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6 學年度第 1、2 學期大事記（96.08.01～9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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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1 月 4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討論通過，教務處下設五組一中心，
分別為註冊課務組、招生組、學術服務組、進修推廣組、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及教
學中心，並自 96 年 8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運作。
＊成功爭取「96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並獲得 4,880 萬元之經費補助。
＊舉辦 96 學年度教師發展-新進教師座談會。
＊邀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系勞動服務課程指導老師，於行政大樓四樓會議室舉
辦「96 學年度第 1 學期勞動服務課程指導老師座談會」，會中報告「勞動服務」
課程自 96 學年起更名為「服務學習」，課程分為以勞動服務課程為主的「服務
學習-愛校服務」及志工和社團服務為主的「服務學習-社群服務」。
＊與各系合作開放學生夜間自主學習空間，各系開放時間、地點已公告全校師生。
＊參加教育部規劃之「95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系列性主題成果發表會，本
校報導主題為「創新藍海學程，跨領域嶄新視野」。
＊派員參加「2007EMBA 暨研究所博覽會」。(961027-961028)
＊派員赴澳門參加「高等教育博覽會」。(961110-961111)
＊辦理 96 學年度電資學院物理會考。
＊本校與陽明海運假陽明海運基隆分公司舉行建教合作合約書簽約儀式。
＊辦理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961126-1127 及 29-30)

970327

＊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生工讀助學金申領要點」，並於 96 學年度第 1 學
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中通過。自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基礎課程教學小組研究生
工讀助學金將由年度研究生工讀助學金中提撥 7％，供基礎課程教學小組聘任教
學助教。
＊召開申提教務部顧問室之相關計畫會議，會中針對 a.補助跨領域綠色科技人才培
育先導型計畫 b.補助大學校院推動奈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徵求事宜 c.補助
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 d.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
畫 e.補助影像顯示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學程科目課程及多方互動式協同教學科目
課程計畫等，分別提出討論與規劃，並建請相關學院積極規劃申提，依計畫之相
關申提期限彙整報部。
＊辦理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微積分會考。
＊召開申提「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籌備會議。
＊召開「教師與學生 e-portfolio 軟體系統開發討論會議」。
＊系所評鑑受評系所針對訪評結論報告提出意見申覆。(970401-970531)
＊赴越南參加「越南菁英來台留學計畫」
、
「臺灣高等教育說明會」
。(970401-970915)
＊召開「96 學年度第 2 學期勞動服務課程指導老師座談會」。
＊召開規劃「海洋教育執行計畫」與「國際化外籍生學程」會議。
＊舉辦「職涯創意工作坊」志工招募徵選活動。

970329

＊舉辦 96 年度英文會考。

970401

＊自本學期開始全面實施教學意見調查期中網路評鑑。(970401-970531)

96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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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20
970301
9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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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制度實施要點」、「學生二分之一學分不及格
及退學作業處理流程」暨「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處理流程」。自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請各位授課教師於期中考後二週內（5 月 4 日前）上網完成期中預警之
登錄，以為學習警示。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並統計被預警之學生名單，針對一次二
一名單，專函雙掛號寄發成績資料通知家長；累計（連續）二一退學名單，發退
學函通知家長。除上揭行政措施外，結合教務處教學中心「基礎課程輔導」制度
實施課業輔導，由學務處軍訓室、諮輔組、生輔組協助評估學生狀況與轉介，並
請所屬導師以電話通知家長，加強對學生的輔導。(970401-970531)
＊為因應國際化時代的需求，本校自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除核發中文畢業證書
外，同時核發英文畢業證書。俾利本校畢業生隨時都可邁向國際，無論是出國深
造或就業，均無需再返校申請英文畢業證書。但畢業之後若因個人需求，欲再申
請中、英文畢業證明書者，須自行付費申請。
＊召開申提「教育部顧問室晶片系統商管學程計畫」籌備會議。
＊召開 96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暨轉學考試第 1 次招生委員會議。
＊帶領商船、運輸、輪機 3 系 3 年級暑期海上實習學生赴澎湖參加教育部所舉辦之
「海勤系科學生上船實習前座談會」。(970506-970508)
＊與基隆市就業服務站、崇右技術學院、經國暨健康管理學院合辦 2008 企業徵才
活動，假基隆市東岸停車場舉行。
＊辦理第一屆「HI！YOUNG 新鮮人說明會」。
＊本校李教務長、註冊課務組林組長及招生組莊組長等 3 人代表本校出席 96 學年
度全國公私立大學校院教務主管聯席會議。 (970513-970514)
＊教務處教學中心遷至綜合三館 2 樓，並於 1 樓設置學生空間，以達成「處處學習、
時時學習」之友善校園環境。
＊完成第一、二階段「全校性 E 化教學環境之建置」規劃及 E 化設備集中採購，並
於 7 月 31 日完成建置 32 間 E 化教室，預計於 8 月底完成建置 44 間 E 化教室。
(970526-970730)
＊評鑑中心公佈 96 年度下半年系所評鑑結果，本校計運輸與航海學系(所)、商船
學系(所)認可結果屬「待觀察」。
＊商船學系搭乘育英 2 號赴日本鹿兒島海上實習。(970624-970708)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搭乘育英 2 號赴日本鹿兒島海上實習。(970710-970724)
＊97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暨轉學生入學招生考試。
＊本校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所)、商船學系(所)針對認可結果提出申訴申請。
＊參與辦理「96 全國教學卓越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展」。（970723-970724）
＊召開 96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暨轉學考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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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810

＊辦理寧波大學暨寧波同鄉會蒞校訪問活動。

960824

＊辦理沙烏地阿拉伯王國農業部研究員蒞校參訪活動。

960829

＊辦理本校與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備忘錄簽署典禮。

960830

＊辦理香港教育學院青衣分校師生參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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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03

＊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獎勵學術研究辦法」(海研綜字第 0960009408 號令發布)。

960910

＊辦理美國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 校長 Dr. Harold J. Raveche
蒞校演講活動。

960913

＊辦理「韓國養殖經營人」蒞校參訪活動。

960920

＊ 海研二號於「台全造船廠」進塢上架安裝「多波束測深儀」，同時完成年度歲
修工程案。

960921

＊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練補助辦
法」(海研綜字第 0960010209 號令發布)。

961011

＊學術交流組林正輝組長及航訓中心林彬主任赴俄羅斯海參威參加「第六屆海事暨
漁業大學論壇」暨拜訪俄羅斯海事大學(Maritime State University)姐妹校。
(961011-13)

961016

＊公告 2007 年台奧交換獎學金甄試簡章。

961018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海洋研究船船舶管理諮詢委員會議。
＊辦理專題演講-「海洋國家進步台灣」，主講人為國家安全會議陳唐山秘書長。

961020

＊為慶祝本校 54 週年校慶，研發處辦理「海研二號」靜態參訪活動及『卓越海洋』
研發成果展，並與基隆市政府共同舉辦「地方特色產業展示與產品展售」。

961022

＊辦理 2007 兩岸技職教育與人力開發參訪活動。

961024

＊召開海大與基隆市政府第 10 次首長會議。

961025

＊召開 96 年度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完成各級研究中心年度工作報告及相關業
務諮詢。

961026

＊辦理食科系蔡國珍教授之研發成果「酵母菌葡萄糖耐量因子之量產及其安全性評
估」技術授權公告。

961101

＊彙整公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出版之第 10 期雙月刊，針對 95 年
度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量結果」，本校於國立高教體系「爭取產學經費與效
率」構面中排行第七；於「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之頂標學校」構面排名
第三，詳細內容請參研發處電子報第 21 期（http://research.ntou.edu.tw/）。

961102

＊辦理 2008-2009 海大姐妹校「國際短期交換學生甄選說明會」及深圳海運協會蒞
校參訪活動。

961113

＊辦理加拿大 Fisheries and Marine Institue of Memorial University,Marine
Institue Ms.Echo Pittman 蒞校參訪活動。

961115

＊召開 96 學年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會中通過設置校級「地理資訊中心」。

961116

＊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究計劃案實施辦法」(海研綜字第 96001271
號令發布)。

961120

＊「2007 年破殼而出-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培育企業成功案例」獎，由本校育成
中心進駐廠商－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榮獲。本校育成中心已連續第四年均有廠
商取得該榮譽，各年度得主分別為：93 年度-大展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4 年
-度毅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95 年度-天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今年度(96)-天和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本校育成中心年年有廠商獲選，足以證明本校產學合作之能
量與品質，深獲各界之認同。

961121

＊教育部 96 年 10 月 15 日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 號函及 96 年 11 月 21 日台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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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960178474B 號函核定本校招生名額如下：
1.核定招生員額分別為日間學制計 2178 名，夜間學制計 437 名，日夜間學制合計
2615 名。
2.核定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如下：
(1)輪機工程學系新增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3 名。
(2)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新增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3 名。
(3)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14 名。
961123

＊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辦理 96 學年度請增師資員額案，「海洋科技」領域黃向文博
士業獲教育部審查通過(96 年 12 月 17 日台高(三)字 0960194927C 號函)。

961127

＊辦理食科系潘崇良教授之研發成果「牛樟芝 SOD 基因選殖至酵母菌表現與生產技
術」技術授權公告。

961128

＊辦理台北韓國貿易館蒞校蒞校參訪活動，會中該貿易館代表特別介紹韓國光陽灣
經濟自由區投資合作概況，以尋求雙方合作機會。
＊辦理 95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人員為河海工
程學系吳毓華同學，其指導教授為岳景雲老師。

961214

＊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要點」(海研綜字第
0960013896 號令發布)。
＊辦理研發處行政品質評鑑，除備妥評鑑資料以供委員查核外，並填覆具體改進措
施報告書，於 96 年 12 月 14 日所召開之 96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品質評鑑委員
會議審核完畢，本處具體改進措施報告書已放置教學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網頁以
供查詢。

961215

＊辦理台北市懷生國小學生及家長約 80 人，參訪海研二號研究船。

961218

＊辦理大陸六所姐妹校代表團及中國海洋大學李耀臻副主任蒞校參訪活動。

961219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會中通過繼續推動本校設立「海洋科
學管理學院」、設立本校「國際學生組」專責單位及為提昇本校教學之資訊化，
將分階段進行全校性中控式 E 化教學環境之建置暨通過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以學籍分組等多項重要議案。

961226

＊辦理本校與法國里爾科技大學「雙聯學位合作協議書」簽署典禮

961227

＊ 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研二號」研究船使用及收費辦法』(海研船字第
0960014497 號發布)。
＊ 辦理本校與澳洲海運學院「雙聯學位合作協議書」簽署典禮。

961228

＊本校榮獲教育部 95 年度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量績優獎勵金新台幣 50 萬元。

961229

＊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研二號工作車使用及管理辦法』(海研船字第
0960014680 號發布)。

961231

＊96 年度「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業於 96 年 5 月 3
日及 96 年 9 月 13 日分別召開審查會議，共計補助 85 案，補助金額計新台幣
19,905,096 元，所有案件已於 96 年 12 月 31 日前核銷作業完畢。

970109
970213

＊修訂「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海研綜字第 0970000346 號令
發布)。
＊協助推動『越南湄公 1000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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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14
970218

970226

＊96 年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究計劃案」，通過 17 件，補助金額總計
新台幣 2,479,000 元。
＊召開本校專任助理人員適用勞基法之勞工退休金提撥協調會議。決議由研發處綜
合組調查本校專任助理人員勞工退休金自願提繳比例 (0~6%)，送請事務組辦理
勞工退休金提撥；並配合修改「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進用人員申請表」加
入勞工退休金自提比率。
＊舉辦教育部「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說明會及荷蘭留學指南說明。

970314

＊本校林三賢副校長、工學院陳建宏院長及學術交流組林正輝組長赴泰國亞洲理工
學院簽署合作備忘錄。(970227-970229)
＊辦理食科系潘崇良教授之研發成果「龍鬚產寡醣量產技術」及「以洋菜酶分解龍
鬚菜多醣所得新洋菜個別寡醣生產技術」技術授權公告。
＊美國海洋科學研究團隊應本校環資系李宏仁助理教授邀請蒞校參訪。

970321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公佈最新網路世界大學排名，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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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綜合四項指標得出全球各大學在網路上的學術影響
力。本校網路世界大學排名第 1442 名。

