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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願景：希望物理系的學生經過四年的物理教育，都
能具備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自我學習及
管理」的能力。工作計劃：適切的課程重組，加強學生的
專題研究課程及訓練，以提升物理系學生的基礎物理及科
學知識，及人文素養。

物理系系主任杜昭宏

學歷：英國愛丁堡大學物
理博士
經歷：博士後研究員（英
國德倫大學物理系）／國
家同步輻射中心助理研究
員（臺灣）

　期望建構本系成為協助學
生 達 成 三 個 成 功 的 優 異 平
臺：

一、學習成功(Success in study)：全力配合AACSB認證，在
商學基礎與保險專業課程上與國際標準接軌。二、職涯成
功(Success in career)：持續推動證照輔導、產學合作與實
習課程，鋪設好學校與企業間的最後一哩路。三、人生成
功(Success in life)：透過鼓勵同學增加知識寬度、學習施與
受、建立良好人我關係、並爭取國際交流機會，以奠立學
生成功面對未來挑戰的基石。

保險系系主任繆震宇
學歷：臺灣大學財務金融
學研究所博士／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台灣風險與保險學
會秘書長、常務監事、保
險專刊執行編輯、政府基
金委外代操審議委員

　積極發展一個學生能夠快樂成長及有效學習的求學環
境，增加並鼓勵學生拓展經驗與國際視野，使其能夠在畢
業後立即取得職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協助教師能夠在專長
中兼顧教學品質與研究興趣，兩者相輔相成，在一個和諧
與團結的氣氛中與系上共同成長。短期內希望配合系上現
有特色，發展成為國內公共行政領域的指標性系所，長期
則在國際相關領域當中，建立專屬品牌與能見度。

公行系系主任李仲彬

學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學博士
經歷：本校公共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副教授／臺灣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教心所在所有師生共同努力之下已奠定良好的基礎，以
扎實的專業課程與實習計畫，培育許多教育心理專業人員
與諮商心理師。期許未來能夠更有效地運用校內與外界資
源，積極建構諮商專業網絡，參與相關學術團體活動，並
與醫療、教育、企業、社區機構簽訂實習契約，鼓勵學生
依個人才華發展生涯路徑，在助人工作領域中獲得最大的
成就與肯定。

教心所所長宋鴻燕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州立
亞特蘭大大學心理學博士
／邁阿密大學音樂治療研
究所碩士結業
經歷：本校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

　本所下一波發展主要在於引領未來化思潮，以及接軌與
深化國際未來學運動。對於學生知識和理念的啟發更是核
心關注，因為新世代經常是想像力與創意的起源。更思考
如何將本校多年來的未來願景凝聚為集體的行動力，特別
是正當全球社會正面臨著休戚與共的環境生態議題、替代
性能源、全球經濟變局、政治寧靜革命潮和新世代社會教
育等諸多不連續性發展的問題之時。

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

學歷 :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
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 :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主任

　非常榮幸擔任本系系主任一職。希望延續目前本系所展
現的優良成果，積極配合校務發展目標，加強產學合作，
深化與系友的聯繫。整合各組不同領域教師參與國際交流
與合作研究，提供大學部與研究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學歷：加拿大麥克
瑪斯特大學電機暨
電 腦 工 程 系 博 士
（PH.D） ／ 美 國 麻
省大學達特茅斯分
校電機暨電腦工程
系碩士（ME）
經歷：中山大學電
機系教授兼通訊工
程研究所所長

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

　有人大膽預測「大數據」（Big Data）是下一個資訊革
命，透過各種通訊或網路管道，從分秒不斷產生的現象、
行為中，所創造出來各式各樣的數據，所幸，我們身處統
計系而能躬逢其盛，從資料蒐集、預處理、進行統計分析
到資訊探勘等，不論是在那個應用領域，統計系所培育的
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或數量分析師（Quantitative 
Analyst），在這轉捩點上將充滿著無限的可能與機會。放
眼未來，統計系的每一位師生，都有機會見證，期待在這
場世紀大饗宴中，大家都能光榮登場、展現自我、追求卓
越、邁向成功。

