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八十八學年度大事記(8808~8907) 

880801 △本校與元智大學合作開發新的教務系統，含教務管理系統、教師資訊系統、秘書

資訊系統、學生資訊系統及學生選課系統等五個子系統。完成相關電腦程式驗收

正式上線使用。 

△海運學院院長周和平教授屆滿，由林光教授接任。 

△商船學系蔡源二主任任期屆滿，林彬副教授接任系主任。 

△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系主任由劉倫偉副教授接任。 

△ 河海工程學系系主任由李光敦教授接任 

△海洋法律研究所所長由崔延紘教授兼任。 

△航運管理學系在本學期聘請張榮發博士及其公司高階主管在航運管理學系博 

班講授航業競爭策略專題研討課程。 

△航運管理學系自本學期(88 學年度第一學期)正式成立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分航

運管理組與一般管理組。 

△共同科物理組五位教師及兩位助教正式加入光電科學研究所。 

△本校水產食品科學系奉准改名為「食品科學系」 

△自本學年度起造船工程學系調整系名為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Department ofSystem 

Engineering and Naval Architecture)，並增設博士班。 

880802 食科系蕭錫延教授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880805 挪威 Handel shoyskolen 管理學院三位研究生至本校航運管理學系參觀訪問。 

880817 △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學系師生五十九人搭乘『漁訓二號』由高雄市前鎮漁港出 

發前往北太平洋進行海上實習課程，本次實習領隊老師為李明安教授及謝寬永副

教授擔任，航行期間泊靠東京、名古屋及鹿兒島等三港口。完成八十八年度海上

實習，安抵高雄市前鎮漁港。 

△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教務處增設教學評鑑組；會計室條文增專

員及修正第五章學生事務各條條文等。 

880823 本校為應 1978 年 STCW 航海人員國際公約 1995 年修正案對船員訓練課程品管之要

求，於八十八年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及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一日計六天，為航輪

各系教師辦理船員訓練有關 ISO-9000 條款、文件及內部稽查等課程講習，以便推

動 STCW 品管認證工作。 

880829 商船系協助基隆市政府及行政院體委會辦理「百船千人橫渡基隆嶼」活動，邀請基

隆市民乘船至基隆嶼登岸參觀，開幕儀式由本校吳校長、基隆市李市長、體委會副

主委共同主持。 

880908 日本全九州遊漁船業公會一行二十六人至本校參訪。 

880909 行政會議通過成立「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880910 本校與基隆市政府舉行第二次首長會議。 

880916   在聯合報基隆地方版上發出『徵集令』，希望失聯已久的校友透過報紙所載的方式

與母校再繫情緣。 

880922 本校捐贈天幕帳篷支援 921 大地震受害之災區。 

880923 課外組同仁率領海大同學前往災區投身加入賑災活動。 

880929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國立海洋科技博物館助理研究員施彤煒博士專

題演講「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on CHH-family peptide producing cells in the 

eyestalk of kuruma prawn Penaeus japonicus」。 

881001 △教務處教學評鑑組成立。 

△航運管理學系與成大交管所及海運研究協會在台北舉辦「網路分析在航運管理 

上的應用」研討會。 

 



881004 本校與德州農工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81006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於八十八年十月六日至十月七日在本校行政大樓展

示廳舉辦「國立台灣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成果壁報展示比賽」，展出期間

獲得參觀學者好評。 

881008 △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展示廳舉辦「慶祝教師節暨恭賀蕭教授錫延博士榮獲教育部 

國家講座」茶會，並頒發服務滿三十年陳山火老師一人、服務滿二十年曾國雄等

老師十二人及服務滿十年王旭堂等老師二十一人之資深優良教師禮金活動。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學系邀請法國 Dr. Patrick Lehodey 到校演講，講題為

「Pacific tropical tuna fisheries ENSO impacts & spatial modelling」。 

881013 邀請美國太空總署研究員劉安國博士蒞系演講「Non-linear Internal Wave: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881014 八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臨時校務會議高票通過「吳校長」連任案。 

881015 本校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簽署學術與教育合作備忘錄。 

881016 本校接受長榮集團贈送輔機設備一套，供本校教學訓練輔助，已安裝於輪機工廠。

881018 本系於本年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舉行第十三屆亞細亞船舶海洋構造會議(The 13th 

Asian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計有來自日、韓

、新加坡、大陸等地區一百多位學者與會，並發表論文五十七篇，為歷屆會議論文

發表最多之一屆。 

881027 △澳州海運學院教務長 Andrew Neeson 蒞校參訪，恰談學術合作事宜。 

△美國加州 Beckm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ity of Hope )陳暄博士於十月二十七

日至本系演講，演講題目：Endocrine Disruptors, Estrogen Formation and Breast 

  Cancer. 

