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學年度大事記
910801

△理學院成立，由海洋科學系、資訊科學系、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和光電科學
研究所組成，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李昭興教授擔任院長。
△技術學院由葉榮華教授接；航海系主任由廖坤靜教授接任；輪機系主任由張
文哲教授接任；導航與通訊系主任由趙俊傑副教授接任。
△海運學院院長由尹章華教授代理；商船學系主任由賴禎秀副教授接任；海洋
法律研究所所長由周成瑜副教授接任。
△共同科科主任由郭展禮教授接任。
△河工系主任由張景鐘教授接任。
△體育室主任由劉錦璋助理教授接任。
△聘任安仲芳老師為「導航與通訊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海洋科學系博士班成立，首屆招收一般生二名，在職生一名。
△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所長由陳明德教授擔任。博士班成立並開始招生，招收
一般生 3 名。
△「導航與通訊技術系」於 91.8.1 起更名為「導航與通訊系」
，同時航運技術
研究所亦調整為導航與通訊系碩士班，完成系所合一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和參考諮詢組成立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自八月一日起於暑假期間安排本學院莊慶達所長等四位
推廣教授於各漁區做巡迴諮詢講習共計 20 場次。
△暑假期間舉辦一系列「專題講座」，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講授；有關「公務
人員應有的法治觀念」等課程計七場，對行政人員辦事效能及提高其服務品
質有所幫助。
△河工系陳正宗教授再度榮獲國科會傑出獎。
△海洋科學系續聘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從事有關鄭和寶船之研究並開授海洋
聲學概論及支援開授通識課程「宋元明古船史」。

910805
910812

△海峽兩岸學者專家訪問團參訪養殖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主辦「水產食品安全衛生認證制度」研習班，為期
8/12~8/16，使學員對水產食品安全衛生認證制度之認識與瞭解。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沈志忠副教授於九十一年八月十二至十五日至台北參
加「Asia SPM4 & Taipei Symposium on Nanotechology」
。

910815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正式上線，供全校師生使用。

910816

△生技所所長林棋財教授赴波士頓參加「第 24 屆美國化學學會年會」研討會。
△本校人事室新、舊任人事室主任交接，上午十時假校長室舉行，卸任主任林
玉泉調國立中央大學服務，新任主任趙果智由國立中央大學調任。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攜研究生黃惠如及張瓊文應邀參加2002年IIFET紐西蘭國
際年會並發表論文三篇

910819
910819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2002年IIFET紐西蘭國際年會、並
發表論文

△辦理「健康食療」與「藥膳養生」講習
910826
910829

910901
910902

910910

△養殖系張清風教授於 8/26~29 赴德國參加「第二十一屆歐洲比較內分泌國際
會議」。
△本校校史室籌設會議由前陳副校長於八月二十九日主持召開，擬請各相關單
位於十二月底前提供資料。由本中心與圖書館合作規劃之校史室兼藝文展
覽場所，擬於九十二年初施工，並預計五十週年校慶前完工開放。
△資訊科學系自九十二學年度起更名為「資訊工程學系」
。
△本校九十一年度校區環境美化工程案，委託規劃設計公開取得企劃
書，並經各學院代表所組成之美化評選委員會評審定案。
執行內容：
校園主軸景觀改善及綠美化，初期以濱海校門至夢泉間、電算中心沿
育樂館至延平技術大樓間、祥豐校門右側、龍崗步道入口處、工學院
區門口等為年度內執行區域。執行重點為改善校園景觀並以濱海植物
為主要美化植栽，及設置休閒區域(木平台及木椅設置)以提昇校園風
貌。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主辦台灣鯛北、中、南區養殖技術講習會
△本校河工系陳正宗教授、材料所朱瑾教授、陳桂鴻、江圳陵同學出席北京「第
三屆國際邊界元素技術會議」。

910912

△辦理全國青少年網球賽。

910914

△材料所朱瑾教授應邀赴大陸大連理工大學舉辦之Dalian Workshop on
Non-crystalline Materials發表演講並應邀赴北京參訪中國科學研究院物理所。。

