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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大事紀（2011.8.1～2012.1.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11.8.1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2011 年 8 月公佈最新

網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 1,018 名。 

＊軍訓室、住輔組建立大學賃居同學資料庫，有效篩選出每戶 5~8床，

訪視中型賃居學生計 28戶 161人。(2011.8.1~2012.1.15) 

＊國際事務處成立英語角落網頁資料區與粉絲團，提供學生英語學習訊

息。 

＊100學年度升等教師共計 9人： 

1.副教授升等教授：航運管理學系林秀芬、食品科學系吳彰哲、環境

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廖正信、歐慶賢及蘇偉成、海洋環境資訊系陳

宏瑜、河海工程學系曹登皓、電機工程學系何志傑、光電科學研究

所黃智賢。 

2.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共計 14人：航運管理學系陳秀育、趙時樑、

商船學系翁順泰、運輸科學系林振榮、輪機工程學系王榮昌、海洋

生物研究所彭家禮、生物科技研究所黃志清、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陳惠芬、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周昭昌、黃士豪、河海工程學系顧承

宇、材料工程研究所陳永逸、海洋文化研究所應俊豪、通識教育中

心顏智英。 

＊100學年度第 1學期人事異動情形如下： 

1.教師部分：新聘教師共計 8人(輪機工程學系馬豐源助理教授、應

用地球科學研究所邱永嘉助理教授、體育室曹校章助理教授、航運

管理學系劉穹林與蔡豐明助理教授、商船學系陳世宗助理教授、食

品科學系宋文杰助理教授、海洋法律研究所饒瑞正助理教授)、退

休共計 4人（河海工程學系周宗仁教授、運輸科學系廖坤靜教授、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倪怡訓教授、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傅光華

教授）、辭職共計 2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洪慶章教授、

應用經濟研究所孫金華教授）。 

2.新僱海洋文化研究所駐校作家廖鴻基。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人事室 

2011.8.4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會議審查補助本

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7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

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6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審查共計 5件。 

＊教育部函知本校「100 年度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受評為大專組

甲等，成績於 15所受評大專校院中排序第 3名。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2011.8.10 ＊100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95件，核定通過 32 件，

補助金額共計 1,502,000元。 

＊99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共有 3 位同學獲

獎，分別為環漁系曾鈺婷同學（蔣國平教授指導）、商船系賈若可同

學（賴禎秀教授指導）及機械系蘇冠逢同學（黃士豪教授指導），每

位得獎學生獲得獎金 2萬元及獎狀乙紙於校慶時頒獎，得獎學生之指

導教授獲頒獎牌乙座於行政會議頒獎以資鼓勵。 

＊工學院與韓國昌原大學海洋成套培訓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研究發展處 

 

 

 

 

 

 

工學院 

2011.8.11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143344A 號函示本校二全英語學位學制班

別訪視結果，皆獲「極力推薦」之評語，二班別分別為國際水產科學

暨資源管理碩士班（ICDF）及水產養殖科技產業研發外國學生碩士班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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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 

＊通識中心召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與教學之開發及研究會議」，

規劃本年度 9月起開設「性別文化與社會(人格)」、「性別平等與就

業歧視(全球)」通識課程。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1.8.12 ＊臺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來校進行年度外部稽核，本校業

已通過 ISO及 STCW認證。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1.8.14 ＊課指組、住輔組、軍訓室辦理「大學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計 1,589名新生及家長參與，參與率為 47.9％。 

＊辦理 2011年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針對氣候變遷、地球

環境災害與生態衝擊等領域進行充分討論，提出適切之建議與人類因

應策略。(8.14-8.16) 

學生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1.8.16 

 

＊召開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101-105年本校節能減碳

方案與目標值。 

總務處 

2011.8.22 ＊教學務系統擴增案簽約，執行日期為 2011 年 8 月 22 日至 2012 年 8

月 21日。 

圖書暨資訊處 

2011.8.23 ＊基隆市文化局同意備查本校生科院館及體育館之公共藝術設置案設

置完成報告書，本案全部完成。 

＊召開 100年度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議，共有 21位當選人，名單如下： 

1.學術類：蔡宗亮(57級輪機系)、黃耀文(57級食科系)； 

2.服務類：王烑炫(100 級航管系)、朱旭(62 級河工系)、杜金陵(60

級輪機系)、吳尚鷹(62級航管系)、呂志強(57級環漁系)、

林登圳(65級環漁系)、林泗潭(81級食科系)、周慕豪(57

級商船系)、陳劭良(71級食科系)、張穎浚(64級商船系)、

張通榮(99級航管系)、張彰華(63級環漁系)、徐重義(55

級食科系)、黃昭斌(72級養殖系)、黃順章(58級系工系)、

廖繼鋼(56級系工系)、蔣  銘(50級商船系)、譚泰平(60

級輪機所)； 

3.母校貢獻類：林金源(64級電機系)。 

總務處 

 

秘書室 

2011.8.24 ＊生科院黃登福院長與國際處沈士新處長、海資院李明安院長、海生所

陳義雄所長等 4人赴日本北海道大學參加「聯合學術研討會」，並積

極推動兩校聯誼。(8.24-8.27) 

生命科學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1.8.26 ＊舉辦第四屆海洋盃擊劍邀請賽，邀請國內大專院校、國高中隊與社會

隊，共計 22 隊 245人次參加。(8.26-8.29) 

體育室 

2011.8.30 ＊完成教育部補助游泳池整建計畫工程-遮陽網建置、過濾系統濾材及

燈具更換等工程。 

＊教育部同意邁向頂尖大學-海洋科技研究領域計畫書並獲得 5,000萬

元補助款。 

體育室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1.8.31 ＊完成 9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本校填答率達 89.25%  

＊圖書館入館門禁系統安裝悠遊卡感應讀卡機，採感應與磁卡刷卡並行

制。 

教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1.9.2 ＊首度開辦資料庫利用講習英文說明會，邀請資訊公司講師以英文介紹

Web of Science- SCIE資料庫及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的使用。 
圖書暨資訊處 

2011.9.5 ＊教學中心與學術服務組共同規劃，辦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0年度

教師發展研習營」，以促進教師交流互動，提升教師教學與研究潛能，

型塑學習型團隊。(9.5-9.6)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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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0學年度「友善校園百年海 Young 新生入學教育週」系列活動。

（9.5-9.9） 

＊辦理「100學年度新生體檢」，應受檢 2581 人，實際受檢 2,565 人，

受檢率 99%。需複檢 729人，無 B型肝炎抗體需注射疫苗 1212 人，

實際施打 312 人，缺點矯治追蹤共 220人參加複檢。（9.5-9.6） 

＊辦理「國際學生新生迎新座談」，計有 40名國際學生新生參與，協

助國際學生認識校園環境、設備與資源，並說明有關生活、學習問題。 

學生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1.9.7 ＊學生宿舍全面汰換冷氣機計 709臺，經費總計新台幣 16,178,360 元。 學生事務處 

2011.9.8 ＊本學院與中華航運學會、臺灣港埠協會、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於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舉辦「2011 年慶祝航海節航運學術

研討會」。本校張志清副校長、本學院航運管理學系余坤東主任主講

港務公司未來發展經營理念，再邀請基隆港務局副局長劉詩宗博士，

介紹基隆港發展郵輪母港策略及執行措施，產官學各界踴躍參加圓滿

成功。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1.9.9 ＊新生博覽會設置「海洋地球村、世界大融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

鄰」的主題攤位，引導學生認識不同國家、學習不同語言、了解國際

事務處業務，並招募僑外生服務志工。 

國際事務處 

2011.9.13 ＊新建體育館正式全面啟用。 體育室 

2011.9.14 ＊辦理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研究所新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 6場次。

(9.14-9.23)  

總務處 

2011.9.15 ＊辦理「大一學習促進」活動，共 6項主題活動，47場次；累計參加人

次達 5,381人次。（9.15-12.29） 

＊圖資處與研發處技轉中心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

委員會章忠信委員蒞校講授「著作權與學術倫理」，計有 140 位師生

踴躍參與。 

＊本學院開辦全校性英語會話班，上課時數為 36小時(上課期間為

2011.10.12-2012.1.4)。另開辦全校性多益英語研習營，上課時數為

45小時(上課期間為 2011.10.13-12.8)。 

＊聘任大眾電腦簡明仁董事長為電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並協助「傳承

講座」課程授課。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海運暨管理學

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1.9.16 ＊本校申請擴大日間學制學士班甄選入學名額比率，獲教育部臺高(一)

字第 1000154935M 號函核准擴大至 50%。 

＊以「高中升大學學生心理轉換歷程－談新生生活適應」為主題，辦理

「100學年度新生導師座談會」，計 63位導師（含教官及校安人員）

與會；出席率 77.8%，整體滿意度為 95%。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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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

x.html)。 

＊本學院於延平技術大樓 B1演講廳舉行「2011年資訊化船舶管理系統

應用研討會」。 

＊應英所、外語中心與忠欣公司簽訂「多益測驗及托福 ITP紙筆測驗協

辦中心」新合約二年。為便利本校人員參加測驗，已與忠欣公司洽商

2012年本校協辦多益測驗場次，由原 2場調整為 3場。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海運暨管理學

院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1.9.19 ＊辦理「100學年度新進人員研習會」，參加人員共計 91人。 人事室 

2011.9.20 ＊辦理僑生入學輔導講習，計有 50 名僑生參與，邀請基隆市移民署官國際事務處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html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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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一級主管與會，會中對於學生安全、課外活動、住宿、餐飲、個

人諮商輔導、居留證件、獎助學金及工讀等業務進行解說。 

＊學期規劃大一入學新生全面實施體適能檢測，含大一及其他二、三年

級之體育課程班級共計有 53 班實施檢測，檢測所得之體適能資料將

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上傳教育部體適能資料庫，日後並建立本校資料

以供追蹤，並作為開設相關健身課程之用。 

＊海資院李明安院長、環漁系呂學榮副教授、人社院羅綸新院長、應用

經濟研究所黃幼宜所長及詹滿色副教授、海文所安嘉芳所長及卞鳳奎

助理教授陪同李國添校長，前往中國青島參加第 2屆海峽兩岸海洋海

事大學南海策略校長論壇暨海洋科技與人文研討會。(9.20-9.27) 

＊舉辦水產生物科技與疫苗防治論壇。 

 

 

體育室 

 

 

 

人文社會科學

院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1.9.23 ＊辦理「國際多元語言角-學生為何需要國際觀」講座，計有 300 名學

