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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九十學年度大事記（ 90/08 ～ 91/07 ） 

9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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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科系博士班奉教育部核定籌設，並自九十一學年度起招生，第一年預訂招收三

名。 

△秘書室主任秘書由林三賢教授接任。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主任由黃男農教授接任。 

△航管系主任由李選士教授接任。 

△海法所所長由林光教授代理。 

△食品科學系主任由黃登福教授接任。 

△光電所所長由江海邦副教授任。 

△體育室主任由蔡虔祿副教授接任。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由蕭泉源教授接任。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由莊季高助理教授兼任。 

△課指組組長由黃培華副教授兼任。 

△體育室教學組組長由許振明講師兼任 

△進修推廣部註冊組組長由傅文榮教授兼任。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由沈能情代理。 

△應地所中德合作項下德國基爾大學 Stephan Steinke 博士來台進行研究二年，由陳

明德教授接待。 

△海運學院航運管理學系於本（90）學年度 8 月聘紐約州立大學海運研究所教授

SAM YAHALOM擔任客座教授。 

△海科系新聘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蒞校，從事有關鄭和寶船之研究並參與本系碩士

班之專題討論課程。 

△教育學程中心新聘張小芬、許育彰與許籐繼三位老師。 

△光電所新聘張瑞麟副教授及林泰源助理教授為專任教師。 

△資訊科學系新聘梁德容副教授為專任教師。 

△學生五育活動護照電腦認證系統正式啟用。 

△九十年於暑假期間舉辦一系列「專題講座」，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講授；有關

「顧客導向的服務觀念」等課程計七場，對行政人員辦事效能及提高其服務品質

有所幫助。 

△光電所林泰源助理教授協助國立暖暖高級中學數理實驗班＂專題研究課程＂。 

900802  臨海生物實習場增建蝦類養殖專區工程驗收 

900805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江福松副教授8/5~8/8日，赴美參加「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國際年

會」，並發表論文。 

900810  
△日本農林水產省評議委員明海大學山下東子教授等學者四人訪問經濟所。 

△文史會官員，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00813  校友中心主任陪同吳建國校長南下拜訪新任高雄港務局黃清藤局長及致贈校務顧

問證書；並拜訪南區校友會吳得讚會長及與高雄地區部份校友餐敘。 

900814  
△教育部顧問室農學教學改進小組至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做「農業自動化教學成果」

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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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斧山大學實習學生至漁科系拜訪。 

900815  本校中文概況 2001~2002 出版 

900817  本校經由挪威立恩威公司稽核，通過 ISO9001 ：2000品質管理系統，及商航輪三

系、船員訓練中心 STCW 認證作業。 

900820  △第一次「台華輪」暑期國內海上短期實習，啟航。 

△海科系龔國慶教授受海岸巡防署委託主辦「海洋（岸）污染的研判與採証技術訓

練課程」自八月廿日至九月一日止共計四梯次約三百位海巡署及各縣市環保人員

參與。 

900821  資訊科學系黃元欣助理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洛杉磯參加國際平行與分散式計

算與系統會議。 

900825  資訊科學系白敦文副教授獲國科會補助，赴美國參加第四屆IEEE智慧型運輸系統國

際會議。 

900828  本校與美國夏威夷州立大學瑪諾亞校區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協議書。 

900831  海科系完成系專用電腦室教學軟硬體擴充，增購十五台電腦及安裝Fortran、 Matlab

等教學軟體配合本系海洋環境資訊學程課程供修習同學上機及實習。 

900902  海科系蔡政翰教授赴美國舊金山出席「Wave2001會議」並發表論文。 

900903  今起至八日辦理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高級急救員訓練班」。 

900910  海運學院林光院長、林彬主任、陳義勝教授、李選士教授、張志清副教授、尹章華

教授赴深圳出席「第五次海峽兩岸海上航運學術研討會」 

900913  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900914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出席「中國農村經濟學會年會」，並發表論文。 

900915  △九十學年度通過教師升等 :  

1. 升等教授計有十一人 , 分別為： 

   生科學院：蔣國平、唐世杰、許 濤及何明桹等四人。 

   理工學院：簡連貴、許明光、何宗儒及周祥順等四人。 

   海運學院：陳荔彤一人。 

   技術學院：陳文哲一人。 

   共同科：吳滄海一人。 

2. 升等副教授計有三人，分別為： 

   理工學院：施明昌一人。 

   海運學院：王鐘雄一人。 

   共同科：陳慧珍一人。 

 本升等案經報教育部九十年九月十一日台八九審第九０一三００九九號函核定，

生效日期為九十年八月一日起生效。 

△賴比瑞亞海事局副局長胡樹焯先生來商船學系訪問參觀 

△本系張石煜老師及李信德老師前往義大利參加28屆國際海事模擬論壇 IMSF 並取

得29屆主辦權。 

900917  △應地所與台灣大學合辦「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聯合學術研討會」於台北國際會

議中心舉行 

△位於綜合研究大樓四樓之圖書二館期刊閱覽室完工正式開放，提供安靜舒適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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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讀書環境，深受師生喜愛。 

900921  辦理九十學年度新生訓練及消防安全演練。 

900926  

△海洋生物研究所實施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實驗室安全衛生實務」講習，邀請工

研院環安中心工業衛生技術組組長黃奕孝博士蒞校指導。 

△辦理九十學年度新生盃桌球、羽球、籃球、排球、足球、網球競賽。 

900927  虹光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理『回饋母校』系列活動，捐贈本校掃瞄設備，計