910915

△與資科系合作開發學生收費系統（含宿管理系統、就學貸款系統）上線使用。

910916

△航運管理學系系主任李選士教授於九十一年九月十六日至十八日，赴義大利
參加第六屆國際知識基底之智慧型資訊與工程系統會議，並發表論文。
△今起二日辦理九十一學年度在職專班及研究生新生、大一新生暨二技部、轉
學生體檢體檢。
△張淑淨老師出席APEC會議

910918

△海生所辦理九十一學年度「實驗室安全衛生講習」
，邀請行政院勞工安全
衛生研究所張振平博士蒞校指導，講習時數為三小時。
△海生所辦理九十一學年度「消防教育與火警處置演練」，邀請中華民國消
防基金會教育訓練中心鄧兆緯主任蒞校指導，講習時數為三小時。

910919

△本校榮獲環保署辦理之「九十一年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優等學校」
，接受行政
院環保署及教育部共同頒發獎狀及獎杯，並安排晉見總統。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於立法院舉辦台灣鯛產品發表記者會
△完成學生手冊之編製上網公告。

910920

△海洋科學系龔國慶教授榮獲國科會91年度「傑出研究獎」殊榮。
△辦理新生消防安全演練、安全教育。

910923

△經濟所陳清春教授應監察院監察委員之邀請，提供漁業權補償與救濟措施之
諮詢
△舉辦「企業駐診活動」邀請緯創資通公司、瑪凱電信新事業人員蒞校與同學
面談。

910925

△海生所辦理碩士班九十一級研究生海上實習，搭乘海研二號至基隆嶼海域
實施海上實習訓練。
△本校防波堤濱海地取得林務局「平地景觀造林及綠美化」補助方案，
由林務局羅東管理處執行完成發包簽約，該案編列 18 種植物分佈於工學院
校區並於 10 月份施工種植。

910926

△本校與基隆市政府、行政院研考會合辦九十一年基隆地方發展公告論壇。
△今日起二日辦理大一新生衛生幹部 CPR「初級急救訓練」。

910927

△本校舉辦慶祝九十一年教師節茶會。
△本校聘大提琴家張正傑為駐校藝術家

911001

△材料所所長由朱瑾教授兼任。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自十月一日起安排學院陳榮輝教授等 10 位教師於每週三
10：30～10：45 參與漁業廣播電台節目專訪。
△資訊科學系大學部自九十二學年度起增班案已經教育部核定。

911002

△經濟所辦理『應用經濟專題討論』之校外教學—臺灣漁撈業及水產養殖業，
參訪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911003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加拿大紐芬蘭Memorial大學經濟系曹有盛教授，
講題－紐芬蘭北鱈魚枯楬的回顧
△完成PROXY、個人網頁服務空間、流量統計等伺服器更新。

911005

△海運學院設置「海運學院傑出校友講座」自 91 年 10 月 5 日起至 91 年 12
月 14 日邀請多名海運學院傑出校友回母校舉辦十八場演講。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師生 150 人協助基隆市政府於碧沙漁港辦理「親子魚苗放
流」活動。

911006

△電機系電子電機系友會於 91 年 10 月 6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在台北市國賓大飯
店樓外樓舉行，由系友「友尚科技公司」董事長曾國棟先生主辦，「瑞軒科
技公司」副總陳煌宜先生擔任總幹事協同，敦請校長吳建國博士與會，並宴
請校友中心蕭泉源主任及資深教授。
△養殖系郭金泉教授於 10/6~11 赴南非參加「第九屆精子學國際會議」並發表
論文。
△養殖系邀請法國 Dr. Sylvie Dufour 來台訪問並舉行兩場學術演講。
△生技所與光電所合提之「教育部九十一年度提昇大學競爭力重點發展計畫—
子計畫 B：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育計畫」已獲教育部核定通過。
△辦理基市九十一年度中小學生游泳檢測。
△召開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臨時校務會議，選出十五位遴選委員，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辦理校長遴選事宜。
△商船學系完成代訓行政院海巡署三等船副、三等管輪訓練（兩梯次）。
△本校參加基隆市九十一年秋季擴大淨灘活動，地點為八斗子海灘。

