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民國九十二學年度大事記
920801

△河工系主任由蕭葆羲教授接任。
△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主任由莊水旺副教授接任。
△資訊工程學系自 92 學年度起更名為「資訊工程學系」並由理學院改隸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自 92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增一班。
△海洋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成立。
△航海技術系更名為運輸技術系，並停招二技改分設四技航海組、運輸組。
△養殖系成立「友邦專業人士水產養殖碩士專班」，第一屆招收五名外籍生，分
別來自薩爾瓦多、布吉納法索、塞內加爾及馬拉威四個友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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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養殖系於 8/26~9/12 舉辦「水產養殖技術與經營管理研習班」
，該研習班由國際
合作發展基金會規劃轉由養殖系代辦；計有 26 個友邦國家之 31 位學員參與本
班。
Δ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舉辦亞洲生產力組織壓鑄技術研習活動。
△舉辦九十二年奈米人材培訓班，參加對象為產業界及各級學校。
△交通部港灣研究所參訪操船模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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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簽署策略聯盟-以提供協助教育課程、諮詢服務、
企業策略諮詢。
△聯合船舶設計中心參訪操船模擬中心。

920904

△海生所舉辦「珊瑚研究成果發表會－珊瑚集體排卵之解祕」，敦請黃榮鑑校長
及廖一久院士（本校講座教授）主持會議，由張清風教務長、黃將修教授及段
文宏博士生之研究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環漁系辦理 92 年度「熱帶與亞熱帶漁業永續管理國際研習班暨研討會」
，計有
21 國 22 位外國學員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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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11 舉辦第二屆亞洲海洋與漁業大學論壇 (AMFUF)暨東京校友會聚餐。
△基於服務校友對校務推展熱心捐款，捐款方式除原有的郵政劃撥、開立支票
外，設立電子商務系統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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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資所辦理「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漁業永續管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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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臨海研究站開幕典禮暨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合
作簽約儀式。
△舉行全校新生消防逃生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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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930620 於每週四下午三點至五點舉行 FUN 4 海大--全校導師生聯誼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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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策略聯盟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暨國合會獎學金計畫六校聯合迎新會。
△92 年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年度訪視。
△本學院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舉金屬模具成形演討會。
△國際主流會及聯青社會會長王國明先生、羅正展律師及陳瑞圖董事長等 30 人
至本校參訪，黃登福研發長全程陪同並致贈本校龍岡步道手冊給每一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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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海洋研究船船舶管理諮詢委員會決議授權海研二號購買新發電機。
△ 研發處船務中心學生校外實習業務移交至教務處校外實習組。
△本學院航運管理學系舉辦第一屆十校聯盟航運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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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第六次海洋大學與基隆市政府首長會議。
首長會議是希望結合基隆市政府及海洋大學的資源，同心協力創造雙贏的局
面。由雙方之一級主管出席，共同研討兩單位未來的合作方向、規劃合作方案
以及檢討目前雙方合作案件的執行進度。本次合作的範圍包括教育發展與研
究、學生幹部研習營、社區服務、藝術活動、災害防救計畫、觀光休閒、漁產
品促銷活動與安全維護等。
△配合本校五十週年校慶，邀請長榮集團張榮發總裁及中央研究院李遠哲院長蒞
臨並進行專題演講。
△理學院接待六位大陸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學者來台交流訪問。
△自 10/07~12/23 起第一屆海洋大學藝文季隆重開鑼，一系列精采的活動在校園內
展開，此系列活動約吸引七仟名學生、基隆民眾熱烈參與。
△漁推會籌備成立「海洋大學四健會」學生社團協助漁村四健會活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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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所李丕耀教授、開物教授、朱瑾教授及四位博士研究生於１０月１２日－
１７日赴大陸北京市出席「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lk Metallic
Glasses」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六篇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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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資所劉光明所長代表我國參加 APEC 漁業工作小組會議。

921017

△舉辦五十週年校慶系列活動「基隆海洋都市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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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19

