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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
海洋頂尖大學

　　本校自 1953 年創校以來，在歷任校長卓越領導及全

體師生積極努力下，從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臺灣省

立海洋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學院到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逐步發展成為一所具有海洋專業特色、教學、研究並重

的海洋頂尖大學，本校已經發展成為一所具有海洋特色

的國際知名學府。

　　本校共有 7 個學院，設有 22 個學系，12 個獨立研究

所，28 個碩士班，20 個博士班，另有 3 個進修學士班及

12 個碩士在職專班，學士後商船及輪機學士學位學程，

有將近 9000 位學生，包括來自各國家的境外生國際生

600 人，2017 年 9 月開始設立海大馬祖分校招收 3 學系

學生，海大已成為全球最具完整特色且排名最前面之國

際化的頂尖海洋高等學府。

　　歷年來，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各方面的表現屢屢

獲得肯定，自 2005 年起海大連續獲選為教育部「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重點大學；2006 年起也持續獲教育部

「五年五百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特別補助；本校出版的「海洋

學刊」成為國內大學出版的期刊中，第一個收錄至雙

I(SCIE 與 EI) 資料庫之期刊，這些肯定，都是外界對海洋

大學在教學、研究、服務等各個面向的肯定。

　　現今本校積極整合學術資源、擴大學術能量、積極

爭取研發計畫、延攬人才並結合海洋特色與優勢，學校

積極改善教學及實驗實習設備，推動學校與產業界合作，

強化產學研發，大力推動校外實習，學生短期出國見習，

以擴展學生國際觀，促進校園國際化，提供最佳學生社

團及體育設施的環境，擦亮我們海洋的招牌，以培育具

海洋人文素養與社會競爭力的人才。學校並積極與國內

外各高中職及大學與研究所攜手合作，擴大在社會的影

響力與貢獻。

　　本校校務發展以「活力創新、海大躍進、海大精進」

為策略，治校理念是以學生為主體人文關懷，辦一所「令

人感動的學校」，以專業與海洋特色辦一所「社會上不

可或缺的學校」，持續「培育具備基礎與應用能力並兼

具人文素養之科技人才」與「致力於海洋相關領域之學

術與應用發展」，達成「加強海洋特色、提升學校

競爭力」、「培養兼具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

視野的人才」與「發展世界級的海洋教育及研究」

的目標，讓海大成為一所具有活力與高度榮譽感之

「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校長

10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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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學系
　　為厚植國力、發展對外經濟，商船學

系以商船相關之海事產業為主要命脈，而

其中商船人力資源培育更是關鍵要素。本

校在 1953 年創立，商船學系即為創校科

系之一，加以畢業系友表現傑出，商船學

系被譽為商船教育之「龍頭科系」，並於

2000 年及 2001 年分別成立碩士班及碩士

在職專班。為因應未來國際趨勢，商船專

業知識必須與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MO)

宗旨：「在潔淨的海洋上執行具有安全、

保全且有效率的航運」相呼應，也是商船

學系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鑑此，學士班

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人文與科技素養的商

船專業通用人才，碩士班則培養具有人文

與科技素養之商船專業學術研究人才及海

事產業高階領導人才。簡言之，商船學系

為目前大學中，少數具有寬廣的海事產業

發展優勢之科系。

　　學士班除教育部共同教育規定必修

外，設計系訂專業必修以及「航行」與「船

燈塔協會及驗船協會等）以及民間營利機

構（產物保險、貨物承攬業、船舶租傭及

其相關產業等）。

航運管理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創立於 1958 年，創系

宗旨在培養航運業、港埠與航政的經營與

管理專業人才，於 1990 年設立碩士班，

1997 年設立博士班。在航運管理專業領域

師資陣容堅強，為航運管理高級人才培養

搖籃。

　　航運管理學系旨在培養航運相關產業

（包括：海運產業、國際物流產業、航空

運輸業、貨物承攬業等）中堅幹部及高階

管理人才。同時，也為了配合政府提升港

埠及機場國際競爭力的政策，培養港口及

機場之經營與管理人才，並落實理論與實

務緊密結合的原則。

  　航運管理學系教學與研究並重，教學

及課程具有以下特色：

1. 以海運為核心，但不限於海運領域之核

心能力培養。

2. 強調語文與科技應用，以滿足市場需

求。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此一基礎環境

務」兩領域之建議必選架構；因商船教育

的特色為理論與實務並重，特規劃海上實

習制度：海上集體實習及海上進階實習；

為了畢業即可就業，特別設計「在校取證」

方案；最重要的是，學士班課程自 2000

年起即符合 IMO 專責推動之「海事教育

標準」課程認證機制。碩士班除專題討論

與畢業論文必修課程外，選修課程則設計

有商船專業進階及方法論等兩大類課程架

構，並提供建議必修課程；碩士班研究範

疇則與 IMO 重點任務一致，即海事安全、

海洋汙染、海上保險、航海科學、船舶交

通、海事保安、海洋生態以及與海事相關

之政策等。

　　商船學系學士班畢業生擁有海上及陸

上發展之雙重選擇；如欲繼續深造，除商

船學系研究所外，亦可報考理、工、法、

商等相關研究所。各學制畢業生之畢業出

路有操作級與管理級航海人員（商船船

副、大副、船長、引水人及航運公司高階

主管）、政府間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及國

際勞工組織等）、政府組織（交通部、環

安署及海巡署等）、非政府間組織（國際

海運暨管理學院

商船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

運輸科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上實習課程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人才

■ 海上就業職場敲門磚

■ 研究生參訪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 ( 高明貨櫃碼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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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重視語文能力以及資訊技術的應

用。航運管理學系課程規劃除了航運專

業之外，也特別注重語文能力的培養以

及資訊科技運用能力的養成。

3. 重視管理基礎學科：航運管理仍以企業

管理為基礎，航運管理學系對管理基礎

學科及基本能力亦極重視。使航運管理

學系畢業生將來在就業及升學上能具備

多元之能力及多方嘗試，獲取更佳工作

機會之能力。

  　航運管理學系畢業系友除在航運界居

領導地位外，在各行各業皆能事業有成，

畢業出路涵蓋：

1. 學術領域：航運與運輸之學術與研究機

構。 

2. 航港相關產業：

　航運業：船舶運輸業、貨運承攬業、航

空運輸業、船務代理業、報關行、貨櫃場

站及其他海空運相關產業。

　港口與機場：臺灣港務公司、桃園國際

機場公司及各國際機場。

3. 公職：交通行政、航管行政（諸如航港

局）人員招考。

4. 一般企業：物流公司、貿易公司及一般

服務業相關企業。

運輸科學系
　　運輸科學系原航海技術系，創立於

1985 年，2010 年 8 月 1 日調整轉型，並

更名為運輸科學系，以培育整合海運科技

與運輸配送所需之運輸工程專業人才。運

輸科學系以「海運科技」與「運輸配送」

兩大專業領域為發展主軸，以海洋智慧型

運輸科技、國際運輸及倉儲配送為研究方

向，以海洋運輸之學理基礎結合航海與運

輸資訊科技以提昇航運安全與效率為目

標，藉以強化我國海運經營規劃之國際競

爭力。

　　運輸科學系以「海運科技」與「運輸

配送」兩大專業領域為主，研究方向包括：

1. 海洋地理資訊系統、電子海圖、電子航

儀；2. 貨物裝載運輸、倉儲、物流、國際

貨物運輸技術；3. 船舶操縱與模擬、船舶

交通服務系統、港灣建設與規劃；4. 運輸

規劃與政策：運輸經濟、運輸規劃、運輸

政策；5. 運輸工程與技術：交通工程、交

通控制、智慧型車路系統、運輸工程、運

輸地理資訊系統等；6. 運輸經營與管理：

公民營陸海空運及都市運輸業之經營管

理、運輸管理資訊系統等；7. 物流倉儲與

行銷。

　　運輸科學系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出

路寬廣，畢業校友投入運輸、物流領域皆

表現出色，包含：

1. 政府機構：中央及地方交通單位及運輸

研究機構。

2. 交通運輸：航運、空運、鐵公路、高鐵

及捷運等客貨運事業單位與公司。

3. 顧問公司：公民營工程顧問公司。

4. 物流行業：物流管理、國際運籌管理、

倉儲管理、採購管理、生產管理等工作。

輪機工程學系                                                  

　　臺灣四面環海位於遠東的中心，且產

品與加工技術具國際競爭力，加上 95%

的進出口貿易貨物經由海上運輸。臺灣航

運業有其先天發展優勢，更是支撐臺灣立

足世界舞臺的要角，輪機工程以動力系統

的操作、管理、維修及現代動力科技新知

的專業技術，成為發展航運的重要支柱。

另一個影響著現在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就

是環保，節能減碳的觀念也已由學界的呼

籲到政府的重視，更進一步到產業界的落

實，而輪機工程也以其能源轉換及應用技

術的基礎，投入相關之能源與環保專業知

識，朝綠色能源之應用與開發。

　　輪機工程學系自 1953 年成立即為創

效三系（駕駛科、輪機科、漁撈科）之一，

創立以來，一直為動力系統推動之主力

科系之一。輪機工程與能源及動力息息相

關，因此輪機工程學系設立「動力工程組」

與「能源應用組」。結合動力與能源科技，

致力於輪機系統的教學、研究及服務，並

培 育 其 研 發、 設

計、製造、運作及

維護的專業人才。

強調輪機工程的

實際應用，朝向，

1. 船舶動力系統人

才培育：配合國際

公約與航運界需

求，持續培育合格

的輪機人員。2. 自動化技術整合：以機械、

電機理論為基礎，結合自動控制技術，針

對大型動力系統，透過整合性專業能力，

建立系統自動監控與故障斷的能力。3. 節

約能源：藉由提升動力系統的整體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與產生的排放。4. 新興動力

系統：著眼於既有動力系統改善及結合替

代能源應用的新興動力系統鑽研，並發展

兼顧效率與潔淨、再生之能源轉換與應用

技術。

　　輪機工程學系學生畢業後，工作管道

可朝與輪機相關之海陸空動力系統、廠務

工程及能源開發、應用，例如航運公司、

航空公司、造船廠、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

中心、港務局、工程顧問公司、鋼鐵廠、

電子電機廠等相關部門，還有科學園區之

動力設備及能源相關產業工程師，另外也

可以擔任商船管輪、駐埠工程師等。畢業

學生如欲進修，可攻讀國內外各大學院校

之相關工程研究所，如輪機、機械、電機、

材料、系統及工科等研究所碩士班。

　　輪機工程學系實務與理論兼具，延伸

輪機工程領域，可航向世界、掌握著潮流

發展的局勢並有光明的未來。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 (系 )
　　本系創立於 2017 年，並於 8 月 1 日