970227
970306

970324

970401
970416
970418

＊因應本校 96 年初通過「研發成果管理制度評鑑」後，凡是農委會所屬的委託案，
均須填寫研發紀錄簿，研發處綜合組依其規定，已請各計畫研究室領取填寫；本
校自通過評鑑已一年多，農委會將於 98 年上旬赴本校追蹤考評，以決定是否將
研發成果繼續下放本校。
＊辦理行政院國科會各處處長（企劃處、綜合處、生物處、工程處、自然處、人文
處及科教處處長）蒞臨本校演講，共 186 人參加。藉由各處長簡報，使本校教師
了解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流程及審查重點，以利日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申請。
＊人文社會科學院江福松院長代表學校赴越南芽莊大學參加兩校續約典禮。
＊97 年度「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第 1 次申請，共計
39 案申請「研究設備專款」，申請金額為新臺幣 33,784,794 元，經 97 年 4 月 1
日審查會議決議共計補助新臺幣 20,780,012 元。
＊辦理食科系潘崇良教授之研發成果「自洋菜多醣生產生質能源--乙醇技術」技術
授權公告。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海洋研究船船舶管理諮詢委員會議。

970509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出版之評鑑雙月刊第 13 期(97 年 5 月）公佈之
2008 年台灣 ESI 論文統計結果(1997 年 1 月 1 日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本校於
「ESI 論文數及世界排名」2008 年較去年(2007)進步 1 名次，「ESI 被引次數及
世界排名」2008 年則較 2007 年後退 45 名次。「ESI 平均被引次數」2008 年本校
於台灣學校中排名第 15 名，「ESI 高被引論文數」2008 年計有 8 篇較 2007 年減
少 1 篇，「ESI 教師平均論文數」2008 年為 7.27 篇。本校進入 ESI 之學門共有
「工程」、「材料科學」、「農業科學」及「植物與動物科學」學門。
＊大陸地區「湖北文教交流赴台考察團」蒞臨本校參訪。

970513

＊泰國湄州大學水產學院院長 Dr.Kriangsak Meng-umpan 暨同仁蒞校參訪。

970516

＊泰國 Suratthani Rajabhat University 代表團蒞校觀摩參訪。

970527

＊本校獲教育部「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獎助金新台幣 120 萬元整。

970529

＊本校與基隆長庚紀念醫院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9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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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02

＊加拿大紐芬蘭紀念大學 Dr. Peter Fisher 蒞校訪問。

970610

＊中國海洋大學副校長暨同仁蒞臨本校參訪。
＊美國新英格蘭大學副校長 Dr. Jacque Carter 等人蒞校訪問。

970611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劉國深院長及港澳台辦林瑞榕主任蒞校參訪。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99 學年度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增設博
士班」，本案俟教育部辦理 98 非特殊項目及 99 特殊項目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
學程案時提送教育部申請。

970612

970615
970618
970623
970711
970722

970724

970725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增
設「海洋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案，並經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設立校級「地理資訊中心」，期有效整合運用本
校地理資訊系統資源，提升本校研究、教學與服務質量。
＊本校環資系與美國 NASA 人員靜態參訪海研二號。
＊本校與水產試驗所『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11 次座談會。
＊召開海洋研究船船舶管理諮詢委員會臨時會會議。
＊亞洲水產學會蒞校參訪。
＊2008 第三屆滬台兩地大學生海洋文化交流活動，由學務長率領 4 位同仁及 21 位
學生赴上海海洋大學進行學術交流活動。(970711-970718)
＊辦理本校食科系潘崇良教授與天普國際生物能源(股)公司之「洋菜多醣生產生質
能源--乙醇技術」及宇宙生技(股)公司「龍鬚菜寡醣量產技術」「洋菜酶分解龍
鬚菜多醣所得新洋菜個別寡醣生產技術」之技術移轉案，經由本中心辦理之技轉
案截止目前為止共計為 12 件。
＊海研二號參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在高雄光榮碼頭舉辦之「揭開海洋神秘面紗－研究
船及探測儀器展的展示」活動。
＊7 月 24 日~27 日假台北世貿展覽館舉辦 2008 年生技月展示會，計有本校張忠誠、
陳昭德、陳柏台、楊劍東、張正明、冉繁華、吳建國、黃然、蔡震壽、林棋材、
潘崇良、劉秀美、陳榮輝、龔瑞林、吳彰哲等 15 位教授及進駐廠商吉洋堂生醫、
京華堂、亞新生物科技等 3 家廠商參與展出。
＊海研二號於民國 97 年 7 月 25 日至 27 日參與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主辦之「高中
生的東沙海洋國家公園巡禮」活動。

單位：學務處
日

期

960801
960816
960826
960910

960912

大

事

紀

＊ 軍訓室組織改編為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 就業輔導組改置於教務處，併同實習組更名為實習就業輔導組。
＊ 林副校長三賢帶領師生 27 名赴中國海洋大學參訪，進行兩岸學術研討交流活
動。（960816-960822）
＊派員參與基隆中元祭遊行，獲得「2007 雞籠中元祭放水燈遊行隊伍評選甲等」獎
金 2 萬、獎牌乙面。
＊辦理宿舍美化活動-海大住宿生健康心意象(960910－961012)。
＊「96 年社團幹部研習營」假新竹縣九華會議山莊辦理，師生共計 103 名參與。
（960910-960912）
＊ 學生宿舍開放入住，住宿率 99.3%。
＊ 首次開放碩士在職專班臨時住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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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13
960917

960919
960920
960921
960922
960927

961001
961002
961004
961013
961017
961020

961027
961029
961101
961109
961112
961114
961119
961120
961124
961129
961201
961203
961205

＊辦理學生宿舍幹部訓練。
＊辦理新生體檢。（960917-960918）
＊96 學年度新生入學指導活動以「校園資源博覽會」方式辦理，共計有新生 1000
餘名參加。
＊辦理社團迎新博覽會。
＊於各宿舍舉辦宿網講座。（960917-960919）
＊辦理大一學習促進活動。(960917－960117 每週四第 8、9 節課實施)
＊國際學生新生訓練及迎新活動。
＊僑生入學迎新輔導活動。
＊96 學年度大一導師座談會。
＊本校 97 年大專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說明會。
＊ 辦理「僑生迎新露營」活動。(960922-960923)
＊ 碩士專班入學座談會。
＊新生消防安全演練邀請基隆市消防局假本校育樂館實施。
＊辦理宿舍迎新「新宿民之夜」晚會，活動內容共計「最不可舍」、「十惡不舍」、
「左鄰右舍」、「舍生取義」四個主題以話劇、影片、相聲、有獎徵答方式進行。
＊辦理春暉專案「拒菸酒檳榔、反毒、防愛滋」有獎徵答。(961001~961015)
＊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食品良好衛生規範。
＊ 「防狼大作戰‧性騷擾退散」系列活動。(961004－961130)
＊ 辦理工讀生訓練。
＊結合基隆市政府合辦「基隆新住民一日遊」3 梯次活動。(961013-961014；961021)
＊97 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作業，本校計有 244 人完成報
名手續並經初審合格，其中博士生 7 人、碩（學）士生 237 人。
＊54 週年校慶，活動內容如下：
（1）心向海洋-校慶特刊、校友同學會網路平台、校友植栽捐贈、各系所校友回
娘家、橄欖球校友賽、網球校賽
（2）活力海洋-競賽活動、園遊會、李麗雲畫展、
（3）卓越海洋-教學、研究成果展、基隆地方特色產業展、海洋 2 號參觀
（4）文藝海洋-校慶音樂會
（5）校慶慶祝大會、茶會、家長座談、貝殼展
＊辦理駕駛急救員訓練。（961027-961028）
＊諮商輔導組主題諮輔週。(961029－961102)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宿舍自治會會議。
＊教育部蒞校進行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視評鑑。
＊辦理期中考溫馨宵夜餐點情活動(961112－961115)。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導師座談會。
＊辦理健康體位「5200 我愛動動,健康 99」活動。
＊ 辦理飲食衛生教育「冬令進補-生龍活虎烹飪活動」。
＊ 辦理「各屬性社團與學務長有約座談會」，共 5 場次。（961120-961130）
＊辦理飲食衛生教育「食在健康」講座。
＊本校海洋康家與基隆扶輪社合辦理青年領袖營。（961124-961125）
＊本屆學生議會假學生活動中心 B01 進行宣誓就職，本屆學生議員共有 29 位，議
長為資工系 2B 謝長祐同學、副議長為資管系（進）蔡仁德同學擔任。
＊國際學生與接待家庭第一次相見歡活動。
＊辦辦飲食衛生教育「吃出健康，活出自信」專題演講。
＊96 年度僑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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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10
961212
961213
961217
961219

961220

961221
961222
961224
961225
961227
970108
970110
970115
970119
970126
970203
970204
970213
970225
970305
970307
970312
970320
970326
970327

970330
970331
970414
970417
970421
970424
970425

＊97 年預官考前複習輔導課程假海事大樓 621 教室開課，計有 國文、孫子兵法、
計算機概論、憲法與立國精神、國防報告書、智力測驗等科目。(961210~961228)
＊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廚房衛生管理實務及問題分析。
＊96 學年度心肺復甦術（961213~970103 每週四第 8、9 節課實施）。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宿舍輔導委員會。
＊ 舉行「書卷獎頒獎暨校長有約座談會」。96 年學年第 1 學期「海洋書卷獎」，
計有 263 人得獎，受獎代表 60 人參加；座談參與學生包含學生社團、學生自治
團體、各班班代、學生義工團體、校隊等負責人，共計有 126 名同學參加。
＊ 於育樂館舉辦聖誕舞會，本活動與「大一班級制服日」相結合，活動中安排大
學生熟悉的「第一支舞」作為舞會主軸，共計 1200 名同學與會同樂。
＊ 辦理品德教育系列活動「新鐵人運動」，區分學生組、教職員工組，學生組共
有 25 隊參賽，教師組計 31 人參賽。
＊辦理國際學生 Annual Party 活動。
＊舉辦志願服務學習「服務性社團菁英研習會」，會中邀請校外從事服務學習工作
老師蒞校作專題演講及經驗分享。
＊僑生「96 變裝晚會之反轉聖誕夜」。
＊辦理歲末聯歡系列活動(聖誕心宿舍情、狂歡吧聖誕等活動)。
＊召開 96 學年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召開 96 學年第 1 學期「大一班代與學務長座談會」。
＊僑生聯誼社社員大會。
＊耗資 300 萬完成男三女二舍及男二舍「宿舍廢水回收再利用工程」驗收。
＊國際學生接待家庭歲末 BBQ 聯誼活動。
＊國際學生文化之旅-新春揮毫，至基隆市文化中心體驗春聯寫作。
＊舉辦國際學生至台北年貨大街文化之旅。
僑外籍生春節聚餐。
頒發 95 學年度優良導師及優良單位獎。
＊舉辦國際學生指導教授座談會，就本校校園國際化需求、增加本校外國學生招收
名額，及外國學生進入本校就讀後的在校生活進行交流並經驗分享。
＊舉辦僑生春季聯誼活動-福鼠春宴。
＊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餐飲稽查常見之衛生管理問題。
＊96 級學生會會長補選選舉。
＊舉辦 FUN4 海大-師生聯誼活動。（970320-970529）
＊國際學生英文會話學伴相見歡活動。
＊瓣理品德教育活動｢海大好 Young｣「誠」--「心靈修養系列講座暨說好話希望樹
啟動儀式」，由河工系蕭松山老師主講，徐少萍立委、基隆市文化局長、深美國
小校長、中山高中教務主任等均蒞臨指導，計有 250 人參與。
＊舉辦「服務學習---社群服務」之 POP 美工研習營。
＊舉辦健康體能活動－「健康活力 GO！」。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座研討會。
＊召開 96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舉辦第八屆螢火蟲季。（970421-970504）
＊辦理品德教育活動｢海大好 Young｣｢樸｣--環保 Easy Go，安排參訪慈濟內湖環保
回收站、北投垃圾焚化廠行程，師生共同擔任環保一日志工。
＊辦理飲食衛生教育「食在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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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26
970428
970429
970501