911007
911008

911011

911014

今起舉辦多場職涯規劃系列講座

911016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辦理「生物技術在水產養殖應用研討會」
，有產官學界來
賓 230 人參加。
△養殖系陳建初教授於 10/16~19 赴義大利「的港」參加「養殖歐洲 2002」會
議。
△養殖系舉辦『生物技術在水產養殖應用研討會』。

911017

△教育部九十一年度「學校實驗室、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及校園環境管理
改善補助計劃(特別預算)」，核定本校補助 200 萬元經費，執行項目：一、
實驗室廢液儲存櫃設置工程；二、第一餐廳廢污水處理系統工程。

911018
911019

911020
911024

911025

執行期限：九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執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海洋法律研究所今起分於中山國中、基隆海事、南榮國中舉辦法治教育演講。
△養殖系冉繁華老師帶領大學部二年級同學(約 200 人)至礁溪金車生物科技公
司進行教學參觀。
△辦理本校四十九週年校慶全校運動大會。
△本校材料所開物教授、蔡履文教授及同學等七人出席青島第三屆海峽兩岸材
料腐蝕與防護研討會。
△由海洋法律研究所、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主辦的
【國境安全與海域執法】學術研討會，於九十一年十月二十四日假行政院
海岸巡防署舉行。海洋法律研究所並與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締結為
姊妹系所，加強學術交流合作。
△經濟所協辦第一屆應用經濟學術研討會，全體師生並出席中興大學應用經濟
系所主辦之「全國應用經濟週」系列活動。
△海洋法律研究所於基隆地方法院舉辦面談諮詢法律服務。

911026

今日起二日辦理大一新生衛生幹部CPR「初級急救訓練」。

911029

浙江省海峽兩岸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孫優賢主任等十人至本校參訪。

911030

△工學院為防止颱風期間正常電源中斷，使本學院地下道及工一館抽水系統
無法正常使用，目前分別由行政大樓及空蝕水槽配輸緊急發電電源，該項
設施已完成驗收。

911031

△教育部顧問室於十月三十一日蒞校訪視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執行九十一年度
「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植物生物技術領域」之成果報告暨申請九
十二年度計畫構想執行內容。會後安排參觀生技中心購置儀器設備與教學
成果，此外也至養殖系臨海工作站參觀目前獲教育部補助規劃設置之養殖
池使用情形。

911104

材料所所長由朱瑾教授接任。

911104

△光電科學研究所江海邦教授接受日本交流協會邀請，參加日本大阪大學所主
辦之『台日奈米光電科技研討會』。

911105

△上海市交通運輸協會安呈瑤常務理事等一行八人蒞校參訪海運學院。

911107

△召開九十一年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討論一、本校實驗室廢液分類標準與貯存注意事項，二、本校實驗室、
實驗場所、實習工廠關於安全衛生應立即辦理之要項，三、學生宿舍實施
「避難逃生演練」等議題。
△香港理工大學「台灣航運及物流業考察團」一行四十七人參觀航運管理學系
及操船模擬機室，並舉行會談。
△廈門文經考察團參訪。

911109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11/5~11/9，代表本校出席韓國海洋大學所主辦之「第一屆
亞洲海洋與漁業大學論壇會議」，並代表簽署「海洋與漁業大學校長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Presidents of AMFUF)
△食科系蔡震壽教授與曹欽玉副教授前往大陸福州參加「福建省水產加工與流
通高層研討班」，作專題報告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應邀擔任中國生產力中心主辦之養殖漁業策略聯盟共識
訓練班講師。
△海洋法律研究所接受基隆市政府委託，開辦【勞工法令研習班】。

911110
911111

911112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應邀擔任中國生產力中心主辦之養殖漁業策略聯盟共
識訓練班講師
△光電科學研究所全部學生參加2002臺灣光電科技研討會。

