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事記（2010.8.1～2011.1.31）
日

期

2010.8.1

大

事

紀

單位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自 99 學年起 學生事務處
每學年補助新臺幣 20 萬元整，為期 3 學年，推展社區品德教育。
＊99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調整部分單位組織案，經教育部核准自 99 年 人事室
8 月 1 日起生效，情形如下：
1.教學單位：海運暨管理學院「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更名為「運輸科
學系」
2.行政單位：
(1)新增國際事務處，下設國際合作組、國際學生事務組 2 組。
(2)學生事務處原下設 6 組，因國際事務組整併至國際事務處，調
整後為 5 組。
(3)研究發展處綜合業務組、學術交流組分別更名為計畫業務組、
學術發展組，並新設產學技轉中心。
(4)裁撤教師發展及行政效能中心(原教師發展業務及行政效能業
務分由教務處及秘書室辦理)。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教師共計 14 人如下：
1.海運暨管理學院：運輸科學系楊明峰助理教授、鍾添泉助理教授（原
講師改聘）、李信德助理教授(原助教改聘)。
2.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蕭心怡助理教授、林泓廷助理教授，生命
科學系許邦弘助理教授，海洋生物研究所呂健宏助理教授。
3.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王佳惠助理教授，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蔡安益助理教授。
4.工學院：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任貽明副教授，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關百宸助理教授，資訊工程學系張光遠助理教授。
5.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高聖惕副教授。
6.體育室：林季燕助理教授。
＊99 學年度升等教師共計 10 人：
1.副教授升等教授：計有海運暨管理學院航運管理學系周恆志、海洋
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洪慶章、工學院河海工
程學系蕭松山及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吳靖
國等共 4 人。
2.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計有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學系胡海平、
陳俊隆，生命科學院水產養殖系陳鴻鳴、生物科技研究所林秀美、
生命科學系許富銀及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
系王勝平等共 6 人。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人事異動情形如下：
1.教師部分：教師復職 2 人（孫金華教授留職停薪復職、黃然教授借
調大同大學期滿復職）
、退休 1 人（吳滄海教授）
、辭職 1 人（郭宜
湘教授）、病故 1 人(張小芬副教授)。
2.職員部分：調職 3 人（人事室黃靜華主任、總務組林志龍技士、教
務處吳孟璇組員）、新進 4 人（人事室張明華主任、學務處駱志鵬
組員、會計室楊幸子辦事員、光電科學研究所蘇文伸助教）、留職
停薪 2 人（教務處張慈芳編審、學務處張育禎護理師）、退休 3 人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柯秋蕙助教、圖書暨資訊處俞芹芳組長、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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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

2010.8.4
2010.8.6
2010.8.9

2010.8.11

2010.8.14
2010.8.18

2010.8.27
2010.8.31

宗程式設計師兼組長）
、離職 1 人（光電科學研究所助教張巧芸）。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公佈最新網路世界大 研究發展處
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346 名。該研究主要係針對全世界各大學
網頁進行評比，主要以「Web size」（比重 20%）
、
「(Link)Visibility」
（比重 50%）、「Rich File」（比重 15%）、「（Google）Scholar」
（比重 15%）四項指標衡量得出各大學在網路上的學術影響力。
＊辦理臺灣地區立案校友會總幹事聯席座談會議，由林三賢副校長主 秘書室
持，各區總幹事於會議中交換校友會會務運作心得及經營特色。
＊召開 99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針對本校 100 年校務評鑑自評報 研究發展處
告及校務發展計畫報告提供諮詢及寶貴審查意見。
＊校友服務組以「海大校友」名義申請 facebook（臉書）帳號，截至 秘書室
2011 年 1 月 31 日止累積至 4,447 位校友。
＊辦理第一屆兩岸「海洋暨海事大學藍海策略」校長論壇暨海洋科學與 研究發展處、
人文研討會，兩岸共計 14 所學校、約 60 位大陸學者參加，場次分為 國際事務處
8 月 9 日校長論壇、8 月 10-11 日研討會(四場)，共計約 1,100 人
次與會。(8.9-8.13)
＊課指組與通訊系合辦「2010 海洋大學通訊系電腦研習營」，計 40 名基 學生事務處
隆地區弱勢家庭子女參與。（8.9-8.17）
＊本校與浙江海洋學院共同成立「海峽兩岸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於海 人文社會科學
洋文化研究所正式揭牌成立(2010 年 6 月 24 日在舟山市浙江海洋學 院
院正式掛牌成立)。
＊辦理「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計 1,956 名新生及家長參與，學生事務處
參與率為 63.3％。
＊99 至 100 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委員會」委員代表推選完成，名單 秘書室
如下：
1.教師代表：海運學院運輸系張玉君副教授、生科院生技所胡清華教
授、海資院應地所陳明德教授、工學院機械系林正平副教授、電資
學院電機系容志輝教授、人社院通識中心吳智雄副教授。
2.學生代表：王紹宇(學生會)。
3.推選代表：秘書室秘書組林向葵組長、學務處詹鴻敏秘書、工學院
廖嘉慧秘書。
＊男 2 舍全面床組更新案完成驗收，計更新 211 間寢室 826 組床組，總 學生事務處
經費 NT＄17,918,744，同時調整住宿費為每人每學期 NT$7,950 元。
＊進行本校畢業生所屬企業單位之雇主滿意度調查，共計回收 1,214 份 教務處
問卷，並完成問卷分析，瞭解本校畢業生於就業市場間優劣勢。
＊於楊梅味全埔心牧場辦理「99 級社團幹部研習營」，參與師生共計 學生事務處
96 名。（8.31-9.2）

2010.9.1

＊海資所舉辦「第 11 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企業/私人參與海洋環境永續 海洋科學與資
性圓桌會議」（8.31-9.2）。
源學院
＊實習暨就業輔導組於全校各系所網站設置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 教務處
斷平台連結，協助青年即早規劃個人未來生涯目標，並已完成 8665
筆學生資料庫建置及匯入，學生透過實習組代為設定之帳號及密碼，
即可進入系統進行評量測驗。
＊應地所李昭興教授接受大愛電視台專訪，拍攝大愛全紀錄「安住於地 海洋科學與資
動天搖間-來自海洋的密碼」，探討海底地震儀相關研究與智利餘震 源學院
研究，並於 9 月 19 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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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2
2010.9.3

2010.9.6

＊生命科學科院舘新建工程竣工。
總務處
＊梁錦宏校友捐贈學生宿舍節能燈具一批計 1099 盞，於 9 月 30 日完成 總務處
安裝。
＊辦理 99 學年度新進人員研習會。
人事室
＊新生健康檢查應受檢 2581 人，實受檢 2,544 人(受檢率 98.6%)。體檢 學生事務處
結果，特殊疾病新生 222 人，需複檢 446 人、無Ｂ型肝炎抗體 1,104
人。（9.6-9.7）
＊體育館 9 月 6 日工程驗收、9 月 10 日由總務處移交體育室，由體育室 總務處、體育
定時進行巡視工作，以維護場館安全。。
室
＊辦理「國際學生新生迎新座談」，協助國際學生認識校園環境、設備 國際事務處
與資源，並說明有關生活、學習問題，計有 25 名國際學生新生參與。
＊辦理 99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會計作業研究會，為計畫助理、研究生及 會計室
工讀生講述會計作業相關法規及流程，參加人員達 180 人，圓滿完成。

2010.9.7

2010.9.9

＊環資系與國家海洋科技中心、國立成功大學等單位共同舉辦「第 2 屆 海洋科學與資
海峽兩岸環境監測與預報技術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發表專題演 源學院
講，兩岸學者並進行座談，研擬未來可行之具體合作研究計畫。
＊環態所主辦第八屆海峽兩岸海洋科學研討會，邀請大陸學者 60 名， 海洋科學與資
海外學者 10 名，國內學者約 60 名，總計約 130 位海洋科學領域學者 源學院
參加。(9.7-9.10)
＊辦理大學日間學籍新生入學教育，以「海大新啟航」為主題結合「入 學生事務處
學典禮」、「校園博覽會」實施，並辦理 8 場次有關品德、安全、學
習之講座，及消防安全演練，新生計 1300 餘人參加。(9.9-9.10)
＊辦理「社團迎新博覽會」，共 60 個社團參展，參與新生逾 700 名。

2010.9.10
2010.9.13
2010.9.15

＊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鄭海蓮主任、輔仁大學林偉人教授及臺北市立 人文社會科學
教育大學王保進教授擔任自我評鑑委員，辦理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鑑 院
作業。
＊游泳池溢水溝蓋修繕工程完工。
體育室
＊圖書館戶外廣場及 1-2 樓舉辦「鄭炳和創意鐵雕機器人展」。 圖書暨資訊處
(9.13-12.20)
＊辦理「新宿民之夜」讓新生融入住宿生活，參加人數約 400 人。
學生事務處
＊繳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英文計畫書及學校基本資料表。

2010.9.16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辦理「大一學習促進」活動，包含「『訣新』止火」、「你也能變成 學生事務處
空間魔法師」、「班際競賽活動」、「知『行』合一」、「自主學習
經驗談、學習毅力與社會關懷」、「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揹著背
包去旅行」、「捫『興』自問—興趣職涯測驗大剖析、兩岸學生學習
經驗分享座談」、「男女大不同」等 8 場次活動，累計參加人次達
2,320 人，各場次滿意度自 68.38%至 98%不等。（9.19-12.16）
＊圖書館二樓 SMART 空間啟用，由李國添校長主持開幕典禮及觸控式 圖書暨資訊處
螢幕系統啟用儀式。重塑圖書 館整體入口意象，強化數位學習軟硬體
設施，整合資訊檢索、視聽多媒體、參考諮詢、休閒閱讀與數位學習
等五大服務，並邀請印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李磊哲執行長介紹「E 世
代圖書館新格局」，讓讀者體驗不一樣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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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暨各常設委員會代表推選完成，名單刊登秘書
組網頁：
秘書室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為強化雙方之產學合作機制及共同培育專業人才，本校與臺灣惠普公 電機資訊學院
2010.9.17

2010.9.20

2010.9.23
2010.9.24

2010.9.29

2010.9.30

2010.10.2
2010.10.4

司簽訂合作備忘錄。
＊召開 99 年度第 2 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 研究發展處
業」審查會議，通過「研究設備專款」申請案共計 20 案，研究設備
部份共核發補助新台幣 7,259,723 元。
＊辦理「廚餘回收再利用於養殖漁類成果觀摩會」，邀請行政院環境保 總務處
護署督察大隊、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指導，與會單位包括行政院農委會
水產試驗所及其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本校水產養殖、食品科學系所教
師及研究生、各縣市政府環保局、水產飼料業者、廢棄物處理業者及
環保業者等共計 107 人參與。
＊辦理僑生入學輔導講習，邀請學務、教務、圖資處及入出國移民署等 國際事務處
單位，解答說明僑生在臺學習相關權益、福利與法規，計有 56 名僑
生參與。
＊圖書館二樓中心區「互動系統」驗收。系統包含圖書館導覽、藝文精 圖書暨資訊處
華、主題書展、特色專輯、互動遊戲等五大單元。
＊教育部 99 年 9 月 24 日台高(一)字第 0990154041N 號函核定本校 100 研究發展處
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量案，核復如下：
(一)核定招生員額：日間學制計 2175 名，夜間學制計 417 名，日夜
間學制合計 2592 名。
1.日間學制大學部核定員額：1300 名。
2.碩士班核定員額：777 名。
3.博士班核定員額：98 名。
4.夜間學制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二 年制在職專班）核定員額：
139 名。
5.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員額：278 名。
(二)已依期限回復本校各系所各學制之招生名額分配情形。
＊於「教師節茶會」頒發 98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獎勵：
1.「建教合作績優獎」：第一名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第二
名為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2.「民間企業委辦績優獎」：第一名為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第二名
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3.「建教合作進步獎」：水產養殖學系。
＊辦理「國際學生宿舍聯誼活動」，同時邀請本地學生一同製作臺灣傳 國際事務處
統點心，藉以增進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交流與學習，計有 30 名國際
學生參與。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活動，參訪南僑化工、郭元益食品，透過學生與產 教務處
業間的互動，使學生更瞭解企業文化及人才需求條件。
＊大陸國家話劇院由嚴鳳琦副院長、查明哲導演率領話劇院共 29 位演 圖書暨資訊處
員、工作人員抵達本校，並演出改編自俄國編劇家柳德米拉•拉蘇莫
夫斯卡雅知名作品《青春禁忌遊戲》（原名《親愛的葉蓮娜‧謝爾蓋
耶夫娜》）。
＊辦理僑生迎新露營，計有 103 名僑生參與。(10.2-10.3)
國際事務處
＊「北一區教學資源平台」虛擬館際借書證服務正式實施，新增陽明、圖書暨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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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實踐、景文科技、臺北體育學院、臺北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 7 所大學每校 5 張虛擬借書證號。