生共同參與。 

國際事務處 

2011.9.24 ＊辦理「接待家庭相見歡」活動，邀請教育部「友善臺灣-國際學生接

待家庭計畫」辦公室，至本校進行培訓課程，計有 30 名國際學生、

21名接待家庭共同參與。 

國際事務處 

2011.9.26 ＊圖書館 1樓展出「『紙』愛客家—雕琢浮生百態。再現百年客家展覽」

於，此亦為圖書館 1樓展示空間改裝後首次啟用。(9.26-10.15) 

圖書暨資訊處 

2011.9.28 ＊舉行「九淵廳命名揭牌儀式」，今年適逢何龍老師逝世五周年，何師

母暨其子女為達成何老師照顧清寒學子的遺願，慨捐新台幣伍佰萬元

成立何龍教授清寒獎學金，本校感念何老師的善行義舉，特將位於延

平大樓的演講廳更名為『九淵廳』以茲紀念。獎學金自 100 學年度開

始實施，每學期將有 10位優秀清寒學生獲得新台幣 1萬元的幫助。 

秘書室 

2011.9.29 ＊赴印尼亞齊、日惹及泗水三大地區參加「2011印尼臺灣教育展」，宣

傳本校特色課程以吸引當地優秀青年來校就讀，計帶回 244 名當地學

生、華語老師、家長等個人資料做為後續追蹤用。(9.29-10.7) 

國際事務處 

 

 

2011.9.30 ＊教育部方案 1-1培養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大專生到企業實習計

畫」第二階段，本校獲教育部審核可媒合 139位，共計成功媒合共計

104位，媒合率達 74.82％。 

＊100 年度第 2 梯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

業」，補助項目以購置研究相關設備為原則，申請「研究設備專款」

部分共計 21 案，於 9 月 30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議完成，本次補助研究

設備部份共核發新台幣 4,581,279 元。 

＊教育部年 9 月 30 日台高(一)字第 100177626Q 號函核定本校 101 學年

度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量案，核復如下：核定招生員額：日間

學制計 2173 名，夜間學制計 413名，日夜間學制合計 2586 名。 

1.日間學制大學部核定員額：1300 名。 

2.碩士班核定員額：775名。 

3.博士班核定員額：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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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名。 

5.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員額：274名。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2011.10.1 ＊辦理學生宿舍節能省碳競賽活動，省電價約$192,609元，省碳約

40,360KG。(10.1-12.15)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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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3 ＊辦理「壓力 Bye-bye青春 High」特色主題系列活動，計 1438 人次參

與。(10.3-11.30) 

學生事務處 

2011.10.5 ＊舉辦「產學計畫說明會」，邀請國科會、農委會、台經院、經濟部等

相關人員蒞校說明指導，當天計有師生 80多位與會。 

＊於海洋廳舉辦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百年相聲。起藝吧」演出。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0.6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特刊 10 月 6 日公

佈 2011-2012 世界大學前 400大排名，臺灣以國立臺灣大學（第 154

名）為首，共有 8所大學入榜，本次排名對 200名以外之大學不進行

各別排名，僅以區間方式臚列。海洋大學今年首次進榜，與中央大學、

元智大學並列在 351-400名之間。 

＊100學年度新生盃球類競賽於下午 3 點在育樂館舉辦聯合開幕典禮，

並於 10月 15 日完成所有賽事。 

研究發展處 

 

 

 

 

體育室 

2011.10.7 ＊本校與基隆市政府第 14次首長會議於基隆市政府 4樓簡報室舉行，

本次會議決議 3件未結提案中的 2件予以結案，麗峰莊 1案繼續列管，

2件新提案皆順利通過，3項臨時提議。 

＊辦理「國際多元語言角-如何提升英文能力」(10.7)、「國際多元語

言角-道地發音、戰勝英文聽與說」講座(10.14)，邀請常春藤盟校—

賓州大學英語教學畢業名師，至本校進行演講。 

研發處 

 

 

國際事務處 

2011.10.12 

 

＊商船學系林彬教授及運輸科學系李信德助理教授前往菲律賓參加「亞

洲海事暨漁業大學論壇 2011AMFUF」。 

＊食品科學系假生命科學院全興國際廳舉辦「亞太海洋生物毒監測與風

險預警模式系統研討會 」，共計 100 餘人參加。 

海運暨管理學

院 

生命科學院 

2011.10.15 ＊配合 58週年校慶，舉辦： 

  1.「綠色校園校友植栽捐贈」、「校慶慶祝大會暨周永明工學博士授

證典禮」、「校慶慶祝茶會」、「校友回娘家」、「表現優秀學生

表揚大會」、「校友聯誼球賽」及「陸上運動會暨社團創意市集」

等系列活動。 

  2.「僑外生校際聯誼活動」。 

  3.「走過從前校史特展」。 

  5.「紙愛客家紙浮雕展覽」、「校慶典禮傑出校友表揚」、「台中校

友會與沛華集團贊助舉辦籃球聯誼賽」、「台北校友會主辦校慶校友

盃高爾夫球賽」、「校友及企業百萬捐款致謝」以及「各系所校友會

娘家等活動」。 

＊參與「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新期程計畫，提

供北一區東吳、陽明、文化、銘傳、北藝大、實踐、真理、淡江、景

文、臺北大、國防醫、輔仁、北市體院、政大及本校計 15 所大學圖

書館免費圖書代借代還或虛擬借書證服務。 

全校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0.17 ＊本校監督委員會、程序委員會、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完成主任委

員之推選。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食科系邱思魁教授擔任；程序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環態所蔣國平所長擔任；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

委員由食科系邱思魁教授擔任。 

秘書室 

2011.10.18 ＊配合教育部政策，本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之建置，專案執

行時間為 4月 19日至 8月 31日。於 8月 31日完成第二次外稽，確

認本校 ISMS 制度已建立完備，並於 10 月 18 日取得認證機構(英國

NQA)核發之 ISO27001證書。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0.19 ＊生輔組辦理「經師人師」系列專題講座，邀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學生事務處 

http://www.fs.ntou.edu.tw/TFDA
http://www.fs.ntou.edu.tw/T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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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人事室主任李志宏、衛生署基隆醫院林玉雯秘書、臺北科技大

學姚立德校長蒞校，分別講述「國際志願服務」、「善盡社會責任～

發揮能量、擁抱愛」、「命運好好玩」，到場聆聽教職員生共計 340

人次。 

＊海資所劉光明教授假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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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10.21)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1.10.20 ＊召開本學期(100)第 1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決議通過設置海資院研究

中心－「海洋漁業研究中心」及新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

訓練中心教師鐘點費支付要點」，並同意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

命科學院陸生動物實驗中心收費及支用細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設置辦法」、「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

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

作業細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科會發明專利暨技術移轉獎勵金

運用分配要點」。 

＊本校河工系陳正宗特聘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55屆學術獎，獎金 60萬元

整。 

研究發展處 

2011.10.21 ＊海事大樓甲棟耐震補強工程完成驗收。 

＊100年度需量節能智能管理系統工程完成驗收。 

總務處 
 

2011.10.22 ＊辦理英文會話學伴相見歡暨文化之旅，計有 70 名國際學生及本地學

生共同參與，增進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的交流互動。 

國際事務處 

2011.10.26 ＊舉辦陸生與校長座談會，共計 41 名同學參與，會中大陸學生提出實

習議題、學分修習限制、成績證明文件、住宿生活、獎助學金、打工、

是否能申請就讀博士班、宿舍節能、體育館運動證等相關問題。 

＊召開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要審議本校

「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大型貴重儀器設備之研究中心(或領

域)聘僱專案技術員補助要點」等 5 項自籌法規。 

國際事務處 

 

 

秘書室 

2011.10.27 ＊召開本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針對本校「檢討及強化現有內部

控制作業情形表-98 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意見及 98 年本校財務收

支審核意見」各執行單位之辦理情形及自評進行討論。 

秘書室 

2011.10.28 ＊召開「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學術獎勵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補

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2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

行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4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

案共計 6件。 

研究發展處 

2011.10.29 ＊舉辦接待家庭相見歡，計有 18組接待家庭、45位國際學生參與。 

＊本校與中山大學於台中大飯店舉辦海洋頂尖中心第一次學術交流

會，針對兩校合作進行議題討論。 

 

國際事務處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1.10.30 ＊本校「校友盃高爾夫球賽」於桃園縣蘆竹鄉福爾摩沙第一高爾夫球場

進行，參加校友共計達 120人次，藉由此活動促進校友與學校情誼與

互動。 

＊舉辦「第一屆海洋盃空手道邀請賽」，會中邀請國內大專院校空手道

傳統勁旅參加。 

體育室 

2011.11.3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本校「101-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案、本校「100-104 年度節能目標」及設置

「數位學習中心」。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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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0學年度第 1次行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會議決議自 100學年

度起，受評單位之行政滿意度調查修訂成線上「行政滿意度調查表」

辦理。 

秘書室 

2011.11.7 ＊諮輔組以「亦師亦友的互動陪伴-導師功能與定位」為主題，辦理「100

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座談會」，學士班 132位導師（含教官及校安人

員）與會，出席率 59.5%；研究所班 90位導師與會，出席率 37%，整

體滿意度為 92%。 

學生事務處 

2011.11.10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公布「2011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量評比」

全球前500大之大學排名，亞洲大學有88所進入，其中日本有4所、中

國有18所、香港有5所、臺灣有6所；依評比標準分別計算各領域及學

門之前300名學校，本校今年於數學學門之世界排名第200 名，國內

排名第4名。 

＊成立第一屆志工團大會，主題為介紹幹部、公佈課程方向(國際風俗

禮儀、本校景點與特色中心簡介、接待英語會話、國際情勢分析)、

說明各團外籍訪賓接待配合事宜。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2011.11 .14 

 

 

＊亞齊省人力資源部主席 Dr. Qismullah Yusuf、亞齊省總督察 Mr. 