911113

導航與通訊系教師參觀民航局

911114

△經濟所協辦「黑鮪及海鱺箱網養殖國際研討會」
△南區校友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假高雄市金典酒店皇廷俱樂部舉辦校友聯誼餐
會，該餐會係由會長吳得贊學長為宴請部份於南部擔任新職之校友，並配合
航管系系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振宗學長南下巡視農業建設之
便，舉行校友聯誼餐會，約有五十多人參加，本中心前蕭主任特地南下參加，
高雄市長謝長廷先生亦應邀與會。

911115

△理學院與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簽訂策略聯盟。
△環漁系進行教學研究評鑑，校長親臨主持，評鑑委員為郭光雄、曾萬年、
葉顯椏、莫顯蕎及方力行等教授擔任。
△基隆區校友會於十一月十五日假本校第一餐廳二樓舉行第四屆第二次理監
事聯誼會，陳副校長及本中心蕭主任應邀出席，會中臨時動議提案，擬與
母校合作覓地建立校友會館，並推派代表組成籌建小組

911118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應邀擔任亞洲生產力組織主辦之基因改造食品使用與
管理國際研習會專題講員

911119

△經濟所91學年度教學評鑑

911121

△為防範及緊急處理實驗室或實習工廠發生火警，在技術學院演講廳舉辦火災
預防講習及在輪機工廠旁空地舉辦火警處理演練，本次講習由海運學院、工
學院與本學院合辦，參與講習師生約有一百人次。

△工學院與技術學院合辦消防演習，特請基隆市消防局協助，其內容包含火災
預防講習及火警處理演練。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邀請基隆市消防局派員進行「消防安全講習與操練」活
動。
911122

△「第一屆海峽兩岸應用材料研討會」等十七位學者參訪。

911123
911127

△食科系舉辦「海洋生物毒和水產品衛生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林國慶教授，講題－農業發
展與農會金融改革

911129

△海資所全所師生到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校外教學。

911129

△海生所假本校展示廳舉辦「九十一學年度研究所研究生成果壁報展示比
賽」
，計有二十六面作品參加比賽，並展出期間獲得參觀學者及媒體好評。

911201

學務處網頁提供就業資訊之線上服務功能。

911202

△環漁系與經濟所合辦中日沿岸漁業管理研討會

911203

△海資所所長至墨西哥代表我國參加 APEC 漁業工作小組會議。

911204

資訊科學系梁德容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澳大利亞參加第九屆亞太軟體工程
會議。

911205

△環漁系辦理漁業技術及資源管理研討會，約有 150 位學者專家參加。

911206

△寧波市職業技術教育學會參訪。

911211

△海生所邀請施習德博士(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動物學組助理研究員)專題演
講「東亞淡水蟹的親緣地理學研究」。

911211

△經濟所主辦「因應加入WTO漁產品產銷體系調整研討會」

911214

△理學院邀請英國地質調查所所長Dr. Falvey進行為期六天的交流訪問，並於
12/16於本校舉辦全校性演講。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中國農村經濟學會九十一年農業經濟研討會
並發表一篇論文
△海洋法律研究所邀請澳洲海事大學Dr. Warwick Gullett蒞校與海洋法律研究
所師生舉行小型研討會，主要探討論國際海洋環境保護法、國際漁業法規、
臺灣漁業法律、澳洲漁業法律問題及漁事糾紛學理問題。

911216

九十一學年度海洋書卷獎計153人得獎，得獎金額三百一十萬元。

911217

Δ辦理本校九十一學年度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管理宣導說明會
Δ今日起二日辦理「E世代企業領導人研習營」活動。

911219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應邀參加2002總體計量模型研討會並發表一篇論文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本校食科系孫寶年教授，講題－海洋覺知
△工學院舉辦安全衛生講習，由環安組協助說明；說明會主要議題：實驗室廢
液分類處理，實驗室安全衛生應立即辦理之要項。

