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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事記（2009.8.1～2010.1.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09.8.1 ＊商船學系 2 年級師生共 72 人搭乘育英 2 號赴日本鹿兒島進行海上實

習訓練課程，並參訪日本鹿兒島大學與對方進行學術交流。

(8.1-8.12) 

＊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辦理「98 年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自我評

鑑計畫」，評鑑歷程中辦理教育訓練 31 小時、標竿學校參訪 10 次、

自我評鑑、校外學者專家訪視評鑑（2009.9.25）、後設評鑑，並提

出改善計畫書，以達到持續檢視學務工作之品質。(2009.1.1-12.20) 

＊98 學年度升等教師：  

副教授升等教授：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游明敏、海洋生物研究所林綉

美、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傅群超、電機工程學系吳政郎、資訊工程學

系白敦文、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莊季高、教育研究所張正傑、生物科

技研究所林富邦等 8 人。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輪機學系張宏宜、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呂學榮、通識教育中心吳智雄、光電科學研究

所洪文誼等 4 人。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進教師： 

資工系教授謝君偉、資工系助理教授辛華昀、食品科學系助理教授張

君如、應用英語研究所副教授黃馨週、海洋環境資訊系助理教授張明

輝、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助理教授陳志榮等 6 人。 

＊本校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人事異動： 

水產養殖學系張清風教授借調期滿回任復職並擔任本校副校長、食品

科學系蕭泉源教授借調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擔任校長一任 4 年

（2009.8.1-2013.7.31），另仍在借調期間教師有：海洋事務與資源

管理研究所邱文彥教授借調環境保護署副署長、系統工程與造船學系

柯永澤教授借調海洋科學博物館籌備處主任、河海工程學系黃然教授

借調大同大學等 3 人。總務處環安組技正蔡守男、海洋生物研究所教

授楊瑞森、體育室副教授麥吉誠、航運管理學系講師連義堂等 4 人退

休。 

＊本校教師獎勵評鑑新措施 

(一)修正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特聘教授人數，至多以本校現有教授人

數四分之ㄧ為限，並得依學校經費實際情況調整。 

(二)修正產學研究成就獎設置辦法，產學研究成就獎每年至多三個名

額，得獎者由校長公開表揚，頒予獎牌，並按月致贈獎勵金每人

新台幣五仟元，期限二年。 

(三)修正獎勵學術優良教師辦法，學術優良教師每年至多六個名額，

得獎者由校長公開表揚，頒予獎牌，並按月致贈獎勵金每人新台

幣五仟元，期限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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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教師評鑑辦法，本校支薪之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均應接受評

鑑，並自 2009 年 8 月 1 日起實施。各院級單位評鑑小組評鑑結果

並應依三級三審程式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作為升等、續

聘、停聘、不續聘及獎懲之重要依據。 

＊環資系郭南榮主任任期屆滿，奉 校長核定自 8 月 1 日起由方天熹教

授兼系主任，任期三年。 

＊河工系系主任由簡連貴教授擔任。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由程光蛟教授擔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主任由莊季高教授擔任。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09.8.3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7 月 30 日公佈 2009

年網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014 名，較 2009 年 1 月世

界排名前進 320 名，國內排名持平為第 36 名。該研究主要係針對全

世界各大學網頁進行評比，主要以「Web size」（比重 20%）、

「(Link)Visibility」（比重 50%）、「Rich File」（比重 15%）、

「（Google）Scholar」（比重 15%）四項指標衡量世界大學各大學表

現，並綜合四項指標得出各大學在網路上的學術影響力。 

＊協助辦理生命科學院館新建工程補辦預算，業奉行政院院授主孝三字

地 0980004739 號函同意辦理。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會計室 

 

2009.8.6 ＊彙整本校各系所 97 年度教學研究能量表現及相關經費統計。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8.10 ＊課指組與通訊系合辦「2009 海洋大學通訊系電腦研習營」學員共計

48 名，其中弱勢家庭學員計 38 名。(8.10-8.14) 

＊莫拉克風災期間，計招募志工 108 名成立『海大重整校園志工團』、

登山社 11 名、獨木舟環島團隊 7 名、慈青社 8 名等協助賑災；並成

立「莫拉克風災海大安心助學專案」，協助 4 名同學緩繳交住宿費、

29 名同學獲「莫拉克風災專案工讀」（新台幣 550,000 元），57 名

獲校內外助學金（新台幣 248,000 元）；募集國中小二手書 850 件寄

送莫拉克風災區學童。(8.10-9.15) 

＊張志清院長出席由基隆港務局主辦之「2009 年太平洋港埠協會會議」。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辦理教育部 98 年度「縮短中小學城鄉數位落差-

暑期研習」(98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電腦研習營)活動。(8.10-8.15) 

學生事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09.8.15 ＊辦理「新生入學說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本次活動計 1,865 人名新生

及家長蒞校，其中新生人數計 731 人，參與率為 54.9％。 

學生事務處 

2009.8.17 ＊航管系林光教授捐建之航管二館舉行動土典禮儀式。當日計有本校師

生及校友、各界來賓共約 150 人前來觀禮。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8.16 ＊河工系簡連貴主任率『98 海下協會海洋資訊技術交流參訪團』參訪北

京國家海洋局中國海洋學會及國家海洋環境預報中心、國家衛星海洋

應用中心，天津國家海洋資訊中心，期望瞭解亞太地區海域資訊 e 化

服務系統建置狀況，以強化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內容、並為資料交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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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建構技術平臺(8.16-8.21) 
2009.8.18 ＊教育部通過本校「98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案，並獲得

3,600 萬之經費補助。 

教務處 

2009.8.19 ＊寄送海大『莫拉克風災海大安心助學專案』網頁資訊及相關新聞予國

內外校友，校友亦主動響應捐助，捐款事宜由校友組提供協助。 

秘書室 

2009.8.20 ＊李國添校長偕同李國誥教務長、蔡國珍研發長等，赴上海拜訪上海海

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浙江海洋學院、杭州市農業科學研究院水產

研究所等姐妹校與研究單位，討論兩岸交流合作事宜。並參加上海校

友會及神州校友會聯合餐會，與郭功明會長、湯士賢會長及在地校友

們聯誼交流，報告母校發展現況。(8.20-8.25) 

＊系工系提交研究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秘書室 

 

 

 

 

工學院 
2009.8.21 ＊辦理 98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校園危機管理機制策略研討會，全國各大

專校院計有 130 餘人參加，成效卓著。 

學生事務處 

2009.8.26 ＊因應 H1N1 新型流感，依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措施計畫」召開

本校防治應變小組 2 次會議。(8.26-9.2) 

＊本校品德教育榮獲教育部評選為「97 學年度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本學院與中華航運學會、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基隆港務局等各港務局

合辦「2009 航海節兩岸郵輪產業合作交流學術研討會」。議題包括：

基隆港發展郵輪業務的藍海策略、如何結合地方觀光資源發展郵輪業

務等可行性分析。 

學生事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8.31 ＊本校「教師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改以資料庫方式儲存，建置於本校

新版教學務系統下，於 98 年 8 月底正式上線。 

＊電機工程學系吳政郎教授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8 年度吳大猷

先生紀念獎。 

教務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09.9.2 ＊完成圖資處網頁參考諮詢業務英譯作業，包括資料庫、電子書、電子

期刊、電子資源合理使用說明、館際合作、圖書互借、個人研究小間

及討論室使用辦法及表格等，以提供外籍人士更加完整的資訊服務。 

＊防範 H1N1 新流感，圖書館進行一、二館全域(含 K 書中心)消毒、張

貼 H1N1 防疫宣導海報，並訂定「圖書館體溫量測站作業要點」。 

圖書暨資訊處

2009.9.4 ＊執行「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計畫，率領創業團隊參訪白

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先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紙箱王創意園區、

埔裏農會及國姓鄉農會等，並請業師親自指導相關團隊實務經驗。

(9.4-9.6) 

＊張志清院長與運輸系桑國忠老師於出席英國 Logistics Reasearch 

Network 2009 Annual Conference.(9.4-9.11) 

教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9.6 ＊食科系主辦「第 11 屆國際幾丁質幾丁聚醣會議」，與會人數達 300

人。(9.6-9.9) 

生命科學院 

2009.9.7 ＊辦理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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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 

2009.9.8 ＊註冊課務組與學術服務組共同辦理「大學部新生選課說明會」，說明

「選課」及「網路教學反應意見調查」等作業流程。(9.8-9.9) 

教務處 

2009.9.9 ＊海洋環境資訊系配合教育部2009海事類職場-海洋環境類宣導影片拍海洋科學與資



 4

攝工作，安排環境化學、海洋環境化學等特色實驗室及教學研究用科

學儀器展示，另由方天熹主任及博士生接受訪談，說明本系沿革、發

展重點及學生畢業出路。 

源學院 

2009.9.10 ＊大學日間學籍「新生入學教育」結合「入學典禮」、「校園博覽會」；

「社團迎新博覽會」於育樂館辦理。 

＊9 8 學年「大一學習促進」於每週四下午第 8、9 節課時段，辦理「人

際教育」、「自我照顧」、「道德力」、「創新力與宏觀力」、「自

學力」、「就業力」等 79 場次系列活動。(2009.9.10-2010.1.7) 

＊與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本校合作單位增至

23 所，擴大本校師生可利用之書刊資源範圍。 

圖書互借服務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cooper.php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9.11 ＊農委會人員蒞校就本校所承接農委會計畫相關資料作實地訪評。 研究發展處 

2009.9.14 ＊「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能方案」駐校藝術家施工忠昊(本

名施正騏)到職。 

＊舉辦「97 學年度新進教師教學觀摩後座談會」，促進教師交流及經驗

分享。 

＊海洋環境資訊系李宏仁老師獲邀擔任 2009 年第 3 屆國際地球科學奧

林匹亞競賽學術委員會委員。(9.14-9.22) 

圖書暨資訊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9.16 

＊教育研究所辦理「海洋故事教學」行動研究工作坊，共計 14 人參與。

(2009.9.16-2010.1.6)網址： 

http://140.121.179.180//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

33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9.17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勵委員會議，通過補助本校教

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6 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

議申請案共計 8 件、本校教師獲媒體刊登報導宣揚本校於社會各領域

之能見度獎勵案共計 5 件。 

＊辦理「新宿民之夜」宿舍迎新晚會、大一導師座談會、僑生入學輔導

講習。(9.17-9.18) 

＊98 年度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議，遴選審議產生傑出校友，共 17 位，

並於校慶典禮公開表揚。名單如下： 

(一)「終生貢獻獎」：鄭森雄校友(48 食科系)、林 光校友(55 航管系) 

(二)「學術類」：蔡吉明校友(88 光電所)  

(三)「服務類」：沈勇男校友(56 航管系)、洪英正校友(71 海法所)、

張國欽校友(59 航管系)、許文都校友(62 輪機系)、

趙毓麟校友(58 商船系)、盧俊東校友(63 系工系)、

闕建仁校友(91 航管所)、陳清寶校友(68 環漁系)、 

周照仁 校友(63 食科系) 

(四)「母校貢獻類」：王偉輝校友(59 系工系)、周永明校友(74 電機系)、 

洪三元校友(75 環漁系)郭重松校友(68 電機系) 

