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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八十七學年度大事記（87/08～88/07） 

870801 發行 1994-1998 年本校專任教師著作目錄 

870801 本校水產學院院長由江善宗教授擔任；食品科學系主任由潘崇良教授擔任；水產養

殖學系主任由李國誥教授擔任。 

870813 召開八十七學年度（上學期）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教授吳榮貴借調交通

部航政司二年。 

870819 本校與大陸大連海事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70821 本校與大陸青島海洋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70825 本校與大陸上海水產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70901 海大校訊第 75 期起改為彩色版面發行。 

870911 八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行政會議通過「本校職員國內進修要點」。 

870912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美國喬治亞大學教授 Dr. Lars Ljungdahl 訪台，並

分別在海洋大學與中研院植物所針對「厭氧高溫產醋酸菌之能源轉換」及「厭氧高

溫菌及厭氧徽菌之纖維素脢／半纖維素脢合物」做二場演講。 

870915 本校水產學院食品科學系邀請美國喬治亞大學洪延康教授至該系演講及訪問。 

870916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日本東京電力(株)公司環境研究所地球環境組資

深研究員本波康由博士到海洋大學演講「CO2 fixation and alcohol fermentation of a 

marine microalga」。 

870921 本校於宜蘭縣蘇澳鎮成立海洋資源管理推廣教育學分班，由何權浤教授擔任班主

任，並於今日開始上課。 

870921 本校水產學院食品科學系與食品科技學會共同舉行跨世紀食品研討會 

870922 基隆市海洋大學校友會舉行理監事會議，會中除了為下屆改選做準備外，希望母校

及本中心給予支援，以期第三屆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改選順利完成。 

870923 舉辦九八年社團迎新博覽會，計五十二個社團參加招募社員，二十個社團舞台表演。

871002 召開第一學期期初中心暨社團負責人聯席會議。 

871005 慶祝本校創校四十五週年，出版第 76 期校慶特刊，並獲李登輝總統、連戰副總統、

行政院蕭萬長院長等數十位首長致贈賀詞。 

871007 本校與大陸上海海運學院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71007 本校與上海海運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並在延平技術大樓演講廳舉行「兩岸海事教

育與航港企業合作研討會」。 

871012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於圖書館一樓舉辦「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展示比

賽」，展出期間獲得參觀學者好評。 

871014 為輔導本校有留學意願同學之需要，就業輔導組特於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舉辦「留

學遊學座談會」，邀請美加機構甄豪俊先生為同學講解留學遊學相關資訊。 

871015 

 

 

八十七學年度「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報教育部審核。本校計有管弦樂社等十

一個社團，服務十一所中小學，合計十七個合作計畫，教育部審核通過十二個計畫，

補助金額卅一萬二千元整。 

871017 教務處教育學程中心於海洋廳舉辦「1998 國際海洋年海洋之心」研討會。知名學者

及活潑的講題吸引大專院校、北部各高中職及中小學教師約 300 名參加。 

871017 

 

本校四十五週年校慶舉辦「海洋之心」愛心園遊會暨張學友等寶麗金歌手「深海之

旅」演唱會，育樂館人潮爆滿，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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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019 本校於十月十九日早上十時假行政大樓展示廳舉辦慶祝四十五週年校慶酒會活動

並頒獎表揚服務本校三十、二十及十年教職員工等 

職  別 姓  名 獎勵

年屆

職  別 姓  名 獎勵

年屆

技  工 顏美雲 30 教  授 楊志信 10 

教  授 吳榮貴 20 教  授 伊章華 10 

副教授 徐坤龍 20 副教授 趙玉星 10 

講  師 陳  文 20 副教授 楊劍東 10 

組  員 吳彩鳳 20 副教授 洪良邦 10 

工  友 徐曼秋 20 副教授 呂秋水 10 

教  授 蔡震壽 10 副教授 洪奕星 10 

教  授 潘崇良 10 副教授 林坤楠 10 

教  授 胡健驊 10 副教授 張雪梅 10 

教  授 蔡政翰 10 講  師 游秋雄 10  
871019 本校四十五週年校慶酒會於上午十時在展示廳舉行，多位校友蒞校參加盛會，會中

並頒發傑出校友獎項，計有梁錦宏學長、程正平學長及鍾英明學長等接受表揚。 

871030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處八十七年十月三十日出版之農業科學學門規劃評估

