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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4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第二演講廳 

主  席：張校長 清風                                              記錄：莊立在 

出 席 者：                                                              

當然委員：許副校長兼代理研發長泰文、蔡副校長國珍、莊副校長兼主任秘書季高、張教務

長兼代理共教中心主任文哲、田學務長華忠、唐總務長世杰、張圖資長忠誠、鄭

國際長學淵、海洋中心周主任信佑、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吳主任靖國、海運暨管理

學院桑院長國忠、生命科學院程院長一駿、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陳院長明德(請假)、

工學院李院長光敦(請假)、電機資訊學院程院長光蛟、人文社會科學院黃院長麗生、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陳院長荔彤 

推選委員：(各學院代表及行政人員、學生代表) 

海 運 暨 管 理 學 院： 賴委員禎秀(請假)、林委員成原、郭委員俊良 

生  命 科 學 院：  龔委員瑞林、吳委員彰哲、呂委員明偉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呂委員學榮、陳委員宏瑜、周委員文臣 

工    學    院：  周委員昭昌(請假)、任委員貽明(請假)、陳委員建宏(請假)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黃委員培華、蔡委員國煇、黃委員智賢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共 同 教 育 中 心 ： 

海 洋 法 政 學 院 ： 

顏委員智英 

吳委員智雄 

謝委員立功 

行  政  人  員  代  表： 莊委員麗珍（總務處） 

學  生  代  表： 莊委員蕎繹（學生議會）(請假) 

列席人員：研發處企劃組曾組長聖文 

 

壹、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委員參加今日的校發會議，目前校務的發展非常穩健，且有很大的進展，各項成績

表現非常亮麗。以下簡單報告校務發展概況： 

一、在教學的改革與改變方面，已導入很多新的教學觀念與措施，讓教學的成效更好。 

二、在研究方面，學校越來越著重在主題的研究與整合，主題研究往往需配合國家的發展方

向與產業需求來設計，這方面雖然學校一直在推動，但未來加強的空間很大。例如:工程、

生科、航運等海洋相關的主題研究，一向是海大的弱點，仍需要繼續的加強；另外潛艦

國造、新能源與水產相關的主題研究則是目前做得比較好的。 

三、在系所的整合部份，因應時代的改變與社會的需求，並符合學校的發展，近幾年來積極

進行組織調整，在本次會議也有系所增設調整相關的提案討論。 

四、在學生學習部份，教務處應該要考量跨院、校級的跨領域學習，課程的整合，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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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創新創業相關課程，企業講座與產業的連結，放寬輔系與雙主修限制等，提供

學生更多選擇機會，讓學生依照興趣適性發展，讓學生更具競爭力。 

五、目前學校有很多大型的計畫申請在進行，包括國際處的南向政策計畫，教務處的大學社

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實踐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海洋中心的價

創計畫等，學校整體表現亮麗，非常謝謝各位老師與行政同仁的努力，讓校務發展整體

穩健但不保守，期勉學校持續勇往直前的往前邁進。 

 

貳、各單位推動校務相關發展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詳如附件一，第 8-12頁)。 

二、研發處報告：(詳如附件二，第 13-27 頁)。 

三、學務處報告：(詳如附件三，第 28-50 頁)。 

四、總務處報告：(詳如附件四，第 51-60 頁)。 

五、圖資處報告：(詳如附件五，第 61-63 頁)。 

六、國際處報告：(詳如附件六，第 64-76 頁)。 

七、秘書室報告：(詳如附件七，第 77-85 頁)。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5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6條規定，學校應就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包括投資效益)。 

(二) 財務變化情形。 

(三) 檢討及改進。 

(四) 其他事項。 

二、前項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6

月30日前，將前1年度之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故本校105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

於106年6月30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三、本案業經本校106年4月13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5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 (詳如附件八，第89-125

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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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組織歸屬調整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本校106年2月6日一級主管校務發展座談會及106年3月14日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組織歸屬調整座談會之決議辦理。(相關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九，第126頁)。 

二、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原設置於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惟仍須考量其屬性、特色

調整至適合之學院。經上述2次會議結論，改隸於人文社會科學院有其合理、適切與必

要性(相關說明詳如附件十，第128頁)。 

三、承上，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

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4款(詳如附件十一，第136-138頁)，增設、調整院、所、系與

學位學程案之申請程序規定，研發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四、在所有條件都不變動也不折損師生任何權益的原則下，是否將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由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調整至人文社會科學院，提請討論。 

五、本案業經106年4月6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詳如附件十二，

第139-140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擬申請106學年度增設「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5 年 12 月 2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161572C 號函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公告申請案。 

二、教育部為落實及推動我國食品安全人才培育政策，考量食品安全議題涉及跨領域學門，

乃優先以培育高階專業人才及強化在職人員食安職能為主要推動方向，特訂定前揭要

點。 

三、本校於 106年 1月 17日提出申請並通過初審。106年 3 月 3日由許泰文副校長帶領食

科系龔瑞林主任、張祐維老師、張正明老師及凌明沛老師前往教育部進行複審簡報。 

四、本案業經106年3月24日(五)食科系系務會議及106年4月10日(一)生命科學院務會議通過

在案。 

五、教育部106年3月29日以臺教高(一)字第1060033497D號函，核定本校106學年度成立「食

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六、檢附「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三，第 141-169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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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擬申請107學年度增設「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106年3月15日校長指示食科系協助成立「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並委

託由蕭心怡老師規劃計畫書內容。 

二、本學程之特色為跨領域整合，包含食品科學專業、經濟管理及食品產業管理實務等。

以整合跨領域資源、建立食品安全人才智庫及數位教育資料庫、推動理論與實務並重

之建教合作為其重點發展方向。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

希藉由科學層面及管理層面著手，其培養之人才能提高國內食品安全及保障民眾健

康。 

三、本學位學程安排在台北授課，並與台北商業大學及中衛發展中心合作開設。申請成立

時，食科系須提供教師支援該課程。 

四、本案業經106年3月24日食科系系務會議及106年4月10日生命科學院務會議通過在案。 

五、計畫書送請校外3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1)80分(2)82分(3)83分，平

均分數為82分(詳如附件十四，第170-175頁)。 

六、檢附「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五，第176-230頁)。 

 

決議：本案經委員討論修正： 

1、招生名額建議調高到 15人。 

2、計畫書中請明確載明非食品科學系學生，應多修幾學門課幾學分。 

3、本學程上課地點在台北商業大學，因應場地的租金是採用一個上(下)午來計算，課程

的學分數請規劃為2學分或4學分，總學分數可適度的往上提，對學校的營運較有利。 

4、餘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擬申請107學年度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光電科學研究所」與「材料工

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提請審議。 

說明： 

一、因應少子化、對岸崛起威脅、經濟挑戰、與網路興起…等各項衝擊，擬整併本校「材

料所」與「光電所」，成立實質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碩士、博士班)」，

以替代原有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系通過後配合停招)。 

二、本案經106年3月15日工學院「材料工程研究所」所務會議及106年3月20工學院院務會

議通過。 

三、本案經106年3月15日電資院「光電科學研究所」及「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年3月21日電資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建議「光電與材料科

技學系」設置於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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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分別於106年3月16日及106年3月21日，由光電所黃智賢所長與材料所陳永逸所長

召開整併「材料所」與「光電所」並設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公聽會，現場參與

同學並無意見或異議，會議決議努力推動此案。 

五、計畫書送請校外3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1)88分(2)90分(3)94分，平

均分數為91分(詳如附件十六，第231-236頁)。 

六、檢附「新增「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光電科學研究所」與「材料工程研究所」

更名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七，

第237-267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案由：擬將本中心名稱更名為「航海人員訓練暨海事發展中心」，改為校級中心正式編制，隸

屬學術單位，併同修正中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中心自成立以來雖為校級中心，但是以任務編組之方式運作迄今，現為爭取更多海

事相關業務，擬將本中心改為校級中心正式編制，隸屬學術單位。 

二、本案業經106年1月16日106年度第一次船訊會議及106年4月13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

發展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附「航海人員訓練暨海事發展中心」設置計畫書 (詳如附件十八，第268-275頁)。 

四、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訓練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

如附件十九，第282-283頁)。 

 

決議：本案經委員討論修正： 

1. 中心名稱改為: 「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設置計畫書與設置辦法併同修正中心名稱。 

2. 餘照案通過。 

※檢附修正後「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設置計畫書(詳如附件十八之一，第 276-281 頁）；修

正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設置辦法」(詳如附件十九之一，第 284頁）。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由：擬申請108學年度增設「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提請審議。 

說明： 

一、人社院原規劃以「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方式申請，此案業經本校105年5月27日104學年

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然考量人社院整體師資與系所結構，並比較新增「博士

學位學程」與「博士班」各項學術條件檢核，新增班別在未來發展方向與重點不變的

前提下，將改為「以學院增設博士班」方式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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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人社院106年4月14日(五)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計畫書(詳如附件二十，第285-369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發展委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說明： 

一、因應「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改為學術一級單位，擬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發

展委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增訂「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俾使

會議成員組成更加完善，議題討論更加周延。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與現行設置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一，第370頁及附件二十二，第371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檢附修正後內容詳如【附件二十二之一】(第 372頁）。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5-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部分內容，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教育部刻正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依教育部106年4月21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56636號函，申請學校需提送校務發展計畫書至教育部諮詢培力小組，俾利教育

部充份了解本校校務發展現況及校務發展方向。 

二、 依106年4月19日校長召集相關主管會議決議，由研發處組成工作小組，修改本校

105-109校務發展計畫，包括計畫書整體內容精簡、配合現今國家政策與教育部、科技

部及相關部會當前推動之重大計畫修正內容、與現狀不符的條文或內容修正、學校整

體發展策略及關鍵績效指標項目的簡化等。 

三、 研發處業於106年4月25日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本案規劃分成二階段修改，第

一階段更新所有統計資料到105年、更新學校配合國家政策新作為、組成特色團隊、國

際化、籌設馬祖、雲林與桃園校區、學校組織調整及校園重大工程推動與改善等項目；

第一階段修改後計畫書將於4月30前寄教育部。第二階段為發展策略及推動事項(含策

略方針與KPI)修改，此部份由一級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提供並更新最新內容，研發處

刻正彙整修改中。 

四、 為配合本校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教育部後續作業，擬請委員同意授權由研發處

持續滾動修改計畫書內容，研發處完成105-109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改後，將送本校5月

25日校務會議通過後，於5月底前送教育部更新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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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伍、散會 

 



 

 

【附件一】 

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持續充實教學之內涵，依本校自我定位發展成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

頂尖大學，並依教育目標培育具備基礎與應用能力並兼具人文素養之科技人才，致力於

海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應用發展。多元管道入學，並加強各類招生宣傳，強化外語教學，

培養優質國際競爭力，重視課程檢核與彈性課程規劃設計、增廣學生學習領域，深入分

析教師教學評鑑，以確保教學品質，培育學用合一人才，善盡社會服務之責，推動終身

學習課程。 

一、有效招生 

(一)加強廣告及文宣： 

更具海洋特色之廣告及文宣製品透過積極有效之展覽方式或宣導以增加本校之

曝光率，鼓勵更多年輕學子邁入海洋尋求自我。 

1.製作 A3單張雙面學校廣告文宣，寄發全國各高中輔導室及班級，並於各活動

場合廣泛使用。 

2.刊登考場報、入學指南雜誌、國光客運台北西站燈箱廣告、捷運出口 LED燈牆

廣告等，強力曝光學校招生資訊。 

3.透過網路新聞平台、關鍵字搜尋(Yahoo、Google)等，提高網路使用者資訊可及

性。 

4.主動發函各離島縣市政府，懇切鼓勵提出高中職生升學名額需求並歡迎就讀。 

5.主動發函各高職參加技藝競賽獲獎之學生及學校，提供本校升學管道及輔導資

訊，鼓勵學生優先選填本校。 

(二)實質交流互動： 

積極與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進行實質交流互動，讓參與交流動之師生與家長們對

海大產生另類之新映像，間接拓展海大的獨特性。 

1.辦理大基隆、大台北地區高中職校長交流會，鎖定近年來最多學生就讀本校之

高中，主動邀請各校師長蒞臨指導，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俾利後續實質交流。 

2.主動發函至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邀請高中生至校參訪，本年度截至 3月底共計辦

理本校教師赴校外招生宣導講座共計 9場次，高中蒞校參訪活動計 1場，並應

高中端邀請至 6所高中參與其辦理之大學博覽會設攤宣導，約計有高中師生

2,460人次參與，積極爭取招生宣導機會俾提升學生選擇就讀意願。。 

3.培訓校園招生大使及安排種子教師至高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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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多元入學管道 

本校在學生多元能力及入學管道之推行擬朝更具多元化之規模邁進，除了本校原有

各類入學管道外，亦積極規劃新方案以達生元多樣化目的。 

(一)積極爭取大學部外加名額及學生來源多元化： 

配合校長政策更積極爭取大學部外加名額及生原之拓展。 

1.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加)： 106學年招收 19名(報到 13名)。 

2.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原住民學生(外加)：106學年度招收 73名(繁星推薦報到 2

名)。 

3.運動績優甄審(外加)：106學年度招收 35名。 

4.身心障礙單獨招生(外加)：106 學年度招收 4名。 

5.身心障礙甄試招生(內含)：106 學年度招收 14名。 

6.離島外加(含大學個人申請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106學年招收 18名。 

7.特殊選才(內含)：獲教育部核准 106學年招收 17名(報到 17名)。 

8.運動單獨招生(內含)：106學年招收 12名。 

9.為鼓勵弱勢族群學生升學並善盡社會照顧責任，106 學年度起於個人申請管道

提供每系組優先錄取弱勢學生(含馬祖地區)取至多 2-3名，合計提供招收 53

名。 

(二)研擬研究所招生策略以求逆境突破： 

為因應少子化與學生就業市場適職能培育，除了擬定更方便考生選填與就讀本

校研究所風氣，擬推動簡化考試申請流程，給於考生更大之選填便利性。 

1.推動考科簡化、取消筆試、線上書審等方式，提升考生報考意願。 

2.規劃跨系所組別聯合招生，提供考生報考一系所組並選填其他系所組別為志願

序的方式，再依簡章規定分發錄取，除增加考生錄取機會外亦提高系所名額使

用率。 

3.簡化報到作業流程，透過第一階段線上報到的方式提高報到率，也提供即時更

新的報到遞補狀態供備取生查詢。 

4.為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就讀研究所，除放寬申請條件及名額外，另發給五年

一貫獎學金， 106學年度研究所錄取五年一貫學生 206名(甄試：183名，考

試：23名)。 

三、教務法規鬆綁及強化學術倫理 

(一)跳脫應予學生諸多學習規範的舊思維，不再以成績優劣作為評斷的唯一依據，期

望學生可在有限的修業期限內，依自己的學習規劃與評估自己的最佳狀態，提出

多元學習的申請，喚醒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清楚確認自己的學習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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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鬆綁法案包含 1、廢止二一退學制度；2、降低申請雙主修資格門檻；3、自主決

定申請輔系學期；4、放寬轉系條件，以書面審查為主，輔以面試；5、每學期提

供申請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機會並放寬申請條件及名額；6、修正延長修業年限

之規定：7、降低雙主修學分；8、研究所可轉所；9、放寬各學制每學期學生可

修課程學分數；10、鼓勵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強化產業學習、降低學用落差，訂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產學深耕辦法」。 

(三)強化學術倫理，為培養本校師生良好的學術倫理涵養，確保學術活動的合宜性及

合法性，105 學年度起本校研究生增設「學術研究倫理」必修課程，並列入新進

教師之必修課程。 

四、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一)自我評鑑機制認定 

為建立完善之自我評鑑機制，特依據大學法、大學評鑑辦法、大學自我評鑑結果

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之規定，同時在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

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及參考高教評鑑中心之作業規範下，訂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貫徹自我評鑑回饋改善機制，以達本校永續優質經營的品質保證目標。 

(二)校務自我評鑑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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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務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日期 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相關資料 

 

 

 

 

 

 

 

 

 

 

 

 

 

 

 

 

 

 

 

 

 

 

 

 

 

 

 

 

 

 

 

 

 

 

 

 

 

 

 

 

 

 

 

 

 

 

 

 

 

 

第二週期校務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第二週期校務自

我評鑑報告書、

佐證資料(提交至

教務處學術服務

組，後續將送實地

訪評委員審查) 

 

 

實地訪評現場相

關佐證資料 

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委員建議 

 

 

 

 

 

 

 

 

 

教育部實地訪評

報告書及委員建

議 

提交並上傳自我評鑑報告書至高教評鑑中心 

啟動評鑑作業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提送校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並修訂確認 

公布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並召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 

自我評鑑報告書定稿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前置作業安排與現場佐證資料準備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針對實地訪評委員建議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教育部實地訪評 

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確認 

研擬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106.1 

106.2 

106.3 

106.6 

106.9 

106.11 

107.2 

107.3-5 

106.8 

107.1 

107.8 

評鑑結果之後續改善追蹤 

規劃準備及編撰自我評鑑報告書 

自我評鑑報告書提送校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進行審議及 

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確認自評實訪委員名單 

高教評鑑中心寄送實地訪評報告書及委員建議

後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鑒閱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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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外實習及產學合作 