881028 

 

△冰島首都雷克雅維克市市長、副市長及經貿訪問團共十三人，由外交部安排蒞校

訪問。 

△本所與中國地球物理學會舉辦『中國地球物理學會成果發表會暨 921 集集地震研

討會』。 

△八十八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通過八十八年度教師升等為教 

授計： 
海運學院：陳榮哲、劉金鳳、李選士等三人 

水產學院：劉光明、傅文榮、沈士新等三人 

理工學院：趙勝裕、陳柏台、蕭保羲、張景鐘、葉為忠、李志源、王榮華、 

 容志輝、開  物、朱  瑾、陳明德、洪賢昇、蔡履文等十三人 

技術學院：李仁傑一人 

共同科：張雪梅一人，合計二十一升等教授人。 

理工學院：張建仁一人升等為副教授 

體育室：吳美玉一人升等為講師。 

881101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學系邀請日本東京水產大學有元貴文教授到校演講，講題為

「漁業技術研究的動向與將來之展望」。 

881104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邀請法國學者 Dr. Yann Guiguen 來台舉行學術性演講。

881108 △台灣區遠洋魷漁船魚類輸出業同業工會安排大陸福建省水產廳臺灣參訪團參訪

本校，由本校水產學院安排參訪活動，並由本校水產學院江院長江院長作簡報，

與各系所主管及相關專長老師座談，交換產業經驗。 

△經由各系助教協助，就業輔導組針對各系調查之「八十八學年度畢業生考上研究

所人數調查表」，經統計本校考上研究所百分比為 27%。 

881109 副校長轉頒「綠色和平電台」獎勵參加九二一震災同仁蘇達貞老師等五人獎牌。 



88111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學院生物技術教學與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並由本校水產學院水產生物研究所所長許濤兼任該中心主任。 

881115 海洋法律研究所與基隆市政府建教合作辦理『勞工法進修班』。 

881126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生物技術研究所於第二演講廳舉行 88 學年度生技所研究生成果

發表會，會中並邀請四位專家學者進行演講，深獲師生之好評。 

881128 日本神戶大學大內徹博士、林愛明博士和丸山正先生一行三人抵本校參與本所 921

集集地震之野外調查。 

881201 △發行 1995-1999 年本校專任教師著作目錄，並提供上教務處出版組網頁查詢。 

△美東校友會總幹事張彰華學長訪校。張學長拜會校長並在漁業科學系作一專題 
  演講 

881228 教育部核定八十九學年度商船系碩士班、資訊科學系碩士班及導航與通訊系准予 

生，航運管理學系分設「海運管理組」、「空運管理組」。 

 

881223 △由學生活動中心於育樂館舉辦之「迎向千禧」舞會活動，並開放給基隆市居民參

加。 

△本校發表海鷗造型的卡通吉祥物， 由八十二件參賽作品中選出，作為海大的精

神象徵。 

△本校校長與教育局長鄭裕成及基隆市十二所國中小校長共同簽署「帶動中小學 

社團發展計劃」，海大與基隆市十二國中小的十九個社團進行社團服務合作計劃。

881228 教育部核定八十九學年度商船系碩士班、資訊科學系碩士班及導航與通訊系准予招

生，航運管理學系分設「海運管理組」、「空運管理組」。 

880108 美東校友會舉辦千禧年會，本校校長伉儷及漁業科學系周耀烋教授，前往參與盛會

880113 本校行政會議通過設置校級「航海人員訓練中心」。 

890115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辦理歷屆師生同樂會暨本所未來發展座談會。 

890116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陳清春所長參加大陸海南省舉辦海峽兩岸養殖漁業

經濟與技術研討會。 

890120 八十八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公告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推動科技

研究發展績優職工助教獎勵辦法 」 

890121 上午教育部人事處長代表部長致送校長連任聘書，副校長等一級單位主管觀禮 

890124 △八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講座設置辦法」。 

△八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本校 91 至 94 學年度院系所增設調整計畫。

△八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準則」。 

△八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890201 教育部第 89012674 號函核准本校籌設輪機工程系碩士班。 

890208   教育部核准本校漁業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890125 本校水產學院假本校第一演講廳舉辦兩岸水產教育研討會，辦理兩岸水產教育交流