報告(NSC 87-2312-B001-012)指出本校水產學院有教授四十人，副教授三十三人，合

計七十三人，三年來國科會支援 0.98 億元，農委會 0.76 億元，其他 0.33 億元，合

計 2.07 億元，每人每年獲得 94.6 萬元之補助，每人每年發表 SCI 論文 1.79 篇，非

SCI 論文 2.11 篇，為成果最豐碩之單位。由評估報告顯示本校水產學院較台大農學

院每人每年發表 SCI 論文 0.76 篇、中興大學農學院每人每年發表 SCI 論文 0.62 篇，

高出許多，可見本校水產學院教師均相當努力於研究工作，希望今後能夠百尺竿頭

更進一步，爭取更好的成績。 

871100 本校漁業推廣教授：李明安老師、莊守正老師、何權浤老師及陳清春老師於八十七

年十一月及八十八年二、三月，配合宜蘭縣、桃園縣、花蓮縣、台中縣等縣政府警

察局安檢課辦理漁業新知及漁業資源管理參與宣導共計十八場次，其中有漁會漁撈

漁民四百餘人次參與，宣導主題有：(１）衛星遙測技術在漁業資源的利用；(２）

鯊魚資源管理與利用。 

871103 為協助同學及早認識就業趨勢、建立正確工作態度，特自今日起至 88 年 1 月 12 日

止舉辦「前程規劃與求職技巧系列課程」十二堂課。 

871105 就業輔導組為指導同學如何在職場表現上班族應有的合宜打扮，特在海洋廳舉行

「’98 職場新貴服裝秀」，共吸引 300 多名學生欣賞。 

871106 本校舉辦「教育部暨各機關學校人事業務連繫北區公立大學校院組分區座談會第七

次會議」。 

871118 跨世紀兩岸青年學生研習營至本校參訪。 

871119 今起二日，海軍官校主辦國際海洋年「海洋、海軍、科技」研討會，本校為協辦單

位，該研討會由校長吳建國博士主持，本校發表論文共計五篇。 

871119 今起二日，本校河海工程學系假基隆長榮桂冠舉辦「第二十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871200 本校電算中心配合行政院擴大內需方案,針對各國中、國小校長、教務主任、訓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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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教師舉辦一般及進階網路課程研討會。 

871206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邀請法國學者 Dr. Sylvie Drfour 來臺進行學術性訪問。

871210 大陸地區高級職業學校校長訪問團一行廿二人蒞校參訪。 

871219 

 

 

基隆音樂人協會主辦，本校協辦基隆地區大專及高中職音樂性社團成果博覽，計有

基市三所大專，八所高中職音樂性社團蒞校演出。本校熱門音樂社及吉他社受邀表

演。 

880106 教務處教育學程中心於第一演講廳舉辦「提昇教學品質研討會」，會中邀請教育部

林清江部長及台大工商管理系洪明洲教授演講。會後並有教學經驗分享座談供教師

教學心得及經驗交流。 

880108 上午校長親頒 87 學年度教師升等計十人教授證書，一人講師證書，並與升等教師

座談，氣氛融洽。 

880112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於八十八年四月十二至十四日分別在台北市立動物

園及台北福華大飯店舉辦「台灣地區產卵海龜之洄游、生殖及海上棲地之國際保育

研討會」。 

880113 本校漁業推廣委員會假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辦理「產業經營與管理研討會」，有漁

政單位、漁民團體、漁民業者 200 餘人參加。 

880114 教育部核准本校海洋資源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招生。 

880117 台中市校友會暨中區校友聯誼會舉行歲末聯誼活動，彼此提早祝賀新年快樂，會中

增添了年的氣味。 

880125 擬訂學生清寒工讀助學金實施辦法,經學務會議及行政會議討論通過,於第二學期公

佈實施。 

880129 本校於宜蘭冬山河舉辦中華民國 87 學年度大專院校划船冬令營。 

880130 理工學院海洋科學系李賢文教授主持中華衛星一號海洋水色儀資料分析研究群向

美國航太總署(NASA)提出『A Comparison of the Ocean Color Measurement Between OCI 

and SeaWiFS』計畫書，參與 NASA 主辦之 SIMBIOS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獲 NASA

同意為 SIMBIOS 計畫成員。此計畫之共同主持人為海洋科學系何宗儒副教授、 

郭南榮副教授及漁業科學系陳俊德副教授。 

880200 本校水產學院正積極籌設生物技術教學與研究中心，水產生物技術研究所自八十八

年二月起配合規劃開設大學部生物技術相關課程，以培育生物技術人才。 

880201 發行海大名信片、海報與筆記本。 

880201 本校水產學院周耀烋及黃蔭樨兩位教授於今日榮退，並獲頒本校名譽教授。 

880210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奉准成立招收四名博士班研究生。 

880226 召開教評會；通過河海工程學系副教授楊文衡借調至基隆市政府擔任副市長。 

880311 由本中心與航海系系辦合作，邀請長榮海運服務的校友們返校與航海系的學弟舉行

一場籃球友誼賽。於三月十一日晚間在育樂館開戰，經過一陣激烈比試之後，由航

海系的學弟以些微的比數勝出。 

880315 本校與大陸湛江海洋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80315 本校與基隆港務局簽署合作備忘錄 

