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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八十九學年度大事記（8908~9007） 

890801 △學務長毛忠民教授屆滿，由黃教授然接任。 

△圖書館館長由胡清華教授接任 

△海洋科學系主任由蔡政翰教授接任 

△應地所所長由李昭興教授接任。 

△漁業科學學系主任由李明安教授接任。 

△漁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由莊慶達副教授接任。 

△水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由林棋財教授接任，並兼任生命與資源科學院生物技術

教學暨研究中心主任。 

△諮商輔導組組長由張一柱講師兼任。 

△夜間部正式更名為進修推廣部。 

△水產學院江善宗院長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完成風雨走廊（學生活動中心至海洋廳之間）佈告欄工程並開始使用。 

△漁業科學學系大學部三年級學生搭乘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

心「漁訓二號」進行海上實習，本次實習由蔣國平及莊守正二位老師領隊，期間

停靠東京、大阪及長崎等港口，於八月一日完成海訓安抵高雄市前鎮漁港。 

890804 △漁經所孫金華教授 8/4～8/11 獲國科會補助參加美國普渡大學第八屆 GTAP 研習

會。 

890808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 8/8～8/10 代表台北太平洋經濟合作理事會出席於台北舉行之

「國際漁業顧問小組會議」 

890809 △為保障國人食用水產品的衛生與安全，漁業推廣委員會特別邀請食品科學系相關

教授群辦理「水產食品衛生安全研習會」，參加人員有魚市場檢驗員、漁政單位、

衛生檢驗單位及食品加工業者等合計 110 人。 

890810 △海運學院與張榮發博士基金會於 89 年 8 月 10 日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890812 △本校英文概況 2000~2001 出版。 

890821 △本校與南非那塔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90823 △本校與加拿大紐芬蘭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90825 △圖書館新自動化系統正式上線,提供全校師生使用。 

890831 △接受教育部委託辦理國中小教師電腦培訓班。 

890905 △養殖系張清風老師於 9/5~9 赴葡萄牙參加「第二十屆歐洲比較內分泌國際會議」。

△為推動本校 ISO 9000 品質系統，完成品質手冊及相關程序書。 

890906 △為提升養殖技術生產優質而健康的水產品，漁業推廣委員會特別邀請水產養殖學

系相關教授群辦理「水產養殖疾病防治與飼料調配研習會」，參加人員有養殖業

者、飼料工廠代表、漁政單位及動物疾病防治所等合計 90 人。 

890916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出席台灣農業策略聯盟發展協會晉見陳水扁總統，並代表與會

者接受總統贈禮。 

890917 △海洋科學系李賢文教授於 9/17~9/21 日赴韓國出席「東亞海洋水色」會議會前會。

890921 △為提昇航海系及輪機工程系四年制學生英文學習成效，舉行新生英文能力測驗，

依英文程度分班，以提高學生英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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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922 △上午十時十分於本校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舉辦八十九年「新進人員座談會」，

除新進人員外，並邀請各單位主管列席參加，聽取新進人員建議。 

890925 △今起至三十日辦理為期一週之大一心肺復甦術課程。 

890927 △上午十時於本校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舉辦八十九年升等教師座談會，座談 

會前由校長頒發教授證書及教授聘書，本次計有：莊慶達、孫金華、徐坤龍 

、陳建宏、尹  彰、梁明德、郭世榮、林三賢、程光蛟、洪奕星、王正平、 

曾耀慶、傅雅秀等十四人通過升任教授。 

890928 △水產養殖學系陸振岡老師於 9/28~10/3 赴澳大利亞參加「國際海洋生物科技會議」。
△上午十一時本校於行政大樓展示廳舉辦「慶祝教師節暨恭賀江院長善宗教授 