921022

△配合本校五十週年校慶，舉辦「邁向海洋卓越學術研討會」
，邀請中央研究院
吳茂昆、李太楓、吳京等三位院士蒞臨主講。
△漁推會安排接待「大陸廈門海洋局」人員來校參訪。
本論壇結合基隆市最具影響力之政府與學術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並邀請國策
顧問、監察委員、中央部會官員參與討論，藉由不同角度探討如何使基隆市成
為國際化的海洋都市，並為基隆的未來作診斷規劃，以做為提升基隆市國際競
爭力之藍圖。
△自 10/17~10/19 舉辦 50 週年校慶研究發展成果展示會，地點:本校展示廳，參加
對象為本校教授之實驗室及本中心進駐廠商，共計 20 個單位，22 個攤位。
△舉辦 50 週年校慶音樂會配合高空煙火完美演出，2000 位觀眾同慶海大 50 歲生
日，優美的管絃樂版校歌，獲得學生、校友的喜愛。
△成立光電科學研究所所友會，會長由 89 級的周協利先生擔任，副會長由 90 級
的張志豪先生擔任。
△舉辦五十週年校慶慶祝活動、園遊會及校友回娘家活動並表揚傑出校友。
△美國喬治亞大學國際處副處長 Prof. Kanemasu 於本校五十週年校慶時來台參
訪，並於校慶大會中，在教育部長黃榮村博士的見證之下，與黃榮鑑校長簽訂
二校合作協議。
△五十週年校慶「登船參觀基隆嶼活動」順利完成四個航次招待校友與貴賓。
△配合校慶五十年舉辦「海大回顧情」特展，並於愛樂廳撥放「海大五十年校慶
幻燈片特輯」。
△本校校友電子信箱正式啟用。
Δ養殖系張清風教授主辦『魚類生長與生殖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來自美國、
日本、法國、西班牙、新加坡與香港共 11 位及國內 4 位著名學者共同參加，
會議的主題是討論最新有關魚類之生長、生殖生理與內分泌及相關遺傳基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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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當日與會人數達三百人之多。
△邀請李天祿先生創立的「亦宛然掌中劇團」擔任「駐校藝術家」，並與基隆文
化中心、深美國小合作，於海洋大學、基隆市文化中心舉辦一系列活動。
△育成中心進駐廠商大展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參加國際技術移轉博覽會。
△養殖系黃沂訓老師於 10/24~26 帶領大二學生一行 115 人及外藉碩士生 5 人至
嘉、南、高、屏等地區實地參觀現場繁、養殖場及飼料場進行教學參觀。
△「中國航海技術研究會」與「上海市航海學會」本校參訪。
△駐校藝術家張正傑與國劇名角朱陸豪共同於海洋廳演出「小丑與月亮」，由美
猴王引領著觀眾們進入德布西的幻想世界。
△學務處自即日起辦理數次有氧健走活動。
△河工系舉辦全國”第 25 屆海洋工程研討會”圓滿結束。
△材料所為學術研究之推展,於今年度陸續與以下單位協辦學術研討會(年會)：中
國材料科學學會、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中華民國鍍膜科技協會、中國鑛冶
工程學會等學(協)會。
△材料所吳建國教授於本學期借調〝金屬發展研究中心〞。
△本校船務中心協辦「海洋盃」桌球聯誼賽活動順利完成。
△法國海洋科學研究中心於九十二年十一月派員來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合作進
行海底地震儀研究。
Δ養殖系李國誥教授於 11/5~7 赴秘魯利馬參加亞太經合會（APEC）水產養殖產
品永續經營與展望會議並發表二篇有關養殖貝類永續養殖及鮑魚養殖現況與
展望之論文。
△澳洲迪肯大學 (Deakin University) 副校長 Eric Meadows 等共 6 位教職員至本校
進行參訪活動，該校於 92 年 2 月與本校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正式建立兩校
的學術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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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 92 年 11 月 21、22 日舉辦全國「電子元件暨材料研討會」，並舉辦學術
性及技術性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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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臺灣系列專題演講 – 海洋與臺灣」假本校共同科遠距教學教室舉行，
由本校講座教授廖一久院士擔任主持人，邀請監察委員黃煌雄先生及長榮集團
郭宣瑜副總裁蒞臨演講，一同探討台灣與海洋之關係。
△聘俄羅斯籍客座教授根那迪先生至系工系開設『特種船舶設計專論』二個月。
△黃榮鑑校長率領「兩岸海洋科技學術訪問團」，成員計有研發處黃登福研發長
與研發處學術交流組莊慶達組長，於九十二年十二月三日至十三日至中國海洋
大學、大連海事大學、上海水產大學、上海海運學院、湛江海洋大學、寧波大
學等。進行為期 11 天的學術交流訪問，為兩岸間的海洋教育、海洋科技與學
術研究等內容進行實質性的交流。
△海峽兩岸研討會參觀操船模擬中心。
△寧波大學於 92 年 1 月與海洋大學簽署學術交流協議，本月 9 日該校校務委員
會樓玉琦副主任等共 5 位教職員及 20 位學生至本校進行參訪活動。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年度碩士論文獎獲獎人河工系碩士生林盛益同
學，指導教授陳正宗老師。
△宏都拉斯海事局副局長 Mr. Hetor Orlando Ramirez 至本校參訪，安排與張清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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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技術學院葉榮華院長、航管系顏進儒老師會談，並參觀操船模擬機，Mr.
Hetor Orlando Ramirez 希望能促成宏都拉斯大學與本校的合作。