正式招收第一屆學生，創系宗旨在於培養

兼具人文及海洋關懷素養、兩岸及國際視

野的海洋產業經營與實作人才。致力於運

輸、物流、海運 ( 海勤及陸勤 ) 或海洋觀

光等海洋產業之經營管理相關領域學術與

應用發展，以因應國家經濟建設趨勢與產

業發展。

　　本系經管課程分為基礎課程及核心課

程，另有兩岸特色課程及企業實習。大一

於基隆校本部研修基礎專業課程，大二至

馬祖校區研修共同專業課程，大三及大四

於基隆校本部依興趣修習跨領域課程，包

含航運管理、運輸

科學、商船、海洋

觀光，可針對有興

趣的專業領域作

進階修習，並依各

系規定取得雙主

修學位，另安排企

業實習。

■ 物流是海運事業的延伸與成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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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進行各項水產生物之繁、養殖技術教

學，訓練學生面對各種養殖方式以提升應

變能力及專業技能。配合國家農業發展需

要及農業結構之改變，積極整合強化現有

農業教學系統，以滿足農業人才需要。設

立之「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

將持續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養殖水產

品上市前衛生品質安全之監視檢驗與輔導

措施，並協助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工作，

以提升國內水產品衛生安全。另藉由招收

友邦水產養殖人士博、碩士生，開設水產

相關外語課程，除加快水產養殖學系國際

化腳步外，也提升水產養殖學系研究生們

的外文能力及國際觀，冀望本系發展成為

國際上全方位的水產養殖教育、研究、推

廣中心。

生命科學暨
生物科技學系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是由 1993

年成立之生物科技研究所與 2005 年成立

之生命科學系整併合成。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因應中長期

生物科技產業政策與生技跨領域多元發展

之趨勢，以具海洋特色之生物科技，發展

高階生物科技，落實教學與研究並重，追

求卓越的生物科技學術研究成果，達到與

國際接軌，並與產業結合培育國內外生物

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生命科學暨生物科

技學系大學部學生除完成生物、化學、物

理與生物統計等基礎課程外，更須按其志

研究成果除發表於國內外學術刊物外，部

分成果已做技術轉移或推廣民間使用。食

品科學系系友遍佈食品、漁業、農業等相

關產業以及行政、研究、教育與訓練機構，

就業範圍寬廣。未來將續延續、提升食品

科學系在食品科學與生物科技領域的教學

與研究水準，加強與外校或其他研究機構

之學術合作，並提升學生競爭力以為國家

社會所用。

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成立於 1974 年，設有

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以發展水產養

殖科技之理論與實務為目標，培育學生成

為水產養殖與生物科技之專門技術與研發

人才。教師研究方向包括 : 養殖生態系統

管理及工程，水族生理、生化、分子生物、

生殖內分泌、遺傳育種及抗病基因，營養

與飼料學，水族病理、微生物，水生植物

學及水產養殖經濟及管理等方向。並積極

配合時代趨勢，加強應用生物科技於水產

養殖相關主題上。並於「水生動物實驗中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成立於 1957 年，現設有

大學部 ( 分為食品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各

一班 )、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班及博士班，以教授生物資源有效利用之

技術與理論，培育食品產業各領域之技

術、研究、管理人才為宗旨，大學部之教

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研究

所之授課則以獨立研發與邏輯思考為教學

導向。

　　食品科學系開授之專業課程可概分為

食品化學、食品加工學、食品工程學、食

品營養學、食品微生物學、食品保健與生

物科技等，涵蓋食品科學領域，並保持傳

統與新世代水產資源開發利用上之特色。

　　食品科學系現有 24 位專精於食品科

學領域之專任教師，研究專長包括水產資

源之加值利用、食品安全與品質之管理、

保健機能性食品之開發、奈米化與基因工

程技術等前瞻科技與魚類生化學研究等，

每年建教合作之研究經費超過 3 千萬元，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海洋生物研究所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 學生實驗操作 ■ 操作高壓液相層析儀 ■ 母蝦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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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龜研究與保育推動 ■ 斑馬魚 hsc70 及 hsp70 蛋白質表現與熱休克效應■ 珊瑚礁與生態資源調查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系 )
　　本校為落實「離島建設條例」之立法

目的，在馬祖北竿島設立馬祖校區推動離

島教育建設，增進居民之福利，於 2017

年開始招生。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基於國際與國內水產科技事務發展與水產

科技人力的迫切需求而設立，其宗旨有二：

1. 以涵養學生海洋生物科技相關素養，培

訓並輔導其未來海洋生物科技公私領域

就業之能力與機會。

2. 傳承我國海洋生物科技專業教學先驅光

榮傳統，培育具有第二專長 ( 生命科學、

水產養殖科技、食品科技 ) 之海洋生物

科技專業人才，並與國際海洋生物科技

教育接軌與並駕。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設計以 (1) 整合現有教學資源為原則；(2)

強調「水產科技」基礎及次領域專業；(3)

促進產學交流與合作；(4) 增進多元及整

合課程的學習；(5) 厚實學生就業競爭力

等五大目標為前提。學生大一於基隆校本

部研修基礎專業課程、大二至馬祖校區研

修共同專業課程、大三至大四於基隆校本

部依興趣修習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學系等跨領域課

程，並可獲得雙主修學位，另提供學生企

業實習，使每一位畢業生除具備海洋生物

科技基礎知能外，並兼具一項第二領域實

務專長，從單一科系中培養多元人才的需

求。

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生物研究所成立於 1991 年，宗

旨在積極從事海洋生物基礎研究，推動國

內外學術研究以培育高級海洋生物人才，

並提昇我國海洋生物研究之國際水準。由

於台灣四面環海，海洋生物資源豐富，國

人對海洋生物及漁業資源過去之利用與開

發甚多，但缺乏基礎之調查、研究規劃及

適當之保育及管理，以致有物種趨於絕滅

及資源面臨枯竭之危機。因此積極培育更

多基礎海洋生物之高級研究人才來投入海

洋生物分類、生態、生活史、演化、資源

狀況、保育與疾病等各方面之研究，才能

使目前國內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態環境得以

振衰起蔽。

　　海洋生物研究所師資陣容堅強，老師

們的專長涵蓋海洋生物之微生物、浮游植

物、浮游動物、藻類、海洋無脊椎動物、

魚類及底棲生態等各領域，同時亦各兼具

生理、行為、生化、分子生物、統計、遺

傳、電腦、環境、海洋等不同學門的專長，

故不但可傳授學生完整之海洋生物知識，

同時亦可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整體之海域

生物或生態、資源、疾病等之調查、研究

與評估工作。海洋生物種類甚多，國內在

分類與生態方面基礎研究之專門人才不

足，故海洋生物研究所未來將持續以分類

與生態為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與發展之特

色，以支援國內各項與海洋生物相關之漁

業、工業、醫藥、教育、環保、經建等相

關之研究發展與資源之開發利用。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
理研究所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於 2017

年成立，宗旨為整合食品相關領域之專業

知識，結合產官學界資源，以促進全民身

心健康與福祉。本所之發展重點在於打

趣進行實驗室獨立研究、探索分子細胞、

生理至演化層級之生命科學領域，以培養

學生之專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創造力

與表達能力。為強化研究水準與碩博士

人才培育，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與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合

作設立分子整合生物教學計畫 (Molecular 

Integrative Biology, MIB)，提供學生廣而

深的學習機會與環境，從而發展自我，奠

定基礎，建立信心以儲備具國際視野及競

爭力的生物科技專業能力。本校自民國 95

年起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與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成立跨領域之「海洋中

心」，而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多位教

師亦積極參與海洋中心「全球環境變遷下

之環境適應」研究計畫。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目前研究領

域為：

1. 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群，以免疫細胞之

活化、細胞凋亡與基因治療、幹細胞培

養與應用、應用免疫學、神經科學、分

子癌症生物學為主要研究項目。

2. 發育生物學研究群，研究項目有動物胚

胎發育之基因調控與訊號傳遞、基因轉

殖動物 ( 魚類 ) 模式系統、幹細胞生物

學研究、生殖生理學。

3. 應用生物化學研究群，研究項目有細胞

砷甲基化與核酸修補機制、生物抗氧化

系統、環境分析化學、奈米檢測、高等

分析化學、奈米生物技術。

4. 功能性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研究群，研

究項目有蛋白質工程、生物資訊軟體開

發、生物基因調控系統、分子演化、生

物資源開發。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研究生畢業

後可繼續深造於國內外各研究所博士班或

就業於國內外生物科技相關之研究機構、

生物科技產業或其服務業等。

■ 壁報展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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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

心，建立食品安全與風險的溝通管道。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涵蓋食品

加工、食品營養、食品化學、食品分析檢

驗、毒理學、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與

溝通、養殖、運輸物流工程、智慧系統整

合 ( 大數據 )、國際與國內食品法規與管

理等專業學門。由食品供應鏈的角度來切

入、聚焦、解決並預防不同程度的食品安

全議題。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計有專任

師資 2 名、合聘師資 9 名與兼任授課師資

1 名。教學研究具備跨多元領域的特色與

潛力，其中包括海洋生物、水產養殖、物

流資訊工程、運輸工程、生命生態工程、

食品安全、機能食品工程、食品檢驗、系

統整合、管理、食品安全法律與政策等相

關課題，以國際化視野整合相關知識技

術，培育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之基礎與應

用人才，促進相關產、官、學、研界及地

方社區的交流合作，建立實務實習之管

道。期望學生藉由實作、實習和參與社會

公益服務之經驗，鍛鍊職涯規劃能力，始

得將理論應用與實務技能相互結合，以利

學生具就業競爭力，同時貢獻所學於維護

國人食品安全。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以發展海

洋生物科技及產業應用為目標，基於海洋

科技產業培育多元且具國際競爭力之高階

研發人才，擴大結合跨領域的研究能量，

由本校及中央研究院共同設立，雙方眾多

師資合作指導博士生，奉教育部核准於

2015 年開始招生，授予博士學位。海洋生

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針對下列五個研究領

域，提供專業、前瞻與創新的教學課程，

訓練學生將相關知識有效轉化成創業軟實

力。在這樣的前瞻規劃下，期望能提供台

灣海洋生技產業與學研界有效的溝通與整

合機制，達成真正綠色海洋永續產業發展

的目標。

1. 魚類分子生理領域：因應全球環境變

遷與全球暖化等環境的衝擊，將針對魚

類、甲殼類、貝類和珊瑚等海洋生物，

於分子、細胞、組織與個體層次上討論

環境適應對其生殖、發育、成長與生物

恆定等分子機制的影響。包括：生殖策

略、神經內分泌系統對性別分化之影

響、體內酸鹼平衡的調控機制、胚胎對

環境因子變化之適應性等基因調控與訊

號傳遞等。

2. 生態與演化生物學領域：從分子技術到

野外觀測訓練探討各種時間與空間尺度

下海洋生物的分布與變化，以及產生這

些變化的機制、過程與影響。包括：生

物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族群動態、群聚

組成的多樣性與穩定度、生態系結構與

功能，以及物種的分化與演變，生物類

群的親緣關係等。

3.極端環境與特殊生物領域：龜山島下

1200 公尺深的海底有火山口大量分布其

間，特殊的「熱湧泉生態」是研究非地

表生命圈的寶藏。將就熱湧泉生態生物

採樣與其生化特性分析及開發生物活性

物質，是極具特色的生命科學研究。

4. 水生動物疾病防治與疫苗開發：有鑑於

新興傳染症成為限制水產養殖產業發展

的重大瓶頸，將結合免疫學、病毒學、

分子生物學、水產養殖學、生物資訊與

機電工程等專長師資，由基因調控及功

能研究為起點，導入疾病防治政策、疫

苗開發、分子育種等產業應用課題。研

發符合產業需求之產品，並積極發展以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培育高抗病、成長

快速、環境適應力強之優質品系。

5. 海洋新資源素材開發與檢測領域：針對

海洋環境資源的整體開發與永續性，將

結合生物活性之篩選純化、分離分析、

結構鑑定、生物資訊、生物製成、功能

評估、安全毒理、永續管控等專業師資，

並將海洋新開發之資源素材密切結合藥

物開發、保健食材、機能飼料等相關產

業，使理論成果轉化為產學績效。

■ Ac-GFD 重疊結構

■ BlChi4G419 幾丁質酶立體結構預測圖 A. 二級結構
    B. 分子表面

■ 永續規劃發展概念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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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地球科學研究所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士學位學程

