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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育成中心主任一職之後，
將繼續推動由前任主任楊立人 

（現任研發長） 所規劃的中心業務。全力協助中心的新創
公司拓展業務，並努力促成校內教師與其進行產學合作的
機會。此外，育成中心也將利用其明星級的顧問團隊，全
力輔導校內由學生組成的新創團隊爭取政府經費，讓學生
們的創業夢想得以實現。

研究暨產學組組長暨建邦中小企業

學歷：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暨加
州州立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化
學博士
經歷：
本校化學系助理教授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潘伯申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
研究所水利組碩士、博士
經歷：
美國海軍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
心副研究員

主任蔡孝忠

　近年氣候變遷之極端多雨、極
端少雨對於臺灣各種面向的衝擊顯著，本系之教學及研究
除了水資源及環工的基礎理論之外，強調氣候變化影響及
資訊科技整合應用，以強化學生對於水環境問題快速變化
的應變實作能力。未來將持續透過專題實作頂石課程、產
學研究計畫及國際合作等多種面向，提供多元學習環境，
並厚植本系研究發展能力。

會計學系主任郭樂平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管理暨會計組博士
經歷：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兼任教授

　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對傳統會計
專業將產生一場變革，除堅守會

計人應有誠實正直的品格養成外，會引導本系學生多接觸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知識領域的學習，例如如
何偵測企業痛點、經營成果預測以及企業問題解決方案為
何？提早培養學生善用資料和解決問題之能力，再者，本
校今年已創立人工智慧學系，將鼓勵學生跨域多元學習，
提升雇主端企業實習之滿意度及未來職場就業力。

　註冊組主要業務為學籍及成
績業務，服務對象涵蓋學生、教師、學生家長及社會人
士，學生更包括在校學生、畢業校友及未來學生。面臨整
體教育環境走向市場化、競爭化，顯現教務工作轉型的重
要性，期能藉由「改善流程」、「建置平臺」及「團隊合
作」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是本組持續努力的方向。

註冊組組長周依蒨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
士
會計學系學士
經歷：
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專員
本校人資處人管組專員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航太相
關產業，航太系一直以航空相關

科技聞名，系上所轄的「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在歷屆比
賽中屢獲佳績。航太系校友也遍佈全國民航與國防產業，
如華航、長榮航空、漢翔、中科院等機構，在前人所奠定
的成果之上，加強航太相關的產學合作、強化本系太空相
關的教學或研究等。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主任蕭富元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
區航太工程碩士、博士
成功大學航太工程學士
經歷：
本校航太系助理教授、副
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主任張應華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博士
經歷：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一）共創佳績：舉辦資訊週
七系聯展

（二）加強開源：到各高中開發微課程，強化高中生對本
系認知
（三）跨域整合：鼓勵系所跨領域合作
（四）經驗提升：增加資管系學生企業實習訓練機會
（五）優化服務：強化系所實驗室整合雲端服務能力

　本組承學務長指導，以創新並落實學務工作為宗旨。期
許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生輔組全體同仁能一秉過往，以
「能創新」、「有熱誠」、「具效率」之工作態度，形塑
友善且熱情的服務團隊，發揮最大的服務效能，提供學生
最大協助，共同邁向淡江第五波「超越」。

生活輔導組組長胡菊芬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
所碩士
經歷：
本校軍訓室行政組長
借調教育部學務特教司參謀
明新科技大學企管系講師

　人工智慧學系（AI系）今年正式成立與招收大學部學
生。在AI系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之下，將持續延攬一流的專
業師資，打造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境。也將開拓與相關產
業的合作，共同進行人才培育與產學研究，以及進行與國
際上相近學系的學術交流。

人工智慧學系主任王銀添

學歷：
賓西法尼亞大學機械工程
博士
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機
械碩士
經歷：
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主任

教育科技學系主任王怡萱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
研究所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
技研究所
經歷：
本校教育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副教授

　謝謝教科系師長的厚愛，讓我能有機會替系上服務，未
來兩年除希望能夠延續歷屆主任所建立之教科系的優良氛
圍外，也期許自己能以學生為主體、發展系所目標，培養
兼具品行與教科專業之優秀人才。

俄國語文學系主任郭昕宜

學歷：
莫斯科大學語言學博士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
經歷：
中央廣播電台俄語組譯播
央廣駐莫斯科特派記者

　面對少子化衝擊，招生問題為
當務之急。期望透過社群軟體與AI媒介等創新手法，吸引
更多莘莘學子對俄國與俄語產生興趣，與此同時，還必須
建立並強化本系特色。加強課業輔導機制、鼓勵同學參與
科技部計畫、創造更多工作實習機會、推廣華語教學等等
是我未來的努力方向。

　面對變動的世界，協助本校相
關永續發展議題與社會實踐的推展工作。校內連結師生與
課程，發展回應永續與社會的跨域創新課程與教學。校外
連結社區與社群，在既有社會實踐的成就上，將學術資源
外延成為在地發展的助力。依據議題成立聯盟（SIG），發
揮社會影響力，落實淡水淡江大學城的圖像。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社會