獲教育部『國家講座』酒會」；會中並頒發： 

一、江院長善宗教授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為校爭光，頒發「海洋之光」獎牌

一面。 

二、推動八十九年科技研究發展績優職工助教人員計蕭組長廣華等二十人，每人

頒新台幣壹萬元獎勵。 

三、頒發教育部資深優良教師服務滿三十年：賴呈茂副教授、莊  春及黃  市助

教等三人，服務滿二十年為張英德及施士力副教授等二人；服務滿十年黃教

授男農等二十五人。 

四、頒發服務公教職滿二十年貳等服務獎章王教授正松等十人；服務公教職滿十

年參等服務獎章許教授榮均等十九人。 

891002 △澳洲墨爾本大學航空管理國際合作專家 Martyn 蒞校與航運管理學系、航海系兩

系教師及航管所學生演講座談有關「航空管理實務」。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 10/2～10/7 赴斯里蘭卡出席 APO「近海漁業管理研討會」。 

891003 △今起至十五日辦理八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全校飲水機水質衛生檢查。 

891008 △張清風老師於 10/8~10/14 擔任「日本對環境荷爾蒙污染研究人才之教育與培育」

考察團團長赴日考察。 

891012 △本校與基隆市政府舉行第二次首長會議。 

891019 △上午十一時整假行政大樓展示廳舉辦「本校建校四十七週年慶祝茶會」活動。 

891021 △辦理九年一貫課程國中試辦經驗分享研討會 

891025 △本校與西安理工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891028 △陳建初老師於 10/28~11/03 赴中國參加「第三屆世界水產年會」。 

891101 △食品科學研究與服務中心設置辦理辦法與規劃書於十一月行政會議中通過。 

△食品科學系成立高職水產食品科學教師教育網站。 

891105 △漁業系邀請日本東北大學名譽教授川崎 健博士到系客座一個月，教授 Fisheries 

science, its history, problems and future 。 

891110 △應地所 10、11 二日舉辦『台灣之第四紀第八次研討會暨亞洲古環境變遷計畫成

果發表會』。 

891115 △大連海事大學孫光圻教授等四人蒞校與海運學院各系所教師座談，並展開一系列

參訪活動。與航運管理學系李彌副教授、張志清副教授、余坤東副教授、陳福照

講師將合著「當代臺灣航運」。 

891116 △系工系成立振動噪音工程研究中心。 

△電算中心舉辦行政及教學單位網頁競賽活動,評審結果 

行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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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圖書館          優等:校友服務中心    佳作:教務處課務組 

教學單位   

特優:河海工程學系    優等:技術學院        佳作:海洋生物研究所 

891117 △為加強本校學術研究成果之推廣及「產、官、學」合作交流，漁業推廣委員會配

合食品科學系與中華民國食品科技學會，召集食品科學系及國內研究食品生物技

術相關研究群，辦理「食品生物技術研討會」，出席人員有中央衛生漁政主管單

位、試驗改良場、大學院校及加工業者合計 300 餘人。 

891118 △今起二日辦理大一新生衛生幹部 CPR 初級急救訓練。 

891120 △應地所邀請日本靜岡大學林愛明博士來台進行921集集地震與日本阪神地震之成

因及震後災害情形比較。 

891124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來訪參觀本學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891125 △應地所於 25-27 日舉辦高中小學教師之『海洋科學研習營－認識海洋』。 

891201 △應地所 1-2 日舉辦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海洋學門成果發表會』。 

891205 △養殖系劉秉忠老師於 12/5~7 赴印尼出席「第五次中、印尼水產養殖研討會」。

△美國西南漁業中心鮪魚資源專家 Dr. Gary Sakagawa 等三位蒞校進行學術交流。

891206 △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就業輔導組與航海系聯合舉辦「航海系系友座談會」，邀請長榮船員訓練中心擔

任專業講師的宋周奇先生、高雄港擔任領港的林震巽先生、基隆港務局航政組海

事課任職的張朝陽先生以及在台揚科技公司銷售部擔任經理的陳益昌先生等四

位校友，返校將自己在工作上的經驗及心得分享給學弟妹。，  

△東南亞漁業開發中心祕書長等參訪養殖系並參觀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891207 △經所江福松副教授與孫金華教授於 12/7-8 應邀出席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TO New Round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 並於會中發表一篇論文--Some  