970529
970508
970511
970513
970519
970526
970528
970530
970531
970601

970603
970604
970605
970606

970609
970610
970611
970613
970614
970615
970618
970624
970626
970704
970708

970710

＊畢業僑生台灣回顧之旅。（970426-970428）
＊學生宿舍整潔美化競賽活動。（970428-970429）
＊舉辦全校性「愛心援，圓愛心」捐血活動。（970429-970502）
＊召開 96 學年第 2 學期校內獎學金審查會議。
＊舉行「書卷獎頒獎暨校長有約座談會」。96 年學年第 2 學期「海洋書卷獎」，計
有 347 人得獎，受獎代表 50 人參加；座談參與學生包含學生社團、學生自治團
體、各班班代、學生義工團體、校隊等負責人，共計有 120 名同學參加。
＊「冒險王」宿舍趣味競賽活動。
＊慈青社、樂水社參加全國社團評鑑。(970503-970504)
＊2008 年棉花糖情人節
＊辦理品德教育活動｢海大好 Young｣「博」--參訪法務部調查局及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計有 40 人參加。
＊「箏出一片天」生涯諮輔週。(970511-970523)
＊舉辦海大跨國送愛心捐款活動-關懷緬甸「納基斯」風災，募款所得全數匯至紅
十字會總會統籌處理。
＊辦理 3Q 感恩活動-「乳房的美麗與哀愁」及「食補敬師」活動。
＊5 月 26 日至 30 日於舊北寧路辦理「SAFE 機車快樂行」路檢，以提升同學機車安
全駕駛觀念，進而減少交通意外事件發生，達到安心就學之目標。
＊辦理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保健營養新知。
＊學生宿舍自治會領導知能研習營。
＊舉辦屬於海大僑生的運動會：「海僑盃」，比賽項目有：撞球、排球、籃球、桌
球、羽球。
＊男一舍「多元自學中心」正式啟用。
＊辦理社團評鑑、辦理社團薪傳晚會。(970603-970604)
＊97 級學生會會長選舉。
＊召開 96 學年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舉辦「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暨端午粽香聯歡」活動，本活動以「啟航」為主軸，
並頒發學行優良獎學金。
＊舉辦「初夏，夢想正要起飛」身心障礙畢業生轉銜座談會。
＊辦理品德教育｢海大好 Young｣--善念希望網及海大飛揚畫展。（970609-970614）
＊97 級畢業週系列活動、畢業演唱會、畢業生聯歡晚會、園遊會、畢業煙火、燈光
秀。(970610-970614)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會議」。
＊舉辦歡送應屆國際學生聯誼活動，藉此機會建立國際學生與本校師長交流互動，
以增進國際學生對臺灣及母校的向心力。
＊舉辦 97 級畢業典禮。
＊學生宿舍「粽情粽意粽飄香」慶端節活動。
＊世新大學全體學務同仁蒞校參訪。
＊元智大學全體學務同仁蒞校參訪。
＊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共同舉辦「飄鳥營隊」。(970626-970627)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二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辦理「多元文化小小領袖營」活動，豐富基隆區小學生多元文化視野及帶領國際
學生親近融入本國生活。(970708-970709)
＊辦理 97 年大專校院校園危機事件輔導知能研討會。
＊辦理本校學務與校安人員輔導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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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711
970714

＊辦理 2008 年 Hi-Young 海洋青春海峽兩岸青年海洋教育文化交流活動至「上海海
洋大學進行交流參訪」。(970711-970718)
＊與救國團共同舉辦「愛迪生自然研習營」。(970714-970717)

單位：總務處
日

期

960904

大

事

紀

960906

＊本校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辦理「95 學年度加強辦理各級學校推動廢乾電池回收工
作計畫」大專平均回收量組第 3 名。
＊配合學校空間調整，環安組搬遷至海空大樓 403 室。

960915

＊配合學校空間調整，事務組水電修繕搬遷至海空大樓 404 室。

960917

＊行駛海大學生專車，票價一律 50 元。

961001

＊成立公文檢核小組，每月定期進行公文之檢核作業。

961019

＊學生專車在原有班次外，加開下午 5 點 15 分本校往台北士林站及忠孝復興站各
一班車次。
＊「食品科學系工程館屋頂修繕工程」案決標金額 598 萬元，完成驗收作業。

961023
961025
961115

961116
961128
961204
961226

961231
970104
970128
970221

970304

970311

＊工學院地下道舊公佈欄拆除，並新設 2 座新公佈欄，已完成驗收點交，供工學院、
電資學院暨所屬系所管理使用。
＊ 晚間延平技術大樓對側山坡發生落石，雖有進修推廣組學生汽車玻璃被擊破，
幸無人受傷。
＊ 行政院核定生命科學院館總工程建造經費調增為新台幣 2 億 9,640 萬元。
＊基隆市政府核發生命科學院館建築執照。
＊本校工學院對側舊北寧山坡發生土石崩落現象，雖無人傷亡，但有 3 部學生機車
被落石擊中損毀。
＊召開技工友考核委員會議，審議工友獎勵案及 96 年度優良技工友選拔案，經審
議結果，96 年度優良技工友為蕭美華小姐及周麗珠小姐。
＊本校獲行政院環保署補助 96 年度加強基層環保建設『生活污水處理回收再利用
示範場址設置計畫』，設置本校男二舍及男三(女二)舍二棟建築物之生活污水回
收再利用於沖廁衛生水使用系統。本案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277 萬 4,420 元(本案
總經費為 308 萬 2,689 元，其中 30 萬 8,269 元為本校自籌款)，並已於 96 年 10
月 25 日完成本工程發包及簽約，96 年 12 月 26 日完工試運轉，待運轉正常及水
質檢測合於標準後辦理驗收，即能正常運作。
＊召開本校節約能源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97 年度本校節約能源措施。
＊96 年消防設備改善工程完成發包。
＊高教司何司長卓飛蒞校訪視校園建設工程。
＊依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97 年 2 月 21 日會勘結論，將於今年颱風季節前由該局維護
經費提撥約 1,000 萬元進行本校校區海堤維護工程，含沖刷嚴重區域補抛消波塊
及越波排水系統整修等。
＊本校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與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就延平技術大樓
旁山坡落石案，進行現場實地會勘，會勘結論：請該管理處實施防範處理措施，
避免再發生山坡落石情形；本校同時將加強設置邊坡圍籬防護措施，以維護校園
安全。
＊設於北寧路 25 號前公車站牌，本日起遷移至北寧路 19 巷口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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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13

970409

970410
970414

970510

970513
970528
970710
970715

＊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公文流程管理要點」及「公文時效績優人員推薦暨評分
表」暨新訂「公文時效管制獎勵評分標準表」、「逾期公文延誤申復表」及「逾
期公文改善通知暨回復單」。
＊教育部到校現場會勘校內邊坡防護工程，會議中建議本校先行辦理岩坡調查與整
治設計相關事宜，並依調查分析結果具體規劃經濟有效之整治方案及估算實際所
需工程經費，儘速重新修正計畫書專案報部。
＊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本校「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為建立文書組各項業務之標準作業流程，以供同仁執行業務之依據，訂定稽催管
理作業標準、檔案應用作業標準、歸檔作業標準、機密檔案管理作業標準、檔案
銷毀作業標準、檔案借調作業標準、總收文及分文作業流程圖、用印管理作業流
程及郵件收件管理作業流程等 9 項作業標準流程，奉准並置於文書組網頁供參
閱。
＊為提供本校學生申訴管道，於行政大樓展示廳旁、海事大樓乙棟一樓樓梯口及工
學院警衛室旁等 3 處設置學生意見箱，配合駐警隊校區巡邏，固定收集學生意
見，交由學務處統一辦理。
＊體育館新建工程通過基隆市都市設計審議。
＊生命科學院館新建工程以 2 億 9,885 萬元決標予龍功營造廠有限公司。
＊舉辦生命科學院館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禮。
＊為提高本校供電安全，改善高低壓供電設備案完成招標，履約工期 3 個月，施工
期間需停電施作。

單位：圖書暨資訊處
日

期

大

事

960801

紀

＊配合本校行政單位組織再造，圖書館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合併為「圖書暨資訊處」，
分設採編、閱覽、館藏管理、參考諮詢、校務系統、校園網路、教學支援七組及
藝文中心。圖書暨資訊處置處長一人，主持全校圖書事務暨資訊業務，校長延聘
資訊工程學系梁德容教授及航運管理學系顏進儒教授擔任第一任處長及副處
長，8 月 1 日上午 10 時於電算中心會議室正式佈達。
960816 ＊校友借書證申請改以 e-mail 方式會簽，縮短校友組與圖資處間公文傳送時間；
校友借書檔並改建其個人常用及向海大申請之校友 e-mail 信箱，提升借還書相
關通知之送達率。
960906 ＊教師手冊【圖書資源】項下，增列「兼任教師、客座教授借書申請」服務說明。
960913 ＊完成 2007 年訂購之國內出版學術性期刊驗收。
960917 ＊配合學校「96 學年度新鮮人博覽會」活動，舉辦圖資處「九又四分之三月台」角
色扮演闖關活動，共計 298 人闖關成功。
960919 ＊舉辦外籍生（新舊生）圖書資源利用說明會，旨在簡介圖書資源利用之必要事項，
總計共 45 人參加。
960920 ＊ 配 合 本 校 新 建 工 程 ， 於 圖 書 館 內 舉 辦 「 海 大 處 處 有 藝 術 - 公 共 藝 術 展」。
(960920-960930)
961002- ＊舉辦「李芸嬋影展」，執導作品「基因決定我愛你」於本校播放，為全國大專院
校首播。(961002-961004)
961004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通過「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委員會設
置辦法」。
961008 ＊「施工忠昊個展」於圖書館前廣場舉辦，計有「神燈」、「旋轉翹翹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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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16
961018
961025

961030
961031
961101

961105
961122
961128
961129
961201
961203
961206
961210
961212
961220

961227
970101

970107
970108

莉旋轉 Merry-Go-Round」、「PUPA」4 件大型作品展示。(961008-961031)
＊校長函覆由臺灣大學圖書館、成功大學圖書館及中興大學圖書館所共同發起的參
與「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意願書。
＊於「施工忠昊個展」神燈作品上舉辦「快閃音樂會」。
＊為歡度本校 54 週年校慶，特邀請長榮交響樂團舉辦校慶音樂會；活動當天因天
候關係，改至育樂館內舉辦，仍吸引約 1,200 名聽眾，戶外亦有許多民眾席地而
坐聆聽。
＊與萬能科技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與國立中興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傳統相聲團體-台北曲藝團到校演出「笑想很久」。
＊與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圖書館完成圖書互借協議書續約。
＊配合工學院科技暨工程認證實地訪評，梁處長對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委員進
行簡報並答覆委員提問，隨後導覽參觀圖書館。
＊簽准請購國內出版 2008 年中文期刊 213 種。
＊完成圖書館委外經營複印服務續約議價，提供震旦科技磁卡一卡通用資訊檢索區
電腦列印扣款，與各樓層一般影印之服務。
＊對 96 級學生議會辦理「電腦網路暨軟體使用費說明會」。
＊舉辦圖館週館藏資源有獎徵答活動參加人次共計 413 人次。
＊與逢甲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合作備忘錄。
＊對全校學生辦理「電腦網路暨軟體使用費說明會」。
＊完成機房備用電力及不斷電系統建置，提供骨幹交換器雙迴路電源，提昇本校校
園網路之抗電力中斷能力。
＊依僑外組提供之外國學生電子郵件信箱一覽表，專案為外籍生設定收看英文版借
還書相關 e-mail 通知。
＊與中研院民族所圖書館、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及國立政治大學圖書館完成
圖書互借協議書續約。
＊林三賢副校長主持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圖書暨資訊委員會。
＊採編組委請館藏管理組開發之館藏書目「錯誤記錄回報」系統正式上線，師生查
詢館藏目錄時如發現錯字、Dead link 等情形可隨時回報採編組修正資料。
＊國家交響樂團 4 把長號到校舉辦「Trombongorian Tromobne Quartet-長號之聲
音樂會」。
＊K 書中心洗手間整建驗收，圖書館各樓層男女洗手間分邊分離措施完成。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 300 萬執行「培養國際化海洋政策與相關產業人才圖書資源
建構計畫」。
＊國科會人文處購置英美文學線上文庫(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泰晤士報數位典藏回溯資料庫(Times Digital Archives)、牛津
大學電子過刊-人文、法律、社會科學類(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s,
1849-1995)、SpringerLink 人文社會回溯性期刊(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創刊號-1996)等四個資料庫的全國使用版權，提供全國大專院校免費
使用 1 年，以改善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之基礎研究環境。
＊對全校學生進行「電腦網路軟體使用費」問卷調查。(970107-970111)
＊配合臺灣大學圖書館項潔館長代表「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成員與
Elsevier 公司洽商 ScienceDirect (SDOS/SDOL) 2008-2010 年期刊訂購計價事
宜於 12 月 24 日完成協議，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圖書暨資訊委員會臨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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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15
970117
970124
970125