911220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吳忠恕副教授於九十一年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一日至虎尾
技術學院參加「第二十六屆全國力學會議」
， 並與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林正平
副教授聯合發表論文「工件溫度對複和材料切削的影響」。

911221

中華經濟研究院蕭董事長萬長蒞臨海洋法律研究所專題演講，講題為“臺灣經
濟發展的過去與未來＂。

911222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江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2002年台灣經濟學會年會並發表
一篇論文

911223

△海洋科學系龔國慶老師受理學院委託辦理91年度國科會「海洋學門會議海洋
科學成果發表會」自911223迄911225假台東富野渡假村舉行。
△海運學院「徵求標誌、標語、吉祥物」票選活動提前至92年12月23日舉行本
院師生投票，整個活動圓滿結束，共選出三名優勝作品。
△食科系蕭錫延教授第二次榮獲國家講座(第三屆及第六屆)，因此榮獲終身國
家講座。
△理學院假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國光會議廳舉辦「二十一世紀海洋新能源研
討會」。
△舉辦 Garmin，長榮航太等公司之校外教學參觀

911227

911228
911231
920104

920106

△養殖系應邀擔任「2002 年高雄國際水族寵物展」之協辦單位。
舉辦政大、海大籃球、羽球、橄欖球、網球邀請賽。
△浙江省漁業經濟學會參訪。
△海運學院舉辦「我國海運發展座談會」
，會中先由陳副校長幸臣頒獎給參與
「海運學院傑出校友講座」一系列的校友，並由李教務長國添及進修推廣部陳
主任義勝共同主持，考試院姚院長嘉文蒞會致詞，除邀請基隆港務局王局長鐘
雄、臺中港務局謝局長明輝、高雄港務局黃局長清藤、花蓮港務局長蕭局長丁
訓、王立委拓、許立委少萍、郭立委榮宗、劉立委文雄、中華海員總公會方理
事長福樑、中華技術學院邱主任勤山、許教授揮彬、何教授學庸外，
△環漁系邀請箱網養殖協會秘書長術承堉先生專題演講，講題：箱網養殖在
現代漁業所扮演的角色。

920108

△開辦代訓行政院海巡署三等船副、三等管輪訓練（三梯次）
。

920109

△校務會議通過導航與通訊系更名為通訊與導航工程系

920111

本校姊妹校之一的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派遣十一位教授團到台灣考察有關
「美國
大學生暑期在台研究計畫」
。國科會委託本校理學院綜合辦理接待事宜及規
劃今後相對等的「台灣大學生暑期在美研究計畫」。

920113

△大陸科學院系統科學所陳翰馥院士參訪。

920114

工學院邀請美國佛羅里達州州立大學工學院院長陳景仁教授演講。

920120

△本校黃然學務長及師生等一０七人參與中華文化學院
「兩岸大專青年學生交
流」活動。

920121

△重慶大學訪問團至本校參訪，團長祝家麟教授應河工系陳正宗教授邀請，進
行“邊界元素法之區域分解法”學術演講。
Δ共同科郭展禮主任因公受傷，由本科蕭聰淵教授代理主任一職。
Δ配合本校清潔日之實施暨辦理舊衣物品回收；回收後之舊衣物及其他堪用物
品捐贈予本里(中正區海濱里)所屬之原住民，以促進敦親睦鄰與社區互動。

920127

△海洋生物研究所陳天任教授於 1 月至 2 月應邀前往法國巴黎國立自然歷史
博物館擔任訪問研究員，執行深海蝦類分類研究。

920201

海洋科學系增購 GIS 等教學軟體供修習海洋環境資訊學程同學上機及實習。

920210

△海生所程一駿所長於 2/10~14 赴美國參加「國際公海延繩釣漁業混獲專家
討論會」。

920212

俄羅斯遠東科技大學推薦博士生一名，接受王偉輝教授指導從事短期研究三
個月。

920213

△養殖系與國合會合作開辦之「友邦水產養殖人士碩士專班」92 學年度招生
報名開始，預計將錄取 6 名外藉生。
本校首次由張正傑老師主播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名稱為：卓越大師講座。