Observations on Future Fishery Subsidies Measures in Taiwan 

891209 △應地所李昭興教授擔任 2000 年中法交流學者，並赴法進行訪問行程。 

891216 △89 年 12 月 16-17 日假行政大樓海洋廳舉辦二○○○年台灣水產學會年會暨水產

生物資源之食品科技利用研討會、水產養殖科技研討會，與會人員兩天合計超過

一千人次。 

891219 △電機系邀請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執行長黃昭淵教授蒞系作「電機學術講座」，

並參訪本系。 

891222 △本校專任教師著作目錄 1996~2000 出版。 

891229 △主辦八十九學年度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900112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90007122 號函核定通過「輪機工程系碩士班」，准予招生。

900120 △食品科學系蕭錫延老師前往美國參加世界養殖學會會議。 

900125 △水產養殖學系陳瑤湖老師於 1/21~25 赴美國奧蘭多參加「水產養殖 2001」。 

900129 △十一時假展示廳舉辦新春團拜及表揚在校服務滿十年、二十年及三十年人員。 

900131 △課外活動指導組完成社團五育護照系統並開始試用。 

900201 △系工系柯永澤教授榮任理工學院院長。 

△電機系訂定「國立台灣海洋大學理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電子標準檢測技術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並已獲學校核備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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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09 △教育部於 90 年 2 月 9 日台(90)高(一)字第 90016582 號函通過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於 90 學年度招生。 

900214 △本校「職員遴用及陞遷辦法」及「職員獎懲要點」公告實施 

900215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理基隆市高中職幹部研習營圓滿舉行完畢。 

900216 △本校與澳州皇家墨爾本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900220 △教育部核准增設「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在教授課程老師參與及系友梁錦宏老師指導協助下，電機系電工實驗教材重新編

撰完成。天網文教基金會與本系合作出版該實驗教材。並捐贈相關經費與材料乙

批計一、二三一、四七０元整。 

900221 △印尼漁政參訪團參觀本學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900222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90022768 號函核定通過「海洋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班」，准予

籌設。 

900308 △水產養殖學系申請教育部有關農業教學改進計畫核定同意補助一八○萬，於臨海

生物教學實習場添置循環養殖及種苗培育設施，並擴建養蝦專區暨籌設教學中

心。 

900311 △張清風老師於 3/11~17 赴日本東京參加「中日水產生物科技」研討會 

900313 △今起三日在展示廳舉辦「２００１年校園徵才活動」。 

900314 △東北大專院校參訪團參觀本學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900316 △食品科學系舉辦「發酵食品之現況與未來發展研討會」 

900319 △今起至三十日辦理學生缺點矯治追蹤血液複查各別通知。 

900320 △本校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簽署學術與教育合作協議書。 

900322 △河工系近海防災中心辦理災害防治系列討會(九十年三月---九十年十二月) 。 

900325 △食品科學系蕭泉源、龔瑞林老師赴中國上海市參加「保健食品科技與發展國際研

討會」 

900328 △應地所邀請日本氣象協會顧問津村建四郎教授來校進行『地震預測研究與地震防

災』座談會。 

900330 △電機系主辦「第三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及「二００一年中華

民國海下技術協會年會」。 

900402 △教育部台(90)高(一)字第 90044361 號函，同意自九十學年度起水產學院更名為「生

命與資源科學院」；漁業經濟研究所更名為「應用經濟研究所」。 

900409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 4/9～4/11 代表台灣出席於泰國召開之「東協區域漁業貿易專

家諮商會議」 

900411 △食品科學系舉辦「保健食品科技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 

900418 △行政院原則同意宜蘭分部籌設計劃。 

900421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 4/21～4/28 受農委會漁業署推薦參加紐西蘭舉辦之「中西太平