(一)鼓勵各系建立實習制度 

為推動各系校外實習，製作「校外實習作業參考手冊」供各系安排校外實習課

程時參考。並鼓勵學生至校外實習並加強其保障，額外幫實習學生辦理 200 萬

元意外險，另海上實習學生則辦理 300萬元意外險，費用由學校支應。 

(二)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105年度各系所實習課程數共 59門。 

(三)各系校外實習人數：105年度各系所校外實習人數 1,126人。 

(四)建立學用合一網絡，深化學習在地實踐：產業結盟數：包括學生實習單位及其他

合作廠商，105年度各系所學生實習單位共 160家。 

六、培養學生創意創業軟實力及國際移動能力 

(一)創新創業能力培育：由威肯資訊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呂芳堯老師開設「創業管理

與實務」課程。課程中進行業師指導會議、智財專利講座、企業交流參訪、跨

校創意競賽等。 

(二)經營管理能力培育：由前王品集團訓練部總經理張勝鄉老師開設「企業家素養與

創業精神」課程。學生藉由經營「薈萃坊實習商店」，藉此學習經營管理及行銷

管理能力。 

(三)設立創意創新創業學程：整合創意創作、創新產業、創業管理等相關系列課程，

提供本校各學院學生選修，以培養具有相關專長之基本訓練人才 。 

(四)舉辦「多益校園考試」，補助報名費用以鼓勵學生參與測驗，每年度舉辦 2 次校

園考試。參加各式英文檢定者，可獲補助 500元報名費。 

(五)配合本校英文自學軟體、商業應用與測驗軟體，協助學生具備英文商業書信、電

子郵件及報告的能力並配合自我英文能力檢測，養成學生英文聽、說、讀、寫

的能力。 

(六)透過學生赴境外研修實習之相關獎勵措施，以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境外的研修或實

習，以深化本校學生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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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發處報告 

一、辦理本校籌設校區及爭取計畫事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辦理本校籌設馬祖校區 

(1)馬祖校區 106 學年度開始招生業獲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00284 號函核定，本校經校內多次討論會議決議，初期規劃招生方式採 3+1

制度（3 年在基隆總校區、1 年在馬祖校區學習），並於 106 學年度招生簡章明確敘

明。 

(2)業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隨函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校區籌設計畫」第一年

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00 萬元整收據 1 紙、「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校區籌設計畫」計畫書及「審查意見回覆表」各 1 份報教育部

審查。 

(3)彙整本校與連江縣政府合作計畫-「馬祖海域棲地及資源保育計畫」，計畫包括龍蝦

復育、藍眼淚及環境生態監測，金額為 1,000 萬元整，並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將 106

年度研提計畫書電子檔寄送連江縣政府，後續將由連江縣政府向行政院農委會提出

計畫申請。 

2.辦理本校籌設雲林北港校區 

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協助商討本校與雲林縣府合作案座談會會議，雲林縣政府合作

案使用場地先由小變大，本校可設立育成中心，做本校異地教學基地（文創、養殖、

食品），先租 2 棟。經費足夠可設立食品檢測中心，以及箔子寮漁港作為河工飄沙觀

測之基地進行規劃。 

3.辦理本校籌設桃園校區(桃園科技園區文教用地) 

(1)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協助商討本校與桃園市府合作案座談會議，會中校長指示本

校與桃園市政府合作案以總務處整理之規劃內容先撰寫初稿，以 6 公頃先行規劃。

規劃書主要內容如下：一、學校簡介及優勢；二、桃園市優勢分析；三、本校初步

規劃海洋環境教育中心、觀賞水族觀光工廠、物流中心、海洋育成及推廣教育中心

等內容，105 年 12 月以電子郵件送至桃園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檢核，該局承辦人於

12 月 29 日回覆修改建議，刻正進行計畫書修改。 

(2)於 106 年 1 月 13 日偕同總務長及保管組同仁與桃園市政府產發局「桃園科技工業

區土地使用規劃書修正內容」研商交流，桃園市產發局長於會議中希望本校可朝四

方面修正計畫書： 

A.希望本校能以最短時間及最有效率方式取得土地，在規模上與中央大學一樣以育

成為規劃重點，在寫法上請以對照表方式對應央大的規劃內容。 

B.為有效開發利用，分期開發是較為可行，請本校能承諾一年內或短期內可先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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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具體項目。 

C.本用地為文教公共設施用地，請避開公司及工廠等不符項目。工廠性質必須是實

驗性、研發性及不能量產，否則與經濟部規定違合。 

D.本案規劃修正後，請本校逕報教育部副知本府，本府再做內部簽核後送經濟部審

核。 

(3)於 106 年 2 月 16 日與總務處進行討論，本處負責先期事項，後由產學技轉中心接

手，與本校顧問律師及桃園市政府產發局研商實際規劃可行性事宜後，由企劃組進

行彙整報部。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馬祖校區部分 

(1)於 106 學年度開始在馬祖開班招生。 

(2)透過核心課程與各課群專業增能課程之多元教學設計與活動。 

(3)以校本部現有師資與設備為基礎，尋求教學資源整合的最大效益。 

(4)學生上課方式原則上將以「3+1」的制度方式實施。 

(5)與連江縣政府共同發展海洋特色研究領域。 

(6)馬祖水上體育活動推廣。 

(7)透過簡報、座談及文宣品之設計等進行全國性宣導。 

2.雲林校區部分，規劃本校相關系所與雲林相關產業對接，預計規劃設置農漁水產環

境與食品檢測履歷驗證中心、育成中心、產業推廣及相關研發設施。 

3.桃園校區部分，未來預計規劃設置海洋環境教育中心、觀賞水族產學技轉中心、國

際運輸育成中心與推廣教育中心。 

二、各項獎勵補助暨計畫爭取 

(一)校內獎勵補助 

1.項目說明及執行 

(1)相關法規增、修訂 

A.105 年 11 月 18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3059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專案研究人員聘任補助要點」。 

B.105 年 11 月 18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2913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

進社會服務及榮譽獎勵辦法」。 

C.105 年 11 月 22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3051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

師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D.105 年 11 月 22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3053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

勵學術研究辦法」。 

E.105 年 10 月 25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1264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

計畫約用人員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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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5 年 11 月 3 日海研計字第 1050021881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

紀錄簿管理要點」。 

(2)獎勵各系所專任教師及中心參與建教合作，落實大學建教合作之績效，訂有績優

獎勵辦法，鼓勵本校教師及中心承接計畫機制。 

本校 2010-2016 研究中心績優獎勵獲獎中心 

年度 第一名（10 萬） 第二名（5 萬） 進步獎（5 萬） 

2010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養殖系 

水產品產銷履歷暨驗證中心 

通訊系 

電子海圖研究中心 

2011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養殖系 

水產品產銷履歷暨驗證中心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2012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通訊系-電子海圖研究中心 

2013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養殖系 

水產品產銷履歷暨驗證中心 

河工系 

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2014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造船系-振動噪音研究中心 造船系-振動噪音研究中心 

2015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海洋能源與政策中心 海洋能源與政策中心 

2016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 海洋能源與政策中心 
造船系 

水下噪音暨流體動力研究中心 

(3)學術獎勵委員會 

    A.105 年 12 月 5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會議審查補

助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7 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共計 10 件及補

助教師赴國外姐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6 件。 

    B.106 年 3 月 16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會議審查補

助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共計 3 件、補助本校博士班研

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共計 5 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共計 6 件及補助教師赴

國外姐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共計 1 件。 

(4)105 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 

申請案共計 12 件，經 105 年 12 月 2 日 105 年度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案審查會議決議

通過 9 件，補助金額總計 109 萬 8,000 元整，將由管理費重大研究發展支應，補助

經費核銷請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5)105 年「教師論文發表補助」 

申請案共計 97 件：海運暨管理學院 8 件計 114,420 元、生命科學院 39 件計 889,437

元、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11 件計 233,716 元、工學院 25 件計 458,741 元、電機資

訊學院 14 件計 251,902 元，總補助金額共計 1,948,2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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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獎勵「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論文發表於國際及國內優良期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獎勵「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論文發表於

國際及國內優良期刊」申請案共計 7 件：海資院 1 件計 2,000 元、工學院 5 件計 1

萬元、電資學院 1 件計 2,000 元，總獎勵金額共計 1 萬 4,000 元。 

(7)106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本校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截至目前申請人次如

下： 

A.申請「出席國際會議生活費補助」者共計 25 人次，與去(105)年度同時期人次相

差不多。 

B.申請「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機票及註冊費補助」者共 15 人次，比去(105)年度同

時期申請補助人次增加 5 人。 

(8)106 年度獲專任教師赴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補助共計 1 人次。 

(二)外部獎勵補助 

1.項目說明及執行 

(1)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 106 年度科技部「補

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 255 萬 8,278 元。    

(2)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績效報告及經費結案，

檢送執行績效報告 1 份、收支報告總表 2 式 4 份、印領清冊 1 式 2 份、補助經費彙

總表 2 份、受延攬人聘書影本 20 人。 

(3)科技部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第二期款請款作業，共計 234 件，補助經費 1 億 802

萬 1,390 元已匯入本校專戶。 

(4)獲科技部 106 年開發型（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第 2 年 1 件。(系統工程暨造

船學系邱進東副教授) 

(5)獲科技部 106 年度「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研究試辦計畫」1 件。(河海工程

學系顧承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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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執行教育部之「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

計畫」，辦理新創企業管理系列課程，共 7 場次： 

A.106 年 1 月 20 日，講題為：「從創意到業：你應該知道的創業大小事」。 

B.106 年 1 月 24 日，講題為：「新創企業財務規劃」。 

C.106 年 1 月 25 日，講題為：「營運規劃書撰寫實務」。 

D.106 年 3 月 24 日，講題為：「工商登記實務」。 

E.106 年 4 月 7 日，講題為：「新創企業募資應注意事項與簡報技巧」。 

F.106 年 4 月 14 日，講題為：「政府投資補助計畫」。 

G.106 年 4 月 21 日，講題為：新創企業專利佈局」。 

(7)辦理本年度海洋大學創業團隊遴選，已組成 Pontus Tech、伃岳龍門、雨都文創、

珍愛生技、食品資訊小隊及海老大、艾滴科技、海納食品、基隆好天氣等 9 隊創業

團隊。具跨領域、跨系所專業知能學員已達 32 人。其中，「基隆好天氣」創業團隊

是與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跨校組成；另外，「伃岳龍門」創業團隊是與在地創業青

年-喳吧工作室及飾不飾獨創工作室共同組成團隊。    

(三)外部計畫爭取 

1.項目說明及執行 

(1)辦理申請 106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 

A.本計畫申請學校以申請一案為主，本校由食科系提出申請新增「食品安全與風險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B.依教育部來函申請期限(106 年 1 月 23 日止)，業於 106 年 1 月 17 日隨函檢附計

畫書 1 式 15 份報教育部審查。 

C.本校經書面審查通過，於 106 年 3 月 3 日於教育部進行複審。 

D.教育部 106 年 3 月 29 日(三)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33497D 號函，核定本校 106

學年度成立「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並核定招生名額 10 名；其中 4 名由

本校主動調減之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另 6 名由教育部專案核給外加名額。 

(2)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共計 336 件(一般型計畫 293 件、新進人員

計畫 27 件、優秀年輕學計畫 10 件、探索研究計畫 5 件、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

專書寫作計畫 1 件)，較去年略減 11 件，已於 106 年 1 月 4 日造冊函文提送申請。 

(3)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共 59 件，較上年度增加 11 件。 

(4)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科普活動計畫」共 3 件。 

(5)申請科技部 106 年開發型(第 2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1 件。 

(6)申請科技部 106 年應用型(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2 件。  

(7)申請科技部辦理 106 年先導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1 件。 

(8)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前瞻農業科技-新世代農業生物保護劑之開發專案研究計畫」，

共 3 件。 

(9)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高齡營養食品科技研究專案計畫」共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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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共 4 件。 

(11)申請科技部 106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共

4 件。 

(12)申請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東協及南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共 2 件。 

(13)申請教育部 106 年度「學海系列」計畫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實習）計畫書共

計 62 件(飛颺 52 案，惜珠 3 案，築夢 1 案，新南向築夢 6 案)。 

(14)輔導創業團隊參加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本年度有 Pontus 

Tech、伃岳龍門、雨都文創、珍愛生技、食品資訊小隊及海老大等 6 隊創業團隊完

成「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登錄並已通過資格審查，教育部將於 3 月份

進行評選作業，將評選出 60 組創業團隊，每組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創業基金。 

2.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鼓勵教師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訪或演講，並推動國際合

作計畫，以朝向國際化目標努力。 

(2)積極延攬國外傑出學者及培育優秀年輕學者，引進並協助本校建立優質研究團

隊。 

(3)強化跨國產學與研究合作：協助各院、系所延攬之。 

(4)積極配合教育部學海系列學生研修(實習)計畫宣導及作業，選送優秀及清寒學生赴

國外進行研修及實習(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5)鼓勵學生踴躍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培養學生國際價值觀，同時增加本校學生在國

際學術會議優良研究成果曝光度。 

(6)依據各院所學術交流需要，鼓勵各院教師定期參與國外姊妹校（含大陸地區）學

術活動，實質與姊妹校師生保持友好合作關係。 

三、國內學術合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1)本校擔任 105 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輪值學校，並於 105 年 8 月 2 日召開臺北聯合

大學系統 2016 第二次委員會議，本次會議進行 105 年進度報告、106 年系統校長

推選案、討論以系統大學方式與國外綜合大學進行合作意願書之簽署，會議決議

106 年系統大學校長由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擔任。 

(2)教育部於 105 年 9 月 9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50121582 號核准 106 年系統大學校長

一案。 

(3)教育部於 105 年 5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067610 號函檢送「大學系統組織及

運作辦法修正條文(草案)」，並於 105 年 8 月 3 日召開「研商大學組織及運作辦法

修正會議」，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由本校許泰文副校長代表出席與會，教育部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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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 0110554 號函檢送會議紀錄，本校並於 105 年 8 月

25 日函覆相關意見。 

(4)106 年 1 月 24 日由本校召開 2017 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本次會

議進行 105 年度各組工作報告，並討論學生跨校選修輔系及雙主修申請案、美國加

州州立大學系統總校長訪臺演講案及 106 年度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計畫案等，並進行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長交接典禮。 

(5) 2016 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成果報告書已寄送至各校聯絡窗口。 

(6)由於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接任教育部政次，目前由黎文龍代理校長接任臺北

聯合大學系統校長。 

(7)106 年度「臺北聯合大學研究計畫」 

  105 年 12 月 22 日召開臺北聯合大學研究計畫複審會議，審查 106 年度臺北聯合大

學系統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四校共申請 31 件，本校有 15 件申請案，(航運管

理學系 1 件、運輸科學系 2 件、輪機工程學系 1 件、食品科學系 1 件、水產養殖學

系 3 件、材料工程研究所 1 件、光電科學研究所 3 件、電機工程學系 2 件、教育研

究所 1 件) ，由各院院長推薦校內審查委員，原則上每案送 2 位校內委員初審，複

審會議通過 10 件，補助金額總計 155 萬元。 

2.與高雄科技海洋大學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106 年度本校與高雄科技海洋大學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共有 14 件研究案，研究

金額達 500 萬元。此外並分別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及 106 年 1 月 20 日於兩校辦理

研究計畫期中會議及期末成果報告。 

3.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申請改隸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案 

(1)基隆海事職校成為本校附屬學校一案於本校 105 年 5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基隆

海事職校於105年6月4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基隆事職校本擬於7月函報教育部，

但因本校於 105 年 7 月 7 日收到教育部臺教授國字第 1050072793 號函復基隆高中

改隸本校附屬高中一案，要求本校通盤考量基隆高中及基隆海事改隸本校附屬高中

之資源共享及預期效益進行評估，故請基隆海事職校暫緩提報教育部並重新修正內

容，同時請本校各處室於 105年 8月 31日前修正資源共享內容以進行計畫書修正，

亦於 105 年 8 月 17 日邀請基隆高中及基隆海事職校承辦人至本校研發處討論計畫

書修正方向。 

(2)兩校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完成計畫書內容修正，修正計畫書業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通過本校校務會議，並於 106 年 1 月 20 日基隆海事職校校務會議通過，基隆海

事職校擬於 3 月底前重新函報教育部。 

4.基隆高中申請改隸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案 

(1)教育部於 105 年 7 月 7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072793 號函復，要求補正前兩次修正

計畫書之修正對照表，並要求本校通盤考量基隆高中及基隆海事改隸本校附屬高中

之資源共享及預期效益進行評估，已請各處室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前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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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計畫書修正，並於 8 月 17 日邀請基隆高中及基隆海事職校承辦人至本校研

發處討論計畫書修正方向。 

(2)兩校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並完成修正計畫書資料更新，已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通

過本校校務會議，並於 106 年 1 月 19 日基隆高中校務會議通過，基隆高中擬於 3

月底前重新函報教育部。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與高海科大進行擬定專題研究計畫 106 年的徵求項目及雙方進行推展。 