Syarifuddin Zainal Hasan(印尼亞齊省掌控獎學金之政府官員)蒞本

校座談。會中決議將有條件選送 10 名亞齊省學生到本校研讀學位。 

國際事務處 

2011.11.16 ＊國際學生宿舍（學人宿舍一期）整修工程完成驗收並點交予管理單位。 總務處 

2011.11.17 ＊本校各系所實驗室實施 100年度實驗室安全巡迴輔導，並委請勞委會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專業人員湯大同研究員蒞校協助辦理。

(11.17-12.2)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進行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之籌組選舉，學校代表、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遴選作業，已

依臨時校務會議臨時提案討論後之會議決議辦理，並於同日下午 12

時至 14時票選完竣，各類代表當選委員名單如下： 

1.學校代表：梁金樹教授、周信佑教授（女）、蔡國珍教授（女）、李

明安教授、陳建宏教授、張忠誠教授、王鳳敏副教授（女）及行

政人員代表莊麗珍秘書（女）。 

2.校友代表：邱蒼民校友、蔡宗亮校友、楊崑山校友、孫寶年校友（女）。 

3.社會公正人士：黃碧端女士（女）、吳妍華女士（女）、黃鍔先生、

胡興華先生。 

總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2011.11.20  ＊參與 2011 年臺越高等教育展進行招生。共計發放 1000份文宣並帶回

150 份學生與教師資料。拜訪並洽談兩間姐妹校未來續約與招生事

宜，並與 10 餘間優秀大學(包含海洋專業)商討未來合作聯盟之可能

性。(11.20-11.26) 

國際事務處 

2011.11.21 ＊海洋法律研究所101學年度招生名額申復案，經教育部100年11月21日

臺高(一)字第1000199373F號函同意回復所調整名額：日間學制碩士

班2名，碩士在職專班4名。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及電資學院電機工

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辦理工程科技及教育認

證期中審查實地訪評事務。 

研究發展處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1.11.22 ＊舉辦「僑生座談會」，計有 50 名僑生與會，邀請圖資處、環安組、

住輔組、衛保組、以及體育室與會解答提問。 

＊河工系與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 進行學生短期交流，其中有 5位

同學選擇到河海工程學系進行為期 10 週之短期交流。由系上林三

國際事務處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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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簡連貴、黃文政、李光敦、顧承宇等 5位老師協助協助指導。 

2011.11.23 ＊於海洋廳舉辦「<禮讚。李斯特>范姜毅鋼琴獨奏會」。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1.24 ＊宿舍輔導委員會通過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修正案，自 101學年起住宿生

需繳住宿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以避免任意放棄住宿資格或損壞公

物。 

＊課指組、生輔組辦理「書卷獎頒獎典禮暨校長有約座談」，共計 12

名師長及 131名同學參加。 

學生事務處 

2011.11.25 ＊辦理 100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針對本校 101-105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報告進行諮詢及提供寶貴審查意見。 

研究發展處 

2011.11.30 ＊申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服務補助計畫」，共計 6場就業講座、

1場校園徵才以及 2場校外企業參訪，獲補助 32萬 2,000元整。 

＊應英所、外語中心辦理「第六屆海洋盃英文字彙比賽」。 

教務處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1.12.1 

 

＊由本校主辦，海洋文化研究所承辦；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暨

師資培育中心、成功大學、廈門大學合辦，並由教育部、國科會、中

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基隆市政府、基隆市文化基金會等單位共同補助

之「2011年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本校人社院遠距教室、602

教室及第二演講廳舉行。本屆研討會有來自韓國、大陸及國內等 99

餘位從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研究生及本校 50餘位研究生

和大學部同學參加。(12.1-12.2) 

人文社會科學

院 

2011.12.2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與「沛華沛榮集團」分別捐贈本校「操船

模擬機」及「沛華大樓」，校友組依「教育部捐資興學獎勵辦法」第

2 條第 4 項「捐資新台幣一千萬以上者頒給水晶獎座」之規定，函報

教育部申請獎勵並獲通過。由張志清副校長與海運學院朱經武院長、

航管系余坤東主任、校友組馬豐源組長於 2012年 1月 11、12日拜會

萬海航運與沛華沛榮集團，並致送水晶獎座。 

秘書室 

2011.12.3 ＊生物科技研究所黃志清副教授榮獲中國化學會頒發 2011 青年化學獎

章。 

生命科學院 

2011.12.6 ＊水產養殖系通過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作之國際高等人

力培訓外籍學生獎學金「國際水產科學暨資源管理碩士班」更名案，

於 101學年度起更名為「國際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 

2011.12.8 ＊辦理本校優秀行政人員遴選，獲獎人員共計 7人： 

1.職員部分：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組員黃秀鳳、總務處事務組技士蘇鴻

璋、總務處出納組專員曹惠卿等 3人。 

2.助教部分：圖書暨資訊處閱覽組助教戴淑芬 1人。 

3.校務基金專案人員部分：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專案助理陳銀進、

圖書暨資訊處館藏組專案助理許培倫、總務處保管組專案助理吳晴

香等 3人 

人事室 

2011.12.12 ＊完成本校與魯東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簽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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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由楊國誠委員及詹滿色委員擔任，其中由楊國誠委員任召集人。 

國際事務處 

秘書室 

 

2011.12.13 ＊康樂性社團於海洋廳辦理康樂性聯展，計有 10個社團聯合演出，計

有 400位同學前往觀賞演出。 

＊辦理 100年度下半年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安排消防隊蒞校指導，另邀

請各餐飲單位指派人員參加本次消防安全講習及演練。 

＊辦理 100年度決算及專任助理人事費核銷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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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4 ＊海事大樓丙棟西段耐震補強工程開工。 總務處 

2011.12.15 ＊召開「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術獎勵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2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

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3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

請案共計 2件及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共計 1件。 

研究發展處 

 

 

2011.12.16 ＊100年校內社團評鑑計 77個社團參與，並推派本次獲獎之體育性、康

樂性特優社團代表-樂水社、鋼琴社，參與 101年全國社團評鑑。 

＊召開機構典藏系統第 3次協調會，會中決議仍維持「教學務系統教學

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正常運作，圖資處經由轉檔程式定期轉

入資料至機構典藏系統。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2.17 ＊本校排球代表隊參加 100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以分組第二名佳績進

入明年決賽賽程。(12.17-12.19) 

體育室 

2011.12.20 ＊moodle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新增「自動匯入舊課程上傳資料」功能，

可為教師自動匯入上學年相同課程之上傳教材。 

圖書暨資訊處 

2011.12.22 ＊教學中心假延平技術大樓、展示廳及海洋廳進行「海大經典之夜活

動」，邀請北區高中校長、家長會長及企業界人士蒞校參訪。 

＊100學年度「海洋優秀青年」獲選為電機工程學系莊宗諺同學、電機

工程學系陳奕仲同學、食品科學系馬雪儀同學。 

＊學校同意專款補助，101 年度持續提供「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

內文獻傳遞全校免費服務。 

＊海洋生物研究所黃將修教授與丹麥洛斯基勒大學 Benni Winding 

Hansen簽訂「丹麥洛斯基勒大學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指導協議

書」，共同指導學生 Elisa Blanda。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生命科學院 

2011.12.23 ＊舉辦僑外陸生100年聖誕節師生聯誼活動。 國際事務處 

2011.12.24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 100年度上半年校務評鑑結果，本校五大評鑑

項目全數通過。 

教務處 

2011.12.26 ＊召開第 1次校長遴選委員會：與會委員推選校友代表--臺灣檢驗科技

公司東亞區楊崑山營運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楊崑山召集人邀請本校工

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陳建宏教授兼院長擔任執行秘書。會中並通

過校長候選人由個人推薦連署人數、成立本校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小

組以及本校校長遴選候選人徵求公告及刊登報紙廣告等事項。 

人事室 

2011.12.28 ＊辦理大陸地區姐妹校短期交流活動說明會，計有 35名學生共同參與。 

＊召開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主要審議「100

年度預算分配案」及修訂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

分條文等。 

國際事務處 

秘書室 

2011.12.30 ＊辦理「強化內部控制機制研習會」，參加人員共計 92人。 人事室 

2012.1.1 ＊增訂 ASTM Standards 及 Journals、BioOne、Science Classic、天下

雜誌群知識庫、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以及 KOOBE 數位閱

讀網電子書－金庸及金學研究等電子資源，供全校師生檢索利用。 

圖書暨資訊處 

2012.1.2 ＊通過教育部 101年度「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教學資

源中心計畫，獲得 460萬元補助款。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2.1.5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會中通過本校「101-105 學年度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設置數位學習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組織規程」之修 訂 ，共 審 議 21 案 ， 紀錄 已 刊 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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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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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2012.1.6 ＊召開 100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審議會議，

申請案共計 18件，審核通過 13件，核定經費共計約 175萬 2,444元

(執行期間為 2012.1.1 -12.31)。 

研究發展處 

2012.1.10 ＊生科院與國際處、海資院合辦「2012 日本長崎大學海洋生態系列模擬

講座」，邀請日本長崎大學 Professor Ryo Kawabe、Professor Gregory 

N. Nishihara、Professor Yu Umezawa 蒞校演講。 

生命科學院 

2012.1.11 ＊舉行 100學年度第 1學期陸生歡送會，本學期共計 35名交換生結業。 

＊召開 101年海內外校友會理事長及總幹事聯誼會，由歐慶賢主任秘書

主持，海內外共有 15位理事長及總幹事參與。 

國際事務處 

秘書室 

2012.1.12 ＊環態所龔國慶教授受大愛電視台邀請，製播兒童青少年教育節目「呼

叫妙博士」第 174集：海洋酸化，以淺顯易懂的對話方式，讓觀眾能

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學習科學知識和新資訊。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1.13 ＊國際學舍舉行啟用典禮，由李校長國添主持，外籍生及僑生 22名入

住。 

＊召開工學院入口交通動線及環境景觀改善工程設計前說明會。 

＊新唐科技捐贈電機工程學系「新唐 Cortex™-M0 微處理器教學平台」

30套，以協助電機系開設「ARM-M0 微處理器之硬體設計與實作」課

程。電機工程學系於 2012年 1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1時正假電機

工程學系一館 2樓 206室舉行捐贈儀式。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12.1.14 ＊本校教學中心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共同舉辦「第五屆跨校創意創業競

賽」，本校分別獲得競賽第二、三名之佳績。 

教務處 

2012.1.16 ＊為強化研究中心執行績效，辦理 100 年度「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

諮議各級中心 100年工作報告及績效評估。 

＊為鼓勵研究中心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落實產學合作之推廣，辦理 99

年度各級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案。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

產學績優獎勵辦法」核計並經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討論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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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及「材料所-材料研究暨檢測中心」兩中心並列。 

＊海空大樓前廣場環境及交通動線改善工程設計暨監造評審決標；綜合

二館、第一餐廳、單身宿舍及首長宿舍屋頂防水工程設計暨監造決

標；行政大樓屋頂防水工程完成驗收。 

研究發展處 

 

 

 

 

 

 

 

