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黌宮珠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卓越大代誌

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鄧建邦

成長研習 傳承帶領 強力精進教師品質
本校98-99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以「深化全面品質教學，
廣育心靈卓越人才」為總目標，透過思維創新、資源整
合、循環改善的主軸方法，建立「精進教師品質」、「建
構學習品質」、「貫徹課程品質」、「創新視野品質」4大
分項計畫及13個子計畫。
在「精進教師品質」分項計畫中，施行重點有四，包
括：一、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
新逸表示，除了藉研習活動說明淡江文化與學術風氣，闡
明新教師的權利與義務；亦舉辦教學、研究並重的「新聘
教師教學工作坊」，藉此增加各院系教師同儕之間專業和
經驗分享；另外針對教學評量結果不佳的教師，均訂有處
理流程及教學改善機制。二、良師益友的傳承帶領，透過
資深教師帶領資淺教師，讓新教師縮短教學、研究與班級
經營摸索時間，更快適應、融入學校環境。徐新逸表示，
參加活動的教師皆高度肯定，認為在新進第一年最忙碌的
時刻受益良多。
第三、教學評量與回饋機制。徐新逸說明，98學年度起

依據教學方法構面辦理一般教學法知能研習活動，以符合教師需
求，同時藉由學校完善的e化平台，呈現教師多元化的評量結果
分析，並由學生給予回饋意見，教學相長。第四、提升教學助理
質量計畫，透過教學助理培訓與管考，使教學助理充分發揮協助
教師教學的功能。這些措施皆為強調內化教師成長的原動力所進
行。徐新逸表示，此分項計畫主要著重於教師教學，希望藉此喚
起教師對教育的熱忱，並營造師生間充滿「愛」的教學環境。
除上述已實行的內容外，亦規劃新的努力方向。為因應期
末教學評量結果僅能提供教師做為下一學期的教學參考，無
法對當學期有所助益，自本學年度起推動「期中教學評量機
制」；100年起將以「精進教師能量，實踐樂活教學」為
主軸，進行本校教學文化工程改造；另「博士生TA，深
耕蘭陽」亦為此計畫的發展重點，徐新逸說明：「這是一
項長期的希望工程，我們打算從教師的內心出發，全面把
關教師的品質，期待看見此計畫在未來所給予的回饋。」
（陳思嘉）

99二級單位新任主管介紹
歷史學系系主任 林呈蓉

學歷：
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大學人文科學博士
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大學史學碩士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士
經歷：
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共同學科專任副教授

經過一個學期的摸索與學習，新學年度到來之際，除配合學校
既定方針，戮力於系所發展外，亦將在歷史系傳統「和靜清寂」
的風格上，持續致力於提升教師研究能量及學生讀書風氣。另
外，將透過對在地歷史的研究，扮演本校與在地社會之間良性互
動的平台，俾使本校能成為淡水在地社會人文菁萃的象徵。

數學學系系主任 張慧京

學歷：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數學系博士
東海大學數學系
經歷：
數學學系教授
數學學系副教授.
美國College of Holy Cross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講師.
數學系已擁有良好的研究成果與優質的師資，本人將規劃多樣
研討會，增加與外界交流與提升本系的研究能量； 除此之外，將
規劃適當的課程， 以增加學生畢業後的職場競爭力。

物理學系系主任 周子聰

學歷：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物理系博士
經歷：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央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物理系專任助理教授，專任副教授，專
任教授

在幾位前任系主任和全體共同努力下，無論是教學或研究，物
理系都已經有很好的基礎。我將配合學校政策，凝聚同仁共識，
延續優良傳統，加強本系特色，提升學生學習風氣及教學與研究
品質。

國際企業學系系主任 賈昭南

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博士
經歷：
國際貿易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副教授
國際貿易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系主任

將以建築系目前的教學成果與特色為基礎，繼續拓展學生設計
創作的國際視野，以及本系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期許未來能與國
際頂尖建築學院全面接軌，提昇本系建築教育具國際水準的質與
量。另將廣納意見，扮演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溝通橋梁，讓本系教
師在和諧與競爭的環境下，激盪出更多教學、服務與研究成果。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 林清彬

學歷：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博士
經歷：
機械與機電工程系教授

因應少子化與校務評鑑，將在有限資源下，儘最大能力為系所
找到價值與定位；並期許經由全系教職員生的努力，100學年能
順利通過第二期中華工程教育認證；全系教職員生也都能找到他
們的價值、身體健康與平安。

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 李維聰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研究助理
私立南榮工商專科學校電機工程科講師
南台技術學院電子工程技術系副教授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電機工程系副教授、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涉獵之領域相當廣泛，舉凡積體電路、計算機系
統、網路、通訊、控制系統與影像辨識等。我將透過各種不同規
模的計畫與研討會，結合各領域之專業，激盪出更多元的應用；
並扮演各領域教師與學生的橋梁，培育更多具備專業知識與態度
的人才，使本系成為未來職場或學術界人才的搖籃。