(五)「特殊類」：李志城 校友(66 航管系)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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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網頁: 

 http://www.alumni.ntou.edu.tw/best_alumni/56/index.htm 

2009.9.19 ＊『第二屆海洋大學校友盃高爾夫球聯誼賽』假台中興農球場舉行，共

有 63 位來自全國各地的校友組隊參加。 

秘書室 

2009.9.20 ＊食科系舉辦「2009 海峽兩岸幾丁質幾丁聚醣學術研討會」，與會人數

達 110 人，會中共有兩岸 30 多篇海報展出。 

生命科學院 

2009.9.21 ＊為加強用水公共設施安全，預防事故傷害之發生，全校各館舍由指派

專人負責每日定點巡檢水池、水塔，並作成紀錄。 

＊98 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暨各常設委員會代表推選完成，名單刊登秘書

組網頁(http://secretariat.ntou.edu.tw/)。 

總務處 

 

秘書室 

2009.9.22 ＊辦理英文會話學伴相見歡，計有 81 名國際學生及本地學生參與。 學生事務處 

2009.9.23 ＊慶祝本校 56 周年校慶暨改制 20 周年，特於展示廳舉辦「墨韻心-黃

光男水墨創作展」，現場區分為體驗區、畫作展示區及著作區。

(9.23-10.9) 

圖書暨資訊處

2009.9.24 

＊教育部 98 年 9 月 24 日台高(一)字第 0980163582A 號函核定本校 99

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量案，核復如下： 

一、「運輸與航海科學系」更名為「運輸科學系」，自 99 學年度起

實施。 

二、核定招生名額：日間學制計 2176 名，夜間學制計 437 名，日夜

間學制合計 2613 名。 

(一)日間學制大學部核定員額：1304 名。 

(二)碩士班核定員額：772 名。 

(三)博士班核定員額：100 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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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員額：258 名。 

研究發展處 

2009.9.27 ＊親善大使團陳筱微同學，於全國主持人培訓營 500 名菁英中脫穎而

出，擔任「2009 年全國青年政策論壇」總負責同學及主持人。 

學生事務處 

2009.9.28 ＊教師節慶祝茶會表揚 97 學年度傑出教學教師及校級教學優良教師，

並頒發當選證書乙幀；另傑出教學教師每人頒予獎金 5 萬元、校級教

學優良教師每人頒予琉璃獎座乙座。 

＊外部稽核公司針對本校行政單位及商航輪三系、航訓中心及操船模擬

中心進行 98 年度 ISO 外部稽核工作，本校已通過認證。(9.28-9.29) 

教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9.29 ＊本校 35 名學生於蘇達貞老師輔導下組成獨木舟環島長征隊，98 年 7

月 4 日以 3 艘雙人獨木舟自基隆大武崙出發，於海上劃行 520 公里後

適逢 88 水災，故變更原計畫；期間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東華大學

辦理 2 場『水域運動觀摩及體驗活動』，並榮獲青輔會 98 年『青年

壯遊台灣-尋找屬於自己的感動地圖』計畫執行團體組第 2 名。

(7.4-9.29)  

學生事務處 

2009.9.30 ＊教學中心辦理「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教育部 96 年度「獎勵大

學校院設立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執行現況問卷調查。 

教務處 



 6

2009.10.1 

＊發函全國中小學，宣傳本校「海洋教育數位典藏」網址，內容包含許

多優秀教師各項傑出研究成果，如「養殖生物」、「台灣鄰近海域海

洋岩心」、「海洋運輸」、「海洋教育小百科」、「地震儀海洋探測」

及「有毒海洋生物」六大類研究之影片及照片，供全國中小學教師下

載作為教學使用。 

＊海空大樓電梯更新案驗收完畢，正式啟用。 

＊藝文中心索票系統上線，可作為往後參與活動族群分析。 

＊配合教育部 98 年度大專院校學生體適能評估暨常模修訂計畫，於 10

月份開始為 15 個體育課程班級進行體適能檢測，共計有 400 位學生

接受測試。 

＊舉辦新生盃球類競賽，項目包含籃球、排球、桌球、羽球、網球、游

泳、足球與網球等項目。（10.1-11.30） 

＊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聘請澳洲雪梨大學教育學院 Dr. Kevin 

Laws 為 98 學年度短期客座教授，聘期為 2009.10.1-10.30。 

＊因應 88 水災，通識中心特開設「台灣自然環境與災害防治」、「台

灣漁業發展--環境保育與災難防治」、「災後心靈省思--創造生命價

值良方」、「災後的心理輔導與復健」與「職場安全」等 5 門防災課

程。 

研究發展處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體育室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0.2 ＊本校獲大衛與戴安娜基金會（David & Diana Sun Foundation）獎助

學金美金 59,965 元(新台幣 1,924,077 元)。 

學生事務處 

2009.10.5 ＊新版教學務系統之「學籍及選課」平行上線使用。為使系統使用更為

順暢，註冊課務組並邀請圖資處、系統設計公司（宏碁公司）、各系

所業務承辦人、教師，定期召開討論會議，即時解決系統使用問題，

提供更便利的系統使用環境。 

＊辦理「宿舍新生活運動-彩繪life公共區域美化比賽」。(10.5-10.23)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2009.10.6 ＊舉辦「計畫申請及撰寫」說明會，以提高本校教師申請計畫補助的通

過率，計有 32 位老師出席與會，並徵詢主講者同意後，將簡報資料

放在研究發展處“最新訊息＂網頁中，提供參閱。 

＊海生所假本校行政大樓舉辦「甲殼動物的休眠研究與應用&浮遊動物

行為、生態與養殖國際研討會」，與會人數達 126 人。(10.6-10.8) 

研究發展處 

 

 

生命科學院 

2009.10.7 ＊辦理「海洋傳善念 各校說好話 基隆亮起來」品德教育巡迴宣導教

育，由本校教師帶領學生志工，巡迴基隆市中正國小、暖江國小、長

興國小、仁愛國小、中山高中 5 所學校。 

＊國際知名阿班貝爾格弦樂四重奏大提琴演奏家 Valentin Erben 受邀

演出，當天約 400 人次觀賞此國際及音樂饗宴。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10.8 ＊參與「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臺」館際合作服務試辦

作業，提供師生線上辦理虛擬借書證到夥伴學校圖書館借書，或透過

宅急便方式，免費借閱圖書。參與單位計有文化、北藝大、宜大、東

吳、真理、華梵、銘傳及海大共八校十館。 

圖書暨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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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承辦，應英所協辦「98 年海洋教育國際研

討會」。與會人士計有：各級學校教師、海洋產業界及相關公會代表、

相關部會代表、縣市教育局處代表及其他對海洋教育議題有興趣者；

另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報告，共約 150 人。(10.8-10.9) 

＊教育部委託教育研究所辦理「98 海洋教育國際研討會」計畫，共計約

300 人次參與。(10.8-10.9) 

網址：http://140.121.179.148/98sea/sea/index.htm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0.10 ＊舉辦國際學生接待家庭相見歡，計有 13 組接待家庭、25 位國際學生

參與，增進接待家庭與國際學生彼此認識與瞭解，建立良好互動情誼。 
學生事務處 

2009.10.12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劉光明所長假本校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

辦理「以生態系為基礎之漁業管理國際研討會」。(10.12-10.13) 

＊工學院舉辦兩岸船舶、海洋工程及環境工程水動力學研討會。

(10.12-10.17)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工學院 

2009.10.13 ＊電機工程學系獲德州儀器公司捐贈 15 套數位訊號處理器，並舉行「訊

號處理與多媒體應用實驗室」成立揭牌儀式暨「嵌入式處理器研討

會」。 

＊通識中心舉行「98 海漾年華---自傳徵文」頒獎典禮並邀請國立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曹淑娟教授演講「培養自我感知與空間審美的能力—

中國園林文學與美學課程經驗分享」。 

電機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0.1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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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研究設備專款」部分共計 27 案，並召開審查會議審議完成，

本次研究設備部份共核發新台幣 13,698,735 萬元。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劉光明所長假臺北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辦

理「第 10 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環境

永續性圓桌會議」。(10.14-10.16) 

研究發展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0.15 
＊師培中心中等學校學程接受教育部 98 學度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0.16 ＊召開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討論英文資訊網頁建置、高等教育輸出計

畫、國際學生招生策略、陸生來臺就學輔導、國際生課業輔導等議題。 

＊獲得教育部經費補助 800 萬執行「豐富海洋科技教育暨人文藝術素養

圖書資源建置計畫」。 

＊接待北加州校友會前會長朱小田學長與香港台榮公司曾志宏董事

長。朱學長與曾學長分別慨捐了新台幣兩萬元與十萬元，支持母校校

務發展。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莊慶達教授假本校行政大樓第二演講室

辦理「北方三島保育學術研討會」。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0.17 ＊舉辦 56 週年校慶暨改制 20 週年慶祝活動，包含研究發展處於展示廳

舉辦「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56 週年紀改制大學 20 週年學院特色技研發

成果展」；學務處辦理大一班級「成年有禮─創意班呼」賽、「舊愛

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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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新歡」二手物品義賣、80 名他校國際生聯誼、僑外生文食展等活動；

秘書室於風雨走廊舉辦「校園變遷展」(活動結束後相關展品移往圖

書館一、二樓入口做為常態展)，校慶慶祝大會表揚傑出校友及熱心

企業，當日下午頒贈 98 年度臺北市校友會清寒優秀獎助學金(上述獎

助學金自 97 年開始實施辦理，已發出新台幣 90 萬元，三屆共計 49

位學生獲獎受惠)；體育室舉辦全校性陸上運動會，以及各學院系所

舉辦校友回娘家等活動。 

2009.10.19 ＊於第一演講廳舉辦第三屆海峽兩岸「魚類生理與養殖」研討會。本次

研討會由中研院細生所協辦，並獲國科會與中研院經費補助，本屆研

討會共有台灣學者 33 人，中國大陸學者 32 人（包括 2 位院士）參加

並發表 69 篇論文。(10.19-10.21)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9.10.20 ＊世邦國際集團捐款 16 萬元供本學院英文獎學金。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10.21 ＊辦理「品德教育和幸福人生」、「媒體閱讀核心價值」品德教育演講。 學生事務處 

2008.10.22 ＊養殖系郭金泉教授舉辦「水產育種國際研討會」。 生命科學院 

2008.10.23 ＊養殖系郭金泉教授舉辦「台灣鮭魚與日本櫻鮭國際研討會」。

(10.23-10.26) 

生命科學院 

2009.10.24 ＊輔導僑外生社團結合校外資源辦理國小弱勢家庭子女課輔服務。 

＊於國父紀念館三樓逸仙藝廊展出「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15 校聯合成果展。(10.24-10.25) 

學生事務處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9.10.26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申請 98 年

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及河海工程學系辦理期中審查。 

＊辦理 99 學年度非特殊項目及 100 學年度特殊項目之增設調整院系所

學位學程案，函請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總務處保管組及

人事室分別提供本學期學生數、校舍面積、專兼任教師數等資料，依

教育部規定換算本校及各教學單位總量規模，以提供本校增設系所及

校務會議參考。 

＊工學院進行 98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期中實地訪評。 

＊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進行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工程認證實地訪評事宜。(10.26-10.27)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09.10.27 ＊辦理「生命教育電影賞析座談會」。 學生事務處 

2009.10.28 ＊育成中心舉辦 98 年度第 1 次「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育成廠商聯誼會暨

