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任主管專訪與介紹
本校於 104 學年度起，因應組織發展，
新設立 3 個新單位：理學院「尖端材料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
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國際研究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104 學年度，布達 3 個新職，及 28 個單
位交接。本刊特以 973 期、974 期專題報
導介紹。

104 學年度

新任一級主管專訪

借重校友力量 提升學生職涯發展

研發處研發長
王伯昌

高中生科學營，歸納出更豐富的
內容，吸引更多人參與。他更表
示，「擬開放本院部分實驗室及
講座課程，讓高中生及早認識理
學院各系實際運作情況。」
周子聰期許，短期注重
在抓緊各種機會，將經
驗累積後，朝著長期
卓越目標邁進。
最後他兢兢業業表
示，「既然接下
這個擔子，自然
學歷：
會對接下來所面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物理系博士
臨的挑戰，全力
經歷：
以赴。」期待日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
後理學院能人才
員／中央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濟濟、以他們為
本校物理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榮。

拚產學合作 攜手校友企業
劃、設計、行銷著手，協助產業界做產品開發。三、產學
合作計畫將攜手各系所，逐漸朝跨領域結盟發展。
在研究推動上，他期許本校各研究中心持續深耕，而
產學合作方面，本校已有和許多校友企業合作的不錯案
例，例如：永光化學、上銀科技等，未來將與校友保持良
好連結，密集拜訪校友企業，尋求更多合作機會。
曾任理學院院長的他，在以往與永光化學的產學合
作經驗中，體會到透過產學合作方能瞭解產業界對產
品需求，經由「理論」、「實驗」、「設計」、「合
成」、「開發」等層面的密切合作，更能將基礎研究與實
務結合。因此希望複製此合作經驗，匯聚本校各方領域的
師資、人才推動產學。更期許產學合作能注重在長遠合作
以建立永續性，對學術研究及公司產品助益才能有更好的
成長。
王伯昌分享接任兩週後的心得，希望簡化行政程序流
程，重新審視後進行協調安排，讓行政事務更有效率。他
期許帶著多年累積的行政經歷、學術研究經驗、以及對產
學發展方向的敏銳度，為本校爭取更亮眼的成績單。

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 上 )
化學學系
系主任施增廉
學歷：美國普渡大學化學博
士／美國田納西大學化學碩
士
經歷：本校化學系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

主動關懷學生學習與身
強化教師的教學品質，
妹
程討論的方式帶動學弟
心健康，利用學長姐課
的
買新
學部實驗內容及購
間的學習士氣。改善大
方
重新檢討系友基金使用
儀器，提高學習效率。
提
生和專題生計畫，如此
式來鼓勵學生參與預研
提
而可
，進
學生的向心力
高系的研究能量及吸引
實
業界
勵學生於暑期參與
升系的研究生數目。鼓
究
。橫向聯繫同仁間的研
習活動，達到學用合一
專長，組成研究團隊。

會計學系
系主任顏信輝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博
士 /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區 (UIUC) 會計碩士、國立政
治大學會計碩士
經歷：本校財務長、教育部
私校諮詢委員會委員

提升 ，課 程結 構著 重
本系 強調 同學 就業 力之
實習 的機 會， 強化 系所
與實 務接 軌， 擴大 同學
求之 結合 。制 度面 將以
發展 與會 計師 事務 所需
主軸 ，推 動會 考制 度與
提升 學生 之學 習成 效為
讀書 風氣 。除 既有 課程
統一 命題 ，提 高學 生之
相關 課程 ，鼓 勵同 學在
外， 也開 設證 照輔 導之
士考 試與 澳洲 會計 師證
學期 間就 參加 我國 記帳
照考試。
淡水校園：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記者蔡晉宇專訪】「外語作為和世界溝通的橋梁，牽
涉層面相當廣泛。外語學院扮演的角色不僅統合資源，更
促進學系間的合作交流，在彼此激盪出不同火花之餘，又
能個別凸顯出各系特色。」這是新任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對新職務上的見解。一頭俐落短髮、訪談間臉上始終堆著
親切笑容，她進一步解釋，外語學院除了培養專才、深度
國際化、從事文化研究、鼓勵學生創新思考等，更希望6系
合作，在校務發展計畫的框架底下，發揮多元一體的團隊
績效，凝聚彼此共同目標，進而落實每個計畫。
談到外語學院未來發展，陳小雀說明將延續《話說淡
水》的出版經驗，致力於推動外語教材。「教材主題，將
持續融入在地元素，不僅推廣觀光，也藉在地故事，培養
學生外語不侷限於課本內的多元學習能力，創造雙贏。」
為發展各系特色，陳小雀表示，將透過特定節日，舉
辦各系特色活動，打響外語學院名號，讓更多人看見淡江
活力。例如：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
亞、西班牙知名作家塞萬提斯兩人的逝世日，屆時結合英
文系、西語系，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她特別強調，「這只
是眾多活動之一，其他特殊節日只要和外語相關聯，我們