有事務機六台及掃瞄器五十台，於九月廿七日完成捐贈儀式。  

900928  △辦理本校系所實驗室作業人員體檢。 

△挪威貿易委員會副代表 Mr. Trond Lovdal 蒞經濟所訪問，訪問重點為交換鮭魚、海

鱺與吳郭魚行銷事宜，與本所江福松副教授進行該議題之座談。 

901003  

△漁科系舉辦「海洋資源與環境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學者 Nancy Lo 博士及

日本學者谷口  旭博士專題報告，經濟所莊慶達教授並發表 " 漁船汰舊之選擇權

價值 " 論文乙篇。 

△ 10/03~10/14 辦理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全校飲水機水質衛生檢查。 

901004  技術學院航海系二年制二班申請調整為航海系四年制運輸組一班暨航海系四年制一

班調整更名為航海系四年制航海組一案業經教育部九十年十月四日台（九 0 ）高

（一）第九 0 一三五九四九號函同意籌設。 

901005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 10/5~10/10 日，協助中華民國漁業機械化協會假高雄遠洋漁業

開發中心舉辦的「2001年漁業博覽會」。 

△養殖系劉秉忠老師 10/5~10/12 日赴越南參與協助「九龍江平原農村貧民水產養殖

授藝計畫」，協助推動草蝦養殖。 

△圖書館電子資源資料庫自九十學年度起提供師生校外使用，大幅改善師生使用效

率。 

△圖書館藝文走廊完成，並於十 ~ 十二月舉行張農杰同學攝影個展。張同學作品於

攝影展後贈圖書館永久保存。 

901006  10/6~11/7 辦理九十學年度大一新生、在職專班及研究生新生體檢。 

901010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出席「二十一世紀馬祖漁業發展新方案研討會」，並發

表論文。 

△今起至十四日辦理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初級「急救員訓練班」。 

901011  △完成「就業輔導組簡介」之編印，分贈同學。 

△舉辦「國家考試講座暨補教資訊展」。 

△生科所辦理演講，演講者：Dr. Barnes (Director of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USA) ，講   題：Culture and differentiation in 

vitro of neural stem cells. 

901015  △今起至十月十九日舉辦「慶祝四十八週年校慶」系列活動。 

△今起至九一年元月十五日期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推動災區服務，特撥學產基金

補助社團進入災區服務，本校計有博幼社及社會服務團參加。 

901016  舉辦導師座談會議，邀請馬國光教授演講 -- 「經師、人師、導師」。 

901017  △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 Dr. Scott Stevens (Director, Coastal Pursuits, NGO) 蒞校專題演

講，講題「 What Are Thailand Marine National Parks and Do They Achieve Their 

Aims and Object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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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莊水旺副教授出席九十年十月赴美國出席「二十一屆國際壓

鑄研討會」。 

901019  △本校與國立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簽署學術研究合作辦法。 

△本校與基隆區漁會簽署合作備忘錄。 

△上午十一時整假行政大樓展示廳舉辦「本校建校四十八週年慶祝茶會」活動。 

△舉辦校慶體育嘉年華活動暨第一屆海洋馬拉松錦標賽。 

901020  △養殖系舉辦由教育部科技顧問室補助之『石斑魚繁養殖技術改進與疾病防治』研

討會，會後並舉行首次系友大會，計有約二百人參與盛會。 

△經濟所為慶祝海大創立48週年暨該所成立10週年，舉辦「所友返校團聚活動」。

△今起二日辦理大一新生衛生幹部「 CPR 初級急救訓練」。 

△舉辦海大與政大體育邀請賽 

901021  
海洋生物研究所黃將修教授 10/21~10/28 日，赴阿根廷參加國際會議「 2001:An 

Ocean Odyssey 」。 

901022  △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邀請德育護專胡淑慧老師主講 -- 「從業人員、餐廳

及廚房的衛生管理」。 

△今起至廿六日辦理為期一週之大一新生「心肺復甦術訓練課程」。 

△漁科系邀請美國西南漁業研究中心 Nancy Lo 博士專題演講二次；  講題一：

Modeling properties of airborne LIDAR surveys epipelagic fish. 、  講題二：

Continuous underway fish egg sampler-aided inhthyoplankton surveys for epipelagic 

fish.  

901023  電機系九十年十月廿三日由本校電機系邀請麗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盧崑山董事長蒞

校演講，講題為﹁影音產業的發展與潛力﹂，吸引爆滿的師生，並分享盧校友成就

的喜悅。 

901030  △海運學院林彬主任、張志清副教授出席本校舉辦「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Glob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並發表論文。 

△技術學院於本（九十）年十月卅日至十一月一日接辦2001年全球運輸網路國際研

討會，已圓滿完成。 

△完成九十學年度校外租賃服務問卷調查計一五六人次。 

901031  航海系主辦第二屆全球運輸網路國際性研討會，三天行程圓滿閉幕。 

901101  △完成大一新生 CPR 心肺復甦術訓練。 

△前大陸羽球國手熊國寶蒞校示範教學訓練、演講 

901102  操船模擬中心辦理海巡人員艦長及大副級操船訓練。 

901105  △ 11/5~11/9 與基隆市政府合作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暨本校九十學年度地方教育輔導九

年一貫課程研習。與基隆市教師研習中心舉辦，共計 953 人次參加，成果豐碩。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林鎮洲副教授 90/115~8 赴美國夏威夷州出席「2001年海洋工程