總務處 

2012.1.30 ＊依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006550L號函，通過本校「101年度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案，並獲得4,532萬元之經費補助。 

教務處 

2012.1.31 ＊2011年教師論文發表補助費，共計通過 95件，新台幣 1,590,435元

整。 

＊2011年本校承接研究計畫共計 884件、金額為 604,341,021 元。(國

科會計畫共計 259 件、金額為 261,926,100 元；農委會計畫共計 49

件、金額為 62,569,940 元；其他建教計畫共計 576 件、金額為

279,844,981 元)註：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4 件開發型、

7件應用型。 

研究發展處 

2011.8.8 

～ 

2012.12.16 

＊本校與國外地區學術及交流情形： 

1.越南水利科學院共 10名訪賓赴本校雨水公園參訪(2011.8.8) 。 

2.韓國昌原大學海洋成套設備人才培訓中心(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 for Offshore and Plant Engineering)與本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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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學院簽訂姐妹校(2011.8.10)。 

3.寧波大學唐紹祥副校長率師生 36 名來校參訪(2011.8.12)。 

4.魯東大學劉煥陽副校長一行等 3人來校參訪座談(2011.9.12) 。 

5.第二屆海峽兩岸海洋海事大學藍海策略校長論壇-中國海洋大學主

辦：李國添校長暨本校 20位師長共同與會(2011.9.21-27) 。 

6.海峽兩岸海洋科技論壇: 沈士新國際長、李選士研發長及養殖系黃

之暘老師共赴浙江海洋學院與會（2011.11.8-12）。 

7.大陸地區福建工程學院蔣新華校長一行 10 人來校參訪

( 2011.10.14)。 

8.浙江漁業考察團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幹部學校丁雪燕副校長一行 29

人來校參訪(2011.10.27)。 

9.福州大學王健副校長等 8人來校參訪座談(2011.11.6)。 

10.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廈門大

學法學學者一行 12人來校參訪座談(2011.11.14)。 

11.江蘇省漁業 考 察團湯建鳴副 局長 一行 6 人來訪 座 談

(2011.11.15)。 

12.寧波大學馮志敏副校長一行 7人來校參訪座談(2011.11.16)。 

13.上海海洋大學食品學院陳江華副研究員師生等 16 人來校參訪座

談(2011.11.16)。 

14.辦理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 六名交換生與一位該校隨行人

員，共七人抵達本校，並於本校河工系進行短期研修事宜。

(2011.11.23) 

15.辦理丹麥洛斯基勒大學(Roskilde University) Dr. Benni Hansen

教授蒞校談論簽訂雙聯學位事宜。(2011.11.23) 

16.辦理越南芽莊大學副校長 Prof. Trang Si Trung 來訪與本校校長

談論學術合作事宜。(2011.11.23) 

17.北京水產學會王躍智副理事長一行 5 人來校參訪座談

(2011.11.24)。 

18.遼寧省漁業協會來鶴副會長一行 10 人來校參訪座談

(2011.11.25)。 

19.日本長崎大學師生共 9 人分批蒞校進行學術交流研究

(2011.12.1-2012.1)。 

20.完成本校與上海海洋大學學生短期交流備忘錄簽署事宜。(12.1) 

21.辦理沙烏地阿拉伯農業部助理次長 Eng. Jaber Mohammed 

Al-Shehri 及同行共六位官員，同外交部西亞司薦任科員來訪事

宜。(2011.12.5) 

22.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張建仁主任赴大連海事大學交流參訪

(2011.12.12-16)。 

23.河北農業大學王志剛校長一行 9 人來校參訪座談(2011.12.16)。 

24.完成本校與丹麥洛斯基勒大學簽署博是雙聯學位協議事宜。

(2011.12.22) 

2011.9.20 

～ 

2011.11.19 

＊研發成果發表：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1海洋生技研發成果說明會」，活動假經濟

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會議室舉行，共發表本校 5位

老師 6件創新研發成果，邀請廠商 22家出席本會議。(2011.9.20) 

2.「2011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假台北世貿一館盛大舉行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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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四天之展覽。活動規劃為競賽區及國科會新館展示區。競賽區

參展老師為機械系林鎮洲老師、吳志偉老師及黃士豪老師；國科會

新館展示老師則有機械系吳志偉老師及食科系潘崇良老師，本次活

動共計展示 5件研發成果。競賽區經書面審查及現場實體審查評比

結果，機械系黃士豪老師以「微型晶片式細胞代謝感測裝置」榮獲

發明競賽金牌奬。(2011.9.29-10.2) 

3.「2011 第九屆南臺灣生物技術展」假高雄工商展覽中心舉行。展

出主題為生技領域研發成果，本次共計 6位老師之創新生技研發成

果參與發表。(2011.10.20-23) 

4.「居家照護及美容醫材發表會」假臺灣大學舉行，本校本次以居家

照護為展出主題，活動邀請電資學院張忠誠院長，資工系翁世光老

師及通訊系卓大靖老師發表。(2011.11.4) 

5.「2011 產學育成創業領航 創新研究成果展」假大台中國際會議中

心展出，本校於「教育館」專區發表 4件創新研發成果：分別是食

科系蔡國珍老師「生產高 GABA 含量之乳酸菌株及其抗憂鬱活性產

品」、養殖系呂明偉教師「建立快速自動化石斑病毒檢測平台」、養

殖系周信佑教師「蛋黃免疫球蛋白(IgY)口服製劑及其製備方法」

及養殖系冉繁華教師「深層海水多階段養殖系統模組」4 項技術，

並規劃 2 家育成進駐企業參與展示。(2011.11.18-19) 

2011.10.6 

～ 

2011.11.23 

＊學海系列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 

1.辦理教育部 100年度學海系列（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實習）第二次

校內說明會及經驗分享，針對「學海飛颺計畫-選送一般優秀學生

赴國外研修」、「學海惜珠計畫-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及

「學海築夢計畫-薦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實習」進行申請及相關規定

說明，並邀請獲獎生進行經驗與心得分享。(2011.10.6) 

2.辦理 100年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一般生赴國外短期研修）第

二次甄選會，共選出 13位獲獎生。(2011.11.23) 

研究發展處 

2011.11.9 

～ 

2011.11.28 

＊國內學術交流活動： 

1.辦理本校之臺灣地區合作機構「群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邀請馬來

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 Y.Bhg.Dato'Sri Mustapa Mohamed 部長蒞

校參訪相關事宜，由群海公司林興瑞總裁率領團隊協同馬來西亞外

賓共 10位蒞臨本校生命科學館群海廳進行簡報，本校由養殖系黃

沂訓老師介紹馬來西亞專班學生學習情形。(2011.11.9) 

2.辦理本校與水產試驗所第 15次合作推動研究計畫座談會，本次會

議未結提案共計 9件，皆持續推動，本校新提案件共 1件，水試所

新提案件共 1件，皆照案通過。(2011.11.28)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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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學年度第 2學期大事紀（2012.2.1～2012.7.31） 

日 期 大  事  紀 單位 

2012.2.1 ＊推動「100學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喔海唷，動起

來!」獲教育部補助12萬元，自籌款2萬4000元，活動計教職員生1,656

人次參與。（2.1-6.30）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b」2012 年 1 月公佈最新網

路世界大學排名，本校於世界大學排名前進至 478 名，首次進入

前 500 大，相較前次排名評比進步 540 名。 

＊本校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教職員異動情形  

1.教師：新聘教師 7 人（運輸系助理教授湯慶輝、應英所助理教授

黃如瑄、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周維萱、系工系助理教授余興

政、機電系助理教授張文桐、光電所副教授蔡宗惠、河工

系教授許泰文），另商船系新聘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師徐元

和 1 人。借調 3 人（柯永澤教授借調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

籌備處主任、邱文彥教授借調立法院立法委員、蕭泉源教

授借調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退休 2人（鄭森雄教授、

吳瑜教授）。  

2.職員：調職 2 人（營繕組技士劉性謙、人事室專員林怡青）、新

進 7 人（營繕組技士張震宇、軍訓室中校教官張菀翬、少

校教官王楚芊、人事室組長羅碧萍、營繕組技士蘇昱維、

人事室專員黃慧琴、圖資處組長張慧玉）、退休 4 人（人

事室組長呂吉祥、人事室組員鄭忠慶、軍訓室陳賢瑛、蔡

篤枝）。 

＊學校成立校級「海洋能源與政策研究中心」。 

學生事務處 

 

 

研究發展處 

 

 

人事室 

 

 

 

 

 

 

 

 

 

 

 

 

 

 

工學院 

2012.2.8 ＊首次試辦 WORD 論文寫作格式講習 2 場，並舉辦電子資源利用與文獻

傳遞服務推廣說明會 26場，共 1,014 位教職員生參加。(2.8-5.16) 

講義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demo2.php#10101 

＊生技所邀請中央研究院黃周汝吉院士至所演講，講題：Searching for 

A Cancer Cure Without Host Toxicity。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黃周汝吉院士蒞校參訪進行專題演

講。另安排院士與校長餐敘並參訪校內研究單位及國立臺灣海洋科技

博物館。 

圖書暨資訊處 

 

 

生命科學院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2.2.10 ＊100 年教師論文發表補助費，共計通過 95 件，新台幣 1,590,435 元整。 

＊巴布亞紐幾內亞研究員一行 2人參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研究發展處 

生命科學院 

2012.2.13 ＊召開海事教育改革第一次會議，由鄭前校長森雄、張副校長志清、朱

院長經武、林彬教授、翁順泰老師及馬豐源老師共同討論。會議中針

對海事院校船員訓練經費案進行討論並配合教育部要求成立「航輪學

生專業教育」組由商船、輪機系主任負責。「船員訓練」組由林彬老

師及相關教師負責。「學生上船實習」組由郭俊良老師、黃道祥老師

負責。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2.14 ＊完成本校與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圖書館樓下的校園咖啡委託經營

續約議價。 

＊與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本校圖書互借合作單位

增為 27所，借以擴充本校師生可用圖書資源的廣度與深度。 

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http://li.ntou.edu.tw/4net/demo2.php#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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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互借服務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cooper.php 

＊檢陳本校「100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決

算檢核及評分表」、「7 級科目之業務支出明細表」及「7 級科目之

各項費用彙計表」，送教育部審議。 

會計室 

2012.2.15 ＊教育部來函通過本校提報學則修正案，海運學院提案商船系、運輸系

及輪機系三系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總平均

80分以上、體育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及總名次在該系該年級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且修業期間通過航海人員考試者得申請提前畢

業。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0.2.17 ＊行政院環保署蒞校辦理基隆市100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

收工作績效考核。 

總務處 

2012.2.18 ＊辦理本校參與「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計畫」與交通大學

完成合作備忘錄及合作意向書簽署(由交通大學統籌之電資通產業領

域)。 

＊旅美南加州校友會舉辦第 33 屆年會並進行會長交接，由台灣駐洛杉

磯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劉克裕監交，何友涵學長卸任，新任會長由

1982年河工畢業的梁忠安學長接任。 

研究發展處 

 

 

秘書室 

2012.2.20 ＊辦理「熱血反毒、青春起藝」反毒光碟收視活動，共計 361 人收視。

(2.20-2.24) 

＊首創軍訓室值班教官及海大 Free社服務同學，每日早上 8 時至 8時

30分於北寧路工學院前，實施「不違規穿越北寧路」宣導，並協請各

系所利用跑馬燈及住輔組於宿舍張貼公告，以達宣教成效。

(2.20-2.25) 

＊公共電視台至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並由中心主任黃沂訓老

師受訪有關九孔產業問題及解決方法。 

＊生命科學院與食科系邀請韓國江陵原州國立大學海洋食品工學科 Dr. 