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成立於 1953

年，秉持發展「海洋產業」，維護「海洋

環境」，建立「海洋人文」，健全「海洋

管理」的優質理念，負擔起培育海洋生態

保育及海洋資源永續利用人才之任務。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發展教育與研究的

主要方向如下：

1. 環境生物與生態：著重於海洋生物與環

境的互動關係。希望了解大氣與海洋的

變動與生物資源量的關係，另外掌握環

境汙染與沿岸生物多樣性及生物量的變

動，作為海洋資源保育與管理的依據。

2. 漁業資源與管理：藉由資源生物之研究

與評估，掌握海洋資源量的變動，並納

入管理型漁具結構與設計概念，達到永

續化資源管理理論與實務並行不悖之目

標，使海洋資源得以合理的開發利用。

　　希望藉由二大領域之均衡發展，開創

出保育與開發兼顧的 21 世紀海洋科技，

使海洋資源能在合理管理制度下永續利

用。漁業科學已邁入資源管理型漁業之時

代，必須能有效而均衡的經營整個海洋生

態系，亦即透過適切的海洋生物生產系統

規劃，而達到永續漁業之目標；因此，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透過理論與實習課

程究明海洋生物生產過程，並以之為基

礎，鑽研海洋水產資源之保育及管理、漁

業經營、政策及企劃等相關的學術理論及

應用。在學術研究部分，執行國科會、漁

業署、營建署及公民機關等委託計畫，平

均每年研究計畫經費約新台幣 4,000-6,000

萬元。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學生畢業可

至國內外水產相關大學之漁業科學、海洋

環境、生物資源、經營管理等研究所深造。

畢業學生可任職於農業會、漁業署、縣市

政府漁業課、海巡署、氣象局、環保署、

學術研究單位、水產試驗所、水產相關教

育單位、中小學教師、各級漁會、航運界、

漁業界、水產顧問公司、海洋博物館、生

物科技公司、漁技團、水產生物及大型企

業水產部門等相關產業。

■ 魚體量測觀

■ 鯨鯊標識放流 ■ 水鯊脊椎骨年齡測定

■ 海上實習實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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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外，更

期能於從事專業學術研究或教學、資源與

能源探勘、環境與地質調查等職業市場具

備競爭力，以符合社會之時代需求。主要

研究發展方向有五：

1. 海洋地球物理探勘。

2. 海洋與陸域氣候與環境變遷。

3. 地熱能源、石油與礦石資源。

4. 地震與板塊構造。

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成立於 1969 年，以

海洋科學及電腦資訊並重，訓練學生除具

有海洋科學的知識外，並擁有處理及管理

海洋資料的電腦程式設計與軟體使用能

力。發展重點如下：

1. 研究河口、近岸與外海大洋等環境問

題。

2. 瞭解海洋觀測儀器，培養海洋現場作業

能力。

3. 熟悉電腦軟體與程式設計，建立處理海

洋資料能力。

4. 發展海洋遙測及海洋地理資訊系統。

5. 海洋環境污染因子之探討及監測。

6. 研究環境變遷與海洋能源問題。

    海洋定點儀器觀測可獲得定點長期且連

續的現場資料，海洋遙測可即時取得大尺

度海況資料，海洋科學研究人員可運用這

些寶貴的海況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以暸解

更真實的海洋現象，進而透過高速電腦數

值化模擬、預測未來海況。從理論到實務

應用，利用海洋定點測站 ( 海下及海上浮

台 ) 的設立及海洋數值模擬、海洋遙測科

技 ( 包括衛星遙測及航空遙測等 )，並結

合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建立海洋環境資料

庫，供政府及民間相關單位參考。本系已

創系近 50 年，在海洋觀測等相關技術，

皆已在本系生根且日漸茁壯。

地球科學研究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成立於 1994 年，以

拓展與海洋相關之地球科學與環境資源科

學的前沿研究領域，引領學生從理論學習

與實作經驗逐步學習，以具備海洋知識與

開拓地球物理、地球化學、能源與資源重

點的教育理念，培育優秀地球科學研究人

才。本所結合地球物理與地球化學專業技

術與知識進行產業合作，應用在海域探

勘、石油與資源地質、地熱發電、地下水

污染調查等領域。此外積極拓展國際合作

空間，致力於海洋氣候變遷與地震地體構

造研究，以拓展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和交流

經驗。

本所除了增設基礎地球科學學程課程之

外，研究所課程主要分為「地球環境與氣

候變遷」、「海域地質資源與地體構造」

和「水文和資源地質」三大領域，除了強

化學生在地質與地球物理的專業知識，使

■ 颱風時期危機波浪在碧砂漁港防波堤之越波情形，其對防波堤內側的人員與船舶造成威脅

■ 陰陽海空拍照

■ 水下無人載具 ROV 1000 m I-90■ 礦場實勘 ■ 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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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務機關服務，如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各縣市政

府漁業課等，皆有相關職系可供選擇

報考。海洋委員會暨所屬單位成立後，

可望有更多職系可供選擇，增加就業機

會。

3. 產業發展：可至區漁會或海洋水產相關

產業，如海洋科技博物館，漁業公司等

就業。

應用；族群生態學特論、魚類族群

加入量動力學、漁業生物學特論、

漁業科學特論、海洋資源個論、國

際漁業資源評估個案；海洋生態系

變動機制、生態系統分析與模擬、

及海洋資源生態與管理等。

(2) 海洋事務領域課程：海洋治理、海

岸管理、海洋保護區、海洋區劃特

論；海洋休閒與管理、環境與自然

資源經濟學、海洋資源經濟學、海

洋社會科學特論；海洋法律實務、

海巡政策與管理、國際海洋資源政

策、國際漁業管理實務、漁業爭端

與解決、及漁業外交實務等。

　　本所畢業學生之就業機會有如下選

擇：

1. 學術單位：報考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之

博士班，繼續研究工作。或擔任教師、

研究員之研究助理，協助研究計畫之執

行。

2. 公務機關：報考公職考試，經錄取後得

5. 水文地質與地下水污染研究。

海洋事務與
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成立於

2002 年，為國內少數兼具海洋自然科學

及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所現有專任教師 5

名、兼任教師2名，每年招收研究生11名。

並自 93 學年度起招收外國學生 ( 可申請

臺灣獎學金、太平洋獎學金、國合會獎學

金及本校獎學金等 )，亦開授全程英文授

課之課程，以提供修習。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規劃課程有 :

1. 必修 ( 核心 ) 課程，包括海洋資源總論、

海洋事務總論及專題討論。

2. 選修課程，分為海洋資源領域及海洋事

務領域二大主軸。 

(1) 海洋資源領域課程：生物統計學特

論、無母數與多變量分析、資料處

理分析與呈現、科學軟體在生態與

漁業之應用、GIS 在海洋資源管理之

■ 岩心實驗室

■ 魚類族群動態研究

■ 校外教學■ 海資所所上活動

■ 海底地震儀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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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與生態
研究所
　　海洋環境與資源的永續經營需要透過

以海洋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研究與預測，才

能提供適當的使用方式與管理策略。但是

海洋生態系統卻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

研究領域，因為其一方面受到因溫室效應

所引發的全球氣候變遷所改變，另一方面

更會因為區域性人為不當的開發、利用與

管理，而導致近岸海洋環境的激烈變動。

例如因為在主要河川建築水壩造成近岸海

洋生物生產力與漁業資源的枯竭，或是因

為河川廢汙水的直接排放所造成的藻華或

是紅潮現象等等。由此可見海洋環境生態

系統對於全球變遷或是人為的作用其反應

的敏感度，而此問題也正是現今人類所關

心的焦點，亦是現今國際上共同合作並予

深入研究探討的議題。

　　臺灣已逐步邁向海洋國家，未來臺灣

的海洋如何得以永續經營與發展，如何

得以與世界各國共同來瞭解及研究海洋系

統與全球變遷的互動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

響，都必須仰賴足夠具有海洋環境化學與

生態研究背景之高等教育人才。有鑑於國

內在此方面相關人力的嚴重缺乏，本校於

2004 年以設立卓越研究所的名義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2005 年正式獲得教育部核准設

立，並於九十五學年度開始招收碩士班學

生。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設有鼓勵

教師從事尖端學術研究的獎勵措施，更設

有學生就讀及出國深造的獎學金辦法，以

鼓勵學生與就讀期間積極參與教師研究工

作，並特別鼓勵學生畢業後能繼續出國深

造攻讀相關領域的博士學位，持續地為國

家培養海洋科學的高等教育人才，為海洋

臺灣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
遷博士學位學程
　　全球環境變遷為面對全球暖化、氣候

變化、海洋酸化、人為活動對自然環境衝

擊等的最重要的科學研究領域之一。根據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全球氣候

變化資料指出，氣候的異常將導致 2080

年前，數百萬計的人面臨糧食短缺的困

境，而部分國家和地區陷入水荒。探究原

因，可歸咎於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工業革

命改變了人類舊有的農業生活習慣，雖然

帶動了經濟發展、也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品

質，但因此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快速

增加，並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造成全球環

境的變遷。工業革命導致的全球環境變遷

嚴重干擾到海洋系統的運轉，進而影響到

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同時，海洋資

源也因為全球暖化、過度捕撈和海域污染

等因素，漁獲量逐年減少並可能已經降至

極限值。在現代人類文明所依賴的能源與

資源方面，因化石燃料的日漸短缺，農地

因過度開發而流失等等問題，人類未來的

生存與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我們希望基

於海洋與地球科學的研究，深入瞭解海洋

與地球系統在全球環境變遷下的反應，並

藉由發展創新的地球與海洋科技，從中找

到因應之道與未來的海洋產業。地球與海

洋環境資源的永續經營需要透過以地球與

海洋環境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研究與預測，

才能提供適當的管理策略，故全球環境變

遷與海洋生態科學為本院全力發展的方

向。

　　在此方向下，基於研究分工，避免與

本院既有之博士班重疊，並培育學生跨界

整合研究的能力，本博士學位學程以「環

境變遷」及「海洋資源與管理」為研究

重點，於 2014 年獲得教育部核准設立，

2015 年 9 月第一屆博士班學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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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材料工程研究所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於1953年創設，