研討會 [ 海洋技術學會與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 ] 」 

△辦理本校學生體適能檢測。 

901106  應地所進行校內自我評鑑。 

901107  Δ本校配合執行「九十年度基隆市社區污水下水道評鑑作業」，基隆市環保局暨審

查委員於十一月七日蒞校辦理作業審查會。 

Δ依據動物保育法，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成立動物實驗管理小組，由該小組負責實驗

動物之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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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108  Δ 11/08-11/21 舉辦第一屆校長盃羽球、籃球、網球、桌球、高爾夫球教職員工錦標

賽 

Δ海洋生物研究所辦理九十學年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評鑑委員包括李

健全副主委（召集人）、李信徹教授、劉康克教授、丘臺生教授、陳宏遠教授等

五人。 

901111  電機系電機電子標準檢測中心預計明年二至三月提出實驗室認證申請，設備部分將

與專業公司洽談合作。 

901113  本校實驗室廢液送往行政院環保署稽查督察大隊中區隊檢驗廢水處理廠進行處理，

數量為 780 公升之有機與含重金屬廢液。 

901114  中國礦治工程學會，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01115  △中國寧波港口協會王啟運顧問等一行十八人蒞校訪問，並參觀操船模擬機。 

△完成九十學年度軍訓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事宜。 

△商船學系賴禎秀副教授出席交通大學主辦之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第十六屆論文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兩篇。 

901116  

 

Δ生命與資源科學院辦理水產品供銷衛生安全研習會（第一梯次），有漁政單位、

業者70餘人參加。 

Δ海生所林棋財所長赴南非參加「第一屆國際以生化及分子生物為基礎探討疾病問

題」會議。 

Δ電機系今年接受學校評鑑，於十一月十六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本系會議室舉

行，由校長主持。當天由交通大學吳重雨教授擔任評鑑委員召集人，另有台灣大

學王維新教授、傅立成教授、清華大學潘晴財教授及中正大學方大漸教授等評鑑

委員至本系訪視評鑑。 

901117  本校參加基隆市九十年秋季擴大淨灘活動，地點為外木山澳底漁港。 

901119  新加坡海事局人員，參訪操船模擬機室。 

901120  △養殖系九十學年度教學研究評鑑實地訪評。 

△學務處辦理「 B 型肝炎防治教育」演講，邀請仁人診所吳茂森醫師主講--「Ｂ型

肝炎之防治」。 

901121  辦理輪機系九十年度教學評鑑。 

901124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出席「亞洲水產學會年會」，並發表論文。 

△今起二日學務處與本校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合辦「 E 世代企業領導人研習營」

活動 

△今起二日參加由「中時晚報」在台灣大學新綜合體育館三樓舉行舉辦之「第一屆

中華民國研究所博覽會」。 

901126  成立「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宜蘭分部籌建委員會」，由陳幸臣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接

續推動蘭陽校區籌建工作。 

901127  電機系辦理「石延平教授講座」邀請   校長擔任主持人，分別於十一月六日邀請高

希均教授以「讀一流書，做一等人」為題與十一月二十七日傅立成教授以「磁浮控

制原理及應用」為題，為本系師生專題演講。 

901128  基隆區校友會假中船招待所召開九十年度第二次理監事會議，副校長、校友中心主

任代表出席。 

901129  海運學院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與技術學院輪機工程系於 11/29 、 12/6 合辦二場「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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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飛機維修教學資源中心航太科技教育改進計劃飛機維修研討會」。 

901130  Δ本校參加環保署辦理九十年度「全國大專院校餐廳免洗餐具減量績優單位表揚活

動」榮獲績優單位。 

△航運管理學系邀請張保隆教授、王茂駿教授、陳文賢教授、陳春益教授、黃清藤

局長擔任評鑑委員，針對本系教學、師資、設備等予以評鑑。 

△中國廣電大學校長，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01201  海運學院商船學系聘大連海事大學王建平教授擔任短期客座教授 ( 一個月 ) 。 

901202  完成國防部人才招募宣導及大學儲備軍官團及指職軍、士官說明會，計有八十五員

參加。 

901203  △接待第三屆駕駛科畢業校友—呂克華學長。呂學長亦提供返校感言及早期照片

十張，供本中心使用。 

△為維護館內安全及提高自動管理效率，圖書館啟用讀者刷卡認證入館及館內24

小時安全監控設施，消除安全死角，改善館內公共安全。 

901204  
經濟所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由莊慶達所長帶領本所師生前往彰化區漁會、東港區漁

會、小琉球區漁會等處參訪。 
901205  △航運管理學系李選士教授赴美出席「 The 10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 」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辦理水產品供銷衛生安全研習會第（二梯次），有漁政單位、

業者50餘人參加。 

910206  
經濟所陳清春教授接受公共電視節目之現場採訪，說明我國漁船雇用大陸漁工有關

問題之經濟與政策意見。 
901207  海運學院林光院長出席 12/7 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於臺北舉辦之「兩岸三通與海域執

法學術研討會」並擔任第二場研討會主持人；海洋法律研究所魏靜芬副教授亦出席

該研討會並發表「限制及禁止水域之海上警察權行使」論文乙篇。 

901210  本校游泳隊參加第四屆松竹梅游泳邀請賽 

901212  △光電所全部學生參加2001臺灣光電研討會。 

△舉辦全校系際盃合唱比賽。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應用經濟研究所黃忠亮客座教授，講題－ When 

Wal-Mart Attacks: How Low Will It Go?  