970129
970131
970201
970215

970215
970313

970325
970331
970401

970401
970411
970430
970501
970512

＊就長期期刊資料庫訂購方案，開會徵詢各學院院長意見。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資料庫、電子書及電
子期刊違規使用處理要點」。
＊圖資處新版網頁及學校英文網頁改由館藏管理組負責後續轉換工作；將原圖書館
舊網站的版面改為圖資處新網站的版面。
＊校長同意擴大專款補助「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之國內文獻傳遞免費服務，並
放寬國內文獻複印免費對象至全校教職員生。
＊與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增購 OCLC Connexion 介面，將來藉由此介面可即時更新 OCLC
書目館藏資料，讓全球讀者可即時查詢到海洋大學的館藏資料，增加學校在國際
上的曝光率。
＊進行圖書一館研究小間走道不符建築物公共安全法規改善工程。
(970129-970201)
＊96 學年度上學期舉辦各系所資料庫說明會共計 20 場，參加人數共計 352 人次；
會中加強宣導電子資源合理使用及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
＊教學務系統更新計劃案由於本校 96 年 8 月份時組織有合併調整，各單位亦變更
或新增作業需求，全案簽核展延工期。
＊校長與「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簽署聯合採購電子書委託合約書，委由國立中興
大學代為辦理聯合採購、議價、訂約、驗收等相關事項，合約效期至 99 年 10 月
31 日止。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圖書館吳幼麟館長帶領該館同仁一行共 19 人到館參訪交流。
＊本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的新修訂辦法，自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向九十七學
年度以後入學之學生收取「學生電腦網路使用費」；九十七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學
生不收取。
＊圖書館借還書流通台開始提供夜間及假日「校外讀者無線上網服務」。
＊與臺北商業技術學院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新增資料庫「方正電子書」共 32,960 種、EBSCOhost「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及 EBSCOhost「GreenFILE」兩種免費索摘資料庫。
＊取消臨櫃主動提供還書收據服務，若讀者需要列印還書收據，仍將依個別要求提
供服務。
＊完成教育部「培養國際化海洋政策與相關產業人才圖書資源建構計畫」，於圖書
館二樓進行成果展示，展出中外文圖書 2,823 冊。(970401-970630)
＊與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圖書室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參加逢甲大學中文電子書聯盟購置「方正中文電子書」取得大陸合法版權圖書
32,960 種永久使用權。
＊與中研院文哲所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
＊啟用館藏管理組撰寫之「換證管理」系統，簡化來賓換證資料填寫作業，提升換
證效率，同時立即呈現可換證數量。

970514
970529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電子書資料庫完成驗收。
＊林三賢副校長主持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圖書暨資訊委員會。

970601

＊新增資料庫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及續訂 SCIE(WOS)獲得水產生物頂尖科技中心
全額補助訂購。
＊舉辦「夏日大冒險」有獎徴答活動（贈品為磁性書籤），共計參加人數 430 人。

9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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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14
970617
970623
970630

970701
970715
970721

＊建置 96 學年度畢業典禮網站。
＊提供暑期借書優惠，以本校教職員生為對象，優惠範圍包括一般圖書與教授指定
參考書，借期延長至開學，減少暑假期間圖書逾期產生罰款。
＊辦理 97 年國內出版一般性期刊及學術性期刊第一次驗收請款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資料庫說明會共計舉辦 15 場，分別於電機所、海資所、系工
所、外語中心及六個學院分別之「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及 EndNote 暑
期說明會，共計參加人次為 400 人次。NDDS 說明會宣導後，使 97 年度 1-6 月對
外申請量較去年同期增加 38%（增 428 件）。
＊SpringerLink 2005/2008 電子書資料庫完成驗收。
＊Siam 電子書資料庫完成正式總驗收。
＊訂製地圖櫃三座並改善地圖資料陳列及閱覽的空間和光線問題。

單位：體育室
日

期

大

事

紀

960916

＊舉辦 96 學年度海洋盃桌球邀請賽。

961001

＊ 舉辦新生盃籃球賽。（961001、961003、961020）
＊ 舉辦新生盃羽球賽。（961001、961003、961008）

961002

＊舉辦新生盃游泳賽。

961003

＊舉辦新生盃排球賽。（96103-961020）

961015

＊辦理體適能檢測。（961015-961017）

961017

＊舉辦新生盃桌球賽。（961017、961022）

961018

＊舉辦新生盃網球賽。
＊舉辦 54 週年校慶體育競賽-籃球、拔河、足球、棒球九宮格、籃球投籃等活動。
(961018、961020)

961123

＊舉辦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教育培訓研習會。（961123、961124）

961129

＊舉辦班級體育活動競賽—籃球上籃接力賽。

961213

＊協辦『新鐵人運動』路跑活動。（961213、961220）

961222

＊帶領學生參加教育部學校運動志工授證典禮。

970327

＊舉辦海洋盃足球賽（970327-970328）

970424

＊辦理教職員工休閒運動訓練及聯誼活動（970424~970612）

970426

＊舉辦海洋盃籃球賽（970426-970620）

970519

＊舉辦海洋盃羽球賽（970519-970521）

970519

＊舉辦海洋盃桌球賽（970519-970528）

970527

＊舉辦海洋盃排球賽（970527-970608）

970527

＊舉辦海洋盃網球賽（970527-970529）

970508

＊參加 2008 年大專運動會，由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舉辦，共計有擊劍、空手道、羽
球隊和游泳隊等四隊參加。（970508-970513）

970604

＊舉辦體育教學研討會，會中邀請基隆市壘球委員會主委及競賽組長蒞校針對壘球
規則及技能進行兩場專題講座。

970605

＊舉辦 96 學年度水上運動會，活動內容有傳統游泳競賽和海陸小鐵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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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07

＊舉辦第五十四屆航海盃游泳比賽

970707

＊協助『教職員工子女暑期夏令營』桌球、羽球和游泳等課程之教授。
（970707-970731）

單位：秘書室
日

期

960801

大

事

紀

＊秘書室組織調整，下設秘書組、校友服務組(原校友服務中心)二組，業務如下：
1.秘書組：校長機要、行程安排與聯繫、全校重要公文審核及一般文稿核辦、
校務會議(含下設之監督、經費稽核及程序委員會)、行政會議、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校長召集之臨時會議之議事處理、行政 e 化、
重要業務之溝通協調、紀念品及賀卡製作、大事紀、斐陶斐榮譽學
會及消費者保護方案等業務。
2.校友服務組：編輯校友簡訊、各級校友會規劃、輔導及服務、校友拜訪、接
待、捐贈及致謝作業、公關網路之建立與維持、媒體採訪及緊急新
聞事件處理、新聞剪報之分類與建檔、記者會等校友服務及公關業
務。

960803

＊應美東、美西北加州、美西南加州三地校友年會的邀請，李校長至美國拜訪校友。
(960803-960815)

960829

＊海大與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簽訂合作備忘錄。

960901

＊彚整組織調整後各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於行政會議報告，並刊登人事室網頁
/分層負責明細表。

960926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生命科學院館新建
工程」總經費調整案。

961001

＊本(96)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及常設委員會代表名單遴選完畢，依本校校務會議議
事規則第 4 條之規定，任期自每年 10 月 1 日起至次年 9 月 30 日止。上述名單已
刊登秘書組網頁。

961003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生命科學院館新建
工程」總經費調整案。

961019

＊完成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監督委員會、程序委員會、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
主任委員之推選。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由林彬委員擔任；程序委員會主任委員由
廖坤靜委員擔任；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潘崇良委員擔任。

961020

＊校慶活動在校友部分預計有『傑出校友遴選』、『橄欖球校友聯誼賽』、『網球
校友聯誼賽』、『校友校慶紀念品捐贈』、『校友植栽捐贈』、『校友同學會網
路平台建置』及『校友校慶特刊』等。另『NTOUeFamily 校友網路同學會學網路
平台建置』則持續推動。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議，順利遴選出 33 位傑出校友，並於校慶進行頒獎表揚。

961025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 e 化」小組會議，討論各行政單位「行政
ｅ化」現況及規劃進度。

971101

＊中區校友會第五屆第一次理監事會，在新任理事長賴國弘學長的規劃安排下，參
訪了傑出校友林允進學長創立的 SOLAS 般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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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08

＊校友組提案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並於 96 年 11 月 8 日
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203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行政 e 化」小組會議。

961211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並選出內部稽核小組成員，
分別由張建仁委員及劉光明委員擔任，其中由張建仁委員任召集人，未來將擇期
進行 96 學年度校務基金之收入、支出、管理及運用等內部稽核工作。

961218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討論 97 年度預算分配事
宜。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監督委員會，審議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
務會議及 95 學年度第 1、2 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行情行。

961231

＊校友組與圖資處合作設計名為「海大網路同學會 NTOU-eFAMILY」已於 12 月底完
成軟體跟更新，並將在校生資料(含學士、碩士、博士)彙整至海大網路同學會資
料庫中。

970103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至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名單業經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議審議通過，由林三賢等 14 人擔任委員，並由總務長擔任
執行長。

970107

＊「海大與法國里爾科技大學簽署雙聯學位」安排媒體採訪報導，並在媒體刊出。

970119

＊美東校友會於紐約舉辦 2008 美東校友年會暨聯誼餐會，李校長特致賀電感謝校
友對母校的支持和祝賀大會成功。

970131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 97 年 1 月 31 日止本校校務基金捐款金額計達新台幣 5,500,836
元整。

970214

＊台北市校友會舉辦第四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暨迎春餐敘，李校長也偕多位師
長及校友組成員參加，藉此向平日熱心支持校務發展的校友表達感謝之意。

970215

＊長榮基金會黃金生總執行及長榮海事博物館林廷祥館長、林信惠課長前來拜會李
校長，針對未來長榮海事博物館與本校合作案雙方交換意見。

970220

＊與圖資處合作開發「海大網路同學會 NTOU e-FAmily」系統，經推廣累積至今共
有 146 個家族使用。
＊安排李校長、吳俊仁學務長、台北市校友會邱啟舜理事長拜訪長榮集團張總裁。
李校長也再次向張總裁反映商船相關學系女生實習的問題，張總裁亦答應協助解
決，並希望再次與本校合作乙級船員訓練班計畫。
＊3 月、7 月寄發當期校友簡訊 5000 份於海內外各地區校友會。讓校友知悉母校最
新動態、校友會活動等。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在黃新凱會長策劃邀請下，在 Long Beach 市的 The Queen Mary
盛大舉辦 2008 年校友聯誼餐會。李校長致專函賀電向校友表達敬意。
＊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同學會（簡稱航管 EMBA 校友會），舉辦第二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產生新任理監事，該會另訂 5 月 18 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
推舉新任理事長，由郭榮宗校友當選。

970227

970327
970315
970413

970417
970424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 98 年度概算案，並敬邀經
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及各院、各系所、各教學中心、各行政一級主管及副主管列席。
＊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潘主任委員崇良，及內稽小組張召集人建仁、劉委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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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06

970514

970515
970517
970528
970529
970531

970603
970612

970613
970614

970626
970719
970729

970731

明 3 人至教務處進修組、研發處綜合組、總務處營繕組、事務組、圖資處系統組、
會計室及水產生物科技頂尖研究中心，進行本學年度內部稽核工作。
(970424-970425)
＊拜訪上海校友會林基皓會長並提供本校獎學金資訊，做為上海校友會今年規劃捐
款給母校，獎掖學弟妹之捐款參考；另當天也拜訪在美國開設環保旅館而聞名全
球的北加州校友會張文毅學長，邀返學長反母校演講，與學弟妹分享成功經歷。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除各業務單位報告外，另由
潘主任委員崇良及內部稽核小組，就本(96)學年度內部稽核工作之結果及建議事
項進行報告。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監督委員會議。本次會議審議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95 學年度第 1 學期及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各提案決議執行情形。
＊北加州校友會在舊金山舉辦 2008 校友年會，李校長特以信函致賀，並請朱小田
會長代為宣讀，向出席校友致意。
＊台北校友會召開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商討會務發展及籌備第四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相關事宜，並決議於 8 月 16 日舉辦會員大會以及頒發清寒優秀獎助學金。
＊5 月 29 日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程序委員會，討論校長續聘同意權行使
之程序及排列提案順序。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推選新任系友會長並針對今年 55 週
年校慶廣邀系友返校參加。為傳播母校資訊及更新校友資料，校友服務組也提供
了一百份的校友簡訊及校友資料更新表單。
＊辦理傑出校友林允進學長捐款新台幣 30 萬元支票作為造船學程獎學金及系工系
清寒獎學金之用。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本次會議除各教學、行政單位工作報告及提
案討論外，另依「教育部辦理國立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 11 條規定，就校長是否續聘行使同意權，並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人
數出席，出席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李校長國添續任案。
＊規劃校友企業參訪活動，邀請本校師長參訪傑出校友梁錦宏學長於台北市成立之
天朗照明展覽館。梁學長近期捐贈本校圖書館及宿舍節能省電燈泡。
＊辦理電機系傑出校友曾國棟學長進行股票捐贈作為獎學金之用相關前置作業。曾
國棟學長為本校 62 級電機工程學系畢業校友，於近期捐贈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號 2403）股票一百張，約計新台幣三百萬元給母校。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程序委員會，進行校務會議紀錄(草案)之確認。
＊美東校友會夏季烤肉會在紐約長島舉行，美東校友會也透過母校校友組網頁公告
邀請，邀請各地區有興趣的學長們參與。
＊為慶祝本校 55 週年校慶，第一屆海大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聯誼賽競賽規程
及報名表經體育室協助擬定，業已公告於本組及體育室網頁中，供參賽者下載報
名。球賽預計在 9 月 20 日在新竹關西老爺球場舉行，活動經費由校友全額捐助。
＊校友組自 3 月份起與台灣地區各大知名商店、餐廳、教育機構簽訂「海大特約商
店」提供海大校友及教職員生特別優惠折扣，目前一共有 43 家提供優惠。