2010.10.5

2010.10.8

＊「圖書借還宅急便‧外校借書 e 點通」服務起跑，提供北一區東吳、
陽明、文化、銘傳、臺北藝大、實踐、真理、淡江、臺北市立教大、
景文、臺北體院、臺北大學及本校計 13 所大學圖書館免費圖書代借
代還暨交換虛擬館際借書證服務。
＊辦理 26 場次「大一新生普測暨心理衛生講座」，計 1,042 名大一新 學生事務處
生參與測驗，諮輔組以電話追蹤關懷所篩選出之 142 名高關懷學生。
＊工學院舉辦第四屆亞太系統工程國際研討會(APCOSE2010)，參與學者 工學院
專家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印度、澳洲、英國及美國，約
有 200 餘人。
＊召開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會議通過補助本 研究發展處
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8 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行學
術交流活動共計 11 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共計 3 件、本校教師獲媒體刊登報導宣揚本校於社會各領域之能見度
獎勵案共計 8 件。
＊生命科學院館二期工程決標。

總務處

生命科學院
＊養殖系廖林彥系友獲選為「第 48 屆十大傑出青年」。
2010.10.9 ＊於展示廳舉辦校慶系列活動「林幸雄水墨畫展」，10 月 11 日開幕茶 圖書暨資訊處
會 時 林 幸 雄 老 師 贈 送 本 校 1 件 作 品 ， 展 期 共 351 人 次 觀 賞 。
(10.9-10.17)
2010.10.10 ＊辦理英文會話學伴相見歡暨文化之旅，計有 70 名國際學生及本地學 國際事務處
生參與，增進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的交流互動。
2010.10.12 ＊邀請工研院黃君逸經理以英文授課，針對外籍生辦理一般安全衛生講 總務處
習，計有 39 名外籍生參加。
＊99 學年度首次辦理本校優秀行政人員遴選，獲獎人員共計 6 人，並各 人事室
頒給獎狀乙幀及辦理學校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新台幣 2 萬
元整，獲獎人員如下：
1.職員部分：計有總務處環安組林永富技士、會計室陳芳姿組長 2
人。
2.助教部分：計有生命科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黃謝田助教 1 人。
3.校務基金專案人員部分：計有教務處招生組姚良穎專案助理、研發
處企劃組羅晏如專案助理及學務處生輔組林恩霖專案助理等 3 人。
2010.10.13 ＊航運管理學系舉行「沛華大樓 (Ivy Wang Hall)捐贈及落成啟用典 海運暨管理學
禮」，邀請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基隆市張通榮市長、本校李國添校長、院
沛華集團創辦人林光教授及王素貞董事長以及航運業貴賓共同剪綵。
2010.10.14 ＊教育部總務司吳副司長津津率訪視小組委員蒞校，辦理所屬機關學校 總務處
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訪視項目為 1.檔案入庫管理實作檢核；2.
檔案作業系統操作與訪談；3.檔案應用處所與人員晤談。
＊海資院舉辦 2010 年國際泛洋衛星遙測研習營，吸引 23 國約 130 位國 海洋科學與資
外專家與年輕學子參與，而國內亦有近 130 位專家與年輕學子參與。源學院
(10.14-10.18)
2010.10.16 ＊辦理「57 週年校慶」舉辦活動如下：
全校
1. 舉辦陸上運動會及新體育館啟用儀式，同時結合社團、生輔組二
手義賣、外包廠商共計 30 個攤位之校慶園遊會，熱門舞蹈社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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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屆基隆盃 5 對 5 街頭舞蹈比賽，計 16 隊參賽，更添校慶豐富
色彩。
2.辦理國際學生校際聯誼活動，邀集各校國際學生計有 120 名參與校
慶各項活動。
3.配合體育館落成揭牌典禮舉辦「海大體育館舍的故事」特展。
4.舉辦『榮耀海洋--慶祝 57 週年校慶暨傑出校友表揚大會』，表揚
99 年度傑出校友，當選名單如下：學術類：蘇偉成；服務類：王坤
池、尹集憲、呂佳揚、汪明欽、何佩玲、邱次膺、邱蒼民、徐啟運、
徐國勇、孫志鵬、曾俊鵬、黃宏志、蔡添厚、賴國弘、韓炳炎、蕭
丁訓；母校貢獻類：林清池、張伯平；特殊類：林世堂。並製作「99
傑出校友名人錄電子書」、「流金歲月舊照片展」，於大會上播放。
體育室
＊舉辦 99 學年度新生盃運動競賽，活動計有籃球、排球、桌球、羽球、
足球和游泳等六個活動，參加單位共計 15 個系 1,467 人次。
2010.10.17 ＊本校監督委員會、程序委員會、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完成主任委 秘書室
員之推選。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河工系陳俶季教授擔任；程序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電機系張忠誠教授擔任；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
委員由食科系潘崇良教授擔任。
2010.10.18 ＊實施第一階段校園垃圾不落地。
總務處
＊辦理年度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演練，結合基隆市環保局、基隆市消防
局、行政院環保署毒災應變隊等單位共同辦理，經由生技所教職員生
傾力協助，活動圓滿成功。
2010.10.19 ＊本處教學中心完成臺灣評鑑協會委辦「98-99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教務處
計畫-教學滿意度調查」之相關事宜。
＊海資院舉辦 2010 年國際泛洋衛星遙測大會。(10.19-10.20)

海洋科學與資
＊海資所邱文彥教授前往日本，拜訪日本打撈公司（Nippon Salvage）、源學院
與一橋大學寺西俊一（Professor Teranishi）會商第 10 屆亞太地區
非政府組織環境大會（APNEC-10）明年在台舉行事宜，並參加聯合國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國會議（COP10 of CBD）（10.19-10.30）。
2010.10.20 ＊食科系邱思魁老師率領本校食科系、臺灣大學食科所、中興大學食生 生命科學院
系及宜蘭大學博士班學生與教師共 32 人，參加「2010 年海峽兩岸食
品科學與技術研討會」。(10.16-10.20)
2010.10.23 ＊舉辦接待家庭相見歡，計有 18 組接待家庭、45 位國際學生參與。 國際事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接受教育部補助辦理「海洋教育」在職進修學分班，計 人文社會科學
有 24 名在職教師報名參加。(10.23-11.10)
院
2010.10.24 ＊張清風副校長帶領生命科學院黃登福院長及養殖系 4 位教授赴湖南長 生命科學院
沙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魚類生理與養殖研討會。（10.24-10.29）
2011.10.26 ＊召開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要審議本校 秘書室
「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大型貴重儀器設備之研究中心（或領
域）聘僱專案技術員補助要點」等 5 項自籌法規。
2010.10.27 ＊辦理「網路著作權之合理使用」專題講座，計 102 名教職員工生參加。學生事務處
＊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排定當學年度受評單 秘書室
位為教務處、總務處及圖資處。
2010.10.28 ＊本校「輪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0 學年度增設、調整特殊項目 研究發展處
院、系所學位學程案申請，業奉教育部 99 年 10 月 28 日台高(一)字
第 0990180632 號函核覆同意自 100 學年度招生，惟應於招生名額總
量內自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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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基隆市政府舉辦第 13 次首長會議。
＊電資學院與洛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數位學習教材授權書暨合作 電機資訊學院
備忘錄。
2010.10.29 ＊通識教育中心獲教育部通過補助「樂齡大學計畫」案，計開幸福班、人文社會科學
快樂班兩班，並於 2 月 21 日開學。
院
2010.10.30 ＊辦理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暨愛滋防治計畫」，內容包含安全性 行為學生事務處
愛滋防治、戀愛溝通等主題講座，系列活動總計共 185 人次參加。
2010.11.1 ＊完成工學院地下室視聽教室之建置工程，該教室具遠距教學1對4之功 教務處
能，可充實本校大班教學之教學資源。
2010.1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2010Venture star 臺灣中小企業創新投資 研究發展處
選秀媒合會」，本校進駐廠商美商頤登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榮獲
「創投之星」最佳種子獎。
＊獲大衛與黛安娜基金會（David & Diana Sun Foundation）捐贈獎助 學生事務處
學金美金 63,465 元整（新臺幣 1,931,709 元整）。
＊養殖系冉繁華助理教授榮獲「全國優秀農業人員」。

2010.11.3
2010.11.4

2010.11.5

生命科學院
＊辦理「春暉及全民國防教育」，邀請基隆市翔鷹航模協會，表演模機 學生事務處
飛行，共計 200 餘名同學參與。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於 99 年 11 月 4 日召開，會議決議通 研究發展處
過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規則」、「國 立臺灣海洋大
學海研二號研究船使用辦法」、「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
動物中心設置辦法」及「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
收費及支用細則」。另於會議通過設立系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運
管理學系綠色航運與物流研究中心」。
＊舉辦「計畫申請及撰寫」說明會，提供本校教師對承接計畫申請及撰 研究發展處
寫方法，以提高本校教師申請計畫的通過率，本校共計有 29 位師生
與會。
＊食科系於本校第 1 演講廳、第 2 演講廳、第 3 會議室、第 4 會議室舉 生命科學院
辦「水產品海洋生物毒安全風險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 120 多
人參加。

＊大愛電視台「發現」節目專訪環態所龔國慶教授，討論海洋與深海水 海洋科學與資
相關專業問題，以製作「探索深海水 」專輯。影片於 2011 年 1 月 1 源學院
日晚間 9：30 分於大愛電視一台播出（發現節目第 162 集）。
2010.11.8 ＊海生所陳天任老師前往日本琉球大學進行國際海洋生物調查計畫並 生命科學院
簽署 MOU。(11.8-11.22)
2010.11.9 ＊基隆市政府核發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建築執照。
總務處
2010.11.10 ＊辦理「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座談會」，主題為「教師輔導知能-如 學生事務處
何協助學生處理人際衝突」，出席導師 230 人（出席率 43.56%），滿
意度達 92%。
2010.11.11 ＊本校 99 年獲教育部選為檢視校內法規及行政措施是否符合公民與政 學生事務處
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示範學校，於
99 年 11 月 11 日完成本案檢視作業後報部，不符合者計 7 項，需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改善。
＊圖資處與研發處技轉中心合辦智慧財產權專題系列演講，邀請眾達國 圖書暨資訊處
際法律事務所陳世杰合夥律師、前司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專業法官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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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技術移轉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計有 50 位教職員學
生參加。
2010.11.15 ＊依教育部通知，將海大英文網頁自教育部英文網頁建置平台移轉回本 圖書暨資訊處
校伺服器，並完成訓練單位放置新聞訊息功能。
＊高爾夫球場遷移作業開始，為避免影響課程教學，先將原有屋頂及樑 體育室
柱拆除遷移至射箭場架設，後續護網作業擬請廠商配合執行，於 99
學年度 2 學期開學前完工。
＊新體育館進行規劃二期工程作業，內容包含空調系統、置物櫃及網球
柱設置等工程，預計於下學期完成。