920216
920217
920217

△海資所開始正式上課。
△食科系江善宗講座教授榮任『台灣保健食品學會理事長』
△高爾夫練習場、育樂館地板整修完工。

920219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生物安全實驗委員會議，審議老師申請

920219
920221

從事基因轉殖計畫書。
△海生所實施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實驗室安全衛生講習「錄影帶教學｜危
害通識」，講習時數為三小時。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召開九十一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
議，審議老師申請從事動物實驗計畫書。。

920227

△廣東水產學會參訪。

920301

△資訊科學系張雅惠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日本參加第八屆國際資料庫系統
先進應用會議。

920301

△材料所朱瑾教授赴美國聖地牙哥市參加第 132 屆 TMS 2003 年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 3 篇。
△張文哲教授名列『2003 Marquis Who's Who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國際名
人錄。

920303

△今起辦理本校海洋盃各項球類競賽。

920307
920309

△張文哲教授獲得中國造船暨輪機工程師學會九十二年度優秀論文獎。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應邀擔任2003年美國波士頓國際海產品展隨團顧問

920310

辦理學生體適能檢測作業。
基隆區校友會於三月十日假本校校友服務中心會議室，舉辦第四屆第三次理
監事會議，由施啟文理事長主持，討論九十二年的工作項目，並於會後舉行

餐敘，本校陳副校長及本中心蕭主任應邀與會
920312

△海生所邀請 Dr. Myriam Sibuet（Director of Deep Sea Environment Department,
IFREMER, FRANCE）專題演講「Deep Sea Ecosystem on continental Margins and
ridg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t IFREMER」
。

920313

△本校新、舊任校長交接典禮下午三時假本校海洋廳舉行，各界來賓及本校
同仁 500 餘人觀禮。新任校長黃榮鑑博士，於 92 年 3 月 13 日就職視事，
△辦理「基隆區 2003 聯合校園徵才博覽會」
，計有三十三家公司參展，提供
約二百個工作機會。

920314

920314

920317

△本校各級新任單位主管由黃校長榮鑑親自聘任計有：副校長李國添、主任秘
書吳忠恕、教務長張清風、研發長黃登福、學務長吳俊仁、總務長趙玉星、
電算中心主任李光敦、校友中心主任簡連貴、海運學院院長崔延紘、進修部
主任潘崇良、食品科學系主任邱思魁、課務組長林鎮洲、出版組長張克亮、
教學評鑑組長許籐繼、教育學成中心組長游家政、生輔組長嚴彰程、課外活
動組長、洪堂魁、諮商輔導組長許育彰、衛生保健組長吳美玉、電算中心教
學組長柯明德、電算中心系統組長葉春超、環安組長雷顯宇、企劃組長臧效
義、綜合業務組長卓大靖、學術交流組長許明光、研究船務中心主任蔣國平。
△ 理 學 院 邀 請 法 國 海 洋 科 技 中 心 （ IFREMER ） 二 位 海 洋 地 質  生 物 專 家
Dr.Jean-Claude 和 Myriam Sibuet 來台訪問，並於三月十二日假本校遠距教學
教室舉辦二場全校性的演講，參加師生約有兩百人。
△完成電子郵件及資訊系統等 6 部伺服器軟硬體升級。
△姊妹校哥國國家大學副校長 Dr. Carlos H. Lepiz 伉儷參訪。
△張文哲教授獲頒 2003 年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青年自動控制工程獎』
。
△張文哲教授獲得 2003 年中華民國自動控制研討會學生論文競賽優等獎 (指
導教授)。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九十二學年度「生物技術學程」與「海洋生物學程」於三月十
七日至廿一日公告學生申請修習；「生物技術學程」有一百二十名學生申請，召
開委員會審查通過錄取五十二名學生；「海洋生物學程」有四十八名學生申請，
召開委員會審查通過錄取四十七名學生。
△海生所程一駿所長於 3/17~21 赴馬來西亞參加「第 23 屆海龜生物學及保育
年會」。
本校西式划船代表隊參加總統盃划船錦標賽。