901213  

△漁科系 12/13~12/14 日，舉辦「漁業技術及資源管理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中共有

四十一人次進行研究報告發表。 

△海運學院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承辦航太品保教學資源中心航太科技教育改進計劃

「三次元量測技術研討會」。 

901214  

△養殖系張清風老師邀請香港大學 Dr. Billy Kwok-Chong Chow 舉行學術演講。 

△海洋生物研究所舉辦九十學年度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展示比賽，計有二十九個作

品參賽及一個作品參展。 

△海洋法律研究所尹章華教授出席 12/14 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於臺北舉辦之「邁向

海洋新世紀│海上執法及災害救護學術研討會」並擔任海巡政策與法規小組主持

人，同時亦發表「海域管理與海域執法之探討」論文乙篇；陳荔彤教授亦出席該

研討會並擔任海巡政策與法規小組第一場研討會講評人；周成瑜副教授亦與會並

發表「論大陸船舶非法進入我國海域時之執法實務」論文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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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機系配合九十年度校園零事故的要求，於十二月十四日舉行滅火器救火演練。

△生科所辦理演講，演講者： Dr. Billy Kwok-Chong CHOW(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講   題：Molecular 

Endocrinology of in Vasoactive Intestine Peptide and Adenylate Cyclase Activating 

Polypeptide. 

901217  △教育部通過理工學院分設為工學院及理學院，並自九十一學年度起實施。隸屬工

學院之系所有系工系、河工系、電機系及材料所；隸屬理學院之系所有海科系、

資科系、應地所及光電所。 

△航運技術研究所碩士班申請調整為導航與通訊技術系碩士班一案業經教育部九十

年十二月十七日台（九 0 ）高（一）第九 0 一八 0 三三六號函同意籌設。 

△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獲教育部同意自91學年度起招生，招生名額為30名 

△資訊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獲教育部同意自91學年度起招生，招生名額為50名 

 

901218  海運學院林光院長獲交通部聘請擔任「航業發展委員」委員。 

901220  △海運學院於 2/20 下午 1 點假海空大樓前空地舉辦消防演習，本學院師生踴躍參加

△總統府姚嘉文資政，蒞校參訪。 

△召開九十學年第一學期校園安全維護會議。 

901223  辦理九十學年度海洋盃籃球、足球、壘球、排球、網球賽。 

901225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 12/25~12/30 日，協助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假高雄中山大

學辦理「第六屆亞洲水產學會年會」。 

901226  河工系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獲水資源局評選為年度績效甲等之研究中心。 

901227  養殖系陳建初老師榮獲教育部第四十五屆學術獎。 

901228  12/28~29 中華民國航運學會主辦，海運學院協辦「第一屆兩岸航運學術暨實務研討

會」，與會人員並於 12/28 蒞校訪問並參觀操船模擬機。 

901230  △辦理第一屆「海洋青年」選拔，前三名學生代表本校參加各界慶祝青年節系列活

動並接受表揚。 

△完成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外租賃學生資料統計，計建檔一、四七四員。 

△完成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外學生租賃訪問，計有二一七人次，並實施反針孔偵

測服務。 

 

901231  △電機系梁錦宏系友捐贈五十萬元作為本系行政業務專項使用，另捐贈本系電工實

驗材料及教材乙批。 

△交通部補助更新本校操船模擬中心達DNV CLASS A經費決標。 

910101  

△海運學院林光院長獲教育部聘請擔任「九十一年度教師資格送審著作暨擬著作審

查人選顧問」，聘期自91年 1 月至91年12月。 

△資訊科學系蔡國煇助理教授擔任資策會網路及通訊實驗室「通訊軟體關鍵技術開

發五年計畫」顧問，自91年 1 月 1 日起至12月31日止。 

910101  安仲芳老師負責規劃漁業署船位回報系統 

910102  基隆區校友會假本校教職員餐廳召開九十一年度理監事會議，陳幸臣副校長及校友

中心主任應邀參加。 

 

910105  海洋生物研究所陳天任教授 1/5~2/19 日，應邀前往法國巴黎國立自然歷史博物館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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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訪問研究員，執行深海蝦類分類研究。 

910107  海洋法律研究所於 01/17 邀請澳洲海事大學 Dr Warwick Gullett 蒞校與本所師生舉行

小型研討會，主要探討國際漁業法學理問題。 

910121  

△中國湛江海洋大學，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舉辦校園解說員訓練，一月廿一、廿二日系所介紹，一月廿三、廿四日於福山植

物園進行生態解說訓練。 

910123  Δ本校防波堤濱海地，提請基隆市政府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

代為辦理「平地景觀造林及綠美化」方案，經同意並於九十一年度辦理。 

910128  
△本校操船模擬中心購置義大利 SINDEL 公司 PC 版操船模擬軟體。 

△第一屆海峽兩岸航運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與會人員，參觀本系操船模擬機室。 

910129  日本漁業署，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10130  印製本校龍崗校區生態解說手冊共 3,000 本。 

910131  △韓國海洋大學朴校長蒞校訪問，並簽署合作備忘錄。 

△系工系於 1/31~2/1 日主辦「第十四屆造船暨輪機工程研討會暨國科會論文發表

會」。 

910201  

△海洋生物研究所程一駿所長 2/1~2/10 日，前往美國夏威夷參加「Western Pacific 

Sea Turtle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Workshop」並發表論文。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Lee G. Anderson 客座教授，

講題－ The concept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how do we know when we have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Juan C. Seijo 客座教授，講

題－ How to find optimal stock size and the optimal time path of achieving that stock 

size depending on current stock size.  