Sang Moo Kim 與 Dr. Donghwa Chung 蒞校訪問與演講。 

學生事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10.2.21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及校區用電安全，各單位禁止非公務使用之電熱

器，並於行政資訊網公告請全校遵行。 

＊黃登福院長、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中心助理研究員吳貫忠及博士

後研究員康利國等 3人，帶領本學院洪士豪及陳禹雋 2位研究生赴姊

妹校日本長崎大學參訪並做學術交流，促進雙方學術發展。

(2.21-2.28) 

總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10.2.23 ＊本校有償撥用基隆市中正區祥豐段 234 地號等 5筆市有土地，取得土

地所有權狀辦理入帳。 

＊召開「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審查通過補助

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1 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行

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1 件、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1 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審查共計 3 件。 

＊電資學院與華碩電腦(股)公司合作開設「華碩無與倫比講座」課程，

由電機系與資工系納入系內選修，授課教師為華碩主管及業界校友，

針對未來產業需求導向，規劃了品牌創新、設計概念、雲端科技及永

續經營等議題。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電機資訊學院 

http://li.ntou.edu.tw/4net/coop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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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9 ＊中央社新聞刊登海生所陳義雄老師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現全世界

體型最小之珊瑚礁底棲魚種－正小磨鰕虎(Trimmatom nanus)，不但

是臺灣的新記錄種，也是該魚種在全世界分布的最北紀錄。 

生命科學院 

2012.3.2 ＊辦理 101年度僑生春節聯歡師生聚餐活動「歡躍虎年兔生輝」，計有

101名僑生及 4位師長共同參與。 

國際事務處 

2012.3.5 ＊辦理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夜間巡守工作會議，定於 3月 5日至 6月

30日，週一至週五於每日夜間分 2 時段（19-21、20-22），編組各

2-3員同學至校區實施巡查，計有 17 位同學參與。 

＊應地所陳明德所長主辦「第二屆地球科學國際研討會–地球歷史中的

海洋環境紀錄」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九洲大學、東京大學、北海道

大學、鹿兒島大學、東邦大學、茨城大學師生及國內學術單位參與。

(3.5-3.9) 

學生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3.6 ＊海運學院召開海事教育改革第二次會議，由張副校長志清、朱院長經

武、商船及輪機系主任、林彬教授、郭俊良老師等共同討論。會議中

針對商船學系及輪機系聘請具海勤資歷之教師、育英二號實習船無法

提供實習使用之配套措施等議題進行討論。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3.8 ＊召開國科會「國際海洋研究站建置計畫-東沙」主軸計畫規劃討論會。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2.3.9 ＊召開「100 學年度補助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審查會議」，審查通過補助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及海洋能源與政策研究中心各 1 名專案研

究人員之人事費（含薪資、勞健保費、離職儲金等），補助期間 1

年，人員聘任、薪資及福利等事項，應依照「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案

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 

2012.3.10 ＊旅美北加州校友會舉行年會並改選會長，陳台鉉學長卸任，新任會長

由 1983 年電機系畢業的李寬澤學長接任，會中並頒發北加州海大校

友子女獎助學金。 

秘書室 

2012.3.12 ＊開辦英語角落第二期課程(英文閱讀寫作班、英文會話初級班、多益

強化班)計有 180名本地生報名參與。 

國際事務處 

2012.3.13 ＊修改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呈現方式，並新增[重大公告]公告類別，[重

大公告]的訊息以紅色字體固定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最上方。 

圖書暨資訊處 

2012.3.14 ＊謝國樑委員與邱文彥委員為協助基隆市政整體規劃，於 101 年 2 月 2 

日至本校與校長晤面會談，針對本校、基隆市政府、港務局、水試所、

海科館五為一體(以海大為核心)之整體規劃提出幾點建議。後續於 3

月 14 日召開會議討論基隆市政建議規劃案，會議決議以研討會形式

提出建議辦理此案，並賡續於 3 月 16 及 28 日召開討論會議，確定研

討會之辦理日期及研討會主題及分項議題主軸之確定等後續相關事

宜。  

研究發展處 

2012.3.15 ＊圖書館 1樓展出「小書僮和他的朋友們-王秀杞雕塑展」，3月 30日

後作品移至圖書館 2樓，延長展期至 6月中旬。(3.13-06.12)  

＊於海洋廳舉辦「廖皎含鋼琴獨奏會-古今情話 白色情人節最佳獻

禮」，現場吸引約 180位觀眾。 

圖書暨資訊處 

2012.3.16 ＊環態所龔國慶教授榮獲本校 100學年度第 2學期「增進社會服務獎」。

龔教授協助製播兒童青少年教育節目「呼叫妙博士」第 174 集：海洋

酸化，以淺顯易懂的對話方式，讓觀眾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學習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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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和新資訊。 

2012.3.17 

 

＊舉辦 100學年度中、英文會考，除本校大學部新生及轉學生外，亦有

碩士班生自行報名參加。本次英文會考到考率為 96.79%。中文會考

到考率為 100%。 

教務處 

2012.3.18 ＊美東校友會第 38 屆年會於紐約法拉盛舉行，會長由曾香蘭學姐交棒

給黃麗英學姐，晚會約有 160多位校友及寶眷參加。 

＊排球代表隊榮獲100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賽第二名佳績。(3.18-3.22) 

秘書室 

 

體育室 

2012.3.19 ＊於圖書二館三樓資訊素養教室召開機構典藏系統「單位系統連絡人」

說明會，包含一級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代表共 39名參加。 

圖書暨資訊處 
 

2012.3.20 ＊由林三賢副校長帶領國際處沈士新處長及國際合作組李耕輔先生共

同參與台泰高等教育論壇。 

＊籃球代表隊榮獲100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賽第五名佳績。(3.20-3.23) 

國際事務處 

 

體育室 

1012.3.21 ＊邀請教育部林聰明政務次長蒞校演講「環境永續與心靈環保」，共計

190人參加，包含學生 155人及教職員 35人。 

學生事務處 

2012.3.22 ＊「100-2 學期 FUN4 導師生班際聯誼競賽活動」規劃豐富競賽種類，

本次活動計 20個大一班級、35個大二以上班級組隊報名參賽，共計

2,810人次參與活動。(3.22-5.31) 

學生事務處 

2012.3.23 ＊辦理本校與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屬「宇泰講座」合作備忘錄，由

該公司陳吉紀董事長與本校進行簽署儀式，本校與該公司亦正式展開

合作。 

＊召開經費基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小組會議，由本學期內部稽核小組邱主

任委員思魁、楊召集人國誠及詹委員滿色就本(100)學年度校務基金

經費稽核項目、稽核單位及時間等進行討論及確定，並於 4 月 26、

27日至各受稽核單位進行實地稽核。 

＊越南 AIC (Advanced International Joint Stock Company)研發技術

部主管等一行 8人參觀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學校與宇泰公司簽訂了「宇泰講座」合作備忘錄。 

研究發展處 

 

 

秘書室 

 

 

生命科學院 

 

工學院 

2012.3.24 ＊本校鋼琴社及樂水社參加101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表現

傑出，鋼琴社榮獲大學校院組學術、學藝性【特優獎】；樂水社榮獲

大學校院組體能、康樂性【優等獎】。(3.24-3.25) 

學生事務處 

2012.3.25 ＊海生所程一駿老師邀請義大利安督宏海洋研究中心之水族館學者

Flegra Bentivegna Renata 及 Mauriello Walter Vittorio 訪臺進

行有關海龜洄游行為及海龜救傷系統之學術交流。3月 28日邀請

Flegra Bentivegna Renata 於海生所演講，講題為：「At Sea 

Rehabilitation and Observations of Rescued Marine Turtles」。

(3.25-3.31) 

生命科學院 

2012.3.26 ＊航運管理學系舉辦「第九屆兩岸三地十校聯盟航運與物流研討會」，

主辦單位為航管系及海運暨管理學院，共同主辦單位為財團法人沛華

沛榮教育基金會、中華航運學會、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及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共計有 28 篇論文投稿，依照論文主題區分為：航業經營

與管理、航運產業發展、航空、港埠經營、物流與運銷、制度與政策

及財務與風險管理七大類，希望這些研究成果的展示，有助於產業營

運的提升，以及學術領域的交流。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3.27 ＊辦理「海 Young 生涯航海王」班級輔導活動，共計 16 場次，累計參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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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次達 505 人次。(3.27-6.07) 

＊本校祥豐街 271號早期宿舍拆除辦理減帳。 

＊海資所黃向文助理教授代表我國出席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東京召開

第 9屆生態相關物種工作小組會議。(3.27-3.30) 

 

總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3.30 ＊101 年度第一梯次「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

業」，共計 21 件申請案，申請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8,175,851 元，經審

查會議討論決議，共計補助新台幣 7,580,400 元。獲補助之老師皆於

6 月底前完成請購(發包)程序。 

＊加西校友會向加拿大卑斯省申請註冊成立校友會（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Western Canada），由

1970年輪機畢業的李炳釗學長續任會長，聯繫加西校友的情誼。 

研究發展處 

 

 

 

秘書室 

2012.4.2 ＊辦理暑期赴姊妹校西來大學短期研習營說明會。 

＊環態所蔣國平所長論文：「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phylogeny 

of marine Stramenopiles (MAST)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登《 Appli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期刊，此文章是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 領域