△哥斯大黎加大學國際事務暨對外合作室主任 Dr. Manuel M. Murillo 至本校參
訪，安排參觀本校臨海教學實習場，養殖系特邀養殖專班碩士生薩爾瓦多 Cecilia
陪同，下午驅車至水試所與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工作站參觀，Dr. Manuel M.
Murillo 對各參觀單位都十分有興趣希望未來能與本校進行技職訓練的合作。
△「第五屆全國創新機構設計比賽」本學院機械與輪機工程學系林鎮洲老師指導
李維倫、陳正鍇兩位研究生，以「省力踏板機構」榮獲全國銀牌獎。
△配合校慶五十年舉辦「海大回顧情」特展，並於愛樂廳撥放「海大五十年校慶
幻燈片特輯」。
△加拿大紐芬蘭大學代表 Echo Pittman 和 Darren Pittman 至本校進行拜會，Mrs.
Pittman 此次拜會的目的為了解台灣留學市場與推廣加拿大高等教育，本校有意
與之合作舉辦 5 週暑期短期進修計畫。
△中華兩岸世紀發展協會邀請浙江海洋學院吳常文教授等 8 人至本校參訪，安排
與本校黃登福研發長會面並參觀臨海教學實習場，浙江海洋學院吳教授於會後
表示十分希望與本校締結合作關係，並致贈該校論文集與本校交流。
△澳洲雪梨大學( The Univeristy of Sydney) Dr. Ｋevin Laws 至本校參訪。
△香港理工大學物流學系師生計 40 人到本校參訪。
△舉辦海洋大學研發成果發表暨產品展示會，參展對象為進駐廠商大展生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校江善宗教授、陳榮輝教授、蔡國珍教授、潘崇良教授、周
信佑教授。地點:教育部五樓禮堂。
△環漁系游祥平教授獲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年度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開辦「館際合作教師、博士生國內複印件免費服務」
，此服務將先行試辦 1 年。
△學務處成立資源教室服務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學務處建置學生宿舍管理系統
△「海研二號」自 93 年 3 月 1 日起每年執行船長及船務監督海陸輪調交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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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海洋大學「關懷台灣」系列專題演講活動，舉辦行政院林信義副院長蒞臨
進行「新世紀，新思維，新台灣—台灣經濟發展現狀與展望」專題演講。
△為推動校內學術能量整合，召開奈米研究、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深層水研究等
計畫整合座談會。其中由食品科學系黃登福教授擔任總主持人，為期三年的「奈
米科技於水產生物技術上之應用」研究計畫獲國家科學委員會通過為 93 年度
奈米國家型科技學術卓越計畫。經費共三千八百萬元，此計畫為台灣第一個與
水產生物科技相關的奈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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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養殖系辦理「國際合作策略聯盟」獎學金計畫管理平台業務會議，另計有屏東
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師範大學等多所大學承辦業務代表與
會。
Δ材料所朱瑾教授於 3 月 7 日至 20 日赴美國出席「2004 年奈米科技國際研討會」
與「第 133 屆 TMS 2004 年國際研討會」主持會議並發表論文 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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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九十三年「海軍各級艦艦長職前訓練」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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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台新藝術獎第一屆表演藝術獎得主「優人神鼓」擔任「駐校藝術家」，適
逢優人神鼓十五週年，一系列的活動包括回顧展、作品欣賞、移地訓練、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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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精采演出。
△舉辦育成中心招商說明會，地點在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
△口琴社榮獲全國音樂比賽口琴四重奏第一名。
△辦理服務性社團舉辦服務週--『布拉格的春天』
，以服務基隆地區居民及本校師
生為其主要活動項目。
△自 3 月 18 日至 4 月 8 日每星期五，各舉辦一場有關專利講座之研討會，主題有
「政府資源研發補助研討會」
、
「國內外專利制度介紹講座」
、
「專利說明書申請
專利範圍解讀」、「專利檢索」等共四場，地點: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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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2004 海大外籍(僑)生暨外籍教師春季茶敘』
，希望藉由這次茶會的舉行，
為本校外籍師生建立一座友誼的橋樑，並且能夠為本校師生與外籍師生的交流
活動建立起長期交流的模式。
△為使海大教育架構更為完備，順應國際潮流及國內社會之期望，召開「教學單
位架構調整公聽會」，廣納各方意見。