△尹章華教授於90學年度第二學期擔任海洋法律研究所所長。 

△圖書館三樓空中走廊及二館期刊閱覽室中庭改善工程完成，率先於二館期刊閱覽

室啟用紅外線感應照明設備，可自動偵測感應人員出入調整室內照明，節省能

源。中庭隔音設備並採用先進之緊急排煙消防系統，提升大樓安全。 

910206  
經濟所陳清春教授接受公共電視節目之現場採訪，說明我國漁船雇用大陸漁工有關

問題之經濟與政策意見。 

910211  

△海洋生物研究所張正教授 2/11~2/15 日，前往美國夏威夷參加「2002海洋科學會

議」並發表論文。 

△導航系參加航太教育博覽會 

910218  △海大校友簡訊第十七期發行，對校內同仁開始以 e-mail 的方式傳送。另蒐集校

友們的網址，往後將朝向電子化邁進，以節省紙張及郵資。 

△基隆市中小企業協進會曹會長拜訪電機系洽談合作事宜。 

910220  導航系導航教學實驗室啟用。 

910221  香港海事局人員，參訪操船模擬機室。 

910222  完成下學期大一新生 CPR 心肺復甦術訓練。 

910225  △本校操船模擬中心通過DNV航海模擬中心之認證。 

△今起至三月七日辦理為期一週之大一新生「心肺復甦術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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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27  Δ海科系邀請美國太空總署研究員劉安國博士蒞校專題演講，講題為「 Internal 

waveevol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Δ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Paul Barlow（Scientific writer & editor）專題演講，講題

「 How to write a scientific paper in English 」。 

910229  
漁業署邀請日本西海區水產研究所淺野  謙治及檜山  義明博士到校訪問，並於漁

科系舉辦座談會及專題演講，講題：東海區漁業資源之合作研究。 

910301  輪機系華健老師兼任本校總務處環安組組長。 

910304  浙江大學參訪團參觀養殖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910307  食科系舉辦「包裝食品營養標示實務研討會」。 

910308  

Δ食科系舉辦「生物資訊學於食品科技上之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Δ舉辦導師座談會議，邀請台大傅佩榮教授專題演講 -- 「如何讓自己活得更有智

慧」。 

910309  

Δ食科系陳幸臣、陳榮輝及蔡國珍三位教授 3/9~3/15 日，前往泰國曼谷參加「第五

屆亞太幾丁質幾丁聚醣研討會」。 

Δ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參訪2002年美國波士頓水產品展，並應邀擔任隨團顧問。 

910311  今起至三月十四日辦理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全校飲水機水質衛生檢查。 

910312  △行政院主計處，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就輔組與基隆區就業服務中心、就業情報資訊公司及本校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校友服務中心等合作，以企業博覽會及說明會的方式，辦理為期三天的

「２００ 2 年校園徵才活動」。 

910313  Δ吳建國校長與環漁學系蔣國平教授於三月前往日本，與日本東北大學締結姊妹

校，並在現任旅日校友會會長李綺麗學姊的安排下，在東京與校友餐敘。 

Δ電機系獲行政院「國立大學配合專案擴增大學資訊電子電機光電與電信等科技

系所招生名額培育計畫」核撥「電力能源科技」領域師資乙名，研究所配合招

生五名。 

910316  

Δ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參加台灣智庫農業論壇會議並發表一篇報告。 

△參加海軍聯誼酒會活動，計有學生一００名參加。 

△輪機系系友會舉辦「任振華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暨師生新春聚餐」，包括輪機系與

航海系系友、輪機系老師與本中心主任等約四十人。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傅群超助理教授出席 2002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 

910318  

Δ技術學院航運技術研究所調整為導航與通訊系碩士班一案業經教育部九十一年三

月十八日台（九一）高（一）字第九一 0 三三二三一號函同意設立，九十一學年

度招生二十三名。 

Δ國際扶輪社參觀養殖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Δ邀請海軍遠航訓練支隊暨海軍官校鼓號樂隊及海軍樂儀隊蒞校表演並安排本校師

生前往海軍碼頭登艦參訪。 

910319  △南通職業技術學院王世鑫副校長等六人蒞校訪問參觀並與海運、技術兩學院教師

座談，林光院長及林彬主任分別發表「國際運銷管理之研究」、「台灣航海人員

等級與國際公約之比較」。 

△輪機系舉行系友與在校生座談會，四位優秀系友分別於航運界，陸地發電廠與航

空界有優異成就，也將其努力過程與發展條件與系上學弟妹作溝通，深獲同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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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910321  △召開本校九十一年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並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實習場所（含實習工廠）安全衛生基本準則」。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江善宗院長參加基隆市政府第十七次漁業諮詢委員會會議。 

910322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趙玉星副教授出席「中華民國第七屆破壞科學研討會」。 

910324  △材料工程研究所舉辦「塊狀非晶質合金第二屆國際研討會」。 

△材料工程研究所舉辦「塊狀非晶質合金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 

910325  頒發九十學年度本校「海洋書卷獎」，共計 155 人得獎。 

910326  △本校與James   Madison大學簽署合作備忘錄。 

△「學生活動中新建工程計畫構想書」呈報教育部及審議。 

△班代聯會通過「大學部學生會組織章程」、「學生議會組織章程」及「大學部學

生會會長選舉罷免辦法」。 

910327  △航海系主任分批帶領學生參觀基隆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 

△食科系邀請清華大學化工系吳文騰教授到校演講，講題為「Applications of Image 

Analysis in Caltivation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 

△經濟所莊慶達所長接受漁業廣播電台「金色海岸」節目專訪「休閒漁業的展

望」。 

910328  海軍總司令，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10329  △理工學院成立跨院系「奈微米科技學程」，提供學生一個整合性學習環境，有機

