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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電腦藝術碩士、資訊
傳播學系副教授、歷年舉辦15場數位創作個
展、「103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
計畫」課程教案類別特優、107學年度專任教
師評鑑優等獎、103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傑出
獎、101學年教學優良教師、帶領學生參加校
外設計競賽獲獎70次並獲得指導老師獎

培育具前瞻遠見及創意能力的人才，致力於
開發台灣原創數位內容，整合藝術設計與科

技跨域應用，運用數位行銷傳播力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與發揮影響力，是資訊傳播學系持續發展的重點。推展與
開發元宇宙相關應用，在少子化效應延燒大學校園之際，
強化系之特色專業更形重要，創造精深博雅的優質教
育，才是身為教育人的責任。

引同學的服務。針對已經進入本系的在校生，我
們也會檢視原本行之有年的教學活動與課程，做進一

步的檢討與升級，達到「寓教於樂」，讓學生在
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接觸、學習，並精進法語。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活動與領導所學生
事務在職專班、曾任本校學務處課外活
動輔導組組長

提升住宿學生滿意程度、強化學生宿
舍硬體設施、活化學生宿舍永續活

動、促進住宿學生博雅涵養。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所博士、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曾任工研院資通所技術經理、工
研院系統晶片中心技術經理

電機系畢業生是台灣成為科技島的
基石也是台灣科技不斷進步的生

力軍，電機系未來會不斷充實優秀的
師資與新穎的設備給予學生優質的學
習環境，並且配合國家發展所需，培養
半導體、IC設計、人工智慧與智慧機器人
等領域的專業人才。除了電機領域專業的訓
練，透過畢業系友所提供的賴友仁老師培領獎助
學金的支持，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最後，透過學校三環五育的
教育，使得電機系的學生能夠成為具有卓越心靈的人才。

本校日本語文學系學士、名古屋大學文學
博士、本校日文系副教授、曾任EZJapan
流行日語會話誌主編、名古屋大學社會
貢獻人才育成本部兼任研究員 、靜岡英
和學院大學人間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根據統計，近十年來每年有超過三萬
名高中生選修日語作為第二外語。

這個數字暗示了日語將從專業能力降至基
礎能力，逐漸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溝通工具。

為了因應這逐漸檯面化的隱憂，首先著手規劃重
整課程地圖，設立課程分科會考，統合本系師資特色專

長，建立有系統的人文學養培育課程。訓練學生深入理解日
本的民族思想，以期涵養學生更高度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及更

廣度的國際觀。也希望藉此突破少子化的招生困境。

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本校教育資料
科學學系學士、曾任本校圖書館典藏閱覽
組組員、參考服務組組員 

數位資訊組專責圖書館資訊科技之應
用與發展：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評估

與優化、電子資源服務平台管理、機構典
藏與學術傳播相關事宜，以及圖書館網站

規劃與維運等。面對AI數位轉型，將帶領
同仁們積極進行標竿學習、以持續精進、創

新思維，共同迎接新的挑戰。此外，在宋雪芳館
長的帶領下，與東吳、銘傳大學共建共享優久大學

聯盟優三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並由本組負責統籌中心業
務之推展，期許能達成資訊服務能量加值的目標。

德國慕尼黑大學德國語文學系碩士、博
士、曾任德國FDP自由民主黨基金會博
士獎學金研究員、本校德國語文學系副

教授、108學年教學優良教師

德文系創立至今，已有47年歷史，在
前主任吳萬寶院長六年耕耘下，系

務運行已有相當制度。但面臨少子化衝擊必
須：1.課程規劃重新調整；2.鼓勵系上學生培養跨

領域第二或多元專長；3. 與系上教師達成團隊合作完成系上任務；4. 順利
舉辦第33屆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國際研討會、全國萊茵盃大專
院校文藝暨體育競賽；5. 與畢業系友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擴增資源。

本校教育科技學系碩士、本校教育資料科學學
系學士、曾任本校圖書館採編組編審、參考
服務組組員

採編組主要負責全校圖書經費的執行，
業務主軸包括：圖書資源採購、編

目及交換贈送，每學期在圖書館大廳舉辦
「你選書，我買單」及1樓詩學廊道的「師

學愛閱」閱選書展。在宋雪芳館長的帶領與
全組館員努力下，除不斷以TQM精神簡化創

新工作流程外，更致力於優久大學聯盟優三圖書
館（淡江、東吳、銘傳）的書目與採購任務小組的共

建共享，此外，更配合國家型計畫，參與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
建置的「臺灣鏈結資源系統」LDT@Library種子圖書館。