學教中心執行長
潘慧玲

產業經濟學系
系主任李順發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助
理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漁業科
學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大
學醫學院生化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美國奧列岡大學神經
科學研究所訪問學者／本校
化學學系教授

研究
系所中，唯一擁有中央
本系是全國大學之經濟
課
經濟
產業
整的
程結構涵蓋完
院院士的專任教師。課
程
部課
財務與實務課程。大學
程，輔以基本的管理、
。讓同
管等系所三個選修領域
也開放財金、企管與資
具有的
了一般經濟系畢業生所
學在畢業時，不但具備
管的基
與資
財金
具備了企管、
紮實經濟理論基礎，也
的品牌
士班
目標為建立本系博
本學能。本系中程發展
業經濟
將本系發展為一流的產
形象，長程發展目標為
學術研究中心。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 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執行長林俊宏
主任林允永
學歷：美國曼菲斯大學財務
金融博士／中國文化大學經
濟學碩士
經歷：本校財務金融系助理
教授、副教授／考試院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顧問

學 歷： 美 國 愛 荷 華 州 立
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 歷： 本 校 產 業 經 濟 學
系教授兼系主任

程
個碩士在職專班。在課
商管學院目前共設有九
門共
B國際認證所設置之三
設計上，除為追求AACS
色之
具特
且分
系均建構創新
同核心課程外，其餘各
視野
全球
課程，以培育具有
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選修
持續
領導人才。未來本班將
及專業知識的企業經營
學習
質的教學來提升學生的
強化授課師資，以更優
更具
立一
許建
的溝通下，期
成效；並在和諧與有效
MBA專班。
有競爭力與新思維的E
臺北校園：10650 臺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都會加以宣傳推廣。」
「外語學院的發展，有賴6個系
的團結。」 面對未來的挑戰，須
多方考量行政人員運作系統和
資源共享等事項，以提高學院
運作效率。曾任美洲所所長的
行政經驗，是陳小雀的一大助
力，她說：「過去的行政經
驗有助於進行各學系主管的
協調與溝通，我
已準備好面對挑
戰。」陳小雀期
待能延續淡江
外語學院建立
學歷：
的好口碑，並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
積極發展多元
本校拉丁美洲研究碩士／本校西語系學士
特色，在穩定
經歷：
中求成長。
本校美洲所所長／本校拉丁美洲所所長／
本校西語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穿針引線 建立校內學習整合平臺

【記者陳羿郿專訪】「搭建一
個整合平臺，讓學習與教學資源更
為豐碩，將會是學教中心未來努力
的方向。」新任學習與教學中心
執行長潘慧玲擁有逾30年的教育經
驗，深諳國內教育環境，參與
過多次教育政策制訂。對於學
教中心未來目標，她希望將
舊有基礎發揚光大，持續扮
演「穿針引線」功能，整
合校內資源，更有效促進
學生學習，研究學
學歷：
生學習成效作為業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哲學博士
務改善參考。並提
經歷：
供教師更大支援發
本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兼所
揮教學專長，「藉
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臺灣師範
此落實張校長指示
大教育評鑑與發展中心（頂尖中心）
新學年度重點項目
副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落實學生學習成
中心 主任
效』。」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陳曜鴻

、
生在數學、物理、化學
本學程的特色為提供學
科學
會，讓學生對尖端材料
生物等跨領域的學習機
展，
伸發
色延
前本學程之特
有更完整的認識。依目
及高
料以
光電材料、生醫材
鼓勵師生在奈米材料、
程師
世界接軌，並提昇本學
分子材料等領域持續與
材料
期許本學程師生能掌握
生的學習素養，同時也
際交
與國
實習
進而擴展產業
相關產業的未來趨勢，
端材料科學人才。
流，以培養出高階的尖

推動外語教材 發展各系特色

（攝影／吳國禎）

（攝影／盧逸峰）

【記者范熒恬專訪】「近幾年產
學合作是各校發展趨勢，淡江也
須在教育潮流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研發處研發長王伯昌甫上
任即喊出此口號，更計劃主動出
擊，尋求更多產業界的合作機
會。他表示，「短期內提
升既有學術研究能量及持
續加強既有的研究中心為
首要目標，中、長期目標
希望發展出淡江獨特的
研究特色。」
王伯昌將帶領研發
處著重在三大方向：
學歷：
一、「就業學程」
美國天主教大學博士
經歷：
的推動上，將產學
本校理學院院長／本校化學系主
與學生就業發展結
任／本校化學系副教授、教授
合。二、從產品規