除設有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外，並同時招

收博士班學生。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之教

學研究涵蓋機械之主要領域，其中包括固

體力學與材料、精密設計與製造、熱流與

能源工程、機電控制與自動化、及奈微米

機電等學術領域。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隨產業結構的變

化及新興科技的發展，調整教育研究領域

之整合。近年來朝著機電整合、自動化工

程、精密量測與加工及微機電系統等方向

規劃，整合電子、資訊、電腦、電機、光

電及控制等科技，應用於機械領域。

　　為提升教育的深度及廣度，機械與機

電工程學系與本校其他相關系所共同開

設具整合性及前瞻性的跨院系學程，例如

「海洋工程建造科技學程」、「船舶機電

學程」、「奈微米科技學程」、「機電整

合與控制學程」與「海洋能源科技學程」

等供學生選讀，以培育學生其跨領域專長

及整合科技的能力。課程安排上，除學習

機械與機電領域之基礎理論與概念外，並

輔以各項實驗及實習，以達理論、實作之

結合。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博士班之研

究領域涵蓋理上相關科系之課題，學生可

選擇適合自己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

　　為促進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教育品質

及畢業生就業競爭力之提升，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自 96 年起參與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且獲得

通過第一週期及第二週期各 6 年之認證。

將繼續推動第三週期之工程教育認證，以

使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與先進國家之工程

教育齊頭並進，並提高學術聲譽及社會認

同。

　　宗旨與教育目標：

1. 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工程知識，進行工程

系統之規劃、設計開發、生產與計畫管

理之能力。

2. 培育學生能具備機電與自動控制、電腦

資訊管理、結構、熱流及船舶等任一子

系統之設計整合能力。

3. 培育學生持續學習的習慣並理解專業倫

理及社會責任。

4. 為因應高級人才需求，於 1992 年設立

研究所碩士班，2008 年設立博士班，

目標在培育機電與自動化系統、熱流系

統、結構系統、電腦資訊系統與船舶工

程系統相關工程專業研究人才，以及訓

練各專業工程系統介面整合之研發人

才。

系統工程暨
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於1959年創設，

原名「造船工程學系」，是臺灣培養船舶

工程人才歷史最悠久的科系。造船工程

所需考慮之系統甚多，各系統間之匹配整

合，常需應用到系統工程之規劃技術，加

以現今工業界對系統整合知識能力之要求

甚殷，因此 1999 年更名為「系統工程暨

造船學系」，以培育更廣泛符合時代需求

之人才。目前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有專任

教師 17 位，兼任教師 6 位，教授造船及

其相關系統相關之課程。而研究範圍則涵

蓋：船體結構分析、螺槳設計、流場計算

分析、流體觀察技術開發；造船流程及物

流管理系統開發、產品履歷系統開發；船

舶、軌道及車輛系統振動分析、聲學材料

開發及測試、環境聲學模擬、環境振動與

噪音之量測技術、聲學元件現場量測技術

之開發；微機電、光機電及生物醫學系統

整合等相關領域。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教育目標為：

1. 教授學生有關工程及機械方面的基本知

■ 熱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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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2. 培育學生具備應用工程知識，進行工程

系統規劃、設計開發之能力；

3. 培育學生具備船舶設計、機電與自動控

制、結構、熱流及等任一子系統之設計

整合能力。

　　在此教育目標下，系統工程暨造船學

系共分四大教學組別：

1. 船舶工程與管理領域；

2. 結構與振動噪音領域；

3. 熱流領域；

4. 機電與自動控制領域。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方向依此四

大組別可分為：

1. 推進系統及再生能源相關技術開發；

2. 流場觀測技術開發；

3. 產品履歷系統相關技術開發；

4. 聲學材料開發與測試；

5. 振動及聲學相關模擬技術之開發；

6. 微機電、光機電及生物醫學系統整合。

　　而相關附屬的實驗室則有：系統最佳

化實驗室、啟發式方法實驗研究室、電腦

輔助工程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室、光機

電整合實驗室、振動實驗室、PIV 流力實

驗室、中型空蝕水槽實驗室、音響實驗室

（無響室及迴響室）、大型空蝕水槽實驗

室、計算流力實驗室、微系統實驗室等。

這些實驗室負責執行由科技部、政府單

位、財團法人、業界支持之研究或測試計

劃。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是以造船產業為

主體所衍生的專業知識為授課主軸，教

授與船舶、流體力學、結構振動與噪音、

微機電系統整合等機械特殊相關領域之知

識。畢業學生在船舶、機械、電子資訊、

工程顧問等行業就業，成為臺灣培養造

船、流體力學及振動噪音人才的重要支

柱。

河海工程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是一個結合土木、水利

與海洋工程的系所，教育目標在訓練學生

具有一般土木工程基礎素養，並有河海工

程之專業，成為一個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工

程師，以配合國家從事重大建設與發展海

洋科技。目前計有專業教師 26 人，其中

終身特聘教授 1 位、特聘教授 2 位、教授

20 位及助理教授 3 位，研究涵蓋計算力學

與電腦輔助分析、防蝕科技、環境大地工

程，海岸與坡地防災科技、大地資訊系統、

海域國土規劃與管理策略、綠色運輸規劃

與運輸方案評估、綠色能源、海岸環境開

發、保護與復育工程、河川工程、海岸工

程、港灣工程、海洋能源、水資源規畫與

管理、雨水資源化、水旱災防治、集水區

降雨逕流模擬、水污染防治等相關領域為

主。

　　河海工程學系為全國唯一河海工程特

色之系所，創立於 1960 年，近一甲子培

育許多工程實務與學術研究之人才以多達

4,000 人以上，在堅持專業教育理念與兼

容並蓄的發展特色下，不僅是海洋工程科

技的領航者，在土木、水利工程方面，更

是臺灣學術界與產業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支

柱。

　　河海工程學系主要學術分組為：

1. 海洋工程組。

2.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組。

3. 大地工程組 ( 包括大地工程與運輸規

劃 )。
4. 結構工程組。

　　主要之研究發展方向涵蓋：

(1) 水岸生活圈之工程規劃研究。

(2) 工程材料研發與防蝕科技。

(3) 海岸環境營造、防護與保護工程研

究。

(4) 海象觀測預警與防災研究。

(5)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相關研究。

(6) 計算力學與電腦輔助分析技術。

(7) 與河海相關之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8) 海洋能源與綠色能源開發。

(9) 雨水資源與綠建築研究。

　　河海工程學系目前有三棟教學研究大

樓，包括河工一館、河工二館及海洋工程

綜合實驗館 ( 北臺灣規模最大 )。4 個教學

實驗室、15 個研究試驗室，計算與模擬、

近海防災科技等 2 個研究中心。教師之教

學與研究多具備理論與實務並重，除科技

部研究計畫外，亦多方爭取建教合作計

畫，提供同學們多元的學習及研究環境。

　　河海工程學系將持續透過工程教育認

證作為系務改革的媒介，以「深耕教研，

放眼國際，飛躍五十，再創河工」展現系

上的企圖心，以學生為本、追求卓越及永

續學習為努力的目標，養成學生具有敬業

樂群及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給予宏觀的

國際視野，以提昇競爭力。

材料工程研究所
　　材料工程研究所設立於 1993 年，培

育並提供國家建設及工業、科技及經濟發

展中所需之高級材料研究開發與應用人

才。

　　材料工程研究所課程依海洋材料科技

領域分為金屬材料、營建材料及電子陶瓷

三大類：

1. 金屬材料：腐蝕與防鏽技術、焊接技術

及先進材料之開發。

2. 營建材料：材料結構及非破壞檢測。

3. 電子陶瓷：薄膜化功能材料、電子陶瓷

材料開發與元件應用。

　　材料工程研究所之發展重點有：

1. 腐蝕與耐蝕合金開發：探討腐蝕誘發破

裂起因，海洋結構物防蝕技術及腐蝕抑

制劑開發研究，進行塊狀非晶質合金、

超耐蝕不鏽鋼、鈦基合金、鎳基超合金

之開發與應用研究。

■ 船舶工程與管理領域

■ 員山仔分洪道 ■ 濺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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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與海洋工程、海洋機電設施、海岸災

害防治等各個面向。同時整合本校工學院

之教師與設備資源，強調跨領域、整合性、

專業性。學生可依其興趣自由選修一課

群，以便日後深造之用；更鼓勵其選修其

他課群，培養學生視野，提升學生於海洋

工程科技之專業知識及整合能力。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是整合工

學院四個系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系

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河海工程學系、材料

工程所）、電機資訊學院以及海洋科學與

資源學院之教學人力與試驗儀器設備，於

2016 年增設成立。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以造船、艦艇自動控制、海事資通

訊、資通電系統整合、海洋產業機電系統、

海洋綠色能源與海事工程、海岸與水利防

災、海洋尖端科技材料，以及海洋地熱能

源工程為主要研究領域；並請參與共同研

發之企業提供特定研究主題做為實務學習

的標的。參與本學程之研究生得就此具體

的標的進行技術與實務的學習規劃，並提

出學習規劃書，經指導教授與參與企業同

意後，將研究成果撰寫投稿於相關期刊或

進行實務開發。

　　本學位學程之研究生於實務實習時，

應於每學期繳交研習報告，詳列研究進

度及對產業之實質貢獻，並由企業主管稽

核。成效檢核概分為三階段進行 :