930329

△第四屆海洋研究船船舶管理諮詢委員會決議「海生號」辦理十航次免費提供老
師研究使用。

930404

△尹章華教授與研究生等一行九人赴大陸大連大學及山東煙台大學參訪。

930407

△創新育成中心於遠東國際大飯店舉辦聯合招商會。

930409

△協助進駐廠商邰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SBIR 經濟部研發補助新台幣二佰萬
元。

930415
930416

△教務處委託圖書館建置「本校論文著作目錄」資料庫改版上線。
△辦理「壓力調適工作坊」
、
「情緒調適工作坊」及導師輔導知能研習--「3 Q VERY
MUCH」。
Δ馬拉威共和國大使參訪養殖系臨海生物教學實習場。

930419

△「海研二號」自 93 年 4 月 6 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順利完成安裝新發電機工程。
△經濟所孫金華所長應農委會漁業署邀請出席 419~27 在韓國釜山所召開之「第
三屆管理程序工作小組會議」暨「延伸委員特別會議」，代表臺灣發表「南方
黑鮪保育組織管理程序之評估報告」。

930420

李△昭興院長赴南沙太平島參與國家海洋事務相關工作。

930421

△與萬國法律事務所簽署策略聯盟-協助育成中心舉辦教育課程及專利、法律專業
諮詢。
△與中華商業銀行簽署策略聯盟-透過雙方交流活化育成中心技術創業投資環境、
協助育成中心廠商取得資金、辦理企業體檢、不定期舉辦相關業務之說明會或
講習會等、雙方各事業相關之諮詢服務等。
△ 國防部陳副部長肇敏上將，率領國防部軍備局長龐豫銅中將，資源司長陸小
榮中將，海軍總部計劃署長羅貽龍少將等一行人，參訪工學院大型空蝕水槽
並督導測試水下兵器實況，在校長陪同下整個測試研討圓滿成功。
△自 4 月 21 日至 8 月 4 日每星期三下午，在台北科技大學舉辦 2004 企業成長講
座，共分四大系列，分別為財務會計系列、智財權系列、管理行銷系列、政府
資源與研發補助系列，每系列各有四場課程，共計十六場次。

930424

△自 4 月 21 日至 25 日本校協辦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Spring Convention 2004

930501

930507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2004 春季大會。
△本校與台大、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政大、師大共五個單位，完成圖
書互借服務協議。今後師生可持上述單位借書證，自由進入該單位圖書館並免
費借閱圖書。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影像檢索系統」改版上線。
△自 5 月 1 日至 21 日辦理 2004 社會新鮮人研習營。
△電機系由李明憲系友擔任「第四屆國立台灣海洋大學電機系友聯誼餐會」召集
人，在台北君悅飯店 (原凱悅飯店) 1 樓嘉賓廳舉行。
△2004 全國農業生物科技成果發表暨技術授權商談會。參展廠商大展生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地點:中興大學化材館國際會議廳。

930510

△船務中心訂定「海洋研究船海研二號零故障獎勵辦法」草案。

930513

△駐校藝術家張正傑舉辦「巴赫的衣冠琴秀」，為海大帶來不一樣的演出，巴赫
△與服裝激發出的火花，吸引近 450 名觀眾的眼光。

930519

△與亞太國際專利商標事務所簽署策略聯盟-提供育成企業專利諮詢及申請。
△邀請本校羅明芳老師於愛樂廳舉辦「美聲集致-羅明芳獨唱會」。

930520

△學生社團慈青社參加 93 年『全國大專院校績優社團評鑑』活動，榮獲全國服
務類社團第一名特優獎。

930521

△海軍敦睦艦隊至本校參訪。

930526

△與網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策略聯盟-以配合育成中心舉辦政府研究發展補
助計畫相關實務講習會等諮詢及服務。