會學習本世紀重要的前瞻性科技。 

△本校游泳、羽球、網球、桌球、射箭代表隊，參加九十學年度全國大專院校運動

會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農委會漁業署胡興華署長，講題－邁向「海洋台灣」

--再造台灣沿海產業與環境。 

910330  △航運管理學系主辦全國大專院校交通盃運動大會。 

910404  
海洋生物研究所程一駿所長4/4~4/7日，前往美國邁阿密參加「 22nd Annual 

Symposium on Sea Turtle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並發表論文。 

910408  △基隆市教育網路中心順利轉移至基隆市教師研習中心 

△「校園資訊整合服務系統 -- 導師資訊系統」建構完成，開放使用。 

910411  △行政會議准予設立「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學院海洋政策與法制研究中心」。 

△ 11-12 海運學院林光院長出席在北京舉辦中國物流高層論壇發表「航運業之全球

物流發展及探討」。 

910412  舉辦「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事服務網第二區人事機構第十二組」第二次聯繫

會報。 

910413  海科系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應邀至基隆市立文化中心專題演講「鄭和下西洋 600

年」。 

910416  海科系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於 4 月16日至 4 月20日期間赴廈門出席兩岸紀念鄭成功

驅荷復台學術研討會。 

910416  △海科系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於 4 月16日至 4 月20日期間赴廈門出席兩岸紀念鄭成

功驅荷復台學術研討會。 

△今起至十九日假本校展示廳邀請國內知名圖書廠商舉行專業圖書暨政府出版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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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電機系邀請目前任職於晶誼光電公司工程部主任的系友劉一誠博士以「 VLSEL 之

發展現況與應用趨勢分析」為題，為本系研究生作專題演講。 

910417  舉辦導師座談會議，邀請鄭石岩教授專題演講 -- 「生命教育」。 

910418  △美東校友會會長張彰華學長，應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之邀，回校擔任客座教

授。張會長與本中心協商，準備籌設該會網頁並附設於校友中心網頁下。 

△電機系張順雄主任偕同系上張忠誠、張英德與李榮乾老師、陳錦昌助教及楊睦貴

技士等人，前往天網電子公司參觀，並拜訪系友梁錦宏先生。 

△基隆扶輪社，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910419  

△經濟所陳清春教授應經濟部貿易委員會邀請，在「加入 WTO 後新農業發展方向

與貿易救濟制度」研習會中，發表「加入 WTO 後兩岸漁業合作與轉型新契機」

之講題。 

△經濟所專題演講，主講人－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范建得教授兼所長，講

題－論海洋事務部籌設之理念與漁業發展。 

910420  

△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2002年第三屆全國實證經濟學論文研討會、發表三

篇論文、與應邀評論一篇論文。 

△今起至五月廿五日舉辦「第二屆海大龍崗螢火蟲季」。 

910421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師生 150 人協助基隆市政府辦理「親子魚苗放流活動」。 

910424  △九十學年度教育部技職司派訪視委員台科大校長陳舜田博士，崑山科大校長陳倬

民博士及中華民國自動機工程學會理事長郭守穗博士至本校針對大學附設二技作

訪視，本校各項資料準備齊全，反應教學需求與困難並請訪視委員代為爭取設備

維修經費。 

910422  

△商船學系周和平老師主持海巡總局委託辦理之「甲級航海人員訓練班」於四月二

十二日正式開班，總計二期六個月，訓練海巡總局之岸巡人員參加河海人員特種

考試。 

△漁科系辦理本年度傑出系友劉輝源先生獎學金英文考試，本次考試計有23位同學

報考，預計頒發獎學金達新台幣十萬元。 

△電機系張順雄主任、呂福生教授、洪賢昇教授及張忠誠教授等師生參加 IEEE 

POST UNDERWATER TECHNOLOGY 2002 (UT2002) Workshop 。 

△今起至五月三日於圖書館旁玻璃屋舉辦「海地藝術特展」。 

△邀請唐儷禎女士舉行個人畫展。 

910423  

△交通大學運輸管理研究所，參觀操船模擬機室。 

△養殖系陳建初、陳瑤湖、劉擎華等三位老師於 4/23~27 日赴中國北京參加「2002

世界水產養殖大會」。 

910424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林鎮洲副教授出席「第四屆水下技術研討會」。 

△海科系畢業校友博基科技陳明仁先生捐資成立專供本系同學申請之「博基科技獎

學金」 

△教育部辦理二技訪視，訪視委員蒞校分組指導技術學院二技各系所。 

△食科系邀請台灣大學生化所林仁混教授到校演講，講題為「 The mechanism of 

cancer prevention by tea polyphencls 」。 
△海洋生物研究所邀請趙乃賢博士（水試所簡任技正）專題演講，講題「經濟性貝

類三倍體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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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26  教育部訪視本校體育室。 

910427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出席「農業與資源學會年會」，並發表 "GATT/WTO 農產

品貿易爭端解決機制之運用 - 以美國對挪威進口鮭魚課平衡稅案為例 " 論文乙篇及

擔任評論人。 

910429  

△食科系邀請美國喬治亞大學食品科學系洪延康教授到校演講，講題為「 water 

electroleysis and its food application 」。 

△電機系系學會於九十一年四月二十九日起舉辦電機週活動。 

910501  印製海報張貼各餐廳及各棟建築物入口處，預為宣告本校自九一年六月一日起全校

限用塑膠袋。 

910502  周成瑜副教授率航二技三乙學生十九名，參觀基隆地方法院。 

910503  本校擊劍隊參加九十學年度擊劍錦標賽。 

910504  △本校空手道參加九十學年度空手道錦標賽。 

△本校划船隊參加九十學年度划船錦標賽。 

910505  

 