2010.11.16
2010.11.19

2010.11.23
2010.11.24

＊本學院航管系邀請英國 Hull 大學 Prof. Chandra Lalwani 蒞校講演，海運暨管理學
主講「Next Generation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s : Issues, 院
Challenges andScenario Planning」。Prof. Chandra Lalwani 亦
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Logistics Management (SSCI) 期 刊
Chief Editor (Europe)。
＊申請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服務補助計畫」，計 7 場就業講座、1 場 教務處
校園徵才，並獲補助 28 萬 8,613 元整，本案已完成結案與核銷程序。
＊舉辦 2010 年臺灣-法國雙邊「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生理生態」研討會， 海洋生物科技
邀請法國學者 10 位及臺灣學者 27 位共同參與，由臺灣及法國的學者 及環境生態中
專家共發表 26 篇學術成果及 32 篇論文壁報展示。(11.19-11.20)
心
＊辦理本校 99 學年度學院評鑑實地訪評，各學院邀請 5 位校外專家學 教務處、各學
者蒞校參訪。（11.23-12.1）
院
＊舉辦「僑生座談會」，邀請圖資處、註課組、環安組、教學中心，以 國際事務處
及衛保組、住輔組及生輔組蒞 臨指導並解答相關教學務系統、宿網、
宿舍環境、課輔補強、入學體檢、獎助學金及工讀金事務之提問。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五校通識教育教師聯席座談會暨參訪」，由教育 人文社會科學
部全國通識網社群經營與平台推廣計畫辦公室指導，邀請亞東技術學 院
院通識教育中心、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崇右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蒞校與本校教師聯席座談暨參訪。
2010.11.25 ＊辦理「書卷獎頒獎典禮暨校長有約座談」，本次座談增列與師長用餐、學生事務處
播放書卷獎獲獎同學求學歷程及獲獎心得分享影片、敬贈「感恩卡」
予師長等項精彩活動內容，計 130 人參加。
＊辦理「感恩海大、溫馨 99」，發送 3,000 張感恩卡給全校教職員工生，
統一回收後懸掛佈置於校園內開放區域；並辦理「耶誕小禮物暨感恩
卡製作比賽」共計 55 件作品參賽。（11.25-12.25）
2010.11.26 ＊張志清院長偕同林彬教授、林厥煇助教、李賢德主任、郭俊良組長、海運暨管理學
柯文凱先生一行 6 人拜會陽明海運公司。洽談學生實習事宜及陽明 院
海運公司操船模擬機訓練計畫之可能性。陽明海運公司同意本校教師
可隨船見習，並允諾經過遴選簽約可提供在校進階 6 個月實習。
＊師資培育中心獲教育部全額補助，辦理「2010 年海洋教育教案發表暨 人文社會科學
成果觀摩發表會」，計有 144 人參加。
院
2010.11.29 ＊教育部高教司及督學室來校訪視，就商輪畢業生就業及訓練情形進行 海運暨管理學
了解。本學院由張院長、商船系林彬教授及海運研究中心黃道祥主任 院
分別發表簡報，會中進行座談，各系教師代表亦提供寶貴意見。
2010.11.30 ＊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結案，並 教務處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0990161016號函，提交本方案之成果報告紙本乙
式2份、經費支用情形簡表乙份、電子檔乙份，及經費繳回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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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學海飛颺：選送一般學生赴國外研修、學海惜 研究發展處
珠：選送清寒學生赴國外研修、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國外實習）：
99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120 萬元整，校內配合款新臺幣 74
萬元整，獎學金共計新臺幣 194 萬元整，校內共 9 位同學通過獎學金
審核甄選。

2010.12.1

＊召開技工友考核委員會議，高麗卿小姐與簡清嵐先生獲選為本校 99 總務處
年度績優技工友。
＊辦理科普好書 100 書展及科普圖書閱讀心得等活動。
圖書暨資訊處
(2010.12.1-2011.3.31)
＊2011 年 1 月世界網路大學排名公布，本校於三項指標 SIZE（2011-01
排名 805；2010-07 排名 1651）、VISIBILITY （2011-01 排名 1444；
2010-07 排名 1596）、RICH FILES（2011-01 排名 701；010-07 排名
1146）均有顯著進步。

2010.12.2
2010.12.3

2010.12.4
2010.12.7

＊辦理「簡吉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2010 年海大巡迴展，分別於 人文社會科學
展示廳、工學院大廳及延平技術大樓大廳展覽，為期一個月。
院
＊召開校務會議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並選出內部稽核小組成員，秘書室
分別由張建智委員及陳義雄委員擔任，其中由張建智委員任召集人。
＊召開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補助本校教 研究發展處
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2 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
議申請案共計 1 件、本校教師獲媒體刊登報導宣揚本校於社會各領域
之能見度獎勵案共計 2 件。
＊海資所邱文彥教授率團前往墨西哥坎昆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海洋科學與資
約第 16 屆締約方會議（UNFCCC COP-10）（12.4-12.14）。
源學院
＊召開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訂定「國立臺灣海 研究發展處
洋大學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要點」、「商船學系申請 101 學年度設立博
士班」案、本校「96-100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書」案、審議本校「100 年
度節約能源措施」、討論「100 學年度招收陸生作業規劃」及審議本
校「航管及海空大樓增設備用道路及汽車停車位」案。

＊康樂性社團以『康熙來了』為主題於海洋廳辦理康樂性聯展，計有 10 學生事務處
個社團聯合演出，並配合『感恩海大-溫馨 99』活動以發票替代門票，
計有 500 位同學前往觀賞演出。
2010.12.8 ＊紀念蕭邦 200 歲冥誕，邀請美國范克萊本鋼琴大賽得主諸大明舉辦「諸 圖書暨資訊處
大明鋼琴獨奏會」，演奏蕭邦經典作品，更透過樂曲分析及解說，讓
師生對於鋼琴詩人蕭邦更加了解。
2010.12.9 ＊國際學生事務組與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合作舉辦「兩岸學生學習經驗分 教務處、國際
享座談會」，邀請本校短期在臺學習陸生及本校學生，透過座談會瞭 處
解兩岸的教育環境、學習態度及生涯規劃之不同，計有 6 名陸籍交換
生代表與會。
2010.12.10 ＊方案 1-1 培養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大專生到企業實習計畫」， 教務處
本校至企業實習之畢業校友 155 位，已全數實習期滿，其中有 74 位
表現良好，獲公司留用專任正式員工，已撥款計畫總額為 4,293 萬
8,677 元整，並完成計畫成果報告報部結案。
＊海運學院與中華民國輪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航運學會、海運暨管理學
海洋大學海運研究中心共同合辦「2010 年我國海事教育論壇」。 院
＊舉辦「水產產業與科技論壇」，邀請產、官、學界先進們針對遠洋漁 海洋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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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1

2010.12.13
2010.12.14

2010.12.15

業、養殖及水產生物資源利用之發展進行發表與討論，作為 2010 年 及環境生態中
臺灣水產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的會前會。
心
＊協辦臺灣水產學會 99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論文發表會。本次會議共 海洋生物科技
分 7 個主題發表，相關大專院校及單位人員皆踴躍報名參加本次活 及環境生態中
動，共發表口頭論文 181 篇及壁報 251 篇。
心
＊籃球代表隊參加 99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勇奪分組預賽第 2 名，晉 體育室
級複賽。
＊本校透過傑出校友邱蒼民學長協助，邀請國際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蒞 電機系
校演講，講題為「水中鑑識」，李昌鈺博士曾於海專時代短暫就讀海 秘書室
大，當日由林三賢副校長致送榮譽校友裝給李博士作為紀念。
＊基隆市政府評定本校防護團 99 年常年訓練成果，為大專院校、高中 總務處
防護團組優等第一名，獲頒團體獎牌乙面。

＊舉辦校長與大陸交換生有約餐敘活動，李國添校長針對政府未來大陸 國際事務處
學生來台就讀學位的政策與學生權益等提問做回應，也將加強落實各
學系交換生導師制度。
2010.12.16 ＊99 級學生會、國標舞社、熱舞社於育樂館合辦「舞夜降臨」聖誕舞會，學生事務處
計有校內外 800 餘名同學參與。
＊舉辦「維若妮卡蕭邦音樂盒-鋼琴劇場」，維若妮卡(嚴慈瑩)全新創 圖書暨資訊處
作鋼琴舞劇，童話故事為主題，以蕭邦樂曲結合舞蹈串連整齣鋼琴
劇，獨特、創新演出形式獲得在場師生熱烈迴響。
＊足球代表隊參加 99 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以分組第 2 名成績晉級複 體育室
賽。(12.16-12.18)
2010.12.17 ＊航運管理學系邀請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ogistics College of 海運暨管理學
Social Science, Chung-Ang University Professor Hee Seok Bang, 院
PhD 來校演講。演講題目為「Green port＇s approach in Korea」。
2010.12.21 ＊電機系邀請美國克拉克森大學（Clarkson University）電資系鄭明 電機資訊學院
正教授於本校短期訪問一週，並於電機系專題演講，講題為
「Electro-thermal Simulation of SOI Integrated Circuits」。
2010.12.22 ＊舉辦僑外陸生聖誕節師生聯誼活動，計有 150 名學生報名參加。
國際事務處
＊萬海公司為促進產學合作及提升台灣船員素質，特別購置一部 270 度 海運暨管理學
全功能操船模擬機捐贈給本校，作為學生教學、船員訓 練及研究計劃 院
之用。捐贈典禮於本校行政大樓第二演講廳舉行，由李國添校長主
持，萬海航運公司代表周總經理佰智、交通部基隆港務局王俊友局
長、基隆市張通榮市長等貴賓與會，典禮中另舉行萬海廳揭牌儀式。
2010.12.23 ＊本校與公共電視合作辦理「新人格美學校園巡迴座談會」，邀請吳若 學生事務處
權、吳龍三、陳大森等與本校教職員與談，計 138 人參加。
＊辦理「學生活動中心 99 年終整潔比賽」，前三名分別為諮商輔導組、
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聖誕節主題佈置暨社團辦公室整潔
比賽」，前三名依序為海展隊、光畫社、咚咚畫社。（12.23-12.24）
＊「宿舍創意市集-多彩多織季冬聯歡」配合「冬至」湯圓活動、寢室
美化比賽頒獎於女一舍舉辦，共 160 人參與，活動熱鬧溫馨。
2010.12.25 ＊排球代表隊參加 99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勇奪分組第 2 名，晉級明 體育室
年決賽。(12.23-12.25)
2010.12.27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決標。
總務處
2010.12.28 ＊召開本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主要審議「100 年度預算 秘書室
分配案」及修訂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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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9 ＊召開「國際事務會議」，討論有關國際事務會議規則及協請各學院配 國際事務處
合本校國際化進程事宜。
＊辦理「99 學年度第 1 次僑聯社會員大會」，僑聯社幹部檢討社團本學
期活動成果與待改進項目，以及經費運用情形及財產管理。
＊大專籃球聯賽複賽賽程在本校育樂館舉行，本校籃球隊勇奪複賽第 1 體育室
名，晉級明年 3 月的決賽賽程。
＊電機系 64 級校友林金源學長(百略醫學科技公司董事長)捐贈新台幣 電機資訊學院
一佰萬元，作為綜合教學大樓 A 棟籌建基金。
2010.12.30 ＊當選 99 學年度「海洋優秀青年」學生名單為航運管理學系黃玲雅同 學生事務處
學、電機工程學系白鈺璽同學、海洋環境資訊系謝艾芝同學。
＊教學務系統完成維護案合約簽訂，維護期三年。