(1) 博士知能階段：本階段為本學程前兩

年之學術課程學習階段，學分之認定

概依系所博士班修業規定辦理，除此

外亦須審查課程是否符合系所之規劃

課程。另外此階段完成後，學生需撰

寫符合一般學術標準格式之英文論文

一篇，連同修課資料提交系院級博審

會通過始得進入實務開發階段。

(2) 實務開發階段：在正式進入本階段前，

修讀學生必須到企業進行短期實習（時

間長短由指導教授與企業法人協定），

實習結束後撰寫詳細的實務開發學習

計畫書提交系院博審會審定通過方得

啟動。

(3) 學位完成階段：前兩階段完成後修讀

學生需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依循相關

審查流程申請舉行博士學位考試。修

讀學生得彙整前兩階段審議通過的資

料，並應提出合於培育系所博士班修

業規定之論文或工程實務應用成品 ( 如

具嚴格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專利或

技術移轉產品、高價值之電腦模擬分

析程式等 )，經指導教授與參與企業同

意後，提交系院博審會審定通過後，

始得舉行博士學位考試。

　　經本學程培育之博士班學生，可具備

產學研發之實際經驗，可符合成為企業所

需之人才，而企業亦將承諾學生畢業後至

少聘僱 3 年，若學生有更好的產業職缺，

亦可轉至相關產業任職，甚至自行創業。

企業除未來可以取得適合之人才以及具研

發之菁英外，其研發成果也能透過本校產

學技轉中心之協助申請專利，保護企業與

參與人員的智慧財產權，並在協議後至少

予以企業優先使用權利，達到產學雙贏。

2. 材料高溫腐蝕及氧化研究：研究結構材

料高溫氣體腐蝕之性質及防治。

3. 材料銲接技術研究：進行銲件應力腐蝕、

銲修製程技術開發及高功率密度銲接製

程研究。

4. 材料表面改質技術研究：表面防蝕技術、

進行 TRD 表面硬化技術、物理蒸鍍、

雷射表面硬化處理之研究。

5. 特殊材料製程與奈米材料研究：利用濺

鍍法、機械合金、奈米壓印等製成來開

發具特殊性質之奈米材料。

6.RC 結構防蝕與強化技術研發：進行 RC

腐蝕防治、陰極防蝕技術研究、鋼筋混

凝土構件防蝕研究。

7. 高性能混凝土之研究：進行高強度緻密

性混凝土開發、混凝土化學摻料及人造

骨件開發等研究。

8. 薄膜化陶瓷材料製程研究：利用薄膜製

程開發硬質陶瓷、陶瓷電容微小化技

術。

9. 擴散阻礙效應研究：利用陶瓷薄膜進行

模具保護、電子材料可靠度研究。

10. 電子陶瓷薄膜與低維度奈米結構之研

究：薄膜與奈米結構之合成、顯微組

織與光、電、磁特性關聯性研究、開

發氧化物創新電子與奈米元件。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 系 )
　　因應教育部建置更有利於大學提升競

爭力的環境之宏觀理想，及開展海洋教

育事業無限可能的未來，連江縣與本校合

作，推動在馬祖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馬祖分校」。馬祖地理位置特殊，配合海

洋大學的研究特色，馬祖分校可成為兩岸

海洋教育人才培育之重要基地，為海洋教

育紮根。本系創立於 2017 年，基於「海

洋工程科技」特色，包含如海洋能源系統、

■ 學生使用示波器進行系統之測試與分析 ■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 多方向不規則造波平面水槽

■ 乾燥手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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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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

光電科學研究所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成立於 1968 年，宗旨

係順應全球電機資訊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

展，積極培育一般電機工程相關的高級技

術與研究人才。電機工程學系為一活力充

沛、發展潛力雄厚的科技系所，擁有來自

世界各地名校優秀博士所組成之堅強師資

陣容。在此優秀之師資下，期以教學與研

究並進之方式，帶領學生同登學術的殿

堂。

　　電機工程學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課程規劃涵蓋

通訊與訊號處理、控制、電力、固態電子、

電波、資訊科技等六個學域。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無線通訊、適應訊號處理、

軟體無線電、通訊系統晶片設計、水下通

訊、非線性控制、強健控制、智慧型控制、

電力系統、電力調度、電力電子、電動機

控制、感測元件與系統、光電工程、IC 設

計、（奈）微光機電整合、微波多工器、

波導理論、多葉片導波管、微波主動元件、

電磁干擾、微波成像、水下超音波成像、

雷達影像目標辨識、計算機系統、軟體工

程、類神經網路、人工智慧及派屈網路。

　　電機工程學系積極參與國科會、資策

會、交通部、中科院及民間科技公司的研

究計畫與建教合作，並協助舉辦學術研討

會。電機工程學系的系友們，除了在電力、

電信等公營事業、教育、學術研究單位及

政府機構等就業外，更分佈於各大民營公

司，從事通訊、電腦網路、半導體及電腦

週邊等各項電子產業的研究發展，其表現

深受外界的肯定與好評。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創設於 1996 年，2000

年增設研究所碩士班，2006 年成立博士

班，2015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是一個充

滿朝氣與活力的新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以研究與教學為主要目

標：教學課程兼顧理論基礎與應用實務，

各項課程除課堂講授之外，並由教師及助

教輔以實驗應用、線上操作及作業討論。

資訊工程學系並參與規劃跨院系之整合性

專業課程，如軟體工程學程、3D 多媒體

學程、物聯網學程程等，期使資訊工程學

系學生擁有紮實、多樣化之基礎知識。此

外，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各項先進資訊

研究計畫，每年執行來自國科會、教育部、

農委會、縣市政府及中科院等單位之委託

計畫。

　　資訊工程學系教師教學認真，大部分

自編講義與教材，上網供學生下載學習，

並採用平板電腦投影教學，傳統與現代科

■ 水下聲學通訊系統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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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與導航工程
學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創設於1987年，

以培養通訊、導航及控制科技人才為目

標，使其具有系統設計研發、工程整合與

應用軟體開發之能力。課程包含基礎課程

與核心課程，課程設計符合產業之需求和

科技演進之趨勢。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亦

重視實習課程，可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應

證之經驗。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現有大學部與研

究所碩士班，並有「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提供學生直升研究所取得通訊與導航工程

學系碩士學位之捷徑。通訊與導航工程學

系教師與產官學界長期合作執行各項科技

計畫，並將其研究成果應用於教學與研究

實例。現有研究生大部分皆有參與國科

會與政府機關及民間科技公司研究專案計

畫。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研究所分為三

組：通訊與訊號處理、電子導航與定位、

控制。

　　各組研究發展的領域涵蓋：

1. 無線通訊、綠能資通訊、物聯網、行動

寬頻資訊系統、智慧型天線、雷達與衛

星影像訊號處理、訊息與編碼、無線定

位、地理資訊系統。

2.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慣性導航、航電系

技結合，提供互動學習環境以增進學習成

效，教學內容規劃重點及人才培育之目標

分別如下：

為配合國家五大創新產業人才需求：

台灣產業發展當前面臨外在與內在的

雙重壓力，在新世紀產業發展之總

體策略思維，當以科技研發與創新為

努力方向。五大創新產業之中的智慧

機械以及亞洲、矽谷這兩個計畫，資

工人才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後續的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以及晶片設計與

半導體產業也需要資工人才的積極參

與。

為培養高級資訊人力：

由於目前專業資訊軟體業人才供不應

求，導致業界轉往大陸與印度等軟

體人力資源充沛國家發展，資訊工程

學系自成立以來與產業界密切進行合

作， 無 論 是 VLSI/SoC/EDA/ 高 速 網

路 / 無線網路 / 行動計算 / 嵌入式 3C

資訊家電技術 /3D 電腦繪圖與多媒體

技術 / 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 / 資料庫 /

生物資訊 / 資訊及網路安全 / 資料探

勘 / 軟體分析設計等都是今後十年間

產業界發展的重點方向。資訊工程學

系教學與研究領域將以上述重點進行

規劃設計，期望訓練出來的大學生及

研究生都能夠積極投入業界。

■ 基因體與生物資訊核心設施

■ 臺灣海域電子航行圖資料庫

■ 模擬五架自動化感測箱網系統

■ 保全機器人室內雙人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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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光材料發光元件、平面顯示、磁光物理、

光纖通訊。

　　光電科學研究所同時與中研院、中科

院及國內各大學合作，擴大研究發展領域。

蓬勃發展而有朝氣的研究所。光

電科學研究所成立，旨在為國家

及產業培養訓練尖端光電科技人

才，強化光電科學研究、並支援

海洋相關科學所需光電技術。

　　光電科學研究所目前研究發

展方向以奈米光電應用為發展主

軸，開展出：

1. 生醫與光電應用技術。  

2. 顯示科技 。
3.新興光電科技等三大研究重點。

　　研究方向包括：太陽能光電、

有機材料發光元件、奈米製程、

材料與結構、掃描探針顯微術應用、拉曼

散射特性與低維度半導體光電特性、超快

光學、表面電漿波理論、實驗及其生物光

電應用、進場光學、量子光學、紫、藍、

統與整合、智慧型

運輸系統。

3. 控制系統、智慧型

控制與機電整合、

載具操作與控制、

人機介面整合、嵌

入式系統。

　　通訊與導航工程

學系畢業學生在產業

界極獲好評，學生在

畢業後發展方向大致

可歸類為下列兩項：

1. 報考就讀國內外電

機、通訊、資訊、航太、管理等研究所。

2. 從事通訊、電子、資訊及航電產業之製

造及研發工作。工作單位如：台積電、

聯電、華碩、廣達、宏碁、華航、長榮

航太、漢翔、裕隆、台達電、友達電、

中華電信、GPS 導航製造商、民航局、

資策會、工研院及各大電子、資訊及通

訊廠商。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
系
　　因應高科技產業快速變動以及下一代

人才所將面臨全球化能源、氣候等險峻挑

戰，「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於 2018 年 8

月成立，將以「培育具備未來競爭力、基

本研究素養、創新及跨領域思維的光電與

材料科技人才」為目標。以下發展策略、

課程及教學規劃都是以該目標為依據，配

合未來產業與國家人才需求訂定。

　　發展策略

1. 建立跨領域研究教學師資團隊，靈活因

應快速變動的科技發展趨勢。

2. 加強全球性危機概念認知，訓練因應未

來危機需求人才。

3. 整合研究資源規劃實驗，實行跨領域合

作實驗教學。

4. 落實專題研究，強化系所連貫學習。

5. 科技英文報告，訓練基本研究素養。

6. 以學習科技輔助教學，加強學生學習成

效。

光電科學研究所
　　光電科學研究所成立於 1997 年，初

期招收碩士生 10 人，現已增加至 37 人，

博士班於 94 學年度正式成立並招收博士

生 3 名，目前正申請成立大學部，是一所

■ 光激發螢光系統

■ 共焦拉曼顯微鏡 ■ 原子力顯微鏡

■ 液晶與雷射光學實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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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所

應用英語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 系）

海洋觀光管理學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應用經濟研究所
　　應用經濟研究所創立於 1992 年 8 月，