台灣大學物理所博士、本校物理學系教授

珍惜前人蓽路藍縷的開路，往前邁出新物
理人的步伐，啟動系所發展的整體動量。

1.因應新制度引起學習困境，輔導學生來解決學習
過程中物理與數學的迷思。2.物理發展日新月異，須
平衡各領域的重心，推動相近領域中跨域合作，進而將
新科學成果轉錄到下一世代學生學習DNA中。3.配合國際化研究趨勢，引領淡江
國際學術合作，發揮出具物理特色之研究，找出高差略異性的亮點項目。4.鏈結
畢業系友的人脈，鼓勵新世代的創意，帶動系所向上成長動力。5.挖掘出各老師
的強項，發展系務的潛力策略，進而持續面對未來挑戰。

菲律賓奎松大學企管博士 、本校國企系
教授

國企系在歷任系主任的帶領與教師
團隊的努力下，已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為因應全球環境與國際人才需
求之變化，本系將透過檢討課程規劃、
加深與其他國家學校的合作，期望以多
元化的課程與學習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及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博士、本校國際觀光
管理學系教授、曾任長榮航空空服員事務長/教
官

從蘭陽遷回淡水，肩上扛著以往的榮光，必
須面對的卻是全新的挑戰。少子化衝擊

下，今年新生人數銳減，招生和留生是重中之重的
第一要務。本系具有與眾不同的四全特色，目前最大

的問題，應是科系的宣傳工作仍須加強。由於本國籍學
生就近就讀的地域特徵越發明顯，針對重點高中／高職，將採
主動聯繫、到校宣傳的方式，盡速提升科系的知名度。針對外

籍生，將與國際處密切配合，全力爭取外籍生前來就讀本
系。全英語教學品質的持續提升，以及強化導師制度

的生活輔導功能，皆是留生的重要作為。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本校化學工
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淡江化材系的教育目標為培育具備化學工
程與材料工程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

的工程師人才。教師們致力教學，亦積極進
行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在精密分離過濾、
程序設計整合、奈米複合材料、光電材料、高
分子薄膜、廢水處理及能源工程等領域，有傑
出表現。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涉及的知識與技術廣
泛，加上化材系畢業系友迄今已超過6500人，遍佈於產
業界及學術界，因此畢業生具有很大的就業與發展優勢。化材系系友的向心力
極強，除提供多項獎助學金外，也踴躍捐款支持系上，向學弟妹分享產業情況
與工作經驗，並積極提供實習及工作機會。化材系將持續藉由精進課程規
劃與教學，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潛力，提高學生升學與就業之競爭力。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本校外交
與 國 際 關 係 學 系 教 授 、 曾 任 本 校 歐
洲研究所所長暨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主

任、莫內計劃講座教授

本中心多年來積極推動歐盟研究與相
關推廣活動，並與本校歐洲研究所、

歐盟資訊中心、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EUTW) 共同
合作推廣歐盟與進行歐盟學術活動。近年來舉辦的「歐

盟夏季／冬季研習班」與「歐盟週」，深獲各界好評。2015年中心主任陳
麗娟博士獲頒為期三年（2015-2018）的莫內講座教授（Jean Monnet Chair 
on European Trade Law）殊榮與莫內模組獎助八萬歐元，成果廣獲歐盟的肯
定。另外，執行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案，除了引介歐盟新的政策與法規外，並
積極提供政府政策建言，參與公共事務。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政府訂定之「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校長宣示「建校
100年、淨零校園」之方向，本組負責規劃本校碳中和推動藍圖，分析本校

碳排資料，收集國內外各大學對於碳中和所採取的措施及評估方法，擬定本校碳
中和短中長期路徑。本組將充分借助本校長久奠基之工程領域學研經驗，鼓勵教
師帶領學生共同參與能資源使用現況盤點、再生能源發展潛力、減碳實施策略與
效益評估等重點工作，以符合教研合一、學以致用之目標。將優先針對校園生態
之主要元素，規劃電力能源與水資源永續利用方案，導入開源節流概念，發展

再生能源與降低能資源耗費等手段並重，並建構資訊揭露方
式，以達資訊公開、資源整合之目標。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本校USR
計畫《淡水好生活》協同主持人、本校永續報
告書總編輯、國科會人文司管理一學門複審委
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商管學門審查委員