圖書暨資訊處

2010.12.31 ＊本校 99 年度教育部「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計畫，共 27 研究發展處
位博士生獲補助，實支總金額為新臺幣 99 萬 6,465 元整，其中本校
配合款為新臺幣 77 萬 927 元整，教育部實際補助新臺幣 8 萬 8,854
元整，其他由計畫經費來源為新臺幣 13 萬 6,684 元整。

2011.1.1
2011.1.4

2011.1.5

2011.1.6

＊電機系 66 級校友邱蒼民學長(東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捐贈新台幣 電機資訊學院
五十萬元，作為綜合教學大樓 A 棟籌建基金，以解決電資學院各系所
空間不足之問題。
＊實施第二階段校園垃圾不落地。
總務處
＊執行國科會能源國家型計畫，計畫主持人為工學院陳建宏院長。
工學院
＊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教師方案結案，並依教育部台技(三) 教務處
字第0990138231號函，提交本方案之成果報告、經費收支結算表各乙
式2份及經費繳回款項。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最新公佈之「2010 WOS 期刊論文 研究發展處
統計」結果，該中心針對 2005 年至 2009 年國內大專院校於發表於 WOS
（Web of Science）所收錄的 SCI、SSCI 資料庫，彙整出 20 個自然
科學與工程學門的研究論文 (article)，並根據六項質量指標加以統
計，列出各學門、各指標前 15 名之學校。本校 2010 年共計 10 個學
門進入前 15 名。
＊100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本校提送申請共 256 件(生物處 31 研究發展處
件、自然處 38 件、工程處 133 件、人文處 52 件、科教處 2 件)，較
去年略增 1 件，於 100 年 1 月 6 日造冊函送國科會。
＊召開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會中通過本校「96-100 學年度校 秘書室
務發展計畫」、「 獎 勵 特 殊 優 秀 人 才 作 業 要 點 」之 修 訂， 共 審
議 18 案 ， 紀 錄 惠 請 參 考 網址：

2011.1.7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高教評鑑中心蒞校進行校務評鑑問卷調查，共 96 位教職員生參與。 教務處

2011.1.10

＊召開 99 年度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審查會議，審議 99 年度「國立臺灣 研究發展處
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申請 11 件，通過 11 件，補助金額
總計 1,169,400 元(資本門 45,000 元擬由校長專款支應，經常門
1,124,400 元擬由管理費重大研究發展支應)。
＊本校通過 99 年國科會研究計畫共計 249 件，總金額為新台幣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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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13,873 元。
2011.1.12 ＊河工系博士生李家瑋榮獲第七屆上銀機械碩士論文獎佳作，獲頒獎金 工學院
10 萬元獎金，指導教授為陳正宗教授。
2011.1.13 ＊生科院與北海道工業技術中心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雙方洽談未來合 生命科學院
作事宜及方向，彼此提升學術專業及視野。
2011.1.15 ＊本處教學中心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共同舉辦「跨校創意競賽」，本校 教務處
分別獲得第一、二、四、五名，及最佳創意、最佳人氣獎等之佳績。
2011.1.17 ＊海生所陳義雄所長榮獲中國生物學會「生物科學研究傑出獎」。
生命科學院
2011.1.18 ＊舉辦「陸生座談會」，由國際事務處沈士新處長代表頒發「國立臺灣 國際事務處
海洋大學大陸交換生聯誼社社員證書」給即將要離校的上海海洋大
學、中國海洋大學共 13 名交換生。
2010.11.19 ＊辦理本校校務自我評鑑暨三項專案評鑑實地訪評，邀請 16 位校外專 教務處
家學者蒞校參訪。
2011.1.20 ＊博幼社與社會服務團獲「100 年全國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冬令營隊服 學生事務處
務活動」計畫補助，至南投縣頭社國小、成城國小及宜蘭縣南山國小
舉辦冬令服務營隊，本次服務學生 3 隊共計 41 位。(1.20-1.30)
＊建置電腦維護系統，提升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軟體維護效率。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新辦公室揭牌儀式，計有 30 名師長及 20 名僑外生共同參 國際事務處
與。
2011.1.22 ＊教育部通過本校「100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案，並獲得 教務處
4,532 萬元之經費補助。
2011.1.24 ＊辦理 99 年度「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諮議各級中心 99 年工作報 研究發展處
告及績效評估。另為鼓勵研究中心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辦理 99 年度
各級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案，經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討論後「績
優獎」第一名為「航海人員訓練中心」、第二名為「養殖系-水產品
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進步獎」為「電資學院通訊系-電子
海圖研究中心」。
＊韓國海事大學國院學院院長 Dr. Yoo, Il-Seon、副院長 Dr. Choi, 人文社會科學
Sung-Doo，及 Dr. Lee,Ki-Hwan、Dr. Cha, Kyung-Jah 等人來院參訪，院
由 Dr. Yoo, 於本院進行專題演講：「貿易的作用對經濟影響：韓國
經驗」。
2011.1.28 ＊辦理「春節師生餐敘」，計有 50 名僑外生共同參與，邀請師長、值 國際事務處
勤教官與僑外生一同餐敘，聯繫情誼。
2011.1.31 ＊總務長交接儀式：楊總務長國誠卸任，由熊總務長同銘自 2 月 1 日起 總務處
接任。

2010.8.18
～
2011.1.25

＊完成建置「行政資訊網」的研究助理差勤系統，並可彈性增加研究助 圖書暨資訊處
理類別。
＊本校與國內、外及大陸地區學術交流情形：
研究發展處
1.浙江海洋學院任淑華校長助
理所率領 遊學團師生共 30 名蒞臨參 國際事務處
訪。(2010.8.18)
2.本校與姐妹校日本長崎大學以書面方式續簽合作備忘
錄事宜。
(2010.8.24)
3.浙江省海洋監測預報中心胡建華主任率領 10 名等海洋監測專業相
關人士，蒞臨本校參訪。(2010.9.6)
4.廣東海洋大學董事會劉衛國主席率領 6 名等一級主管，蒞臨本校參
訪。(2010.9.23)
5.參與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共三場次，分別於亞齊大學、Trisak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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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日惹大學設攤參展。反應熱烈，共發出 800 多份文宣，
計約 220 名當地學生、學生家長、華人組織幹部等留下姓名、電子
信箱等資料。(2010.10.7-10.14)
6. 本 校 與 水 產 試 驗 所 舉 辦 第 13 次 合 作 推 動 研 究 計 畫 座 談 會 。
(2010.10.12)
7.浙江省城鄉經貿產業促進會嚴海鷗常務理事率領 11 名理事等，蒞臨
本校參訪。(2010.10.15)
8. 師大僑生先修部師生來訪，共計 2 名老師與 36 位學生。(2010.10.16)
9. 南 昌 大 學 朱 友 林 副 校 長 及 6 名 教 職 員 等 ， 蒞
臨本校參訪 。
(2010.11.2)
10.浙江省城鄉經貿產業促進會王行躍常務理事及 8 名理事等，蒞臨本
校參訪。(2010.11.12)
11. 馬來西亞漁會與協力廠商共 12 名至本校研考參訪。(2010.11.22)
12.2010 海峽兩岸石化科技經貿交流大會山東省昌邑代表團李中福副
書記暨 8 名訪賓蒞臨本校參訪。(2010.12.6)
13.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 完成學術備忘錄簽訂。
(2010.12.14)
14.姐妹校日本長崎大學赴本校洽談續約與文化學術參訪。於 12 月 21
日之座談會中決議訂於 2011 年 1 月成立海洋大學-長崎大學交流推
動室。(2010.12.20-12.23)
15.海生所陳義雄所長代表本校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簽訂姐妹校合
約。(2010.12.30)
16. 福 建 社 會 科 學 院 黎 昕 副 院 長 暨 24 名 研 究 員 蒞臨 本 校 參 訪 。
(2011.1.11)
17.本校李校長國添率領材料所教師赴高雄中國鋼鐵公司參訪並洽談
合作事宜。(2011.1.19)
18.本校與南璋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2011.1.25)
研究發展處
2010.9.30 ＊技術移轉成果：
～
1.資訊工程學系謝君偉教授與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影像式前
2010.12.31
方車道與車輛偵測技術」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2010.9.30)
2.水產養殖學系冉繁華助理教授與群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吳郭
魚養殖場區進排水系統水處理技術」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2010.10.1)
3.食品科學系龔瑞林副教授與大家優藻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微奈米抗氧化海洋食品在抗發炎、抗過敏及降血脂功能之研發」
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2010.10.1)
4.食品科學系張正明副教授與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食品
安全系統建制」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20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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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事記（2011.2.1～2011.7.31）
日

期

2011.2.1

大

事

紀

單位

＊工學院學院地下室演講廳完成修繕並開始使用。

工學院

＊工學院執行教育部「海洋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與下列
五所伙伴學校合作：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澎湖科技大學、淡江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屏東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白敦文老師指導博士班王信偉同學參加第一屆電腦生 電機資訊學院
醫資訊國際研討會獲最佳壁報論文獎。

2011.2.2
2011.2.12
2011.2.14

2011.2.15
2011.2.17

＊本校 99 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經教育部評列為 人文社會科學
「二等」。
院
＊辦理「僑外陸生小年夜圍爐」，邀請師長、值勤教官與僑外生一同餐 國際事務處
敘，聯繫情誼，讓僑外陸生體驗傳統除夕圍爐習俗。
＊99 年教師論文發表補助費，共計通過 102 件(含當年完成核銷 98 件、研究發展處
100 年核銷 2 件、未送會計室核銷請款 2 件)，新台幣 1,347,458 元整。
＊舉辦電子資源利用及文獻傳遞服務推廣說明會 25 場，協助師生善用 圖書暨資訊處
圖書資源與服務，計 960 位教職員生參加。(2.14-7.7)
說明會講義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demo2.php
＊配合人事調整，更新 99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及常設委員會委員名單。秘書室
＊實習暨就業輔導組申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 教務處
務補助計畫」，審核通過獲補助 31 萬元整，並透過校園徵才及相關
就業講座，讓同學對未來職涯規劃中有更多選擇。
＊公文線上簽核完成評選委員會第 1 次評選會議(審議規格書及評選標 總務處
準)。

2011.2.19

2011.2.23

＊檢陳本校「99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決算 會計室
檢核及評分表」、「7 級科目之業務支出明細表」及「7 級科目之各
項費用彙計表」，送教育部審議。
＊召開臺灣區校友會理事長及總幹事聯席會，由歐慶賢主任秘書主持，秘書室
海內外共有 14 位理事長及總幹事參與，會中歐主秘向校友報告母校
近況，各校友會就會務經營現況分享，並對校友服務提出建議。
＊教學中心完成本年度 E 化教室感應卡更新作業，自即日起，每張感應 教務處
卡皆可在全校 E 化教室使用，並於 100 年 2 月 23 日舉辦本校 E 化教
室使用管理說明會，邀請大同公司針對新年度維修服務、新增環控功
能及過去維修常見問題進行詳細說明。
＊100 年公文績效指標，經公文檢核小組會議決議，發文平均天數為 3.2 總務處
天，發文及收文之逾辦比率分別為 5%及 3%。