2.基隆高中與基隆海事職校皆擬於 3 月底前重新函報改隸案計畫書，預計在 106 學年

度通過本案。 

3.本校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於 106 年 3 月 1 日完成通訊簽署合作意向書，並於 106 年 3

月 20 日與人社院及產學技轉中心開會討論雙方未來課程、設備及產學育成商品合作

的可行性方向。 

四、發揮海大研發能量，貼近產官學研鏈結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研究計畫及期刊統計 

(1)研究計畫統計 

106 年研究計畫統計(以計畫啟始日統計)：截至 106 年 04 月 19 日止，科技部計畫

共計 18 件，金額 3,139 萬 6,680 元。農委會計畫共計 67 件，金額 9,244 萬 6,763 元。

建教合作計畫共計 152 件，金額 1 億 5,150 萬 9,760 元。綜上統計本校 106 年計畫

共計 237 件，金額為 2 億 7,535 萬 3,2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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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度教師論文發表篇數(以出刊日統計)：截至 106 年 04 月 19 日止，總計 SCI 篇

數為 85 篇、SSCI篇數為 3 篇，SCI+SSCI 總篇數為 86 篇。歷年教師論文發表篇數

統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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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增進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對申請農委會相關科技計畫研提(含學界科專)更加順利，

力邀農委會、台經院長官蒞校指導，並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舉辦農委會相關研提計

畫說明會。 

(4)為讓本校教師瞭解科技部專題計畫申請關鍵的成功因素，已於 105 年 11 月 7 日舉

辦「科技部專題計畫研提說明會」，邀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區域研

究及地理學門召集人衛萬明教授蒞校演講，希望藉本次活動能提高本校教師的科技

部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計畫通過率，該活動當天本校共計有約 40 位老師及同學與

會。 

(5)台灣電力有限公司規劃六項研究計畫擬與本校洽談合作事項，本校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辦理「台灣電力有限公司研究計畫座談會」。 

2.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計畫業務 

(1) 106 年至 4 月 19 日止，完成技轉合約簽屬暨款項請領共計 4 件，金額為新台幣 250

萬元。 

(2) 106 年至 4 月 19 日止，完成產學合約簽屬暨款項請領共計 2 件，金額為新台幣 93

萬 7,840 元。 

3.海研二號研究船 

106 年 1~4 月建教委託航次船租應收金額為新台幣 399 萬 2,500 元，實收金額為 462

萬 2,500 元。本校自 101 年度起每年自收入提撥 400 萬存入建造新船-汰舊換新配合款

項中，截至目前共有 2,100 萬元整。另 103 年 10 月 7 日奉核自 104 年度起將提撥收

入 100 萬元存入海研二號研究船維修費及重大事故使用，截至目前結餘 175 萬 8,26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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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規劃分學院及領域籌組特色團隊，盤點本校特色亮點，延聘優秀人才。 

2.本校研究計畫及期刊統計 

(1)密切加強校外計畫徵求的搜尋與公告。 

(2)繼續主動媒合本校符合專才教師及團隊提出申請。 

(3)本校人才資料庫完備及運用，提升本校的研發能量。 

(4)媒合鼓勵本校老師及研究團隊申請國家型、整合型等大型計畫。 

(5)藉由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術研究合作，促進本校與他校教師學術交流及跨領域

結合，以提升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競爭力及跨校合作論文發表能力。 

3.海研二號研究船 

(1)控制研究船營運成本，創造永續經營價值：建立「海研二號維修資料庫」。 

(2)加強網路互動服務窗口，提昇服務深度與廣度： 

A.建立租船使用者線上申請系統。 

B.建置海上氣象搖測監控系統。 

(3)人員職掌明確劃分並制定工作細則標準作業程序： 

A.建立進出港碼頭設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 

B.建立探測用儀器各項操作標準作業程序。 

(4)營造安全、舒適及便捷的研究船作業環境：落實安全及維修項目之檢查規定。 

五、籌組海大衍生公司、加強與地方產業及工業區以及重要企業的連結與合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籌組海大衍生公司―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籌劃設立衍生公司已獲得校務會議通過，並已奉校長核示「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之組織架構，派任許副校長泰文和產學技轉中心呂主任明偉，擔任「海大創研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同時派任食品科學系龔瑞林主任為海大校務基金代表，擔

任「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協助管理公司之業務推動及資金募集作

業。 

2.目前規劃朝 4 個構面進行推動： 

(1)定位：確立經營方向。   

(2)整合：內外部資源運用。(營運基礎) 

(3)營運：成立籌備處。(遵行法規) 

(4)規劃：資本結構到位。 

3.產學中心已分別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及 106 年 1 月 18 日向校長報告有關海大衍生公

司經營方向和相關法規。   

(1)商業模式-雙軌運行 (海大核心商品銷售/創業投資)。 

(2)桃園校地使用規範，突破限制之整理與建議。106 年 3 月 1 日完成外部專家律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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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3)告知校友中心吳瑩瑩主任：衍生公司商業運轉模式，請中心協助招募校友參與，

目標為新台幣 2 千萬元。 

4.針對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之規畫，於 106 年 3 月 1 日在產學技轉中心舉行座談會。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籌組海大衍生公司―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開發海洋特色產品之技術與經驗，且有豐沛海洋科技研發資源及產學合作經驗，

正值籌劃設立衍生公司―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熟階段。 

(2)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之功能，規劃如下： 

A.在政府主管部門監管下，公開向非特定投資者公開發行受益憑證的證券投資基金，

而募集資金中的 20%股權歸屬海大校務基金。惟初期之資金規模設定為新台幣貳

仟萬元整（即貳佰萬股），且以海大校友為優先募集對象，每位校友之資金募集

上限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爾後再逐步將可出資的對象擴大至教職員工和一般社

會大眾，甚至私募基金。 

B.利用衍生公司的募集資金，針對擁有海洋特色且具競爭力之創新技術或商品進行

投資，創造技術或商品之商業價值。 

C.藉此公司之設立，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並設計、製造與行銷海洋產業相關高

附加價值之產品，以提升教師研發成果之附加價值，亦可挹注校務發展之財務收

入。  

D.建構海洋特色商品的實體或虛擬銷售平台，蒐集市面上具有海洋特色的創意或實

用商品，主動邀請它們以海大衍生公司作為行銷據點或展售櫥窗，尤其是海大校

友經營之公司產品，擴大「海大創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務項目。  

2.規劃至大武崙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大武崙/瑞芳工業區產學交流座談會」，以促進本

校與大武崙/瑞芳工業區廠商之產學合作。 

3.為基隆區漁會地方擴展及活絡經濟並基於協助在地漁民需求，本校協助推動相關 

計畫以積極推動在地產業的發展，初步擬定四項協助內容： 

(1)食安檢查 

(2)食品加工研發 

(3)人才培育 

(4)其他科技研發(箱網養殖) 

六、研發成果推廣活動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2016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 105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止假台北世貿

三館舉辦。本次除了邀請本校優質進駐廠商參展外，展出資工系謝君偉老師、電機

系張忠誠老師、機械系莊水旺老師、養殖系龔紘毅老師、食科系蔡國珍老師、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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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蔡震壽老師、食科系吳彰哲老師之創新技術，對於老師及學校研究推廣上後續皆

有進一步合作可能性。 

2.「2016 南台灣生物科技大展」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7 日假高雄展覽館辦理，

展出食科系蔡國珍老師、生科系黃志清老師、養殖系陸振岡老師及養殖系黃之暘老

師之創新技術，並安排進駐廠商「大自然生機企業有限公司」實體展出，會中安排

「大自然生機企業有限公司」接受中天新聞及中華電視公司採訪，宣揚本校作創新

研發成果輔導育成企業之成果，對於老師及學校研究推廣上後續皆有進一步合作可

能性。 

3.105 年 10 月 18 日辦理「生物纖維材料技術及產品應用交流會」，會中特別邀請財團

法人紡織綜合研究所李瑞生組長進行技術演說，並安排本校實地參觀，會後亦持續

與本中心亦有密切交流合。 

4.105 年 10 月 25 日辦理「海洋大學與法商歐密斯集團(Olmix Group)屬 MOU 典禮暨參

訪交流活動」。 

5.於 105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1 日假高雄展覽館辦理「2016 年國際漁業展」展出活動，

展出養殖系呂明偉、養殖系周信佑老師、海生所陳歷歷老師、生科系林翰佳老師、

海生所彭家禮老師、養殖系黃之暘老師及養殖系邱品文老師等研發成果，並協助進

駐廠商「兆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大自然生機股份有限公司」參展，對於老師

及學校研究推廣上後續皆有進一步合作可能性。 

6.輔導育成企業推薦森兆生醫(股)公司、大自然生機企業(股)公司及同達綠能股份有限

公司參加 105 年度第二梯次「科技部研發成果創業加速及整合推廣計畫」，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至科技部進行計簡報審查會議，森兆生醫(股)公司獲得本計畫新台幣 70

萬元創業補助。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為推展校內教師之研發成果，將持續邀請教師參與各類型之研發成果推廣活動，冀

望藉此提高本校及教師之曝光率，並推廣技術本身之能量，俾利爭取與產業合作之

可能性。 

2.2017 年刻正辦理「臺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等展

出活動。 

八、辦理本校多媒體簡介採購案，行銷本校海洋特色，拓展學校能見度與公共關係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學校簡介影片包括中文與英文，分為精簡版與完整版 2 個版本，長度分別為 5 分鐘

及 15 分鐘。 

2.廠商目前已完成中文 15 分鐘與 5 分鐘版本，本次影片製作著重在使人感動，令人震

撼，及令人印象深刻；整體內容強調學校活力並展示活力創新的部分，此外在學校

軟硬體設施、研發教學、學生事務與社團及體育活動等內容，與過去相比亦呈現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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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式的成長。 

3.企劃組針對後續拍攝內容改善與影片後製進度，將與秘書室新聞公關持續合作，與

廠商進行溝通與追蹤進度，於採購期限內(5/31 前)辦理驗收，以完成學校交辦任務。 

4.預計 106 年 5 月底辦理驗收。 

九、有關兼任助理相關權益保障事宜之因應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教育部函示 104 年 6 月 17 日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原則」至今已逾一年，為明確定位校內學生兼任助理態樣，請各校落實學

生兼任助理相關權益保障事宜，為嚴謹檢視所推動「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其學

習活動範疇應同時符合教育部規範之六大原則辦理。 

2.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陳情本校涉有以學習名義招募勞雇型兼任助理情事案，研發

處計畫業務組已依陳情內容逐一函復教育部。本校為落實學生兼任助理分流運作情

形，各權責單位已依教育部發布之處理原則完成校內相關規範，爰請本校教師、同

仁及學生務必遵守相關規範。 

3.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以，有關本校如尚有具僱傭關係之在職員工(含兼任助理、兼任

助理(臨時)、教學助理、服務學習助理)未加保者，應速填加保申報表辦理加保手續，

以保障員工權益避免受罰乙案，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管控教師研究計畫之兼任研究助

理及兼任助理(臨時)聘任，計畫主持人大都以學習型方式處理之，後續將加強宣導

改善需注意聘任比例原則，並告知主持人審慎處理以免學生申訴工作內容與學習服

務不符時，徒增勞動檢查時之麻煩。 

七、辦理各項大學排名分析，透過不同指標內涵，強化學校辦學特色，體現多元社會價值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大學排名已是世界趨勢，目前各項大學排名仍有以下三點問題待解決：(1)結果的簡

化性：排名的最終結果多以分數高低排列名次，意即僅以單一數字顯示大學優劣，

往往被人質疑其意義為何。(2)指標權重的武斷性：不同的指標分數權重分配，會直

接影響到大學在名次上的表現，而指標分數權重的決定時常是武斷的。(3)潛在使用

者的不明確性：大學排名的使用者不同，其指標內容、排名方法也應有所不同。儘

管如此，排名仍擁有不少的優點與參考價值，包括可整合多樣指標、可結合各種異

質性變項、容易被理解，以及具有時效性；也就是排名的方法與結果往往是當下的、

暫時的，不同時空下可依據不同目的，調整指標內容與排名方法進行排名，以提供

社會大眾有價值的參考資訊。 

2.企劃組經由各項排名評比內容指標年間變動與比較，檢視本校校務推動相關項目是

否努力的力道不足，或是力量太分散的問題，並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法，提供學校未

來辦學依據。本校 105 年 10 月-106 年 4 月各項排名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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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項目 公布時間 評比項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排名 

國內 
排名 

亞洲 
排名 

世界 
排名 

2017 年「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全球最佳

大學(前 1000 所) 

2016 年 10

月 29 日 

研究聲望(25%)、論文發表

(15%)、國際合作(10%)、論文

被引用(17.5%)、Top 10%優質

期刊發表(12.5%)、高被引用率

論文比例與數量(10%) 

15 229 929 

2017年金磚五國及新

興經濟體大學排行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教學(30%)、研究(30%)、論文

引用(20%)、國際視野(10%)、

產研技轉收入(10%) 

15 95 160 

2017英國泰晤士高等

教育專刊亞洲大學排

名 

2017 年 3

月 16 日 

教學(25%)、論文引用(30%)、

研究(30%)、產學合作(7.5%)

及國際化情形(7.5%)等五大類 

15 161-170 N/A  

   註：N/A 表示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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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務處報告 

一、宿舍設施與生活管理 

(一)住宿床位安排 

1.106學年度男二舍開放住宿，將調整部分大學部男生床位為研究生床位，預計可提供

少數床位予研究生抽籤。 

2.106學年度大學部女生抽籤數較 105學年度大幅減少，主要係因境外生新生保留數及

符合床位保留資格者增加【含符合床位保留資格者新增 9人、新增福建農林大學交

換生 9人、福州大學交換生新增 1人、新增大陸半年期交換生 49人、大陸學位生新

增 5人、僑生新生新增 2人與大一新生預估新增 33人（含馬祖校區新增 30人），

總計 108床】。 

3.104學年度於男一舍新增 30床、女一舍新增 14床，105學年度於男三舍新增男生 36

床，總計新增 80床。 

 (二)學生宿舍安全管控 

為避免因性別不同而有不一致的門禁管理規定，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召集學生宿舍

幹部與宿舍輔導委員（各學院學生、教師代表）召開學生宿舍自治會、學生宿舍輔導

委員會，決議修正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並將女生宿舍外出按壓指紋機之管

理方式取消。各宿舍皆為按壓指紋機進入，外出按壓開門鈕之進出安全管控。 

 (三)生活設施與安全住宿環境 

1.105年 10月至 106年 3月學生宿舍改善及修繕： 

項次 宿舍別 改善及修繕項目 

1 男一舍 

冷氣總開關損壞更新；鍋爐保溫桶漏水維修；摺合椅、金剛

爐及烤箱汰舊更新；5 樓浴室門框及門損壞更換為鋁框、鋁

門；1~5樓脫水機插座重新配線；1樓溫書廳箱型冷氣機汰舊

更新。 

2 男二舍 寢室冷氣室外機被颱風吹落更新；男二舍全棟整修。 

3 男三女二舍 

鍋爐間保溫桶滴水截水盤施作；1樓側門磁力鎖損壞更新；1

樓廁所天花板漏水滴水盤施作；廣播喇叭損壞維修；網路型

錄影主機汰舊更新。 

4 女一舍 

鍋爐間馬達變頻器損壞維修；寢室白蟻防治;1 樓側門探照燈

損壞更新及 1樓增設廣播喇叭;2~5樓前棟浴廁洗手台明鏡污

損更新。 

5 各宿舍 
電話、電扇汰舊更新；寢室及公共區域壁癌、漏水整修;自動

門損壞維修；值班櫃台冷氣機汰舊更新。 

2.提升宿舍網路品質： 

宿舍網路自 105學年起以委外服務方式辦理，由中華電信得標，提供每位同學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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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較大的國外連線頻寬、宿舍各樓層交誼廳熱點Wi-Fi上網、全國熱點Wi-Fi上

網、24小時專業客服協助故障排除且不限制網路流量。 

3.男二舍整修完工開放前之完善作業： 

總務處完工驗收後，住輔組將進行宿舍內部相關設施檢修與復原，如：熱水鍋爐機

具、加壓馬達、冷氣設備、電梯設備、讀卡設備、網路系統、安全監視系統及相關

水、電線管路設施、增補窗簾及大廳門面美化工程等項目。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學校將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樓，除部份樓層為上課教室外，住輔組亦配合規劃上課

學員宿舍（約 350～400床），以提升學生住宿提供率。 

2.更新住宿相關硬體設備，如汰換男二舍及男三舍電梯以維護學生安全、鍋爐更新，

俾利熱水供應充足及宿舍公共區堿照明燈具更換為 T5燈具，以達節能減碳。 

二、校外賃居訪視 

(一)持續賃居訪視工作 

1.105-2學期賃居訪視依教育部規定期程於 106年 6月 30日完成，俾全面為學生賃居

處所安全把關 

2.持續以二人及大二首次賃居生為訪視目標，協助學生檢視賃居處所之建築結構、消

防瓦斯、逃生及水電安全。宣導並要求房東依規定加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維學

生校外居住安全。 

(二)賡續邀約班導參與 

1.學務長、副學務長及各教官、導師，每月皆至同學校外租屋處進行訪視關懷，瞭解

同學校外租賃環境，提醒同學注意各項安全。自 103至 105學年，計有 25位導師參

與訪視。 

2.新增「學生校外租屋安全評核訪視表」，以利不克至導生校外租屋處進行訪視之導

師以電話進行關懷。 

(三)辦理賃居安全講習暨房東座談 

1.軍訓室與住輔組於每學年共同舉辦賃居安全講習暨房東座談。期藉專業分析，與房

東面對面互動座談，創造安全舒適及互助和諧之校外賃居生活品質。 

2.運用住輔組網頁、賃居安全講習及房東座談會加強宣導內政部頒行之房屋租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依內政部訂頒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修正本校契

