多元學習與就業的管道。

工學院／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主任王銀添
學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機械工程博
士、淡江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教
授、副教授

　本系歷史悠久、學制完備，培育眾多理論與實務
兼具的人才，校友多服務於金融相關產業，專業
能力與工作表現等深獲業界肯定。本系掌握財金脈
動，順應世界潮流不斷地調整課程，為培育金融科
技人才，將積極與資管等相關系所合作，強化金融
數位力。且為維持競爭優勢與就業能力，持續產學
合作，擴增業界實習機會，並鼓勵學生考取金融證
照，積極參與各類大專生的投資競賽活動。

商管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主任陳玉瓏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經
濟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
濟研究所碩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
系兼任副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
高級助理研究員

　秉持著服務師生與社會的精神，打造本系成為一
個提供優質的學習與研究平台。因應全球化發展與
金融科技的急速創新，除了基礎課程外，將加強推
動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學習內容，盼為同學奠定扎
實的專業能力、並與市場接軌。同時，持續深耕與
金融保險業界的合作關係和系友網絡，期以充實學
術資源、回饋研究成果，搭起學術與實務的橋梁。

商管學院／保險學系
主任曾妙慧
學歷：日本東北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博士、碩士、國立臺灣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學士
經歷：
金管會保險局保單審查委員、勞
動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委員

　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分析各式各樣數據和
文字所隱藏的訊息，與統計有著密切關係。本系在
歷任主任擘劃下，以商業、工業和生物3大統計學習
領域，將課程設計「學程化」，設置商業統計與管
理、工業統計、生物統計、精算和資料科學5大學分
學程，供學生修習。本系持續鼓勵師生，將統計應
用到各領域上，激盪出更多的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
成果。

商管學院／統計學系
主任吳碩傑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統
計系博士、國立政治大學統計所
碩士
經歷：
淡江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教授

　接下系主任一職，即告誡自己務必本於服務初
衷，全力以赴、善盡個人職責。在多位前主任及系
上教師們的奠基下，持續深化公共行政學系的基
石。在教學上，依本系教育目標，結合教師專長與
學生需求，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在研究上，充分
爭取並合理分配系上資源，供教師全力投入，展現
研究成果；在行政服務上，傾聽多元意見，強化良
性溝通，落實事半功倍、凝聚團結之效。

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
主任蕭怡靖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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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管理學系：築基於本系30年來的基石，掌握
未來大數據、物聯網及運輸智慧化、永續發展趨
勢，強化課程結構、深化產學合作，推動跨領域與
就業導向學程。期培養學生成為運輸專業T型人及
兼具多項專業知識能力的π型運輸管理人才。
　運輸與物流研究中心：以本中心為研究基地，積
極與運輸界產官學研密切合作，進行運輸規劃與
政策、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及雲端運算等相關課題研
究。爭取政府與產學合作案，藉此帶動研究能量。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
管理博士、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
輸研究所碩士
經歷：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副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智慧型運輸
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主任溫裕弘

商管學院／運輸管理學系
研發處／運輸物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