2011.3.1

＊校園垃圾不落地全面實施。

總務處

＊本室對 10 個班級約 300 名學生進行體適能檢測，並與學務處衛保組 體育室
共同辦理推動體適能陽光計畫，期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
＊海資所莊慶達教授應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邀請出 海洋科學與資
席 印 尼 峇里 島 舉辦 的「 提 升 市場 導 向活 珊湖 漁 產 貿易 研 討會 」 源學院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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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

2011.3.3

2011.3.4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2011 年 1 月公佈最新 研究發展處
網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045 名。該研究主要係針對全
世界各大學網頁進
行評比，主要以「 Web size」（比重 20%）、
「(Link)Visibility」（比重 50%）、「Rich File」（比重 15%）、
「（Google）Scholar」（比重 15%）四項指標衡量世界大學各大學表
現，並綜合四項指標得出各大學在網路上的學術影響力。
＊「100 年校內社團評鑑」包含首度參與之 3 個預備性社團、畢聯會、2 學生事務處
個學生自治團體（學生會、男 2 舍生自會）共計 73 個團體參與。邀
請校內外社團輔導實務工作者各 6 名，及去 年績優社團負責人6 名組
成評審委員會，會中決議推派航管系學會、J＆C 鋼琴社代表本校參加
「100 年全國社團評鑑」。
＊衛保組獲教育部補助 20 萬元，並自籌 5 萬元推動「99 學年度大專校 學生事務處
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樂動開麥拉」系列活動，內容含拳擊
有氧、料理東西軍-日式料理創意大賽、急救教育、聽音樂健康促進、
健康影劇 A 咖大賽、熱血沸騰勇敢示愛-捐血活動等計 38 場，教職員
生共 3,488 人次參與。（3.3-7.8）
＊住輔組辦理宿舍「無事來找碴安全演練」，住宿生於短時間內主動回
報處理狀況計 78 件次，演練成效良好。
＊辦理 100 年度僑生春節聯歡師生聚餐活動「歡躍虎年兔生輝」，計有 國際事務處
118 名僑生參加，會中邀請僑委會專門委員及本校師長共同參與。
＊召開「第八屆兩岸三地十校聯盟航運與物流研討會」，邀請臺灣及大 海運暨管理學
陸航運與物流相關校院與會，探討海空運及物流相關議題。
院

2011.3.6
2011.3.8

＊課指組辦理「藍海世紀海洋青年-馬總統與海大青年有約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
計 253 位教職員生出席，座談議題聚焦於海洋、水產、海運等問題。
＊召開 99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確認將「人力評鑑」 秘書室
併入「行政品質評鑑」辦理相關事宜，並將相關修訂條文提送 100
年 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本校足球代表隊參加 99 學年度大專足球聯賽，以分組預賽第 1 名成 體育室
績晉級決賽，並在決賽中獲得全國第 8 名佳績。

2011.3.10
2011.3.11

2011.3.12

＊食科系江孟燦教授榮任『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龔瑞林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榮任『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常務理事』。
＊100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及宿網小組選舉，各宿舍首辦候選人 學生事務處
說明會後，共選出生自會幹部 42 名，宿網小組 6 名。（3.10-5.11）
＊教學中心配合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計畫執行，與政治大學教學 教務處
中心進行座談交流。
＊因應日本宮城地震引發之海嘯，本校召開緊急小組會議，16：05 全校 全校各單位
停課，各單位配合處理相關事宜，包含各 1、2 級單位主管待命、秘
書室及圖資處發布公告、總務處通知相關單位放下防水閘門、巡視周
遭安全、安排疏散車輛，軍訓人員協助各館舍疏散學生，學務長、副
學務長、住輔組編組疏散 240 名住宿生前往鄰近高海拔基隆海事職
校，約 18：40 狀況解除，同學安然返回學生宿舍。
＊本校今年首度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由資訊工程學系 教務處
提供 5 個招生名額，以資料審查及面試各佔總成績 50%的方式舉辦招
生考試，共計 34 名學生報考，列正取生 5 名及備取生 3 名。
＊海生所陳義雄所長榮獲 100 年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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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

2011.3.15

2011.3.16

2011.3.17

＊召開「培育優質海洋人才」--如何「培養具有競爭力的海洋畢業生」研究發展處
工作圈會議。該會議責成研發處辦理設立 3 個工作圈推動小組--「國
際化推動小組」、「閱讀增能推動小組」、「海洋特色課程規劃推動
小組」，並遴聘委員推動小組業務。小組之設 立跳脫傳統組織架構及
專業知識之思維，以開放性方式聽取委員意見，討論學生除專業知識
外，應具備未來發展所需之軟實力與競爭力，及落實提升學生競爭力
之具體作法，俾提供相關行政單位參酌辦理。(3.15、3.29)
＊舉辦「維也納的氣質-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約 320 人觀賞演出。 圖書暨資訊處
＊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海洋與環境的永續發展」教育學術研討會，參加 人文社會科學
人數計 71 人。
＊生輔組辦理「海 Young 有品校園微笑友善城市」系列活動，包含 3 月 學生事務處
17 日單國璽樞機主教主講「以品格迎向未來–談愛與誠信」、4 月 20
日李家同教授談「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6 月 1 日本校前校長黃榮
鑑終身特聘教授談「如何最求美好『心』生活」，共 510 位教職員生
參與。另辦理基隆市各級學校參加之「徵心宣言佳句創作」，投稿計
138 件；以及「公車海報設計競賽」得獎之 6 件作品印刷海報張貼於
基隆市公車 6 大路線 24 部公車。(3.17-6.1)
＊「99-2 FUN4 導師生班際聯誼競賽活動」辦理籠球、獨木舟、大隊接
力、超級躲避球與創新之「技藝冠軍盃」等項目。計大一 20 班級、
大二以上 39 個班次組隊，計 2,670 人次參與活動。（3.17-5.26）

2011.3.18

2011.3.22

2011.3.23
2011.3.24

＊100 年 3 月 17 日海人字第 20110003274 號令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人事室
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考核實施要點」，修正重點包括：增
列考列甲等人數以不超過當年度受考人數之 75％為原則，並將原考列
乙等者不予晉薪之規定，修正為考列乙等，晉薪 1 級，但連續 2 年考
列乙等者，第 3 年不予晉薪。
＊為分析中英文會考成績，以提供授課老師及各系所參考並依學生程度 教務處
能力不同進行補強，教學中心已建置中英文會考試題答題狀況輔助分
析系統。另為協助學生規劃所修之課程及學程、提供導師輔導學生參
考工具以及輔助系所檢視課程結構，已建置全校課程地圖系統，並於
100 年 3 月 18 日舉行「中英文會考分析平台暨全校課程地圖平台說明
會」。
＊體育館空調工程完成驗收，並與體育室完成點交及教育訓練；體育館 總務處
二期工程開工，主要內容包含雨庇、安全強化防護措施、儲物櫃、公
告欄、服務櫃檯、淋浴間裝修等。
＊100 年度第一梯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補助作業共計申 研究發展處
請 21 案、新台幣 9,836,135 元。經 100 年 4 月 13 日審查會議討論決
議，通過 17 案，共補助新台幣 5,580,000 元。核獲補助之教師皆於
100 年 7 月 31 日前完成請購程序。
＊張志清院長偕同李選士研發長、輪機工程學系李賢德主任、黃道祥副 海運暨管理學
教授、張宏宜副教授及校友服務組吳瑩瑩助教一行 6 人至 SGS 參訪 院
拜會楊崑山總裁(本校輪機系校友)，並與該公司劉乃綸副總、林家正
副總、陳虞明副總、邱志宏副總、姚賜福協理、朱達德博士進行交流
座談，雙方達成將共同合作研究、成立 SGS 講座、提供獎學金及實習
機會等協議。
＊99 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決賽於國立中央大學進行，本校排球代表隊獲 體育室
得第 10 名佳績。(3.23-3.26)
＊生命科學院館二期工程完工。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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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5
2011.3.26

2011.3.28

＊舉辦 99 學年度海洋盃球類競賽聯合開幕典禮，計有籃球、排球、桌 體育室
球、羽球、網球和足球等 6 個比賽項目，共有 15 個系所 2,130 人次
參加。
＊生輔組辦理「99 學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北區期中 學生事務處
研討會」，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及連江縣各級學校 17 所及 17 名
校長參與，出席人數共 56 人。
＊99 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全國總決賽於僑光科技大學、臺北科技大學 體育室
舉辦，本校籃球代表隊以 北區第1 名資格晉級參賽，並在全國決賽中，
榮獲第 8 名佳績。(3.26-3.31)
＊為輔助學生線上學習，教學中心已建置「學習 e-Go 網」，並於 100 教務處
年 3 月 28 日正式公告上線。

＊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新增「自動產生課程分享資料夾」功能。
2011.3.29 ＊舉辦「大陸交換生與校長有約餐敘」。
2011.3.30

2011.3.31

2011.4.1

2011.4.6

2011.4.7
2011.4.8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李國添校長帶領本院張志清院長、商輪二系主任及實習組郭俊良老師 海運暨管理學
前往長榮海運拜會張榮發總裁。討論學生上船實習，並邀請張總裁來 院
校演講。
＊100 年度「學海飛颺-選送一般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計畫經費申請，研究發展處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 200 萬元整。
＊宿舍各樓層安裝數位電錶共計 29 只與監測系統，即時監看各樓層用 學生事務處
電量，並將於 100 學年度推行宿舍各樓層節能競賽。
＊於播客行動學習系統(Podcast)新增藝文活動線上觀看服務。
圖書暨資訊處
＊本校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新臺幣 5,000 萬元，與 海洋生物科技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海洋研究中心」共同推動海洋科技領域發展。 及環境生態中
心
＊電機工程學系舉辦電子電機系友聯誼會，由本屆會長圓剛公司董事長 電機資訊學院
郭重松學長主持，瀚宇彩晶副總經理（EE68 級）陳煌宜學長及郭子仁
學長進行專題演講。
＊本院為促進新進教師之成長（含教學與研究等），順利通過升等與評 人文社會科學
鑑等生涯規畫，辦理新進教師教學研究成長研習會。
院
＊本處於行政資訊網差勤管理系統，增建計畫研究助理人員差勤控管及 研究發展處
內部查核機制乙案(100.1.5 奉准)，業已完成，相關規劃及辦理情形
如下：
1.完成多項相關使用表單之草擬建置，由圖資處協助交付軟體廠商更
改，並於100年2月測試完畢，本處並函知系所及全校教師惠賜意見
並予回覆。
2.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進用人員管理要點」，並提3月
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公布實施。
3.製作操作手冊、相關法規訊息及帳號密碼設定，通知主持人及助理
人員，於3月28~4月5日測試，並訂於4月6日起約用人員務必每日完
成差勤打卡作業。
4.4月8日統計本案執行率，達77.86%(助理共計131位，其中102位執
行、19位於校外無法執行其差勤打卡系統改以每月送紙本至計畫組
備查、10位協調中)。
5.依實際需求設定上班彈性時間，並於4月29日公告週知，行政系統
打卡班別分為三班，寒假及暑假彈性休假由計畫主持人在不影響計
畫進度下自行決定給假，但不得超過本校規定天數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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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3

