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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商管學院／數位商務與經濟
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洪小文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博
士

經歷：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專任副教授、助理教授

本學程結合資管、經濟與產業經濟系的跨領域師資，除了
培養同學具備經濟與金融的專業知識，同時培養同學資訊
科技應用之能力，訓練學生因應金融環境之變遷，善用科
技工具，提升自我之職場競爭力。同時，也為社會培養金
融資訊相關之專業人才。

文學院／歷史學系
主任高上雯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
副教授、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著重培養學生專業素養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也
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因應學生就業或深造的需求。我們
希望協助學生在大學期間積極地學習，並認識自己的內
在，找到人生的興趣與樂趣，未來能發揮生命的潛能。

理學院／數學學系
主任楊定揮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大學應用
數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專任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

本系除了培養傳統基礎數學教育、數學統計應用人才之
外，並加強學生的獨立與邏輯思考能力，輔以電腦工
具，運用其專業知識，解決數學或統計上專業問題等核
心能力，使其在此資訊爆炸，凡事皆可數字化的數學系
黃金時代具有研究、應用及學習各種跨領域學科的基
礎，並也將進一步地提供學生進入職場之基本訓練。

理學院／物理學系
主任薛宏中

學歷：
英國愛丁堡大學物理與
天文學系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物理學系專任
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訪問教授

在既有之基礎上，持續進化物理教學與深化前沿研究:1.利
用演示與實作教學，強化物理基礎概念，提高學習興趣；
2.活化特色課程模組，鼓勵學生參與研究專題，使畢業學
生具備研究潛力與技術實力；3.支持本系與國際及國內頂
尖研究團隊合作，共享研究與人力資源，進而提升本系在
特色研究領域之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主任張正興

學歷：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土木工程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

土木工程，又稱文明工程或民生工程。它是人類文明的火
車頭產業，是所有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產業之一。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土木專業知識和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兼備
之現代工程技術和營建業相關之企業經理人才為目的。
此外，本系4座「風洞實驗具」係全台僅有設置於土木系
者，更為全國最具特色的研究所之一。希望本系能在既有
的基礎上持續為國家，社會培育出優秀的土木技術人才。

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學系主任賴偉淇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
與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專任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首先加強教學並持續活化課程內容，以符合時代潮流趨
勢；其次，致力研究能量整合，建立研究團隊，鼓勵創
新研究以達到國際水準為目標，並進行國際學術間之交
流。最後，積極發展產學合作，加強與業界之接觸，增
加實務課程與工廠實習，培育學生成為化工與材料產業
之專業實務人才。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主任楊維斌

學歷：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任副教授、助理教授

在資通訊產業迅息萬變的時代中，高科技產業正扮演著
領頭羊的角色，本系除提供同學兼具廣度和深度的課程
外，更藉由理論與實作並重的課程安排，讓同學在「學
中做」與「做中學」的過程中，學習電機領域的專業知
識；並搭配不同實驗課程，培養同學們具備思考、解決
問題與創新整合及團隊合作的能力，以面對未來社會上
各種挑戰，走出自己的人生，揮灑出自己的一片天！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主任孫嘉祈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副教授、助理教授、東
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後研究

國企系以全球化視角，提供多元且豐富國際化課程，我們
目標是培養與激勵新世代的領導者，為全球未來挑戰提供
創造性，綜合性和道德的解決方案。我們努力使學生不僅
具備廣泛的跨國管理知識，而且還培養成為企業家最需要
具備的技能和態度、分析能力、溝通技巧和團隊技能、決
策和判斷能力。與我們一起展翅翱翔，夢想啟程。

商管學院／經濟學系
主任林彥伶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博
士、淡江大學教育學博
士
經歷：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專任
副教授、助理教授

要在多元的環境出類拔萃，必須具備跨域與整合的能力。
我希望帶領經濟系學生走出思考框架、勇於迎向挑戰、培
養多面向能力、並創造各種想像不到的可能。也希望這些
過程能很自在、愉快地發生，讓學生體會學習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讓能力養成的過程如書法一般行雲流水、順理
成章。