「生命所能提供最美好的犒賞，就是有機會致
力於實踐值得努力的工作」，美國羅斯福

總統如是說。本組旨在協助校方回應教育部USR推動
中心主張「大學」必須透過建構「效益評估」的模式與機

制，以利達致自我檢視、社會對話以及後續評估之目的。為此高教公共性的當責
情境，本組定期編製《永續報告書》與《中長期效益評估》的工作，以及掌握
國內外永續發展趨勢與國際報告書揭露規範。這背後是本校第五波超越任務的
期許，建構關鍵5R的工作架構：Recording、Reporting、Research、Reflection、
Renewal，以此鏈結本校校務發展，善盡社會責任，為永續美好貢獻心力。

文學院資訊傳播學系
系主任 賴惠如

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施盛寶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系主任 劉菊梅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士、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交換學者、「財
政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委員、資訊管理
學系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擁有超過三十年的歷
史，面臨現今數位轉型的科技浪

潮，在少子化的衝擊，如何維持穩定的
學生人數與招生，是首要之務；形塑科
系特色，讓學生以多元的學習，培養學
生的資訊能力，加深和企業的鏈結，增加
學生職場競爭力；持續推動國際合作，進一
步深化與姐妹系的交流；連絡畢業系友，團結各
行各業的系友扶助母系，繼續擦亮淡江資管的招牌。

本校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學士、美國華盛頓
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碩士、博士、本校水資

源及環境工程系教授、系主任、考試院典試委員、
分組召集人、命題委員、口試委員、閱卷委員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
淨零碳排推動組
組長 李奇旺

資訊處校務資訊組
組長 林昀龍

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碩士、曾任本校學習與
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專任研究助理、
資訊處校務資訊組、專案發展組技士、個
人資料管理稽核小組稽核員

1. 立 基 於 歷 年 打 下 的 基 礎 ， 持 續 整 合
校務系統與資料流程，以提供穩定、

正確、一致、好用、感動的資訊系統服務。
2.採用主流的分析方法與工具，與業務單位建立系

統化的溝通機制與管道，並實際了解工作場域情境，
善用數據與AI技術，打造貼近需求、高服務價值

的資訊系統。3. 運用雲端服務與工具，融入
CI/CD流程，調整系統開發、維運作法，以期

能快速回應現今多變、易變的使用者需求。

覺生紀念圖書館數位資訊組
組長 唐雅雯

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
組長 許家卉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組長 陳瑞娥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主任 戴佳茹

奧克蘭大學藝術創作博士、安大略藝術學院藝
術創作碩士、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於

台北市立美術館個展多次

未來持續推動全校通識教育課程，為
培育跨域整合之人才，增進對藝文

涵養、社會實踐、價值思維、永續發展
之認識與關懷，研發跨領域和實踐活動課
程，開拓自主學習微學分及微學程課程。

微學程以主軸式議題串連不同學門的通識
課程，鼓勵跨域協同教學，舉辦大師講座、

系列美學藝術展演、實作工作坊、研習營等活
動，將多元議題融入生活及各領域學科，開啟
在地化、生活化的永續經營契機，提升學生人

文科學與美感素養，奠定全人教育基礎。

外語學院德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林郁嫺

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系主任 蔡佩青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系主任 陳淑娟

研究發展處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主任 陳麗娟

研究發展處視障資源中心
主任 蔡宗儒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施鴻源

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主任 林正嵐 

理學院物理學系系主任兼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 莊程豪

政治大學統計博士、本校統計學系、特聘教授
兼教務長、曾任本校商管學院院長、統計學系系
主任、近10年每年皆主持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

畫、獲本校學術研究獎勵，曾任鴻海精密工業、
工業技術研究院、鈺德科技、強新工業等企業顧問

或資深顧問，發表學術著作超過60篇專業學術著作、
合著Springer出版之專書三冊、發表中文抒情小說一冊。

未來期望能在歷任教務長及同仁奠定的良好基礎下，持續推
動教務與招生相關工作，配合學校政策推動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協助教師精進教學方法及進行課程改革，為學校營

造一個良好的教學及學習場域。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
韌性治理規劃組
組長 涂敏芬

教學 行政

外語學院法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徐鵬飛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宗教人類學博士、本校法
文系教授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法文系的招生狀
況漸漸不如以往，但越是在這種艱

難的時刻，我們更要一起站穩腳步，好好
把握每一個潛在的新生。我們希望能有更

多機會接觸每一位對法語學習有興趣的同
學，為此我們將發揮社群媒體的力量爭取曝

光、讓每位老師發揮自身的專業，提供能夠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