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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事記（2008.8.1～2009.1.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08.8.1 ＊97 學年教師升等，計有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陳基國教授、生

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方翠筠教授、海洋生物研究所陳義雄教授、電資

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林泰源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江愛華

教授等 5 人升等為教授；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林秀芬副教

授、航運管理學系鍾政棋副教授、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張玉君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水產養殖學系陸振岡副教授、生物科技研究所何國牟副教

授、食品科學系蔡敏郎副教授、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

科學系鄭學淵副教授、工學院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吳志偉副教授、電

資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趙志民副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張小

芬副教授等 10 人升等為副教授。 

＊97 學年新聘教師，計有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副教授周恆志、

航運管理學系助理教授鄭士蘋、航運管理學系助理教授邱榮和、運輸

與航海科學系副教授桑國忠、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助理教授鄒明城、輪

機工程學系助理教授陳俊隆、輪機工程學系助理教授王榮昌；生命科

學院食品科學系助理教授黃意真、水產養殖學系助理教授呂銘偉、水

產養殖學系助理教授龔紘毅、水產養殖學系助理教授黃之暘、生物科

技研究所助理教授黃志清；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資訊系助理

教授蔡富容、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助理教授張竝瑜；工學院河海工程

學系助理教授顧承宇、河海工程學系助理教授范佳銘；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助理教授黃俊穎、資訊工程學系助理教授馬尚彬、通訊

與導航工程學系助理教授林修國等 19 人。 

＊商船學系崔延紘教授、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王偉輝教授、運輸與航海

科學系趙榆生講師、輪機工程學系魏為明講師辦理退休；河海工程學

系黃然教授、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邱文彥教授辦理借調他機

關。 

＊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自 2008.8.1 新設立教學單位-

應用英語研究所、行政單位修正組織名稱-學生事務處：國際事務

組、會計室：預算組、會計組 

＊電機系成立「電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97 年度秋季班招收學生 13

名。 

人事室 

 

 

 

 

 

 

 

 

 

 

 

 

 

 

 

 

 

 

 

 

 

 

 

 

 

 

電機資訊學院

2008.8.4 ＊師資培育中心分別於本校、東華大學及淡江大學辦理【海洋科學教育

與課程設計】專長增能學分班，計有 66 名中小學教師參加(本校 28

名，東華 15 名、淡江 23 名)。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8.6 ＊義大利 SpecTec 公司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協議，SpecTec 公司同意捐

出 AMOS 軟體 Maintenance & Purchasing 兩種模組使用權及教學與

訓練課程。該公司將在本校設立一個 AMOS 軟體人才培訓中心，以教

育訓練海運學院所屬學生及服務採用 AMOS 軟體的台灣客戶。 

海運暨管理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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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7 ＊教育部通過本校「97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案，並獲得

3,904 萬元之經費補助。 

教務處 

2008.8.11 ＊師資培育中心分別於本校、東華大學及淡江大學辦理【海洋文化教育

暨課程設計】專長增能學分班，計有 63 名中小學教師參加(本校 38

名，東華 14 名、淡江 11 名)。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8.16 ＊辦理「新生入學說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本次活動新生及家長總人數

約為 2600 人；新生參與人數計 877 人，參與率為 63.5％。 

＊註冊課務組與招生組共同辦理「97 大學新生暑期補強課程」，對象為

大學甄選（含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繁星計畫之學生。補強課程包

括英文、數學、物理、化學四門課程，每科 15 小時。由外語教學研

究中心、微積分小組、物理小組、化學小組老師參與授課。學生整體

滿意度為 3.75 分（5 分為滿分）。(8.18-8.29) 

學生事務處 

 

教務處 

2008.8.18 ＊黃登福院長與食科系江孟燦教授奉派赴日本北海道大學大學院水產

科學研究院、水產科學院、水產學部簽訂姊妹學院，並洽談雙方學術

合作及學術交流事宜；期間另專程拜訪姊妹校東北大學，雙方進行學

術交流與座談，任務圓滿完成。(8.18-8.22) 

生命科學院 

2008.8.19 ＊辦理 97 年度國科會計畫會計作業研討會，為新進計畫助理、研究生

及工讀生講述會計作業相關法規及流程，參加人員達 160 人，圓滿完

成。 

會計室 

2008.8.30 ＊校友服務組陸續與台灣地區各大知名商店、餐廳、教育機構簽訂「海

大特約商店」，提供校友及教職員生特別優惠折扣。 

秘書室 

2008.9.1 
＊「基礎英文」課程，自 97 學年度起改為線上自學系統（Tense Buster），

同學可隨時上網操作練習。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9.4 ＊舉辦「97 年度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暨法治教育觀摩研討會」，計有教育

部、法務部、長榮文教基金會、104 人力銀行及全國大專校院學務長

及工作人員 200 多人與會。 

＊根據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主導的「世界大

學網路排名」調查排名，今年 8 月份調查結果出爐，本校世界排名

1354 名，較今年 1 月份調查結果躍進 88 名。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8.9.5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近期公佈「2008 WOS 論文統計排名」。此

排名係以 2008 年之網頁發表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之國內大專院

校，2003 年至 2007 年來所屬之 20 個學門期刊論文質與量方面五項

指標的統計結果，希冀能以提供統計數據的方式，反應高等教育學術

研究績效。本校 2008 年進入前 15 名之專業學門有：「數學」、「地

球科學」、「材料科學」、「土木」、「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免

疫與微生物學」、「植物與動物科學」、「農業科學及生態/環境學」。 

研究發展處 

2008.9.8 
＊通識教育中心辦理自我評鑑，邀請臺大陳東升教授、清華大學沈宗瑞

教授、中央大學黃藿教授為校外評鑑委員，蒞校訪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9.9 ＊辦理國際學生新生座談暨迎新會，以協助外籍新生認識本校的環境、

設備、資源、法令，並了解在學期間有關生活、課業、居留資訊，增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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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習效果。 

＊辦理與「基隆長庚紀念醫院」學術合作計畫案，召開推動委員會議審

核各系所之申請計劃，申請系所包含養殖系、食科系、電機系、航管

系、教研所及生技所，並全數通過審查，計畫開始執行。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9.10 ＊MOODLE 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啟用，提供更好操作，更好管理的非同步

遠距教學平台。 

圖書暨資訊處

2008.9.11 ＊今年新生入學典禮，以校園資源博覽會的方式舉行，讓新生入學前在

最短的時間內能夠熟悉大學生活、提昇學習效能。 

學生事務處 

2008.9.15 ＊應用經濟研究所接受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舉辦「鮪魚所有

權管理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ights-based 

Management and Buybacks in Tuna Fisheries)」，計有來自產官學

界近百人與會，包括農委會李健全前副主委、農委會水試所蘇偉成所

長、臺灣區鮪魚公會伍明座理事長等。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9.16 ＊辦理「新宿民之夜」宿舍迎新活動。 學生事務處 

2008.9.18 ＊97 學年度「大一學習促進」於週四下午第 7、8 節課，舉辦一系列包

含認識校園資源、心理衛生教育推廣、職涯定向演講與班際活動，藉

此協助新生適應嶄新環境，降低心理困擾，增進學習成效。

（9.11-12.25） 

＊97 年度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議，遴選出 13 位傑出校友，並於校慶典

禮公開表揚。名單如下： 

  (一)「學術類」：孫寶年校友、郭一羽校友、劉金源校友。 

  (二)「服務類」：王克旋校友、王南華校友、李明校友元、林月英校

友、高一之校友、黃聲威校友、劉禎氣校友、賴榮德校友。 

  (三)「母校貢獻類」：李健發校友、郭博達校友。 

＊於展示廳舉辦 97 年度學生壁報比賽，為期 4 天，共有 57 名作品參賽，

並邀請校外評審評分。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9.19 ＊於第一、第二演講廳舉行 97 年主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由執行主

題計畫之老師進行口頭成果發表共計 55 場次發表。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9.20 ＊舉辦第三屆海洋盃校際擊劍邀請賽，會中邀請台大、政大等校參賽。 

(9.20-9.21) 