2011.4.14

2011.4.15

＊國際處邀集總務處、學務處、養殖系召開協調會議，完成「國際學生 學生事務處
宿舍」規劃 (學人宿舍一期)：
1.每戶1間3人房，2間2人房，得供63人住宿(計9戶)，收費標準經6
月16日行政會議決議每人每學期收費NT$9,000元整。
2.國際處選任宿舍正副總幹事，負責住宿生之生活管理、夜間緊急送
醫，並提供該2名幹部之免費住宿或工讀金。
＊本校國際處協同水產養殖學系助教參加「第 14 屆馬來西亞國際研究 國際事務處
生教育展」，本次參展共計發放 4000 份本校系所介紹英文版摺頁，
4500 份獎學金、專班學程等單張宣傳；總計 123 筆曾深入詢問之學生
資料，其中以生命科學院被詢問度最高。(4.14-4.18)
＊諮輔組辦理「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座談會」，以「教師輔導知能- 學生事務處
如何協助學生因應情緒低落」為主題，計 123 名導師與教官與會，出
席率 55%，整體滿意度 82%。
＊3 月 30 日召開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小組會議，由本學期內部稽核 秘書室
小組潘主任委員崇良、張召集人建仁及陳委員義雄就本(99)學年度校
務基金經費稽核項目、稽核單位及時間等進行討論及確定，並於 4 月
13、15 日至各受稽核單位進行實地稽核，完成稽核項目之結果及建議
事項。
工學院

＊工學院新設海洋能源科技學程。
2011.4.18

2011.4.19

2011.4.21

＊本學院、中華航運學會與沛華沛榮教育基金會，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海運暨管理學
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鹿特丹規則與兩岸海商法研討會」，約有 100 院
名產官學界各方人士參加研討會。
＊本校與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基隆就業 教務處
服務站共同舉辦校園企業徵才博覽會，為畢業生邀請近 40 家廠商參
展，並提供各項就業諮詢，當日共吸引約 700 人參與。
＊本校「2011 年螢火蟲季」結合基隆西北扶輪社及學生社團共同辦理龍 學生事務處
崗步道導覽、生態劇場、攝影展、戀戀手工情、環保愛相隨等活動，
民眾網路預約參觀人數共計 6,996 人。（4.21-5.8）
＊100 級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 947 票，投票率 11.11％，由林玠佑(會
長 環漁系)、高于涵(副會長 通訊系)、洪子豐(副會長 運輸系)當
選。（4.21-5.24）
＊諮輔組辦理「酷兒的異想世界-談性別少數諮商研討會」，計 29 所大
專校院輔導人員 93 人參與。（4.21-4.22）

＊生命科學院館二期工程完成驗收，4 月 27 日點交予使用單位接管。 總務處
2011.4.22 ＊接受「教育部 100 年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由交通大學吳宗修教授召 學生事務處
集 8 位評鑑委員蒞校訪視，本校由李國添校長、林三賢副校長率學務
處、總務處、交通委員會及學生代表等參與受評，訪視結果獲大專組
甲等第 3 名。
2011.4.25 ＊召開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101 年度概算 秘書室
編列事宜。
＊制定各行政單位「各項業務標準作業流程(SOP)」相關規範及表格，
主要內容包含：(1)目的與範圍；(2)參考文件(法規/依據)；(3)權責
單位；(4)對象；(5)流程圖；(6)作業內容；(7)附件；於 1 月 20 日
以書函通知各行政單位開始製作，並於 4 月 25 日完成各行政單位 SOP
之核對及確認工作，共計 339 份。(行政單位法規暨標準作業流程彙
編網：http://secretariat.ntou.edu.tw/lawinde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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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6
2011.4.27

＊辦理 100 年度上半年自衛消防編組組訓。

總務處

＊辦理「100 年度僑生週活動」，計有 300 人次參加活動。(4.26-4.27) 國際事務處
＊由學務處、總務處及地區消防相關單位，於延平技術大樓、男二舍辦 學生事務處
理「複合式防災演練」，模擬地震、火災、海嘯及核災狀況時，人員
之疏散、避難引導、消防器材使用、物資補給、應變中心編組與實做，
及核災之基本防護等行動演練，共 600 餘名師生參加。
＊舉辦 99 學年度體育品德教育講座，邀請奧運羽手國手鄭韶捷蒞校進 體育室
行品德教育專題演講，講題為：「奮戰到底的運動精神」。
＊舉辦 99 學年度守望員講習，邀請紅十字會高級救生教練陳武鳴先生
蒞校進行實務指導。
海洋科學與資
＊應地所李昭興教授應基隆市政府應變中心邀請，參加海嘯防範因應會
源學院
議。

2011.4.28

＊召開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 研究發展處
學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部份條文，並依「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規定，通過設立「電機資訊學院
電資醫學研究中心」、「電機資訊學院海洋監測系統科技研究中心」
及「電機資訊學院太陽光電研究中心」，期整合相關資源，提升學院
研究、教學與服務質量。
＊辦理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書卷獎頒獎典禮暨與校長有約座談」，計 學生事務處
59 名受獎同學、70 名學生團體代表及師長近 20 人與會，本次受獎同
學出席人數大幅提昇，並於典禮前安排師生餐會及 3 名受獎同學分享
讀書與時間規劃。
＊國科會派員至本校查核補助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 會計室
(4.28-4.29)

2011.4.29

＊應用經濟研究所與航管系、養殖系、環漁系及海資所於本學期共同舉 人文社會科學
辦 SAS 教育訓練課程 Statistics 1，計有 58 位參加，完成 12 小時之 院
教育訓練，由本校授予修習證明。
＊參加銘傳大學「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暨典範移轉研討會」，並由本校李 教務處
國誥教務長發表「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獎勵制度」，張文哲副教務長發
表「多元教學評鑑與輔導：同儕教研精進-以海洋專業發展課群為例」
。
＊海生所黃將修教授獲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頒發服務貢獻獎。生命科學院

2011.5.1

2011.5.2

＊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紙政策，即日起薪資發放僅以 e-mail 通知，同仁 總務處
可以透過出納組網頁的付款查詢系統查詢或列印薪資、全年所得及各
項津貼亦可自行更新修改 e-mail 及地址。
＊張清風教授借調至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
生命科學院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出版之評鑑雙月刊（第 31 期，100 研究發展處
年 5 月），公佈 2011 年臺灣理工醫農領域 ESI 論文統計結果(ESI 收
錄年份為 2000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呈現臺灣理工醫
農領域進入世界之論文被引次數前 1%之學校及其學門。本校 2011 年
於基本科學指標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之整體表現
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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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2011年ESI「論文數」為2,990篇，國內大學排名為15名（與2010
年排名相同），世界排名為986名，較2010年進步13名次。
2.本校2011年ESI「被引次數」為16,299次，國內大學排名為19名（與
2010年排名相同），世界排名則為1,618 名，較2010 年相比進步
37名次。
3.本校2011年在ESI「平均被引次數」在國內大學排名為第26名，較
2010年退步3名，世界排名退步(-231名)，然而在此項目中全國進
榜之學校世界排名皆呈現退步之現象所示。
4.本校2011年ESI「高被引論文數」為23篇，較2010年減少5篇，於國
內大學排名為第11名。本校高被引論文比例為0.77％，「教師平均
論文數」則為8.13篇。
5.本校2011年進入ESI 之學門共有「工程」、「材料科學」、「農業
科學」及「植物與動物科學」。

2011.5.3

2011.5.4

＊學生宿舍試辦大學住宿生「深夜暫停網路服務」，自 100 學年度起每 學生事務處
週一至週五上午 2： 00-4：00 暫停提供網路服務。研究生、外籍生(不
含大學部)、自學中心、期中及期末考前一周與當周、特殊個案(經學
系核准者)不適用。
＊辦理生涯諮商輔導主題週系列活動，包含 5 月 3 日「生涯虹橋電影講 學生事務處
座」「夢想的綺麗世界」工作坊、5 月 11 日「走在海之濱～生命與生
涯紀事」座談、「生涯卡～卡片玩人生」工作坊，共 140 人參與，活
動滿意度達 81.4%~97.6%。（5.3-5.12）
＊環保署毒災應變隊與基隆市環保局毒管單位蒞校辦理 100 年度主管機 總務處
關輔導，針對普化實驗室、食科系、水產品檢驗中心、海生所、生技
所等單位之毒化物運作實驗室，進行運作管理輔導。
＊本校與萬海航運公司共同舉辦「操船模擬機啟用儀式暨模擬機加值應 海運暨管理學
用論壇」，與航運界來賓進行實務經驗的交流分享。
院

2011.5.5

＊航運管理學系邀請 Wayne K. Talley 教授來校演講，Talley 教授係國
際 期 刊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主編，同時亦為美國維吉尼亞州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經濟系教授。演講主題為"Academic Publishing" 。
＊辨理「校外租賃安全專題講座」、「賃居生暨房東座談會」，計有同 學生事務處
學 50 餘名、房東 14 人與會。
＊舉辦「彩色人生-文化大使陳陽春水彩個展」，亦利用 facebook 平台 圖書暨資訊處
達到宣傳效果；展期共計 1,639 人次觀展。(5.5-5.18)
＊召開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除各業務單位報 秘書室
告外，內部稽核小組並就本(99)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之結果及建議事
項進行報告。

2011.5.6

2011.5.8

＊100 年大專運動會聖火傳遞於中午 11 點到達本校，本室並安排迎接聖 體育室
火典禮和繞校園路跑等活動。本校運動代表隊於 5 月 5~10 日參加由
國立中興大學主辦「100 年大專院校運動會」，參加桌球、羽球、空
手道、擊劍和游泳等五個項目，並勇奪 6 面金牌，5 面銀牌和 7 面銅
牌，成績超越去年 5 銀 2 銅的佳績。
＊本校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至基隆監獄辦理「溫馨五月天．海 學生事務處
大愛 fun 送」母親節監所關懷活動。本校參加活動師生為 12 人，監
所受刑人及家屬參與 220 人次。
＊辦理英文會話學伴聯誼活動，計有 40 名國際學生及本地學生參與。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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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0

2011.5.11

＊日本長崎大學水產學部橘 勝康部長、長富 潔副部長蒞院參訪及演 生命科學院
講，橘 勝康教授(Prof. Katsuyasu Tachibana)講題「Burnt Muscle
Phenomena in Cultured Yellowtail Seriola quinqueradiata」；
長富 潔教授(Prof. Kiyoshi Osatomi)講題「Studies on Responses
of Macrophages to Oxidative Stress Caused by Edwardsiella tarda
Exposure」。隨後 5 月 11-12 日黃登福院長赴澎湖科技大學參加「海
洋生物科技研討會」，並陪同日本長崎大學水產學部橘 勝康部長等 2
人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
＊購入授權軟體認證專用伺服器乙部，為建置虛擬伺服器平台提供網路 圖書暨資訊處
版授權軟體認證服器代管服務。

2011.5.12

＊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勵辦法」辦理 99 年度各 研究發展處
級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勵案。經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通過「績優獎」
第一名為「航海人員訓練中心」、第二名為「養殖系 -水產品產銷履
歷驗證暨檢驗中心」；「進步獎」為「電資學院通訊系-電子海圖研
究中心」，並於 5 月 12 日擴大行政會議進行公開頒獎。
＊召開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會議，通過「建置校園地圖 3D 模型
資料庫」、「提升本校網路世界大學排名再前進措施」及「麗峰莊宿
舍基地撤銷撥用案」，上述各案並提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
議。

2011.5.13

＊辦理研究所「100 學年度僑生入學甄審會議」，本次共審查 14 名僑生 國際事務處
申請件，全數通過複審。
＊檢送教育部補助 99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學 圖書暨資訊處
習精進與閱讀空間改善計畫」成果報告，辦理核結。
＊辦理 100 學年度外國學生學雜(分)費調整案說明會。