學歷：
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博士
經歷：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

實踐策略組組長黃瑞茂

　整合系上老師學術專長組成環
境永續及健康經濟的研究團隊，

舉辦相關研究工作坊以及研討會以增進研究團隊的學術量
能。鼓勵系上老師進行教學創新，讓學生有更多計畫導向
或是問題導向的實作機會，以促進學生學習興趣以及問
題解決能力。此外，希望尋求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的管
道，培養學生進入職場應有的態度及技能。

產業經濟學系主任林佩蒨

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應用經
濟學博士
經歷：
本校產業經濟學系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校史組隸屬於覺生紀念圖書

館，是為110學年新設單位，負
責「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
館」（簡稱校史館）之管理與

維護營運。未來將承校史館創立精神與目的，延續「典藏
TKU 校史ING」的概念，「為明天而收藏昨天和今天」，
研訂校史文物徵集作業要點，持續蒐集、整理、典藏本校
重要文獻與文物，並充實校史館網頁內容，讓海內外校友
不受時空限制，瞭解校史典藏的精華。

校史組組長石秋霞

學歷：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
館學系碩士
經歷：現任本校覺生紀念圖
書館典藏閱覽組組長

　藉著宗川組長及歷任組長們的
良好基礎，透過每一位同仁相互間的溝通與討論，解決各
項難題與挑戰，展現本組積極、努力的一面，期待完成人
力規劃、教師聘任、獎勵、升等及職員任免、升遷、輪調
等業務，朝本處「創造學校與教職員工雙贏優勢，營造激
發同仁工作潛能的環境」之使命努力。

管理企劃組組長李彩玲

學歷：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經歷：
本校人力資源處管理企劃組
／職能福利組專員、教育學
院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專
員、理學院物理學系組員

　本系今年適逢創系五十週年，
在原有深厚的學術基礎與廣大系

友支持下，將持續關注新科技對於圖書資訊在傳播、管理
方面的影響與變化，著重課程的改革、鼓勵多元及以實務
為導向的教學與研究，並強化在地和國際的產學連結。出
版中心未來將以展現本校在教學與研究上的成果為要，尋
求最符合趨勢的出版型態，並健全各種版權議題。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主任暨出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博士
經歷：
逢甲大學圖書館參考服務
組組長

中心主任林雯瑤

大眾傳播學系主任暨實習無線

　首次擔任系主任行政職，雖誠
惶誠恐，但也期許自己全力以
赴，扛起承上啟下之責。目前工
作重點有三，第一是配合政策推

動，例如招生、評鑑、校級重點計畫等事務；第二是本系
教學及課程結合學生職涯發展；第三則是營造同儕學術環
境與互動工作。大傳系學生一向活潑且充滿創意，希望任
職系主任期間，能作為師生互動融洽的橋樑，並帶領學生
衝刺，開拓新眼界。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碩
士、博士

電臺臺長唐大崙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

學歷：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休閒運動暨
觀光系博士

　很榮幸能擔任觀光系系主任。
上任後首要任務在讓觀光系於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各面向，順利自蘭陽校園銜接
至淡水校園。另外透過多元海外實習，進行「海外實習
組」A軌轉型，並推動跨領域跨學級3+1雙學位的全大三出
國B軌轉型，依此轉型，將產業實習組更名為「全球跨域
組」，同時，將配合三全學院的發展，提供高品質的教育
（SDGs4）。

學士班主任葉劍木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博士、碩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在系所整體發展方面，未來將
持續推動深化三全教育特色（全
英語授課、全大三出國、全住宿
書院）以及本系特色計畫：全球

服務學習計畫（Global Service Internship Program, GSIP），
透過豐富多元的課程設計與活動規劃，培育同學具有政治
經濟專業知識及完整的多元國際文化視野。在教師方面，
鼓勵老師配合學校政策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在學生
方面，凝聚對本系情感外；並建立畢業校友交流網絡。

學士班主任周應龍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研究

學歷：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
社會學博士
經歷：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系
主任、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

　本中心的願景在於透過拓展外
部連結，與拉丁美洲研究所共同
創造學術與實務相輔相成的效
果。達成方式基本有以下數項：

（一）爭取政府涉外機構委託研究案；（二）對有意與
拉美國家進行貿易或投資的企業界人士提供諮詢意見；
（三）與國內社團組織，如扶輪社、拉美相關經貿協會等
實務界建立聯繫，進而發展經常性合作關係 ；（四）擴大
與拉美國家智庫的交流。

中心主任宮國威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學歷：
德國馬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
國際社會學會（ISA）未來研
究群委員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是本校
今年新創的兩個學系之一。九
月開始我們也迎接第一屆的創

系新生。我們新的學系主要致力培養具有前瞻未來思考、
設計思考、教育方案設計與管理、學習設計與社會設計的
人才。同時，本系也首開先例，於110學年度開始，與私
立淡江高級中學合作，在高中端的人文社會班，開設「未
來學」特色課程。以創新、強調理論與實作兼具的專業訓
練，教設系致力於成為淡江大學的特色學系。

主任鄧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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