洋高度洄游魚群養護及管理委員會」首屆「籌備會議」 

900422 △食品科學系陳榮輝老師赴韓國漢城參加「第十一屆全球食品科學暨技術會議」。

900424 △農委會漁業署(90)漁一字第 901310094 號函核定本校漁經所所提「海洋事務管才

培育」計畫，自九十學年度起招收「海洋事務管理組」在職研究生十五名 

900425 △本校與武漢理工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 

△舉辦「八十九學年度有效能教學研討會」，會中表揚本校第一屆教學優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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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蕭錫延教授、莊慶達教授、辛敬業副教授、李光敦教授、陳正宗教授、羅綸

新副教授、周慶平教官等七位，並頒發獎座各乙座。得獎教師及參選入圍教師之

教學特色，已編入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享專輯」，分送校內各專任教師參

考。 

△本系傅文榮教授九十年四月八日自加拿大進修歸國，在本系專題演講，講題為「加

拿大的農業工程研究概況」 

900426 △本校遠距教學教室建置完成，正式啟用。 

△90 年 4 月 26 日召開 89 學年度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海運學院航運管理學系擬聘紐

約州立大學海運研究所 SAM YAHLOM 客座教案。 

900427 △本校與海軍軍官學校簽定教育合作協議，由海運學院商船學系負責執行。 

900428 △今起二日與紅十字會基隆市支會合辦「駕駛人員急救訓練班」。 

900430 △應地所姊妹校德州農工大學來校訪問座談會。 

900501 △今起一個月舉辦海洋文化節系列活動 

△漁經所接受國際合作發展委員會委託辦理『南太平洋國家研習漁業政策與管理國

際研討會』 

△為積極推動及落實學程，理工學院印製完成『機電整合與控制學程手冊』。 

△八十九學年度全校（陸上、水上）運動會，假本校田徑場、游泳池舉行。 

900502 △本校教師升等自審將屆滿三年，教育部學術審查委員會來校審查及訪視，反應良

好。 

△辦理 B 型肝炎防治教育演講，邀請國立基隆醫院周華康醫師主講：「Ｂ型肝炎之

防治」。 

900503 △就業輔導組邀請美、加、英、紐、澳、日、德、荷等八個國家教育中心及遊學諮

詢單位蒞校舉辦「留學遊學博覽會」。並於當晚上邀請美加關係機構叢蓓明小姐

做「留學講座」，講解留學應注意事項。 

900504 △本系陳幸臣、陳榮輝及蔡國珍老師赴義大利 Senigallia 參加「第三屆幾丁質酵素會

議暨第四屆歐洲幾丁質學會研討會」。 

900508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90065121 號函核定通過「教育研究所碩士班」、「海洋科學系

博士班」、「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博士班」，准予籌設。 

900513 △二年制技術系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基隆設考區，由本校承辦試務工作。 

900514 △漁經所莊慶達所長 5/14～5/18 代表台灣出席於香港召開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漁

業工作小組第十二屆大會」 

900524 △電機系與台灣電力公司合辦「九十年節約能源論文發表會」。 

900526 △水產養殖學系張清風老師於 5/26~30 赴義大利出席「第十四屆國際比較內分泌」

會議。 

900528 △漁經所江福松副教授應 INFOFISH 邀請出席 5/28-30 在馬來西亞舉行之 2001 Tilapia

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一篇論文--Marketing Taiwanese Tilapia to USA 

900531 △八十九學度本校獎勵研究卓著之教職員工，共有六十二位老師提出一二八篇報告

申請，經學術獎勵委員會複審符合獎勵辦法第二條者有一二一篇。 

△退休教師聯誼，假第一餐廳二樓由校長主持聯誼餐會 

900601 △為尋求更多與工業界研究合作之機會，理工學院編製『國立台灣海洋大學理工學

院各研究中心暨實驗室簡介』。 

900603 △完成軍訓室全體教官 CPR 心肺復甦術急救訓練、認證及師資培育，以協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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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 CPR 教學訓練。 

900608 △中國農村經濟學會與漁經所於本校第二演講廳舉辦「當前漁業重要問題與未來發

展策略座談會」 

900615 △海運學院與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共同舉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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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622 △校友中心製發名片及吊掛帶，分別送予美東校友會及中區校友會使用。 