產學合作座談會」，由林副校長三賢主持，進行 11 項研發成果簡報

及展出 13 位老師技術海報，共 38 家廠商及校內教授共 80 餘人與會。 

＊育樂館地下室進行整修工程，規劃為本校運動代表隊運動器材收放及

校隊學生聯合集訓室。 

研究發展處 

 

 

體育室 

 

2009.10.29 
＊海研船字第 0980014342 號公告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研究船

海研二號收費標準細則』，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凡執行非營利事業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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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出海計畫，每日收費新臺幣 11 萬元；營利事業單位計畫，每日

收費新臺幣 15 萬元。 

＊生涯主題輔導週辦理包含 5 場電影講座、人格 16 型團體測驗、海報

展、祈願卡、塔羅生涯工作坊等活動。(10.29-12.19) 

＊基隆市公車育樂館站及海洋宿舍站之候車亭設置工程案，經現場會

勘，決議先設置海洋宿舍站。 

＊舉辦生命科學院及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1 加 1 COFFEE TIME」小型

座談活動，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並促進院際交流互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10.30 ＊「97 學年度傑出教學暨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享專輯」完成編輯及印

製，並發放全校專任教師參閱。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排定當學年度受評單

位為研究發展處及學務處。同時，為確實反應各受評單位服務對象之

行政滿意度，進一步修訂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表之內容。 

教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11.1 ＊「98 年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計畫」評鑑結果，

本校等第為【優】。 

＊外語中心為獎勵本校學生研習日文，通過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舉辦之日文檢定，自本學期起設置「國立台灣海洋大學通過日語檢定

獎勵金」。 

總務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1.2 ＊張志清院長與郭俊良主任前往韓國釜山出席「亞洲海事漁業大學論

壇」。(11.2-11.5)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11.4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王天楷教授代表本校海底地震儀團隊受邀在「台

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與二氧化碳封存研討會」發表最新的天然氣水合

物探勘成果。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1.7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黃向文老師代表我國出席大西洋鮪類資

源保育委員會紀律委員會議。(11.7-11.18)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1.6 

＊師資培育中心與基隆市立中山高級中學、安樂高級中學簽訂教育夥伴

關係備忘錄，當天包含李國添校長、中山高中吳文貴校長、安樂高中

鄭裕成校長等貴賓出席，共計 21 人參與。 

網址：http://140.121.179.182/main.php?g2_itemId=20729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1.9 ＊海運學院與交通部基隆港務局、共同舉辦「2009 年綠色航運物流研討

會」，邀請陽明海運公司總管理部副王烑炫總經理、基隆港務局蕭丁

訓局長，共同主講「綠色航運及港口」，另有張文哲教授、桑國忠副

教授及陳秀育助理教授發表演講。 

＊海運學院接獲河北遠洋運輸集團捐贈河北獎助學金港幣 10 萬元。 

＊本學院假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舉辦 AFAS 2009 亞洲水產音響及漁業永

續應用國際研討會，計有美、日、韓、挪威、台等國 94 人參與，國

外專家與學生參與人數 40 人，國內外人數比率為 20:27，已達到提昇

臺灣水產音響學者參與及主導國際會議的能力，及擴大我國水產音響

海運暨管理學

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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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影響力。(11.9-11.10) 

2009.11.10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同時辦理「性別平等

教育法」講座。 
學生事務處 

2009.11.11 ＊召開國際學生指導教授座談，規畫每學年第1學期期中考週定期召開。 學生事務處 

2009.11.12 ＊舉辦 98 學年度物理會考，應考人數 312 人，實到 305 人，7 人缺考，

到考率 97.76%。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訂定本校「航海人員訓

練中心學員救生艇閥使用管理辦法；修訂本校「航海人員訓練中心設

置辦法」、「海研二號研究船使用辦法」、「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

轉管理要點」、「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部份條文。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導師座談會,主題為「 學業成績達二分之一不及格

學生之輔導策略及案例介紹」，出席率 56.7%，整體滿意度為 84%。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2009.11.13 ＊本學院接獲聯興公司捐贈惜福餐券助學金 10 萬元。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共同主辦「2009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地點為廈門大

學，共有來自日本、大陸及國內等 70 餘位專家、學者、碩博士生參

與，會後並邀請宣讀論文之學者投稿《海洋文化學刊》。 

海運暨管理學

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1.14 ＊台塑海運相關主管蒞校介紹台塑海運發展及洽談建教合作事宜。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11.15 ＊航運管理學系邱榮和老師前往印尼，參加第八屆東亞運輸學會國際研

討會議。 

＊電機資訊學院院長由電機工程學系張忠誠教授擔任。 

海運暨管理學

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09.11.16 ＊辦理「H1N1 防疫齊動員」系列活動，計有 338 人次參與。(11.16-11.30) 

＊獲得教育部顧問室「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之轉譯農

學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500 萬元。 

學生事務處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09.11.17 ＊「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連結計畫」實地訪評。 研究發展處 
2009.11.18 ＊本校參與東吳大學之「99 年度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除共同

開會研擬申提新年度計畫藍圖，擔任北東區召集學校外，並參與其分

項計畫「教師發展社群」之規劃及執行，完成填寫「99 北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線上申請表。 

教務處 

2009.11.19 ＊教育部預定於 100 年辦理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作業，本校派員

參加評鑑公聽會。校務評鑑包含：學校自我訂位、校務治理與經營、

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服務等五大

項目。 

＊辦理「生活領航員」系列講座，並編輯發行「生活領航指南書」品德

教育文集 2,000 份。(2009.11.19-2010.1.17) 

＊辦理僑生社團菁英幹部研習。(2009.11.19-2009.11.12)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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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解讀數字，關愛自我」新生健檢報告說明講座，計有 233 人參

與。(2009.11.19-2010.1.7) 

＊首度與台灣女性影像學會合作，舉辦 2009 女性影展全國巡迴基隆場

次，為海大校園與基隆地區的性別文化注入新活力。(11.19-11.20) 

＊本校教職員桌球代表隊參加 98 學年度大專教職員桌球賽，教職員女

子桌球隊勇奪甲組第三名。（11.19-11.20） 

＊資訊工程學系舉辦「與台灣瑞薩股份有限公司 (Renesas Technology)

產學合作座談會」，並簽署合作備忘錄。 

 

 

 

 

體育室 

 

電機資訊學院

2009.11.22 ＊外語中心辦理校園多益英語測驗，共計 281 名考生應試。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1.25 ＊辦理「宿舍歲未聯歡活動」，參加人數共計 500 人。(11.25-12.23) 

＊食科系與江南大學食品學院舉行「江南大學與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技

博士生論壇」，由江南大學高衛東副校長代領 32 位江南大學師生至

校參訪，與會人數達 200 人，兩校計 26 位師生發表論文。 

學生事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09.11.26 ＊商船學系、運輸與航海科學系辦理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追蹤評鑑。 

＊海研船字第 0980014310 號公告廢止『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研二號工

作車使用及管理辦法』。 

＊邀請台南藝術大學李肇修校長蒞臨本校演出「聽的懂的古典音樂-李

肇修小提琴演奏會」，約 320 人參與活動。 

＊舉辦 98 學年度教職員工球類競賽，項目計有桌球和網球兩項目。比

賽時間分別為 11.26 及 12.3。 

＊海生所、研究發展處及頂尖中心於行政大樓第一演講廳共同舉辦「第

二屆亞洲生物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法國在台協會及國科會委

託辦理，包括法國、中國、日本、韓國、寮國、馬來西亞、巴基斯坦、

菲律賓、臺灣、泰國及越南等國家重要科學家代表參加論文發表及座

談，同時政府相關單位及本校海生所及應地所進行「資料展示」與「壁

報展示」（poster）。本次研討會共計發表 29 篇論文，60 篇壁報論

文，資料展示有 6 個單位。(11.26-11.27)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體育室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院 

2009.11.28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假公務人力訓練中心辦理「2009 海峽兩岸海

洋教育與科技論壇」，與會人數約 150 人，同時邀請大陸地區及我國

海洋相關學者專家，針對海峽兩岸的「海洋教育」、「海洋監測」、

「海洋資源」、「海洋科技與極地調查」、「海洋產業與利用」等議

題共同參與研討。(11.28-11.29)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1.30 ＊食科系張正明副教授榮獲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食品傑出推廣服務

人員獎』。 

生命科學院 

2009.12.1 ＊校友組新架設「海大校友聯誼網」，提供國內外校友橫向交流機會。

網址：http://ob-chat.ntou.edu.tw/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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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98 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預賽賽程。（12.1-12.3） 體育室 

2009.12.2 ＊召開校務會議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並選出內部稽核小組成員，

分別由程光蛟委員及方天熹委員擔任，其中由程光蛟委員任召集人，

未來將擇期進行 98 學年度校務基金之收入、支出、管理及運用等內

部稽核工作。 

秘書室 

2009.12.3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訂定本校「校務諮詢

委員會設置辦法」、「校務評鑑與改進追蹤稽核辦法」，修改本校 

「水產生物科技頂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通過本校「海事大樓乙丙棟

拆除，相關使用單位及課程教室遷移計畫」，「工學院院區交通動線

與入口景觀規劃」、「99 年度節約能源措施」，通過「食品科學系進

修學士班」及「海洋資源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自 100 學年度起停止

招生案。 

＊辦理「書卷獎頒獎典禮暨校長有約座談會」，書卷獎得獎者、學生社

團、自治團體、班代、志工、校隊等團體負責人與校方師長對於校務

及學務相關問題進行座談，約有 132 名學生參與本次座談。 

＊通過國科會充實研究設備提升生物科技研究能量計畫補助 2,000 萬

元。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產生物科技頂

尖研究中心 

2009.12.4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勵委員會議，會議通過補助本

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4 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行學

術交流活動共計 2 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

計 3 件、本校教師獲媒體刊登報導宣揚本校於社會各領域之能見度獎

勵案共計 10 件。 

＊校園網路相簿建置完成。網址：

http://ntoualbum.m-wei.net/main.php 

研究發展處 

 

 

 

 

秘書室 

2009.12.5 ＊教育部方案四「97～98 年短期就業措施」，本校 14 位短期就業計畫

助理皆已完成聘僱期程，計畫補助金額為 6,999,664 元整，並於 99

年 1 月完成核銷手續。 

＊辦理『服務學習－社群服務』研討會，參與學生共計 70 名。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2009.12.6 ＊海法所主辦國際海洋法與漁業問題國際研討會。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2.8 ＊建置行政單位法規彚編網，各同仁及師生可自海大首頁連結進入查

詢。 

＊本學院與中華海院研究協會、中華航運學會於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樓

國際會議廳舉辦「我國推動噸位稅座談會」，由張志清院長與海研會

包秘書長共同主持。 

秘書室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12.9 ＊電機資訊學院頒發 98 學年度助修獎學金(第一屆助修獎學金)，本獎

學金由電機工程學系 62 級校友曾國棟學長捐助 15 萬股友尚股票成

立。 

電機資訊學院

2009.12.11 ＊舉辦「技術移轉實務與契約規範」講座，邀請工研院技轉中心智權推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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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組組長及政治大學智財所所長蒞校演講。  

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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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

年度受評單位之調查結果將於 2010 年 3 月刊登於中心網頁

http://www.ta.ntou.edu.tw/公佈之。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12.15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大專校院提升青年就業力工作計畫」，計申