體育室 

2008.9.24 ＊辦理新進人員研習會，由總務處、會計室、圖資處及人事室說明提供

之各項行政支援，計教師等 50 位新進人員參加。 

＊電機系 68 級校友郭重松學長(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新

台幣一佰萬元作為綜合教學大樓 A 棟籌建基金，以解決電資學院各系

所空間不足之問題。 

人事室 

 

電機資訊學院

2008.9.25 ＊環資系董東璟與河海工程系翁文凱老師，假本校第一演講廳共同主辦

「德國之海岸與海洋環境保護經驗短期國際課程」，邀請德國羅斯托

克大學 Dr. Soeren Kohlhase 及 Dr. Froehle 兩位教授共同授課，共

計有校內外各界人士，約 100 餘人報名參加。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8.9.26 ＊辦理教育部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甄選會，共 12 人報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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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 8 人獲選，補助其學費、機票及生活費。 

＊食科系龔吉宗及譚詣騰同學榮獲首屆『生技研發成果創意應用競賽』

銀牌獎。 

 

生命科學院 

2008.9.27 ＊輔導僑生社團結合校外與社區資源，辦理「國小弱勢家庭子女課輔」，

利用假日協助國小弱勢清寒單親家庭學生課輔工作，落實服務學習。

(9.27-12.27) 

學生事務處 

2008.9.29 ＊為培養全校師生之英文學習興趣及營造英語會話的生活環境，本學期

開始於特定時段在「關於咖啡」（小木屋）餐廳推廣實境英語點餐活

動，推行期間已突破 6,000 人次參與。 

＊食品科學系張欲懷同學榮獲日本交流協會交換學生獎學金，並由本校

薦送赴日本姐妹校長崎大學研讀 NISP 短期學程一年。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2008.9.30 ＊舉辦「海洋大學與江南大學締結姊妹校」簽約儀式，由李國添校長與

江南大學陳堅校長代表簽訂學術交流協定書，儀式簡單而隆重。下午

食科系師生與江南大學教授團共同舉辦「海峽兩岸食品與生物科技學

術研討會」，相互交換學術研究心得，並促進彼此學術合作項目。 

生命科學院 

2008.10.1 ＊舉辦 97 學年度新生盃球類賽，項目共計有籃球、排球、桌球、羽球、

網球、游泳及足球等項目。(10.1-11.30) 

體育室 

2008.10.2 ＊97 年獲教育部補助辦理之輔導工作特色主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防

治教育」實施第 2 年計畫，以電影座談、專題演講、校園論壇與校園

夜間空間檢視等方式，推廣性騷擾性侵害防治、戀愛交往與約會暴力

防治相關議題，總計辦理 17 場次活動。 

學生事務處 

 

2008.10.3 ＊教育部核定本校 98 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量案，核復如

下： 

1.核定招生員額：日間學制計 2178 名，夜間學制計 437 名，日夜間

學制合計 2615 名（同 97 學年度核定員額）。 

(1) 日間學制大學部核定員額：1308 名。 

(2) 碩士班核定員額：770 名。 

(3) 博士班核定員額：100 名。 

(4) 夜間學制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班）核定員額：

179 名。 

(5) 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員額：258 名。 

研究發展處 

2008.10.5 ＊電機系 62 級系友(天網電子公司梁錦宏總經理）捐贈電機系一、二館

舍中所有照明燈管。 

電機資訊學院

2008.10.7 ＊97 年度 ISO9001 管理系統外部稽核複驗作業於 10 月 7-8 日舉辦，由

DNV 公司指派 3 位稽核人員至本校稽核，本校業已通過年度稽核。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8.10.9 ＊本校「品德菁英培育 法治培育專案」於 2008 年 10 月 9、14 日、12

月 26 日分別巡迴國立基隆高級海事職業學校、台北縣立雙溪高級中

學、基隆市立安樂高級中學辦理「校園社區系列巡迴宣導活動–中小

學品德教育巡迴宣教」，由河海工程學系蕭松山老師發表「健

康人生從『心』開始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心靈修養講座，品德教育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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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亦現場帶動團康，協助整體帶動基隆社區中小學推動品德教育。 

2008.10.11 ＊海研二號為慶祝本校 55 週年校慶，結合基隆港務局局慶活動、創世

基金會(基隆分院)籌建台東分院之「種子、希望、愛」園遊會活動以

及基隆市政府教育處學務管理科的「海洋教育」活動，特別於基隆港

東二碼頭舉辦「海研二號與基隆港有約」活動。 

研究發展處 

2008.10.13 ＊與大陸武漢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同舉辦「第二屆海峽兩岸

『魚類生理與養殖』研討會」，共計校內外 19 位學者專家赴中國科

學院參加並發表論文演說。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10.14 ＊校友梁錦宏先生捐贈圖書館自行研發的節能照明設備 1,200 餘座，約

新台幣 100 多萬元，改善的範圍有 K 書中心、圖書館一館及二館，其

研發的不黑頭、長效省能照明設備，每顆燈泡至少有 3 年以上的壽命，

未來更能節省 50％的電費。 

圖書暨資訊處

 

2008.10.15 ＊97 年度第 2 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計

申請 35 案，申請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15,991,512 元。經 9.23 審查會

議決議共計核定新台幣 11,428,323 元，全案已於 11.30 前完成核銷

手續。 

研究發展處 

2008.10.16 ＊完成『教育部 97 年度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部補助 121.6

萬元，校自籌 63.5 萬元)，改善校園人社大樓、技術大樓、航運大樓、

航管大樓及系工系館共 5 棟建物之無障礙設施改善，可提供行動不便

者之生活基本需求。 

＊中華航運學會、基隆港務局、中華海運研究協會與本校合辦「2008

年航海節航運學術研討會」，計有 180 餘位人員與會。 

總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8.10.17 ＊生命科學院與養殖系配合 55 週年校慶，舉辦「海洋藻類資源與產業

發展研討會」，邀請 10 位國內產官學者蒞臨演講，現場聽講人數高

達 400 餘人。 

生命科學院 

2008.10.18 ＊本校 55 週年校慶以「5 愛 5校~海大 55 週年校慶系列活動」為主題，

自 2008 年 9 月起陸續展開學術研討會、海研二號與基隆港有約、表

演藝術類-屏風表演班、攝影展，並於 10 月 18 日辦理慶祝大會暨海

洋音樂會、校史室揭牌、校友回娘家、校友攝影展、歡樂校園嘉年華、

運動嘉年華會…等活動，邀集校友、教職員生、家長及基隆市民歡慶

校慶，共同見證本校創建歷程、學術研究成果，及學生校園活力。 

＊完成「校史室」建置，並舉辦揭牌活動，「校史室」目前典藏以校史

文物、重要公文、出版品、學術貢獻、課外活動、傑出師生、典禮活

動、成長建設、媒體報導及大事紀要共十類，為目前展出及持續收集

之內容。另自2004年9月9日～迄今，捐款累計達新台幣100萬元(含)

以上芳名或單位名稱列冊亦陳列於校史室中，並頒發感謝獎牌，以永

留念。同時陸續完成校史網頁及口述歷史編印工作，目前已發行「海

大歲月」口述歷史第一卷。 

＊萬海航運公司捐贈船用主機機件及船用雷達及對講機等設備供本院

師生使用。 

全校 

 

 

 

 

 

秘書室 

 

 

 

 

 

 

海運暨管理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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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9 ＊完成工學院校區『雨水公園』之設置----雨水公園及雨水回收再利用

系統，總經費為 481 萬元，並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全額補助。本案將

雨水回收系統收集之雨水資源應用於沖廁、澆灌及景觀，預估每年可

減少 3,000 噸以上的自來水用量。 

＊機械系黃祖虹同學榮獲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金，並由本校薦送赴日本

姐妹校日本東京大學短期研修一學季。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2008.10.20 ＊食科系碩士班郭育銘同學(指導教授:蕭錫延老師)榮獲『第七屆世界

華人水產營養學術研討會壁報比賽』優秀學生獎。 

生命科學院 

2008.10.21 ＊97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品質評鑑會議決議，97 學年度行政品質評鑑之