商管學院／統計學系、大數據分析與
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李秀美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統計學系專任
副教授、講師

面對高速進步的科技，各種通訊或網路管道不斷產生的現
象和行為中，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數據，運用統計方法，探
索這些數據中所隱藏的訊息，已成為各行各業制定策略的
主流趨勢。本系期以推展統計於各領域以培育理論與實務
兼備之統計人才；此外，結合商管學院之資源，積極推動
大數據資料分析與相關之學術研究，以達成資料科學家之
培育，進而提升本系所學生的就業能力。

商管學院／商管碩士在職專
班執行長林谷峻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
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專任
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
福林特分校交換教師

遵循本院使命，在培養人脈的同時，賦予碩士在職專班
同學如虎添翼的競爭能力。

外國語文學院／法國語文學
系主任朱嘉瑞

學歷：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語言
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法文系 專任副
教授、法國弗朗士孔泰
大學圖書館館員

在全球化與人工智慧發展的時代中，外語學門科系也處在
一個變遷的環境中，本系除加強學生聽、說、讀、寫的基
礎能力外，也將考量學生需求，並評估自身發展條件，進
一步地增加實作課程與法國生活體驗活動。另外也與院和
研發中心配合，積極開拓產學合作、創新創業計畫案來提
昇學生的專業能力。

國際事務學院／歐洲研究所
所長卓忠宏

學歷：
西班牙馬德里康普登斯
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

經歷：
淡 江 大 學 歐 洲 研 究 所
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中華民國（臺
灣）歐洲研究協會理事

作為國內唯一歐盟跨領域研究的碩博士研究所，計畫持續
與國內各大學歐盟研究機構及學者的合作，整合同仁專長
申請歐盟研究與教學計畫案，擴大與歐洲大學相關系所的
學生交流，以強化本所在臺灣與亞洲大學競爭之優勢。

國際事務學院／日本政經研
究所所長蔡錫勳

學歷：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經濟
學博士、碩士、美國猶
他大學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所副
教授、東京大學、京都
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客
員研究員

日本政經、立足台灣、擁抱美中、放眼日本
淡大の日本政経研究所から
台湾の日本政経研究所へ
そして世界の日本政経研究所

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所長韓貴香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專任教授、副
教授

提供本所學生優良與豐富的專業學習環境和課程，以充
實和提升同學未來進入相關專業領域工作之專業能力。

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
專業證照訓練中心主任周湘華

學歷：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博士、淡江大學國際
事 務 與 戰 略 研 究 所 碩
士、歷史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歷史系專員、
歷史系、未來學所兼任
助理教授

面對國內推廣市場的激烈競爭，將奉行邱建良執行長改
革組織的決心，陸續成立證照業務群、學分及語言業務
群強化兩個中心的戰鬥力，迎接少子化、高齡化的臺灣
社會。

體育事務處／體育教學與活
動組組長黃谷臣

學歷：
國立體育大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教
授、副教授

體育教學：活化課程結構、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體育活動：鼓勵師生參與體育活動，培養規律運動習慣與
相關知能。
運動場館：營造健康友善的運動環境，促進全人健康發
展。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簡文慧

學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專員、會計系組員

在人力精簡及學生學習多元的趨勢下，將持續要求同仁
精進專業能力，提供學生、教師、畢業校友、學生家長
及社會人士優質的服務，並希望未來能透過資訊處的協
助，強化資訊作業模式。

教務處／招生組
組長詹盛閔

學歷：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
士

經歷：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副校
長室專員兼秘書

抱持著新兵的緊張感，學習精進；努力做出能做出最好
的東西，找出並解決不對勁的地方，並提醒自己虛心接
受負面回饋。

總務處／事務整備組
組長彭梓玲

學歷：
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人力資源處職
能福利組編纂兼組長

期願教職員生於安全舒適的環境下，安心自在的教學與
學習。

Ｎ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