請職涯探索計畫，獲補助 13 萬 6,000 元整，並於 12 月 15 日完成結

案與核銷。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就業服務補助計畫」，計申請 3 場講座、7 場企

業參訪、1 場校園徵才，獲補助 73 萬元整，並於 12 月 15 日完成結案

與核銷。 

＊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彈性上班實施要點，每日增加服務時間 30 分

鐘，全年可彈休約 16 日。 

＊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助教管理要點。 

教務處 

 

 

 

 

 

人事室 

 

2009.12.16 ＊97 學年度優良導師計 10 名，分別為商船系劉中平導師、環資系陳宏

瑜導師、運輸系方志中導師、機械系田華忠導師、運輸系鍾添泉導師、

河工系張景鐘導師、食科系廖若川導師與吳彰哲導師、電機系黃培華

導師（同時獲得傑出導師獎）、通訊系莊季高導師。優良單位獎由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獲得。 

＊綠光劇團於海洋廳演出「手牽手紀念日」，約 400 人觀賞演出。 

＊舉辦海運暨管理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之「1 加 1 COFFEE TIME」小

型座談活動，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並促進院際交流互動。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2009.12.17 ＊學生會於育樂館辦理「優尼佛 X'mas－聖誕舞會」，活動約計有校內

外 800 人次出席參與，氣氛熱情洋溢。 

＊商船大樓耐震補強工程完工驗收。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黃向文老師應邀代表我國出席美國華府

「臺美漁業諮商高峰會議」。(12.17-12.18)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09.12.22 ＊衛保組與基隆市衛生局中正區衛生所合作辦理免費「H1N1 新型流感」

疫苗接種，計有教職員工生及社區民眾共 108 人參與。 

學生事務處 

2009.12.23 ＊98 年通過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共計 23 件，申請案補助經費共計

2,785,000 元(資本門 630,000 元，經常門 2,155,000 元)。 

＊完成建置視訊會議室，並安裝 colife、 skype、msn、QQ…等多項視

訊會議軟體，提供全校師生使用。 

＊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主要審議 99 年度預算

分配案。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2009.12.24 ＊規劃完成「國際教學研究 E 化平臺」之網站內容及架構。 

＊98 學年度『海洋優秀青年』由運輸系蘇杏儒同學、資工系陳筱微同學、

資工程所羅英倉同學當選。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2009.12.25 ＊召開「國際事務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研商整合本校國紀際化發展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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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並共同完成 99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校院推動國際化補助計畫。 

＊校長同意專款補助 99 年度「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內文獻傳遞

全校免費服務。 

 

圖書暨資訊處

2009.12.27 ＊新版教學務系統之「教學評鑑」資料庫正式上線使用，並順利進行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反應意見調查作業，全校問卷回收率達 72.23%。 

＊校長補助經費汰換兩間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130 部、網路交換器及網

路線，提升電腦教學環境品質。 

教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12.28 ＊與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完成「99 年全校 E 化教室維護合約」簽訂，以延

長設備使用年限並提升教學環境之完善，增進教學及學習效果。 

＊因應圖書館空間改造工程，中西文參考書暫停提共閱覽；館際合作暨

參考諮詢服務改至一樓提供服務；關閉地下室外校生區成為罕用書

區；搬移二樓參考書(242 箱)及參考書架(97 座)至地下室罕用書區。 

教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09.12.30 ＊本校 98 年度「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計畫，共 30 位博士

生獲補助，實支總金額為新臺幣 117 萬 1,479 元整，其中本校配合款

為新臺幣 85 萬 8,184 元整，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14 萬 2,609 元整，其

他經費來源為新臺幣 17 萬 686 元整。 

＊完成編印生命科學院 20 週年紀念特刊。 

＊通識中心執行召開共同教育委員會，相關決議事項如下： 

1.通識中心 99 學年度起開設「基礎中文」課程，98 學年度起入學

之新生，大一中文會考不及格者須必修該課程，學分數不列計入

畢業學分內。 

2.99 學年度起實施博雅課程，分為「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

主法治與公民意識」、「全球化與社經結構」、「中外經典」、

「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歷史

分析與詮釋」等八大領域，各領域至多修習 4 學分，所修學分不

得抵用於國文領域學分。 

3.本校各院對 8 大領域修課規定如下： 

電資學院：「八大領域之課程規劃之 3.全球化發展與社會經濟結

構、6.科技與社會各必選 1 科，共 2 科」。 

海資院：「本院不指定院核心領域，開放本院學生自由選修【自

然科學】以外七大領域課程」。 

生科院、海運學院、工學院：「不指定院核心領域，開放本院學

生自由選修八大領域課程」。 

研究發展處 

 

 

生命科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09.12.31 ＊陳報「99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校院推動國際化補助計畫」申請案。 學生事務處 

2010.1.6 ＊國科會 99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計申請 257 件(生物處 34 件、

自然處 46 件、工程處 123 件、人文處 48 件、科教處 6 件)，較去年

略減 8 件。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97 學年度受評單位-

秘書室、體育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之改進

措施報告經討論通過，未結案項目由中心持續追蹤改善進度。 

研究發展處 

 

 

教師發展及行

政效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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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工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1 加 1 COFFEE TIME」小型座談活動，

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並促進院際交流互動。 

＊教育研究所辦理「海洋環境生態保育」行動研究教案發表，共計約 35

人參與。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1.11 ＊本校通過 98 年國科會研究計畫共計 246 件(個別型 181 件、整合型 43

件、產學 16 件及其他 6 件)，金額為新台幣 265,381,478 元。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陳明德教授於本校舉辦「西太平洋古海洋與氣候

變化研討會系列之一：未來挑戰」國際研討會，計有 19 位國外學者

及 46 位國內相關研院領域人員參與。(1.11-1.14) 

研究發展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1.14 ＊召開「國際事務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整合本校「Study at NTOU」

往頁相關訊息。 

學生事務處 

2010.1.15 ＊繳交 98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考評報告至教育

部。 

水產生物科技

頂尖研究中心

2010.1.19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獲教育部經費補助，並經評選委託王正源建築師

事務所辦理規劃設計暨監造服務。 

電機資訊學院

2010.1.21 ＊訂定本校「技工工友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公告實施。 

 

總務處 

2010.1.24 ＊光電科學研究所周祥順教授與永齡希望小學海大分校舉辦 99 年寒假

「永齡希望小學科學營」，共計 54 位學員參加。 

電機資訊學院

2010.1.25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專案助理林恩霖獲教育部頒發「97 年度友善校

園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 

學生事務處 

2010.1.26 ＊為促新進教師與資深教師在研究領域上的瞭解，首先於生科院開始舉

辦 mentorship 座談會，由蔡研發長國珍擔任主席，邀請張清風副校長、

黃登福院長、生科院各系所主管及生科院老師參與，會中由綜合業務

組吳彰哲組長簡報研究發展處業務，共有 23 位老師出席，與會老師

每人做約 2-3 分鐘自我介紹【含專長、興趣、研究方向（內容）規劃

或希望學校、學院、研究發展處等協助項目】。並將逐一學院舉辦。 

研究發展處 

2010.1.27 ＊光電科學研究所周祥順教授與基隆家扶中心舉辦 99 年寒假「基隆家

扶科學營」，共計 41 位學員參加。 

電機資訊學院

2010.1.30 ＊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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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有 114 家以

上的特約商店，後續將持續辦理。  特約商店網頁：

http://www.alumni.ntou.edu.tw/AppStore/appstore.html 

秘書室 

2010.1.31 ＊運輸系「學生急難清寒基金」募款收入累計 49 萬 1,148 元；學生急

難補助款累計支出 36 萬 400 元，接受補助清寒學生達 20 人，可用餘

額 13 萬 748 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09.8.5 ~ 

2010.1.10  

＊本校與國內外(含大陸地區)學術交流情形： 

1.育英二號實習船出訪日本鹿兒島大學。(2009.8.5) 

2.基隆港務局暨太平洋港埠年會貴賓蒞臨本校交流參訪。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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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10) 

3.辦理印尼姐妹校布勞爪哇大學 Prof. Liliek Sulistyowati 訪校洽談雙

聯學位合作案事宜。（2009.8.11） 

4.香港元朗國際青年商會暨基隆青年商會蒞臨本校座談參訪。

(2009.8.12) 

5.本校張清風副校長偕同研究發展處同仁等赴姐妹校國立中興大學

觀摩交流。(2009.8.18) 

6.基隆市政府暨日本宮古島市長等貴賓蒞臨本校交流參訪。

(2009.9.2) 

7.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 Robin Wallace 蒞校交流座談。(2009.9.15) 

8.舉辦本校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十二次座談會。(2009.9.23) 

9.印尼亞齊大學校長暨省府訪問團蒞校交流座談會。(2009.10.6) 

10.海運學院張志清院長及實習輔導組郭俊良老師代表本校參與「亞

洲海事暨漁業大學論壇」。(2009.11.2-5) 

11.大陸地區姐妹校江南大學蒞臨海大交流參訪並與食品科學系師生

進行「海峽兩岸食品暨生物科技研討會」。(2009.11.25) 

12.姐妹校浙江海洋學院與本校簽署「浙江海洋學院與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合作交流座談會會議紀要」。(2009.11.26) 

13.聖文森國家投資局執行長 Mrs. Cleo Huggins 等蒞校訪問。

（2009.12.4） 

14.馬來西亞華文獨立中學校長及升學輔導老師來台參訪團蒞校訪

問。（2009.12.7） 

15.大陸地區姐妹校集美大學蒞臨本校交流參訪並拜會各學院系所。

(2009.12.25) 

16.大陸地區姐妹校浙江海洋學院暨舟山市海峽兩岸交流協會蒞校參

訪。(2010.1.5) 

17.本校與日本姐妹校東京海洋大學簽署交換學生合作聲明書。

(2010.1.8) 

18.本校與福建省水產研究所簽署「兩岸共同制定臺灣海峽漁業資源

養護方案意向書」。(2010.1.10) 

19.本校與福建省海洋學會、水產學會簽署「海峽兩岸海洋與漁業學

術交流與合作意向書」。(2010.1.10) 

2009.8.25 ~ 

2009.12.15 

＊本校技術研發情形： 

1.食科系江善宗講座教授其研發成果「螯合鐵與鋅大豆勝肽產品」技

術公告。(2009.8.25) 

2.食科系蔡國珍教授之「酵母菌血糖調節物質之生產技術」獲國科會

績優技術移轉獎勵金新台幣 30 萬元。(2009.9.10) 

3.運輸系高聖龍助教其研發成果「船舶載具自動避碰安全系統」技術

公告。(2009.10.2)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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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食科系江善宗講座教授與金衣公司完成「螯合鐵與鋅大豆勝肽

產品」技術授權簽約。(2009.10.8) 

5.與「臺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錄。(2009.10.15) 

6.生技所林棋財教授之「樟芝去甲醛(GFD)、酒精及還原硝基化之蛋

白質與核酸及其製造方法與用途」獲國科會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獎勵

金新台幣 1 萬 5,000 元。(2009.12.1) 

7.食科系蔡震壽教授其研發成果「具調節血壓與血脂功效之蜆藻精

萃」技術公告。(2009.12.4) 

8.機械系吳志偉副教授其研發成果「可攜式水中離子濃度感測系統」

技術公告。(2009.12.15) 