受評單位為秘書室、體育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

中心，加列「行政單位網頁之豐富度」及「行政單位網頁之即時更新

度」行政滿意度調查項目，另外行政品質評鑑之內容，其中工作績效

指標新增「建立團隊學習文化」評準。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8.10.27 ＊舉行海洋傑出女性科學家研討會(10.27-10.28)，共有 28 位國內外講

者發表學術論文演說。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10.29 ＊食科系系友潘敏雄教授榮獲 2008 年十大傑出青年。 生命科學院 

2008.10.30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 97 年度「海洋教育相關教學研究及圖書儀器及設

備補助」計劃案，計畫執行期間為 6 個月，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900 萬

元。 

＊師資培育中心與臺北縣和美國小合辦臺北縣 2008 年中小學海洋教育

藍星學校策略聯盟工作坊暨教育夥伴簽約事宜，簽約學校計有臺北縣

和美國小等 24 所中小學。 

研究發展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11.4 ＊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程及小學學程接受師資培育評鑑。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11.5 

 

＊舉辦「自然．自在-楊英風及楊奉琛聯展」系列活動(11.5-11.23)，

楊英風（1926-1997）為國際級雕塑大師，本次展出著名的太魯閣系

列及山水系列作品。 

圖書暨資訊處

 

2008.11.6 ＊辦理「2008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海

洋文化研究所及通識教育中心承辦，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基金會、

國史館、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協辦；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基隆市文化基金會補

助。(11.6-11.7)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11.7 ＊於第二演講廳舉辦「第 32 屆臺灣地區 INNOPAC 系統使用者聯盟研討

會」。邀請全國 23 所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分享使用圖書館系統的經

驗，促進相互間資訊交流。 

圖書暨資訊處

 

2008.11.3 ＊教學中心完成 E 化教室施工並安排使用單位接受教育訓練。目前共計

完成「E 化教學環境之建置」75 間，另於 75 間 E 化教室擇定 15 間升

級為視訊教學錄製教室。 

教務處 

2008.11.14 ＊辦理「2008 高中職海洋體驗教育實施計畫」，邀請南胡高中師生共

190 人參加。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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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 ＊本校加入「開放式課程聯盟(TOCWC)」共同推動「開放式課程(OCW) 」，

並完成簽署「台灣開放式課程聯盟合作備忘錄」，將學校之寶貴資源

幫助校內外學生、教師與自學者進行學習與參考。 

＊漁推會劉光明推廣教授獲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年優秀農業人員。 

教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08.11.18 ＊舉行「第四屆臺灣-澳大利亞水產養殖、漁業資源及管理論壇」

(11.18-11.19)，邀請澳洲學者 7 位及校內外 23 位學者發表論文演說

及綜合討論。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11.20 ＊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國棟校友(62 級電機系)，捐贈海洋大學

15 萬股公司股票，設立「助修獎學金」，上午 10 點於內湖的友尚集

團總部由李校長與曾學長完成簽約儀式。 

＊工學院「計算與模擬中心」成立，並敦聘河工系葉為忠教授為中心主

任。 

秘書室 

 

 

工學院 

2008.11.26 ＊辦理食品科學系陳榮輝教授「海菜(MONOMSTROMA NITIDUM)水溶性抽

出物、水溶性多醣體在化妝品之應用」技術移轉案，獲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97 年度「技術移轉獎勵」獎勵金新台幣 30 萬元。 

研究發展處 

2008.11.27 ＊舉行「書卷獎頒獎暨校長有約座談會」，與會學生包含學生社團、學

生自治團體、各班班代、學生義工團體、校隊等負責人，共計有 140

名同學參加。 

學生事務處 

 

2008.11.29 ＊課外活動指導組榮獲全國服務學習績優單位，並於「97 年度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學習研討會暨成果觀摩會」接受頒獎。 

學生事務處 

2008.12.1 ＊海生所接待 Dr. Boo Sung Min 與 Dr. Jin Hwan Lee（Professors, 

Department of Biology, School of Bioscience & Biotechnology, 

Korea）來校訪問及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海資院李明安院長參加廣州召開第 9 屆泛洋衛星遙測研討會(Pan 

Oceanic Remote Sensing Conference)，並被推舉為該會科學委員會

之成員。會中發表論文及海報並表達本校校長與基隆市長誠摯邀請參

與由本校主辦 2010 年泛洋衛星遙測研討會。 

＊電機系 74 級系友周永明學長(宏達國際電子公司執行長兼總經理)捐

贈新台幣五佰萬元作為綜合教學大樓 A 棟籌建基金，以解決電資學院

各系所空間不足之問題。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08.12.2 ＊本學院於延平技術大樓演講廳舉辦＂2008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Port and Shipping＂國際演討會，邀請韓國學者 DR.Hee Seok 

Bang、加拿大學者 Dr.James A.Fawcett、基隆港務局及沛華集團 CEO 

Philip  Lin 發表論文，共計約有 2 百餘位師生出席此次研討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8.12.5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主要討論調降各系所畢業學分數及增加跨領域選

修學分比重等，以利調整本校專任教師授課負擔至合理授課時數。 

＊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蒞臨本校辦理「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訪視評估專案計畫」。就本校現況及「校務整體發展規劃」、「組

織運作管理制度」、「預算決算管理制度」、「會計、出納與財產管

理作業制度」、「基金財務」等5大構面進行相關資料之查閱（證），

教務處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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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本校部份歷任一級主管、歷任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歷任校

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及校務基金相關業務人員進行晤談，預定

2009年2月底公布訪視結果。 

2008.12.8 ＊舉辦「壓力 Bye-bye 青春 Hi」主題諮輔週，協助學生學習以適當方式

應因應壓力。 

＊辦理本校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以提昇行政單位軟硬體的服務，調查

結果將於 2009 年 3 月於中心網址http://www.ta.ntou.edu.tw/公布

之。 

＊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辦理「親海、愛海、知海攜手合作論壇」，

並與臺北縣欽賢國中、澳底國小、鼻頭國小、吉慶國小、九份國小、

瑞柑國小、瓜山國小、瑞亭國小、濂洞國小、福連國小、義方國小等

11 所中小學校簽訂教育夥伴備忘錄。 

＊舉辦「2008 年台日海洋環境生物學術交流座談會」，邀請日本愛媛大

学沿岸環境科学研究中心學者 3 位及本校教師 9 位，共同進行研究成

果方向報告，促進兩中心交流並進一步尋求實質合作關係。 

學生事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

院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8.12.11 ＊完成新版「全校授權軟體」下載網站並開放使用。 圖書暨資訊處

2008.12.15 ＊應地所王天楷老師代表海大海底地震儀團隊，參加美國 Langseth 震

測船與 TAIGER 工作會議。(12.15-12.19)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8.12.16 ＊辦理「Mr. E-Portfolio 遇見田中千繪-【對不起，我愛你】寒冬送溫

暖」活動，主要介紹本校學生履歷平台的建構，促使學生逐步完成自

我學習成長記錄及作品集。 

 ＊召開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並選出內部稽核

小組成員，分別由梁金樹委員及詹滿色委員擔任，其中由梁金樹委員

任召集人，未來將擇期進行 97 學年度校務基金之收入、支出、管理

及運用等內部稽核工作。 

＊97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品質評鑑會議經討論通過，96 學年度受評單位-

教務處、總務處及圖書暨資訊處之具體改進措施報告，以及行政品質

評鑑結果之回饋機制與措施。 

教務處 

 

 

秘書室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8.12.17 ＊為培養學生「資源回收、愛物惜物」的環保觀念，舉辦「為舊愛找新

歡」捐衣送暖活動，除了分享衣物並將全數義賣所得捐獻予世界展望

會兒童助學行動。（12.17-12.23） 

＊日本長崎大學一行 10 人蒞校參訪，並與生命科學院師生進行學術研

討及交流。其中 12 月 18 日分別由黃登福院長、劉秀美教授、曹欽玉

副教授、林綉美副教授等 4 位老師組成 4 個研討小組，針對不同之研

究領域進行研討及交流。12月19日於食科系演講廳由Dr.Ishikawa 等

4 位教授進行專題演講，會中邀請生科院師生及海資院師生共同參與。 

學生事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08.12.18 ＊學生會假育樂館辦理「Shaking X＇mas 耶誕舞會」，約計有 1,600