未來學研究所是一個擁有近五十位師生的小家庭。特色之一在
於擁有很多年輕的教師，所以所上氣氛也跟著青春活潑，有活
力。特色之二是強調跨科際的學術專業，諸如博物館研究、E世
代教育、NGO、移民議題等都可在本所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作為
本所的推手，我將秉持這兩個特色，繼續拓展本所與國內其他社
會科學系所的連結，以及與國際未來學研究機構的積極互動。

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系主任 張淑雲
學歷：
澳洲詹姆士庫克博士觀光管理餐旅組博士
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管理研究所
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經歷：
東方技術觀光休閒系副教授
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副教授

我將延續系上既有的傳統，廣納多元意見；並肩負著複評的使
命，與全系同仁共同為即將面臨的複評挑戰全力以赴。未來將配
合社會發展與國際競爭，發展本系特色，建立知名度與聲譽。深
入宜蘭當地社區，結合觀光產業建立合作機制，提昇知名度，使
本系成為推展宜蘭觀光事業的中堅；並持續的舉辦不同規模的研
討會，增加系上教師與校外學者的學術交流；在國際化發展上，
加強與設有觀光餐旅系的姊妹校合作與互動，爭取優秀的海外學
者進行講座，期能與全系教師共同為本系建立良好的口碑。

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系主任 王蔚婷
爾後本系將加強英語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使其更
能迅速融入國際企業的組織中。本系亦擬開發科技轉移與管理課
程，培養學生擁有專案經理人的基本能力，以便在多國籍企業的
環境中發揮專業的整合能力。

學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成人教育學哲學博士
美國羅格斯大學成人教育學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學士
經歷：
佛光大學社會教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曰
統計學系系主任温 温 江
皿 博仕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統計學系學士
經歷：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第三組組員
研究發展處統計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
統計學系專任副教授

將針對不同發展重點，尋求與國內、外相關單位交流或產學合
作；並積極爭取研究計畫，邀請傑出的產、官、學者演講，持續
整合系友資源，推動企業導師制，邀請傑出系友返校參與「智慧
大樹」，分享寶貴經驗，激勵學生在統計領域學習的信心。

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周清江

學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碩士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學士
經歷：
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資策會顧問工程師
美國 AT&T 貝爾實驗室研究員

我將持續發揚本系宗旨，建立教學、研究與服務整合的環境，
因應國際學術潮流及國內實務需求，培育深具敬業態度與團隊精
神之優越資訊技術、資訊應用、管理與規劃人才。我將廣納系上
教師們的意見，鼓勵教師互相支援合作，發展本系特色；並努力
匯合本系眾多優秀系友的力量，共創更廣大高遠的成果。

建築學系系主任 賴怡成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所博士（建
築與電腦輔助設計組）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碩士
經歷：
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美國加州州立科技大學波莫那分校參訪教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

學歷：
德國菲力普馬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學士
經歷：
未來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
未來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德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鍾英彥

學歷：
德國曼茵茲大學德文系博士
淡江大學德文系學士
經歷：
東吳大學德文系副教授
德國慕尼黑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德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外語學院教授兼院長

我將擔任德文系的傳承工作，鼓勵系上助理教授盡快升等，早
日接棒。另將延續德文系既有的學術活動，除了研討會外，更會
鼓勵學生利用各種機會，如：與德國波昂大學或科隆大學交換生
座談、讀書會，早日培養獨立自主的學習習慣。

日本語文學系系主任 馬耀輝

學歷：
淡江大學日文系畢業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綜合研究科地域文
化專攻碩士、博士（PH.D）
經歷：
日文系兼任講師
日文系專任副教授
感謝歷任系主任與全系教師共同努力建立的教學、研究成果，
以及和諧氣氛，期許自己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略盡棉力，服務本系
教師，在學術研究、教學活動與國內外相關教育、研究機構之交
流等方面之推展，以培育本系學生成為日語和知日的人才。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 楊瑩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英國牛津大學那菲爾學院博士研究（社會學）
英國里茲大學社會學碩士
經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主任
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我將持續推動教政所既有的各項學術活動，並透過與國內外學
者或學術團體合作，提升教政所的教學品質與學術聲譽。除了計
劃舉辦各種不同規模的研討會，並期望與教政所全體優秀教師與
學生攜手合作，建立出教政所的特色。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吳錦全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統計學系系主任
統計學系教授

將延續執行既有的研究計畫，並推動校內外各項有關統計調
查及資料分析的諮詢與研究，且積極開發與爭取政府單位或企
業機構委託之研究計畫案。同時提供校內統計應用相關課程之
教學實習的機會，以期研究中心發揮更大的功能。

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何啟東
學歷：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化工博士
經歷：
工學院院長
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
化材系教授

我將廣納國內外能源與光電相關領域的專家與學者的意見，
充分發揮能光中心的宗旨。並定期舉辦研討會、開授能源與光
電專業課程，培育具備能源與光電專業技能之研發人才。能光
中心擁有許多優秀的研究學者，期望能藉由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既有的環境資源下，讓本中心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人事室第一組組長 朱家瑛