880318 召開教評會通過海法所副教授周成瑜借調至財團法人戒嚴時期不當叛亂暨匪諜審

判案件基金會擔任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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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319 教育部訪評本校教育學程中心。 

880319 為培養同學的世界觀，並提供擬留學同學各國留學資訊，就業輔導組特與美國西來

大學台灣聯絡處合辦「留學遊學博覽會」，共邀請美、加、日、英、德、法、澳、

紐、荷蘭及南加大等國相關代表或教育諮詢單位蒞校座談、簡介，並以攤位方式作

各國教育資訊展示及現場諮詢活動。 

880320 本校榮獲國科會八十七學年度甲種研究獎勵費之教師共六十四位： 

蕭泉源、楊瑞森、張克亮、陳榮輝、林棋財、蔡國珍、陳幸臣、孫寶年、陳昭德、

劉光明、胡清華、郭金泉、陳天任、李國誥、劉秉忠、張 正、陳哲聰、劉秀美、

陳瑤湖、黃將修、林益煌、傅群超、黃男農、林成原、陳榮哲、柯永澤、吳俊仁、

趙勝裕、陳建宏、張文哲、朱 瑾、開 物、李丕耀、蔡履文、傅文榮、王榮華、

梁明德、陳正宗、張景鐘、黃文政、簡連貴、陳俶季、林三賢、楊仲家、黃 然、

葉為忠、張建智、羅文雄、梁金樹、鄭慕德、傅光華、周宗仁、蕭葆羲、臧效義、

陳浩然、孫金華、余坤東、陳山火、李選士、林 彬、顏進儒、陳明德、龔國慶、

陳彥宏等教師。 

乙種共四位：耿全福、林碧雲、陳慧珍、蔡虔祿等教師。 

880329 本校食品科學系三年級陳慧苓同學代表本校，當選八十八年青年節籌備委員會執行

委員，並獲總統接見。 

880330 擬定學生急難助學金實施辦法,經學務會議及行政會議討論通過,同時廢止「學生急

難救助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暨管理辦法與實施細則貳案。 

880401 本校理工學院成立水下噪音暨流體動力研究中心。 

880402 本校與俄羅斯遠東科技大學締結姐妹校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80412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於台北市動物園及福華飯店舉辦「台灣地區產卵海龜

之洄游、生殖及海上棲地之國際保育討論會」。 

880416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系與漁業推廣委員會於本校第一演講廳舉辦「海洋牧場研討

會」，會中邀請日本專家學者共四位做專題演講，與會人士共計約二百人參加。 

880416 教育部通識教育評鑑委員蒞校訪評。 

880425 海軍八八敦睦支隊航泊基隆港，特邀本校男女同學一百人赴旗艦參加酒會，學習國

際禮儀。 

880426 為增進文武青年聯誼，海軍官校校長高揚中將率領海軍樂儀隊、海軍官校鼓號樂隊

及海軍官校應屆畢業生蒞校表演，並邀請本校師生登艦參訪。 

880428 Δ參加僑委會北區大專院校僑生歡送會協調會議 

Δ召開僑聯社員大會 

880429 本校與中華海員服務中心合作辦理上船前講習﹐參加學生包括航､輪各系暑假上船

實習及商船系一年級 A､B 兩班學生﹐合計三一二名。 

880430 教務處教育學程中心與基隆市政府合作舉辦「全民終身學習建立教育夥伴關係」研

討會。會中邀請澳洲雪梨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 Dr. Judyth 及教育學院博士班主任 Dr.

Kevin Laws 演講並由學程中心江愛華博士現場翻譯，與會人士皆感獲益良多。 

880430 本校海運學院獲教育部 88 年 4 月 30 日台(88)高(一)字第 88046445 號函同意商船學

系增設研究所、航運管理理學系調整為海運管理組及航空管理組於 89 學年度籌設。

880501 編印海大中英文校園指南。 

880502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系於八十八年五月二日至五月廿九日聘請日本東北大學名

譽教授川崎 健先生到校擔任客座教授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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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506 春輝基金會暨校友梁錦宏先生捐款成立「春輝電子電路實驗室」，於今日舉行啟用