研討會，有大陸上海水產大學、青島水產大學、大連水產學院、集美大學、上海水

產學校及我國本校、高雄海洋技術學院、中國海商專科學校、基隆海事職業學校等

二十七位專家學者在會中發表有關水產教育發展與展望的相關論文，與會人員有我

國水產相關學術、研究、漁政等單位來賓二五○人參加。 

890201 教育部 89012674 號函核定同意本校籌設輪機工程系碩士班。 

890208 教育部核定八十九學年度漁業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海洋環境與生物資源組)准予招

生。 

890214 假假行行政政大大樓樓展展示示廳廳舉舉辦辦「「新新春春團團拜拜」」活活動動 

本校水產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於八十九年二月十四日至二月二十日在本所舉辦 



「台灣苔蘚蟲研習會－評估動物相的工具」，會中邀請美籍學者 Frank Kenneth 

Mckinney 、英藉學者 Peter Joseph Hayward 及本所柳芝蓮老師做一系列研習活動。

890217 本校與瑞典皇家工學院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90225 張榮發博士蒞校專題講座，主講＂回顧 20 世紀及展望 21 世紀＂。 

890301 編製本校九十年度校務基金附屬單位概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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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890309 本校行政會議通過設置校級「大陸漁業研究中心」。 

890311 海洋法律研究所與空中大學基隆學習指導中心聯合舉辦面談諮詢法律服務 

890313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邀請矢野友紀、中井敏博、川合研兒、高橋幸則等四位

日本專家學者來華指導，同時邀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於 3/15 在本校行政大樓第一演

講廳舉行「中日水產動物免疫學研討會」，當天各界參與研討情況熱烈。 

890314 為提供同學及應屆畢業生充分之就業資訊，及早做人生生涯規劃，特舉辦「2000

年校園徵才活動」 

890316 航運管理學系自八十九學年度起將大學部之兩班調為空運與海運管理組各一班。 

890323 八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本校「教學優良教師選拔辦法」。 

890324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生技中心主任陳鐵雄博士來華

演講及技術指導。 

890325 八十九年三月二十五日舉辦本次四十週年系慶暨系友大會，會中頒發傑出系友獎 

，並由系主任報告系所近況與未來發展；計有一百位系友參加此次慶祝活動。 

890329 △成立校級「航海人員訓練中心」，首任中心主任由李台生院長擔任商船系林彬主

任受聘為兼任秘書，負責執行交通部委託之各項航海人員專業訓練。 

△海大學生於育樂館舉辦舞會，本校首創由學生(工程組)自行搭設大型燈光音響。

890407 八十九年四月七日邀請俄羅斯遠東科技大學結構工程學系教授 G.P.Shemendyuk 至 

本系三個月短期研究及授課。 

890410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張清風教授於 4/10~14 赴美 Honolulu 參加「第二屆脊

動物性別決定」國際會議。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科學學系為教學需要，由美國聘請張彰華先生到系擔任客座副

教授，教授海洋環境管理課程為期四週。 

890414 舉辦「八十九學年度高中職、國中小學環境教育教師研習」，計有基隆市、臺北縣

市及宜蘭地區之高中職校、國中小學暨文化大學等相關學科之教師計 220 位參加研

習，反應熱烈。 

890421 海洋法律研究所法服社與基隆地方法院聯合舉辦面談諮詢法律服務 

890422 本校水產學院協助基隆市政府辦理「親子魚苗放流活動」，活動在八斗子碧砂漁港

舉行，安排本學院三系同學二○○人協助辦理相關活動。 

880430 大專盃擊劍錦標賽,本校成果輝煌, 個人項目選黃子華榮獲男乙組軍刀冠軍;團體    

項目本校榮獲大男乙組軍刀團體冠軍;大男乙組鈍劍團體冠軍。 

890501 邀請瑞典皇家工學院華建波博士於 89.5.1~7.31 至本系短期研究，本研究經費為國 

科會贊助。 

890502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陳瑤湖、陳建初教授分別於 5/2~8 受邀赴法國尼斯參加