人次參與，活動相當圓滿成功。 

學生事務處 

2008.12.19 ＊基隆市政府委託本校辦理推動「農漁產品產地認證標章制度」，已初

具成果。並於 2009 年 12 月 19 日上午 10:30 假海洋大學創新育成中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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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會議室舉辦成果展示會。 

2008.12.20 ＊學生事務處與體育室合辦「新鐵人運動」路跑活動。 

＊電機系 62 級校友曾國棟學長(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友尚股

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2403)股票 50 張(股數為五萬股)，累計共捐贈

股票 150 張(股數為 15 萬股)成立「助修獎學金」，嘉惠本校電資學

院大學部家境清寒學生。 

學生事務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08.12.22 ＊獲教育部96年「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量績優獎勵」獎勵經費新台幣100

萬元，業務費用供做系所及研究中心建教合作績優獎勵、設備費用則併於區

域產學連結計畫中使用。 

研究發展處 

 

2008.12.23 ＊體育館新建工程決標，預計 2009 年 2 月動土，依契約規定，實體工

程需於基隆市政府核准開工後 400 日曆天完工。 

總務處 

2008.12.26 ＊人文社會科學院辦理「2008 海洋人文研習營」，以「海洋文學」為主

題，具有下列四項特色：一、東方與西方並重；二、理論與創作並重；

三、總論與專論並重；四、本土與國際並重。本次參加人數計 90 位

學員，含文史工作者 30 人、教師 21 人、學生 19 人（大學部 12 人、

研究生 7 人）、其它 20 人。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12.29 ＊河北遠洋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電匯 10 萬港幣，提供本學院清寒及學績

優異同學獎助學金。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8.12.30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主辦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一屆海洋盃中譯英翻

譯比賽」，舉行頒獎典禮。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8.12.31 ＊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執行本校「學生生涯職能促進輔導計畫」，學生個

人學習檔案 E 化系統網站已完成，依計畫內容包含生涯量表、職能量

表、量表系統、生涯進路圖系統、學習歷程檔案、生涯抉擇系統等，

並已開放學生申請使用。 

＊為鼓勵專任教師積極參與研究工作，97 學年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補

助教師研究計劃案」申請 20 件，通過 20 件，補助金額總計新台幣

2,474,000 元。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2008.8.6- 

12.30 

＊本校與國內外(含大陸地區)學術交流情形： 

1.辦理本校與義大利廠商 SpecTec 產學合作協議書簽署典禮。

(2008.8.6) 

2.與中央大學完成合作備忘錄(即姐妹校)簽署事宜。(2008.8.25) 

3.辦理本校與越南肯特大學合作備忘錄簽署典禮。(2008.8.28) 

4.辦理本校與大陸地區江南大學學術合作備忘錄簽署典禮。

(2008.9.30) 

5.大陸地區集美大學校長暨同仁蒞臨參訪。(2008.10.3) 

6.索羅門籍學人 Mr. Alfred Sasako 應民主太平洋聯盟的邀請至本校

訪問，擔任應用經濟研究所訪問學者。(2008.10.16-11.14) 

7.李研發長選士代表本校出席姐妹校廈門集美大學 90 周年校慶活

動。(2008.10.17-10.22) 

8.日本立命館亞洲太平洋大學校長 Dr. Monte Cassim 蒞臨參訪。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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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2) 

9.厄瓜多爾 Universidad Del Pacifico Mr. Reberto Houser 蒞臨訪

問。(2008.11.18) 

10. 大陸福建省水產學會局長暨同仁蒞臨本校交流座談。

(2008.11.24) 

11.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院羅逸文院長蒞臨訪問。

(2008.11.28) 

12.美國阿拉斯加大學校長 Mark Hamilton 等蒞臨訪問，並與本校簽

署合作備忘錄。(2008.12.12) 

13.越南人才培育計畫高等教育參訪團蒞臨訪問。(2008.12.15) 

14.姐妹校日本長崎大學 Prof. Osamu Arakawa 等應本校生命科學院

邀請蒞校學術參訪交流。(2008.12.17-12.20) 

15.辦理本校與群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備忘錄簽署典禮。

(2008.12.30) 

2009.1.1 ＊新訂電子資源，計有國家標準查詢系統 CNS、EBSCOhost CMMC(傳播暨

大眾媒體資料庫)、EBSCOhost ERC(教育大全資料庫)，增加 1,000

種全文資源供師生利用。 

＊與國立成功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使本校圖書互借合作單

位增至 20 個資料單位。 

＊河工人電子季刊創刊號出刊。 

圖書暨資訊處

 

 

圖書暨資訊處

 

工學院 

2009.1.5 ＊食科系陳榮輝名譽教授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7 年度『技術移

轉獎勵』。 

生命科學院 

2009.1.6 ＊97 學年度「海洋優秀青年」選拔，當選學生名單如下：輪機工程學系

林祐瑋同學、航運管理學系林冠妤同學、河海工程學系廖于婷同學。 

＊海大前副校長林光教授(59 級航管系)揮別 31 年教職生涯，在退休前

夕，代表沛華沛榮海運集團，捐贈航運管理系航管二館乙棟，並於本

校第二演講廳舉行簽約儀式。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2008.1.7 ＊林光教授在亞都麗緻大飯店舉辦一場大型歡送募款餐會，餐會募款所

得約 200 萬經費，全贈海大航管系。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1.8 ＊98 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共計 268 件(生物處 32 件、自然處

54 件、工程處 134 件、人文處 46 件、科教處 2 件)，較去年增加 21

件。 

＊本校通過申請「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連結績效計畫」，

計畫期間為 3 年，每年最高補助新臺幣 900 萬元整，用於產學推廣，

希望藉此推展「海洋產學平台」。 

＊召開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會中為推動及執行全校性之共同

教育課程，通過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以及通過「商船學系」及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整合案，並責成海運暨管理學院成立兩系(所)

之「更名與整併籌備委員會」。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秘書室 

2009.1.15 ＊招生組莊水旺組長及水產養殖學系助教，赴馬來西亞參加「2009 第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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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屆馬來西亞國際研究生教育展」。會後攜回 53 份馬國學生申請件，

並寄送本校相關資訊予另 92 名馬國學生；當地 5 所大學亦欲與本校

建立學術交流、產學合作，招生組已將相關資訊轉知研究發展處，由

研究發展處續辦後續相關事宜。(1.15-1.18) 

2009.1.19 ＊教育部委託辦理兩天一夜之「憂鬱遠颺‧樂活啟航」，97 年度教育部

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觀摩會，全國各縣市政府、各級學校承辦生

命教育人員約 320 人與會。(1.19-1.20) 

學生事務處 

2009.1.22 ＊為避免學生因為家庭突發之經濟困難而失學，本校募集各界捐款 300

萬元，訂定本校「啟航還願獎助學金」，期能主動、及時協助家遭困

境學生，使其安心就學。 

學生事務處 

 

2009.1.31 ＊本學院募得惜福餐券 548000 元，並自 2008.10.1-2009.1.16 共核發

惜福餐券 328,000 元，平均每月 46 人。 

＊運輸系「學生急難清寒基金」募款收入累計 327,156 元；學生急難補

助款累計支出 240,250 元，接受補助清寒學生達 12 人。 

海運暨管理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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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事紀（2009.2.1～2009.7.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09.2.1 ＊於海空大樓外舊北寧路東側新設機車停車場，約可停放50部機車，開

放供本校師生機車停放。 

總務處 

 

2009.2.3 
＊教育部函送 97 年師資培育評鑑結果，師資培育中心小學學程評鑑評

列為「一等」，中等學校學程評鑑評列為「二等」。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2.10 ＊本校水產養殖系與應用經濟研究所共同聘任加拿大紐芬蘭大學經濟

系曹有盛客座教授，訪華期間四個月，於養殖系以全英文開授「管理

經濟學」課程，並與應用經濟研究所江福松教授、農委會胡興華副主

委及李健全教授等以全英文開授「國際漁業發展與政策」課程。 

 