9.食科系吳彰哲副教授其研發成果「抗幽門螺旋桿菌感染之卵黃免疫

球蛋白(IgY)」技術公告。(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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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事紀（2010.2.1～2010.7.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10.2.1 ＊本校簡介（中文版、英文版）、校訊與教務處電子報新增電子書多媒

體版與 PDF 版。 

＊99 學年度大陸地區共 3 所姐妹校交換生至本校短期交換，分別有中國

海洋大學共 10 名、上海海洋大學共 3 名、浙江海洋學院共 9 名，本

校提供 13 位優秀陸生免繳交學雜費及住宿費用；本校學生則有機械

系及河工系 2 名同學赴中國海洋大學進行短期研究，並於 7 月返台；

本校航管系及食科系 2 名同學預定 99 學年度赴上海海洋大學短期交

換 1 學期。 

＊生輔組舉辦「海 Young 有品」系列活動，內容包含網路徵心宣言大募

集、Moral 法師講座、Moral 範生遴薦、品德暨人權法治教育社區巡

迴宣導列車等（2.1-7.31）。本校品德暨人權法治教育網：

http://www.stu.ntou.edu.tw/CHARACTER/index.asp 

＊本校獲「99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校院推動國際化補助計畫」補助經費

220 萬元，推動精進擴大招收國際學生、英語能力及課程改進方案、

積極促進國際交流合作、落實國際學生輔導服務等國際化事項

（2.1-11.30）。本校英語全球資訊網「Study at NTOU」網址：

http://english.ntou.edu.tw/ct.asp?xItem=11899&CtNode=11197&

mp=0012&1=1#tabindex_11197 

＊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李主任委員選士經簽奉核准自2010年2月1

日起休假研究，為使第 2 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及稽核組工作順利進

行，秘書組函請各委員重新圈選，並由邱委員思魁獲選為主任委員。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進教師，計有：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助

理教授林泰誠及李佳逸、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助理教授陳泰源、工

學院材料工程研究所副教授梁元彰及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律研究

所副教授蘇惠卿等 5 人。 

＊張清風副校長辭兼人文社會科學院代院長職務，由羅綸新教授兼任人

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卞鳳奎助理教授兼任秘書職務。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2.7 ＊李國添校長、廖一久院士、黃登福院長、李明安院長及龔國慶所長，

連同張清風副校長赴教育部進行 98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考評報告。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0.2.9 ＊召開第 1 次校務評鑑協調會議，決議校務評鑑報告之五大評鑑項目工

作小組召集人及相關成員、評鑑規劃表內容。 

教務處 

2010.2.10 ＊國際組舉辦僑外生春節聚餐，計有 60 名僑外生共同參與。 學生事務處 

2010.2.12 ＊工程會核定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構想書並函送行政院主計處。 總務處 

2010.2.17 ＊更新 98 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及常設委員會代表名單。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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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21 ＊體育課程及教學活動融入運動鑑賞、終身運動及「有品」教育元素，

以期培養學生品格、運動鑑賞能力及終身運動之觀念及習慣。 

體育室 

2010.2.22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2010 年 1 月公佈最新

網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049 名。 

＊電機工程學系黃培華老師獲頒第 1 屆傑出優良導師獎。 

研究發展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10.2.23 ＊教育部來文有關本校執行「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98 年度考評結果及 99 年度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9,000 萬元，配合教

育部 99 年預算額度，先行撥付 6,750 萬元，其餘經費將於以後年度

回補。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0.2.25 ＊生命科學院總籌本校申提 99 年度「教育部補助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

培育銜接計畫」，計有 1 個總計畫，1 個 A 子計畫，6 個 B 子計畫核

定通過，補助經費為 1,810,000 元。 

生命科學院 

2010.3.1 ＊舉辦 98 學年度海洋盃球類競賽，比賽項目共計有籃球、排球、桌球、

羽球、網球和足球等六個項目。(3.1-5.31) 

體育室 

2010.3.5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整，由衛保組結合校內外共 10 個單

位，推動「健康促進計畫：健康體位元元─敢動 100」系列活動，計

1,213 人次參與，減重總公斤數 138 公斤，超過目標值；腰圍異常，

體位不良，血壓、膽固醇異常率下降大於 10%。（3.5-6.10） 

學生事務處 

2010.3.6 ＊本校學生會聯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及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兩校學生

會，於本校辦理「三校聯合公民事務研習營」，課程含括學生自治觀

念、學權、人資、公關、財務、秘書、活動、學術、以及國際辦公室

介紹等豐富內容，共 65 名同學參與。（3.6-3.7） 

＊電機資訊學院和聯華電子透過演講方式進行教學合作，邀請聯電許堯

壁處長、陳翁宜經理與吳炳昌經理進行五次課程。（3.6-5.4） 

學生事務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10.3.7 ＊招生組赴越南胡志明市、峴港、河內、肯特參加由教育部菁英來臺留

學辦公室主辦之「2010 臺灣高等教育招生說明會」，攜回學生資料

80份及 2所越方大學有意願與本校學術交流之聯絡資訊。(3.7-3.13) 

教務處 

2010.3.8 ＊教學中心與研究發展處育成中心共同舉辦「Tic100 校園創造力講

座」，邀請研華文教基金會蔡適陽執行董事進行「創新商業模式」專

題講座，並安排曾任螃蟹博物館館長的李冠興學長參與「創造力綜合

座談」，與本校師生熱烈交流。 

＊軍訓室辦理「海騎士宣言」簽署活動，並於 5 月 1-15 日針對本學期

發生車禍同學舉辦「交通安全輔導教育」。(3.8-5.15) 

教務處 

 

 

 

 

2010.3.10 ＊圖書館 2 樓空間改善工程開工，施工期間圖書館仍維持正常開館，惟

考量師生安全，讀者進出館動線改由 1 樓安全梯直達 3 樓及二館。原

視聽資料暫停借閱部分，並配合教學需求，自 4 月 6 日起提供教師調

閱 DVD 資料。 

＊環態所舉行 LORECS 小型研討會，邀請美國 Scripp 的教授 Mark Ohman 

及參與計畫的多位老師主講。講題為：「Organization of the 

圖書暨資訊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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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Current Ecosystem LTER site」。 

2010.3.11 ＊本校海洋生物研究所陳天任教授及河海工程學系陳正宗教授，榮獲 98

年度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98 年度本校各級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勵「績優獎」第一名為「航海

人員訓練中心」、第二名為「養殖系-水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暨檢驗中

心」；「進步獎」為「創新育成中心」。 

＊足球代表隊參加 98 學年度大專足球聯賽複、決賽，榮獲第七名佳績。

(3.11-3.18) 

研究發展處 

 

 

 

 

體育室 

2010.3.12 ＊99年度第一梯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補助作業共申請23 

案，經 99 年 5 月 5 日審查會議討論決議，通過 14 案，共計補助新台

幣 8,003,005 元。 

＊舉辦資料庫利用推廣說明會及文獻傳遞服務系統說明會共 18 場，計

701 位 學 生 參 加 。 (3.12-5.12) 資 料 庫 說 明 會 講 義 網 址 ：

http://li.ntou.edu.tw/4net/demo2.php#9802  

＊工研院、台船與本校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三方將聯合發展海洋能源

發電系統現場測試場與海洋能轉換技術。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工學院 

2010.3.13 ＊海資所劉光明所長代表我國前往卡達杜哈參加華盛頓公約第 15 屆年

會。(3.13-3.25)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3.14 ＊網球、羽球、桌球代表隊參加 2010 年大專運動會網球分區預賽，網

球女子個人單打獲得北區第二名佳績，羽球男子個人單打獲得北區冠

軍，男子雙打獲得第四名，混合雙打獲得第三名。(3.14-3.26) 

體育室 

2010.3.15 ＊住輔組辦理宿舍新生活運動，內容包含「我思故我在宿舍讀書會」、

「宿舍藝術日」、「宿舍有品見面有禮」、「宿舍環保總動員」、「為

舊愛找新歡-海洋傳溫情」等活動。(3.15-6.25) 

學生事務處 

2010.3.16 ＊聘請國寶級歌仔戲大師廖瓊枝女士擔任98學年第2學期駐校藝術家。 圖書暨資訊處

2010.3.17 ＊召開第 2 次校務評鑑協調會議，確認各單位校務評鑑聯絡人及評鑑規

劃表。 

＊生科院館及體育館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經基隆市公共藝術審議會

議完成審議。 

教務處 

 

總務處 

2010.3.18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檢討系（所）95 至

97 學年度課程規劃，俾加速課程革新與活絡、建置各系所課程地圖。 

＊「FUN4 海大-師生聯誼活動」於 3 月 18 日、4 月 8 日、5 月 6 日、5

月 27 日週四下午 8、9 節聯課時間辦理，6 月 3 日舉行閉幕頒獎，共

計大一 22 個班級、大二以上超過 30 個班級組隊參賽。（3.18-6.12)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2010.3.22 ＊接待上海校友會郭功明會長（1977 商船）與蔡同茲校友（1977 商船）

返校拜會師長，郭會長代表上海校友會捐贈新臺幣 10 萬元整，提供

母校校務發展使用。 

＊訂定本校優秀行政人員遴選表揚要點，並以 99 年 3 月 22 日海人字第

秘書室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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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003332 號令發布。 

2010.3.23 ＊邀請陸委會企劃處處長朱曦處長來校演講，演講題目為「大陸政策與

ECFA」。 

＊環漁系大學部三年級學生搭乘漁業署「漁訓二號」訓練船，前往日本

東京及那霸進行及海上實習訓練、陸上參觀訪問。(3.13-4.19) 

＊環態所龔國慶所長接受多家媒體採訪有關沙塵暴對海洋之影響，引起

廣泛迴響（相關平面及新聞媒體報導計超過 15 則），且刊登在雅虎

奇摩首頁頭條新聞。 

海運暨管理學

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3.24 ＊為協助本校畢業生順利找到適合的工作，與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北基

宜花金馬區就業服務中心合辦校園企業徵才博覽會，邀請 33 家廠商

參展，包括金融保險業、航運業、科技業、生技產業等。 

教務處 

2010.3.26 ＊藝文中心網站提供近期演出片段線上觀賞服務。 

＊養殖系繆峽主任帶領1位助教及兩位助理參加馬來西亞砂勞越招生說

明會。（3.26-3.30） 

圖書暨資訊處

生命科學院 

2010.3.27 ＊舉辦 98 學年度中、英文會考。 

＊排球代表隊參加 98 學年大專排球聯賽決賽，榮獲第三名佳績。

(3.27-3.30) 

教務處 

體育室 

2010.3.29 ＊審計部農林教育審計處派員赴本校抽查 98 年財務收支及決算。

(3.29-4.23) 

會計室 

20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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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萬元整，並透過校園徵才及相關就業講座，拓廣學

生之就業市場視野，讓同學對未來職涯規劃有更多選擇。 

教務處 

2010.3.31 ＊完成 98 學年度「行政滿意度問卷調查」分析報告，並送受評單位(研

發處及學務處)，依調查結果提出檢討報告，進行改善，並進行自我

評鑑作業。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2010.4.1 ＊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

防計畫」特色主題計畫，舉辦「壓力 bye-bye 青春 high」主題諮輔

週，包含「溫馨傳情」、「襪子娃娃製作」、「音樂抒壓」、「電影

座談」、「部落格大解密」與抒壓工作坊等活動。(5.4-6.10) 