單位：人事室
日

期

960801

大

事

紀

＊本校 96 學年度教師升等案，經審查報教育部通過升等教授者計有商船系系林彬、
生科所熊同銘、電機系曾敬翔、導航系卓大靖、通識中心黃麗生、王崑義（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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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通過升等副教授者計有商船系陳志立、運輸系方志中、食科系柯源悌、
吳彰哲，生科所鄒文雄、機電系閻順昌、蔡宏營、光電所蔡宗儒、通識中心吳
蕙芳、應經所黃幼宜、體育室蕭今傑，通過升等助理教授者計有體育室黃智能，
共計 18 人通過升等。
＊96 年 8 月 1 日新聘教師海生所林綉美副教授、彭家禮助理教授、陳歷歷助理教授、
環態所周文臣助理教授、海資所陳志炘助理教授、通識教育中心顏智英助理教
授、應俊豪助理教授、卞鳳奎助理教授、商船學系翁順泰助理教授、環資系董
東璟助理教授、機電系黃士豪助理教授、輪機系胡海平助理教授、資工系林昭
輝助理教授、外語教學中心鍾正倫講師级專案教師等 14 人新聘教師。
＊96 年 8 月 1 日河海工程學系教授黃文吉、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教授周錦德、運輸
與航海科學系教授李台生、教育研究所教授游家政、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副教授陳俊德、輪機工程學系講師彭勝利、研究發展處秘書趙壬午等 7 人退休。
＊96 學年度各委員會職員代表等，計選出：
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姚瑾英、陳傳宗、張冠祥
校務會議助教代表：蘇健民、周怡良
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票選委員：莊麗珍、陳傳宗、游春木、姚瑾英、林素連
性別平等委員會職員代表：莊麗珍、姚瑾英
衛生委員會職員代表票選委員：莊麗珍
＊ 發送96 學年度教師兼任主管聘書 74 人。
＊ 96 學年度本校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之海洋資源管理研究所更名為「海洋事務與
資源管理研究所」及人文社會科學院新設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行政單位
新設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圖書館與電算中心合併為圖書暨資訊處，教務
處校外實習組與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合併為教務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軍訓
室、校友服務中心改列二級單位等；另增置 1 名副校長，教務處、學務處、總
務處及圖書暨資訊處各置副主管 1 名。
960809

＊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960824

＊本校薦送海運暨管理學院潘慧蘭秘書學務處詹鴻敏秘書，參加 96 年度薦任公務
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成績及格。

960927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

960928

＊中午 12 時 10 分假行政大樓展示廳舉行 96 年度教師節暨慶生茶會。

960929

＊本校薦送組員靳惠如、技士黃建明、組員林惠芳三員，參加 96 年度公務人員晉
升薦任官等訓練，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成績及格。

961003

＊辦理「創意思考」教育訓練課程。

961004

＊訂定發布「本校住院慰問實施要點」。

961011

＊召開本 96 學年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61012

＊修正發布本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本校職員獎懲要點。

961020

＊舉辦 54 週年校慶慶祝活動暨名譽博士授證典禮，是日全校教職員工生到校參與
各項活動，96 學年度行事曆原訂於 96 年 09 月 29 日（星期六）補行上班部分，
配合取消。

961024

＊辦理「感恩與展望-退休人員回娘家之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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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29

＊辦理「邁向性別平等社會」教育訓練課程。

961109

＊辦理 96 年度行政人員業務研習暨公文製作教育訓練課程。

961117

＊實施通過多益英語測驗者全額補助測驗費用、未通過者補助半數測驗費用。

961121

＊辦理「如何提升工作績效」教育訓練課程。
＊舉辦 96 年教職員工 10-12 月慶生會，會中頒獎，致贈服務本校績優人員：
1、服務本校 40 年：汪港生小姐。
2、服務本校 30 年：有校長李國添、副校長林光、教授周宗仁、副教授岳景雲、
講師連義堂、講師郭慧貞、組長戴世卓、游淑婷小姐、段
瑛華小姐及徐曼秋小姐。
3、服務本校 20 年：有教授尹彰、教授張建仁、教授繆峽、教授廖坤靜、教授
黃然、副教授陳基國、副教授張英德、助理教授林富森、
講師李耀輝、助教陳玉真、秘書汪素珍、游淑婷小姐、胡
愛萍小姐葛怡露小姐、廖秋美小姐、陳玉佩小姐及陳王菊
英小姐。
4、服務本校 10 年：有教授傅光華、教授蕭聰淵、教授羅綸新、教授洪瑞鴻、
教授李光敦、教授吳滄海、副教授盧華安、副教授白敦文、
副教授傅群超、副教授黃沂訓、助理教授翁世光、助教陳
乃綺、組長羅國榮、組長張玉貞、組長陳傳宗、秘書詹鴻
敏、秘書廖嘉慧、組員鄧月英、組員靳惠如、組員沈秋香、
專案助理李雅惠、專案助理歐素霞、隊員張力仁、隊員王
清海、隊員林約碧、隊員林志宗及技工陳建能。

961122

961123

＊召開本 96 學年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61130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96年11月30日以勞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指定公部門
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97年1月
1日生效。」
公告事項：
一、公部門各業，包括公務機構、公立教育訓練服務業、公立社會福利機 構、
公立學術研究服務業及公立藝文業等五業。
二、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不包括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行政院
暨所屬行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及業經本會公告指定適用
勞動基準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理。
＊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原住民清潔工及臨時雇工列入勞基法適用對
象。

961204

＊召開 96 學年度第 1 次法規委員會，總計 9 個決議案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961205

＊辦理 96 年度第 2 次「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961210

＊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

961212

＊辦理 96 年度職員年終考績說明會。

961214

＊修正發布「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案工作人員管理要點」。

961224

＊修正發布「本校實施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績效獎金計畫」名稱為「校務基金專案工
作人員績效獎金實施計畫」並修正條文。

961226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指定公部門臨時人員自97年1月1日起適用勞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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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業由林副校長三賢主持，秘書室、教務處、研發處、總務處、學務處、圖
資處、頂尖中心、會計室及人事室組成工作小組會議，討論相關因應或配套措
施及請各相關單位配合並預作準備。
當日下午辦理校務基金專案工作人員適用勞動基準法說明會，同仁出席踴躍。
961227

＊人事室網頁新增勞動相關法規於/人事室網頁/法令規章/勞動相關法規，及新增
校務基金專案工作人員薪資試算表於/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專案工作人員/薪
資試算。

970104

＊召開本 96 學年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70111

＊97 年 1 月 11 日召開 96 學年度第 3 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

970116

＊為增進各單位同仁情誼及促進校務發展，由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及教師會合辦
年終聯誼餐會，是日晚上假 988 餐廳隆重舉行，同仁熱歌勁舞熱鬧登場，展現海
大無比活力。

970121

＊發文公告受理本校 96 學年度「學術成就獎」、「青年學術研究獎」、「產學研
究成就獎」及「特聘教授」甄選事宜。

970122

＊修正發布「本校名譽教授贈予辦法」、「本校教師服務規則」。

970123

＊修正發布「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新聘教師海資所黃向文、資工系林清池、電機系葉美玲、材料所陳永逸、商船系
劉中平、商船系黃俊誠、商船系曾維國、應經所賴奕豪等 8 人新聘教師。
＊97 年 2 月 1 日食品科學系孫寶年教授、陳榮輝教授、研發處研究船船務中心劉重
復船長及 97 年 3 月 1 日申請退休之圖書資訊處趙文國程式設計師等 4 人退休。
＊辦理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子女教育補助費相關業務，並依規定至「全國軍公教人
員子女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登錄子女教育補助申請資料。
＊辦理 96 年度教職員工相當實物代金房租津貼免稅扣除額事項。
＊辦理春節團拜暨第一季員工慶生會，除全體同仁向校長拜年外，會中介紹新進教
師並頒發優良導師獎、優良單位獎、創意教學績優教師獎、全程英語教學績優教
師獎及增進社會服務獎勵等獎項，另有一級主管捐贈之 105 個獎項供同仁摸彩同
樂，總計 400 餘人參加，歡聚ㄧ堂，共享盛宴。
＊辦理 97 年度校務基金專案工作人員勞動契約共 67 人。

970201

970213

970215
970305
970307
970313
970314

970320

＊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7 條條文修正案，並自 97 年 08 月 01
日生效。
＊訂定 96 年度行政人員教育訓練計畫。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工作規
則，並經基隆市政府 97 年 4 月 11 日基府社關貳字第 0970123001 號函核備。
＊辦理本校 97 年度教職員工文康旅遊網路票選活動，選出 3 天 2 夜阿里山溪頭旅
遊活動， 分四梯次於 6 月 26-28 日、7 月 17-19 日、8 月 28-30 日、9 月 4-6 日
舉行。
＊辦理本校 96 學年度「學術獎」、「產學研究成就獎」、「特聘教授」評審，計
選出
（一）「學術成就獎」林成原教授、李光敦教授、開物教授、楊仲家教授等 4
人。
（二）「青年學術研究獎」吳彰哲副教授、程華淮副教授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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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研究成就獎」莊慶達教授、林棋財教授 2 人。
（四）「特聘教授」計有劉進賢教授、龔國慶教授 2 人，給予獎助金期限（97
年 08 月至 100 年 7 月）。
＊為凝聚共識，化個人力量為團體動能並持續適應環境變化，以提升競爭力，假學
務處學生活動中心 3 樓展演廳，辦理本校一、二級主管（含教學單位）「學習型
組織活動營」， 邀請聖塔菲國際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林總經理金根、本校江
副教授愛華主講。
970321

＊辦理 91-95 年度教職員工相當實物代金房租津貼免稅扣除額事項。

970326

＊辦理 96 學年度第 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新聘教師 4 案及附帶決議：
爾後有 關本校名譽教授提名審議案及講座教授審議案，皆須經委員投票表決。

970414

＊辦理 97 年度行政人員多益英語中級班（97.04.14-97.06.05 每週一、四下午 3：
00 至 4：40），參加人數 29 人。

970415

＊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第 31 條條文修正案，並自 97 年 08 月 01 日生效。

970501

＊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工作人員管理要點」。

970507

＊辦理「高鐵對台灣交通運輸的影響」教育訓練課程，歐晉德主講。

970513

＊考試院 97 年 05 月 13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42417 號同意本校職員員額編制表
備查並自 97 年 08 月 01 日生效。

970526

＊辦理 97 年度第 1 次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970527

＊辦理 97 年 4-6 月教職員工慶生會活動，並邀請學生社團表演營造歡樂氣氛。

970603

＊辦理「國際禮儀」教育訓練課程。

970612

＊辦理本校校長續任投票案，經校務會議代表投票，過半同意李校長續任，並報請
教育部辦理聘任事宜，任期自 98 年 3 月 13 日起至 102 年 3 月 12 日止計 4 年。

970619

＊辦理 96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新聘教師 4 案、續聘教師 479
人（計有專任教師 220 人、兼任教師 223 人、與中研院合聘 25 人、與中興大學
合聘 1 人及行政單位專任助教 10 人）。並修正本校教授休假辦法第 13 條「凡經
核准休假研究者，不得兼任各級主管職務。」及擬具修正本校「教師評估準則」
意見，將辦理全校性公聽會，以確認修正意見。

970620

＊辦理「企劃書撰寫技巧」教育訓練課程。

970708

＊辦理 96 學年度一、二級主管業務交流暨退休同仁榮退餐會，會中由校長頒發紀
念金牌 予商船系崔延紘教授、系工系王偉輝教授、運輸系趙榆生講師、輪機系
魏為明講師、研發處羅金元船長等 97 年 8 月、9 月退休之人員，另頒發紀念品予
軍訓室劉童文教官。

970717

＊訂定「本校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

970718

＊辦理 96 學年度第 6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升等 15 案及新聘教師 14 案

970723

＊辦理職員填報雙重國籍調查表、教職員填報 97 學年專業證照調查表、教職員兼
職兼課調查管理事項。

970728

＊辦理各委員會職員代表之選舉、公告、發聘事宜。

970731

＊辦理本校 96 學年度專任教師及助教年資加薪/年功加俸案、97 學年度專案助教考
核續僱相關事宜。
＊公告 97 學年教師兼任學術、行政主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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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會計室
日

