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任命哈維丹 ·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擔任紐約州歷

史上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四年制公立學院首個西班牙裔院長   

 

哈維丹·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被任命為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UAlbany) 第  20 任校長   

 

該任命緊隨州長設立紐約州立大學西班牙裔領導人學院  (Hispanic Leadership 

Institute)，該學院旨在招聘並培養新一代的拉美裔領導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任命哈維丹 ·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為

紐約州歷史上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四年制公立學院首個西班牙裔院長。羅德里格

斯 (Rodríguez) 博士被任命為奧爾巴尼大學第  20 任校長，州長此前設立了紐約州

立大學西班牙裔領導人學院，該學院負責培養和支持紐約州立大學系統內新一代的

管理層拉美裔領導人。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加入奧爾巴尼大學時已擁有  25 

年在高等教育領域擔任領導職務的經驗，他此前在德州大學里奧葛蘭德河谷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Rio Grande Valley) 擔任創始院長兼學術事務執行副校長。  

 

「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是一位可靠的領導者，他在高等教育領域工作超過  

25 年，並將帶來我們需要的經驗、才能和專業知識，用於讓奧爾巴尼大學保持前

進，」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是紐約州的一顆皇冠寶石，透過與羅

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合作，我們將繼續把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提升到新高度，

並確保為我們的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我祝賀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獲得這

次創造歷史的任命，並期待未來與之合作。」  

 

「對於被選中擔任奧爾巴尼大學的下一任校長，我深感榮幸和自豪，」  

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表示。「奧爾巴尼大學在本國的研究型大學中名聲顯

赫。感謝葛謨州長、麥可考爾  (McCall) 主席、奇莫非爾  (Zimpher) 校長、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信任我。我還非常感激邁克爾 ·卡斯特拉納  (Michael Castellana) 

和遴選委員會  (search committee)，並期待與我們的新校長克里斯蒂娜 ·約翰遜 

(Kristina Johnson) 博士共事。」  

 



美國多元化委員會  (National Diversity Council) 今日發佈 2017 年頂級拉美裔領導人

名單，該名單由多個行業專家代表人員組成，包括商業、教育、政治、社區領袖。

從全國遴選出的  15 個領導人只有  2 人是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人士，哈維丹·羅德里

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是唯一一個登上該名單的學術管理人員。  

 

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加入奧爾巴尼大學時已擁有超過  25 年在高等教育領

域任職的經驗，他最近在德州大學里奧葛蘭德河谷分校擔任創始院長兼學術事務執

行副校長。哈維丹·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是創始院長兼學術事務執

行副校長，並且是德州大學里奧葛蘭德河谷分校社會學與人文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終身教授。  

 

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此前擔任德州大學泛美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 Pan 

American、UTPA) 校長、臨時校長、院長兼學術事務副校長。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在德州大學泛美分校任職前，曾在特拉華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擔任副院長、學術事務與國際課程副院長、社會學與刑事司法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教授，他在該校還管理災害研究中心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該中心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領先的社會科學災害研

究中心之一。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曾在波多黎各大學馬亞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Mayagüez) 擔任教授職務和行政職務，並在美國社會學協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擔任少數族群事務項目主任。他還是密歇根大

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人口研究生課程  (Population Fellow’s Program) 客座教

授。  

 

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擁有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心理學學士學位、

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社會學文學碩士學

位、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社會學博士學位。  

 

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主席  H. 卡爾·麥可考爾  (H. Carl McCall) 表示，「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在某些領域擁有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直接對應於奧爾巴尼大學本身

的優勢和關注點，其受人尊敬的職業生涯始終在指引他朝著紐約州立大學的方向前

進。我有幸代表董事會和整個紐約州立大學大家庭歡迎他來到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並期待與之共事。」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南希  L. 奇莫非爾  (Nancy L. Zimpher) 表示：「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帶著傑出的資歷、可靠的學術及研究成就記錄，以及使之完美匹

配這份工作的個人檔案來到紐約州立大學和奧爾巴尼大學任職。我相信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將促進包容性的校園環境，從而鼓勵學生和教職員工實現最高水

平的成功。」  

 

 



眾議員、非洲裔、波多黎各裔、西語裔及亞裔黨團  (Black, Puerto Rican, Hispanic 

& Asian Legislative Caucus) 主席兼州長多元化與包容性顧問委員會  (Governor’s 

Advisory Council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成員  N. 尼克·佩里  (N. Nick Perry)  

表示，「羅德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是高等教育領域一位最受尊敬並且德高望重

的領導人，我知道他將在任職期間繼續鞏固奧爾巴尼大學卓越的成就。我祝賀羅德

里格斯 (Rodríguez) 博士獲得這個當之無愧的任命，並很自豪看到更多傑出的西班

牙裔領導人在紐約州立大學和州政府各部門擔任領導職務。我期待與之合作強化紐

約州立大學系統，並確保我們為紐約州每代學生提供成功所需的技能。」  

 

眾議員、波多黎各 /西班牙裔工作組  (Puerto Rican/Hispanic Task Force) 主席兼州

長多元化與包容性顧問委員會成員馬科斯  A. 克雷斯波  (Marcos A. Crespo) 表示，

「據說好事為等待的人而來。70 年來，紐約州的拉丁裔社群始終在等待紐約州立

大學行政領導團隊體現出其不斷增長的優勢。  今天，透過選擇哈維丹 ·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這樣成就斐然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員領導我們的一所旗

艦級研究型學院，我們將創造歷史。」  

 

紐約州立大學西班牙裔領導人學院簡介  

 

紐約州立大學西班牙裔領導人學院由州長於三月公佈，該學院專注於在紐約州立大

學培養、保留、晉升西班牙裔領導人，擔任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最高級別的行政職

務。作為美國最大規模的綜合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紐約州立大學大膽承諾成為美國

境內最全面的大學系統。為了達成此目標，在紐約州立大學首席學術與院務官理查

鐸•阿茲 (Ricardo Azziz) 博士的領導下，紐約州立大學拉丁裔領導人顧問委員會  

(Latino Leadership Advisory Council) 負責招聘和培訓西班牙裔領導人擔任校長、院

長、首席財務官、首席商務官等職務。  

 

該學院提供全年獎學金課程，中高層拉美裔管理人員將透過這些課程陪同紐約州立

大學三個校區的校長，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校區系統管理層的高管們工作进

行实习。紐約州立大學西班牙裔領導人學院還為中層西班牙裔領導人提供短期發展

機會，這些人的未來職業發展是在紐約州立大學院長內閣任職。該學院還將主持為

期兩天，面向紐約州立大學全體教員召開的年度拉美裔領導人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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