約書，提供租屋學生及房東參考使用。 

(四)設置校外賃居之安心小站 

1.為擴大校外賃居服務，增進校外租屋同學安全維護，提供同學緊急求助地點，特邀

約轄區內賃居處所密集區域之便利商店，設置校外賃居安心小站，如遇同學安全事

件協助，通報本校校安值勤人員處理。安心小站設罝如下：1.祥豐校區：OK基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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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店(祥豐街 321號)、7-11基隆祥濱門市(祥豐街 339號)、7-11基隆海洋門市(中正

路 609號 1樓)及全家基隆新祥豐店(中正路 623號)4處。 

2.新豐街區：7-11基隆財高門市(新豐街 381、383號)、OK基隆海洋店(新豐街 420；

422號 1樓)及全家基隆新豐店(新豐街 363號)3處。 

3.山海觀社區：全家基隆山海觀店(觀海街 136號)1處。 

4.加註於學生手冊中及運用新生週加強宣導，並公告於學校網頁及印製相關資料張貼

於學校佈告欄，使新、舊生均知悉學校週邊愛心小站位置，以發揮其功能。 

(五)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106年度校外賃居學生訪視以建物安全評核工作為重點，辦理消防及建物安全檢查、

校外賃居生安全研習。 

2.校外賃居糾紛調處及重大案件通報教育部。 

三、交通安全 

(一)發佈交通安全通報 

運用軍訓室網頁及 FB紫錐花紛絲團發佈交通安全通報，計 103學年 20則，104學年

17則，105學年(迄今)16則。 

(二)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講座 

結合新生安全教育，邀請基隆市交通大隊蒞校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宣導，計 103學

年 1,112人參加，104學年 1,068人參加，105學年 1,020人參加。 

(三)製作四幅交通安全警語布旗，分別置於公共場所明顯處，加強宣導。 

1.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2.累不上路  平安行車最好。 

3.精神不濟莫上路  生命安全保得住。 

4.機車不騎快  遠路不騎車。 

(四)協請正濱、八斗子派出所，不定期派員加強執行機車違規左轉及校園外違停，勸導、

取締等措施並納編服務學習同學，執行違規穿越馬路同學之柔性規勸。 

(五)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針對學生肇生車禍原因及可能影響交安之危險因素，適時擬定相關因應措施，以案例

宣教並與駐警隊合作，期能減少事故、消彌違規，確保學生生命安全。 

四、學生輔導 

(一)心理健康日 

心理健康日配合新生入學教育週規劃以「性別平等教育」為授課主題，並進行「大學

生心理健康量表」測驗，以了解新生適應情形。實施方式以學院為單位，進行 1小時

專題座談，下表為 103至 105學年度心理健康日受測人數及受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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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至 105學年度心理健康日受測人數及受測率 

學年度 受測人數 受測率 

103 1,213 89.15% 

104 1,162 88.36% 

105 1,266 91.47% 

(二)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1.105學年度起申請教育部特色主題計畫，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開創性別新世界」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105年獲教育部補助 128,825元(辦理 27場

次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暨專題演講、2場次主題工作坊、1場次電影賞析、1場次種子

培訓)。105-2 以「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為主題進行宣導，辦理 2 場次情歌大賽及 1

場次性平工作坊。 

2.105學年由各院院心理師至各系系務會議進行性騷擾防治宣導，以提升教師、職員之

性騷擾防治相關知能，系務會議宣導總計 15個系所，文宣宣導總計 14個系所。 

(三)新生普測及追蹤關懷 

1.為落實「校園三級心理衛生預防」之次級預防工作，特別針對大一新生，進行心理

測驗篩檢與追蹤關懷。儘早發覺需要協助的學生，並及時提供適當協助。 

2.103至 105學年度進行「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篩檢出的高關懷學生由諮輔組專任

諮商輔導師搭配全職實習心理師進行關懷，諮輔組聯繫不上者，邀請系主任及導師

協助關懷。下表為 103至 105學年度大一新生接受普測統計表(包含補測)。 

            表. 103至 105學年度大一新生接受普測統計表(包含補測) 

學年度 接受普測人數 接受普測比例 

103 1,213 89.15% 

104 1,260 94.31% 

105 1,372 99.13% 

 

3.105學年度追蹤關懷情形報告 

(1)105學年「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於 105年 9月 5日心理健康日施測，總受測人數

為 1,372人，總受測率提升為 99.1%，篩檢出 109名疑似高關懷名單，新生勾選「願

意告知相關輔導人員」的疑似高關懷名單有 90名，其他 19名為「不願意告知相關

輔導人員」，由諮商輔導組進行關懷。 

(2)諮輔組進行高關懷學生初步關懷，系主任、導師於 106 年 2 月收到經諮輔組評估

後仍需後續關懷及未聯繫上的 31 名疑似高關懷新生名單，及關懷方式建議表暨量

表說明，並進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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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學年度疑似高關懷新生關懷結果統計表 

學院別 疑似高關懷新生人數 結案 
排入 持續註 1

 後續註 2
 
總計*

 
諮商 追蹤 關懷 

生科院 14 10 1 3 0 14 

電資學院 26 17 3 2 4 26 

海運學院 23 16 4 1 2 23 

法政學院 5 2 3 0 0 5 

工學院 23 9 2 7 5 23 

海資院 14 8 1 1 4 14 

人社院 4 1 1 0 2 4 

合計 109 63 15 14 17 109 

註 1：持續追蹤包含已與個案預約後續面談時間、個案爽約、多次聯繫不上、已傳簡訊關懷。 

註 2：後續關懷為與個案已以電話、面談方式進行關懷，經心理師評估雖未有立即諮商的需

要，但後續仍需不定期關懷。 

4.為落實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103學年成立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於 105年(學年度)11月 29日召開，會中決議增列「召開危機小組會議，分配小組成

員工作職掌。主任秘書為召集人，學務長、系所師長、校安人員及諮商輔導師為參

與危機小組會議必須成員，其他人員視情況邀請加入。」以及「高危機群師生哀傷

輔導、減壓輔導、心理衛教參加對象得為全班同學、導師及校安人員，其他人員視

情況邀請加入。」；並修正系所晤談表，由系主任、導師進行關懷填寫，經院長核

章後送諮輔組存查。 

 (四)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關懷 

1.為落實「校園三級心理衛生預防」之次級預防工作，特別針對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

格學生，進行追蹤關懷。儘早發覺需要協助的學生，並及時提供適當協助。 

2.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於每學期初將二一學分不及格名單提供諮輔組，由專任諮商輔導

師搭配兼任實習心理師進行電話關懷，瞭解其二一原因，評估是否因心理問題導致

學業成績不佳。如是，再進行諮商輔導。近三學期學業成績遭二一狀況統計如下表： 

 

表. 近 103-105學年度學期學業成績遭二一狀況統計表 

 

 

 

 

 

 

連續三學期學業

成績遭二一(學期) 

103-1、103-2及

104-1 

103-2、104-1及

104-2 

104-1、104-2及

105-1 

人數 74 6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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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學年度追蹤關懷情形報告 

(1)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以整體狀況來看，導致學生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格的前三因

素分別為其他(19.0%)、時間管理不當(17.5%)與學習困難(14.3%)。統計表格如

下： 

表.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學習追蹤關懷情形統計表 

學習成效不佳 

因素向度 
沒興趣 

學習態

度因素 

感情 

因素 

家庭 

因素 

語言 

問題 

時間管

理不當 

學習 

困難 
其他 

簡訊 

關懷 
總計 

105-1 

人數 5 6 0 2 2 11 9 12* 16 63 

百分比 7.9% 9.5% 0.0% 3.2% 3.2% 
17.5

% 

14.3

% 

19.0

% 

25.4

% 

100

% 

*105-1「其他」部份：經濟因素、生涯上有其他規劃、為躲兵役而修課、個人資料錯

誤…等 

(2)105學年度第二學期:104-1、104-2及 105-1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格的學生共 73名，

擬於 106年 3月 13日起初步先以電話聯繫關懷二一學生，後續再依據學生情況請

系教官及班導師協助關懷。 

 (五)轉復學生輔導 

1.針對轉學生、復學生辦理適應座談會暨身心適應量表施測，主動介紹教務處與學務

處等相關資源，了解轉復學生可能需求，協助學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並透過量表

施測篩選出高關懷學生，以預防轉復學生的適應問題產生。 

2.103學年轉復學生共計 158位，報名參加者共 74位，實際參與者計 47位，活動滿

意度達 100%。 

3.104學年轉復學生共計 163位，報名參加者共 86位，實際參與者計 70位，活動滿

意度達 100%。 

4.105學年轉學生共計 110位，實際參與測驗施測人數計 88位，施測率 80%；復學生

共計 108位，擬於 106年 3月 16日邀請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生與大學部復學

生參與測驗補測；復學生碩士班、博士班部分，考量個別差異性大，擬於復學截止

日後個別以電話、e-mail方式進行關懷。 

 (六)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1.為協助特教新生提前了解本校環境及相關資源，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特教新生參訪

暨系所及資源說明會。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開會日期 參與人數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 103年 8月 13日 18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年 8月 12日 30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105年 8月 11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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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利身心障礙相關議題之拓展，本校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並於每學期召開會議討論相關事項，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會議時間 會議重點 

103學年度第 1學期 103年 11月 4日 
(1) 申請 104年度經費。 

(2) 身心障礙學生轉系申請。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104年 6月 2日 

(1) 修正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2) 建置無障礙網頁。 

(3) 新興大樓建置另一處身心障礙學生

專屬獨立空間。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10月 27日 

(1) 建置本校無障礙校園地圖。 

(2) 訂定課業輔導審查機制。 

(3) 申請 105年度經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05年 5月 31日 

(1) 修正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2) 關懷其他系所之身心障礙學生之方

法。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05年 11月 4日 

(1) 106年度計畫申請。 

(2) 諮輔組工作報告。 

(3) 加強跨單位合作。 

 

3.為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故本校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始召開輔導檢討會議，邀請

同儕輔導員與課輔老師共同參與，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開會日期 參與人數 會議重點 

102學年度第 2學期 103年 5月 9日 8人 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症的症狀與成因 

103學年度第 1學期 103年 11月 20日 13人 身心障礙之成因、特質與人際互動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104年 6月 10日 13人 
介紹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與肢體障

礙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11月 18日 18人 
影片欣賞:無障礙生活節，及介紹亞

斯伯格症、學習障礙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05年 5月 2日 16人 
影片欣賞：叫我第一名，介紹妥瑞

症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05年 11月 22日 19人 

介紹聽覺障礙，影片欣賞：聽說電

影預告、安靜的力量-王世偉超越聽

覺障礙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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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始與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執行身心障礙學生職

場體驗計畫，提供實習機會予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以輕度工作方式建立學生自信心，

其內容如下: 

年度 申請人數 通過人數 

102年 7 3 

103年 7 2 

104年 7 5 

105年 9 7 

106年 - - 

 

5.身心障礙學生成長人數、申請經費及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SP)之相關資料。 

年度 
身心障礙

學生數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

作計畫經費 

個別化支持服務 

計畫(ISP)比率 

(完成 ISP學生數)/(總學生數

×100%) 

102年 31 1,597,060 - 

103年 50 2,254,472 
102學年度達成比率 50%(50人/25

人*100%) 

104年 46 2,116,127 

(1)103學年度第一學期達成比率

100%(45人/45人*100%) 

(2)103學年度第二學期達成比率

100%(46人/46人*100%) 

105年 59 2,443,809 

(1)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21位新

生。104學年度第一學期達成比

率 100%(60人/60人*100%) 

(2)104學年度第二學期達成比率

100%(59人/59人*100%) 

(3)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計 1位轉

學、3位休學、2位鑑定未過。 

(4)104學年度共計 14位畢業。 

(5)105學年度新生共計 20位(含五

年一貫研究生)；105學年度人數

共計 59位。 

(6)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達成比率

100%(59人/59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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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58 3,282,017 

(1)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計 1位

學生復學，1位學生休學，1

位學生轉學。 

(2)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數

共計 58位。 

 

(七)學生班級活動費及班會召開 

1.學生班級活動費 

(1)自 103學年度起日間制學士班開始適用。 

(2)夜間制學士班自 104年開始施行。 

(3)103學年度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率 73.22%。 

(4)104學年度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率 77%。 

(5)105年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率 93.96%。 

2.班會召開 

102至 105學年度班會達成率如下表 

學年 學期 班會達成率 

102 
上 128.45% 

下 96.09% 

103 上 132.91% 

下 125.64% 

104 上 160.00% 

下 122.02% 

105 上 125.81% 

(八)僑陸生輔導 

1.105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僑陸生輔導活動共計 2場次，包含愛情講座 1場次，情緒紓

壓講座 1場次，提升學生自我覺察、人際互動與情緒辨識的能力。 

2.105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僑陸生個案輔導專業督導會議共計 1場次，以提升校內從事

諮商輔導相關工作教職員之專業知能。 

3.諮輔組有英語專長兼任心理師，以供有需要之學生申請。 

(九)僑生輔導具體成效 

1.新生入學輔導講習：103 學年計 82 人參加，統計建議事項 14 項，重要回覆事項 14

項，104學年實施問卷調查，計有 14項意見回覆，105學年 99人參加，重要回覆事

項 17項。 

2.與校長有約：103學年計 140人參加，統計建議事項 56項，重要回覆事項 56項，104

學年計 109人參加，12項意見回覆，105學年 119人參加，36項意見回覆。 

36



3.策辦新生迎新活動、聖誕節聯誼活動、新春聯誼活動、僑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僑

生週文食展、送舊餐敘、僑生會員大會等活動。 

4.僑生表達之各項意見或策辦之活動，均儘速簽核並加會各承辦單位辦理，回覆情形

另送僑聯社總幹事宣達知悉。 

(十)僑生社團組織功能 

1.慎選具領導能力及熱忱的社團總幹事，藉由社團組織運作成果，發揮整體榮譽心，

提高僑生在校成就感與風評。 

2.僑聯會組織成員分工職責，以身作則，鼓勵正向投入活動競賽及給予適當獎勵，以

激發各國籍分會的榮譽感。 

(十一)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1.「開創性別新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特色主題計畫 

持續辦理 27場次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暨專題演講、2場次工作坊、2場次專題講座、1

場次種子培訓課程、1場次導師輔導知能及 1場次輔導志工校外機構參訪服務暨性別

平等概念宣導。 

2.積極推動新生普測及追蹤關懷 

(1)持續透過「心理健康日」及大一學習促進活動「心理測驗如是說」施測「大學生

心理健康量表」篩檢高關懷族群。 

(2)積極追蹤關懷檢測後為心理測驗高關懷生，電話關懷或面談率達 100%。 

(3)於 106學年度召開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委員會議。 

3.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關懷 

諮輔組持續電話聯繫關懷連續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分析課業不佳因素，

瞭解學校輔導可著力之處。並結合系教官、系助教、班代之協助，共同追蹤輔導學生。 

4.轉復學生輔導 

106學年持續辦理轉復學生適應座談會，分別介紹學校各處室相關資源，並進行大學

生身心適應量表測驗，以了解轉復學生各面向適應狀況，或進行個別化議題與技巧之

討論，提供雙向溝通平台，了解學生可能需求，以提升轉復學生之生活適應。106學

年預計辦理 1場次。 

5.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1)104年度 9月份開始，資訊工程學系及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2科系有身心障礙學生

單獨招生之入學管道。 

(2)為避免紙張浪費，105學年度起 ISP會議改由電子化會議方式進行，以提倡環境保

護意識。 

(3)因應特教學生之多元差異，擬規劃辦理各類輔導活動，如電影賞析活動、料理/手

作工作坊、戶外探索體驗等，增進學生的社會互動能力及自信心。 

(4)新生參訪暨系所資源說明會持續於每年暑假規劃辦理，並邀請住宿輔導組說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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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住宿事宜。 