920321

△張文哲教授獲國科會同意補助參加九十二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日
本神戶舉辦之 2003IEEE/ASME 高等智慧型機電整合國際研討會。

920322

△今日起二日辦理第二學期第一梯次「初級急救訓練」
辦理「人際關係工作坊」。

920324

△本校與行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簽訂學術與教育合作協議書並與水試所協
商雙方合作大綱。
△養殖系張清風教授於 3/24~27 赴美國夏威夷參加「第三屆脊椎動物性別決定
國際研討會」。

920326
920327

△辦理「大學生時間管理工作坊」。
△理學院協助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舉辦「中國地質學會92年年會暨學術研討
會」。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籌劃主辦台灣鯛音樂饗宴暨台灣鯛協會成立大會活動

920328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出席「第五屆全國農業會議」並擔任分組主持人
△台中港務局局長謝明輝學長、劉秘書長倬騰、許副秘書長硯蓀來校拜訪黃校
長，商談邀請校長出任CUTA理事長及合作事宜。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莊水旺副教授於九十二年三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至中
國鄭州參加「2003先進成型和模具技術研討會」並發表「模具介面性質逆向
熱傳即時量測系統之研究」論文一篇。

920329

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舉辦「中國地質學會92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野外地質旅
行—龜山島地質之旅。

920331

工學院為維護工學館周邊環境之安全及照明需要，已完成院屬周圍壁燈之修
護。

]920403

校友中心主任陪同榮工公司董事長沈景鵬學長及成大高家俊主任拜訪黃校長

920403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於本所接待大陸上海市農村經濟學會訪問團

920407

△漁業推廣委員會蔣國平推廣教授參加台南市政府漁業公聽會。

920408

△漁業推廣委員會蔣國平推廣教授參加基隆市政府傑出漁民遴選委員會。
△工學院與理學院多位教授赴中央研究院物理所拜訪，討論合作事宜。

920408
920411
920411
920414

920415

△環漁系客座副教授張彰華先生到校述職，講授：海洋環境污染防治。
△食科系辦理高中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共 37 位，一般生錄取 16 位，原住
民錄取 3 位。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本校食品科學學系鄭森雄教授，講題－水產生物
與環境污染
△姊妹校哥斯大黎加國家大學副校長 Dr. Carlos H. Lepiz 伉儷參訪。
△九十二年「海軍值更官操船模擬訓練」開訓。
△本校為辦理綠美化植栽，向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礁溪工作站取得桂花、仙
丹、桃金孃等花苗一批。
△圖書館藝文中心成立
△校長新聘任體育室主任王秋雄、圖書館藝文中心主任張正傑、教育研究所所
長黃寶貴。

920416

△海生所辦理九十二年度春季校外教學暨師生聯誼活動，參訪中研院動物所
臨海研究站並至綠色博覽會遊覽。

920418

△本中心於四月十八日簽請校長核可，寄發「校長給校友的一封信」
，共計
壹萬份，獲得校友的熱列迴響。

920422

本校九十二年度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工程完成發包簽約並進行施工。

920423

自即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辦理「第三屆螢火蟲季」活動。

920424

920425

△中華民國海下技術協會頒授技術獎章以表彰本系張順雄教授貢獻。
△黃校長偕同校友中心簡主任於四月二十四日專程拜訪中區校友會，賴榮德
理事長假台中市新天地餐廳邀請校友們歡迎黃校長百忙中專訪表達十二萬
分的謝意，黃校長於會中對校友們表達關心之意，並表示會再加強校友與母
校的緊密聯繫。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江院長率領全院系所主管參加中研院動物所臨海工作站
合作座談會。
△「教育部大專院校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劃」本校審核通過計有四個社團，
將為期一年與鄰近學校進行教學合作。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參加「第一屆全國當代行銷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供應