前身為漁業經濟研究所。致力於應用經濟

理論與實務之教學、研究與推廣，對於培

養應用經濟、管理等人才不遺餘力。應用

經濟研究所教學方式與目標著重於啟發思

考、獨立研究、電腦應用、外語運用及小

組討論，並搭配多元化的學科取向，包含

經濟理論、計量經濟、應用經濟與海洋經

濟各領域專業課程，以培養學生具備應用

經濟與海洋經濟之知識與研究能力，俾能

滿足繼續深造、從事公職或私人企業服務

等需求。

　　在研究範疇方面，應用經濟研究所朝

向理論與實務並重，包括應用經濟學門的

相關領域，諸如國際貿易、產業組織與市

場行銷、消費經濟與行為、環境經濟與資

源管理、生產力分析、勞動經濟、公共經

濟、海洋經濟、漁業管理與政策等課題。

　　應用經濟研究所目前敦聘名譽教授 2

名、專任教授 3 名、副教授 1 名、助理教

授 1 名及合聘、兼任教師各 1 名。應用經

濟研究所教師除在校積極從事教學及研究

之外，並與國內外政府部門、研究單位、

產業界及漁業企業公司進行學術與產業之

交流合作，亦接受科技部、經建會及農漁

政等單位委託計畫，對研究與教學的內容

與應用，裨益良多。

　　應用經濟研究所畢業生授予商學管理

碩士學位 (MBA)，在學期間，需修滿 40

學分，包含選修課程 25 學分及必修課程

15 學分 ( 碩士論文 6 學分、應用經濟專題

討論 2 學分、海洋人文社會專題 1 學分、

個體經濟學 3 學分及計量經濟學 3 學分 )。

除了修課之外，應用經濟研究所透過實務

研究課題、專題討論、企業參訪及電腦軟

體及工具的使用，達成培養應用經濟與管

理人才之教學、研究、實務能力的宗旨。

教育研究所
　　本校係一所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

的海洋頂尖大學，向來關心高中職與國民

教育、海洋教育的發展，並積極參與師資

培育和教育研究，為能進一步從科技整合

的觀點，結合中等和小學教育學程，以及

海洋、生態、環境等相關系所的師資與設

備，於 2003 年 8 月成立具海洋教育特色

之教育研究所，並於 2006 年 8 月成立碩

士在職專班，培養教育研究人才；另配合

國家發展海洋教育政策，98 及 99 學年度

專案招收教師在職進修「海洋教育碩士學

位班」，目前招生班別有「碩士班」( 分

一般教育組及海洋教育組 ) 及「碩士在職

專班」。

　　教育研究所以「卓越」、「人文」、

「永續」為願景，發展學生研究學術能力、

基本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及自主學習能

力，以期培養具研究學術能力之人才，並

以發展海洋教育、實踐人文關懷及推動終

生學習為教育目標。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數為 33 學分，必

修課程為教育研究法、海洋與教育專題討

論、海洋人文社會專題 ( 碩士班 )、海洋

教育特論 ( 碩士班海洋教育組 )、學術研

究倫理及畢業論文；選修課程分教育理論

研究課程群、研究方法課程群、教育專題

研究課程群及海洋教育研究課程群。

　　課程特色為人文與科技並重，本土化

與國際化兼顧，發展教育哲學、教育管理、

課程與教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

領域之基礎研究，並強化海洋教育的研發

與創新，未來畢業生之出路發展方向：1.繼

續攻讀國外內研究所博士學位；2 兼修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擔任中小學教師：3. 參

加教育行政人員高普考試，擔任教育相關

之公職人員：擔任企業教育訓練師及從事

補教業或文教出版事業。■ 應用經濟研究所講習情形

■ 「2015 年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學術研討會

■ 教育研究所新生座談

■ 外籍生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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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所於 2007 年成立，為

全國第一所以海洋文化作為研究和教育的

研究所，發展重點在對「海洋文化」的現

象與內涵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兼顧「海

洋文化」的整體性與多元性，俾在文化理

論建構和文化產業的創意實務方面皆有所

貢獻。在此目標下，海洋文化研究所除了

海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及其他系所師資外，

亦邀請中研院等校外著名學者授課指導；

主要研究方向，以「海洋文化史」、「海

洋文學」及「海洋社會科學」三大領域為

主。期能為文化研究與文化產業人才的培

育，開拓具「海洋」特色的新天地。

　　海洋文化研究所課程由建立文化理論

觀念和認識文化相關的研究方法，並以海

洋文化論著奠定學生的研究基礎，繼則兼

顧學生個別興趣、背景與需求，分成三大

領域：（一）海洋文化史領域；（二）海

洋文學領域；（三）海洋社會科學領域。

每個領域提供整體概念和不同議題之選修

課程，由全球至區域，由整體至個別，層

次性地深度進入研究主題。最終能在文化

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建構起對三大

領域的空間的學術認知，和專題上的研究

能力，並能產生專業上的應用。

　　相較於國內大學系所開設相關課程之

情況，海洋文化研究所系以「海洋文化」

的整體研究為考量。故除了港市發展與沿

海地區文化、海洋移民與文化交流、海洋

貿易與交通史等海洋史的研究外，更及於

海洋科技史、海洋文化產業、海洋民俗

信仰、以及海洋文學的探討。此乃海洋文

化研究所全方位發展又別創研究領域的特

色，實為他校所無，可謂首開風氣。

　　未來畢業生就業發展可朝向：一、從

事海洋文化基礎學術研究；二、從事各類

文化產業之開發；三、從事各項文化事業，

以及擔任各級博物館、海洋文物館、海科

館、海生館、海洋公園 … 等，以及地方

文化機構、地方文史工作室之專業人員；

四、從事國際文化交流；擔任中、小學及

社會文化教育。

應用英語研究所
　　應用英語研究所創立於 2008 年 8 月，

隸屬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旨

在培養英語教學師資與研究人才，並訓練

學生將學術理論及實務經驗運用於專業領

域。

　　應用英語研究所師資陣容堅強，均具

有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博士學位，專長涵蓋

英語教學、語意學、俗民誌研究、英美文

學等，目前專任教授 2 名、副教授 2 名、

助理教授 4 名，開設研究方法、英語教學、

第二語言習得、應用語言學、電腦輔助語

言教學、專業英語、英美文學等課程；

研究重點包括英語文學、語言學、英語教

學等，同時也以發展海洋相關的英語為特

色。

　　應用英語研究所提供英語語言應用能

力之訓練和研究，重視理論與實務及學生

個別化之需求。學生在學期間，需修滿 34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選修課程分為基

本理論以及應用研究，共 28 學分。課程

分成四類：研究方法、英語教學、專業英

語、以及海洋特色課程。學生亦可彈性選

修本校海洋專業研究所的課程，積極從事

英語應用於專業領域之研究。

　　應用英語研究所希能逐年融入海洋科

技、海洋生態及海洋事務等專業實務課

題，使學生除具有一般基礎英語應用能力

外，更能學習到海事英語等專業實務英語

課程，達成培養專業英語應用人才之教

學、研究、實務能力的宗旨。

■ 海洋文化研究所師生共同參與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師資培育中心
　　本校配合教育部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政

策，於 1995 年 8 月申請設立「中等教師

教育學程」，復於 1997 年正式成立「教

育學程中心」。由於教學績效卓著，獲教

育部評鑑為優等，因此又於 2001 年獲准

增設「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實現中

小學九年一貫師資培育之理想，並配合法

令修正，於 2004 年 8 月更名為「師資培

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以「卓越」、「人

文」、「永續」為願景，以培養兼具海洋

與人文素養的教育專業人才，致力於海洋

教育的學術與實務應用發展為教育目標，

成為國內唯一以海洋教育為發展特色的師

資培育中心。

　　在課程規劃方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至少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並須具

備任教專門科目學分。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至少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40 學分，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並參加半年教育實習，成績及格後成

為合格教師。

人文社會教學研究
中心
　　為深化本校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學成效

與研究水準，推動跨領域之整合、創新、

交流、合作，人文社會科學院於 2015 年

成立二級教學研究單位「人文社會教學研

究中心」，其主要任務為：一、推動教學

研究等事宜；二、建立人文社會跨領域研

究平臺，促進個人或整合型之研究與教學；

■ 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 103 學年海洋英語導覽短片競賽頒奬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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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雲端應用、品牌行銷、文創商品設計製

造、服務整合設計、廣告出版設計、數位

文創設計、工業設計、數位內容與娛樂產

業、廣告文案企畫、藝術文化行政與鑑賞、

文創商品中介行銷、文創企業經營、海洋

文化與博物館相關、藝文活動策展、海洋

文創觀光休閒等。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 (系 )
　　海洋觀光管理學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成立於 2014 年 8 月，係考量近年來科技

的進步與休閒意識抬頭，再加上海洋觀光

休閒的安全性與可及性提高，促成海洋觀

光產業不論在業態或規模上均快速成長，

成為全球新興的重要觀光休閒產業，亦是

世界各國發展海洋觀光經濟的重要選項之

一。本學程整合校內外跨領域的師資，共

同培育未來海洋觀光人才。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將

以培育海岸觀光、近海觀光、水上休憩與

活動及客輪（含郵輪、河輪與渡輪）旅遊

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以因應當前國內與國

際間海洋觀光產業專業人才之需求。海洋

觀光管理學系 ( 學士學位學程 ) 將優先結

合在地海洋觀光資源，並進一步強化產官

學各界資源連結與合作，融入專業理論與

產業實作，讓學生修業完成後可直接投入

職場服務。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 學士學位學程 )

發展的重點在於培育具有國際觀、海洋觀

光實務與管理素質的中高階管理與實務人

才，課程設計以培育學生具備包括 :1. 獨

立思辯與邏輯分析；2. 海洋觀光專業與技

能；3.組織經營與管理；4.策略規劃與分析；

5. 領導統御與執行能力；6. 行銷企劃與創

新；7.人際溝通與協調；8.人文與藝術鑑賞；

9. 外語溝通與表達；10. 多元文化與國際

視野。

三、推動國內外各學術機構之交流與合

作。已執行和正進行的整合計畫有：

1. 科技部數位人文計畫【明代海洋經理

與 敘 事 之 數 位 人 文 研 究 】( Ⅰ , Ⅱ ,)

（104.8~106.7，整合研究計畫）：包含

四個子計畫：「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

數位人文研究：「島嶼與航行」、「明

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經

典與經世」、「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

數位人文研究：海戰詩」、「明代海洋

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治倭思

維」。

2.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海洋文化觀光客

群整合計畫】（102.9 ～，整合教學計

畫），整合本院應用經濟研究所、海洋

文化研究所、師培中心、教育研究所等

七位教師十一門課進行之。

3. 教育部辦理補助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

發展計畫【深植海洋人文與創新社會實

踐：海洋人文社會教學研究的價值連結

與典範型塑】（105.2.1 ～ 106.1，整合

型教學研究計畫），包含七個子計畫：

「海洋人文社會」、「海洋通識」、「海

洋英語」、「海洋教育」、「海洋文化」、

「海洋文創」、「海洋經濟」。

4. 新北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

制專業服務委託案 (105.9.21~106.1.21，

產學計畫 )。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
學士學位學程 (系）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簡稱：文創設計系 ) 於 2016 年成立，隸