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
學歷：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拉法葉
分校統計系博士
經歷：留學顧問－中國文化大學推
廣教育中心海外組／專任副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科、財稅科／研
究員－國家文官學院「高階文官培
訓飛躍方案 TOP-SCS2010」決策發
展訓練研究班

教學

　因應物聯網、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之科技發展趨勢，交
通運輸資訊整合應用、資訊內容、規劃管理與決策支援已
成為發展智慧運輸系統之重要核心。本中心係以交通運輸
之「智慧化」與「永續化」的未來發展趨勢為指導方針，
涵蓋智慧運輸科技、交通工程與控制、大眾運輸、物流與
供應鏈、運輸安全、運輸經營管理、運輸環境人文等專業
領域，整合產、官、學界之前瞻議題與實務應用資源，建
立一產官學研的交流平臺，以培育社會所需之運輸與物流
專業人才。

學歷：德國柏林工業大學
運輸工程博士／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歷：中華智慧型運輸系
統協會專任秘書長

運輸與物流研究
中心主任陶治中

行政

　在系上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數學系已擁有相當優質
的教學與研究成果。本人將持續凝聚同仁共識，規劃具有
系所特色的專業課程、跨院系所的學分學程、企業實習課
程、鼓勵證照考試等，以強化學生的生涯發展優勢與職場
競爭力，同時辦理學術研討會、增加與校外學者學術交
流、 鼓勵同仁學術合作等，以提升本系的研究能量與學術
聲望。

數學系系主任溫啟仲

學歷：中央大學數學系博士 
／輔仁大學應用數學系碩士 
經歷：本校數學系專任教授

理學院

　本系教師除致力課程教學
外，亦積極進行學術研究與服
務，研究成果豐碩，並將研究

經驗與成果融入教學之中。未
來在課程方面，本系將重新規劃

大學部課程架構以因應減班計
畫，同時持續進行實驗室優質化；另外也將推動專業實務
課程以培育化工與材料產業之專業實務人才。研究方面除
了致力於系上研究方向與資源的整合外，也鼓勵系上教師
參與國內外校際合作，共同發表創作；同時與業界建立良
好互動關係，進行產學合作。招生方面將持續進行招生宣
傳、舉辦化材營及進行各項交流活動以鼓勵優秀學生進入
本系所就讀。

學歷：美國康州大學高分子
科學博士／臺灣大學材料工
程所碩士／臺灣大學化工系
學士
經歷：明志科技大學副教授

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
工學院

　持續維持本系優良傳統，強化課程委員會運作，老師藉
由合作提升教學品質。提高畢業門檻以鼓勵學生勇於挑戰
高階檢定考試，提升文史哲能力和國際視野。加強系友們
和母系間的聯繫，以提供學生獎學金、實習和未來就業機
會。強化和高中第二外語的合作，讓學生有法語教學經
驗﹐並可於未來吸收優秀的學生。

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

學歷：法國史特拉斯堡
文學碩士和博士
經歷：本校法文系助理
教授、副教授

外語學院

　在前兩位系主任的努力下，系上的師資及課程結構已趨
穩定，入學學生英文程度亦日漸提升。然而，如何在穩定
中求成長，尋求本系在高等教育及就業市場上更明確定位
是未來兩年重要的課題，系務推展的大方向為: 擴展與產業
聯繫與互動，發展與國內外大專院校多元的合作關係，改
善硬體設備，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
學歷：臺灣大學外文系／英國
Sussex University 媒體研究碩士
／英國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媒介與文化分析博士
經歷：本校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英國肯特大學
健康政策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
／英國國家社會調查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臺北美國商會編輯部助理

全發院

　因應社會環境與教改脈絡的改變，以策略性思考，進行
本所新一階段之定位與發展，工作重點有二：「固本拓
源」與「網絡連結」。固本拓源係凝聚師生認同感，深化
本所特色，拓展生源與資源，並加強所友聯繫。網絡連結
則進行大學與中小學之攜手互助、教政系所之策略聯盟、
以及學術研究與專業實踐之國際合作。期冀透過循序漸進
歷程，營造組織學習的環境，讓本所教師的學術探究力更
加激發，而學生也能提升學養，習得終身學習的能力。

教政所所長潘慧玲

學歷：美國賓州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
行政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中心（五
年五百億頂尖中心）副主任／技
職教育一般科目課程發展中心主
任／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理事長