期

大

事

紀

960820
960823

＊編製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會計業務標準作業流程(SOP)手冊。
＊辦理 96 年度國科會計畫會計作業研討會 1 天，為新進計畫助理、研究生及工讀
生講述會計作業相關法規及流程，參加人員達 160 人，圓滿完成。

960823
960827
961105

＊本校民國 95 年校務基金決算業經審計部審定核發(95)特書字第 16 號審定書。
＊編製本校 97 年度校務基金附屬單位預算送主管機關教育部、立法院審議。
＊檢陳本校 96 學年度大專院校定期統計報表，採網路報送方式填報。

961221

＊配合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及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修正本校 96 年度預算第 2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業奉教育部核定。

970118

＊彙辦本校 96 年度固定資產預算保留申請表。

970118
970219

＊彙辦本校 97 年度預算第 1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檢陳本校「96 年度附屬單位決算書」A、B、C 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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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版。
＊國科會派副研究員張哲浩及科員林淑娟，於本（97）年 3 月 10 日至 11 日前往本
校查核補助 95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
＊教育部 97 年度補助或委託本校辦理計畫經費之原始憑證，經報審計部同意採就
地查核，免送部審核。惟請依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規定妥為保管，以備查核。
＊彙辦本校各單位所需 97 年度概算，送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於本（97）年 4 月 17 日至 18 日派員抽查本校辦理
該基金會獎助學金計畫 96 年度經費收支情形。
＊編製本校 97 年度校務基金附屬單位概算書表 3 份送主管機關教育部，並以副本
及附件抄送行政院主計處及財政部。
＊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財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 次聯席會議) 於 97 年 5 月
21 日審查中華民國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案，本校校長、總務處及會計室如期列席。
＊檢陳審計部審查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96 年度附屬單位決算核有應辦理事項之
處理情形。
＊奉教育部核定額度，編製本校 97 年度校務基金附屬單位預算案分送主管機關教
育部及行政院主計處。
＊檢陳本校「97 年度半年結算報告」A 版、「97 年度半年結算報告檢核及評分表」
及「97 年 6 月份會計報告」。

970310
970331
970417
970417
970423
970521

970618
970717
970717

單位：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日

期

大

事

紀

960801
961025

＊自 96 學年度起，成立「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召開 96 學年度第一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決定之受評單位為教務處、總務處、
圖資暨資訊處。

961213

＊發布實施「本校教師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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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28
970118
970202
970410
970422
970428
970602
970626
970725

＊本中心網上公告95 學年度行政品質評鑑受評單位-研發處「行政品質評鑑改進措
施報告」。
＊召開 96 學年度第一次教師發展委員會。
＊製作本校「2007 年全校業務執行統計計劃」。(970202-970301)
＊接辦 97 年度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理成效評核作業。
＊本中心正式將行政品質評鑑問卷調查與 ISO 行政滿意度調查一併辦理。
＊召開「教育部績效型補助款衡量指標會議」。
＊規劃 97 學年度辦理「兩性平權」演講活動相關事宜。
＊各受評單位針對「行政滿意度調查」缺失項目及執行結果，已詳列改進具體措施
及期程，本中心已彙整完成並於網頁公告。
＊與航管系梁金樹教授，討論「行政滿意度問卷」部分內容之修改與增加。

單位：海運學院
日

期

大

事

紀

960822

＊商船學系舉辦「九六年海事人力與課程規劃座談會」。

960830

＊臺灣國際造船公司王克旋副總經理至本學院參訪，並與學院教師同仁座談，就貨
櫃輪及散裝輪運輸在未來 10 年的發展前景交換意見。

960830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至本校參訪，航運管理學系安排師、生與該校師生
討論交流。

960831

＊輪機工程學系於延平大樓 B1 演講廳舉辦「輪機技術研討會」。

960831

＊輪機工程學系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約有將近 100 位的家長及學生參加說明會，
座談會以系況介紹及雙向交流進行，下午則帶領介紹系館及校園。

960831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航海組一年級台華輪暑期國內沿海航線海上實習，廖坤靜系主
任、柯明德導師帶隊。

960926
960928
960930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修訂「系實習委員會議設置辦法」增列運輸組實習委員 2 名。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召開「系務發展會議」，邀請校長參加。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召開「96 年度系友代表大會」，邀請歷屆系友代表回娘家。

961020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配合校慶辦理「系友回娘家」、「96 年度傑出系友頒獎」、「系
史暨博物館揭牌啟用」等活動。

961020

＊輪機工程學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961106

＊ 英國 University of Glasgow 的 Professor Peilin Zhou 蒞校參訪本學院，與
林院長分享海運研究相關學術訊息，並討論該校與本學院進行師生交流互訪、
研究合作之內容及方向，隨後由林院長陪同參觀本校操船模擬機中心及臨海養
殖場。

961110

＊航運管理學系於台北圓山飯店舉行舉辦「2007 年二岸三地航運與物流研討會」。
＊中國海員建設工會由吳子恒主席率王國華常委等 10 人蒞校參訪，在海空大樓 204
室與本學院林院長、李教務長及四位系主任、田文國組長進行航運實務面的資訊
溝通交流。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於本校延平技術大樓 B1 演講廳舉辦「2007 年兩岸船舶交通服
務(VTS)研討會」
。

961204

961207
970415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Port and Logistics in Northeast Asia 東北亞港
23

埠及物流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交通部基隆港務局、沛華
集團。協辦單位：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Korea); 日本立命館
亞洲太平洋大學(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Japan)。時間: April
15, 2008 地點: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Conference Hall of STM
Building (STM 103)。
970417

＊韓國木浦海事大學「SAE YU DAL」實習船停靠基隆港期間，由 Prof Han, Won Hui
教授率 5 位教授、2 位船長及 5 位學生參訪本學院。該船有海洋運輸系及輪機系
的 110 位學生於船上實習，其中有 10 位女學生。

970427

＊海運學院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教職員生 126 人，參加第 28 屆交通杯競賽，獲五獎
項計：1.精神總錦標第二名、2.羽球競賽項目亞軍、3.壘球項目亞軍、4.桌球項
目季軍、5.足球項目季軍。

970515

＊本學院於本校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舉辦「2008 航運經營與管理論壇」暨河北遠洋
獎助學金、能源、四維、世邦等英文獎學金的頒獎典禮。
＊航運管理學系張志清、汪正仁及張建仁教授帶領航管系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共計
79 人前往參觀東利物流公司、基隆港務局台北港分局。

970611

＊輪機工程學系於延平技術大樓地下演講廳舉辦「第一屆綠色能源學程研討會暨創
意實作成果發表會」
，針對能源與環保等相關議題進行討論並發表創意實作成果。

單位：生科院
日

期

960801

960806

大

事

紀

＊生命科學院辦理新舊任院長交接典禮，在李國添校長監交下原院長養殖系陳建初
終身特聘教授交接給食科系黃登福終身特聘教授。
＊養殖系張清風教授借調至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擔任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
＊海生所續獲教育部顧問室通過補助「96 年度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於暑假開設「海洋生物多樣性實驗(一)」及「水下調查技術」課程；且於 96 學
年度第 1 學期開設「海洋生物多樣性」課程，邀請國內各類海洋生物及生態專家
進行課程講座。
＊生技所胡清華教授兼任水產生物科技頂尖研究中心主任。
＊熊同銘教授兼任生技所所長。
＊養殖系陳瑤湖教授於 96 年 8 月 6~17 日應我非洲邦交國布吉那法索農業部及我駐
布國大使館之邀請，赴該國協助其水產養殖產業發展。

960815
960831

＊生命科學院發行第 1 期電子報，隨時提供最新消息給學院教職員生。
＊養殖系獲教育部補助之「海洋教育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養殖暨生物技術」暑期
實務修習課程於台灣大學舉辦成果報告。

960907

＊養殖系水產品檢驗中心與美商應用公司合辦「Introduction of Applied
Biosystems Mass Spectrometry, Sequencing and Real-Time PCR Platform
Technology」研討會。

960916

＊生命科學院發行「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新生特刊」創刊號 500 份，內容
有師長的鼓勵、學院系所及研究中心的介紹，對本學院新生了解學院整體有相
當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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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19
961002

＊生技所假本校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辦理實驗室安全教育講習。
＊元培科技大學林錫彬主任、林志城主任與徐詮亮教授陪同前美國食品科技學會
(IFT)主席 Dr. Dennis Heldman 拜訪食科系，並與食科系部份老師進行訪談與參
觀。

961016

＊食科系 10 月 16 日邀請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生物系教授李遠川院士假食科系演
講廳演講「Sweet mysteries of life: roles of carbohydrates in biological
systems」，學院教師與學生均踴躍參與。

961019

＊生命科學院召開動物實驗管理小組會議，重新修訂本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收費辦
法，以期專款專用，中心順利運作。另實驗動物中心亦設立本校第一座 P2 級實
驗室，因此新訂感染性實驗室管理辦法及表單，務必做到安全至上。
＊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舉行開幕，並由校長及相關來賓為本中心進行揭牌儀
式。

961020
961022

961024
961025

961108
961112

961114

961116
961126

961129
961201
961206
961219

＊生命科學院召開第 1 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議，新訂本校感染性生物實驗相關管
理辦法及表單，以因應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對感染性生物實驗管理日益嚴謹
之勢。
＊生技所普化教學小組辦理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普通化學會考，食科、養殖、
環資、環漁及生科，共計 417 人參加會考。
＊生命科學院假延平技術大樓 B1 演講聽辦理「大ㄧ學習促進活動」，由院長向大
ㄧ新生介紹學院願景與各系所概況，並與各新生對談及交流，會場氣氛十分融洽
圓滿。
＊生科系召開 96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確定生科系輔系、雙主修科目表，以
及全民英檢中級列入畢業要求等事項。
＊食科系孫寶年老師、張正明老師、柯源悌老師與陳健生老師等代表本校前往中國
江南大學參加第七屆國際食品科學與技術交流大會(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食科系邀請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副處長 Hugh Moeser 與加拿大國家研究會
海 洋 生 科 研 究 所 (NRC-Institute for Marine Biosciences,Halifax,NS)Dr.
Stephen Ewart 參訪。
＊生技所普化教學小組辦理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普通化學會考，食科、養殖、
環資、環漁及生科，共計 414 人參加會考。
＊漁推會、生科院及海資院於 11 月 16 日聯合辦理「96 年度沿岸漁業資源保育與生
態漁業研討會」
，會中邀請學者專家及官員共 9 人演講，共有近 200 人參與盛會。
＊ 食科系、養殖系於 11 月 26~27 日辦理「96 年度大專院校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 海生所於 11 月 26~27 日與海資所、環態所（三所共同評鑑）辦理「96 年度大專
院校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生科系、生技所於 11 月 29～30 日（二系所共同評鑑）辦理「96 年度大專院校系
所評鑑實地訪評」。
＊食科系廖若川副教授、養殖系冉繁華助理教授榮獲 95 學年度校優良導師獎。
＊生科系榮獲 95 學年度校優良導師「優良單位獎」。
＊呂秀蓮副總統一行人共計 50 人蒞臨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生技所普化教學小組辦理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普通化學會考，食科、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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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24
970107

970111
970116
970120

970128

環資、環漁及生科，共計 413 人參加會考。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蒞臨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海生所邀請 Dr. Sami Souissi（法國里爾大學副教授）來台短期研究及進行學術
交流活動，其並代表法國里爾大學於 97 年 1 月 7 日與本校簽訂「兩校合作辦理
跨國雙學位協議書」。
＊生技所假本校行政大樓第二演講廳，舉行專任、兼任、合聘教師教學與研究合作
規劃會議。
＊生技所普化教學小組辦理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普通化學會考，食科、養殖、
環資、環漁及生科，共計 410 人參加會考。
＊養殖系繆峽老師榮獲『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程英語績優教師』。
＊生技所鄒文雄老師榮獲『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程英語績優教師』。
＊生技所林秀美老師榮獲『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創意教學績優教師』。
＊海生所於 97 年 1 月 28~29 日二天假本校舉辦 2008 年動物行為暨生態研討會暨中
國生物學會年會，共計有近七百人報名參加，共發表兩百一十六項研究成果，是
國內規模最大的野生動物學術盛會。

970131

＊養殖系水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暨檢驗中心與美商亞洲瓦里安科技公司合辦「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arian NMR, Mass Spectrometry, AA,
ICP-OES, and HPLC systems 」研討會。

970303

＊食科系王奕文同學(指導教授:孫寶年老師)及林靜敏同學(指導教授:吳彰哲老
師)榮獲本校『96 年度大學生暑期學習計畫』優秀獎。
＊養殖系水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暨檢驗中心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頒發「產銷履歷驗證
機構認證證書」。
＊食科系孫寶年教授榮獲『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院士(Fellow)』。