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創設計產業

學系以培養具有海洋素養、外語和數位知

能，並兼具文創資源運用、文創產品設計

與文創產業經營之複合性文創產業人才為

目標，著重學生整合設計與服務設計能力

的培養，以因應新興的社會人力需求；並

結合校外資源，強化產學連結與跨領域實

作學習，俾與就業緊密結合；除專任教師

外，亦聘請相關業師授課，並與文創設計

產業相關公私部門建立學生實習機制。

　　本系課程發展重點：（一）基礎課程

強調海洋素養、外語能力與數位知能；

（二）專業課程以海洋文創資源、文創產

品設計、文創產業經營為重點；（三）統

合本校既有學院系所之相關教學資源；

（四）強化產學連結與跨領域實作學習。

本系設有立體製作教室、數位與平面製作

教室、電腦繪圖教室、繪畫教室、攝影棚、

學生實作室，以及 3D 列印、雷射切割與

其他數位製造設備。以滿足平面、數位及

立體設計等專業課程，並提供學生作品展

示發表空間，鼓勵學生參加國際競賽，增

加國際能見度。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獨特的海洋自然

與人文特色。但在高校體系諸多文創產

業系所中，尚未出現以海洋文化為底蘊、

鎔鑄海洋意識於其中、突顯臺灣海洋自然

與人文特色的教學研究單位。本校自創校

以來，向以「海洋」為發展特色；從國際

國家的新興產業、國家立法和政策需求、

地方轉型發展、社會責任實踐等各方面來

說，本校有必要設立具有海洋特色的文創

設計產業學士班，以培養具有海洋人文素

養、數位知能、國際化能力的文創設計與

產業經營人才，俾利於社會文化與經濟的

發展，持續提昇臺灣海大的貢獻。

　　本系具有海洋文創資源運用、文創產

品設計與文創產業經營之複合性課程，能

提供學生文創設計發想特有的海洋元素與

文化底蘊，並培養其從事文創設計產業的

實務能力。畢業生出路除繼續在相關領域

深造或參加相關公職考試外，主要從事發

展文創設計產業相關工作，如文化雲與文

■ 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揭幕

■ 與雄獅旅行社郵輪行程產學合作計畫，於基隆港務公
司執行旅客登船出入境實習

■ 105 年大學博覽會黃麗生院長（右）與顏智英主任共
同介紹文創設計系

■ 顏智英主任（右）細心地向同學介紹文創設計系課程
架構及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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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 系）

海洋法律研究所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 研究所）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
學程（系）
　　地球表面面積的百分之七十為海洋，

海洋不僅富藏多樣的生物與礦物資源，更

對於全球氣候與能量系統的傳遞和循環，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人類文明的發

展也深受海洋的影響。自從 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於 1994 年生效以來，

海洋事務已然成為全球性的公共議題，世

界各國紛紛致力於研究海洋開發與保護的

議題，並藉由海洋法規與海洋政策的制

定，以維護其海洋權益。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總長度約 1,600

公里，領海面積約達 17 萬平方公里，為

領陸面積的 4.72 倍，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

家。臺灣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國

防以及生態系統的發展，都與海洋密不可

分，「海洋立國」乃為臺灣的基本國策。

　　海洋法政學系 ( 學士學位學程 ) 為創

設於 2015 年 8 月，就是為了響應「海洋

立國」的政策而設，希望能為臺灣海洋法

政教育開先河，為國家海洋經營策略奠利

基。海洋法政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之課

程設計包括海洋法律及海洋政策兩大主

軸，提供學生海洋法律、政治、經濟等專

業教育訓練。

■ 海洋法政學系揭牌典禮

■ 藏書室 ■ 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 上課教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1

更為充實本所師資陣容。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
學程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於 2017 年 8

月1日設立，隸屬於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強調以社會科學為

基礎，培養學生對於國家利用海洋所應維

護的國家法益，在不違背相關國際規定的

前提下，如何透過政策提出、法制建立、

政策執行的專業訓練。研究領域包含海洋

資源運用、海洋環境保護、海洋安全利用、

主權暨海域等面向，依此建構學生的海洋

意識，提出具體的海洋政策，達成國家利

用海洋的目標。經由傳授海洋法政的專業

知識，培養學生針對國家得利用海洋的相

關事務提出、擬定及執行相關策略，達成

經略海洋事務、永續海洋資源，提升臺灣

於國際間的海洋戰略地位，成為海洋國家

的中堅。

海洋法律研究所
　　海洋法律研究所創設於 1977 年 8 月

理工學院海洋研究所甲組，嗣於 1991 年

8 月 1 日奉教育部核准為海運學院海洋法

律研究所，並於 2005 年併入人文社會科

學院，2015 年改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2001 年設立碩士在職專班，2003 年設立

博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均分為甲

組（法律系畢業生）及乙組（非法律系畢

業生）分別招生。

　　海洋法律研究所之主要設立宗旨在於

研究海洋法學的高深理論，培養國際公法

學與私法學的專門研究人員，並對海洋法

學有關問題提供建議，以促進海洋資源的

開發與利用，進而確保國家對海洋的掌握

與維護應有的權益。海洋法律研究所是我

國及亞洲唯一以海洋法律為研究及教學重

點的法律專業研究所。

　　海洋法律研究所師資目前有專任教授

一名、副教授三名、助理教授二名，兼任

教授五名、兼任助理教授一名，都擁有法

學博士學位，均具國際海洋法學與國內海

洋公、私法學專長。

　　海洋法律研究所於 1994 年遷入本校

海空大樓，各項設備均持續更新，以提供

海洋法律研究所師生良好的學習及研究環

境。海洋法律研究所目前擁有一座小型圖

書室，蒐藏中外專業書籍期刊共約 2,000

餘冊，本校總圖書館亦有典藏之專業書

■ 海洋法律研究所講習情形

■ 海巡署護漁

籍，資料相當豐富。海洋法律研究所現有

教師專用研究室 8 間、專用教室 5 間、法

律服務社辦公室 1 間、電腦室 1 間及碩士

生研究室 6 間、碩士在職專班研究室 1 間、

博士生研究室 1 間。

目標

　　海洋法律研究所旨在研究海洋法學的

高深理論，培養海洋公法與私法的專門

學者，並對海洋法學有關問題提供參考建

議，以促進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進而

確保國家對海洋的掌握與應有的權益。

發展重點

(1) 配合國家組織變更，倡議設立「海洋

事務部」，系統蒐集海洋法及政策方

面之圖書資料，建立完整之圖書資料

中心。

(2) 增聘海事公法、私法之師資，以補強

海洋法學之研究。

(3) 積極與國內外海洋法及政策研究單位

進行連繫及交換研究成果及資訊。

(4) 成立海洋法及政策資訊網站，以利研

究及查詢。

(5) 加強整合國際海洋法及我國國內海洋

法、海上運送、海事刑法等研究。

(6)加強海峽兩岸之海洋相關問題之研究。

(7) 推動海洋政策及法制之永續發展，籌

設「臺灣海洋法學會」

(8) 持續辦理「臺灣海洋法學報」，加強

學術交流。

(9) 加強國內外海洋法及政策師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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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教育中心

　　為了培育海大學子成為具備海洋意

識、人文素養與應用能力的專業人才，

2013 年 8 月 1 日成立共同教育中心，這是

由共同科、人文及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

心改制而來的一級學術單位，設立語文教

育組、博雅教育組、體育教育組與藝文中

心、華語中心，負責全校通識教育之教學、

研究、推廣等相關事宜。

　　共同教育中心教育目標：

1. 培育本校學生兼具專業化與學術化的通

識課程，並顧及自我發展及適應生活的

能力。

2. 陶冶學生真美善人格、博雅氣質，樹立

全人教育，終身學習的人生態度。

3. 培養學生兼具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的宏

觀氣度的人文素養。

4. 培養永續發展的海洋特質人生觀。

5. 貫徹誠樸博毅的校訓精神，並兼具德智

體群美的海洋學子。

　　共同教育中心主要是要培養學生自我

發展的能力，除了訓練其基礎能力外，還

要協助學生拓寬視野，開展美善人格，以

適應社會變遷，達成個人理想的生涯規劃；

除了培養專業科技知能之外，還要具有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人文素養，

以及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的宏觀氣度，以

作為「正德、利用、厚生」濟世救人基礎

的全人教育。因此，它不僅是人文與科技

的基礎，更是人學教育的核心。

　　自 102 學年度開始，通過成立共同教

育諮議委員會，為全校通識教育改革跨出

一大步，除了各系所的專業課程訓練之外，

共同教育中心因應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大

學教育核心，規劃基礎課程（國文領域、

外文領域）、博雅課程，體育、藝文及華

語文等課程。其中基礎課程旨在強化學生

語文能力之訓練，以為進修之工具；充實

人文素養，以陶冶其性情。而博雅課程旨

在訓練學生思維表達方法，培養美感情操，

透過生命教育、品格教養，掌握社會文化

脈動，並配合本校「擁抱海洋，心懷藍天，

放眼天下」、「研究海洋相關學術為主，

但不以海洋為限」的辦學理念，以培養有

為有守，能夠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兼備

「誠、樸、博、毅」的現代知識分子、優

質世界公民；同時也規劃人格培育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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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化的課程，厚植海大學

子人文素養、加強自我學習能力，並拓展

宏觀的海洋視野，深化海洋意識，激發對

海洋的熱忱，以形塑海大學子兼容並蓄、

積極創新、追求永續發展的特質與人生觀。

而體育課程係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

同教育課程須知」施行，課程內容含括球

類、舞蹈、技擊、海洋運動、健身及適應

體育等六類。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學生運動

知識、運動技能及情意發展，注重體適能

提升、運動鑑賞能力培養及海洋運動技能

奠立，強化適應體育之發展，並藉由體育

課程規劃與執行，讓學生將運動技能與樂

趣帶出校園，貫徹終身運動習慣之專業能

力外，更期透過體育課程運動教育功能與

目標達成，培養學生基本素養與具備核心

能力，意即使本校學生具備海洋及人文素

養及國際競爭之專業、創造、執行及社會

關懷等核心能力。為了加強藝文教育的廣

度及深度，藝文中心結合教學與展演，積

極籌劃藝術講座及展覽，推動校園藝文活

動及推廣人文藝術，並成為與政府文化單

位及地區文化界互動之重要橋樑。

　　華語中心於 2014 年成立，開設華語

文課程，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的能

力，發展具海洋文化的華語課程以拓展國

際化的視野。在各種自然和社會活動的環

境中學習，還有各種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

等著學生。我們目前的課程包括有定期

（季）課程、文化課程和夏令營。■ 共同教育中心辦理系列演講，樹立全人教育終身學習 ■ 增進國際交流，陶治學生國際視野

■ 基隆市愛樂合唱團 " 閃亮的日子 " 星光音樂劇

■ 共同教育中心揭牌典禮

■ 推動華語文教育，辦理 2017 年暑期印尼地區華語教
師研習專班

■ 共同教育中心架構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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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鯛生殖腺各種生殖相關基因的抗體染色結果