Δ漁科系 5/5~5/16 日，於台北市福華公教會館舉辦「2002年國際鯊魚研討會」，計

有十八國，近千人次參與會議。 

Δ經濟所江福松副教授於5/5~5/7日，參訪2002年美國芝加哥超市博覽會並應邀擔任

隨團顧問。 

910506  本校與美國北卡羅來納州立大學簽訂姊妹校。 

910507  今起舉辦為期三日之「留學遊學團體諮商」系列活動，邀請英國、德國、澳洲教育

中心蒞校。 

910508  海洋法律研究所博士班奉教育部91年 5 月 8 日台 ( 九一 ) 字第 91063922 號函示准予

92學年度設立招生，招生員額參名。 

910510  海科系蘇明陽客座教授蘇明陽博士應邀至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專題演講。 

910511  「兩岸養殖漁業交流研討會」與會大陸學者專家至養殖系參訪交流。 

910513  

△葉世燦老師率二技四 A 學生二十五人，參觀輔助搜救衛星地面接收站、基隆海岸

通信中心。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群超助理教授赴夏威夷出席IEEE Fuzzy Conference。 

910514  

 

14-17 應地所與台灣大學合辦「兩岸第五屆台灣鄰近海域海洋科學研討會」於台灣

大學舉行 

910517  Δ本校正式參與由臺灣大學環安衛中心推動成立「校際環安衛研究中心」合作事

宜，該中心除台大外另有臺灣科技大學、臺北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原大

學等共六所學校聯合成立。 

Δ辦理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邀請基隆市衛生局謝鈴琴小姐主講--「餐飲衛生法

規」。 

910518  本校參加基隆市九十一年春季擴大淨灘活動，地點為外木山澳底漁港。 

910519  
海洋生物研究所劉秀美教授 5/19~5/23 日，前往美國鹽湖城參加第 102 屆美國微生物

學學會會議並發表論文。 

910520  

漁科系 5/20~5/21 日，辦理碩士班應屆畢業生舉行研究成果發表會，本學年計有22位

同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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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524  
△食科系舉辦「2002年幾丁質幾丁聚醣生物科技研討會」。 

△辦理全校社團評鑑。 

910525  

漁科系碩士在職專班應屆畢業生舉行研究成果發表會，本學年計有11位同學發表。

△今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攝影社辦理三十週年社慶特展。 

△今起二日辦理第二學期第二梯次「初級急救訓練」。 

910527  辦理Ｂ型肝炎防治教育，並安排網路有獎徵答活動。 

910529  辦理第一屆大學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910530  △就業輔導組對大四同學作「畢業生出路意向問卷」調查。 

△生科所胡清華教授受邀至台灣大學動物系演講，講   題：斑馬魚對胚胎時期的頭

骨發育。 

910531  △本校與大連海事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海峽兩岸航運科技學術研討會」，由本校

海運學院、大連海事大學交通運輸管理學院、商船學系承辦。計分商船科技、海

洋法學、航運管理、船舶機械四領域共有七十八篇論文。 

△導航系新聘鄭振發、王和盛、吳家琪、陳杏圓等四位教師。 

910601  
△海洋法律研究所「臺灣海洋法學報」創刊號於91年 6 月 1 日出版。 

△技術學院於六月一、二日參加北區技職院校博覽會 

910602  養殖系陳瑤湖老師於6/2~6/7日赴希臘參加「第十屆國際魚類營養與餵飼研討會」。

910603  今起兩日接待第廿九回JC日本青年訪問團，共計約 720 位。 

910606  召開九十學年第二學期校園安全維護會議。 

910608  △舉辦九十學年度畢業典禮。 

△導航與通訊系第一屆學生畢業 

910609  海科系龔國慶教授於 6 月 9 日至 6 月14日赴荷蘭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 

910615  
代表學校參加「九十年度基隆市耙龍船競賽」，因學生反應熱烈，參與者眾，本年

度以Ａ、Ｂ兩隊參賽，分別獲得機關團體組冠、亞軍。 

910617  向教育部提出「建立安全、衛生及永續發展之校園計劃（特別預算）補助案，以改

善校園安衛設施。 

910619  

△生科所胡清華教授赴奧勒崗州立大學分子毒物系演講，講   題：戴奧辛對斑馬魚

頭骨發育之影響。 

△海洋法律研究所獲內政部91年 6 月19日台內設字第 0910019645 號函示准予籌組。

「臺灣海洋法學會」該會委由該所校友黃達元律師具名擔任發起人，並積極籌辦

中。 

△完成採購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製作及管理軟體 

910620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生命科學館」興建計畫，正式獲教育部核准。 

910622  △今起至廿八日辦理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高級急救員訓練班」。 

△今起二日辦理本校「2002年社團幹部研習」。 

910624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江善宗院長參加基隆市政府第十八次漁業諮詢委員會會議。 

910625  

△漁科系大學部學生 6/25~6/27 日陸上實習開訓，實習課程為： GPS 定位、海洋觀

測、雷達觀測、求生滅火等。 

△漁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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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正信二位老師，期間停靠日本大阪港參觀訪問。 

910626  △教育部對本校軍訓室實施軍訓工作評鑑，成效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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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樂館空調驗收完畢。 