970310
970318
970326
970411

970417

970418
970508

970509

＊生技所普化教學小組於 3 月 26 日、4 月 23 日、5 月 21 日、6 月 18 日，針對食科、
養殖、環資、生科一年級生，共計舉行 4 次化學會考。
＊ 食 科 系 孫 寶 年 教 授 及 江 善 宗 講 座 教 授 榮 獲 2008 年 國 際 食 品 科 技 聯 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UFoST) 院 士
(Fellow)』。
＊養殖系水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暨檢驗中心舉辦「新世代的分析利器－超微量分析質
譜儀應用於藥物與蛋白質體介紹」研討會。
＊食科系生物科技組ㄧ年級（班導師：蔡國珍老師與傅文榮老師）參加『96 學年大
一學習促進活動』榮獲第一名；食品科學組一年級（班導師：張克亮老師與蔡敏
郎老師）榮獲第二名。
＊巴西 Dr. Fabio Hazin（ICCAT 主席）及漁業署沙志一副署長等相關同仁一行 15
人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生科院與食科系於 5 月 8～9 日共同舉辦「海洋生物資源尖端科技國際研討會」，
會中共邀請了 30 位國內學術界翹楚及澳洲、加拿大、日本、美國、韓國、新加
坡、香港等 14 位熟悉海洋生物資源的各國際頂尖學者與專家蒞臨演講與交流，
會中討論熱烈，展示盛況圓滿成功。
＊農委會蘇嘉全主委由校長、教務長、研發長、院長等人陪同參觀養殖系「水生動
物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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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12

＊食科系吳彰哲副教授榮獲本校 96 學年度『青年學術研究獎』。

970514

970613

＊生命科學院 5 月 29 日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院務會議，討論通過學院未來發展
願景、食科系「食品產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本學院與北海道大學水
產學院擬簽訂學術交流協定等案。
＊生命科學院 5 月 26～27 日接待泰國 Suratthani Rajabhat 大學學者 6 位參觀本
學院及本學院所屬各系所，其間 5 月 26 日上午安排生科系、海生所及生技所聯
合接待會，由系所主管簡報系所介紹並參觀頂尖中心與普化實驗室。5 月 26 日
下午由院長做本學院英文簡介及學術交流座談後緊接由食科系負責接待及簡介
並參觀操船摸擬中心。5 月 27 日由養殖系負責接待並安排參觀水生動物實驗中
心。
＊漁推會提報 97 年度「加強漁業教育及推廣合作計畫」，經 6 月 6 日漁業署來函
核定過。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及同仁一行 16 人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養殖系通過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辦理之大學系所評鑑。

970614

＊國科會主委及巴拿馬大使由校長及教務長陪同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

970623

970707

＊生命科學院 6 月 23 日與養殖系、海生所聯合接待亞洲水產學會共 10 位專家學者
蒞校參訪，並做學術交流。
＊海生所 6 月 25-27 日舉辦「Decapod Crustacean 國際研討會」，計有 19 位國際
及 4 位國內專家學者與會。
＊生命科學院 6 月 27 日接待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及上海水產大學一行 6 人至院
參訪並做學術交流。
＊養殖系 7 月 7-11 日辦理以高中、職學生為參加對象之「2007 養殖生物科技營」。

970710

＊「生命科學院館新建工程」於 7 月 10 日舉行開工動土典禮，典禮簡單而隆重。

970719

＊食科系辦理 67 級畢業生回娘家之同學會。

970722

＊生科系提案參與北區就業服務中心「結合大專校院辦理就業服務補助計畫-企業
參訪專車活動」已通過補助，於暑假安排工研院生醫中心、食品工業研究所參訪，
達到協助認識未來職場與職缺的需求，以提升學生自我的認知與成長。「2008
年暑期生物科技與產業專題演講」已通過補助，將於暑假舉辦 12 場專業講座，
邀集相關專業業界人才蒞校演說，與學生面對面經驗分享，供同學們學習。

970526

970606

970625
970627

單位：海資院
日

期

960801
960817

960822

大

事

紀

＊應地所洪奕星所長到職。
＊海資所更名為「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
＊國研院海科中心選址委員會委員探訪，假基隆市政府四樓簡報室舉行，並由海科
中心邱逢琛主任及海洋大學海資院倪院長分別報告，海科中心選址條件及基隆設
立海科中心之優厚條件。與會人員為，基隆市參加單位：基隆市政府、張前立委
辦公室、基隆港務局、水試所、海博館；海科中心籌備處出席人員：丁南宏副主
任、柯永澤委員、李昭興委員、邵廣昭委員、龔國慶委員、劉家瑄委員、蔡懷禎
委員、張始偉委員。
＊環態所副教授洪慶章在「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期刊上發表之論文被
接受，論文名稱為「Export flux of POC in the main stream of the Kuros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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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825
960901

961016
961018

961020

961030
961101

961111
961114

961126
961220

獲頒該所論文獎勵金共 113,769 元。
＊環漁系系主任李明安教授及蔣國平教授代表學校赴日本東北大學參加該校百年
校慶。
＊環態所助理教授周文臣在「Deep Sea Research II」期刊上發表之論文被接受，
論文名稱為「Depth distributions of alkalinity, TCO2 and δ13CTCO2 at SEATS
time-series site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獲頒該所論文獎勵金
共 82,500 元。
＊海資院倪院長奉派出席，參與中山大學舉辦「海洋立國」論壇。
＊海資院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香港科技大學錢培元教授訪台演講，講題為「Biofilm as
mediator of larval settlement: implication in antifouling, mari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成立首屆「海洋環境資訊系（海洋（科）學系）系友會」，並一致推選本年度傑
出校友詹錢登（71 級）教授，擔任首任系友會會長，於校慶大會中公開頒獎，環
資系全體師生同感光榮。
＊海資院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香港科技大學王文雄教授訪台演講，講題為「The
trophic transfer of metals in marine systems」。
＊環態所合聘教授林幸助在「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期刊上發表論文，論
文名稱為「A trophic model for the Danshuei River Estuary, a hypoxic estuary
in northern Taiwan」，獲頒該所論文獎勵金共 50,000 元。
＊環漁系邀請日本東北大學川村宏博士擔任客座教授，課程名稱為海洋環境遙測
學，一學分。(961111-961118)
＊海資院彙整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總部設置基隆規劃構想書(由張前
立委堅華、市政府、基隆港務局、海博館柯主任永澤、本校邱所長文彥)送至基
隆市政府，由市府出面統籌並將此計畫書送至國研院，以利爭取國研院海科中心
總部設置於基隆。
＊海資所辦理 96 學年度大學系所評鑑實地訪評作業。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至本校進行環態所、海生所與海資所三所實地訪評。
＊環漁系邀請日本遠洋水產研究所西田勤博士擔任客座教授，課程名稱為地理資訊
系統與空間分析在漁業管理上的應用，一學分。(961220-961229)

961231

＊環漁系邀請美國環境保護署研究員張彰華博士擔任客座副教授，來本校講授「海
洋污染防治」課程，二學分。(961231-970121)

970226
970303
970303

＊台中聖格公司至電資學院參訪 。
＊威達電子公司詹經理至電資學院參訪。
＊電機系吳政郎老師、資工系鄭錫齊主任赴交通大學參加工程認證成果導向教學與
評量研討會。
＊工研院至電資學院參訪。
＊電資學院召開全院教師座談會(由光電所主辦)。
＊電機系 73 級校友郭博達學長(威達電子公司董事長)捐贈新台幣二佰萬元作為綜
合教學大樓 A 棟籌建基金。

970306
970311
970324
970409

＊電機系創系主任劉達度老師、黃市助教及旅美系友-顏文忠（電機系 63 級、北加
州前會長）、支誠望（輪機系 59 級）、盧靈山（電機系 63 級）、孫丙丁（電
機系 63 級）、張上文（電機系 64 級）返系參訪，並由系主任與電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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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11

970414
970501
970515
970529

970603

970610

陪同拜會校長。
＊淡江大學洪祖昌教授與本校教師座談。座談主題以衛星遙測、水下技術、沿岸及
海洋偵測等相關議題。
＊電機系黃培華老師榮獲本校 96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電資學院張忠誠院長、程光蛟主任、鄭錫齊主任、嚴茂旭老師、阮議聰老師拜友
尚股份有限公司。
＊工研院至電機資訊學院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資工系邀請中華電信研究所副所長張光耀先生專題演講「中華電信研究所資通安
全之研發技術」。
＊本校與「基隆長庚紀念醫院」簽訂學術合作備忘錄，電資學院積極進行生物檢測、
影像處理、通訊電子、奈米機電、遠距醫療等相關合作事宜。
＊電資學院邀請達創股份有限公司梁克勇董事長暨執行長專題演講，題為「通訊網
路科技演進史」。
＊資工系與中國端子電業股份有限公司進行產學合作會談。
＊電資學院辦理全院教師座談會由電機系主辦。
＊電資學院邀請中華電信公司協理兼行動通信公司發言人石木標校友專題演講，題
為「行動寬頻新時代」。

970618

＊電資學院邀請 Massey University,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Dr.Subhas
Mukhopadhyay 演 講 ， 講 題 為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ensors for
Health-care」。

970627

＊電機系 62 級校友曾國棟學長(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友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2403) 股票一百張(股數為十萬股)成立「助修獎學金」。

單位：工學院
日

期

大

事

紀

960801
960801
960901
961016
961105
961126
961129
961130
970225
970226

＊本學院陳建宏院長上任。
＊材料所開物教授擔任本所所長
＊發行本學院院訊『FOCUS』。
＊上海水利學會蒞臨河工系，進行學術交流訪問。
＊本學院機械系、系工系及河工系進行『96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實地訪評。
＊系工系研究所評鑑實地訪評。
＊材料所評鑑實地訪評。
＊河工系舉辦＂第一屆海峽兩岸混凝土技術研討會＂。
＊陳建宏院長率領學生 45 人至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系工系辦理系主任遴選作業。

970228
970313
970319

＊林三賢副校長、陳建宏院長及林正輝組長赴泰國亞洲理工學院簽署備忘錄。
＊陳建宏院長與書卷獎暨大學生暑期學習計畫獲獎學生進行座談。
＊機械系辦理系主任遴選及公告作業。

9703

＊系工系柯永澤教授榮獲中國造船暨輪機工程學會工程獎章。

970418

＊自 96 學年度起通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計有機械系(所)、系工系及河工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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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01

＊機械系劉進賢老師榮獲 97 學年度特聘教授。

970501
970501

＊河工系李光敦老師及材料所楊仲家老師、開 物老師榮獲本校 96 學年度學術成就
獎。
＊河工系簡連貴老師榮獲本校 96 學年度傑出教學教師。

970625

＊韓國 PUSAN 國立大學師生 26 人參訪大型空蝕水槽。

單位：電資學院
日

期

960801

960823

960831

960901
960916
961009
961022

961025

961031
961115
961116
961120
961119
961129
961214
961218
961221

大

事

紀

＊資工系第六屆系主任由本系鄭錫齊教授擔任。
＊林泰源副教授新任光電所所長。
＊通訊系邀請日本教授畔柳功芳(Noriyoshi Kuroyanagi)教授演講,題目分別為:
(1)96 年 8 月 23 日 - "Very Efficient Power-Bandwidth Performance of
Block-Spreading CDMA MIMO Systems"。
(2)96 年 8 月 24 日- "ASK-ZCZ-CDMA Systems developed for Short Distance
Mobile Communications"。
＊電資學院邀請工學院陳建宏院長、機械系林鎮洲主任、河工系張建智主任、系工
系王偉輝主任與電資學院各系主任及助教舉行工程認證座談會。
＊電機系研究所開設「電資前瞻講座」，邀請傑出系友授課，本學期有圓剛公司郭
重松董事長、慶齡中心楊宏毅顧問(展頡知識顧問公司執行總經理兼首席顧問)及
中華電信石木標協理等三位教師授課。
＊資工系辦理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
＊電機系成立工程認證推動小組，由吳政郎老師擔任召集人，召開第一次會議。
＊電資學院邀請成功大學邀請國立成功大學特聘教授兼為電子所劉文超所長與全
院教師座談-召開工程認證諮詢座談會，並作專題演講，講題為「工程及科技教
育認證理念、規範、作業流程及資料準備」。
＊電資學院於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召開大一新生與院長座談會，由院長及系所主
管、相關學程老師參加，介紹學院現況與未來發展、電子商務學程、電物理學程、
軟體工程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程及綜合座談。
＊電資學院召開與友尚股份有限公司研商學生實習會議，由該公司李振福執行副總
經理及協理參加，促進產學合作。
＊電資學院辦理大學部(3 系 5 班)物理會考。
＊教育部委員視察資工系「96 年軟體工程學程推廣計畫」。
＊電資學院邀請凌陽科技家庭娛樂事業群黃堂益 副總經理演講，講題為「IC 設計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教育部台顧字第 0960172928J 號函補助資訊工程學系辦理「資通訊人才培育先導
型計畫–課程發展計畫」設備費共計新台幣 96 萬元整。
＊96 年 11 月 29 至 30 日電資學院各系所接受教育部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威達電方仁傑總經理特助參訪電資學院。
＊電資學院邀請宏達電周永明執行長兼總經理演講，講題為「台灣產業與品牌發
展」。
＊電資學院召開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選出院級優良教師電機系吳渝、黃培華、
資工系阮議聰、林川傑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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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24
961225
961227
970108
970111
970119

