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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所長李大中

主管介紹 下
)
(
新任二級

104 學年度

延續 973 期，本期介紹 19 個單位的新任二級主管，包
括國際研究學院 5 單位（戰略所、亞洲所、美洲所、臺灣
亞太碩士學程、外交與國際系）、教育學院 3 單位（教科
系、教政所、師培中心）、研發處 4 單位（產學組、創育
中心、風工程中心、能光中心）、體育處 1 單位（體動組）、
教務處 2 單位（招生組、印務組）、學務處 1 單位（課外
組）、人資處 1 單位（人管組）、資訊處 1 單位（教學組）、
學教中心 1 單位（學發組）。

美洲研究所
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所長／主任宮國威
學歷：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社會學
博士／本校歐洲研究所碩士
經歷：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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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將恢復為
刻正面臨轉型，105學
國際研究學院美洲所此
化，將招生對象
須側重學生來源的多樣
拉丁美洲研究所，未來
士。其次，由於
其他專長學生及社會人
擴展至西班牙文以外的
修的「亞洲研究
美國家在職菁英申請進
本所亦負責承辦專供拉
者間的互動，接
」，日後將努力強化兩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及教師更寬廣及
的極大化，以提供學生
軌國際，達成資源運用
究領域及人才培
維持本所在國內拉美研
實用的學術研究空間，
臺灣與亞太研究
承辦之「國際研究學院
育的領導地位。另本所
繼續鼓勵本院具
已邁入第二年，未來將
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多樣化，並在提
參與開課以推動課程的
備英語教學能力之教師
考，俾建立中外
同時，鼓勵本國學生報
高外籍學生申請意願的
域研究碩士學位
國內以英語修習亞太區
交融的學習環境，成為
的首選系所。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所長楊瑩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徐加玲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英國牛津大學那菲爾
學院博士研究
經歷：本校教政所教授兼所長、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所）暨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所）教授兼主任

學歷：美國密蘇里大學課程與
教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電腦教育碩士
經歷：國立師範大學電算中心
助理研究員／ 真理大學資管系
副教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副
教授、教學科技組組長

政所於
與永續性，教育學院教
為求所務發展的適時性
計畫，透
整定位，規劃所務發展
不同的時間點釐清與調
社會貢獻
準與
術水
，發展兼具學
過一流師資和精緻課程
長，以落
的成
教與學上有突破性
的優質研究所，並期在
毅」的校
精神。在本校「樸實剛
實本所價值信念及辦學
育領導共
海、放眼國際、建構教
訓下，本所以「立足淡
、創新作
，以熱忱、勤樸、進步
同圈」作為自我之定位
、服務職
實務
繼續結合教育專業
為核心價值，本所並將
。
國教育政策的學術機構
場機構，作為能影響我

踐能
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實
奠基於目前師資培育的
學院師
思能力的特色下，教育
力、人文及教育專業省
習課程之
。鼓勵師資生除了修
培中心持續延伸發展
力，以
程能
能力、創新發展課
外，加強其他團隊合作
教學實
外，也鼓勵師資生加強
符應目前教育現況。此
。對於
辦的補救教學實務教學
務能力，參與學會所舉
學研究
隊，也不斷地持續在教
師資培育中心的教師團
訊化、
的資
際接軌，符應本校
上力求精益求精，與國
精神。
國際化、未來化的三化

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
主任黃國楨

體育活動組
組長黃貴樹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
程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化學
工程碩士
經歷：本校化工系教授兼系
主任／世界過濾組織主席／
台灣過濾與分離學會理事長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學系助教／本校體育事務
處助理教授兼秘書

重
研究中心之研究領域著
研發處能源與光電材料
型光
源系統工程的設計、新
於再生能源的開發、能
合校
之研發。未來將積極整
電材料與精密分離技術
研
技術
力於
，致
研發 資源
內外 的研 究人 力， 爭取
工作
力等
移、提升產業競爭
發、產學合作、技術轉
重點。

課外活動輔導組
組長陳瑞娥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
民教育與活動領導所學生事
務在職專班碩士／本校公共
行政學系學士
經歷：本校學生事務處專員
／荒野保護協會綠色生活地
圖講師

外
部人 力， 作為 學務 處課
整合 學生 社團 及各 級幹
政組
與行
的資 源， 創造 社團
活動 輔導 組另 一股 堅強
，朝
為學 習型 組織 共同 成員
織厚 實的 團隊 合作 ，成
動」
社團 特色 、創 新校 園活
「習 於思 考辯 證、 發展
目標邁進。