＊環態所龔國慶所長對高中地球科學及海洋教育課程改革貢獻良多，教

育部來函感謝。 

＊應地所李昭興教授、王天楷教授等師生與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震測研究

船藍賽斯號(R/V Langseth)，積極展開海底地震儀相關研究並協助藍

賽斯號海上研究工作。 

學生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4.6 ＊99 年 TI 擴大合作，捐助電機、資工及通訊系 MSP 等器材。電資學院

張忠誠院長、電機系王榮華老師、盧晃瑩老師、通訊系吳家琪老師與

德州儀器公司大學計畫台灣區負責人 Joy Wang、Jefferey Chiu，於

海洋大學電資學院會議室，討論與德州儀器公司產學合作計畫持續進

電機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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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模式及相關教學想法。 

2010.4.7 ＊中國浙江水產學會學者來訪，參訪環態所實驗室及研究成果。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4.13 ＊電機工程學系張俊傑老師、資訊工程學系林富森老師當選 98 學年度

校級教學優良教師。 

電機資訊學院

2010.4.14 ＊教育部環保小組遴選本校為化學品管理示範輔導學校，並於 4 月 28

日來校訪視。 

總務處 

2010.4.15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修訂本校「研究中心管

理辦法」、「大學研究計畫進用人員管理要點」、「研究發展成果及

技術移轉作業細則」部份條文，及通過設立本校「生命科學院水產養

殖學系附設水生動物實驗中心」；另為整合本校產學、技轉及育成之

資源，將創新育成中心及智財發展中心合併成立「產學技轉中心」，

並通過本校「產學技轉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完成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各單位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執行進度之追蹤彙

整，並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會議、校務會議報告。 

＊召開河北遠洋獎助學金審查會議，會中通過各系獲獎同學名單並送校

級獎助學金審查會議審查，計有 20 位同學獲獎。 

＊食科系舉辦奈米保健食材之研發實務與產業策略研討會。 

＊養殖系派員參加第 12 屆馬來西亞國際研究生教育展暨水產養殖產碩

專班外籍學生招生工作。（4.15-4.19）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通

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 

研究發展處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生命科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0.4.16 ＊為增加無線基地台連線管理及安全機制，新添購的無線基地台，提供

使用者上網的真實 IP，也可應特殊需求(如舉辦國際會議等)，暫時

取消部份無線基地台帳號密碼認證。目前已更換行政大樓與圖書館共

36 顆無線基地台。 

＊本學院與航運管理學系共同舉辦「2010 國際海事保安論壇」，邀請李

國添校長、基隆港務局王俊友局長、沛華沛榮集團 Philip Lin 執行

長致歡迎詞。開幕演講由本校前副校長林光名譽教授主持，邀請交通

部葉政務次長匡時及 Dr. Kevin LI(Maritime Policy and Management

編輯、香港理工大學物流及航運學系 )、 PeterProf. Peter MARLOW

（國際海運經濟學家協會會長、英國卡地夫大學商學院物流與作業管

理系主任）、Prof. Sam BATEMAN（澳洲國家海洋資源與保安中心、

澳洲臥龍崗大學）、Prof. Rommel C BANLAOI、Dr. James FAWCETT、

Dr. Prakash METAPARTI 等 6 位國外專家學者分別海事保安等議題做

專題演講。並有國內外學者專家蕭丁訓局長、林泰誠博士、袁建中簡

任技正、楊鈺池博士、劉中平博士、蔡朝祿博士、Dr. Xiaowen Fu、

翁順泰博士、張志清博士等 9 位論文發表。 

圖書暨資訊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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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9 

 

＊通識教育中心 99 學年度課程重大變革，於 99 年 4 月 19 日發函至各

學系，內文重點如下： 

1.新生係指 99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不含轉學生），舊生為 98 學年

度（含）之前入學之學生。舊生之選課方式維持不變，並適用 96

年 12 月 6 日通過之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2.99 學年度起，通識教育中心所開「歷史領域」課程 4 學分、「憲政

領域」課程 4 學分，倂入「博雅領域」課程，原「博雅領域」課

程由 4 大子領域改為 8 大子領域，總計 16 學分。 

3.各系原「歷史領域」課程、「憲政領域」課程之修課時段、年級未

更動，各該時段本中心仍開設與「歷史領域」課程、「憲政領域」

課程相關之 8 大子領域「博雅領域」課程供各系新生選修。舊生

依入學年度規定修課，仍開設有應修之課程。 

4.除必修之「國文領域」課程，「博雅領域」課程選課時請特別注意

加退選訊息，舊生「博雅領域」課程為 4 大子領域，新生為 8 大

子領域，兩者不可互跨。 

5.8 大子領域之「博雅領域」課程限新生選修，新生亦不得選修屬舊

生選修之 4 大子領域之「博雅領域」課程；舊生仍依入學年度規

定修習「國文領域」課程、「歷史領域」課程、「憲政領域」課程

及「博雅領域」課程。 

6.8 大子領域之「博雅領域」課程，新生每學期限修 2 門。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4.20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導師座談會主題為「從正向心理學談輔導新趨勢-

正向輔導案例分享」，並由運輸系優良導師鍾添泉老師分享導師經

驗；與會人員對於本次座談會整體滿意度達 89%。 

＊進行全校學生「微軟學生授權軟體」意願調查問卷，依據調查結果，

圖資處擬不代辦「微軟學生授權軟體」，並加強本校「授權軟體」智

慧財產權之宣導。宣導網站：http://www.stu.ntou.edu.tw/ipr/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100 年度概算籌

編事宜。會議紀錄網址：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2010.4.22 ＊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9 萬 9,290 元經費辦理「從文化脈絡觀點談校園

性騷擾/性侵害諮商」研討會，校內外與會達 96 人，活動滿意度超過

90%。(4.22-4.23) 

＊彙整本校各系所 98 年度教學研究能量表現及相關經費統計，並於 5

月行政會議報告。 

學生事務處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2010.4.23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參加「第 30 屆交通杯競賽」，獲二金、二銅暨總

錦標第 2 名，成績豐碩。(4.23-4.25)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4.24 ＊課指組開設「服務學習－社群服務」2 門課程計 80 人選修，學員配合

至基隆市弱勢團體（家扶中心、仁愛之家、獨居老人等）、北投溫泉

博物館、北美館、臺北木柵動物園、國立臺灣博物館及國立臺灣科學

教育館等校外地點進行服務，以達到「做中學」、「學中做」之目標。

（4.24-5.23）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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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6 ＊「2010 年螢火蟲季」由結合本校解說員志工、學生社團，以及基隆西

北扶輪社、智障者家長協會等共同舉辦，除基隆區幼稚園及國小學童

組隊參與外，民眾網路預約參觀達 2,909 人。（4.26-5.9） 

＊本院與國立編譯館及李國鼎基金會合辦 2010 年海峽兩岸海洋科學名

詞學術座談會，邀集國內海洋名詞審譯委員與大陸中國科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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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4.27) 

學生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4.27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決議 98 學年度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受認證系所

認證結果如下：電機系大學部;電機系碩、博士班;資工系大學部;資

工系碩、博士班;通訊系碩士班;河工系大學部;河工系碩、博士班;

系工系大學部;機械系大學部;機械系碩、博士班「有條件通過認證」，

通訊系大學部「準通過認證」。 

教務處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0.4.28 ＊生輔組舉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講座」邀請 NPO 及 NGO 特派講

師蒞校針對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問題實施講座，參加教職生 80 餘人。 

學生事務處 

2010.4.29 ＊校務基金經費稽核委員會邱主任委員思魁，及內稽小組程召集人光

蛟、方委員天熹 3 人進行 98 學年度內部稽核工作，稽核單位包含教

務處(處本部、進修組、教學中心)、研發處(智財中心)、總務處(營

繕組、事務組、保管組)、人事室、會計室、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

態中心。(4.29-4.30) 

秘書室 

2010.5.5 ＊圖書館二樓互動觸控系統決標 NT750,000 元。 圖書暨資訊處

2010.5.6 ＊99 級學生會正、副會長網路票選，由王紹宇當選會長，邱程暐、陳寰

頤為副會長，投票率 17.07％。（5.6-6.1） 

＊舉辦「張正傑玩創意音樂會」，約 350 人觀賞演出。 

＊2010 年大專運動會聖火抵達本校，本室規劃迎接聖火儀式與熱舞與空

手道表演，並由本校優秀選手組成 6 人小組手持聖火於校園路跑，活

動在校長主持下圓滿順利舉行，參與本活動人數約 300 人次。 

＊召開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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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 議 紀 錄 網 址 ：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體育室 

 

 

秘書室 

 

 

2010.5.7 ＊生輔組結合臺灣更生保護會基隆分會、基隆看守所，共同辦理「海大

頌愛到基所感恩會」之收容人關懷活動。  

＊2010 年大專運動會假國立體育大學舉行。本校共計有田徑、羽球、網

球、擊劍和游泳等五個項目共計 36 人次參加，並獲得 15 面獎牌，銀

牌 5 面，銅牌 3 面，5~8 名共有 7 面獎牌。(5.7-5.11) 

學生事務處 

 

體育室 

2010.5.8 ＊菁英培育計畫實習工作坊--「薈萃坊」，98 學年度營運管理開幕，邀

請張副校長清風、麥當勞台灣地區總裁李明元校友及計畫主持人孫寶

年講座教授蒞臨指導。 

人文社會科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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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0 ＊召開第 3 次校務評鑑協調會議討論校務評鑑報告基本架構。 教務處 

2010.5.11 ＊99 年社團評鑑各屬性社團第一名為 J＆C 鋼琴社(康樂性)、慈青社（服

務性）、航管系學會（學系性）、樂水社（體育性）、光畫社（學藝

性）、中醫社（學術性）、僑聯社（聯誼性）。（5.11-5.12） 

＊海洋文化研究所舉辦「海峽兩岸海洋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邀請上

海海洋大學海洋文化與經濟研究中心 7 名教授蒞臨與會，共發表 12

篇論文，並邀請學者投稿《海洋文化學刊》，對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和

分享甚有助益。(5.11-5.12) 

學生事務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5.13 ＊環態所龔國慶所長榮獲本校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季「增進社會服

務獎」。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5.14 ＊課指組辦理「北區五校服務性社團聯合交流」，共有中國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及本校 168 名學生與會。 

＊諮輔組偕同基隆地區勞、社政單位辦理「99 年度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會

議」。 

＊本處假基隆市文化中心 2 樓第二會議室辦理本校防火管理人複訓，共

有 30 人參加。 

＊航管系楊政雄學長（1979 畢業）發起『羅故教授祖謙紀念獎學金』，

號召受惠於母系及羅老師栽培的校友們捐款，成立紀念羅老師之獎助

學金，作為鼓勵、幫助航管系學弟妹進學使用。獎學金實施辦法及相

關捐款作業由校友服務組協助辦理。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2010.5.13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檢討學分學程 95 至

97 學年度課程規劃，各學分學程執行績效不佳者（國際學分學程免

評），得由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議決予以裁撤，共 25 項學分學程評

核通過，2 項學分學程列入待觀察（英語學程、海洋法政與事務學程

未提檢討報告）。 

＊國科會派員赴本校查核補助 97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之財務收支情形。

(3.13-3.14) 

教務處 

 

 

 

 