典禮暨茶會。 

880506 梁錦宏校友捐贈本校箱型客貨車乙輛，供本校公務使用，並捐贈電機系相關電腦設

備，回饋母校學弟妹；『春暉電子電路實驗室』的正式啟用，也象徵著校友與母校

間的關係連續不斷。 

880507 本校海運學院獲交通部交航(88)字第 204201 號函同意辦理「動力小船駕駛人訓練

班」。 

880513 八十八學年度造船工程學系系名調整為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880520 

 

舉行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期末檢討暨協調說明會，計十八個 社團出

席，二十二所中小學參與，顯示社團從事社區服務成效斐然，深獲肯定。 

880524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與國科會、國立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共同主辦「二

十一世紀珊瑚礁保育與對策研討會」，在台北市立圖書館舉行，邀請法國 Dr. Jean 

Jaubert 作專題演講，並由柳芝蓮副教授現場即時翻譯(英翻中)。 

880525 開始啟用新選課系統。 

880525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在本校第一演講廳舉辦「珊瑚養殖技術面面觀研討

會」。 

880526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在高雄國立科學公益博物館科技教育中心舉辦「二氧

化碳、溫室效應與珊瑚之死亡研討會」。 

880527 通過航電、機電整合等學程。 

880600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柳芝蓮老師參加在香港舉行之第二屆亞太生態研討

會(Asian-Pacific Phycological)，柳老師並主持其中兩個座談會「分子生物學與藻類分

類學發展」及「熱帶西太平洋水底海洋藻類之探討－我們現在所居地位以及我們將

朝哪個方向進行」。 

880601 八十七學年度暑期應分發上船實習學生商船系三 A 四十一人､三 B 四十一人﹐機

械與輪機工程系(修)七人﹐航二技三 A 九人､航二技三 B 三十七人 ﹐航四技三年

級四十一人﹐輪二技三 A 九人､輪技三 B 三十八人﹐輪四技三年級四十五人﹐共

計二六八人﹐分發萬海､陽明､長榮､立榮､中鋼､裕民､中國､能源､台灣等九

家航運公司。 

880605 出版 1999~2000 年海大中文概況－飛躍的海洋大學。 

880605 邀請校友返校參加本年度畢業典禮。計有屏東縣縣縣長蘇嘉全學長、漁業局局長沙

志一學長，台中港港務局局長黃清藤學長等蒞臨，蘇嘉全學長並在典禮上致詞。 

880607 本校【綜合研究中心新建工程】完工，總樓地板面積為 4726 平方公尺。 

880608 本校與日本神戶商船大學締結姐妹校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協議 

880609 本校水產學院於八十八年六月九日至十一日，假本校育樂館舉辦全院研究成果展。

研究成果展之總主題為「開拓、利用、永續經營海洋邁向二十一世紀」回顧過去研

究成果並展望未來。 

880611 本校技術學院由全體教師投票推選第二任院長，由李台生教授繼續連任三年。 

880614 教育部顧問室蒞校訪視八十八年度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執行成果暨參觀生

物技術教學與研究中心。 

880617 商船系二年級學生六十人及領隊老師預計自六月十七至六月三十搭乘「育英二號」



 6

訓練船前往日本橫濱做為期十四天之海上實習。 

880630 △商船系一年級學生七十七人與台灣航業公司所屬「台華輪」建教合作分兩梯次(第

一梯次六月三十日至七月六日﹐第二梯次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三日)航行高雄至馬

公海域海上實習七天。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獲教育部補助籌設臨海水產生物實習場，已於六月三

十日完工，以提供學生實習場所。 

880700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爭取到第八屆世界橈足類大會之主辦權，並預定於

2000 年 7 月在海洋大學主辦。 

880704 機械與輪機工程系二年級學生六十一人､領隊老師二人訂於七月十四至七月二十日

與台灣航運公司所屬「台華輪」建教合作航行高雄至馬公海域海上實習七天。 

880708 本校進修推廣部第一次自辦招生 

880719 漁業系二､三年級學生五十名與農委會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漁訓二號」訓練

船建教合作訂於七月十九至八月十七日前往日本海域實習訓練一個月。 

880723 本校【共同科大樓新建工程】完工，總樓地板面積為 7212.68 平方公尺。 

880727  本校進修推廣部設置辦法經教育部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０八五五五六號函核備

在案。 

880729 教育學程中心八十七學年度中等學校教師學程、教育實習獲教育部評定為特優。 

880729 本學院教學訓練實習設備-操船模擬機辦理更新，於八十七年七月與廠商簽約，八

十八年五月進行安裝，今日安裝完畢並進行驗收。 

880731 台中市校友會暨中區校友聯誼會舉行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中心主任南下與校

友們同歡，聽取中部地區校友們的心聲，亦向校友們報告母校的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