6.學生班級活動費 

請夜間學制班之助教加強宣導使用「學生班級活動費」。 

7.僑生輔導 

(1)因應多元的環境變化及階段性重點工作，如遇重大災害僑生彼此應變措施與多性

向聯繫管道等問題，運用專業學習與經驗分享，預置因應之道。 

(2)加強僑生彼此聯繫溝通，共同關懷課業及生活上彼此學習相長。另不厭其煩關愛

及叮嚀各項安全注意事項，並藉由服務學習機會，結合各項校園活動，以生活教育

化方式將服務學習帶入人文教育理念更具實質效益。 

五、服務學習助學金（含經濟弱勢及特殊學生關懷） 

(一)學校提供服務學習助學金，藉職場服務體驗讓學生有服務機會，並減輕學生在學期

間家庭負擔，順利完成學業。助學金之申請對象為本校在籍學生，以經濟弱勢及品行

優良學生優先。 

(二)於每學年初配合新生訓練辦理 5至 7場次經濟輔助說明會(約 1500人次)，並參加僑生

各項座談會，宣導各項經濟輔導注意事項，宣導學生經濟補助措施，並解決學生有關

經濟輔助之疑惑。 

(三)承辦校內各項獎學金 62項(含校友、企業捐贈獎助學金計畫擬定、執行、審查及頒發)，

校外獎助學金(包含學產基金助學金、原住民獎助學金、政府及民間單位提供之獎助

學金等)近 200餘項，校內、外共計 200餘項。每學年獲獎近 1,400人次，金額共計新

臺幣 1,200餘萬元，有效提供海大弱勢學生經濟輔助，使其安心就學。其中，自 98年

10月起至 105年 9月止，每年另積極爭取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海大學

生獲該基金會獎助金額共計新臺幣超過 1,000萬元，受惠學生共計 400餘人次。該獎

助學金之挹注，已大幅減少海大近年因金融風暴或他項因素導致校外獎助學金捐贈短

少之影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2至 105年度校內外獎學金獲獎情形統計一覽表 

年度 

校外獎學金 

本校接受校外委託

(含校友、師長或社

會人士)設置之各類

獎助學金 

校設獎學金 總計 

獲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獎

人次 
獲獎金額 

102 372 4,975,280 225 2,413,100 722 4,198,750 1,319 11,587,130 

103 365 5,069,025 314 3,457,100 679 3,839,000 1,358 12,365,125 

104 366 5,943,000 331 5,737,225 697 3,718,960 1,394 15,399,185 

105 427 5,882,000 447 4,210,100 616 4,362,900 1,490 14,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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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啟航感恩」品格教育活動，鼓勵凡獲得獎助之同學撰寫感謝函，及製作「感恩

卡」供學生填寫感恩的話，並舉辦獲獎學生與捐款人感恩餐會，除讓獲獎學生有機會

向捐款人表達感恩之意，捐款人也能藉由此餐會關懷獲獎的學生學業及生活，激勵學

生努力向前。 

(五)每年舉辦校慶優秀學生表揚大會，除校長親自表揚、鼓勵優秀學生外，另規劃優秀

學生代表發表、分享獲獎歷程及感言，激勵同儕；並邀請獲獎同學家人蒞校觀禮，獲

得好評(每年參與人數約 150人)。以鼓勵海大學子積極參與各類競賽。 

(六)參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課輔計畫(100年度至今)，推薦家境清

寒學生擔任課輔老師(共計 40餘人次)，協助課輔對象為輔導犯罪被害人(馨生人)、更

生人、及受保護管束人之弱勢家庭就學子女(約 30人次)，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課後輔導，

同時也提供本校成績優秀的弱勢學生課輔機會，使其能自立自主完成學業，讓一份愛

心兩個家庭受惠。 

(七)協助「基隆救國團心學園計畫」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課輔計畫」

向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提出 106年度課輔經費補助計畫，其理念獲得基金會認同

及支持，各捐贈本校新臺幣 7萬元及 36萬元課輔金。由本校分別推薦 5位具有相關專

長且經濟較弱勢學生至基隆市救國團「張老師」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

協助 106年度相關計畫推動，同時本校學生可獲課輔金，兩者皆獲益。 

(八)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透過經濟輔助說明會的宣導，輔以 E化平台網站-就學獎補助專網，整合校內服務學習助

學金及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訊；亦將積極爭取校外經濟資源之挹注，如校友捐贈獎助

學金或課輔金計畫等，以擴增經濟輔助之來源。 

六、品德教育 

(一)「105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業經教育部審

查通過核定補助新臺幣 15萬元整。計畫執行現況如下表  

推展內容 

基隆市品德策略聯盟

學校系列服務活動 

品德策略聯盟會議(105年 11月 18日)、(106年 3月 3日) 

友善城市 「校園社區角落美感」營造活動 

106年 3至 6月：基隆市社寮里進行社區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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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內容 

品德策略聯盟學校與基隆市公車處合作「大城小愛_心感動」公車

徵稿比賽，比賽以「感恩行善」為主題並分一般組「新詩圖文」比

賽及特教組「品德標語著色比賽」。 

105年度得獎作品於 8月張貼於公車中 

106年 2月：規劃(比賽細則) 

3月：推廣(海報、媒體) 

      4月：收件、評審會議 

      5月：公佈名次、頒獎、活動彙報 

 1.倫理股長辦理公益活動-團康及說故事培訓課程 

(1)培訓課程：於 106年 03月 18日(六)及 3月 25日(六)邀請康輔協

會及林老師兒童劇團協助培訓(共計 16位倫理股

長)。 

(2)活動辦理：擬於 106年 5月 25日(四) 

(3)活動對象：基隆市和平國小與基隆市八斗國小。 

(4)活動內容：小劇場方式融入團康與品德教育意涵進行說故事活動 

2.倫理股長拍攝「品德微電影」 

(1)電影主題：海洋新生活 

(2)電影意涵：以「海 young生活守則」，上課不遲到、穿著要整齊、

考試不作弊、校園不抽菸…等主題融入電影，與大

一新生宣導校園品德。 

(3)影片期程：預計 106年 6月拍攝完畢。 

「邁向成功之道」課程 

105年 11月：課程規劃，師資邀請。 

105年 12月：課程大綱，上傳共教中心。 

106年 2月至 6月：課程執行內容(如下表)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1 106年 2月 21日 
課程介紹-田學務長華忠 【邁向成功

之道課程】課程內容介紹 

2 106年 2月 28日 和平紀念日 

3 106年 3月 7日 
說故事培訓課程 故事與小孩+繪本

賞析與應用-何冠青老師 

4 106年 3月 14日 
說故事培訓課程多元的說故事技巧

與方法-何冠青老師 

5 106年 3月 21日 
說故事培訓課程 說故事的聲音變

化-何冠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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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內容 

6 106年 3月 28日 

【大手牽小手品格向前走】-說故事

服務-東信國小(第 1組)、第 2組留

校進行排演 

7 106年 4月 4日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 

8 106年 4月 11日 
【大手牽小手品格向前走】-說故事

服務-東光國小 (第 2組) 

9 106年 4月 18日 期中考週 

10 106年 4月 25日 
海 young心品格-生命教育電影公播 

「逆光飛翔」 

11 106年 5月 2日 
海 young心品格-生命教育講座 邀

請電影男主角黃裕翔擔任講者 

12 106年 5月 9日 

海 young心品格-海大的彩色夢 盧

銘世老師 分享推動近十年的綠手

指行動累積經驗 

13 106年 5月 16日 

海 young心品格-海大的彩色夢第 1

組至和社竂里進行環境教育及角落

美感改造活動。 

14 106年 5月 23日 

海 young心品格-海大的彩色夢第 2

組至和社竂里進行環境教育及角落

美感改造活動。 

15 106年 5月 30日 端午節 

16 106年 6月 6日 

【大手牽小手品格向前走-校內揀菸

蒂服務】活動帶領人： 

田學務長華忠於校內不同地點，同

時進行揀菸蒂服務。 

17 106年 6月 13日 

期末心得分享活動帶領人： 

田學務長華忠 修課同學課程內容

心得分享說故事培訓與服務、生命

教育電影公播、社區角落美感營造。 

18 106年 6月 20日 期末考 
 

品德績優畢業生遴選 106年 5月遴選 10位品德績優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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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學年度北聯大系統品德策略聯盟活動規劃 

1.開放四校品德相關課程校際選課。 

(1)學校選課系統設置「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選課專區供學生自行選課。 

(2)105學年度第 2學期提供課程，供夥伴學校同學選修。 

2維護四校活動訊息傳遞平台(facebook)。 

(1)四校品德教育承辦人業加入平台。 

(2)分享四校校際選課訊息與活動辦理訊息。 

(三)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藉由「品德教育策略聯盟」進行校際資源整合，擴展校園品德核心價值，推動校際品

德教育策略與相關活動分享，推廣公益服務學習、同儕競賽等活動彰顯學校特色與

延伸校園品德核心價值，延續品德教育的廣度及深度。 

七、培養學生社團人才、辦理特色活動活絡校園 

(一)社群卓越，菁英培育方案 

1.服務學習 

(1)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方案：103 學年至 105學年每年皆有 12個以上非服務性社團

參與本計畫，為全國大專校院最多非服務性社團參與的學校，103學年至 105學年

總計有 46個社團參與，本校參與學生達 4,509人次，服務對象達 19,042人次。 

學年 參與社團數 參與服務學生(人次) 合作學校學生(人次) 

103 17 1,230 5,690 

104 16 1,899 8,102 

105 

(持續辦理中) 

13 1,380 5,250 

總計 46 4,509 19,042 

 

(2)寒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103學年至 105學年辦理寒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

總計有 33 梯次營隊活動，本校參與學生達 550 人，被服務學生有 1,752 人，服務

總時數達 14,147小時，服務足跡遍及基隆市、新竹縣、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

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連江縣等地。 

學年 營隊數 參與服務學生 合作學校學生 服務總時數 

103 9 142 505 4,315 

104 12 208 647 4,864 

105(持續辦理中) 12 200 600 4,968 

總計 33 550 1,752 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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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自治 

辦理本校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成立學生會會長選委會，並依法公告參選相關資

訊(含資格、登記截止日期及其他資訊)，選舉投票採網路投票方式進行。學生議會

則由系所推派，各系兩名、獨立所一名。 

學年度 參選組數 投票人數 投票比例 推派議員人數 

103 2 1,124 13.91% 35 

104 1 1,036 12.43% 30 

105 1 917 10.27% 49 

 (二)提升國際視野，加強學生參與國際服務 

輔導學生從事國際服務，運用青年志工之專長與知識技能，前往國外進行志工及交

流活動，提昇台灣形象。並激發青年志工對國際社會關懷之使命感，提供多元服務，

豐富生命歷程。 

1.學生社團敬拜讚美社-國際志工服務隊 

本校社團－敬拜讚美社國際志工與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合作，5度前往柬埔寨進行

國際志工服務。服務內容為英文教學、協助挖井 4口、贈送 300支牙刷並教導幼兒

潔牙及為 400位幼兒盥洗，並向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申請經費補助，103年度為新臺

幣 70,000元，104年度為新臺幣 55,000元，105年度為新臺幣 60,000元。106年預

計由 16名服務員及隨隊老師規劃前往緬甸楠渣拉恩典學校進行課程教學、育樂活動

及文化交流等服務。 

2.學生個人出國從事國際志工服務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及增加國際觀，104年學生出國總計 55位學

生前往各國從事國際志工服務。105年學生出國從事國際志工服務人數總計 22名出

國從事服務工作。另 106年截至 3月總計 1位學生出國從事服務工作，藉由學生積

極投入參與國際活動及國際志工服務之工作，以達到自我學習及潛能開發之目的。 

歷年學生參與國際服務情形如下表： 

年度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學生系

別/社團 

活動

人數 

經費補

助 

104 微客尼泊爾國際志工服務 尼泊爾 104/1/24-2/6 食科系 1 15,000 

104 
VYA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

隊 
菲律賓 104/1/19-1/29 河工系 1 10,000 

104 
YMCA斯里蘭卡國際志工

服務隊 
斯里蘭卡 104/1/27-2/8 食科系 1 15,000 

104 
CYA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

隊 
柬埔寨 104/1/17-2/4 航管系 2 30,000 

104 微客尼泊爾國際志工服務 尼泊爾 104/1/28-2/10 航管系 1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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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AIESEC柬埔寨國際志工服

務隊 
柬埔寨 104/1/19-2/23 食科系 1 15,000 

104 
中日韓-孟加拉羅浮國際服

務隊 
孟加拉 104/2/22-3/1 食科系 1 15,000 

104 ISWI國際學生週研討會 
德國伊爾默

瑙工業大學 
104/5/29-6/7 輪機系 1 20,000 

104 青年交響樂德國巡迴服務 德國 104/7/10-7/24 環漁系 1 20,000 

104 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 菲律賓 104/8/18-8/24 河工系 1 10,000 

104 捷克國際志工服務 捷克 104/7/20-8/3 航管系 1 15,000 

104 奧地利國際志工服務 奧地利 104/7/9-8/19 造船系 1 20,000 

104 斯里蘭卡國際志工服務 斯里蘭卡 104/8/3-8/16 航管系 1 15,000 

104 美國沃克肖社區服務 美國 104/7/31-8/6 航管系 1 20,000 

104 
四川巴中茶壩鎮中心小學服

務 
中國 104/7/18-7/30 航管系 1 10,000 

104 日本里山森林保育服務 日本 104/6/30-7/13 航管系 1 10,000 

104 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 南京大學 104/7/25-8/2 航管系 1 10,000 

104 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 南京大學 04/7/25-8/2 資工系 2 20,000 

104 
2015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

隊 
柬埔寨 104/7/7-7-15 

敬拜讚

美社 
21 35,000 

104 2015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緬甸 104/9/2-9/10 
敬拜讚

美社 
14 20,000 

小計 55 340,000 

105 
2016雙智高階學生領袖培

訓計畫營 
北京大學 105/1/3-1/10 資工系 1 10,000 

105 印度國際志工服務 北印度 105/1/18-2/29 商船系 1 20,000 

105 2016年中華文化研習營 上海 105/2/12-2/19 航管系 2 18,000 

105 
2016年探索天府之國-四川

自然生態與民俗文化探索營 
四川大學 105/3/24-3/30 資工系 1 9,000 

105 2016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緬甸 105/6/28-7/9 
敬拜讚

美社 
12 268,000 

105 
2016年海外墨西哥國際志

工服務隊 
墨西哥 105/7/8-8/16 航管系 1 25,000 

105 
2016年愛我中華兩岸四地

青年交流營 

湖北 

四川 
105/7/12-7/23 觀光系 2 18,000 

105 2016年海峽兩岸大學生社 北京大學 105/11/19-11/2 河工系 2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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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領袖交流營 6 

106 
2017年 CYA柬埔寨國際志

工服務隊 
柬埔寨 106/2/2-2/11 輪機系 1 15,000 

小計 23 403,000 

總計 78 743,000 

3.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行 

「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行活動」是由世界公民文化協會主辦，至 104年度已邁入

第四屆，由主辦單位藉由一系列培訓、遴選，並擔任出國大使執行旅行任務，近年

來推動成效卓著，並有許多產官學界與民間 NGO積極參與及贊助。有鑑於出國執

行任務有相當之困難度與挑戰性，歷屆自全國各大專優秀青年近 2,000~3,000名學生

激烈競爭後，經由出國計畫撰寫、多次培訓會議、任務國嚮導口試，以及決賽換桌

會議簡報等過程，方遴選出每一屆近百位旅行家出國執行任務。因此，能夠自如此

競爭之比賽雀屏中選，實屬難得，亦在在突顯本校學生確實具備相當之自信、競爭

力與表達能力。102年度本校共 2名學生獲選，主辦單位再將任務執行難度由一個

月計畫改成三個月，學校予以肯定並大力支持補助。103年度由學校輔導並推薦之 6

名參賽學生，更是全部獲選。104年度暑假期間，卓銘杉同學(法國)、鄔至為同學(丹

麥)、林宥妡同學及徐郁瑜同學(冰島)至國外執行任務表現優異，成果備受主辦單位

肯定，105年度陸續辦理出國成果分享及座談活動，鼓勵學生、社團踴躍出國挑戰

並學習。世界公民島至 105年度起，旅行家遴選對象改以高中生為主，故無再推派

學生參與競爭。 

歷屆旅行任務概況及補助情形統計如下表： 

獲選 

年度 
學生/系所 

國家/ 

旅行日期 
學校補助 旅行任務 備註 

103 
黃誼佳 

/航管系 

義大利法恩札 

103/5/12~103/8/17 
210,000 

藝文之都- 

用手拉出的情感 
第 3屆 

世界公民

島旅行家 103 
宋佾峰 

/機械系 

美國西雅圖 

103/6/10~103/9/6 
140,000 

美國西雅圖之 

環境意識 

104 
卓銘杉 

/航管系 

法國 

104/7/6~104/8/31 
80,000 歐洲農業技術與綠色生活 

第 4屆 

世界公民

島旅行家 

104 
鄔至為 

/航管系 

丹麥 

104/8/1~104/9/10 
84,000 建築技術的演進 

104 
林宥妡 

/養殖系 冰島 

104/7/13~104/8/3 

52,720 

地熱及再生能源 

104 
徐郁瑜 

/輪機系 
5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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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校園活絡，加強校園凝聚力 