會計室 

2010.5.15 ＊北加州校友會舉辦 2010 大會，共有 40 餘位校友出席，並推舉陳台鉉

學長為新任會長，校友組並協助校友編輯 2010 年刊。 

秘書室 

2010.5.17 ＊課指組辦理「2010 年棉花糖情人節」活動，內容包含愛在宿舍傳情、

絲絲棉花糖、園遊會、捐血、關愛家扶小天使及三校情歌大賽…等。

（5.17-5.20） 

＊生輔組結合棉花糖節及畢業週辦理「為舊愛找新歡-愛心送暖」活動，

共義賣出物品 600 餘份，所得新台幣 40,820 元，全數捐至本校「啟

航還願獎助學金」。（5.17-6.12） 

學生事務處 

 

 

 

2010.5.18 ＊本室召開體育室課程發展委員會並遴選王秋雄老師為校外委員，討論

95-97 學年度課程規劃與檢討報告及 991 學期體育課程開課事宜。 

體育室 

2010.5.20 ＊舉辦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海洋書卷獎頒獎典禮暨與校長有約座談」，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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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獎得獎代表、學生社團、自治團體、班代、志工、校隊等團體負

責人 120 名，就校務及學務相關問題與師長進行座談。 

＊海洋法律研究所主辦 98 年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北區三

校聯合期末發表會。計畫活動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cuzhou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5.23 ＊98 年度「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獎勵」，得獎系所為：(一)「建教合

作績優獎」二名：第一名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第二名為應

用地球科學研究所。(二)「民間企業委辦績優獎」二名：第一名為應

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第二名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三)「建

教合作進步獎」一名：水產養殖學系。獎勵方式：獲獎系所將由校長

公開表揚，「建教合作績優獎」暨「民間企業委辦計畫績優獎」第一

名系所頒贈獎牌一幀並致贈獎金新台幣 10 萬元整，第二名系所頒贈

獎牌一幀並致贈獎金新台幣 5 萬元整；「建教合作進步獎」頒贈獎牌

一幀並致贈獎金新台幣 5 萬元整。 

研究發展處 

2010.5.24 ＊與中華航運學會、中華海運研究協會、財團法人沛華沛榮教育基金會

共同承辦「鹿特丹規則與海商法修訂研討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5.25 

＊辦理第五屆傑出教學教師選拔，本次共選出 3 位傑出教學教師(養殖

系周信佑教授;生技所胡清華教授;系工系辛敬業副教授)，於教師節

慶祝茶會公開表揚頒予獎狀，並按月頒予獎金每人新台幣肆仟元，期

限一年。 

教務處 

2010.5.26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 30%設計圖說經行政院審查通過，並核定總工程

經費 1 億 7,380 萬元整(部補助 1 億 2,000 萬元整)。 

＊辦理 ISO ＆STCW 外部稽核公開招標，由台灣衛理國際品保驗證公司

得標，此標案為期三年。 

總務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5.30 ＊出版海大「2010 求職寶典手冊」，以利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力及就業

率。  

＊教學務新系統總共包括教務 16 個及學務 28 個業務子系統，自 2009

年 10 月初起依業務時程分別正式上線運作，至 2010 年 5 月皆已上線

運作。 

教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0.5.31 ＊海資所黃向文老師代表我國赴西班牙馬德里出席大西洋鮪類國際保

育委員會生態次委員會議。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6.1 ＊住輔組辦理校外租賃安全講座，邀請崔媽媽基金會陳怡君小姐講授

「如何挑選好房子、契約如何訂定」課程，提升學生相關租屋法律及

安全知能。 

學生事務處 

2010.6.2 ＊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舉辦英文字彙比賽，計 230 名學生參賽。比賽正取

前 3 名及 5 名優勝者，各頒發獎狀 1 張及圖書禮卷 7000 元，並增額

錄取 41 名，頒發獎狀及英文書籍。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6.3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 2010 年度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經費 200 萬

元。 

＊舉行 98 學年度海洋盃球類競賽閉幕典禮，本次競賽共計有籃球、排

總務處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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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桌球、羽球、網球和足球等六個項目，每個單項都吸引各系系隊

好手組隊參加，參加人數高達 1,200 餘人次。 

2010.6.4 ＊完成本校開放式課程網頁建置，並上傳 3 門課程，網址如下：

http://moodle.ntou.edu.tw/course/category.php?id=470。 

＊召開『望安綠蠵龜產卵棲地保護區 15 週年海龜季活動』記者會，由

海生所程一駿教授介紹臺灣 15 年來在綠蠵龜保育工作的成果及未來

的展望，並為今年海龜季活動揭開序幕。 

教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10.6.5 ＊民視新聞台異言堂節目的記者採訪海生所程一駿教授、邵廣昭教授與

海生所畢業的學生何宣慶博士，節目的主題為「海洋末日」。 

＊舉辦「長海計畫」成果發表會，由參與本計畫之本校教師與長庚醫院

醫師進行口頭成果報告及海報展示。 

生命科學院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0.6.7 ＊舉辦畢業週系列活動，包含學生會與畢聯會辦理社團成果展現、趣味

活動比賽、畢業演唱會、捕夢網及畢冊展示、園遊會、畢業煙火及燈

光秀等；99 級畢業典禮於 99 年 6 月 12 日假育樂館辦理，計有畢業

生、師長、家長及外賓等 3,000 餘人與會。（6.7-6.12） 

＊教育部辦理 98 學年度「大學校院國際學生學習環境調查訪評」蒞臨

本校訪視。 

學生事務處 

2010.6.8 ＊僑務委員會委託本校辦理「99 年度北區僑輔甜甜圈工作研討會」，共

有各校 80 名僑輔人員蒞臨參與專題講座、分組座談、綜合座談。 

＊林副校長三賢主持圖資委員會會議，提案修正借書規則：增加教師及

博士生借書及預約冊數，縮短被預約書借期，借書時該書已有其他讀

者預約者，借期一律 14 天；延長大學部學生及退休人員借期 30 天。 

＊辦理 98 學年度行政品質評鑑「研發處實地訪查」，並簽請校長核聘

中央大學朱研發長延祥為訪評委員，參與評鑑實地訪查。 

＊本學院與行政院環保署、國家地理頻道、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

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共同舉辦「世界海洋日活動」。會中將邀請總統發

表世界海洋日談話外並舉辦多場演講。 

＊本學院與台灣海洋保育學會合力創辦「世界海洋日『守護海洋、造林

減碳』活動」，並由通識教育中心協辦世界海洋日系列活動--「海洋

品德教育與人文素養研討會」，計有 200 人參與；「海洋藝術展覽」，

計有 500 人參與。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海運暨管理學

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6.9 ＊辦理中原大學與本校之校際合作備忘錄簽署儀式，透過兩校跨校、跨

國之教學、研究及育成的三面向合作，整合兩校資源共同執行印尼國

家級計畫，協助印尼友邦提升漁業技術及改善漁民生活，適時輔導台

灣企業至印尼進行相關漁業投資合作，同時也開啟二校新的國際產學

合作模式，為三贏的國際合作案。 

研究發展處 

2010.6.10 ＊辦理 98 學年度行政品質評鑑「學務處實地訪查」。 教師發展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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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98 學年度水上運動會，活動內容有傳統游泳競賽與趣味競賽，

參與本活動人數約 500 人次。 

效能中心 

體育室 

2010.6.11 ＊駐校藝術家廖瓊枝於海洋廳舉辦成果公演，由廖瓊枝老師擔任編導，

本校通識課程「透視藝術-與藝術家面對面」修課學生，以及「與國

寶廖瓊枝學歌仔戲」報名民眾粉墨登場。 

圖書暨資訊處

 

2010.6.13 ＊承辦由臺北市輪船商業同業工會主辦的 99 年航海盃游泳賽，計有陽

明海運、萬海航運、臺北海洋技術學院及本校師生等四個單位共襄盛

舉。 

體育室 

2010.6.17 ＊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本次會議審議學校之自我定位、

基本素養、核心能力、標竿學校，以及討論 96-100 學年度校務發展

計畫、組織調整等案。會議紀錄並於 7 月 5 日製作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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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網址：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配合本校組織調整，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提 2010 年 6 月 1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自 2010 年 8 月 1 日生效，目

前已依程式報請教育部核定中。修正重點如下： 

1.原海運暨管理學院運輸與航海科學系（下分運輸組、航海組）更

名為運輸科學系，運輸組、航海組分組整併。 

2.新增國際事務處，下分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二組。 

3.調整原研究發展處及學生事務處之二級單位組織，其中研究發展

處下分設企劃、計畫業務、學術發展三組、產學技轉中心及研究

船船務中心；另學生事務處下分設諮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輔導五組及軍訓室。 

4.裁撤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秘書室 

 

 

 

 

 

 

 

人事室 

2010.6.18 ＊應地所李昭興教授邀請 Dr. Neville Ex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 Thomas Hilde (美國德州農工

大學教授)、 Frauke Klingelhoefer( Ifremer, 法國海洋開發研究

所研究員)、趙明輝(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員)、Francis 

Wu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Larry Brown ( Geophysics, 

Active Tectonics, & StructureDept. of Earth & Atmospheric 

Scienc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研究員)、Diego Quiros ( Cornell 

University研究員)、David Okaya( University Southern California

教授)、Ryan Lester (德州大學 奧斯丁分校 Ph.D.)、Hao Kuo-Chen 

(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員)等學者蒞校訪問交流。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6.21 ＊電資學院張忠誠院長出席友尚公司股東常會(曾國棟校友捐贈助修獎

學金目前配股超過 180 張，今年股息約 25 萬元，將可嘉惠本學院的

電機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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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妹)。 

＊海洋文化研究所與韓國國立木浦大學校島嶼文化研究院人文韓國

（HK）研究團共同舉辦「東亞島嶼海洋與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兩校學者與會，共發表 15 篇論文。 

＊海資所劉光明所長赴祕魯利馬參加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第 23

次會議。 

＊環資系董東璟老師邀請德國羅斯托克大學 Dr. Peter Froehle 來台短

期研究(執行國科會國際合作計畫)。(6.21-6.27) 

 

人文社會科學

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6.22 ＊邀請臺北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第三科鄭科長進順蒞校演講—講

題校園安全衛生，與會教職員工計 67 人(教師 21 人)，。 

＊與國立中央大學圖書館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本校圖書互借合作單位

增至 24 所，擴充本校師生可用教學、研究與學習資源範圍。 

  圖書互借服務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cooper.php 

＊商船學系、輸與航海科學系通過「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待觀察系所追

蹤評鑑認可」。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6.23 ＊海資所黃向文老師代表我國赴澳洲里斯本參加第2屆鮪類區域性漁業

管理組織聯合會。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6.24 ＊應地所陳明德教授發表於地球科學集刊(TAO Vol. 19, No. 4 )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Porductivity, and Terrestrial Flux 

Variations of the Sou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over the Past 

800000 Years (IMAGES MD972142)」文章，評選為 2007-2008 Best 

Article Award，並於 2010 西太平洋地球物理研討會中頒獎。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6.26 ＊與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共同舉辦「跨校創意創業企畫專題競賽」決賽。 