970128
970226
970303
970303
970306
970311
970324

970409

970411
970501
970515
970527
970529

970603

970610

970618

＊電資學院舉行中工會學生論文競賽口試。
＊東駒股份有限公司參訪電資學院。
＊電資學院邀請中華映管研發中心核心技術處莫啟能處長演講，講題為「視界真奇
妙，談光電顯示科學」。
＊電機系召開會議，為準備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所需，告知老師及研究生配合期末
資料收集、整理等相關注意事宜。
＊電資學院辦理全校微積分會考。
＊工系舉辦「數位家庭軟體工程短期課程推廣活動」。
＊光電所所周祥順老師由國科會計畫經費支出，與財團法人永齡教育基金會合作舉
辦「永齡希望小學科學營」。
＊電資學院張忠誠院長參加「2008 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校院長論壇」、電機系
程光蛟主任、資工系鄭錫齊主任、通訊系卓大靖主任及相關同仁赴台科大參加工
程認證說明會。
＊台中聖格公司至電資學院參訪 。
＊威達電子公司詹經理至電資學院參訪。
＊電機系吳政郎老師、資工系鄭錫齊主任赴交通大學參加工程認證成果導向教學與
評量研討會。
＊工研院至電資學院參訪。
＊電資學院召開全院教師座談會(由光電所主辦)。
＊電機系 73 級校友郭博達學長(威達電子公司董事長)捐贈新台幣二佰萬元作為綜
合教學大樓 A 棟籌建基金。
＊電機系創系主任劉達度老師、黃市助教及旅美系友-顏文忠（電機系 63 級、北加
州前會長）、支誠望（輪機系 59 級）、盧靈山（電機系 63 級）、孫丙丁（電
機系 63 級）、張上文（電機系 64 級）返系參訪，並由系主任與電資學院院長
陪同拜會校長。
＊淡江大學洪祖昌教授與本校教師座談。座談主題以衛星遙測、水下技術、沿岸及
海洋偵測等相關議題。
＊電機系黃培華老師榮獲本校 96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工研院至電機資訊學院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資工系邀請中華電信研究所副所長張光耀先生專題演講「中華電信研究所資通安
全之研發技術」。
＊電資學院各系所實驗室人員參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風險管理第 1 期)。
＊本校與「基隆長庚紀念醫院」簽訂學術合作備忘錄，電資學院積極進行生物檢測、
影像處理、通訊電子、奈米機電、遠距醫療等相關合作事宜。
＊電資學院邀請達創股份有限公司梁克勇董事長暨執行長專題演講，題為「通訊網
路科技演進史」。
＊資工系與中國端子電業股份有限公司進行產學合作會談。
＊電資學院辦理全院教師座談會由電機系主辦。
＊電資學院邀請中華電信公司協理兼行動通信公司發言人石木標校友專題演講，題
為「行動寬頻新時代」。
＊電資學院邀請 Massey University,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Dr.Subhas
Mukhopadhyay 演 講 ， 講 題 為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enso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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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970627

＊電機系 62 級校友曾國棟學長(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友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2403) 股票一百張(股數為十萬股)成立「助修獎學金」。

單位：人社院
日

期

960801
960830

9609

9609
960908
960914
960922
961016
961020
961101
961117
961126
961129
961130
961208

961208
961213

大

事

紀

＊海洋文化研究所成立，黃麗生教授受聘為海洋文化研究所第一任所長。
＊王鳳敏老師接任外語教學研究中心主任並兼應用英語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外語中心增設語言教室一間（海事大樓 418 教室）並完工驗收使用。
＊通識教育中心開設外籍生必修「華語文」課程。
＊人文社會科學院開設「海洋人文學程」，本學程乃是結合本校與海洋相關的人文
課程，並納入海洋社會、科技、生物等基本課程，以本土、區域、全球的漸進式
視野，所設計出一套包含基礎與進階課程的整合性學程，期落實海洋人文的教育
理念，更可為我國朝向海洋國家的未來發展方向，培育出眾多與海洋人文領域相
關的優秀人才。
＊師資培育中心與永齡教育慈善基金會合作推動「永齡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
畫，本學期合作小學計有 14 所，由本校 50 名學生擔任課輔教師，參與課輔學童
計 203 名。(9609-9701)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王鳳敏主任及郭宜湘老師奉派至瑞典參加瑞典世界海事大學
舉辦之海事英語教師培訓。(960908-960923)
＊教育研究所辦理系所評鑑實地訪評預演觀摩。
＊教育研究所辦理新生座談暨課程說明會，促進師生情誼。
＊教育研究所與公視合辦「2007 教育影展」，假愛樂廳放映影片，共計放映 12 場，
觀影人次計 360 人次。(961016-961023)
＊海洋文化研究所舉行揭牌典禮，由李國添校長、林三賢副校長、李選士研發長、
吳俊仁學務長、楊國誠總務長、孫寶年院長、黃麗生所長、基隆市政府郭高標秘
書、基隆市議會呂美玲議員等人共同揭牌。
＊人文社會科學院舉辦「2007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黃俊傑教授擔任貴
賓致辭；孫震教授及陳國棟教授擔任主題演講人。(961101-961102)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台灣區代表與外語教學研究中心中心合作，首次假
本校辦理多益（TOEIC）測驗，並優惠本校學生及同仁報名費。
＊應用經濟研究所接受教育部委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辦理之「大學
校院系所評鑑」。(961126-961127)
＊海法所、教育研究所接受教育部委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辦理之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961129-961130)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本校首屆學生「英語歌唱比賽」，學生參與踴躍。
＊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辦理「親海、愛海、知海攜手合作論壇」，並與台北
縣欽賢國中、澳底國小、鼻頭國小、吉慶國小、九份國小、瑞柑國小、瓜山國小、
瑞亭國小、濂洞國小、福連國小、義方國小等 11 所中小學校簽訂教育夥伴備忘
錄。
＊海洋文化研究所韓國籍研究生安城秀同學參與民主太平洋聯盟舉辦之「亞洲民主
發展先修班」，受頒發結業證書乙張，並納入民主太平洋聯盟國際事務人才資料
庫。(961208-961209)
＊人文社會科學院舉辦「海洋人文研習營」，以結合海洋與人文教育為理念，規劃
「海洋文史」及「考古與文化資產保存」兩大主題，採專題演講、座談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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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24
961226
970115

970201

970201

970213
970329
9704
970419

970421
970421
970422
970424
970430
9705
970519
970605
970607

從歷史、神話傳說、電影藝術、文學作品等多面向角度，涵蓋漢民族、原住民、
客家等族群，以探討海洋與文學、史學的文化聯結關係，了解人與海洋的互動過
程，強化對海洋文化的體會，展現不同族群的海洋認知，進而達到深化海洋文化
價值內涵與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961213-961214)
＊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辦公室於 12 月 24 日邀請訪視委員視察海洋法政學程上課情
形。
＊海洋文化研究所高旗同學參與「基隆市 96 年度市編版鄉土語言（閩南語）教材
暨教學研討會實施計畫」研討會活動並獲頒感謝狀。
＊人文社會科學院辦理新舊院長移交儀式。
＊人文社會科學院舉辦「海洋人文師資發展工作坊」，結合校長治校理念、資深及
優良教師之經驗傳承，以提昇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品質與能量。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孫寶年教授卸任，新任院長經校長核定由江福松教授兼任；
應用經濟研究所江福松教授辭兼所長，新任所長經校長核定由詹滿色副教授兼
任；通識教育中心吳智雄助理教授辭兼學院秘書。
＊師資培育中心持續與永齡教育慈善基金會合作推動「永齡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
輔計畫，本學期合作小學計有 13 所，由本校 64 名學生擔任課輔教師，參與課輔
學童計 195 名。(970201-970731)
＊人文社會科學院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執行「海洋人文學程」，共開設文學與海
洋、海洋科技導論、世界海洋史專題、台灣的移民文學、西方海洋文學、近代中
國港市發展史、海洋事務總論、海洋生物等 8 門課程。(970201-970731)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開辦國小教師 96 年英語專長增能學分班 2-4 期。
(970213-970806)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大一英文會考，參與人數計 1679 人。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首屆 English Corner，每週一至週四中午時段於薈萃坊進
行語言交流。(9704-9705)
＊海洋文化研究所於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領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 B 類主
題研究計畫下主辦：「質性電腦軟體與口術歷史資料分析」研習營，報名與會者
計 75 人。
＊教育研究辦理「教育週」活動，活動內容有靜態展覽及海報、板書等競賽活動。
(970421970425)
＊通識教育中心舉辦「通識教育週」活動，內含當代講座、海洋音樂會、藝術與電
影。(970421970425)
＊師資培育中心受理 97 學年度修習教育學程申請。(970421-970430)
＊教育研究究暨師資培育中心與藝文中心合辦「漂流的原味與土味-許慧娜.羅綸新
聯展」。(970422-970506)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英文會考補考，補考人數計 156 人。
＊97 年度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放榜，本校及格人數計 21 人（中學 11 人、小學 10 人）
，
及格率為本校及格率 62%（中學 58 %、小學 67%）。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首屆學生 Spanish Corner，每週一、二中午時段於薈萃坊
舉行；首屆學生 Korean Corner，每週四中午時段於薈萃坊進行語言交流。
＊教育部核定補助師資培育中心辦理「中小學教師海洋教育在職進修計畫」，計畫
內容包括開設「海洋科學教育與課程設計」、「海洋文化教育暨課程設計」專長
增能學分班專長增能學分班、海洋教育敎師手冊研發及海洋教育教學工作坊。
＊海洋法律究所榮獲本校 96 年度成長績優系所第一名，建教合作績優系所第二名。
＊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辦理「促進校園海洋意識」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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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13

970619

970630
9707

＊教育研究所接受教育部委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辦理之「大學校院
系所評鑑」，評鑑結果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辦理「初任教師暨教育實習學生導入研習」，輔導已完成教育實習
的畢業生參加教師甄選及已修畢教育學程之學生了解教育實習的相關事宜和實
習前的準備。
＊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國立金門技術學院合辦，海洋文化研究所協辦之「海洋人
文教學與研究工作坊」於金門技術學院舉行，第一天為 A 計畫之「教學研究論壇」
；
第二天為 B 計畫之「人與海洋：文化的現象與詮釋」工作坊。(970619-970621)
＊通識教育中心主辦「海洋文學獎決審會」，邀請渡也、張大春、徐國能、李文鈺
與劉振忠校外專家，就學生投稿作品中評選出古典詩、新詩、散文、小說類優良
作品。
＊海洋法律究所「臺灣海洋法學報」第七卷第一期於 97 年 7 月出版。

單位：水科頂尖研究中心
日

期

960917

大

事

紀

961126

＊向教育部提出有關新十大建設「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
次申請案，繳交計畫書、摘要、量化指標表及電子檔。
＊舉辦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中原、北醫、海洋三校聯
合成果發表記者會。現場展示了中心研究成果海報及各式新種標本。
＊96 年度 5 校研究中心考評審查，中心繳交自評報告(成果報告)予教育部。

961218
961219

＊舉辦「海峽兩岸魚類生理與養殖」研討會，會中邀請大陸學者 8 位，台灣學者 15
位共同參與，增進兩岸學術交流，建立實質合作關係

961231
960120
970307

＊中心通過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次初審。
＊李校長與胡主任赴教育部向複審委員進行口頭簡報。
＊教育部來文，有關有關第 2 梯次「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
申請，中心申請案通過並獲得 9000 萬元補助。
＊舉辦「SCI 資料運用與科學論文寫作研討會」邀請 ISI 公司亞洲地區資深資訊分
析師 Ms. Nobuko Miyairi 以及中興大學講座教授柯文雄教授前來演講。
＊由李校長及長庚醫院程院長進行「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與基隆長庚醫院學術合作備
忘錄」簽約儀式，
＊7 月 4 日起每週五、六舉辦國際 SCI 及 SSCI 論文研究方法與寫作研習由中興大學
講座教授柯文雄教授授課，校內外學員共招收 192 位，課程涵蓋課程講授與個案
諮詢討論。(970704-090726)

961016

970521
970529
97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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