2009.2.12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1 月公佈之 2009 年網

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334 名，較去年(2008)8 月世界

排名小幅前進 20 名。 

研究發展處 

2009.2.15 ＊申請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98 年「辦理大專校院提升青年就業力補

助案-卓越型」計畫經費補助，獲審核通過補助 136,000 元整。 

教務處 

2009.2.16 ＊「海角 café」諮詢小棧開張，提供學生諮詢服務，包括求學階段生活

臨時有困難、辦理各項生活經濟輔導（含弱勢學生）減免、貸款與補

助、申請各類獎學金（含清寒獎學金）、「啟航還願獎助學金」及提

供校內各類工讀。 

學生事務處 

2009.2.17 ＊發布「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史室管理要點」。 秘書室 

2009.2.18 ＊執行「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之「建置完善圖書資

源計畫」，籌設圖書二館三樓資訊素養教室，另購 14 部電腦以圖書

暨資訊處設備費配合支應，並於 3 月 25 日完成驗收。 

＊辦理「海運暨管理學院惜福餐券」之申請，本學期分二階段接受申請。

審核通過之學生依其審核分別核發每人每月 2 仟元之餐券，第一階段

計核發 41 人/月。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帶領泰國國會議員乙行 22 人訪問團參訪本校，

會中針對遠洋漁業鮪延繩釣技術報告及學術意見交流。 

圖書暨資訊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2.19 
＊教師員額管理小組會議通過外語教學研究中心王鳳敏等9名專任教師

及其員額職缺，轉移至應用英語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2.21 ＊與基隆東南扶輪社、基隆八斗國小合作「教育紮根 夢想成真」之學

童課業輔導計畫下學期始業式，該計畫為期 1 年，本校計有 6 名僑生

支援弱勢及單親家庭國小學童課業輔導。 

學生事務處 

2009.2.24 ＊本校「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技術推廣週」，由環漁系呂學榮老師、環資

系梁興杰老師配合舉行專題演講，並由郭南榮老師、何宗儒老師、梁

興杰老師及董東璟老師等提供 4 張壁報參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2.25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截至 2 月 25 日止「運輸系學生急難清寒基金」募

集金額總計：34 萬 156 元，補助清寒學生金額累計：24 萬 250 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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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 ＊舉辦 97 學年度海洋盃系列活動，活動有籃球、排球、桌球、羽球、

網球和足球等項目（3.1-5.30）。 

體育室 

2009.3.3 ＊邀請中國文化大學陳景星教授及體委會綜合計畫處吳永祿副處長蒞

校進行體育學術講座。 

體育室 

2009.3.4 ＊推動「海洋傳善念 各校說好話 基隆亮起來」校園社區系列巡迴宣導

活動–中小學品德教育巡迴講座，本活動由河海工程學系蕭松山副教

授帶領學生志工走出校園，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總計巡迴基隆市、臺北

縣 10 所各級學校。 

學生事務處 

2009.3.5 ＊召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行政 E 化會議，討論第 2 階段行政 E 化系統

建置事宜。 

＊召開「商船學系與運輸航海科學系整併委員會」與「運輸與航海科學

系更名委員會」聯席會議，討論兩系整併後專長及更名時程等議題。 

秘書室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3.8 ＊辦理英文會話學伴聯誼活動，計有國際學生、本地學生計 20 名參加。 學生事務處 

2009.3.9 

＊98 年度第 1 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

已於 98 年 3 月 9 日截止受理，申請「研究設備專款」部分共計 19 案，

申請金額為新台幣 16,761,922 元，審查會議已於 98 年 4 月 7 日召開

完畢，本次共計補助新台幣 6,544,712 元，核獲補助之教師已於 98

年 6 月 30 日前完成請購程序，預計於今年 11 月底完成核銷程序。 

研究發展處 

2009.3.10 ＊應地所陳明德教授古海洋研究成果豐碩，參與國際研究團隊論文登上

「自然」地球科學期刊(Nature geoscience)。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3.12 ＊FUN4 活動邀請參賽班級導師、教官、系主任、學院院長一同參與全校

性聯誼活動。活動進行共計 4 場，分別於 3/12、3/26、4/30 及 5/14

日辦理，其中專精組 46 隊、全能組 28 隊，總計 74 隊，各場次參與

人數達 1,600 人。 

學生事務處 

2009.3.13 ＊電資學院與長庚醫院進行長海計畫合作。 電機資訊學院

2009.3.15 
＊「智財發展中心」成立籌備處，並於 98 年 6 月 4 日校務會議通過後，

正式成立。 

研究發展處 

2009.3.16 

＊生命科學院黃登福院長、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李明安院長、水產生物

科技頂尖研究中心胡清華主任、環態所龔國慶所長、海生所劉秀美教

授、養殖系周信佑教授等 6 人奉派赴日本長崎大學參加學術研討會暨

學術交流活動。(3.16-3.19) 

生命科學院 

2009.3.19 

＊張志清院長率團前往大陸深圳參加第七屆海峽兩岸暨香港航運物流

研討會。 

＊校教評會通過應用英語研究所與外語教學研究中心教師合聘案，自 98

學年度起，王鳳敏等 8 名助理教授（含）以上之專任教師，以應用英

語研究所為主聘單位，外語教學研究中心為從聘單位。合聘後仍支援

原中心教學。 

海運暨管理學

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3.20 ＊女一舍多元自學中心正式啟用，新增宿舍特色空間，提供同儕團體活

動空間，並建置資訊平台，建構學習型宿舍社群，發展宿舍多功能概

念。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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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1 ＊舉辦 97 學年度英文會考，應考人數 1,386 人，實到 1,362 人，24 人

缺考，到考率 98.27%。 

教務處 

2009.3.26 ＊辦理「2009 校園徵才博覽會暨校友企業展」，與行政院勞委會共同合

作擴大舉辦廠商蒞校徵才活動。 

＊出版海大「求職寶典手冊」，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力及就業率，發行

畢業生就業輔導手冊，提供求職創業、進修升學等訊息，以協助及輔

導畢業生盡早做好個人的職涯規劃。 

教務處 

2009.3.27 ＊李校長赴日訪問，旅日校友會由王賢賀學長代表李綺麗會長，並偕同

日本校友至東京參與酒會，歡迎李校長及本校實習船師生的到訪。 

秘書室 

2009.3.30 ＊申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結合大專校院辦理就業服務補助計畫」，審

核通過獲補助 73 萬 2,000 元整。 

教務處 

2009.3.31 ＊與東吳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本校合作單位增至 21 個。 

＊完成 97 學年度「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分析報告，並送受評單位（秘

書室、體育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教師發展及行政教師發展及行政效

能中心）酌參，依調查結果提出檢討報告，進行改善，並彙送 97 學

年度行政品質評鑑自評表予各受評單位，進行自我評鑑作業。 

＊海運暨管理學院召開航管二館交通動線座談會，邀請海運暨管理學院

所屬各系主任、總務處代表、海法所代表及航管系顏進儒教授、運輸

系黃燦煌助理教授共同與會，討論因應航管系二館興建案本校停車位

規劃案。 

圖書暨資訊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4.1 ＊系所評鑑認可屬「通過」及「待觀察」系所，依據評鑑報告建議改善

事項辦理自我改進計畫之稽核，邀請校外學者及業界專家蒞校指導。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所）

申請 98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河

海工程學系（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於今年度辦理期中審

查。 

＊公告實施本校「用電安全方案」。 

＊完成建置電腦故障排除回覆系統網頁，簡化電腦教室硬體故障通報流

程，加速故障排除。 

教務處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4.7 ＊本校與國立基隆女子高級中學簽訂伙伴學校策略聯盟協議書。 教務處 

2009.4.8 ＊召開英文獎學金審查會議，審議「能源航運英文獎學金」、「四維航

業英文獎學金」、「世邦國際企業集團英文獎學金」等英文獎學金，

計有 38 位同學申請，共 26 位同學獲獎。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4.9 ＊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綠色大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研究發展處 