淡水校園：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強化發
育處體育活動組將持續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體
各項
辦理
運動代表隊實力、擴大
展淡江特色運動以精進
以提升服
口、落實體育志工制度
體育活動以增進運動人
事中成績
年來在全國各項運動賽
務品質。運動代表隊近
代表隊競
提升
各運動優秀選手以
表現優異，將積極廣招
以強化健
活絡學生課外運動氛圍
爭實力；透過體育活動
管理 事
服務 ，協 助行 政與 場地
康體 魄； 透過 體育 志工
館使用率。
務，提升行政效能與場

管理企劃組
組長阮劍宜
學歷：本校歷史學系學士
經歷：本校秘書處秘書／本
校文書組組長／本校外語學
院秘書

組同 仁共 同努 力， 以健
期許 與人 資處 管理 企劃
，
人事 管理 多元 化的 需求
全的 制度 及系 統， 因應
組
學校 與教 職員 工雙 贏的
並以 有效 的策 略， 達成
織目標。

臺北校園：10650 臺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學歷：美國塔夫茲大學佛萊契
爾學院國際關係博士／國立政
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席
格亞洲研究中心傅爾布萊特訪
問學者／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
理教授

統與
歷史悠久，具有優良傳
國際研究學院戰略所的
的
本所
強化
上，
所奠定的基礎
學術聲譽，希望在過去
戰
淡江
打造
我品牌與特色，以
凝聚力與共識，凸顯自
成
研究
了持續接軌國際、精進
略學派為長期目標。除
也重視
生的職場競爭力之外，
果與教學品質、強化學
。
能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
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期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主任鄭欽模
學歷：波蘭華沙大學社會科
學博士 ／本校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
經歷：本校全球政治經濟學
系系主任

展策
際系 以「 國際 化」 為發
國際 研究 學院 外交 與國
構優
力建
，致
重視招收外籍學生
略，採用全英文教學並
達全
數以
初期規劃招收外籍生人
質的跨文化學習環境。
讓學生在
目標，爾後逐步增加，
系學生總人數的1/2為
同學習、
自全世界各地的學生共
國際化的環境下，與來
展課程合
系開
其他優良的他校各
成長。本系並將致力和
各系的資
本校國際姊妹校同性質
作關係，也將高度利用
。
若干國際合作夥伴學系
源進行雙贏合作，建立

產學合作組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組長／主任江正雄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電機博士
／美國愛達荷大學電機碩士
經歷：本校電機系副教授、教授

廣、 技術
要任 務為 ：產 學合 作推
研發 處產 學合 作組 的主
而研 發處 建
、以 及創 新創 業推 廣，
移轉 、智 慧財 產權 管理
引薦 專家 學
為： 培育 產業 及發 展、
邦創 新育 成中 心的 任務
民間 資源 挹
導企 業成 長、 爭取 校外
者進 行合 作或 諮詢 、輔
。這 兩個 單
業相 關課 程講 座及 競賽
注中 心及 企業 、開 辦創
能夠 作更 進
及創 新創 業有 關， 如果
位的 任務 都與 產學 合作
一大 於二 的
相成 的效 果， 達到 一加
一步 的連 結， 將有 相輔
合， 除了 擔
會著 重這 兩個 單位 的整
成效 。因 此未 來我 們將
力協 助學 校
的角 色外 ，我 們也 會盡
任校 內外 產學 合作 媒合
創業學程。
推動就業學程以及創新

招生組
組長黨曼菁
學歷：本校教育資料科學學
系學士
經歷：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編
纂、課務組編纂、秘書處編
纂兼秘書

生宣
要業 務： 招生 考試 及招
教務 處招 生組 有二 項主
制， 期
作業 流程 及加 強內 部控
導， 考試 方面 ，將 簡化
的衝 擊
子化
。宣 導方 面， 在少
許每 項考 試達 到零 缺點
業最
是企
嚴峻 的挑 戰， 淡江
下， 10 5年 開始 招生 面臨
將這 個
已深 植人 心， 但要 如何
愛， 這個 優良 的品 牌早
再轉 換
江」 、「 認識 淡江 」，
品牌 讓學 生由 「知 道淡
來努力的方向。
成「想讀淡江」，是未