被引用次數最高的期刊，榮獲本所論文獎勵金。 

國際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0.4.3 ＊海事大樓丙棟西段(101至 107、201 至 207、301至 307、407 室)耐震

補強工程完成複驗。 

總務處 

2012.4.9 ＊舉辦「大陸交換生與校長有約餐敘」，會中進行陸生與師長面對面對

談，交換生建議列入下學期執行交換生業務討論議題。 

國際事務處 

2012.4.11 ＊申辦 101學年度學士後輪機學士學位學程案，經教育部 101 年 4月 11

日臺技（通）字第 1010062586號函准予申辦並核定招生名額 50名，

經入學考試，共計錄取 22名。 

＊簽署本校參與中研院與法國科研院(CNRS)簽署第二階段研究合作計

畫協議書(LIA ADEPT)。 

教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2.4.12 ＊101 年度本校傑出校友候選人徵求公告發函至全國大學校院以及本校

系所、海內外地區，推薦受理作業至 101年 7月 31日日止，共有 17

位候選人參加甄選。 

＊航管 EMBA校友會舉辦第 4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進行新任理監事改選，

新任理事長為林樂輝學長，副理事長由自來水公司副總經理林岳學長

及基隆市議員何淑萍學姊擔任。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中心穿透

式電子顯微鏡使用暨收費辦法。 

秘書室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2012.4.13 ＊100學年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週期性審查成績，系工系、機械系及

資工系通過年限為 2年，電機系及通訊系通過年限為 4年。 

 

＊轉入於區間 2011/11/1 至 2012/03/31 完成上傳的博碩士論文資料至

NTOUR，共 120 筆。轉入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GRB

智慧搜尋系統)100年度資料共 313 筆。 

＊國際學生事務組前往師大僑先部參加「100學年度應屆結業僑生升大

學博覽會」，共發出文宣 150份及宣傳品 100份。 

教務處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圖書暨資訊處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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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學院輪機工程學系承辦「2012 海事論壇」，該論壇於本校延平

大樓輪機工程學系遠距教室舉辦，係由台北市校友會主辦、海運學院

協辦。分別邀請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蔡宗亮董事長、全國船聯會

許洪烈秘書長、東方海外公司戴聖堅總經理、陽明海運公司王烑炫副

總經理暨行政長、台船曾國正助理副總經理、長榮海運公司張中雋副

協理、崴航曾俊鵬董事長、中國航運公司周慕豪副董事長、新興航運

公司張豐州總經理、中鋼運通公司呂傳增協理、台灣航業公司梅家禮

副總經理、台塑海運公司柳世傑船長，就貨櫃船發展趨勢、散裝船展

望、台灣海運事業未來發展趨勢三項議題研商，如何因應新海事公約

的規範。共有產官學界約 88人參與盛會，圓滿落幕。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0.4.14 ＊配合基隆市政府假外木山大武崙沙灘舉辦「101 春季淨灘活動」，共

計有師生 70 餘人參加本次活動。 

總務處 

2012.4.15 ＊以「迷惘，迷網—談時間規劃與網路沉迷」為主題，辦理「100 學年

度第 2學期導師座談會」，實到學士班導師（含教官、校安人員及住

輔組同仁）為 161人，出席率 70.6%；實到研究所班導師為 116人，

出席率 48.13%。 

學生事務處 

2012.4.16 ＊海運學院朱經武院長、商船學系賴禎秀主任、運輸科學系游明敏主

任、輪機工程學系李賢德主任、航訓中心林彬主任、實習輔導組郭俊

良組長一行在張志清副校長的帶領下，拜會航港局黎瑞德局長。針對

航海人員(一、二等船副及管輪)考試事宜，本校表達非常樂意協辦、

同時表達高度意願承接航港局之委辦研究計畫(如相關法規修訂

案)。本校建請航港局多釋放出航輪與航管之相關公務人員職缺，航

港局主秘應允這兩三年會呈報上述職缺、建請航港局敦促航商多給予

本校航輪學生之上船實習機會。 

＊電資學院與新加坡商鈦坦科技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電資學院與鈦坦

科技簽訂學生實習合作備忘錄。 

海運暨管理學

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2.4.17 ＊完成行政大樓第二演講廳整修工程規劃設計暨監造案評審作業。 

＊召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主要審議 102年度

概算及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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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秘書室 

2010.4.18 ＊行政院環保署蒞校實施現場初審本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

案。 

總務處 

2010.4.19 ＊假綜合研究中心 202 室舉辦「100學年度第 2期新進及在職人員輻射

防護教育訓練」。 

總務處 

2012.4.20 ＊環態所所榮獲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海大班級網路評鑑獎，獲獎金伍佰

元整。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4.23 ＊舉辦「2012 海大校園徵才企業座談會」，邀請生技、金融、電子、運

輸及工程等產業共 17家廠商至本校辦理企業座談會，共吸引 1400餘

名學生參與。(4.23-4.25) 

＊舉辦 100學年度海洋盃球類競賽。(4.23-4.27) 

教務處 

 

 

體育室 

2012.4.24 ＊與國家圖書館、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聯合舉辦閱讀詩之美巡迴講

座，邀請詩人凌性傑老師蒞校演講「更好的生活：詩與時光的故事」，

共 78位教職員生參加。 

活動訊息網址：http://li.ntou.edu.tw/4net/demo2.php 

圖書暨資訊處 

2012.4.25 ＊橄欖球代表隊榮獲 100學年度大專橄欖球錦標賽第四名佳績。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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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5.1) 

2012.4.26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召開完畢，會議通過各項修訂條文

及通過設立校級研究中心－「海洋能源與政策研究中心」整合相關資

源，提升研究、教學與服務質量。 

＊坎塔瑞歌手重唱團應邀於海洋廳舉辦「永遠的歌謠」音樂會，演出當

天約 200人觀賞演出。 

研究發展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2.4.27 ＊召開「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5 件、補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

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3 件、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共計 1 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審查共計 3 件。 

＊彙辦本校 102 會計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及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

送教育部審議。 

研究發展處 

 

 

 

會計室 

2012.4.28 ＊辦理「2012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擴大邀請 101學年度大學甄

選入學「繁星推薦」錄取生、「四技二專技優保送」錄取生、「身心障

礙」正、備生及「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參與，提升家長及新鮮人對

本校學習環境之認識 

教務處 

 

2012.4.29 ＊舉行「TOP I form 打造頂尖 I型「創意創業」菁英共同願景成長營」，

培訓本校創意創業團隊學生瞭解願意目標及凝聚向心力，並前往相關

領域及位進行交流參訪。 

教務處 

 

2010.4.30 ＊校園女廁緊急求助系統及公共區域監視系統全面建置完成。 總務處 

2012.5.1 ＊「2012年螢火蟲季」結合基隆西北扶輪社、生態解說員及攝影社等學

生社團共同辦理。今年度螢火蟲季民眾網路預約人數 6,093 人，現場

報名 1,489 人，總計 7,582 人。(5.1-5.18) 

＊完成本校與學生第二餐廳委託經營廠商嘉饌團膳食品有限公司續約

議價。 

＊辦理「101 年度僑生週活動」，全校計有 300 人次參加此活動。

(5.1-5.2)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2.5.2 ＊辦理基隆地區「海洋學園」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之簽署，本校與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基隆市立八斗高中及基隆市八斗國民小學透

過資源交流，互助互惠情形下共同攜手打造完善之海洋學園。 

研究發展處 

2012.5.3 ＊召開第 3次校長遴選委員會，由遴選委員會委員投票決議新任校長人

選為張清風教授，並報請教育部聘任。 

＊參加 101年大專院校運動會，參賽項目計有桌球、空手道、擊劍和游

泳等四個項目，勇奪 5面金牌，4面銀牌和 4面銅牌。(5.3-5.8) 

人事室 

 

體育室 

2012.5.7 ＊辦理「守護戀愛國度-戀愛交往成長系列活動」諮輔週活動，共計 6

場次，累計參加 462人次。(5.7-5.29) 

學生事務處 

2012.5.8 ＊辦理研究所「101 學年度僑生入學甄審會議」，本次共審查 13 名僑生

申請件，12 名通過初審及複審。 

＊三立電視台（草地狀元節目）至養殖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拍攝專

題。 

國際事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12.5.9 ＊辨理「本學期校外租賃安全專題講座」，特邀請「崔媽媽基金會」遴

派王越先生擔任講座，參加座談同學計有 128 人、房東 40 人。本次

會後問卷回收計 102份，滿意度 98.57%，成效頗受好評。 

＊由 NSO小提琴首席李宜錦、旅美鋼琴家王佩瑤及藝文中心張正傑主任

連袂於海洋廳舉辦「美女與頑童-一位偉大藝術家的回憶」音樂會，

以三重奏向偉大藝術家柴可夫斯基致敬；演出當天約 250人觀賞。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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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3 ＊辦理「101年度海僑盃運動會」，計有 41名僑生參與。 國際事務處 

2012.5.17 ＊辦理「風景沉思錄 洪天宇個展」，並於 5 月 17日舉辦教育推廣活動

「與藝術家面對面」，除創作者洪天宇外，另邀請台灣美術史權威蕭

瓊瑞教授，以引言對談方式，增加觀眾聆聽的廣度。(4.11-06.09) 

＊召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除各業務單位報

告外，內部稽核小組並就本(100)學年度內部稽核工作之結果及建議

事項進行報告。 

圖書暨資訊處 

 

 

秘書室 

2012.5.18 ＊與南台科技大學等 23 校創新育成中心共同舉辦「2012 第七屆戰國策

校園創業競賽」，本校由產學技轉中心與教學中心共同輔導學生參與

競賽，榮獲創意組第三名殊榮。 

＊請校友張博鈞導演到校分享「戀戀火金姑，珍愛生命講座」，參加人

次達 88人次。 

＊首長宿舍下方擋土牆工程決標。 

＊張志清副校長偕同本校海運學院師長拜會各大航運公司，傾聽業界及

校友的針砭，海運業界願意挹注資源協助提升航運實務教學。海運學

院針對各公司對本校航輪教育的建議及指正商討改進措施，以符業界

對本校的期待也為本校航輪學生打開更寬廣的就業大門。 

＊應地所碩士班一年級吳佳珊同學榮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1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學生論文比賽水資

源組優選獎。 
＊應地所畢業所友江支豪於在學期間投稿之論文榮獲中華民國地質學

會青年論文獎。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秘書室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5.22 ＊本學期「二合一選舉」內容包含 101 級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學生