900624 △水產養殖學系陳瑤湖老師於 6/24~30 赴澳出席「第三屆澳台水產養殖及漁業資源

管理研討會」。 

900627 △會計室憑證存放庫房（海事大樓 320 室）正式啟用 

900628 △漁業系大學部學生實施為期一個月之海上實習，本次實習領隊老師為陳俊德、呂

學榮二位老師，期間將停靠日本東京、大阪等港口參觀訪問。 

900630 △河工系辦理本系第一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成果論文發表會。 

△軍訓室成立「學生校外租賃輔導服務中心」。 

900702 

 

 

△商船學系二年級學生七十八人於七月二日至十五日搭乘育英二號實習船由基隆

港航行至日本神戶港，順利完成為期十四天之海上集體實習課程，由陳志立老 

師及郭俊良技士負責帶隊教學。 

900703 △海運學院海法所與基隆市政府合辦「勞工教育師資培訓班」。 

900704 △本校榮獲國科會八十九學年度甲種研究獎勵費之教師共四十七位： 

江孟燦、陳衍昌、劉秀美、胡清華、周信佑、陳天任、許濤、劉秉忠、程一駿、

劉光明、張克亮、林棋財、蔡國珍、陳榮輝、邱思魁、郭金泉、傅光華、周宗仁、

林三賢、李光敦、鄭慕德、辛敬業、陳柏台、王榮華、傅文榮、容志輝、張文哲、

曾慶耀、劉進賢、趙勝裕、羅文雄、李丕耀、郭世榮、葉為忠、梁明德、蕭葆羲、

蔡履文、張忠誠、林成原、朱瑾、開物、陳榮哲、楊仲家、傅雅秀、李選士、 

陳明德、張正等教師。 

榮獲乙種研究獎勵之教師有一位：耿全福。 

△海洋科學系辦理全國高中第三屆「海洋科學研習營」活動。 

900708 △電機系於 90 年 7/4~7/8 辦理第二屆「海洋大學電機工程研習營」。 

△第八屆航海杯游泳比賽，假本校游泳池舉行。 

900709 △7/9~29 舉辦為期達三星期之「水產養殖技術與經營管理研習班」，本研習班由「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規劃轉由本系代辦；共有來自自巴拿馬等十四個友

邦國家之二十二位學員參與本班，長達三星期的研習中除了有豐富的課程安排外

還包含了八日的魚蝦類繁養殖場、水試所及飼料場之實地參訪。 

△7/9~13 舉辦「2001 水產養殖營」。 

900710 △漁經所舉辦『南太平洋國家研習漁業政策與管理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十個

國家之重要漁業或相關官員學者，會期自 7/10～724。 

900712 △漁經所舉辦『國際漁業管理與水產品貿易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十

國家之重要漁業或相關官員學者及本國國內之漁業機關、團體、學者等 

900714 △中區校友會於台中新天地召開，黃然學務長、航管系梁金樹主任及本中心楊主任

南下參加活動，並致贈獎牌予林士超會長，感謝林會長對校友會的付出。 

△航運管理學系李選士教授赴美國出席「The 5th World Multi- Conference on 

Syst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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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717 △為加強網際網路資訊在漁村的應用，漁業推廣委員會特別辦理「漁村網際網路應

用推廣種子營」，邀集漁村對資訊網路應用有興趣的義務幹部，加以培訓以作為

地區推廣的種子，參訓學員有漁會推廣員、漁業生產區查報員等合計 63 人。 

900720 △漁經所江福松副教授應農委會漁業署邀請於吳郭魚產銷座談會中作專題報告--全

球吳郭魚產銷概況與台灣吳郭魚產業之未來展望 

900723 △本校與海軍軍官學校學術合作，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二日由商船學系辦理航

海專業訓練，六十五名海軍官校學生在本校接受為期八週之訓練課程。 

900728 △校友中心接待畢業廿五年航海學系校友返校參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