＊基隆市校友會舉行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李國添校長特別致贈感謝

獎座予施啟文理事長，基隆校友會也回贈母校彩色印表機一台。 

教務處 

秘書室 

2010.6.27 ＊台中校友會進行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改選活動，新任理事

長為水源地文教基金會董事長的葉晉玉學長（1979 年漁業系畢業）。

李國添校長並致贈缷任之賴理事長感謝獎座，台中市校友會亦捐贈

20 萬元捐作為母校校務發展使用。 

秘書室 

2010.6.28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產中心與本校簽署合作備忘錄，期能為「藍金

產業」-深層海水產業奠基，並共同協助技術商品化，提升藍金商品

市場競爭力。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操船模擬中心主辦「2010 年,第 10 屆亞洲海事模擬

機研討會(10th ACMSSR Working Meeting, 2010)」。(6.28-6.29) 

研究發展處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6.30 ＊舉辦「海洋專業發展計畫期末成果分享會」。 

＊協助育成企業取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9 年度「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

證補(捐)助計畫」研發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透過計畫衍生育成企業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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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老師產學合作案。(本計畫補助對像為全國 116 所育成中心輔

導之育成企業，總補助件數 90 件) 

＊環漁系蔣國平教授榮獲本校 98 學年度學術優良教師。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7.5 ＊本校與台灣電力公司、救國團合辦「99 年暑期愛迪生自然科學研習

營」，共 197 名數學及自然科學成績優良高中（工職）學生參與。

（7.5-7.8） 

＊本校為教育部 2010 年度化學品管理示範輔導學校，並核定補助經費

30 萬元，用以改善本校化學品管理之相關設施。 

＊環漁系中正漁學館外牆立面修繕工程開工。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2010.7.6 ＊「海洋夢想家『獨木舟環島-尋訪東海岸之旅』」30 名同學結合東華

大學及臺北海洋技術學院師生，由台東海賊灣出發，以獨木舟為動力

尋訪東海岸，深入沿岸的漁村、原住民部落、藝術村等地進行訪談、

交流與互動，瞭解東海岸的深厚文化。（7.6-7.14） 

學生事務處 

2010.7.8 ＊召開 98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討論並確認行政品質

評鑑結果。 

＊辦理本校 98 學年度特聘教授、學術優良教師及產學研究成就獎之選

拔，並於 2010 年 7 月 8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公開表

揚獲獎教師，獲獎名單如下： 

  1.98 學年度特聘教授：計有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學系李國添教授、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李光敦教授、海運暨管理學

院輪機工程學系林成原教授、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陳天任教

授等 4 人。 

  2.98 學年度學術優良教師：計有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黃將修教

授、張正教授，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蔣國

平教授、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洪慶章教授，工學院材料工程

研究所李丕耀教授等 5 人 

  3.98 學年度產學研究成就獎：計有電機資訊學院通訊與導航學系副教

授張淑淨 1 人。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人事室 

2010.7.12 ＊教育研究所辦理「國小教師海洋教育-海洋學理論與教學實踐」增能

工作坊。(7.12-7.13)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7.13 ＊召開第 4 次校務評鑑協調會議，決議自我評鑑報告本文及附件規格。 教務處 

2010.7.14 ＊本處招生組赴馬來西亞吉隆玻與檳城參與由馬來西亞留台總會主辦

之「2010 馬來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攜回新馬地區海洋大學校友

通訊錄一份，並送祕書室校友服務組參考。(7.14-7.22) 

教務處 

2010.7.15 ＊寄出 5,000 份之第 46 期校友簡訊，並透過學術服務組協助，完成

e-paper 電子書模式，提供校友更人性化閱讀方式。網址：

http://www.alumni.ntou.edu.tw/publsih/epaper/epaper/46/46.h

tml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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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16 ＊體育館工程初驗。 總務處 
2010.7.19 ＊課指組辦理 Hi-Young 海峽兩岸大學生海洋文化訪問團，由吳俊仁學

務長帶領 2 名職員及 13 名學生前往參加。（7.1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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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 2009【永齡希望小學】暑期活動~夏日『英』雄挑戰

賽，計有 106 名學童報名參加，19 日辦理預賽，26 日辦理總決賽。

(7.19-7.26) 

學生事務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7.20 ＊環態所龔國慶所長榮獲本校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季「增進社會服

務獎」。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7.21 ＊邀請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餘政傑院長蒞校，與各學院院長及參

與學院評鑑之相關人員分享辦理學院評鑑經驗。 

＊教育部顧問室及轉譯農學計畫子辦公室至本校進行實地訪視。 

教務處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0.7.22 ＊完成「98 年度教學單位綜合表現」彙編。 

 

＊召開 98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訂 5 項自籌收入收支

相關法規。會議紀錄網址：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

.html 

教師發展及行

效能中心 

秘書室 

2010.7.26 ＊依「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環態所」應有專任師

資 5 名，現有專任師資為 4 名；「海法所」應有師資為 7 名，現有

專任師資為5 名。教育部以99年7 月26 日台高(一)字第0990116454G 

號函覆同意 99 學年放寬專任教師數「環態所」為 4 名，「海法所」

為 6 名；惟應於 100 年 6 月 30 日前聘足規定應有之師資數。 

研究發展處 

2010.7.27 ＊召開第 5 次校務評鑑協調會議，決議自我評鑑報告本文及附件規格。 教務處 

2010.7.28 ＊召開校評鑑與稽核指導委員會議，決議遴聘相關領域之校外專家學

者，每學院各 5 人為各該學院之院評鑑委員，並將委員名單送受評單

位進行邀請作業。 

＊召開第 1 次校務評鑑與稽核委員會議，決議遴聘校務評鑑之外聘校務

評鑑委員共 16 名。 

＊研擬 99 學年度體育實施計畫，並召開「體育發展委員會」討論，作

為本學年度學校體育實施各項行政工作之依據。 

＊98 學年度 ISO＆STCW 外部稽核由法商台灣衛理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

限公司來校進行 2 天稽核，本校已獲得此項認證。 

教務處 

 

 

 

 

體育室 

海運暨管理學

院 

2010.7.29 ＊召開技工友座談會，除相關法令之宣導，業務交流溝通外，並選舉產

生校內會議委員代表。 

總務處 

 

2010.7.30 ＊99 年度「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76 件，核定通過 35 件(去

年申請 78 件，核定通過 27 件)，本校計畫通過率由 34%上升到 46%。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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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所程一駿教授主持澎湖縣望安島綠蠵龜保護區劃設 15 週年學術

研討會。(7.30-7.31) 

生命科學院 

2010.7.31 

＊應用英語研究所蕭聰淵教授，發表 SSCI 期刊論文一篇，於 99 年 8 月

刊登於 Psychological Reports，題目為：Testing Rival Measurement 

Models of the 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n 

Two Taiwanese Samples。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0.2.1-7

.31 

＊辦理教育部「學海飛颺」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計劃： 

1.97 學年度本校共薦送 7 名同學赴國外進行短期研修，實支總經費

為 152 萬 8,162 元整，教育部補助 120 萬元整，本校配合款 32 萬

8,162 元整。 

2.98 學年度本校共薦送 8 名同學赴國外進行短期研修，實支總經費

為 174 萬元整，教育部補助 120 萬元整，本校配合款 74 萬元整。 

3.申請 99 學年度經費，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海飛颺」學 96 萬元整

及「學海惜珠」66 萬元整。 

 

2010.3.1-7

.31 

＊本校與國內外(含大陸地區)學術交流情形： 

1.浙江水產學會陳少波教授暨同仁蒞臨本校海文所學術交流。

(2010.3) 

2.日本鹿兒島大學師生於 3 月 4 日蒞臨本校交流参訪。本校並於 99

年 8 月 24 日與日本鹿兒島大學水產學院簽訂姐妹校合作備忘錄。 

3.本校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海洋

能發電測試場推動三方合作備忘錄」暨「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

公司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合作備忘錄」。(2010.3.12) 

4.日本姐妹校東北大學農學部遠藤宜成教授、中野俊樹准教授、五

十嵐梨香助理和同學來訪，由本校副校長張清風、許濤老師和蔣

國平老師負責接待，雙方針對赴日留學概況、獎學金申請、雙聯

學位等議題進行交流。(2010.3.15) 

5.大陸地區姐妹校上海海洋大學程裕東副校長暨同仁蒞臨本校食品

科學系交流參訪。(2010.3.23) 

6.德國漢諾威大學 Prof. Torsten Schlurmann 帶領 2 位研究人員，

10 位學生來校訪問，由本校環資系董東璟老師、河工系翁文凱老

師、學術交流組許濤組長負責接待，並參觀海洋工程綜合實驗館。

(2010.3.23) 

7.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葉光薰校友(花蓮縣水產培育所所長)至

本校參訪，與本校相關研究領域教師座談，並針對深層水、淡水

魚培育及海港工程進行交流。(2010.3.26) 

8.俄羅斯科學院遠東分院 Yury N. Kulchin 副院長曁同仁至本校交

流參訪。(2010.4.1) 

9.浙江海洋學院至本校交流參訪，並與本校生命科學院及海洋科學

與資源學院討論合作事宜。(2010.4.8) 

10.菲律賓呂宋州立大學與伊沙貝拉州立大學一行人等蒞校參訪，並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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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簽署合作備忘錄建立姐妹校關係。(2010.4.28) 

11.中國海洋大學舉辦「第六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令營」，

本校由吳俊仁學務長領隊率 2 名同仁及 14 位同學前往參加。

(2010.7.19-7.25) 

12.浙江海洋學院舉辦頭足類研討會，本校由李國添校長率廖正信主

任、陳志炘老師一同與會，並發表文章。(2010.5.14-5.15) 

13.上海海洋大學校務委員會葉駿主任暨同仁一行7人至本校海洋文

化研究所進行海洋文化交流。(2010.5.14) 

14.養殖系陳建初老師一行5名赴姐妹校中國海洋大學進行交流拜訪

活動。(2010.6) 

15.中國海洋大學李華軍副校長暨李衛東秘書蒞臨本校拜訪校長及

河海工程學系，並參觀海洋工程實驗室，會後與 98 學年度第 2 學

期來臺之 10 名中國海洋大學交換學生座談。(2010.6.9) 

16.浙江省海洋與漁業局辦公室主任孫國榮先生、漁政處處長陳軍民

先生及科技外經處副處長徐君女士至本校拜會校長，並參訪水生

動物實驗中心。(2010.6.9) 

17.本校與韓國木浦大學簽定合作備忘錄事宜，並安排外賓參訪基隆

海洋科技博物館及本校水生動物實驗中心。(2010.6.21) 

18.本校與智利大學以書面方式完成簽署姐妹校事宜。(2010.7) 

19.兩岸力學交流訪問團至本校河工系交流參訪。(2010.7.7) 

20.巴拿馬工商次長來訪，安排參訪本校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育成中

心及校外川欣冷凍工廠。(2010.7.8) 

21.韓國釜慶大學實習船共 119 名師生蒞臨本校訪問操船模擬機室、

輪機系實習工廠及水生動物實驗中心。(2010.7.12) 

23.天津水產學會蒞校訪問，並協助與台灣水產學會簽署合約。

(2010.7.23) 

23.商船學系校友譚至弘教授代表美國西密西根大學蒞校與海運學

院、電資學院院長及老師針對課程授課方式及交換學生等合作，

進行交流座談。(2010.7.28) 

24.南韓昌原國立大學國際交流院李周炯院長訪問本校。

(2010.7.30) 

25.辦理本校與姐妹校日本長崎大學續簽合作備忘錄事宜。

(201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