920426

鏈管理之應用－以虱目魚產業為例＂ 。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江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2003年第四屆全國實證經濟學論
文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辦理「學習效能研習營」。

920428

△本校成立SARS因應小組由黃校長擔任主席，處理防治SARS相關事務。
△九十二年「海軍各級艦艦長職前訓練」開訓。

920429

△聘國家文藝獎得主蕭勤為駐校藝術家。
△自即日起至五月一日止，辦理「留學遊學諮商面談會」。
△工學院與就業輔導組共同舉辦一場『工學院就業市場分析及未來趨勢』之演
講，邀請104人力銀行阮劍安副總經理主講，共計有七十多位師生聽講。

920501

△於行政大樓第二演講室，召開海運學院與技術學院座談會，討論兩學院整合
方向。
體育室主任劉錦璋老師辭職由王秋雄教授接任。

920504

△經濟所辦理『休閒經濟學與觀光業』及『海洋娛樂與觀光管理』之校外教學，
參訪福山植物園、宜蘭縣綠色博覽會、香格里拉觀光休閒農場、蘇澳區漁會，
及登龜山島賞鯨豚之旅

920506
920507

△安排 SARS 通報個案接觸者居家隔離事宜，共 55 人
△海生所實施 SARS 防疫講習「認識 SARS」
，講座：陳宜民博士（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
△祥豐校門口校友捐贈海報亭整修與周邊綠美化工程完工驗收。
召開 SARS 防疫工作第一次協調會議。
△材料所朱瑾教授赴美國奧蘭多市參加 2003 年焚化暨熱處理國際研討會並發
表論文 2 篇。

920508
920509
920511
920512

920513

△監委黃煌雄、呂溪木、黃勤鎮等人蒞校進行「海洋與臺灣相關課題總體檢」
專案調查及參觀本校相關設備，並與相關單位舉行座談會
△成立學務處課指組學生義工--「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親善大使」。
△國科會自然處楊弘敦處長至海大舉行「自然科技計畫人才培育的延攬與獎
勵」座談會。

920514

召開 SARS 防疫工作第二次協調會議。

920515

△安排 SARS 通報個案接觸者居家隔離事宜，共 3 人。
△導航與通訊系成立電子海圖研究中心

920516
920518
920518
920521

△漁業推廣委員會江院長參加漁業署全國傑出漁民遴選委員會議。
△聘任張淑淨老師為電子海圖研究中心主任
△海生所劉秀美老師於 5/18~22 赴美國華盛頓特區參加「美國微生物學會第
103 次年會」
。
△ 養殖系郭金泉教授於 5/18~23 赴日本三重參加「第七國際魚類繁殖生理會
議」。
△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920522

△圖書館愛樂廳請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剪綵啟用
△召開SARS防疫工作第三次協調會議。
△校友中心簡主任陪同校長拜訪營建署署長柯鄉黨學長（河工系53級）。

920523

△辦理「防火、緊急避難逃生演練」
，由基隆市政府消防局協助現場滅火操作
演練。

920524

△向基隆市政府環保局提送本校「推動廚餘回收工作補助執行經費申請計
畫」；經審查同意補助新台幣肆萬貳仟元。

920526

△系工系趙勝裕教授應邀於九十二年五月二十六日至二十八日前往加拿大班
夫參加『第三屆計算熱傳與質傳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一篇。

920527

△為強化校友與學校的聯繫，擬建置校友電子信箱，目前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已
訂定架設及實施管理辦法，並於六月十二日行政會議中提案討論。

920528

△輪機模擬機由挪威船籍協會（DNV）完成認證。

920529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提供經費委託海洋法律研究所辦理
「兩岸大學法學
期刊交流計畫」活動。海洋法律研究所將以九十二年度出版之臺灣海洋法
學報寄予經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審定之大陸地區大學、研究機構及司
法機關。

920530

△辦理「第四屆530棉花糖節」。

920610

△養殖系 92 學年度「友邦水產養殖人士碩士專班」招生入學初審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