1.辦理「校歌比賽」 

大力推動以全校大一班級為對象參賽，使校歌為更多同學所熟悉與傳唱，並能以身為

海洋人為傲。籌備過程辦理校歌比賽說明會、指揮暨伴奏訓練、合唱分部訓練等，促

進各班級能提升演唱之品質。104學年度校歌比賽於 104年 12月 17日(四)假本校育

樂館舉行，活動圓滿順利，除張清風校長、蔡國珍副校長到場致詞勉勵外，共有 1位

院長、4位系主任、30名導師出席現場為同學加油打氣。全校大一班級 28班全數參

賽、出席人數 1,293人，出席率高達 97.1%，更超越 103學年度 91.87%的參賽情形，

加上福州大學陸生班級以及外籍生的演唱，總計 1,445位學生參加校歌比賽活動。第

一名養殖 1B、第二名養殖 1A、第三名則由生科 1A、商船 1B、電機 1B、運輸 1A等

班級同分並列，第一名邀請至 105級畢業典禮公開演唱、第二名則邀請至 63週年校

慶慶祝大會演唱。 

105學年度校歌比賽於 12月 1日(四)盛大舉辦，延續上一屆校歌比賽的熱烈盛況，本

學年度增加海洋文創系，全校共計 29個大一班級全數參加，班級出場率 100%，全校

大一班級出席人數 1,283人，出席率高達 95.1%，包含福州大學陸生班級(含河工、造

船)共計 1,388名學生參與校歌比賽，再創歷屆校歌比賽高峰，活動圓滿順利，促進班

級導師生練習校歌、促進愛校情懷成效顯著。本屆校歌比賽各班級認真練習，競爭激

烈，經評審委員進一步討論後，由文創 1A及航管 1A並列第一名；第三名則由觀光

1A、運輸 1B、生科 1A、養殖 1A、法政 1A等五個班級並列。並預計邀請航管 1A擔

綱 105級畢業典禮校歌演出、文創 1A擔綱 64周年校慶慶祝大會校歌演出。 

2.舉辦「FUN4導師生班級競賽聯誼活動」 

(1)為增進校園活力，促使班級師生間更為和諧融洽，激發愛校情懷，建立與同儕之

良好互動關係，同時亦促使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能蓬勃發展，舉辦 105學年度 FUN4

活動如下： 

(2)3月 23日(四)FUN4 躲避球開幕賽，大一班級組共 21 個班級報名參賽，預計將有

超過 15名導師、700名學生參與開幕比賽。本屆創新活動為 4月 27日(四) FUN4

運動會，結合本校新成立之競技啦啦隊辦理創意啦啦隊之競賽，提升班級凝聚力及

活力。5月 18日(四)雙人艇接力賽於游泳池請樂水社協助承辦，是 FUN4活動中最

3/7（二） 

班代說明會 

3/23（四） 

FUN4開幕賽 

4/27（四） 

FUN4運動會 

5/18（四） 

FUN4雙人艇 

5/25（四） 

FUN4頒獎 

學生活動中心-3

樓展演廳 

下午 3:20-4:00 

超級躲避球 

-育樂館 

下午 3:20 

開賽 

FUN4運動會

(創意啦啦隊+

團體跳繩) 

-育樂館、活動

中心 

FUN4雙人艇

接力賽 

-游泳池 

下午 3:20開賽 

FUN4頒獎結合

棉花糖情人節 

-展示廳中午頒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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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海洋特色並最受歡迎的一場比賽，歷屆參賽班級導師生皆樂在其中、歡聲雷動。

本學期訂於 5 月 25 日(四)結合棉花糖情人節開幕式活動進行頒獎，以公開表揚參

賽獲獎班級。 

(四)提升學生社團設備及活動，鼓勵學生多元學習 

1.為鼓勵學生培養興趣，提升人文素質，特補助社團相關設備，102年補助新臺幣 444

萬元整，103年補助新臺幣 608萬元整，104年補助新臺幣 442萬元整，105年補助

新臺幣 327萬元整，106年補助新臺幣 213萬元整，共計補助 2,034萬元整，提供學

生更優良且多元的校園環境。 

2.由於本校重視學生社團發展及添購相關設備器材，本校學生社團—絲竹國樂社榮獲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獎；管弦樂社榮獲「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優等佳績。J&C鋼琴社及如來實證社榮獲「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

選暨觀摩活動」康樂性、體能性社團及學術性社團特優獎之殊榮；樂水社及如來實

證社榮獲「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康樂性、體能性社團特

優獎項及學術性社團特優獎項之雙特優殊榮。另本校學生會榮獲「104年學生會成

果競賽」優等獎。104年全國社團評鑑觀摩之「同性質社團觀摩與經驗交流」座談

會，特邀本校於 103年全國社團評鑑榮獲體能性、康樂性特優獎之鋼琴社前社長黃

郁菱同學擔任座談會與談人，與全國社團參賽代表進行對話及交流，分享社團經營

經驗。另 J&C鋼琴社及樂水社於 105年榮獲「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康樂性「特優」獎及體育性「特優」獎，雙特優最高殊榮。學生會於 105

榮獲「105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學權獎及優等獎項。管弦樂社

參加「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管樂合奏大專團體 B組特優獎，另國樂

社榮獲絲竹國樂社合奏優等獎。 

(五)海大志工群-太鼓團 

海大太鼓團志工群於 104年 4月成立迄今，積極參與校內重大活動演出，經由學習傳

統鼓藝，期望學生能在傳統藝術的學習中學會認同、瞭解傳統藝術之美，並透過傳統

鼓藝的表演，展現自己的才能，進而影響同儕之間對於傳統藝術之認同。 授課老師

為基隆長興呂師父龍獅團-林美吉師父。 

(六)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事宜 

(1)四校聯合公民事務研習營 

四校聯合公民事務研習營於 3月 4日(六)及 3月 5日(日)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宏裕

科技大樓辦理，本活動由四校學生會推派幹部共同籌劃主辦，本校計有 15位學員

及 8位學生會幹部，共 23位學生參加。此次共規劃四堂專題講座，邀請作家樂擎

老師分享「人際與社會」議題；人生百味團隊巫彥德老師分享「我心中的社會，衝

破這冷淡社會」議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柯志堂學務長分享「學生權利與紅線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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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最後邀請作家盧建彰老師分享「社會的事，乾我屁事」議題。 

(2)四校寒暑期服務隊聯合成果發表會 

四校服務隊寒暑假期成果聯合發表會預定 10月份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計有

國內服務隊及國外服務隊兩個場次進行交流，並藉由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各校服務隊

分享成果，互相激盪，拓展服務學習成效，檢視社團服務成果，突破向前邁進。 

(3)四校聯合社團從事社區服務 

四校聯合社區服務預定 8月份辦理，主盟學校-臺北科技大學選訂臺北南機場社區

讓學生從事服務相關事宜，並進行長期的社區營造規劃，用服務學習方式進行，落

實深化關懷，以達服務理念。 

八、菸害防制工作推動 

(一)違規吸菸勸導： 

1.由軍訓室及衛保組服務學習助理著宣導背心進行違規吸菸勸導，並邀請違規吸菸關

懷登記單之簽署。105學年度第 1學期勸導重點區域調整，包含延平技術大樓正、

後門出入口處、商船系門口及海音咖啡旁空地區等處，學生態度惡劣不願配合者，

通知教官取締記申誡。 

2.105學年度第 1學期於 105年 9月 22日起至 105年 10月 1日止，原走動式巡查勸導

改為定點式勸導，加強區域為商船系館前及海音咖啡旁空地等處。由 105年 9月 12

日起至 12月 23日止巡查計 92人次，勸導計 83人次並提供「菸害宣導活動邀請單」

予違規吸菸學生，鼓勵參加菸品危害宣導活動。 

3.105年 9月 20日委請航訓中心轉請每周受訓學員之報到老師協助，宣導鄰近吸菸區。

於每月發送全校禁菸宣導電子郵件，宣導內容包含告知本校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

本校吸菸區位置、違規舉報專線、各單位外包小型施工工程及校外洽公人員如有吸

菸需求者，請協助告知本校吸菸區位置等資料。 

(二)加強重點區域禁菸標示列入違規舉報電話、免費戒菸專線及鄰近吸菸區位置內容。

加強標示位置如下： 

1.電機二館、工學院、河工系館入口及頂樓處。 

2.女二男三舍前、後門及無障礙坡道。 

3.商船系館、延平大樓前、後及側門。 

4.機械系館前、後門及海空大樓入口處。 

5.男一舍前門、通往夢泉商場之走道。 

6.夢泉商場往男一舍及往綜合三館出口之側門處。 

7.生科院前、後門出入口處。 

8.食科系館前門外。 

9.全興書苑外休息區及光電所前、側門處。 

(三)違規吸菸稽查：因商船系館附近違規吸菸學生經勸導態度不佳，舉報基隆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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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5年 11月 15日派員至本校進行菸害防制違規吸菸稽查作業。於學校公告及本組

網告此訊息，提醒吸菸者請至吸菸區。衛生局將不定期至校園進行違規吸菸查核作

業。 

(四)於 105年 11月 29日配合諮輔組辦理之全校導師座談會，將相關資料併入導師宣導資

料。委請導師協助關懷及向班級學生宣導，本校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及本校菸害防制

實施辦法等規定，以加強學生對菸品危害之認知及請吸菸者配合至吸菸區，並鼓勵吸

菸學生減菸及戒菸。 

(五)拒菸小天使-愛校撿菸蒂服務： 

該活動結合服務學習學生，優先加強海音咖啡旁空地區域及舊北寧路機車停車場菸蒂

之撿拾，另於資訊工程系、電機系、男二舍對面花圃、延平技術大樓及商船系頂樓等

處進行愛校園撿菸蒂。由 105年 10月 3日起截至 12月 27日止，服務志工計 88人次

參加，總計服務 108小時。 

(六)愛健康舉牌活動：  

1.請服務學習學生著衛保組背心，手持活動牌按行動路線於校園進行宣導，行動路線：

由活動中心->游泳池->商船系->北寧校門->圖書館->祥豐校門->夢泉->延平技術大

樓->男二舍->回活動中心。 

2.該活動主要倡議吸菸請至吸菸區，尊重自己與他人，服務志工由 105年 10月 3日至

12月 27日計 45人次參加，服務總計 45小時。 

(七)「揪團闖關有獎徵答」抽獎活動： 

1.於 105年 11月 1日至 12月 15日結合住宿輔導組共同辦理。由本校學生填寫菸害防

制宣導有獎徵答抽獎券後送交衛保組，問答題目全部完成並答對者即有機會參加抽

獎。 

2.此活動截至 12月 15日止計有 589人參加，並邀請衛保組宋文杰組長抽出 38名得獎

者，獎項分別為「拒菸尖兵獎」-商品禮券(卡)300元*5名；「無菸快樂獎」-商品禮

券(卡)200元*7名；「幸運衛保獎」-商品禮券(卡)100元*11名；「健康．好獎」-

抽繩束口背袋*5名；「好．健康獎」-自粘標籤貼紙組*10名。 

3.該活動冀透過寓教於樂方式讓同學們建立正確菸品危害知能，並提供可諮詢輔導之

資源單位。 

(八)菸害防制宣導講座：為促使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能重視菸品對自身健康的危害，培

養擁有不吸菸及拒菸的態度與能力，特於 105年 11月 23日及 25日與財團法人長庚紀

念醫院基隆分院合作，邀請修金萍戒菸衛教師蒞校講授拒(戒)菸宣導講座，宣導講座

計有 111人參與講座。 

(九)大手牽小手-健康促進學校宣導活動： 

1.參加對象：東光國小、東信國小、中正國小及八斗國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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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地點：大武崙古砲台、情人湖公園。 

3.日期時間：105年 12月 3日(六)9：30-16：00。 

4.活動內容：與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合作，結合大一倫理股長帶領小學生共同參與。活

動設計透過與大自然接觸及遊歷古蹟的健康行動方式，其中融入菸害防制與性教育

(愛滋防治)宣導內容，以趣味遊戲互動方式讓小學生進行有獎徵答答題，過關者現

場可獲得一份獎勵品，參與活動人數計 80人。 

(十)兒童一日營隊：本組結合本校學生社團海展隊於 105年 12月 18日假基隆市正濱國小

辦理兒童一日營隊活動，透過趣味活動施行反菸宣導，活動計有 100人參與。 

(十一)未來推動事項： 

1.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本校違規吸菸勸導以商船系館外、海音咖啡旁空地、技術大樓後

側出口等處列為重點區域，主以引導吸菸者至吸菸區吸菸。 

2.以不增加吸菸區為原則，全盤討論現存吸菸區使用率，評估各吸菸區使用情形，列

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菸害防制暨紫錐花聯合會議討論。 

3.因應游泳池旁設置「勇泉」景觀，於接鄰之游泳池旁空地吸菸區吸菸有礙觀瞻，是

否更改此吸菸區設置地點，或於現有地點做適度美化，列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菸

害防制暨紫錐花聯合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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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總務處報告 

一、校園重要規劃及空間改善 

(一)本校「綜合二館」前空地景觀美化工程案，包括範圍內之整地、花圃新增、景觀美化、

植栽、草皮、地坪基礎、舖面、照明等，營造整體空間形象美感與連續感，將原為死角

區域予以充分利用為師生休閒活動空間，本案已完工，並已再新植兩株黄槿提昇意象，

此綠地命名為「黃槿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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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執行濱海及祥豐校區七處小空間綠美化，如植生牆、活動式盆栽、綠籬、花柱等，

預計於本(106)年度 10 月校慶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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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建工程 

(一)海洋海事大樓新建工程：為供海洋生技及海洋科學之整合研究及一般教學教室使用，

目前規劃於女一舍左前方至綜合一館之間興建地下 1 層、地上 10 層之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預計約為 5,455 坪，所需經費概約新台幣 6 億元。未來環態所館將配合拆除，並

控留可能基地供未來興建宿舍使用。 

1.具體分析與成效：本校建築物受海風鹽害影響非常嚴重，屋齡超過 40 年之建築物需

有拆除改建之準備，另為發展及強化本校海洋特色之教學研究，需興建大樓以統籌

整合相關資源。本案業經總務會議、校務發展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討論通過。105/5/23 函送構想書至教育部審查，6/20 教育部函復：本校近 3 年購

建固定資產預算平均執行率未達 80%及現有校舍樓地板面積大於應有校舍樓地板面

積之 150%，未符「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

補助要點」第 2 點規定，請本校近期仍有推動需求，以校務基金自籌支應。 

2.基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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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學實驗中心：規劃於工學院校區工學院館後方臨海側空地上興建地上一層之鋼筋混

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48 坪，總經費約為新台幣 2,000 萬元，預計 107 年完

工。本案已通過總務會議、校發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都審 105/5/12

掛件，7/11 都審幹事會未通過，原訂 105/9/26 第 2 次幹事會，因故延期。105/10/24 函

退請補充校園整體規劃準則辦理情形及海岸第 1 線空間計畫。105/11/22 修訂都審報告

掛件，於106/3/21召開第2次都審幹事會，決議請依幹事意見修訂報告書送基隆市政府，

該府依「基隆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規定」第 4 條規定，簽呈本案都審授權幹事會議決。

水土保持計畫 105/12/23 核定。 

1.具體分析與成效：補足現有聲學實驗室的不足，同時提供完整學術研究相關標準之

測試，且協助相關產業進行聲學性能測試之服務。 

2.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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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物培育館：規劃於工學院校區電機 2 館後方臨海側空地上興建地上兩層之鋼筋

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500 坪，總經費約為新台幣 4,978 萬元(不含海水引水

設施)，預計 107 年完工。都審 105/6/4 核備。水保 105/7/28 核定。建築執照申請文件

105/12/23 核准，106/1/3 領取建照，刻申辦五大管線許可中。      

1.具體分析與成效：增加海水養殖實驗研究空間，並作為學校可供訪客參觀之海洋特

色建物。 

2.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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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於工學院校區電機二館前方興建地下一層、地上

九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3,000 坪，總經費約為新台幣 2 億 6,500

萬元，預計 109 年完工。都審 104/9/18 掛件，歷 2 次都審幹事會審查，修訂後，9/2 都

審委員會審查未通過，106/3/14 第 2 次都審委員會，都審報告書依委員意見修訂送基隆

市政府書面複審後核定。水土保持計畫 105/4/11 核定。 

1.具體分析與成效：完工後可增加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空間，統整校內資源，並可增

加產學合作機會，促進學生與產業界合作，提升實務經驗。 

2. 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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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於校外中正路 613 巷與中正路 621 巷間之原職務宿 

   舍空地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397 坪，總 

   經費約為新台幣 1 億 4,100 萬元，預計 109 年完工。都審 104/11/6 掛件，歷 3 次都審幹 

   事會審查，都審報告書 105/12/1 修訂後送市府，依都審幹事意見修訂完成後送都審委員 

   會審議。水土保持計畫 105/8/19 核定。 

1.具體分析與成效：該基地位於校外，為社教機構用地，一樓規劃三間教室可供進修

教育上課使用，全棟規劃提供 354 個住宿床位，提高本校宿舍供給率。 

2. 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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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推動情形  

有關配合本校已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海大雨水公園」及校區因坡地關係

與周邊腹地之「龍崗生態園區」為主體，推廣山海學園的環境永續生態概念與環境教育推

廣活動，105年 3月 7日至 105年 21月 31日止，計分三種類型梯次推廣辦理，如下： 

(一)「戶外教學」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   期 人數 參 加 對 象 

1 105/01/06(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2 105/01/08(五)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3 105/01/12(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4 105/01/13(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5 105/01/14(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6 105/01/19(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7 105/01/21(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8 105/01/23(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9 105/01/28(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0 105/02/01(一)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1 105/02/23(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2 105/02/24(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3 105/02/25(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4 105/02/26(五)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5 105/03/07(一) 60 基隆市政府文化處 