議員選舉。張家維、邱淑庭、趙彥雰得票數為 871票，當選第 7屆學

生會正、副會長。學生議員選舉及各系所推派學生議員共計 25 名

(5.22-5.24)，並於 6 月 8 日召開 101 級學生議會第一次常務會議，

推選議長為鄭宇翔、副議長鄭安成。 

＊本校簽署加入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 
＊與國立師範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並順利推動外籍生華語教學課程。 

學生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2.5.23 ＊為便利校友辦卡及提高校友持卡率，簽請教務處同意，100 學年度入

學新生使用的「三合一學生證」晶片卡，將於學生畢業時，由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直接用印後轉成校友卡，替代現行紙卡，舊有紙卡將於

102年全面汰換成塑膠卡。 

秘書室 

2012.5.24 ＊辦理「101年度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計有 111名僑生參與。 

＊海資所劉光明教授代表我國出席於俄羅斯喀山舉行 APEC 海洋暨漁業

工作小組 2012 年第 1次會議。(5.24-5.26) 

國際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5.26 ＊海大橄欖球校友會與台北巨人隊、新竹長城隊以及海大橄欖球校隊舉

辦友誼賽，有百餘人參加，新任會長由 1973 年商船系張賢維學長接

任。 

秘書室 

2011.5.28 ＊101 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72 件，核定通過 19 件，

補助金額共計 89 萬 3,000 元。 

＊辦理「2012 年棉花糖情人節」系列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3,600 人。

(5.28-5.31) 

＊海資所劉光明教授代表我國出席於日本清水舉行北太平洋鮪類及類

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鯊魚工作小組會議。(5.28-6.4) 

研究發展處 

 

學生事務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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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29 ＊國際合作組參與澳洲在台工商辦事處八校會談。 國際事務處 

2012.5.30 

 
＊辦理「100學年度優良、傑出導師及推動導師業務優良單位評選」，
評選地點為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1.5月 30評選會議：當選優良導師獎者為運輸系邵泰源、資工系葉春

超、河工系楊文衡、河工系張景鐘、通訊系鄭振發、食科系方翠筠

等 6名老師，每名頒發獎牌乙面；優良單位獎共計 1名，由通訊與

導航工程學系獲得，頒發獎牌乙面。 

2.6月 20評選會議：當選年度傑出導師為運輸系鍾添泉、商船系劉中

平及電機系黃培華等 3名老師。  

＊漢霖說唱藝術團王振全團長率領漢霖說唱娃娃兵演出「校園八堂相聲

課」，全場笑聲不斷，演出當天約 355人觀賞演出。 

學生事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 

2012.5.31 ＊辦理「壓力 Bye-bye青春 High特色主題系列活動」共計 4 場次，201 

人次參與。(5.31-6.15) 

＊舉辦 100學年度水上運動會。 

學生事務處 

 

體育室 

2012.6.1 ＊出版海大「2012 畢業生職涯寶典電子書」電子書，發行 2000 份就業

輔導電子書光碟，協助及輔導畢業生盡早做好個人的職涯規劃。 

＊產學技轉中心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101 年度表揚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選拔」績優產學合作單位殊榮。 

＊建置境外生校友個人資料庫，並逐一發送電子生日賀卡，以茲祝福。 

＊南區校友聯誼會舉辦會長交接活動，新任會長由高雄海洋局局長孫志

鵬學長擔任，李校長盛讚卸任的吳得贊會長，並致贈象徵海大之光、

漁業泰斗的水晶琉璃。未來南區校友聯誼會將朝社團組織發展，規劃

由李文良學長擔任高雄市校友會籌備總召。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秘書室 

2011.6.2 ＊101 年 3 月所送「101 年度第 1 梯產學合作計畫」共計 15 件(先導型 3

件、開發型 3 件及應用型 9 件)，6 月來文本校通過共計 9 件(先導型

2 件、開發型 2 件及應用型 5 件)。 

＊辦理國際學生文化之旅活動，計有40名國際學生共同參與。(6.2-6.3)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2012.6.4 ＊學生會與畢聯會設計「101級畢業週系列活動」，參與總人次約 3,500

人。(6.4-6.9) 

學生事務處 

2010.6.5 ＊配合 101年度環境日，本校與基隆市政府共同辦理「親近海洋」系列

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總務處 

2012.6.6 ＊辦理「應屆畢業國際學生聯誼活動」，計有 50名國際學生參與。 

＊駐台越南經濟文化處科技組陶文聰組長等一行 6人參觀養殖系「水生

動物實驗中心」。 

國際事務處 

生命科學院 

2012.6.7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辦法」辦理 100 年度各

級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案，業經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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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步獎由「地理資訊系統研

究中心」及「材料所-材料研究暨檢測中心」兩中心共同獲得，並於

6 月 7 日擴大行政會議進行公開頒獎。 

＊擴大行政會議通過本校「退休教師借用空間管理要點」。 

＊教育部將重點領域學校納入工作圈會議成員，本校推動海洋科技研究

領域自第 7次工作圈會議起參與會議。龔國慶主任於教育部工作圈會

議爭取將本校納入頂大策略聯盟與國外頂尖大學學術合作試辦計

研究發展處 

 

 

 

 

 

總務處 

海洋生物科技

及環境生態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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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校內師生(以人社領域為主)可參與簽約國外學校選送人員計畫。 

2010.6.8 ＊海事大樓乙棟及丙棟東段耐震補強工程決標。 總務處 

2010.6.9 ＊公文「線上檔案回顧展」開展。 總務處 

2012.6.12 ＊交通部及航港局派員前來本校宣導-航海人員測驗考試將由交通部接

辦，現行大三學生修畢系訂必修取得學分者即可申請學分證明書、學

生憑學分證明書或畢業證書即可報名參加航海人員考試。此次座談會

計有商船、運輸及輪機系三系約 200 餘人參加。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6.13 ＊綜合二館、第一餐廳、單身宿舍及首長宿舍屋頂防水工程決標。 

＊辦理大陸學生歡送會，由李國添校長頒發陸生社員證書給每位與會陸

生，會中大陸學生紛紛表示交流期間收穫滿囊。 

總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2.6.14 ＊召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會議紀錄於 6月 22日製作完成，

並將電子檔刊登網頁，提供同仁自行下載。 

(http://secretariat.ntou.edu.tw/OfficeOfTheSecretariat/inde

x.html)  

秘書室 

2012.6.15 ＊校長李國添與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組員黃秀鳳經教育部核定為101年度

優秀公教人員。 

人事室 

2012.6.16 ＊承辦中華民國輪船公會主辦之第 58 屆航海盃游泳比賽。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莊季高主任承辦「2012中華民國系統科學與工程

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248篇。(6.16-6.17) 

體育室 

電機資訊學院 

2012.6.17 ＊丹麥 Roskilde 大學的 Benni Winding Hansen 教授帶領博士生 Elisa 

Blanda 及碩士生 Thomas Allen Reyner 來臺進行為期 1個月的學術

合作。 

生命科學院 

2010.6.19 ＊行政大樓廁所更新工程決標。 總務處 

2012.6.20 ＊舉辦「建國 100海大 58-第二屆海洋文學獎」競賽活動，競賽項目分

為新詩組及散文組，各選出特優 1名、優等 2名及佳作 10 名，並辦

理「建國 100 海大 58-第二屆海洋文學獎」頒獎典禮。 

教務處 

 

2012.6.22 ＊召開「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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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件、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共計 5 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審查共計 3 件。 

＊辦理 100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系所績優獎勵」，選出建教合作計畫績

優前二名、民間企業委辦績優獎前二名及進步獎一名，得獎系所為： 

1.100年度「建教合作績優獎」：第一名為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

所、第二名為海洋生物研究所。 

2.100年「民間企業委辦績優獎」：第一名為海洋資源管理研究所、

第二名為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3.100 年度行政管理費總額較 99 年度「建教合作進步獎」：海洋資

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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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豐排網球場整建工程完工，本次工程內容為將一面網球場改建為排

球場及地面、圍網修補。 

研究發展處 

 

 

 

 

 

 

 

 

 

 

 

 

 

 

 

體育室 

2012.6.23 ＊假生命學院管南璋廳舉辦「第六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暨國立臺北科技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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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跨校創意創業競賽」，本校參與此創業競賽獲得殊榮團隊分別

為：「紙在妳心裡」團隊獲第二名及最佳人氣獎、「貼心杯」團隊獲第

三名、「就醬用」團隊獲第五名、「C'ME 文創聯盟」團隊獲最佳創意

獎及最佳投資獎。 

 

2012.6.25 ＊商船學系 2年級師生共 74人搭乘育英 2號(基隆-日本鹿兒島航線)

進行 12天海上實習訓練課程。(6.25-7.6) 

＊辦理 101年度「僑生文化知性之旅暨畢業生臺灣回顧參訪」，計有

18名僑外生及 2名輔導老師共同參與。(6.25-6.27) 

教務處 

 

國際事務處 

2010.6.26 ＊海空大樓前廣場環境及交通動線改善工程決標。 總務處 

2012.6.27 ＊本校與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第 16 次「合作推動研究計畫座談

會」，本次會議未結案件共 11 件，其中 10 件皆持續推動，僅 1 件暫

緩實施，另新提案共 5 件全數通過。 

研究發展處 

2012.6.28 ＊德國工程師 Christy Wu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Marine 

Microbiology, Bremen, Germany)，至環態所與龔國慶教授進行短期

研究。(6.28-8.19) 

＊德州儀器暨海大電資學院產學合作研討會，邀請 TI 台灣區大學計畫

陳鳴月專案經理及亞洲區大學李松青計畫協理至資工系館105室與電

資學院師生進行產學合作交流。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2012.6.29 ＊國科會候鳥計畫 4名學員至本校研習。(6.29-8.16) 

＊海運學院搜集本校及全國海事院校資料提供航輪學系學生參加海事

教育實作訓練課程經費案，經教育部核定於 102年度績效型補助款項

額度為新台幣 1100萬元，另為補助海事教育實作訓練課程新台幣 500

萬元，合計補助 1600萬元業經教育部核可並交由航訓中心彙辦中。 

國際事務處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7.1 ＊輪機工程學系 1年級師生共 93人搭乘台華輪(高雄-馬公航線)進行 5

天海上實習訓練課程。(7.1-7.5) 

＊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商船

系博士班申請案，業經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10103484B 號函回覆，

本案緩議。 

＊電資學院榮獲教育部補助「100-102 年智慧電子整合性人才培育-跨

領域應用專題系列課程計畫」，共獲「綠能電子」、「醫療電子」兩

大項重點領域補助，相關經費達 5,843,750 元。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12.7.2 ＊海資所黃向文助理教授代表我國赴法國賽特參加大西洋鮪類資源保