2009.4.13 ＊於圖書館一樓辦理「印象海大 專題展」，展出海洋大學之創建與變

遷、重要紀事、校區建築特色等主題老照片，計 44 幅照片。 

＊召開總務處、會計室及人事室行政 e 化系統建置討論會議。 

＊本院主辦之「國科會海洋學門海洋科學成果發表會」開幕，由林三賢

副校長代校長開場，並邀請到黃鍔院士演講，講題為：On Global 

Warming Data Analysis。會議報名人數為 472 人，為歷年來最多的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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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口頭報告的主持人共 88 人，海報展示有 153 張，全國各校參

與狀況非常踴躍，並於 4 月 15 日圓滿落幕。 

2009.4.15 ＊舉辦「教學發展方針自評」，邀請教育部陳德華參事、清大王天戈教

務長、台科大李三良教務長、本校江愛華所長及吳靖國教授等參與，

依座談委員建議，調整教學發展方針並納入本校爭取第二期「獎勵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之規劃。 

＊系工系與材料所完成評鑑稽核。 

＊教育部委託教育研究所辦理「2009 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計畫，計畫

總經費 1,053,712 元(執行期間 4.15-12.31)。 

教務處 

 

 

 

工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4.16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座談會假學生活動中心辦理，本次座談會以談

師生互動為主軸，思索大學教育該如何與學生建立關係，提升教學效

能，本座談會出席率 73%；整體滿意度為 84%（非常滿意佔 33%，滿意

佔 51%），滿意度總平均為 3.13（最高為 4，最低為 0）。 

學生事務處 

2009.4.20 ＊本學年螢火蟲季結合基隆西北扶輪社共同辦理，活動為期 14 天，期

間透過網路預約約 4,100 人次，現場參觀人數約為 8,000 人，成功將

生態保育推廣至大台北地區。 

＊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劉主任委員光明，及內稽小組梁召集人金

樹、黃委員幼宜 3 人至研究發展處綜合組、育成中心、總務處營繕組、

事務組、圖書暨資訊處藝文中心及人事室，進行本學年度內部稽核工

作。(4.20-4.21)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2009.4.21 ＊圖書暨資訊處網站(http://li.ntou.edu.tw)通過行政院研考會所訂

定的「A+優先等級」無障礙網頁檢測。 

＊召開97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99年度概算案、

98 年度進修推廣教育各班別(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預算

編列使用相關事宜、「公務車輛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原則」等 5 項

自籌收入相關辦法等之修訂。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2009.4.23 ＊完成 2008 年全校性資料統計圖冊彙編作業，統計資料分學生資料、

教學及研究資料、行政及圖書資料及兩性資料等四大類，計 72 幅圖

表。 

＊教育部來文有關 98 年度考評結果及補助金額，本校 98 年度榮獲教育

部補助共 9,000 萬元整。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9.4.24 ＊通過申請「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

輔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能方案」博士教師 1 名、教學(行政)助理 24

名、職涯輔導與專案管理人 1 名、駐校藝術家(含文學家)1 名。 

＊訂定「定期場地租借繳費標準作業程序」及「不定期場地租借繳費標準

作業程序」，並發布實施。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漁系、海資所協助本校辦理「第二屆海洋與

臺灣學術研討會」。(4.24-4.25) 

＊師資培育中心辦理自我評鑑，邀請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楊

志強主任、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鄭海蓮主任、中國文化大

教務處 

 

 

總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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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系高強華教授、本校胡清華教授等委員訪評。 

＊教育研究所辦理評鑑追蹤稽核，邀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及行

政研究所潘慧玲教授、東吳大學何希慧主任蒞校訪評。 

2009.4.25 ＊辦理急救員訓練 1 場次，計有 20 人報名參訓，18 人通過測驗（及格

率 90％）並取得國際認可之急救員證照，經培訓後，成為急救訓練之

種子教練。(4.25-4.26) 

學生事務處 

2009.4.26 ＊辦理多益英語測驗校園考試，參加考生共 228 人。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4.27 ＊召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98學年海事水產類科學生技藝競賽籌備會」。 

＊配合教育部推動培養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方案 1-1 大專畢業生

至企業實習方案」，本校獲教育部補助計畫執行經費共計 4,097 萬

6,870 元整，提供 155 位海大畢業生至職場實習計畫。 

＊中國青島海洋大學副校長等學者一行 15 人參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

驗中心」。 

＊舉辦「2009 年海峽兩岸海洋名詞學術座談會」，邀集國內台大、成大、

中研院、水產試驗所、國立編譯館等單位學者專家，與大陸中國海洋

大學及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人員組成的代表團進行廣泛的

名詞對照意見交流。 

教務處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4.28 ＊環態所周文臣助理教授榮獲本校增進社會服務獎（98 年第 1 季）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4.29 
＊教育部委託師資培育中心辦理「海洋教育教師手冊研發實施計畫」，

計畫總經費 953,700 元(執行期間 2009.4.30-2010.2.28)。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4.30 ＊公告實施本校「遴聘業界專業教師辦法」及「教學、職涯輔導、專案

管理人力增能方案聘任辦法」。 

＊舉行「書卷獎頒獎暨海大高峰會談」，計有「海洋書卷獎」受獎代表

50 人，學生社團、學生自治團體、各班班代、學生義工團體、校隊等

負責人，共計 120 名參與。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2009.5.1 ＊通過申請「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

業教師方案」22 名業界專業教師。 

＊由本校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張淑淨老師研發之海研二號研究船新船

位監控系統，已於本日完成測試啟用，海研二號每小時最新出海作業

位置，可連結網站http://research.ntou.edu.tw/R5/location.html

查看。 

＊「校園智慧財產電子通訊」創刊。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2009.5.4 ＊辦理「輕鬆樂活」主題諮輔週，內容包含：「情緒壓力檢測暨放鬆訓

練」、「糕餅 DIY」、「背包客的自助旅行」、「精油按摩工作坊」

及「一同旅行趣：攝影徵文」等活動，培養學生自我身心覺察能力，

學習健康抒壓方法，以增加抗壓能力。整體活動參加人數達 450 人。

(5.4-5.15) 

學生事務處 

2009.5.5 ＊辦理 97 學年社團評鑑活動，內容包含各屬性社團資料評鑑與場地佈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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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比賽，並由 18 位校內外專家委員進行評鑑。隔日晚上舉辦『98 年

度社團評鑑頒獎暨薪傳晚會』活動，共計有 72 個社團出席新舊任社

長交接典禮。 

 

2009.5.6 ＊辦理「海大 2009 留遊學博覽會」，獲教育部補助補助經費共計 9 萬

9,540 元整，藉由活動提升本校學生留學風氣，以開拓同學對世界應

有之宏觀視野。 

＊召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就本學年度內部

稽核工作之結果及建議事項進行討論。 

教務處 

 

 

秘書室 

2009.5.7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與靜宜大學進行「英檢月跨校視訊系列講座」，共

舉辦 3 場視訊連播（週四下午 15:00-17:00）。(5.7-5.21)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5.8 ＊電資學院及電機系辦理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電機資訊學院

2009.5.9 ＊本校橄欖球隊參加大專橄欖球錦標賽，獲得第三名（5.9-5.15）。 體育室 

2009.5.11 ＊機械系莊水旺教授榮獲本校 97 學年度產學研究成就獎；河工系李光

敦教授榮獲本校 97 學年度傑出教學教師；材料所蔡履文教授獲本校

97 學年度學術優良教師。 

工學院 

2009.5.12 ＊實施「新進教師教學觀摩計畫」，藉由資優教師之經驗分享，促進教

師互動的回饋交流。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5.13 

＊辦理第九屆校級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共選出 10 名優良教師(遴選制 7

名、推薦制 3 名)，於教師節慶祝茶會上進行頒獎。 

＊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本校合作單位增至

22 個。 

＊召開「97 學年度教師發展委員會」，除了對教師發展的執行提出業

務報告外，並討論與規劃「因應教學評鑑結果-提昇教學效能」的機

制與措施。 

教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5.14 

＊彙整各行政單位未來四年(98-101 學年度)之工作目標與計畫，並提送

行政會議報告通過。 

＊研擬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措施計畫」及籌組「H1N1 新型流感大

流行防治應變小組」，並經行政會議通過實施。 

＊於工學院後方海堤(曼波公園)舉辦海大首次海堤音樂會「海上音樂家

-豎琴與大提琴的對話」，現場觀眾約計 400 人次。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5.16 ＊舉辦 2009 年全國大學生「全民減碳運動」校園巡迴研習營。 教務處 