教學支援組
組長林東毅
學 歷： 本 校 資 訊 管
理學系碩士
經 歷： 本 校 資 訊 處
教學支援組技正

習環
要任務提供教學與實
資訊處教學支援組主
續蒐
將持
教育 訓練 ，未 來會
境、 電腦 維修 及資 訊化
因應
需求 ，提 升服 務品 質。
集師 生意 見， 掌握 師生
，將
需求 ，在 教育 訓練 方面
智慧 校園 與大 數據 發展
展能
統發
慧系
，提 升同 仁智
擴大 與校 內外 單位 合作
可隨
師生
江軟 體雲 服務 ，讓
力培 訓， 並持 續擴 大淡
享所帶來的便利性。
時隨地得到校園軟體分

蘭陽校園：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80 號

亞洲研究所
所長蔡錫勳
學歷：美國猶他大學學士／日
本國立東北大學碩士、博士
經歷：東京大學 Sustainability 學
連携研究機構研究員／京都大
學大學院經營管理研究部招聘
外國人學者／早稻田大學大隈
記念大學院公共經營研究科交
換研究員

域研
重在日本及東南亞的區
國際研究學院亞洲所注
、集
」
箭
支
三
「
本安倍經濟學
究。研究主題包括日
。另
遊等
日幣 下跌 、日 本旅
體自 衛權 、C oo l Jap an、
的
注重
治力量與市場也是本所
外，東協新興國家的政
全保
舉辦「日本與東協之安
焦點。預計今年12月18日
響
的影
臺灣
與對
探討最新情勢
障」國際學術研討會，
正式
2月
年1
政經研究所」，今
與效應。新成立「日本
甄試招生。

教育科技學系
系主任沈俊毅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
學系博士／美國南加大教育
行政碩士
經歷：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
遠距組組長／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博
士後研究員

一是
作計畫主要有四項。第
教育學院教科系未來工
之
研究
過評鑑提升本系教學與
進行系所評鑑，期望透
市場的
革新，我們將根據就業
發展。第二是推動課程
第三是
調整課程結構與內涵。
動態以及本系特色持續
化的衝
少子
擬招生策略以因應
強化招生成效，計畫研
關心畢
友之聯繫，我們將持續
擊。第四是加強畢業系
之機會。
業系友並尋找產學合作

風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張正興
學歷：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
學土木工程博士／美國科羅
拉多州立大學環境工程碩士
經歷：本校土木系教授

地區
中長程目標為成為亞太
研發處風工程研究中心
兼備的
。為此，持續發表質量
重要的風工程學術機構
前中心
。在
各式國內外研討會
學術論文，致力於舉辦
受風反
，本中心對於高層建築
主任鄭啟明教授領導下
性等相
性及大氣邊界層風場特
應、大跨度結構受風特
算流體
廣度的成果。另外在計
關研究均巳具備深度及
術，
與技
經驗
用亦累積豐富
力學（CFD）的風工程應
系
專家
持續建置資料庫及推廣
奠定研究能量基礎。並
計的實場監測等研究。
統、LiDAR及超音速風速

印務組
組長簡碩伸
學 歷： 本 校 物 理 學 系 碩
士
經 歷： 本 校 物 理 學 系 技
士、技正

作業
蕭仁傑組長建立的標準
教務處印務組希望繼承
目
力的
續努
。持
品質盡善盡美
程序讓作業流程與印刷
作
組工
升本
印刷講義機制，提
標是深化推廣電郵申請
兩
成、
申請的百分比分別為三
效率。目前近三年電郵
能回升
退的趨勢。期望本學年
成九、兩成六，呈現衰
影印機
標邁進。其次，擬提升
到三成，日後往四成目
時因應
助即
商能快速保修，有
機種及週邊，並商請廠
將全力
更好的印刷質感。本組
大批文件印刷，也帶來
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配合老師的需求，協助

學生學習發展組
組長何俐安
學歷：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
育科技研究所碩、博士／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史道特分校
管理科技碩士
經歷：本校教育科技學系系
主任、專任教授

的重
立思考能力與自主學習
大學生涯是學生發展獨
學生學
前的準備期，學教中心
要階段，也是進入職場
接受院
本地與境外生學生，在
習發展組的功能係提供
學習成
提升
過程中之協助，以
系專業素養及知能養成
、學業
坊、個人化的課後輔導
效。透過學習策略工作
藉由學
提升自我專業。此外，
進步獎協助與鼓勵同學
社群，
，例如閱讀達人、學習
習素養養成的相關活動
合作素
團隊
、提升涵養及具備
促使學生吸收有益新知
關單位
學校的政策，並與各相
養。未來，本組將配合
助。
求、提供適當及時的協
合作，持續了解學生需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