930527

△舉辦棉花糖節音樂會及園遊會活動。

930529

△辦理基隆棉花糖情人節-「基隆健走日」活動，參與約 4000 人次。

930531

△「海研二號」五月份加裝好一個新床位,，自 93 年 6 月 1 日起，每個航次可住
八位研究人員。

930601

△國立交通大學機械系承辦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本校舉行「提升產業技
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說明會。
△工學院辦理「2004 海洋應用科技－創意設計專題競賽」
。

930604

△日本東京大學參觀操船模擬中心。
△海軍官校學生九十三年暑期模擬機訓練簽約典禮。

930605

△爵士樂音符飄進畢業典禮會場，特於畢業典禮前舉辦爵士音樂會，溫馨浪漫的
爵士樂，帶給學生不同的畢業回憶。
△理學院執行之交換學生計畫，首批德州農工交換學生來台從事研究交流。
△由本校講座教授廖一久院士所主持之「關懷臺灣系列專題演講」假本校共同科
遠距教學教室舉行，本次演講會邀請立德管理學院歷史系主任黃耀能教授深入
淺出的分析歷史上的幾個政治人物 – 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及唐太宗。
△監察院、教育部參訪操船模擬中心。
△ 中美洲記者訪問團參觀操船模擬中心。
△自 6 月 15 日起辦理 93 學務工作自我評鑑說明會、系列研討會及自評研習。
△舉辦「海洋菁英交流成立大會」
，地點:海洋大學展示廳。
△勇奪基隆港龍舟競賽機關團體組冠軍、三連霸衛冕成功。

930606
930611

930612
930614
930615
930616
930622

930623

93062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教育部長 Mr. Wilfred Kendall 伉儷、國立馬紹爾群島學院校
長 Dr.Wayne Schmidt 伉儷、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華大使伉儷一行六人在教育部
張秀蓉小姐的陪同下蒞臨本校參訪。
△泰國教育部官員參觀操船模擬中心。
△漁推會協助臺灣經濟漁業發展協會辦理「第二屆海洋漁業論壇」研討會。

930626

△與本校簽有學術合作協議之加拿大紐芬蘭大學為海洋大學的學生規劃了一個
暑期遊學課程。內容除了 ESL 外，還加上海洋相關之專業課程及旅遊活動。

930628

△辦理校園解說員培訓課程。

930701

△協助進駐廠商老鷹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取得行政院環保署之九十三年度「環保
科技育成中心計畫」，獲得補助金額為新台幣壹佰貳拾柒萬肆仟元正。
△編印「資源教室手冊」、「導師手冊」、「愛在心裡口難開」輔導宣傳手册。

930708
920711

△敏督利颱風侵襲台灣，造成登山社六名同學受困南投縣仁愛鄉，7/7 凌晨 5 點
多由直昇機救援出來，並由海大派車接回學生，同日下午 5 點半召開記者會。
Δ養殖系於 7/8~28 舉辦「WTO 水產檢疫研習班」
，該研習班由國際合作發展基金
會規劃轉由養殖系代辦；計有 16 個友邦國家之 17 位學員參與本班。
△漁推會辦理「第一屆海洋漁業論壇」研討會。

920712

△生技所假本校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室，舉辦「2004 年台灣斑馬魚分子發育與遺傳
研討會」。邀請國內進行斑馬魚相關研究之學者，在大會發表各項最新研究成
果。
△漁推會協助台灣省漁會辦理全國漁民節慶祝大會。
△漁推會協助臺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辦理「漁業週」各項相關活動。

930714

△協助廠商歐綺亞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本校食科系陳榮輝教授之三項
技術移轉授權，其為專屬授權五年，技轉授權金為新台幣伍拾萬元正。
△『2004 吉林大學赴台學術文化交流團』由該校學生處劉新榮處長帶領教職員 3
人及學生 26 人在逢甲大學的安排下至本校參觀訪問 。
△本校系工系洪秀琴同學獲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二年度大專學生參與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漢城大學參觀操船模擬中心。
△成立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
△光電科學研究所江海邦教授榮登 Marquis Who’s Who 名人錄。

930715
930722

93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