國際事務處

＊為檢討現行教師升等與教師教學評鑑制度，人事室與教務處辦理「本 人事室
校教師升等教學評鑑公聽會」，會中意見業經彙整後簽奉核定，已錄
案作為後續修法之參據。

2011.5.14
2011.5.18
2011.5.19

2011.5.20

＊本校橄欖球代表隊參加由長榮大學主辦之「99 學年度大專橄欖球錦標 體育室
賽」，以絕佳的團隊默契，勇奪 7 人制第 3 名、15 人制第 4 名。
(5.13-5.21)
＊辦理「100 年度海僑盃運動會」，計有 30 名僑生報名參與。
國際事務處
＊海法所高聖惕副教授以我國代表團法律顧問身份，出席「世界動物衛 人文社會科學
生組織」(OIE)第 79 屆年會。(5.18-5.19)
院
＊新增第 25 所圖書互借合作單位：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 圖書暨資訊處
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擴充本校師生可用之圖書相關資源。圖書
互借服務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cooper.php
＊召開外國學生學雜費調漲審議及決議會議，會中共識：本校自 100 學 國際事務處
年度起，境外學位生就讀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的學
雜費收費標準，每學期擬採單一收費，並依「同級私立大學校院日間
學制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平均收費訂定之。
＊「99 學年度優良導師暨優良單位評選」之優良導師獎當選名單為商船 學生事務處
系劉中平導師、環資系黃世任導師、運輸系鍾添泉導師、系工系李耀
輝導師、養殖系陳鴻鳴導師、電機系黃培華導師。優良單位獎由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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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航工程學系獲得。
＊辦理「2011 年棉花糖情人節」，活動包含真愛告白、愛在宿舍傳情、
絲絲棉花糖、永傳真情意、棉花糖園遊會、捐血、愛在情侶拍貼、公
車海報設計競賽頒獎典禮等系列活動。（5.20-5.27）
海洋科學與資
2011.5.21
2011.5.23

2011.5.24

2011.5.25

＊海資院召開院長候選人願景說明會。
源學院
＊建置教學務系統家長登入入口，供教務處提供外部家長查詢學生資料 圖書暨資訊處
服務。
＊高教評鑑中心 100 年度校務評鑑暨三項專案評鑑實地訪評，業於 5 月 教務處
23-25 日三天進行完成，校務評鑑委員共 16 位、體育專案委員共 3 位、學務處
性平專案委員共 2 位及環安衛專案委員共 2 位。感謝全體同仁同心協 總務處
力完成此項任務與會人員及工作人員約 130 位；晤談人員約 150 位。 體育室
＊海生所陳天任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朱嘉濠教授實驗室合作研究異尾 生命科學院
類之親緣關係，此研究成果刊登在紐約時報，將於 9 月份發表至
Systematic Biology 科學研究期刊。
＊教育部委請中正大學施慧玲教授、雲林科技大學陳斐娟副教授蒞校辦 學生事務處
理「100 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本校由李國添校長率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代表及相關行政單位參與受評。
＊教育部「100 年度大學校院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總務處
實地訪評。

2011.5.26

＊99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體適能陽光計畫』，本室聘請 X-fitness 張詩 體育室
宏 講 師 來 校 帶 領 有 氧 韻 律 活 動 (5.25-5.26) ； 完 成 體 適 能 後 測
(5.26-6.3)並於彙整檢測資料送教育部備查。
＊辦理「100 年度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計有 100 餘名僑生參與。 國際事務處
＊海資院召開院長遴選委員會議 (含開票)。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1.5.27

＊電機資訊學院與 HP 惠普科技公司召開研討會及座談會。

2011.5.28

＊舉辦「100 年學生宿舍新舊幹部傳承暨交接活動」，正副學務長、住 學生事務處
輔組成員、生自會新舊任幹部、宿網小組、修繕生計 109 人與會。王
天楷學務長及林鎮洲副學務長當日與住輔組同仁進行早餐會報、午餐
分享及活動檢討。本次活動藉由戲劇活動討論宿舍重要議題，不僅能
夠正確傳遞資訊，也能夠加深新任幹部的印象。
＊99 年獎勵學術研究案，共有 96 位老師提出 239 篇報告申請，經學術 研究發展處
獎勵委員會複審，符合獎勵者共有 232 篇，共需 333 倍全額獎勵金，
每倍全額獎勵金以 5,000 元核發獎金，經費共計新臺幣 166 萬 5,000
元整獎金，得獎著作亦珍藏於本校圖書館內，供全校師生參閱。
＊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出版海大「2011 求職寶典」電子書，並發行 2,000 教務處
份就業輔導電子書光碟，提供求職創業、進修升學等訊息，以協助及
輔導畢業生儘早做好個人的職涯規劃。

2011.5.29

2011.5.31

2011.3.15
～
2011.5.30

電機資訊學院

＊配合「684 號大法官解釋」，提請圖資委員會審議修正借書規則逾期 圖書暨資訊處
罰款上限，並增修預約保留期限與續借限制等條文；增訂「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遺失毀損賠償標準」。
＊學術交流情形：
研究發展處
1.中國鋼鐵公司王錫欽助理副總經理率5位業務相關主管蒞臨本校，
與工學院、電資學院、材料所、機械系及輪機系召開合作推動座談
會，針對鈦合金及模具鋼等6大主題進行討論，目前雙方已達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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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1

合作。（3.15）
2.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Yury Kulchin院長率副院長及院士等人共7
位，來臺參訪交流並蒞臨本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典禮，未來將針對水
下科技、海洋工程及生醫材料等領域發展合作。(3.17)
3.本校與SGS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合作座談會，合作領域
包括生科院及電資學院範疇。（5.18）
4.本校與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第13次「合作推動研究計畫座談
會」因水試所業務繁忙故以書面方式舉行。（5.31）
＊辦理「應屆畢業國際學生聯誼活動」，計有 50 名國際學生參與。
國際事務處
＊ 海 大 線 上 捐 款 網 站 正 式 啟 用 ， 名 稱 為 「 海 洋 之 捐 」 ， 網 址 ： 秘書室
http://oceanlove.ntou.edu.tw/。

2011.6.2

2011.6.3

2011.6.4

2011.6.5
2011.6.6
2011.6.8

＊工學院所屬系所教師與中鋼公司簽定數個合作案，預備成立工程研究 工學院
中心。
＊住輔組於男 2 舍地下室交誼廳舉辦「平安慶端午宿舍聯合文化節慶」學生事務處
活動，由林三賢副校長主持、國際處沈士新處長、王天楷學務長與林
鎮洲副學務長、教職員、社區媽媽及本地與境外住宿生計 500 餘人共
襄盛舉。
＊舉辦 99 學年度水上運動會，今年除了蝶、仰、蛙、捷傳統 4 式項目 體育室
的競逐外，還有大隊接力與精采刺激的「獨木舟趣味接力」、「同舟
共濟」和「”投”心協力」等趣味競賽，報名參賽者踴躍。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校執行之社群領袖養成子計畫系 生命科學院
列活動『健康影劇 A 咖大賽』，食科系跨年級團隊囊獲冠軍、亞軍及
殿軍(指導教授：張君如老師)。
＊100 級畢業典禮假育樂館前廣場舉行，與會畢業生、師長及來賓計 學生事務處
2,350 餘人，邀請臺灣高鐵歐晉德董事長、傑出校友宏達電周永明執
行長蒞校致詞及祝福畢業生。
＊畢聯會與學生會辦理「100 級畢業週系列活動」，內容含音樂會、鬼
屋、綠色影像演講、畢業大會烤、畢業演唱會、園遊會、畢冊展示、
社團展現、海大淘金夢尋寶，約 2500 人次參與。（5.30-6.4）
＊舉辦大陸學生知性之旅，帶領 20 名大陸交換生參訪慈湖、台塑企業 國際事務處
文物館、三峽等地。
＊配合本校 100 年畢業典禮活動，於風雨走廊舉辦「海洋與我」校史特 秘書室
展，本日校史室亦配合全日開放參觀。
＊辦理新建生命科學院館揭牌落成典禮，除院館及 2 間階梯教室揭牌，生命科學院
同時頒發紀念品給生科院館捐款人。
＊沈士新處長帶領 28 名外籍生及陸生共同組隊，參與基隆市政府舉辦 國際事務處
之「100 年端午龍舟嘉年華會」龍舟賽活動。(6.5-6.6)
＊海資所劉光明所長代表我國出席印尼巴里島舉行亞太經濟合作海洋 海洋科學與資
資源保育工作小組會議及漁業工作小組第 10 次聯席會議（6.6-6.9）。源學院
＊聯合基隆市政府警消、建管單位組成「基隆市政府賃居環境安全聯合 學生事務處
稽查小組」訪視本校同學校外中型集合式（賃居生至少 6 人以上）賃
居處 7 戶，檢查結果均未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故不合格，將庚續
辦理複檢。（6.8-6.10）
＊辦理教育部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評鑑，並安排委員至養殖系訪視 教務處
ICDF、IMPA 外籍學生獎學金專班，以了解本校英語環境及英語課程相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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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9

關設施實施概況。
＊訪視「校外租賃房東自我安全檢測」驗證計 38 戶，合格計 19 戶(含 學生事務處
願意接受基隆市警察、消防、營建單位及本校聯合稽查：1 戶)、老舊
公寓 5 戶、建議要求改進 14 戶。將庚續辦理複檢。（6.9-6.20）
＊召開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會議紀錄於 6 月 23 日製作完成，秘書室
並將電子檔刊登網頁，提供同仁自行下載。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
x.html)
＊本室邀請前網球國手，現任國立體育大學球類系助理教授陳志榮老師 體育室
蒞校進行「網球運動技術講座」，參與之教職員工生計有 40 餘人。

2011.6.10
2011.6.15

＊基隆市政府核定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工程施工計畫書(開工許可)。 總務處
＊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新增「自動匯入課程大綱」功能。
圖書暨資訊處
＊核定自 100 學年度起全面推行結合悠遊卡(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小 教務處
額消費)、ISIC 國際學生證(提供學生出國進修期間學生身分的認證)
功能之學生證。
＊教學中心於 6 月下旬新建置 3 間 E 化教室，分別為系工 204 教室、電
機二館 B03 教室及資工 303 教室。
＊本室申請通過教育部補助游泳池整建計畫工程，項目中儲藏室整建已 體育室
完工，室外大池遮陽網建置近期開始動工，二樓階梯看台防水工程及
過濾系統濾材更換現正進行評估作業，預計暑假期間修繕完成。
生命科學院
＊海生所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研究所簽訂 MOA。