2009.5.19 ＊召開 97 學年度爭取教育部及學校補助船員訓練經費座談會，共邀請

航輪三系主任及船訓中心林彬主任與會，會中討論航輪三系教學及設

備提升方案。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5.20 ＊舉辦 2009 年「棉花糖節」活動。 

＊舉辦河北遠洋運輸公司獎助學金頒獎典禮，計有 39 位學生獲獎。 

學生事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5.22 ＊中國大連海事大學副校長及實習船師生一行 100 人參觀養殖系「水生

動物實驗中心」。 

生命科學院 

2009.5.25 ＊召開 97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進行委員評分評鑑， 教師發展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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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定實地訪評時程(5.26-6.3)，由中心人員陪同委員前往訪評。 

＊在國科會委任下，本中心與海生所共同舉辦「台義雙邊海洋生物國際

研討會」，會中邀請義大利學者 6 位及台灣學者 17 位進行研究成果

方向報告，促進雙方交流並進一步尋求實質合作關係。(5.25-5.26) 

政效能中心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9.5.26 ＊辦理宿舍聯合端節系列活動。 學生事務處 

2009.5.27 ＊舉辦歡送僑生應屆畢業生暨家長來台接待餐會。 學生事務處 

2009.5.28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參加「基隆市龍舟競賽」，第 4 次獲得機關團體組

冠軍。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5.29 ＊97 學年度畢業典禮網頁(http://graduate.ntou.edu.tw/)建置上線

完成。  

圖書暨資訊處

2009.5.31 ＊電機系梁錦宏系友捐贈電機系照明及投影設備共 38 萬 442 元整。 電機資訊學院

2009.6.2 ＊98 級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網路投票結果由航管系曾子維、資工系陳志

豪及航管系林懿平當選正、副會長，此次參與投票人數為 2,328 人，

投票率為 28.46%，為歷年新高；正、副會長於 6 月 4 日畢業演唱會中

辦理交接。 

學生事務處 

2009.6.3 ＊辦理應屆畢業國際學生送舊感恩聯誼活動。 學生事務處 

009.6.4 

＊召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會中修正「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96-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劃」及審議通過「運輸與航海科學系 99 學

年度系所調整(更名)規劃案」等，會議紀錄除書面送 1 級單位存參

外，其餘各校務會議代表及各級單位為寄送電子檔，並於行政資訊網

公告校務會議紀錄刊登於秘書組網頁，提供同仁自行下載。 

＊舉辦 97 學年度水上運動會，活動內容有傳統游泳競賽、趣味競賽和

海陸小鐵人比賽。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參加「第 29 屆交通杯競賽」成績豐碩，計獲得羽

球冠軍、桌球亞軍、壘球季軍、排球季軍等四獎項。 

秘書室 

 

 

 

 

體育室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6.5 ＊出版『士福金教授自傳』，同時將士福金教授生平影音介紹刊登於「海

大校史室網」。 

秘書室 

2009.6.6 ＊98 級畢業典禮假育樂館前廣場舉辦，本屆畢業生大學含 1097 人、碩

士班 705 人、博士班 16 人、進修學士班 314 人、碩士在職專班 260

人，共計合計 2392 人，另與會師長、家長及外賓等，總計參與人數

3,000 餘人。學生畢聯會並於 6.1-6.6 期間，舉辦 98 級畢業週系列活

動，內容包含捕抓夢想畢冊展示、畢業演唱會、彩繪牆壁、畢業烤、

海洋同慶、園遊會，其中 6.4 舉辦之畢業演唱會參與學生人數達 2,500

人。 

＊校史室舉辦「開拓」畢業展，內容包含畢業典禮相關活動照片回顧、

歷任校長各時期畢業典禮紀錄照片及多媒體資料。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2009.6.7 ＊舉辦第五十五屆航海盃游泳比賽。 體育室 

2009.6.8 

＊召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勵委員會議，會議通過補助本

校師生出席國際會議共計 6 件、本校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行學術交流

活動補助案共計 1 件、本校教師獲媒體刊登報導宣揚本校於社會各領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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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能見度獎勵案共計 5件及本校 97學年度共有 95位老師提出 254

篇報告申請，通過篇數為 251 篇，共需 337 倍全額獎勵金，每倍全額

獎勵金以5,000元核發獎金，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168萬 5,000元整。 

＊福建省航海學會一行 10 人前來本校參訪，海運暨管理學院邀請各系

主管及教師共同參與座談。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6.11 

＊依據新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勵辦法」首次辦理

研究中心績效獎勵，得獎中心分別為「航海人員訓練中心」及「養殖

系-水產品檢驗中心」。並於擴大行政會議頒獎表揚。 

＊於行政會議頒贈獎勵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參與 97 年建教合作計畫，

選出績優前二名、民間企業委辦績優獎前二名及進步最多一名，得獎

系所為：(一) 97 年度「建教合作績優獎」：第一名海洋環境化學與

生態研究所、第二名海洋生物研究所。 (二) 97 年「民間企業委辦

績優獎」：第一名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第二名運輸與航海科

學系。 (三) 97 年「建教合作進步獎」：教育研究所。 

＊應地所陳明德教授榮獲本校 97 學年度「學術優良教師」。 

＊環態所洪慶章副教授榮獲本校增進社會服務獎（98 年第 2 季） 

研究發展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6.12 

＊辦理第四屆傑出教學教師選拔，本次傑出教學教師當選者為生命科學

院－鄭森雄教授 (食科系)以及工學院－李光敦教授(河工系)。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理「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大專校院研究人

才延攬方案」博士後研究人員 3 名，研究助理 68 名，共獲得補助人

事經費約 2927 萬元。 

＊舉辦 98 年度基隆地區「校園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論壇：社區資源整

合」，邀集基隆地區各級學校輔導人員、社工人員及警政人員共同參

與，結合社區資源，促進各專業在防治工作中相互合作，整體滿意度

達 86%以上。(6-12.-6.17) 

＊「98 學年度基隆高中職社區化海洋文化體驗活動」，秀峰高中及光隆

商職學生一行前來本校參訪。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3.1- 

6.12 

＊創新育成中心成功媒合本校教師研究結果技轉廠商案： 

1.媒合食科系蔡國珍教授與得生製藥公司合作「酵母菌血糖調節物

質之生產技術」技轉案，合約日期簽訂為 98 年 3 月 1 日，本技轉

案金額新台幣 180 萬元整。 

2.媒合海生所彭家禮助理教授「紅樹林內生真菌株之分離、純化及

接種」技術移轉案，合約日期簽訂為 98 年 6 月 12 日，本技轉案

金額美金 6.4 萬元。 

研究發展處 

2009.6.15 ＊召開「課程規劃檢討暨課程地圖建置座談會議」，邀請高雄大學陳德

興老師蒞校，分享該校課程地圖建置之經驗，並邀請各教學單位主

管、學程主任委員參與，以強化本校課程檢核，並啟動建置本校課程

地圖。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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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7 ＊本校姐妹校中國海洋大學圖書館副館長關慶利等 3 人蒞臨參觀，由林

益煌處長及顏進儒副處長接待，並進行業務交流及經驗分享。 

＊執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指導，與海

洋文化研究所合辦「海洋人文教學與研究」工作坊。 

圖書暨資訊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6.22 ＊鄭和研究會胡平賢常務副秘書長一行 4 人至本院參訪，與張志清院

長、輪機系黃道祥主任、系工系張建仁主任、海文所黃麗生教授、林

谷蓉助理教授進行座談會外，並參觀操船模擬機及系工系。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6.23 ＊商船學系及運輸與航海科學系師生共 74 人搭乘育英 2 號赴日本鹿兒

島海上實習，於泊靠鹿兒島期間參訪鹿兒島大學。(6.23-7.4) 

教務處 

2009.6.24 

＊召開國科會「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申請及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