16 105/03/09(三) 50 台糖楠梓量販店 

17 105/03/10(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8 105/03/30(三) 25 海大光電系(大一)學生 

19 105/04/01 (五) 3 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 

20 105/04/22(五) 6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基隆分會 

21 105/04/26(二) 60 基隆市政府文化處 

22 105/05/13(五) 91 基隆市八斗國小 

23 105/06/15(三) 30 基隆市武崙國小六年級學生 

24 105/07/24(日) 45 聖約翰科技大學 

25 105/08/11(四) 43 七堵社區 

26 105/08/21(日) 42 基隆市自然文化發展協會 

27 105/09/08(四) 43 內寮社區 

28 105/10/18(二) 57 武崙國小建德國小 

29 105/10/19(三) 27 環境教育志工 

30 105/10/26(三) 47 基隆市西定國小 

31 105/11/05(六) 45 福智文教基金會(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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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5/11/18(五) 6 師大地理系 3 年級同學 

33 105/12/04(日) 50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人數總計 1,030 人 

  

(二)「講座簡報」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  期 人數 參 加 對 象 

1 105/01/06(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2 105/01/08(五)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3 105/01/12(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4 105/01/13(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5 105/01/14(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6 105/01/19(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7 105/01/21(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8 105/01/23(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9 105/01/28(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0 105/02/01(一)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1 105/02/23(二)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2 105/02/24(三)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3 105/02/25(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4 105/02/26(五)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5 105/03/07(一) 60 基隆市政府文化處 

16 105/03/09(三) 50 台糖楠梓量販店 

17 105/03/10(四) 20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安老托老長者 

18 105/04/01 (五) 3 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 

19 105/04/22(五) 6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基隆分會 

20 105/04/26(二) 60 基隆市政府文化處 

21 105/04/26(二) 42 交通部國道高公局 

22 105/05/13(五) 91 基隆市八斗國小 

23 105/05/14(六) 25 環境教育志工 

24 105/06/15(三) 30 基隆市武崙國小六年級學生 

25 105/06/28(二) 30 經國管理健康學院學生 

26 105/07/24(日) 45 聖約翰科技大學 

27 105/08/11(四) 43 七堵社區 

28 105/08/21(日) 42 基隆市自然文化發展協會 

29 105/09/08(四) 43 內寮社區 

30 105/10/18(二) 57 武崙國小建德國小 

31 105/10/19(三) 27 環境教育志工 

32 105/10/26(三) 47 基隆市西定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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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5/11/05(六) 45 福智文教基金會(素食)  

34 105/12/04(日) 50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人數總計 1,096 人 

 

(三)「影片觀賞」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  期 人數 參 加 對 象 

1 105/05/02(一) 50 海洋樂齡大學 

2 105/07/24(日) 45 聖約翰科技大學 

3 105/08/11(四) 43 七堵社區 

4 105/08/21(日) 42 基隆市自然文化發展協會 

5 105/10/18(二) 57 武崙國小建德國小 

6 105/10/19(三) 27 環境教育志工 

7 105/10/26(三) 47 基隆市西定國小 

8 105/11/05(六) 45 福智文教基金會(素食)  

9 105/12/04(日) 50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人數總計 4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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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圖資處報告 

一、推展智慧校園，提升海大的競爭力 

(一)106年 2月起每月假本校佳渝廳，在校長指示下，由莊副校長主持，籌組「智慧校園」

規劃小組定期開會討論並由圖資處承辦議事及協助推展，規劃小組負責統整本校各單位

相關計畫的推展與執行，進而提升本校的優勢競爭力。 

(二)本校「智慧校園」方案推展將會以「智慧學習」、「智慧社群」、「智慧行政」、「智

慧保健」、「智慧管理」、「智慧綠能」六大領域為架構，建置智慧校園服務事項。 

(三)本校目前已完成海洋雲、宿網建置案、停車管理系統案(總務處)、育樂館及河工一館

B1照明案(總務處)等；並由圖資處搜尋彙整其他學校作法及執行情形，接續完成評估校

園公共區域及系所WiFi使用情形。 

(四)近程著手執行事項 

1.校園每棟建物 QR-Code設置是以結合教室空間課程的方式推展(圖資處) 

2.智慧教室建置(教務處教學中心)。 

3.研擬規劃以 VR/AR用於海洋領域課程，讓本校師生以虛擬實境體感海洋的奧妙(圖資

處)。 

4.研擬規劃以 RFID借還書等功能設置，打造海大智慧圖書館(圖資處)。 

5.結合本校專家的研發技術與廠商合作，申請政府單位補助計畫(圖資處)。 

二、建置機構典藏平臺，傳播本校研究成果 

(一)持續進行校內碩博士論文及老師相關研究論文之徵集，達到穩定成長的目標。 

(二)進行相關論文資料補正以及發表人帳號與論文進行連結。 

三、強化圖書館空間利用，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之執行計畫 

(一)活絡書庫空間：因應館藏逐年增加，逐步進行館藏空間調整與整理，移轉較少被利用

圖書至罕用書庫，淘汰陳舊破損圖書，使書庫空間有效利用。 

(二)強化圖書館實體空間利用：針對館內現有空間進行檢視及調整，營造優質閱讀空間及

氛圍，吸引讀者入館使用。 

(三)更新閱覽設備：為提供學生更舒適優質的學習環境，持續針對書庫與閱覽空間進行利

用規劃或重整，並汰換閱覽與典藏設備，使學生能在更舒適的學習環境中，激發其學習

意願及提升學習效率。 

(四)空間釋放：規劃針對目前館內閒置廁所進行整修，釋放出空間除可進行調整利用外，

亦可增加典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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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圖書資源利用教育，提升資訊素養知能之執行計畫 

(一)舉辦各式圖書資源利用說明會，深入系所教室解說圖書資源：除說明學校訂購電子期

刊及資料庫與電子書外，並介紹如何經由多方管道取得他校資源以協助教學研究。 

(二)提升電子資源使用量：為改善數位時代電子資源利用效率，導入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藉由預先索引資料於雲端的技術，提供使用者一站式搜尋學校訂購資源以簡化全文取用

之便利性，進而提升使用量。 

(三)積極舉辦多項活動：為行銷圖資處以達成全校師生廣為利用之目標，除積極配合其他

單位進行圖書館導覽，並參與新生入學教育週、大一學習促進等活動外，並自行主辦學

會資料怎麼找及各種資料庫說明會、圖書館週及線上有獎徵答活動。運用多方途徑吸引

讀者興趣以行銷圖資處。 

五、強化並持續擴充核心館藏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之執行計畫 

(一)提升每位師生可查檢利用之館藏資源數量：於既有經費外同時積極加入各式合作聯盟，

以有效擴充本校師生教學研究可有效利用之核心及特色書刊資源。 

(二)深化數位資源內涵及利用：以海大讀者需求為導向，加強徵集電子期刊、資料庫、電

子書等各式有價及免費數位資源，並連結指引相關特色資源，以提供符合本校師生教學

與研究需求的便利數位資源利用環境。 

(三)持續強化電子資源利用平台：除提供海大師生單一入口以整合查詢本校可利用之各式

中外文數位資源外，並同時建置電子期刊、電子書及資料庫不同資源種類專區，輔助讀

者迅速查檢取得所需特定資源。目前本校電子資源入口網收錄之可利用資源已逾30萬筆，

106年度預計將再增加至少1萬筆電子書刊資源供查檢利用。 

六、維護校務行政系統之軟硬體設備之執行計畫 

(一)持續維護校務行政系統之軟硬體設備，逐年更新效能低落且耗電之軟硬體設備，分階

段投入虛擬化環境建置及老舊系統移轉，除延長原有系統之生命週期外，亦供未來各式

校務e化需求提供彈性軟硬體服務環境。 

(二)落實行政作業電腦化，提升服務品質與績效，經由「教務、學務新系統」的規劃，逐

步建置未來完整之校務e化系統。因無經費預算可執行，校務e化系統整合繼續由校務系

統組自行開發。 

七、建置雲端基礎平台及服務之執行計畫 

(一)海洋雲目前有雲端主機及雲端硬碟兩項服務，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二)目前雲端主機常態開機狀態下約有85台，皆為老師、學生及行政單位申請使用，使用

資源已達滿載狀態，未來將結合中華電信hiCloud公有雲，持續推動雲端主機服務。 

(三)雲端硬碟使用免申請，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使用，教職員工享有20GB、學生4GB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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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空間，目前全校約有1500人使用。另可申請海大專屬的Gmail帳號，可使用Google提

供的Google Drive雲端硬碟服務，使用空間無上限。 

(四)海洋雲軟、硬體保固皆已到期，目前與中華電信洽談後續維護事宜。 

八、強化海大手機版網頁  

(一)增加手機版網頁功能，提升師生使用黏著度。 

(二)強化手機內建功能(GPS、相機等等)與網頁間的連結，增加更多元的應用。 

九、導入Tronclass教學平台系統 

(一)提供更多元彈性的數位學習方式，可隨時線上閱讀或視聽教材，即時獲取最新課程動

態。 

(二)數據化學習效果，運用隨堂線上測驗和統計數據，了解學生的上課效果，並能減少閱

卷批改時間及減少試卷紙張，提高教學效率。 

(三)增加師生互動，透過APP反饋功能，分享彼此想法、經驗和知識，從而活躍師生思維，

促進知識的深化。 

十、建置次世代防火牆，強化校園網路使用安全 

於校園網路骨幹出口建置次世代防火牆。除保有原傳統的防火牆功能之外，還包括深度封

包檢測（DPI），入侵預防系統（IPS），應用層偵測與控制，網站過濾，以及QoS/帶寬管

理等功能，能有效抵擋網路上新型態的攻擊(如殭屍電腦)，進而保護校內的資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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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際處報告 

一、 境外生有效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一)僑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 招生策略 

(1) 積極拓展各項招生管道，全方位網羅華僑學子 

除了聯合分發之外，本校於 103 學年首次辦理僑生個人申請及僑生以外國學生身

份申請入學，於 104 年 8 月啟動學校自行招生作業，於 105 學年度將學校自行招

生設計為兩階段招生。 

(2) 積極拜訪海外華人組織及僑教相關單位、參與各項海內外教育展及辦理各項參訪

接待業務 

(3) 國際處與校友服務中心之相互合作與配合 

A. 與校友服務中心合作，積極與馬來西亞、澳門與香港等地區的畢業校友之聯繫

與拜訪，並於海外招生說明會時邀請畢業校友參與海外教育展進行經驗分享。 

B. 加強學校、僑生校友之連結，主動與海外校友聯絡並提供學校訊息。 

C. 定期拜訪香港、澳門及馬來西亞等地區之海外校友及校友會。 

(4) 加強對招生有影響力的潛在單位之聯絡 

A. 持續與各地區辦事處(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及印尼等地)保持友善聯繫。 

B. 持續與各地區中學校長與師長、當地華人組織保持友善聯繫，定期寄發本校簡

介、文宣。 

C. 每學期至國立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辦理二場次招生宣傳活動，並邀請至本校參

訪。 

2. 具體成效 

(1) 積極拓展各項招生管道，全方位網羅華僑學子： 

A. 個人申請管道錄取人數由 103 學年度 45 人增加到 106 學年度 62 件，成長率為

38%。  

B. 學校自行招生管道錄取人數由 105 學年度 5 人增加到 106 學年度 17 人(尚在招

生中)，成長率為 240%。 

(2) 積極拜訪及參與各項海內外教育展、積極辦理各項參訪業務： 

由張校長親自帶隊前往僑居地各中學演講或舉辦招生說明會，拓展版圖，並由國

際處積極派員參與各項招生教育展等活動及辦理各項參訪業務，提升本校知名度，

與當地華人組織及中學保持良好互動。 

A. 在校僑生總人數由 101 學年度之 161 人增加到 105 學年度 319 人，成長率為

98.14%，請參閱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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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僑生新生總人數由101學年度 40人增加到105學年度 95人，成長率為137.5%，

請參閱圖一。 

(3) 加強對招生有影響力的潛在單位之聯絡 

A. 由張校長帶領參與教育展及接待海外僑校來訪並建立結盟關係，以擴大招收海

外僑生，交流情況如表二。 

B. 101 學年前尚無簽約中學、102 學年有 3 所(香港東華三院)、103 學年 102 所(香

港中學) 、104 學年 107 所、105 學年 109 所。 

(4) 本校之招生文宣定期透過電子郵件和紙本郵寄至港、澳、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等中學共計 298 所 (香港 181 所、澳門 35 所、馬來西亞 78 所、印尼 2 所、緬甸 2

所) 。 

(二)國際學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招生策略 

(1) 積極與海外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2) 積極招收與輔導港、澳、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區僑生以外籍生身分入學。 

(3) 調整境外學生獎學金並彈性運用。 

(4) 積極與海外姊妹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港澳)互動宣傳本校招生資訊。 

(5) 主動提昇與國外獎學金機構之聯繫。 

2.具體成效 

(1) 在校國際學生總人數由 101 學年度之 63 人增加到 105 學年度 101 人，成長率為

60.32%，請參閱圖二。 

(2) 國際學生新生總人數由 101學年度 25人增加到 105學年度 35人，成長率為 40%，

請參閱圖二。 

(三)陸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招生策略 

(1) 透過姐妹校交流窗口協助公告轉知本校碩、博士班招生資訊。 

(2) 寄發 Email 予歷屆來校研修交流之姐妹校學生，說明本校學、碩、博士班招生資

訊，並請歡迎同學轉知其他符合報考資格之親友。 

2.具體成效 

本校大陸地區學生人數 101 學年度為 86 名；102 學年度為 149 名，相較 101 學年成

長 73.25%；103 學年度為 167 名，相較 102 學年成長 12.08%；104 學年度為 398 名，

相較 103 學年成長 138%，105 學年為 257 名，人數統計如表一。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僑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新增僑生招生申請管道-獨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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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僑生多元入學管道，本校已開始進行僑生獨立招生作業，於 104 年 1 月 19

日境外生招生推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臺

就學單獨招生規定」並函送教育部審查，於 8 月正式啟動僑生獨立招生作業。期

望以此管道補滿僑生招生之配額。 

(2)以僑生為活招牌的口碑宣傳 

A.僑校參訪本校時 

積極鼓勵與培養在校港澳和馬來西亞僑生幹部參與外賓參訪本校之活動，透過

參訪前之籌備會議及參訪後之檢討會議，可凝聚僑生之向心力，並藉由在校僑

生與來訪中學師長與學弟妹的交流，促進外賓對本校之信任感，亦使僑生有機

會參與學校事務，也讓在校僑生可成為本校的僑生招生活招牌。 

B.校外教育展時 

藉由教育展活動邀請在校僑生現身說法，吸引海外優秀學子赴本校就學。 

C.僑生於假期返回僑居地時 

鼓勵僑生於寒暑假返回僑居地時，至其畢業中學分享來本校就讀之心得並進行

宣傳。 

2.外國學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除了持續推動現有招生策略外，近期內將落實校長願景，推動成立國際交換生學程: 

(1)除了已於海洋大學設立華語中心，更將進一步整合本校各院英文課程，提供套式交

換生英文學程。 

(2)持續推動日本長崎大學博士雙聯學位學程。 

(3)本校與美國羅德島大學的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4)未來可循此模式，將所有雙聯學位與國外大學合作列入國際研究所學程，例如:美

國華盛頓大學、日本東京海洋大學等。 

3.陸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 透過會議及相關管道建議政府逐步放寛對於涉海科系的研修限制、減短大陸學歷

採認政策的期程、增加學歷採認之學校數。 

(2) 加強與大陸地區「985 工程」學校、「211 工程」學校之交流,營造姐妹校合作的機

會，除可增加本校陸生之員額亦可提昇本校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之意願。 

二、境外生輔導(含生活、住宿…)  

(一)國際生輔導 

1.精進國際生課業與研究輔導，促進國際生與本地學生文化交流與學習 

(1) 每學期新生入學時辦理一場次新生座談會，宣導最新政府法規及措施、學校組

織及各項業務流程，協助其校園之生活，以及福利權益之維護與爭取。 

(2) 入學後辦理文化交流活動，促進國際生與本地生文化交流與學習，落實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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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導師與學伴制度。 