海洋中心

　　為了因應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本校張清風校長於 2005 年任職教

務長之時，負責撰寫計畫書並經評審通過

後，本校榮獲教育部支持下，2006 年 3 月

李國添校長聘任張清風終身特聘教授籌設

「水產生物科技頂尖研究中心」，並經報

教育部核備後，於 2006 年 8 月正式成立，

以共同發展水產生物科技及海洋相關領域

之學術研究為目的，並以本校具有特色之

優勢研究領域為基礎，整合各系所表現優

異之師資及研究人員，並結合校外與國外

優秀學者。

　　依據不同任務與發展目標，頂尖研究

中心經過了二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為

2006 年 8 月成立後至 2010 年 l 月「水產

生物科技及頂尖研究中心」，此階段主要

工作為設立核心實驗室平台，建立優質研

究環境，致力重點研究領域基礎研究，厚

植學術實力，打造國際一流之水產生物科

技研究重鎮。第二階段於 2010 年 l 月，

為求未來發展更具特色，持續加強水產生

物科技及海洋科學兩項領域之整合，修改

中心名稱為「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中

心」，此階段中心研究重點擴大到海洋生

態與環境科學，加強特色研究群體之形

成。第三階段於 2013 年 l 月改為「海洋中

心」，將研究重點加入海洋工程（主要為

新能源之開發）及海洋文教及產經法政，

期許海洋中心帶動本校在海洋科學及水產

科技、海洋文教及產經法政、海洋工程及

前瞻科技等三大領域的發展，逐步達成海

大成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之世界級

海洋頂尖大學。

　　目前，海洋中心整合校內外資源，建

構推動海洋科技研究領域所需之軟硬體

設施，進而籌組跨領域研究團隊，推動本

校在「全球變遷與海洋生態」、「水產科

技與疾病防禦」、「海洋能源與電資科

技」等三項特色領域研發能量，協助本校

達成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世界級「海洋頂

尖大學」的願景。目前本校在海洋科技領

域（Oceanography, Marine and Freshwater 

Biology, Fisher）論文成果已居全國第一

名；在東海、魚類性轉變以及浮游動物三

主題研究成果，已分別名列世界第一及第

三。海洋中心研究團隊在 2011 至 2016 年

問發表了 SCI 期刊文章共計 1097 篇，而

刊登在各領域排名前 10％的高品質國際期

刊的文章約佔 20.9％。

　　海洋中心不僅延攬國際級講座大師，

包括聘任廖一久教授、曾萬年教授、李健

全教授、石長泰教授、陳鐵雄教授、Dr.

S y l v i e  D u f o u r、D r. O l i v i e r ,  K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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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中心核心儀器室設置各項基礎及貴重儀器，提供 24 小時開放使用

■ 海洋中心定期舉辦儀器教育訓練，以教授各儀器之使用，讓師生更加熟悉各種儀器，操作順手

■ 珊瑚排卵於雌珊瑚之卵巢觀察

Dr.Martens, Koenraad Roger Liliane Marc、

小河久朗教授、林正文教授、潘迎捷教授、

林彬教授、李鴻源教授、歐善惠教授、鄭

愁予博教授士、孫志陸教授、黃耀文教授、

Dr. Cunming Duan、胡興華教授、蕭丁訓

教授及沙志一教授共 21 位，同時也致力

於年輕人才的聘任與養成，例如呂健宏博

士、鍾至青博士、吳貫忠博士、識名信也

博士及康利國博士己獲本校延攬為助理教

授。目前中心共聘有 4 位專案助理研究員：

楊正顯博士、蔡昇芳博士、徐德華博士及

Dr. Mark Grygier。專案助理研究人員均經

過本校教師聘任三級三審程序，具有向外

爭取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的資格。

　　本校於民國 82 年開始創辦海洋學

刊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第一

期「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中心」計畫

補助期間（2009 年）成功被收錄在 SCI 名

單，是國內唯一海洋科技研究領域的 SCI

期刊，目前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為

0.305，中心將持續努力，提升此期刊的國

際影響力。

　　除此之外，海洋中心主辦或協辦各項

國際及國內研討會，單以 2011 至 2017 年

度而言，累計超過 60 場。海洋中心同時

在本校生命科學院館內建置與整合核心儀

器室，這個全國共用的核心儀器室，總面

積約近 250 坪，並已購置 40 部基礎與貴

重儀器，總經費超過 1.5 億元。核心儀器

室運作是以 24 小時開放的模式，提供給

校內外師生或研究人員免費使用，計畫

執行期間所有儀器的累積使用率已高達

67,000 人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5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基於國家海洋教育政策之需求，亟需

設置一個永續推動海洋教育的整合性機

構，乃經由相關會議討論及透過各方意見

之蒐集，進一步彙整與提出設立本中心，

並將設立宗旨訂為：

　　「秉持國家海洋教育政策，整合國內

外海洋教育資源、調查海洋專業人才供需

情形、建置海洋教育推動平台、提升全民

海洋意識，並協助政府推動海洋教育，及

結合社會各界永續發展海洋教育。」

　　根據上述「設立宗旨」，列出下列四

項設置本中心的具體目標：

　　第一、調查人才供需情形：建立各海

洋類科人才培育需求長期資料庫，以持續

分析專業人才需求，並結合政府研究部門

推動海洋教育專案研究。

　　第二、整合全國相關資源：彙整全國

海洋教育推動成果，建立全國性海洋教育

網路學習平台，以提供中小學教師及民眾

各項學習資源與相關活動訊息。

　　第三、提供政府相關協助：檢討與評

估海洋教育執行情形，協助政府擬訂海洋

教育發展策略及推動海洋教育政策。

　　第四、提升全民海洋意識：強化民眾

對海洋職業之認知，促進各級學校師生海

洋教育相關知能，並結合社會教育以提升

全民海洋意識。

　　根據上述目標，進一步規劃本中心未

來五年（2017-2021 年）的四項發展主軸

及八項執行項目如下：

■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

■ 2016 海洋專業人才培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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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1：建置海洋教育資料庫

　　 1-1. 彙整海洋教育統計年報

　　 1-2. 建立學生海洋素養調查機制

　　 1-3. 強化海洋教育資訊平臺

主軸 2：提升全民海洋素養

　　 2-1. 協助縣市推動海洋教育

　　 2-2. 提升全民海洋科普知能

　　 2-3. 推展海洋職業生涯發展

主軸 3：強化海洋人才培育

　　 3-1. 研議縮短學用落差方案

　　 3-2. 建置產官學研互動平臺

　　 3-3. 建立海洋教育者培訓機制

主軸 4：共構海洋教育學習圈

　　 4-1. 促進海洋教育策略聯盟

　　 4-2. 連結國際海洋教育發展

　　 4-3. 整合海洋教育社會資源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執行之任務與海洋

相關單位息息相關，這些海洋相關單位包

括教育部、其他政府機關、各級學校、社

會公益團體、海洋相關民營機構等，其互

動之內容說明如下：

1. 教育部：提供經費與指導本中心之發展

方向，以及本中心彙整部內相關單位之

海洋教育資源，執行其指示之相關計畫

與活動，並由本中心對海洋教育政策執

行情形進行檢討與評估，以提供教育部

進一步修正海洋教育政策及持續推動之

參考。

2.其他政府機關：包括各部會相關單位（海

巡署、農委會、國科會、環保署、經濟

部、交通部 …）、地方政府教育局（海

洋教育資源中心、海洋教育輔導團）、

社教機關（海科館、科博館、海生館…）

等，共同建構海洋教育學習圈，將海洋

教育結合於社會教育，以落實全民海洋

教育。

3. 各級學校：提供海洋教育網路學習平台，

協助教師實施海洋教育教學，提供教師

增能人才庫。

4. 社會公益團體：如荒野保護協會、黑潮

文教基金會、鯨豚保護協會等，共同建

構海洋教育學習圈。

5. 海洋相關民營機構：如張榮發基金會、

陽明海運基金會等，提供部分研究經

費，協助推動海事教育。

■ 研商 106 全國推動海洋教育會議合照■ 2017 海洋教育週 - 海洋．詩與科普的對話開幕典禮

■ 2016 世界海洋日 - 海巡署設攤 ■ 2017 世界海洋日－海巡署設攤

■ 2016 海洋休閒觀光教師教學工作坊 (II) ■ 2017 綠階海洋教育者認證課程 - 海洋服務淨灘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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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協助交通部因應

「1978 年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

公約（STCW）」之生效，乃於民國 70 年

成立航海人員訓練中心，並於 2017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本中心承辦交通部委託之

各項船員專業訓練，包括：求生、滅火、

救生艇筏操縱、急救及雷達觀測等 STCW

所要求之強制性訓練。由於訓練成效良

好，深獲航運界之好評，交通部於 1984

年支付新台幣兩億餘元購置「操船模擬

機」及「自動測繪雷達（ARPA）模擬機」

各一套，安置於本校，以輔助訓練，致使

我國船員素質得以不斷提升。1995 年及

2001 年交通部又購置各式模擬機，交付

本校協助辦理船員訓練，2011 年起交通部

航港局又陸續補助更新各式模擬機以因應

2010 年 STCW 公約修正案。

　　本中心目前共分為三組，分別為航海

人員訓練組、操船模擬組及研發組，本中

心主要任務如下：

一、辦理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MO) 所規

範之航海人員訓練。

二、辦理政府及民間組織所委託之訓練。

三、辦理航海類教師之在職訓練。

四、執行政府及民間組織所委辦之船員訓

練研究計畫。

五、辦理其他有關航海科技之推廣教育。

六、辦理其他有關航海科技之國際交流。

七、辦理港灣規劃及評估。

八、研發模擬機、電子海圖、船舶通訊及

船舶控制等相關科技。

　　目前本中心除接受交通部委託之甲級

船員專業訓練外，同時，本中心每年亦協

助交通部航港局承辦船長及大管輪之岸上

晉升訓練。此外，本中心亦接受海洋巡防

總局及各航運公司委託之人員交流訓練。

由於本中心擔負我國各項海事人員訓練之

責任重大，本校已於 2017 年 8 月 1 日起

將本中心升格為校級中心，直屬校長負責

業務之監督及管理。

　　台灣是個海島，對外貿易幾乎完全依

賴海洋運輸，船員訓練是航運發展之必要

條件。本中心在交通部之支援、學校之協

助及各界之支持下，訓練師資、設備、教

材不斷提升，始終都能保持國際公約之標

準，訓練成果亦得到國際的認同。未來本

中心仍將秉持一貫之服務精神，以實務經

驗豐富的優良教師協助各界訓練出最優秀

之適用人才。

■ 輪機模擬機

■ 全功能操船模擬機

■ 多功能操船模擬機

■ 雷達模擬機■ 電子海圖模擬機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2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　所
 學士班 進修學 碩士班 碩士在 博士班

  士班  職專班

海運暨管理學院
商船學系 ●  ● ● 

航運管理學系 ● ● ● ● ●

運輸科學系 ●  ●  

輪機工程學系 ●  ● ● ●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 ● ● ● ●

水產養殖學系 ●  ●  ●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  ●  ●

海洋生物研究所   ●  ●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

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 ● ●

海洋環境資訊系 ●  ● ● ●

地球科學研究所   ● ●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  ●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  ●  ●

河海工程學系 ●  ● ● ●

材料工程研究所   ●  ●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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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    

光電科學研究所   ●  ●

人文社會科學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  

教育研究所   ●  

海洋文化研究所   ●  

應用英語研究所   ●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洋法律研究所   ● ● ●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  

馬祖校區 (2017年 9月開始招生，規劃 3年在基隆校區與 1年在馬祖校區上課 )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系 ) ●

馬祖校區 (2017年 9月開始招生，規劃 3年在基隆校區與 1年在馬祖校區上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