育委員會生態係次委員會議。(7.2-7.6)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7.3 ＊第二屆國際接待志工選拔完成，共 8 名獲選。並於 7 月 4-21 日進行

為期三周之國際接待志工課程訓練。 

＊晶心科技廖本煙經理及江永權經理與電資學院張忠誠院長、電機系程

光蛟主任、資工系謝君偉主任進行產學合作交流座談。 

國際事務處 

 

電機資訊學院 

2012.7.4 ＊辦理第 7屆傑出教學教師選拔，本次共選出 3位傑出教學教師，商船

系賴禎秀教授、環漁系呂學榮副教授、通識中心吳智雄副教授。 

教務處 

2012.7.5 ＊參與「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說明會」，並於 101 年 7月 20

日假教學中心會議室辦理「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協調

會」，會中與中山高中、暖暖高中與金山高中代表研議後續申提計畫

之課程規劃內容。並於 101年 7月 31日將「101-102年度大學校院

協助高中優質精進申提計畫書」繳交至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教務處 

 

2012.7.6 ＊本校 100 學年度學術獎勵研究案經審定通過 279 篇論文符合獎勵規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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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費總計新臺幣 197 萬 5,000 元整。 

2010.7.9 ＊101年度校舍結構修復工程決標。 總務處 

2012.7.11 ＊海資所假生科院館南璋廳辦理「自由中國號」學術研討會。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7.12 ＊辦理本校 100 學年「特聘教授」、「學術優良教師」及「產學研究成

就獎」遴選，獲獎人員共計 6 人，於 101 年 7 月 12 日假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公開表揚，獲獎名單及獎勵如下： 

1.「特聘教授」：計有許泰文教授 1 人，不支領獎助金，獎助期限

3年（2012.02~2015.07）。 

2.「學術優良教師」：計有周文臣助理教授、胡清華教授、吳彰哲

教授、李明安教授等 4人，每人每月獎助金 5000

元，獎助期限 2年（2012.08-2014.07）。 

3.「產學研究成就獎」：計有冉繁華助理教授 1 人，核發每月獎助

金 5千元，獎助期限 2年（2012.08-2014.07）。 

人事室 

2012.7.13 ＊食科系辦理 2012「臺灣幾丁質幾丁聚醣學會年會暨幾丁聚醣奈米生

技研討會及海峽兩岸幾丁質幾丁聚醣研討會」，共計 250人參加。 

生命科學院 

2012.7.16 ＊為提升學生專業知識與兩岸學生互動交流，課指組與國際處共同舉辦

赴中國海洋大學(大陸青島)進行學生交流訪問。本次團員學生為 16

名，教師 4名，總計 20 名，並由林副校長三賢領隊前往。(7.16-7.23) 

 

學生事務處 

2012.7.17 ＊海運學院邀請商航輪三系主管召開會議討論拜會航商意見回應會

議，會議中針對航商提出之實習制度、師資聘任案、STCW 課程及輪

機設備購置案進行討論。會議紀錄簽請校長核閱後移送相關系所續

辦。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7.18 ＊檢陳本校「101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101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檢核

及評分表」及「101年 6月份會計報告」，送教育部審議。。 

會計室 

2012.7.19 ＊海運學院提案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遴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實

施要點」案，簽奉校長核可並經 101.07.19 校評會議通過修訂，日後

可望藉由修法聘任專任技術職教師。 

＊環資系董東璟老師獲本校教評會審查通過 101學年度升等副教授。 

海運暨管理學

院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7.20 ＊彙辦本校 101 年度預算第 2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送教育部核

定 

會計室 

2012.7.23 ＊海運學院為配合交通部舉辦 101年第一次航海人員測驗考試，先行召

開系所會議討論。會議決議配合交通部需求規劃學分證明書格式及審

查流程後，另針對商船、運輸及輪機系學生修畢系訂必修課程者後主

動製發學分證明書以因應參加考試。 

海運暨管理學

院 

2012.7.24 ＊海運學院受教育部委託，邀請教育部、交通部、各海事院校與各航運

公司代表、中華民國全國船聯會等代表共同開會。會議中針對學生實

習期間之規劃就產業面及學術面交換意見，另學生實習問題及未來需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開設課程等問題進行意見交流。相關會議紀錄亦

將發函教育部參考彙辦。 

＊農委會至本校辦理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查核輔導，由生命科學院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陸生動物實驗中心及水生動物實驗中心承辦相

關事宜。 

海運暨管理學

院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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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5 ＊國際學生事務組前往馬來西亞參加「2012 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

展」，共發出文宣 4,500份及宣傳品 400份，約 500名當地學生留下

連絡資料及詢問入學事宜。(7.25-8.1) 

國際事務處 

2012.7.26 ＊本校 11 位老師及 3 家育成進駐企業參與「2012 第十屆台灣國際生物

科技大展」，展出創新研發成果。(7.26-7.29) 

＊環漁系假生科院全興廳辦理「漁業資源探測評估與永續利用國際研討

會」，邀請美國、法國、韓國、大陸及我國等專家學者共同發表學術

論文，參加人數共計 140人。(7.26-7.27) 

研究發展處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7.30 ＊辦理前校長李國添榮退暨卸任主管歡送茶會。 

＊環態所榮獲本校 100年度建教合作績優獎第 1名、周文臣老師榮獲本

校 100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龔國慶教授榮獲本校 101年 1-2月增進

社會服務獎。 

人事室 

海洋科學與資

源學院 

2012.7.31 ＊本學期稽查餐廳餐飲衛生 387 家次，輔導改善 26 家次，違規處罰 3

家次（共 5000 元）。油炸油酸價共檢測 108家次，合格率 100％。餐

具共檢驗 288 件檢體，計 864項次，合格率 100％。 

＊本校校務基金捐款收入累計金額為新台幣 6,550,445元；捐款明細詳

列於校友服務組捐款芳名錄以供查閱。 

＊電資學院感謝各屆校友及廠商的支持，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目前募款

$15,425,921；101年度電資學院統籌運用部分已獲得$330,000。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電機資訊學院 

2012.2.20 

- 

2012.5.8 

＊技術移轉成果 

1.水產養殖系冉繁華老師與進駐企業南璋股份有限公司簽署「鱸鰻飼

料誘引劑開發與飼料營養添加配方之建立」技術授權合約。

(2012.2.20) 

2.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林益煌老師與應用於變壓器之高效能隔音板

研發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應用於變壓器之高效能隔音板研

發」產學合作暨先期技術授權合約。(2012.3.15) 

3.水產養殖系龔紘毅老師與芝林企業有限公司簽署「新穎肌肉專一性

表現單元應用於建立基因轉殖螢光觀賞魚」技術授權合約。

(2012.4.16) 

4.水產養殖系呂明偉老師與磁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石斑魚神經

壞死病毒發病資料庫」技術授權合約。(2012.5.8) 

研究發展處 

2012.2.29 

- 

2012.7.11 

＊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學海系列（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實習）校內說明

會及經驗分享，針對「學海飛颺計畫-選送一般優秀學生赴國外研  

修」、「學海惜珠計畫-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及「學海築

夢計畫-薦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實習」進行申請及相關規定說明，並邀 

請 98 至 100 年獲獎生進行經驗與心得分享。（2012.2.29） 

1.本校於 3 月 31日前向教育部提出 101年度學海系列計畫申請： 

「學海飛颺-選送一般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計畫經費申請，獲教育

補助 152 萬元整，本校提出配合款 119 萬 4 仟元整，共有經費 271

萬 4仟元整。（2012.3.31） 

2.「學海築夢-薦送一般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實習」計畫共 2 案之經

費申請(航運管理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各獲教育部各補助 11 萬

5,743 元及 7 萬 6,159 元整，共薦送 6 位學生赴國外知名企業機構

短期實習。（2012.3.31） 

3.辦理教育部 101年度「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計

畫校內甄選會，共 22 位同學申請，16 位同學通過，經費已使用完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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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2012.7.11） 

2012.2.13 

- 

2012.7.24 

＊本校與國外地區學術及交流情形： 
1.美國 5名眾議員參訪水生中心及操船模擬中心(2012.2.22)。 

2.與日本九州大學農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續約(2012.3.3)。 

3.日本明海大學山下東子教授參訪，參與日本水產政策審議會

(2012.3.5-6)。 

4.泰國農業大學計有 5名師長至本校食科系參訪(2012.3.20)。 

5.泰國素勒他尼皇家大學計有 4名師長至本校參訪 (2012.3.21)。 

6.與越南海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2012.3.22)。 

7.遼寧省水產學會盧江寧副廳長等 10人蒞校訪問(2012.3.23) 

8.與大陸地區集美大學續約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2012.3.31) 

9.智利康賽普松大學參訪、研討會(2012.4.16)。 

10.與馬來西亞砂勞越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2012.4.12)。 

11.大陸地區姐妹校寧波大學宋富軍副校長及師長等 8 人蒞校參訪座

談(2012.4.11)。 

12.墨西哥 Autonoma de Chiapas 大學及 Poliytecnica de Chiapas

大學教授參訪(2012.5.1)。 

13.李國添校長、沈士新國際長、林向葵組長赴大陸地區大連海洋大

學學、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交流參訪 (2012.5.8-15)。 

14.與大陸地區大連海洋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2012.5.09) 

15.生科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2012.5.11)。 

16.帛琉共和國總統參訪本校養殖系(2012.5.20)。 

17.廈門大學繼續教育與職業教育學院鄭文禮院長等一行 6 人蒞校參

訪(2012.05.25)。 

18.江蘇省海洋與漁業局唐慶寧局長等一行 28 人蒞校參訪

(2012.05.29)。 

19.4名長崎大學教授蒞校參訪(2012.6.8)。 

20.與泰國素勒他尼皇家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2012.6.12)。 

21.澳洲昆士蘭在台辦事處暨各學術研究單位代表計 8 名參訪本校養

殖系(2012.6.24)。 

22.與大陸地區大連海洋大學簽署學生短期交流合作協議 

(2012.6.28) 

23.林三賢副校長、軍訓室戴岳騰主任、課外活動指導組黃清旗助教、

國際合作組吳苗芳小姐及 16名學生赴青島參與中國海洋大學「第

八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營」活動(2012.7.16-23)。 

24.與甘比亞大使館、甘比亞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2012.7.24)。 

國際事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