世界養殖學會舉辦之「水產養殖 2000」國際會議。 

890509 本校陳正宗、李國誥二位教授榮獲國科會八十八學年度傑出獎。 

890510 本校與海軍簽約，本校接受海軍委託辦理操船模擬「海軍值更官訓練班」「艦長職

前訓練班」代訓工作。 

890511 邀請美、加、英、紐、澳、日、德、法等八個國家地區教育中心及遊學諮詢單位蒞

校舉辦「留學遊學博覽會」，並於當晚邀請翰程國際有限公司及台北學苑的老師李



美華小姐做「留學講座」，講解留學應注意事項。 

890515 本室預算組丁月琇組長調派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會計主任。 

890519 本校與日本兵庫縣及兵庫大學合作事業機構所設之兵庫亞洲太平洋地區共 61 所大

學簽署聯合學術交流協議。 

890520 △電機系鄭慕德與羅文雄老師獲國科會補助於六月出國短期研究，分別三個月和 

六個月。 

△全校陸上運動大會上午九時假本校運動場舉行,由校長吳建國博士主持 

890525 本校水產學院為配合時代所需，擬利用設置學群與學程之方式，來調整海洋教育之

方向，以提供未來發展及轉型所需之人才。目前已完成生物技術學程及水產自動化

學程規劃，提八十九年五月十五日校課程委員會及八十九年五月二十五日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890526 △海運學院與航運管理學系共同舉辦「第一屆兩岸海運科技學術研討會」，分航運

管理、商船科技、海洋法學、船舶機械四組。 

△本室預算組組長汪玉雲組長由行政院農委會會計室調任。 

890601 △八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發展委員會通過本校「研究計畫進用人員管理要點」

與「研究計畫進用人員契約書」、「申請表」、「離職申請書」等內容格式。 

△俄羅斯遠東科技大學博士生至本系進行短期研究相關事項(89.7.1~89.9.31)。 

△本校接受海巡署委託辦理「GMDSS 普通值機員訓練」。 

890603 本本校水上運動大會上午九時假本校大游泳池舉行,由校長吳建國博士持開幕 

890608 為提高本校水產學院教授研究成果技術轉移給業界之機會、增進研究心得之研討 

交流藉以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於八十九年六月八日至十日，在本校展示廳舉辦 

全院研究成果展。研究成果展之總主題為「跨越二○○○—海洋生物資源之開拓 

、利用與永續經營」 

890609 本年度畢業典禮邀請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沈景鵬學長返校擔任貴賓並代

表致詞。 

890614 本校祥豐排網球場.濱海籃球場夜間照明完工。 

890625   第四十六屆航海盃游泳錦標賽假本校舉行 

890620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孫金華副教授獲票選成為「國際漁業經濟與貿易 

學會(IIFET)執行委員。 

△本校健身中心完工。 

890622 舉辦八十九年職員暑期在職教育訓練 

890626 本校校務會議通過理工學院於九十一學年度調整理工學院為理學院及工學院。 

890630 本校就業輔導組與明碁集團相關企業酷才網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求職求才系統服

務合作案」，建立人力資源網站；簽約儀式於當日下午三點在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舉行，由本校陳副校長幸臣及酷才網公司陳總經理榮宏簽定契約，為同學開發豐富

的求職資訊。 

890704 △本校授予巴拿馬總統莫絲柯索女士航運管理學名譽博士學位。 

△國樂及管樂社團擔任頒贈巴拿馬總統榮譽博士典禮之樂隊伴奏。 

890705 本校水產學院食品科學系於八十九年七月五至七月十一日舉行第四屆食品科學營 

，計有一百二十位同學參加。 

890710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莊慶達副教授 7/10～7/14 赴美國奧瑞岡州出席「第十

屆國際漁業經濟與貿易學會」年會，並發表論文。 

890717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莊慶達副教授赴美國西雅圖出席「第十一屆亞太經濟

合作漁業工作小組會議」 

890718 教育部派員蒞校實施八十九學年度軍訓業務督考，區分人事、教育、後勤及生活輔



導等四部份督檢。 

890720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於 7/20~23 舉辦「水產養殖生物技術研習會」，二十幾

位技職院校教師參與該會，包含了全國所有的高職學校養殖科教師及七位科主任。

△龍崗校區自然步道進行動植物普查計劃，普查後將提供該區物種名錄、分佈圖、

地理位置之介紹及整體原版照片等，藉此可讓校內師生深入了解本校獨特之環

境，並可作為各校戶外教學及通識教育之參考教材。 

890724 本校與澳州海運學院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90727 教育部核定九十學年度輪機工程系碩士班准予籌設。 

890729 台中區校友聯誼會舉辦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本校由副校長伉儷出席參加 

890730 本校水產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孫金華、江福松副教授 7/30～8/2 赴美國佛羅里州出

席「美國農業經濟學會年會」並發表論文。 

890731 本校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系張清風教授赴美出席「第四屆魚類內分泌國際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