促進就業計畫—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第二次會議，會中討論 

1.教育部補助本校辦理「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大專校院研

究人才延攬方案」博士後研究人員 3 名，研究助理 68 名，共獲得

補助人事經費約 2927 萬元，本校各單位分配名額及執行。 

2.各學院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之計畫名稱、團隊人員及計畫構想

書。 

＊98 年度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78 件，核定通過 27

件，較上年度增加 5 件，補助金額共計 1,254,000 元。 

研究發展處 

 

2009.6.25 ＊黃智能及吳美玉老師勇奪大專院校 98 年度教職員工羽球錦標賽混合

組冠軍。 

＊材料所吳建國名譽教授獲本校聘為講座教授。 

體育室 

 

工學院 

2009.6.29 ＊召開 97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討論確認行政品質評

鑑結果。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6.30 

＊創新育成中心主辦教育部「98 年度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共計通

過 7 件補助案。 

＊98 年度教育部針對學術機構進行防範惡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練，共

有 102 個學術機構受測，本校此次被測試人數 162 人，測試排名 57。 

＊綜合教學大樓 A 棟新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送教育部審查。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09.7.1 ＊本校員生社將借用之場地繳回，原有各廠商尚有1年之合約，轉由本校

與各廠商簽訂。 

總務處 

2009.7.2 ＊通過申請「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

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能方案」第 2 梯次教學(行政)助理 14 名。 

教務處 

2009.7.4 ＊「2009 年獨木舟環島長征計畫活動」，由輪機系蘇達貞老師擔任領隊，

與 32 名學生以 6 人一組接力方式，依逆時鐘方向沿台灣海岸進行獨

木舟環島同時紀錄海洋之美。7 月 4 日外木山啟航儀式在李校長主

持、各級長官與貴賓祝福之下順利出航，並預計於 8 月 18 日至基隆

小艇碼頭進港結束本次創舉。 

學生事務處 

2009.7.6 ＊本校結合太平國小舉辦國小、教職員子女夏令營、外籍生舉辦多元文

化領袖營（英語營隊）活動。(7.6-7.10) 

＊本校與基隆市救國團及台灣電力公司合辦『98 年暑期愛迪生自然科學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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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本活動參與學員來自全省各地優秀學生，參與人數共計 170

名，並順利結合本校招生活動。(7.6-7.9) 

2009.7.9 ＊參與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設 2 門暑期通識跨校課程，分別為郭

展禮老師之「良知教育與人際關係」及謝玉玲老師之「現代海洋文學

概論」。 

＊訂定「全校公務紀錄歸檔計畫實施方案」並公告實施。 

教務處 

 

 

總務處 

2009.7.10 ＊商船學系林彬教授及運輸系張石煜老師榮獲中華民國輪船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聯合會選拔為本年度之海運有功人員。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7.11 ＊參與辦理『97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暨 96 年度「獎勵大學

校院設立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聯合成果發表會。(7.11-7.12) 

教務處 

2009.7.14 ＊辦理「2009 年 Hi-Young 海洋青春海峽兩岸青年海洋教育文化交流」

活動，本次交流活動行程共計 10 天，中國海洋大學師生共計 21 名、

上海海洋大學師生共計 21 名及浙江海洋學院共計 23 名，總計 65 名

蒞校參訪，並與本校師生共同討論兩岸高校學生社團發展概況、分享

兩岸青年互動機制的建構等議題。 

＊召開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會中同意成

立投資工作小組，以 98 年度 1-7 月止之利息收入為投資上限，投資

商品慎選財務穩健且營運績優之公司股票為主。 

會議紀錄網址：http://secretariat.ntou.edu.tw/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2009.7.15 

＊中國廈門大學海洋與環境學院及中國福建省海洋漁業局學者來訪，並

安排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系所主管與會及學術意見交流。

(7.15-7.16)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7.16 ＊教育部蒞校辦理「98年度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

鑑」，當日訪評委員先行拜會李校長後，由總務長全程陪同委員作實地

評核。 

總務處 

2009.7.20 
＊彙整各院未來 4 年之施政目標、策略方針及執行計畫並提送行政會議

報告。 

研究發展處 

2009.7.22 

＊師資培育中心與永齡教育基金會攜手合作辦理【永齡希望小學】弱勢

兒童課輔計畫，培養【永齡希望小學】學員之「多元才藝」及「人格

教育」，舉辦 2009【永齡希望小學】暑期活動~夏日『英』雄挑戰賽，

計有 43 名學童報名參加， 22 日辦理預賽，31 日辦理總決賽。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7.25 ＊海運研究中心主辦、中國航海技術研究會、中華民國船舶機械工程學

會協辦，於本校舉辦「2009 年海運研究中心航運技術研討會」，除有

16 篇論文發表外，尚有綜合座談供與會者意見交流。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7.28 ＊教學務行政系統更新建置案正式驗收。 圖書暨資訊處

2009.7.29 ＊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辦理工程認證自評報告書送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 

電機資訊學院

2009.7.30 

＊協助智財中心業務推展及網頁設置規劃。設置「專家及廠商」登錄之

建置，已完成老師研究重點及成果資料庫架設， Mail 給本校教師上

線註冊登錄個人的研究重點及成果，便於廠商查詢。另廠商亦可登錄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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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料庫，以便本中心協助媒合本校教師。 

2009.7.31 

＊98年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至98年7月31日止已核定

220 件。 

＊統計 2006-2008 年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期刊(不

重複計算共同發表)，助理教授以上專任師資平均篇數從 2006 年為每

人 0.96 篇成長到 2008 年為每人 1.14 篇，逐年顯著增加，顯示本校

學術研究表現極為積極且逐步邁向卓越。 

＊97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人員為商

船學系李哲宇同學，指導教授商船學系賴禎秀教授。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吳政郎副教授獲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8 年度

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本校榮獲北一區大學校院品德教育績優學校第一名；本校品德暨人權

法治教育係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創新推動十大策略」暨「品德、品

質、品味」三品教育政策，秉持「誠、樸、博、毅」校訓，訂定八大

核心價值與推展目標。未來將持續發展獨具本校特色之品德暨人權法

治教育，期以引領海洋人文素養涵養學生人格之風潮，強化學生就學

就業競爭力。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截至 7 月 31 日止「運輸系學生急難清寒基金」募

集金額總計：42 萬 8,148 元，補助清寒學生金額累計：26 萬 4,250

元。 

＊機械系(所)、河工系(所)及系工系完成 98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

證之「期中審查報告書」及「年度持續改進報告書」，並送交學校彙

整。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工學院 

2009.2.26-

7.29 

＊本校與國內外(含大陸地區)學術交流情形： 

1.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暨日本近畿大學養殖及漁業學生研究成果聯合發

表會。(2.26) 

2.臺北海洋技術學院校長等蒞校參訪。(4.7) 

3.馬來西亞國會議員 YB Norah Tun Rahman 等應群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邀請蒞校訪視。(4.13) 

4.越南芽莊大學校長 Vu Van Xung 等蒞校訪問。(4.16) 

5. 2009 遊學．留學博覽會。(5.6) 

6.中國姐妹校寧波大學王文斌院長等蒞校參訪。(5.8) 

7.中國姐妹校大連海事大學育鯤輪實習船師生蒞校交流訪問。(5.22) 

8.印尼布勞爪哇大學 Prof.Liliek Sulistyowati 等蒞臨校交流座談。

(6.9) 

9.中國地區廣州航海專科學校王玉潛校長等蒞校交流座談。(6.10) 

10.澳洲 Griffith Univeristy Professor Yew-Chaye, Loo 蒞校訪問。

(6.23) 

11.日本鹿兒島大學 Miguel Vazquez Archdale 副教授蒞校交流參訪。

(6.24) 

研究發展處 



 

 23

12.本校與台北海洋技術學院策略聯盟協議書簽署典禮。(6.25) 

13.越南農業與水資源發展部參訪團蒞校訪問。(6.26) 

14.中國海洋大學劉強教授蒞臨本校河海工程學系交流訪問。(7.2) 

15. 2009 年『Hi-Young 海洋青春』海峽兩岸青年海洋教育文化交流活

動。(7.14-7.23) 

16.日本琉球大學助理教授 Tohru NARUSE 拜訪研究發展處。(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