外語學院院長
陳小雀

8 月 12、13 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
議廳舉行之「104 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
研習會」。會中，校長張家宜特別強調：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要從主管做起，男
性主管也可以穿著粉色上衣。」因此，
張校長特別親自以手機拍下會議全景畫
面紀錄。（攝影／張家宜）

（攝影／盧逸峰）

【記者曹雅涵專訪】「找出學院特色定位，是首要目
標。」理學院院長周子聰期許，以理論結合實務，推動院
務發展。因此今年首辦理論與實務結合新科系「尖端材料
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以及新設「科學教育中心」，將原
有的「行動化學車」歸入其中，並討論拓展教學範圍，將
理學院各學系、甚至將人文概念融入其中。
在課程安排上，周子聰主張「將現有課程更接近產
業」，預計邀請更多業師進入校園，讓學生清楚了解所學
理論如何實際運用於產業，鼓勵學生到企業實習。並與校
友密切合作，他補充，「由於臺灣是個科技島，理學院學
生在就業方面優勢不少，且校友表現傑出，分布各領域，
因此希望借重校友力量，傳承寶貴職場經驗，幫助學生就
業發展。」研究方面則是會持續推動產學合作，開創新
局。
另一方面，周子聰認為，學生在大學時期參與社團，培
養的經驗與能力相當可貴，因此未來希望能更密切與理學
院各系學會合作，讓它除育樂性質之外，也能結合教學，
發揮寓教於樂效果。如：物理系曾經推出的蘋果論壇。
此外，為拓展生源，理學院則將延續往年經驗舉辦國、

（攝影／吳國禎）

理學院院長
周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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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務管 理人 才， 深植 財務
為培 養具 國際 視野 的財
勵並
極鼓
國際 財金 脈動 ，積
融領 域專 業知 識， 掌握
讀研
專業 證照 考試 ，引 導閱
輔導 同學 參與 國際 財金
金融資
，加強同學吸收國際
究國際財金專業書報
競爭
，以 強化 學生 未來 就業
訊， 掌握 國際 金融 脈動
之目
展
發
來
，此為本學程未
能力，加強產業合作
標。
蘭陽校園：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80 號

潘慧玲認為，現今工業4.0時代，唯有透過不斷學習、知
道如何學習，人類才能不會被自動化機器取代，但現在
學生學習的方法與態度仍有很大進步空間，自學動機薄
弱。她指出，學教中心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於藉由辦理各類
活動，以養成同學「願意學習」及「知道如何學習」的基
本能力。因此，學教中心在今年新生訓練時，強力向大一
新生宣傳多加運用學教中心及校內各種資源，以解決學習
困擾，精進學習能力。
除了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潘慧玲也鼓勵老師隨世代變
遷，改變教學方式，「社群」也將是學教中心重要的經營
目標，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跨領域合作，彼此激盪不同
想法，可以開展雙方能量。她指出，活絡教師社群能讓老
師在教學及研究上更進步。此外，希望有更多老師參加工
作坊，接觸多元的教學方法、策略，將其帶入課堂嘉惠學
生，也因應社會所提倡的翻轉教育理念。學習方式沒有
設限，學教中心正努力增添設備，鼓勵磨課師、遠距課
程，例如：在驚聲大樓3樓剛完工的多功能翻轉教室，讓老
師在教學上有更多選擇。
潘慧玲期許盡力做覺得應該做的事，她認為，單位之間
是環環相扣，唯有互相配合，才能做得更好。

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楊立人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
校區工程專案管理博士／美
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工
程管理碩士
經歷：本校企管系副教授、
助理教授／東方技術學院工
業工程與管理科助理教授

招生
展計畫重點，積極投入
本系將全力配合校務發
學合
化之衝擊，另將強化產
工作，以因應當前少子
，並
學程
向之
，發展就業導
作，以及透過課程改革
指標
相關
程，鼓勵學生參與
同時開設創業與創新課
致力
創新人才。此外本系將
性競賽，以培育創業與
與系
，並將舉辦活動以加強
於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之凝聚力。
友之連結，以促進系友

英文學系
系主任黃永裕
學歷：本校英文學系英美文
學博士
經歷：本校英文學系副教授

學
所的課程，大學部訓練
本系提供大學部和研究
美文
寫、譯的能力，加上英
生英語文聽、說、讀、
究所
學生順利進入職場；研
學與教學的訓練，幫助
程，
業課
種專
文學與教學兩
碩士班和博士班，提供
、小
為中
學的專才，進而成
培養文學研究與英語教
的浪
來，在少子化和國際化
學和大學的師資。近年
將極
持既有的傳統特色，更
潮衝擊下，本系除了維
國家的生源。
力拓展來自大陸和其他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