學歷：
銘傳商專三年制電子計算機科畢業
經歷：
良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程式設計員
人事室第一組技術員
人事室第一組組長
教務處秘書
資訊中心秘書
配合資訊中心重新開發人事系統時程，將重新規劃作業需
求，除整合現有人事系統功能外，耗費大量人力的作業將優先
資訊化，以簡化作業及時效，如各系、院評審作業等。此外，
配合學校政策、發展及教育部法令，修訂現有各項法規。

會計室預算組組長 賈成慧
多元文化與語言是密不可分也是全球化趨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元素，本系是全國唯一將多元文化與語言視為知識份子該具備的
基礎素養科系。我期許以身作則、承先啟後，延續多元文化與語
言學系的傳統與蘭陽校園大三出國的優勢，廣納多元專長的教師
意見，積極扮演師生與學校間的溝通橋梁，發揮本系特色，期許
學生在本系能學有所長，未來能學以致用。

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趙麗瓊
學歷：
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
經歷：
淡江大學法文系助教

學歷：
淡江大學資訊系
經歷：
會計室會計二組組長
會計室稽核組組長
會計室組員

預算組的工作主要負責全校預算編審、控制及執行，感謝長
官及同僚協助熟悉執掌之業務，本人將全力以赴配合未來校務
發展，完成財務規劃之重任。

會計室會計二組組長 張小鳳
學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教育學院秘書
學習與教學中心秘書

我自本校法文系畢業，擔任兩年助教、四年工學院電算系行政
助理、其餘時間都在教務處課務組、註冊組、招生組工作。我希
望以多年在教務處累積的工作經驗，結合校友的力量，廣納長官
及同仁的意見，在本校既有良好的基礎上追求成長進步外；因應
社會急遽的變化，了解外界需求，擬向優良的經營案例取經，拓
展視野集思廣益，進一步規劃大眾需求的課程，為本單位注入競
爭力。

軍訓室教學組組長 張至強

學歷：
陸軍軍官學校72年班
陸軍步兵學校正規班289期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6年班
經歷：
排、連、營長
參謀官、科長、教官組組長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軍事理論組教官
國防部全民國防教育政府機關宣教
「教學」是我從事軍旅生涯中最為喜愛的工作；希望藉由這次
的履新，可使日後的軍訓課程更多元、教學更活潑、同學與教官
的互動更精采，這些都是我對軍訓教學的期許，也希望能夠在我
未來的任期中逐一落實。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 曲冠勇
學歷：
南非普力托里亞大學系統工程管理碩士
美國陸軍兵工學校射控系統班
國防語文學校英文正規班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系
經歷：
景文科技大學軍訓室主任
教育部軍訓處校安中心專員
陸軍總部參謀長室參謀
陸軍總部總司令辦公室翻譯官

將積極籌劃100學年度「社團課程必修」、100-101年「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及社團轉型創新等工作。期許讓淡江學子積極參
與社團，在社團中擁抱興趣與夢想，從社團中學習並發展自我；
促使社團「走出校園，服務社會，接軌國際」；讓淡江社團成為
「活力的社團」、「創意的社團」、「學習的社團」、「奉獻的
社團」、「健康的社團」、「快樂的社團」。

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汪明鳳
學歷：
淡江大學歐研所碩士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經歷：
商學院助理
經濟系助教

接下新的責任後，將汲取前人經驗，盡己所能，在既有的架
構下激盪出更多創意。出納組的主要工作為收款、付款等業
務，大多是財務事宜，但卻是學校推動教學與行政校務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未來將持續配合學校相關措施，維護學校財務
形象與信譽，協助學校順利推行各項行政事務。

會計具有協助規畫、控制、執行、考核績效之功能，完整充
分的會計資訊能提供決策者將資源做最佳分配，讓有限的資源
發揮最有效的運用。會計二組所賦予之任務為協助本校事業單
位辦理會計相關業務，將秉持會計室之經營理念，在未來的二
年確實落實於工作執行中。

會計室稽核組組長 葉彩雲
學歷：
銘傳商專會統科
經歷：
會計室會計二組組長
會計室會計一組組長
研發處秘書
工學院秘書
航空系助理

稽核組的工作主要負責學校經費、財務稽核；各項採購及財
物驗收；補助款領款及核銷等，上任月餘已漸熟悉相關業務，
希望能盡力為全校財務稽核把關。未來將配合學校訂定之內部
稽核制度辦理相關稽核工作，以協助全校各單位順利推展業
務，成就本校更優異的教學環境。

學習與教學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 宋鴻燕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亞特蘭大大學心理學博士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畢業
經歷：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副教授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銜命擔任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一職，我將承接歷任組長與同
仁所奠定的良好基礎，辦理教學卓越計畫重點工作項目，以服
務為導向，持續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業務，建置有利教學資
源之網絡。

學習與教學中心
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 黃儒傑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歷：
台北縣及台北市國小教師
中華醫事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未來除了針對前任組長所規劃的學習策略工作坊、讀書會、
名人開講、學習達人電子報等活動，繼續辦理與深化之外，同
時，將規劃與辦理弱勢學生客製化輔導機制、學生學習自我管
理等業務。期望在本組同仁全員參與下，能夠對學生的學習發
展有所助益，增加學生的學習能力，提升主動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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