910628  △交通部補助更新本校操船模擬中心達 DNV CLASS A 工程完工驗收。 

910629  基隆區校友會於本校第一演講室舉辦第四屆大會暨理監事改選，由施啟文學長當選

理事長，副校長與校友中心蕭主任應邀與會。 

910630  △完成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外租賃生訪談，共計五一０員。 

△交通部補助購置油貨模擬機及 ARPA 模擬機，正在商船大樓進行安裝；小艇完 

成驗收 

910701  

△正式實施彈性上班刷卡制度。 

△經濟所孫金華教授、江福松副教授應邀參加2002年ICABR義大利國際年會並發表

論文。 

△經濟所與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台灣商務研究團合辦「全球展望‧區域挑戰」研討

會，莊慶達教授兼所長並擔任該項研討會之共同主持人。 

△張淑淨老師負責規劃海巡署 AIS 及基隆港 AIS 。 

△商船學系簡光志老師帶領二年級學生赴育英二號海上實習。 

910702  商船學系張麗娜老師赴加拿大出席IEEE國際地理科學及遙測研討會(IGARSS 2002)。

910704  

△養殖系7/4~7/8日舉辦「2002養殖生物科技營」，使應屆高中職學生對養殖系及水

產養殖有進一步認識與了解。 

△電機系舉辦電機營活動，今年擴大贊助單位為天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麗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矽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0707  系工系陳建宏教授應邀於九十一年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前往奧地利維也納參加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ONAL MECHANICS 會議並發表論文

一篇 

910708  

△7/8~7/9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至瑞芳、貢寮區漁會做巡迴

諮詢。 

△系工系辛敬業副教授應邀於本九十一年七月八日至十三日前往日本福岡參加「第

二十四屆船用流體力學研討會」會議。 

9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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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研習班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規劃轉由養殖系代辦；共有來自自

巴拿馬等十八個友邦國家之二十五位學員參與本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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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魚蝦類繁養殖場、水試所及飼料場之實地

參訪。 

910710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養殖系劉秉忠副教授至頭城區漁會

做巡迴諮詢。 

910711  
7/11~7/12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至基隆、花蓮區漁會做巡迴

諮詢。 

910712  完成採購全校暨連外骨幹網路頻寬提升案 

910713  △ 7/13~7/19 辦理「2002年赴中國大陸青島海洋大學」交流參訪活動。 

△台中區校友會假台中市全國大飯店舉辦91年度聯誼會，由理事長賴榮德學長主

持，吳校長、高雄港務局長黃清藤校友及校友中心主任應邀參加活動。 

910715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至淡水區漁會做巡迴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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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資源科學院 7/15 ～ 7/19 日辦理暑期研習會「藻類活性蛋白分離與基因選殖

基礎班」開課，學員共計18位，分別來自產業界、專校教師及研究生。 

△漁科系 7/15~7/30 日辦理「熱帶與亞熱帶漁業永續管理國際研討會」，計有三十二

國一百五十人參與會議。 

△經濟所與環漁系共同主辦國合會委託之「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isheries 」。 

△海運學院協辦「慶祝第四十八屆航海節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由中華民國航運

學會主辦，並有林光院長、張志清副教授發表論文。 

910716  電機系獲行政院「國立大學配合專案擴增大學資訊電子電機光電與電信等科技系所

招生名額培育計畫」核撥「電力能源科技」領域師資，聘任陸臺根博士專任助理教

授。 

910718  

△本校商船學系與海軍官校簽訂建教合作簽約於操船模擬機室舉行。 

△經濟所與環漁系共同主辦國合會委託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isheries 」。 

910720  △河工系辦理第二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成果論文發表會。 

△今起至七月廿二日，參加由中時晚報於台北、台中及高雄三地舉辦之「第八屆中

華民國國際大學博覽會」。 

910721  

海洋生物研究所 7/21~7/26 日假本校舉辦「第八屆世界橈足類大會」，大會主席為黃

將修教授，共有來自全球五十國、三百名學者專家與會，在一週的大會中共發表二

百多篇論文。 

910722  

商船學系林彬老師主持海軍軍官學校委託辦理「操船暨雷達模擬儀操作訓練」，於

七月二十二日開辦，為期十天之訓練課程，讓學員親身體驗進出港之模擬情境及各

種戰術操演之演練。 

910723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於「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isheries 」發表「Taiwanese Demand for Shellfish: Impacts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一文。 

△海科系新聘陳宏瑜及羅耀財兩位助理教授加入師資陣容。 

△九十一年度暑期在校生短期育英二號輪實習「基隆 - 日本本州神戶 - 基隆」七月

二十二日準時發航，本航次航海系計有四技二學生、率隊教師廖坤靜及技士陳建

興等40人參與，預定航程13天。 

910724  
7/24~7/26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至蘇澳、中壢、新竹區漁會

做巡迴諮詢。 

910727  電機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Professor Rudolf Hanka、 Mr. David Liu 及 Prof. C.-P. Chung 等

學人參訪，並作專題演講。 

910729  

△本校陳副校長赴福建參訪並與福建農林大學簽署合作備忘錄。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漁科系劉光明教授、經濟所陳清春教授至南龍區漁會

做巡迴諮詢。 

910730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漁科系劉光明教授至通苑區漁會

做巡迴諮詢。 

△經濟所莊慶達教授兼所長出席於外交部所舉辦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isheries 」結業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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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731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推廣教授經濟所莊慶達所長至台中區漁會做巡迴諮詢。 

△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本學年度共計林燡嘉等十一位同學獲頒生物技術學程證書。 

△日本神戶商船大學研究生櫻井美娜子於七月中旬抵達本校，為期一年之學術交

流，進行操船模擬方面之研究，由商船學系蔡源二老師及林彬老師負責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