2011.6.16

2011.6.20

2011.6.21
2011.6.23

＊辦理大陸學生歡送會，李國添校長關懷即將返國的大陸交換生，讓同 國際事務處
學倍感溫馨。
＊辦理本校 99 學年「特聘教授」、「學術優良教師」及「產學研究成 人事室
就獎」遴選，獲獎人員共計 9 人，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
會議公開表揚，獲獎名單及獎勵如下：
1.「特聘教授」：計有龔國慶教授及鄭慕德教授2人，每月獎助金1萬
元，獎助期限3年（2011.8-2014.7），並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第6條規定聘為本校終身特聘教授。
2.「學術優良教師」：計有劉秀美教授、林棋財教授、開物教授、羅
文雄教授、陳宏瑜副教授及洪文誼副教授等6人，每人每月獎助金5
千元，獎助期限2年（2011.8-2013.7）。
3.「產學研究成就獎」：計有吳彰哲副教授1人，核發每月獎助金5千
元，獎助期限2年（2011.8-2013.7）。
＊海洋環境資訊學系郭南榮教授、電機資訊學院張忠誠院長及財團法人 電機資訊學院
國家科學研究院儀器科技研中心等相關人員，共同研提「衛星科學酬
載海洋環境照相儀可行性研究」計畫，由郭南榮教授擔任計畫主持
人，獲國科會審查通過。
＊本校受國科會委託舉辦「臺澳紐三邊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研討 海洋生物科技
會」，本次研討會邀請紐澳方面學者 11 位及國內相關領域學者 15 位 及環境生態中
參與研討會，共發表 26 個講題，與會人員約 200 人。(6.20-6.21) 心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王和盛老師榮獲 99 學年中華民國系統學會傑出 電機資訊學院
青年獎。
＊本學院接受文建會委辦「『自由中國號』中式木造帆船包裝運輸暨戶 人文社會科學
外展藏安置修護案」，完成議價程序。計劃主持人為羅綸新院長，協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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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24
2011.6.27

同主持人為莊慶達教授、安嘉芳副教授及卞鳳奎助理教授。本案將於
暑期赴美辦理運送回國，並進行簡易維護作業，預定於國慶日或行憲
紀念日辦理迎船儀式，展藏地點為海博館。
＊本校教職員網球團隊參加由中州技術學院主辦的 99 學年度大專教職 體育室
員網球賽，榮獲大專乙組第 4 名佳績。(6.24-6.26)
＊住輔組於學生活動中心（B01、B11~B14）辦理 67 名宿舍自治會幹部 學生事務處
訓練，課程含防災演練、節能與整潔比賽、新宿民之夜、生自會組織
運作等單元授課暨分組討論，及參訪基隆市防災教育館與綜合座談。
其中實務討論由宿舍正副總幹事主持，分組探討各單元實務及宿舍運
作。（6.27-6.29）
＊本室參考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及它校作法，研訂本校法規委員會法制 人事室
實務作業手冊，經簽奉核可後，電子檔置於人事室網頁，並週知本校
同仁參考。

2011.6.28

2011.6.29
2011.6.30

2011.7.1

＊生命科學院開設 2 學分碩士班課程「Chemistry of Nutraceuticals 生命科學院
and Functional Foods」，邀請國科會補助講座教授美國紐澤西州羅
格斯大學食品科學系何其儻教授假食品科學系演講廳舉辦系列演
講。(6.27-7.23)
＊本校教職員羽球團隊參加由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的 99 學年度大專教職 體育室
員羽球賽，榮獲男女混合個人雙打第 2 名及壯年組第 5 名佳績。
(6.28-6.30)
＊100 年 6 月 29 日海人字第 20110008348 號令發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人事室
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辦法」。
＊本中心辦公室及核心儀器室搬遷至生命科學院館 1 樓。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行政院核定調增 2011 年度下半年軍公教員工待遇，並自 2011 年 7 月 人事室
1 日生效，本校依院頒規定辦理教職員工調薪事宜；另本校校務基金
專案工作人員部分，經參考他校情形，亦比照調薪（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將每薪點折合率 117.6 元調整為 121.1 元）。

2011.7.2

＊環漁系王勝平副教授前往塞席爾維多利亞港出席 2011 年印度洋鮪類 海洋科學與資
委員會（IOTC）旗魚工作小組會議（WPB）。(7.2-7.10)
源學院

2011.7.4

＊本校與臺灣電力公司、救國團合辦「100 年暑期愛迪生自然科學研習 學生事務處
營」，共招收學員 166 名。活動內容含專題、研習、實驗，介紹科學 電機資訊學院
新知及研究方法，並參觀電力展示舘、風力發電機組等國家重要建
設。（7.4-7.7）

2011.7.5
2011.7.6

2011.7.12

＊師資培育中心辦理「100 年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 人文社會科學
計畫」，計有 17 位師資生分別於八斗國中及南榮國中展開為期 20 天 院
之教育服務。(7.4-7.29)
＊總務處營繕組蔡仲景組長經核定為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 2011 年度 人事室
優秀公務人員。
＊召開「本校 101-105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 1 次規劃會議，針 研究發展處
對計畫書架構及撰寫格式進行討論，本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將新增
「院系發展」及「標竿學習單位」，並於 7 月 27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
確認本校「教育理念」、「發展目標」及相關全校性議題之策略方針
及執行計畫。
＊課指組協助基隆地方法院每隔週二辦理「接受保護處分少年」課業輔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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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及專才研習活動，期以導正犯罪之青少年在學期間之行為。
（7.12-8.23）

2011.7.13

2011.7.14

＊本校向國防部申請舉辦南沙研習營活動，由海法所蘇惠卿所長及宋燕 秘書室
輝老師率本校海法所、海資所、海生所研究生等 14 名，實地參訪太
平島，藉以了解海洋生態、國際法學、南海情勢等議題，返臺後並獲
馬英九總統接見。(7.12-7.18)
＊本校參加「2011 年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共有上萬名當地學生參觀 國際事務處
此展覽，發出文宣約 4,500 份及宣傳品 400 份，約 500 名當地學生留
下連絡資料。(7.13-7.20)
＊辦理 2011 高中教師海洋體驗營，共有 33 名教師報名，錄取 22 名， 教務處
實際報到人數 18 名，全程參加人數共 17 名；本處招生組以 5 分制（非
常滿意為 5 分、非常不滿意為 1 分）進行參加教師滿意度調查，活動
整體滿意度為 4.59 分。（7.14-7.15）
＊99 年 5 月 ESI 資料庫高被引用論文榜，得獎老師 1 人；100 年 5 月 研究發展處
ESI 資料庫高被引用論文榜，得獎老師 11 人。
＊第 1 期英語角落 7 月份課程正式開始，累計已有 180 人次參與。課程 國際事務處
內容包含：一般基礎對話、旅遊英文、國際接待志工課程(國際禮儀
與接待會話技巧)等 20 餘堂課，並增設英語角落特別演講活動，以及
進行國際接待志工團的徵選活動。(7.14-8.5)

2011.7.15

2011.7.16

2011.7.20

2011.7.21

2011.7.26

2011.2.24
～
2011.7.29

＊擬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並經 99 學年 秘書室
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擴大)行政會議提案討論通過，100 年 7 月 22 日
海秘字第 1000009373 號令發布施行。
＊海生所黃將修教授榮任 2011-2014 年世界橈足類專家協會副會長。 生命科學院
＊系工系繳交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期中審查報告書及線上年度持續改 工學院
進報告。
＊應地所王天楷教授赴蘇格蘭愛丁堡參加第七屆天然氣水合物國際會 海洋科學與資
議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s Hydrates)，並代表臺 源學院
灣團隊發表臺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震測探勘的口頭報告。現場約
有 400 位國際學者專家聆聽與發問，並有多位國際學者表示肯定。
(7.16-7.22)
＊本校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辦 2011 年「Hi-Young 海洋青春海峽兩岸 學生事務處
青年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動」，共有中國海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
國際事務處
廣東海洋大學及浙江海洋學院 4 校師生 125 名來訪。活動含參訪本校
特色實驗室、學生社團座談，及臺灣名勝古蹟參觀。（7.20-7.29）
＊產學技轉中心參加 BioTaiwan2011 台灣生技月研發成果展示會，本校 研究發展處
規劃「海洋生技主題館」，共計 11 位老師發表研發成果及 5 家企業
參與，展出 16 件創新技術。
＊召開 99 學年度「體育發展委員會」會議，並由許振明主任進行 100 體育室
學年度體育實施計畫簡報，委員亦提供許多意見及建議，擬彙整相關
決議與建議，作為計畫執行之依據與參考。
＊本校與國外地區學術及交流情形：
國際事務處
1. 辦 理 本 校 與 ( 南 京 ) 河 海 大 學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協 議 書 報 部 事 宜
(2011.2.24)。
2.張清風教授率團赴日本長崎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備忘錄，成立兩校交
流推動室並舉行揭牌儀式。(2011.2.28-3.4)
3.福建農林大學蘭思仁校長暨6位師長蒞校參訪(20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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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
～
2011.7.31

4. 本 校 與 俄羅 斯 國 家 科 學 院 遠 東 分 院 簽 署 校 級 學 術 備
錄忘
(2011.03.17)。
5.李國添校長、國際處沈士新處長及海資院李明安院長至大陸地區姐
妹校－廈門大學參加90周年校慶活動(2011.4.5-4.9)。
6.福州水產學會鮑一高顧問暨9名訪賓蒞校參訪(2011.04.08)。
7. 遼 寧 省 水 產 學 會 楊 寶 瑞 名 譽 理 事 長 暨 9 名 訪 賓 蒞 校 參 訪
(2011.4.12)。
8.香港聖約瑟書院李美儀顧問暨66位師生蒞校參訪(2011.4.21)。
9.本校海資院與英國UHI Millennium Institute (UHI)環境研究所簽
訂院級學術合約事宜(2011.5.3)。
10.浙江省考察團劉亭副主任暨27名訪賓蒞校參訪(2011.5.30)。
11.大陸地區姐妹校浙江海洋學院張宏波院長暨28位師生蒞校參訪
(2011.6.2)。
12.姐妹校泰國亞洲理工學院工程與科技學院院長D. T. Bergado 教
授蒞校簽訂校級五年一貫學碩士學術備忘錄(2011.6.9-6.11)。
13. 寧 夏 自 治 區 水 產 學 會 王 美 雲 常 務 理 事 暨 15 名 訪 賓 蒞 校 參 訪
(2011.6.10)。
14.南京河海大學李乃富副校長率領5名師長蒞校參訪(2011.6.13)。
15. 上 海 松 江 交 通 運 輸 考 察 團 諸 閔 副 局 長 暨 11 位 訪 賓 蒞 校 參 訪
(2011.6.23)。
16. 大 陸 科技 部 農村司 訪 問 團 郭 志 偉副 司長 暨 8 位訪 賓 蒞校 參訪
(2011.6.28)。
17. 浙 江 省 漁 業 經 濟 協 會 李 尚 魯 副 會 長 暨 4 位 訪 賓 蒞 校 參 訪
(2011.6.29)。
18.課外活動組黃俊穎組長率領8名學生參與中國海洋大學「第七屆海
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營」活動(2011.7.4-7.10)。
19.林三賢副校長率領6名學生參與武漢理工大學「臺灣大學生紀念辛
亥革命100周年荊楚行」活動(2011.7.10-7.16)。
20. 本 校 與 姐 妹 校 加 拿 大 紐 芬 蘭 大 學 校 級 備 忘 錄 續 約 事 宜
(2011.7.22)。
21. 本校與宏都拉斯大學完成校級合約傳遞簽訂事宜(2011.7.22)。
22.泉州師範學院戴聰杰副院長暨9名師長蒞校參訪(2011.7.29)
＊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職員異動情形
人事室
1.教師：新聘教師1人（生命科學院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鍾志
青助理教授）、借調4人（柯永澤教授借調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籌
備處主任、邱文彥教授借調環保署副署長、蕭泉源教授借調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校長、張清風教授借調國科會副主委）、退休2人（洪
奕星教授、陳福照講師）。
2.職員：調陞3人（組員蔡欣慧升秘書室專員、組員林怡青升人事室
專員、辦事員黃麗文升會計室組員）、新進4人（營繕組技士劉性
謙、研究船船務中心大管輪周幼文、研究船船務中心船長凌道生、
軍訓室中校教官黃宗瀚）、調職3人（軍訓室田志德中校教官、會
計室組員吳美玲、研究船船務中心船長謝正仁）、退休1人（運輸
系技士周鑫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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