教育學院

　村上春樹（1949-）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日
本作家。期盼將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打造成本校的金字招
牌、享譽國際。循著短中遠程目標前進。近程目標：行銷
淡江大學在研究村上春樹的實力，形塑本校是臺灣研究村
上春樹領頭羊的印象。中程目標：鞏固本校在村上春樹學
領域上無可取代之地位。遠程目標：邀請村上春樹本人蒞
臨淡江大學，並召開村上春樹國際高峰會議。

學歷：日本廣島大學博
士／日本廣島大學碩士
經歷：本校日文系教授
／臺灣日本語文學會理
事長／臺灣日語教育學
會理事／日本森鷗外記
念會評議委員

村上春樹研究中
心主任曾秋桂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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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知識之科際整合研究發
展，為國家與社會培育兼具資訊技術能力與現代管理知識
的中高階人才。

資管系系主任張昭憲

學 歷： 臺 大 電 機 研 究 所
計 算 機 輔 助 設 計（VLSI 
CAD）組博士
經歷：本校資管系副教授

兼任資訊科技使用
行為研究中心主任

　在本所既有之基礎上，發展本所的課程特色，以吸引更
多同學投入歐洲聯盟與俄羅斯的研究及國際視野，並積極
擴展本所學生參與產學合作的機會學以致用；此外，在歐
洲聯盟研究中心的支援下，致力於整合全校的資源，以推
定進行跨領域的研究，期許本校成為臺灣研究歐洲聯盟的
重鎮。未來將扮演「服務提供者」擔任學校與本所師生間
的溝通橋樑，希冀在和諧的氛圍中促進本所師生的研究能
量，呈現更多的專業研究成果。

歐研所所長陳麗娟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
學 博 士 ／ 美 國 Delaware 州
Widener 大學公司法暨公司
財務碩士／德國巴伐利亞
邦翻譯國家考試及格
經歷：臺灣歐盟中心諮詢
委員

國際學院

兼任歐洲聯盟
研究中心主任

　本系將從過去「大哉國貿、系出名門」量化的國貿人才
的專業生產，轉化成「少、美、專、精」質化的國際企業
菁英的培育。希望所訓練出來的學子皆能在每個領域與職
位上都能扮演關鍵角色，成為社會向上提升的能量。致使
每位畢業生皆能擁有「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
開創未來」的未來潛力。

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經濟學研
究所碩博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
學資訊管理碩士
經歷：本校資通系系主任暨資軟
系系主任／本校國際企業學系暨
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副教授

商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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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室經營理念-「周詳、踏實、自省、精進」之品質
政策與「服務、接納、包容、同理，如家人般，值得信
賴」的服務政策指導下，以學生生活輔導、校園安全及
全民國防教育為架構，形塑「落實全民國防、傳承服務學
習、強化生活輔導、共創友善校園」之全方位學習環境與
輔導機制；訴求均以顧客（學生）為中心，力求滿足所
需，超越顧客（學生）之期望。

行政組組長張厚基

學歷：政戰學校新聞
研究所碩士
經歷：國防部保防官
／教育部軍訓處專員

軍訓室

　蘭陽校園為學校獨立之教學、行政單位，「住宿學院」
為其三大特色之一。擔任蘭陽校園組組長乙職，工作重點
在於學生生活輔導、住宿管理、醫療服務、課外活動之規
劃以服務學生；另一工作重點為維護校園安全，讓同學們
可以安心於課業學習。

學歷：國防管理學院企
管系／經理正規班
經歷：教育部宜蘭縣聯
絡處助理督導

蘭陽校園組組長
黃銘川

　秉持生活輔導組「熱忱服務、群策群力、永續提
昇」的服務宗旨，營造快樂學習的友善及安全校
園，真誠關懷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與協助，藉由
各項品德教育宣導活動，提升學生品德修養，成為
有品有德的淡江人。

生輔組組長葉與駿
學歷：空軍官校 77 年班／
空軍指參學院作戰參謀軍官
班／玄奘大學企研所
經歷：攔截管制官／搜救官
／教育部借調軍訓教官／高
中軍訓教官

學務處

理學院

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
研發處

工學院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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