2.建置雙語學習環境，改善校園生活設施 

(1) 建置友善學習環境與設施，校園標誌雙語化(各項交通指標、大樓名稱、路標牌

誌與校園地圖)已達 90%，並持續改善中。 

(2) 推行全校行政與學術單位之法規、申請表單與相關資訊英語化，以建構友善雙

語校園環境。 

(3) 定期檢核並提醒各教學、行政單位更新其英文網站，以提供雙語資訊。 

3.精進接待家庭機制，積極辦理接待家庭計畫 

(1) 邀請本校教職員與學生家長及基隆市民擔任接待家庭，協助國際生生活輔導與

文化適應。 

(2) 接待家庭數於 101、102、103、104 及 105 學年分別為 30、33、35、32 及 25 家。 

4.規劃境外學生服務學習與社區多元化交流 

(1) 辦理境外生文化週、英文會話學伴、參與社區地方節慶與公益活動。 

(2) 參與社區國中、國小之多元文化分享活動，由國際生分享其所屬國地理、文化

資訊，進而培養與社區及本地學生之互動、關懷與回饋情誼，增進彼此交流與

學習。 

(3) 國際生交流文化活動辦理場次於 101、102、103、104 及 105 學年分別為 15、14、

16、18 及 12 場。 

5.強化外國學生聯誼社的組織運作 

 促進最新資訊的流通，並培養新生成為將來的團幹部，俾利社團順利運作。 

6.國際生生活住宿設施規劃改善 

 除提供校內住宿外，並提供國際學生宿舍，以使外國學生友善在校生活。 

(二)陸生輔導 

1.陸生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1) 協助每學期來校交流之新生辦理選課、辦理註冊、申請保險，統一証號申請等

事宜。 

(2) 交流期間課業輔導及生活適應，結業成績寄送及聯繫。 

2.輔導成立陸生聯誼社 

 指導組織運作、協助年度活動規劃、參與活動籌備、辦理陸生意見調查。 

3.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陸地區學生獎學金」 

 為獎勵大陸地區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學位生每學期可申請一次。 

(三)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國際學生輔導 

(1) 為提供友善雙語環境，擬推動本校教學、行政單位之表單、法規及指標全面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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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化。 

(2) 強化外國學生聯誼社與本國學生社團之互動，使雙方可多方面交流。 

2.陸生輔導 

(1) 擬規劃與本地生同住，增進交流機會。 

(2) 透過課程及活動，強化陸生與本地學生及師生的交流互動。 

(3) 協助相關單位維護陸生安全，如夜晚校園或宿舍緊急事件處理協助。 

三、國際交流及聯盟(含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雙聯學位與大陸合作 3+1、姐妹校…) 

(一) 106 年 1 月與美國羅德島大學合作辦理移地教學課程，計有 16 名外國學生及 28 名本

校學生共同參與。 

(二)與外國大學辦理雙聯學位 

1.日本 Nagasaki University：雙聯博士學位於 103 年正式推動，每年最高可提供 3 名學

生，2014-2016 年本校每年各有 2 名博士班學生提出申請。 

2.丹麥 Roskilde University：博士班雙聯學位本校潘同學正式取得兩校學位。 

3.法國 Universite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 Lille：博士班雙聯學位已有 4 名外國學

生完成，1 名本校學生申請至該校就讀雙聯學位。本學期亦有一位海生所博士生至

該校攻讀雙聯學位。 

(三)與大陸合作 3+1、姐妹校 

1.與大陸地區姐妹校推動 3+1 聯合人才培養計畫 

(1) 本校自 104 學年度與姐妹校福州大學合作推動聯合人才培養計畫，採用「3+1」

的合作模式，學生在第三學年期間赴本校學習，修完教學計畫規定的課程和學

分後，由本校出具課程學習成績和研修證明，福州大學承認學生在台學習的學

分。 

(2) 學生完成學業後頒發福州大學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 

(3) 104 及 105 學年度至本校河工系及造船系研修之學生人數詳如下表。 

學年度 
至河工系研修

學生人數 

至造船系研修

學生人數 
合計 

104-1 76 70 146 

104-2 76 69 145 

105-1 59 59 118 

105-2 59 58 117 

2.姐妹校成長具體成效 

(1) 102 學年姊妹校數合計 59 所增至 105 學年姊妺校數 99 所，如圖三。 

(2)由於簽約策略有效於招生與實質合作，102 年至 106 年合計與港澳約 100 餘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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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合作備忘錄，並推動僑生以外籍生身分入學。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 拓展簽訂雙聯學位合作之大學 

(1) 美國羅德島大學 

(2)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3) 日本神戶大學 

2. 簽訂重點地區姊妹校，提升招生宣傳動能 

(1) 馬來西亞地區(近年招生人數第一名) 

(2) 印尼地區(近年招生人數第二名) 

(3) 越南地區(近年招生人數第三名) 

3. 於 106 學年與福建農林大學合作開展 3+1 聯合人才培養計畫 

(1) 本校與福建農林大學合作 3+1 聯合人才培養計畫於 2015 年啓動，自 2017 年(106

學年度)起選派該校大三學生來臺研修。 

(2) 首期以本校機械系及食科系做為合作系所，與該校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食

品科學與工程等兩個專業對接，106 學年度至食科系及機械系研修學生之人數分

別為 24 人及 15 人。 

四、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 

(一)為促進本校國際化，積極推動學生出國，學生出國人數由 100 學年 265 人增加 201%至

102 學年度之 798 人，補助學生之經費由 100 學年 5,417,854 元增加 210%至 102 學年

度之 16,781,672 元，101 至 105 學年度本校獎補助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重點說明，如

表三。 

(二)推動學生參與姊妹校短期研修計畫 

1.協助同學參與美、加、法、日、韓、馬及大陸地區等姊妹校交換計畫 

 以增進學生之語言能力、專業學識及國際觀，101 至 105 學年度姊妹校短期研修計畫

參與人數統計，如圖四。 

2.協助同學利用暑假期間參與研習營 

 鼓勵同學在不影響學期修課安排的情況下，至美加地區參與相關語言增進課程，並

了解當地之歷史文化。 

(1) 各學年度辦理情況 

A. 101、102 學年度分別參與美國柏克萊 ELS 暑期遊學營及加拿大姊妹校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暑期遊學團活動。 

B. 103 學年度參與美國姐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暑期遊學團及加拿大溫

哥華 ELS 暑期遊學營。 

C. 104、105 學年度擴大辦理美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暑期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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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姐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暑期研習營及加拿大溫哥華ELS暑期英

語研習營。 

(2) 各學年度補助金額 

A. 101 學年度獎補助每名參加同學新臺幣 1 至 1.5 萬元。 

B. 102 學年度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並降低同學之經濟負擔，提高獎補助金額至

每名新臺幣 5 萬元整。 

C. 103 學年度依活動負擔經費調整獎補助每名參與同學新臺幣 3.5 萬元。 

D. 104、105 學年度依計畫類型不同，補助每名參與同學新臺幣 2.5 萬元至 3 萬

元不等，歷年總獎補助經費，如圖五。 

 (二) 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舉辦「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說明暨成果發表會」、「研習營說明會」 

 每學期藉由承辦人員之說明及過去參與同學之分享，使同學更加了解學校提供之出

國管道及相關補助。 

2.積極與美加地區姊妹校聯繫並商討合作辦理暑期遊學團之可能性 

 除了以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e)為主題外，103 學年度首度與美國姊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合作辦理以 Cross Culture(美國歷史文化)為主題之遊學團，104 學

年度首度與美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合作辦理提供專業課程（Technical 

Courses）之暑期研習營，提供學生更多選擇。 

五、其他  

(一)辦理「暑期陸生海洋夏令營」交流活動 

為推動海峽兩岸海洋科教及學術交流，自 101 學年度起開始辦理「暑期陸生海洋夏令

營」，以本校海洋特色課程，搭配臺灣知名景點參訪，使來訪師生可更進一步了解臺灣

文化、本校特色、海洋領域相關議題，歷年參與學校及人數分析如下： 

1. 101 學年度為首屆試辦，邀請上海海洋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及廈門大學，計 3 所姊妹

校，28 名師生參與，學生反應熱烈。 

2. 102 學年度擴大辦理，共邀請 10 所姊妹校，175 名師生參與。 

3. 103 學年度延長活動時間為 10 天，共邀請 13 所姊妹校，113 名師生參與。 

4. 104 學年度因大陸地區赴外交流政策變動，計 6 所姊妹校，80 名師生參與。 

5. 歷年參與人數及學校數，如圖六。 

(二)辦理教育部青年署「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為拓展學生出國管道並延續相關效益，自 104 學年度起向教育部申請本計畫，協助本

地生以海洋產業與自身專業結合，擬定赴海外之體驗子計畫，並透過學期間的海洋產

業通識課程、與境外生語言暨文化交流活動等訓練，使其能於暑假期間獨立時間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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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104 學年度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主題，獲教育部核可並補助新臺幣 56

萬元整，本學年度計 41 名學生參與課程，38 名學生實際完成赴外計畫。 

2.105 學年度續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主題，獲教育部核可並補助新臺幣 92

萬 5,662 元整，本學年度擬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學生赴新南向 18 國進行計畫，

計 55 名學生參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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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1 至 105 學年境外生人數統計表 

類別 學制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備註 

僑 

生 

學士 141 165 208 261 299 1.103 學年度

首度增加個

人申請。 

2.104 學年度

首度辦理獨

立招生。 

3.105 學年獲

教育部同意

擴增僑生名

額至 160 名

(原名額 130

名)。 

碩士 14 15 11 8 12 

博士 3 1 0 0 0 

合計 161 181 219 269 311 

國
際
生 

學士 32 12 22 36 47 

105 學年報到外

籍新生 35 名。 

碩士 14 42 40 40 37 

博士 17 17 18 18 17 

合計 63 71 80 94 101 

陸 

生 

 

學 

位 

生 

 

學士 0 0 5 10 15 105 學年各學 

制人數如下： 

(1)學士班：航管

3、運輸 3、

生科 1、食科

4、機械 4。 

(2)碩士班 :航管

2、食科 1、

海法 1。 

(3)博士班 :航管

3。 

碩士 0 3 4 5 4 

博士 0 0 1 3 3 

合計 0 3 10 18 22 

交換生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4-1 學年首

次辦理福州大

學 3+1 共計交

換生 145 名 

42 44 77 69 77 80 191 189 118 118 

 

表二:101 至 105 學年參與教育展及海外僑校出訪、來訪場次 

學年 出訪 來訪  

101 學年 3 0 

102 學年 5 0 

103 學年 10 12 

104 學年 7 23 

105 學年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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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2 至 105-1 學年度本校獎補助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統計表 

類別 

101.8.1.～

102.7.31 

102.8.1～

103.7.31 

103.8.1～

104.7.31 

104.8.1～

105.7.31 

105.8.1～

106.1.31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1.學海系列獎學金 25 3,271,922 42 4,800,554 59 5,150,315 35 3,202,013 30 2,776,599 

2.交換生、短期研

修 
37 1,406,000 57 2,677,452 65 1,978,435 

41 2,578,368 12 912,829 

3.出席國際會議 107 2,073,475 121 3,991,813 130 3,914,218 143 3,672,422 65 2,018,267 

4.遊學/營隊/國際

志工 
80 999,601 103 2,404,729 73 1,903,738 

121 2,323,328 7 20,000 

A（1+2+3+4）小計 249 7,750,998 323 13,874,548 327 12,946,706 340 11,776,131 114 5,727,695 

5.海外實習(1)-不

含航輪、環漁 
11 82,238 116 421,196 152 714,860 132 824,961 4 42,212 

B（A+5）小計 260 7,833,236 439 14,295,744 479 13,661,566 472 12,601,092 118 5,769,907 

6.海外實習(2)-航

輪 
272 2,464,122 359 2,485,928 359 3,076,843 

431 1,229,277 140 537,360 

7.海外實習(3)-環

漁 
53 1,996,400 

103 年 8 月實習

54人， 列入 103

學年統計 

109 3,940,000 52 1,970,000 1 1,046 

C 總計（B+6+7） 585 12,293,758 798 16,781,672 947 20,678,409 955 15,800,369 259 6,308,313 

註：另自費出國 101 學年計 4 名，102 學年計 7 名，103 學年 6 名，104 學年計 24 名，105-1 學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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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1 至 105 學年度僑生人數成長圖 

 

圖二：101 至 105 學年度國際學生人數成長圖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國際生總人數 63 71 80 94 101

新生總人數 25 32 38 4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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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1-105 學年第 1 學期姊妹校數 

 

圖四：101 至 105 學年度短期研修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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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參加人數 23 28 31 23

獎補助經費 $265,000 $1,400,000 $1,085,000 $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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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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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至104學年度 

暑期研習營參與人數及獎補助經費 

參加人數 獎補助經費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學校數 3 10 13 6

人數 28 175 11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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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海洋夏令營參與學校級人數 

學校數 人數 

圖五：101 至 104 學年度暑期遊學團參與人數及獎補助經費 

 

圖六：101 至 104 學年暑期海洋夏令營參與學校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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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秘書室報告 

一、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進度追蹤 

本校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化、3. 縮短學用落差、4. 研

究特色化、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2 項 KPI，統計各項 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如

圖 1～圖 3及表 1～表 2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附錄 1。 

(一)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85%，其中執行達成率超越80%

者為「縮短學用落差」98%、「校務行政」91%、「研究特色化」87%及「國際化」83%；

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有效招生」75%。 

(二)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3%，其中執行達成率超越

80%者為「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圖資處」、「秘書室」及「體

育室」；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總務處」及「國際處」。 

2.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5%，其中執行達成率超越

80%者為「海運學院」、「生科院」、「海資院」、「工學院」、「電資學院」、「法

政學院」及「共教中心」；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人社院」。 

(三)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年執行成果如表 3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大 

面向 

符合 KPI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1年~105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有效 

招生 

79% 

(8) 

82% 

(8) 

77% 

(8) 

75% 

(8) 

1. 招收僑生(+56)、陸生交換生(+230)、外籍生交換

生(+5)新生人數皆增加。 

2. 為鼓勵優秀生續留本校,自 103 學年起放寬五年

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並給予獎學金,自 105 學年

度起更額外獎勵成績優良學生(班排名前 20％),

故自 104 學年度起,就讀人數從原本 24 人增至

114人,105學年更增加至 189人。 

國際

化 

73% 

(9) 

77% 

(9) 

80% 

(9) 

83% 

(9) 

1. 補助學生出國人數遽增 ,尤其海外實習人數較

101年增加近 400 人。 

2. 重視英文檢定考試,103 學年起補助 500 元報名

費 1 次,鼓勵大 2 以上同學報考,各系開設一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故 105 年報考

人數已達 1126人,通過英檢人數已達 768 人。 

3.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亦逐年增加 

縮短

學用

落差 

86% 

(6) 

95% 

(6) 

93% 

(6) 

98% 

(6) 

1. 校外實習課程數自 104年已逾 50門,校外實習學

生人數較 101年增加近 600人。 

2.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從 101 年 65 家至 103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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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逾 150家。 

3.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自 103 學年起已逾 70 門

/3000 人。 

研究 

特色

化 

92% 

(4) 

92% 

(4) 

90% 

(4) 

87% 

(4)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顯著增加,較 101 年增加

277件/2億 1113 萬元。 

2. 102 年度起技轉金額顯著增加,101 年 475 萬,103

年更逾 1000萬元 

校務 

行政 

100% 

(4) 

80% 

(5) 

82% 

(5) 

91% 

(5) 

1. 本校 102 年度四省專案節約率名列全國國立大

學校院第 1。 

2. 102年起募款收入均逾 2,000萬元(不含捐物),101

年 1,640萬元,102 年甚至達 3800萬元。 

3.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105 年總計較

101年增加逾 4,000 萬元。 

總計 
81% 

(31) 

85% 

(32) 

83% 

(32) 

85% 

(32) 

103年起新增「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衡量指標 

備註：1. 自 102年度起，從校務發展計畫中歸類出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進行重點進度追蹤 

      2.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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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2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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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8) 
95 47 48 190 

161 
50% 25% 25% 100% 

國際化(9) 
142 24 33 199 

155 
71% 12% 17% 100% 

縮短學用落差(6) 
99 24 2 125 

84 
79% 19% 2% 100% 

研究特色化(4) 
79 4 12 95 

45 
83% 4% 13% 100% 

校務行政(5) 
10 0 1 11 

0 
91% 0% 9% 100% 

總計 
425 99 96 620 

445 
68.5% 16.0% 15.5% 100% 

註：1.「超越」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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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11 1 1 13 

0 
85% 8% 8% 100% 

研發處 
9 0 1 10 

3 
90% 0% 10% 100% 

學務處 
4 0 0 4 

0 
100% 0% 0% 100% 

總務處 
2 0 1 3 

0 
67% 0% 33% 100% 

圖資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國際處 
5 0 4 9 

0 
56% 0% 44% 100% 

秘書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75 18 13 106 

14 
71% 17% 12% 100% 

商船系 
16 3 8 27 

3 
59% 11% 30% 100% 

航管系 
24 2 1 27 

3 
89% 7% 4% 100% 

 運輸系 
19 6 0 25 

5 
76% 24% 0% 100% 

 輪機系 
16 7 4 27 

3 
59% 26% 15% 100% 

生命科學院 
67 22 20 109 

41 
61% 20% 18% 100% 

食科系 
16 6 8 30 

0 
53% 20% 27% 100% 

養殖系 
20 5 3 28 

2 
71% 18% 11% 100% 

生科系 
14 7 6 27 

3 
52% 26% 22% 100% 

海生所 
15 2 1 18 

12 
83% 11% 6% 100%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2 2 2 6 

24 
33% 33% 33% 100% 

81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67 17 13 97 

53 
69% 18% 13% 100% 

環漁系 
20 4 3 27 

3 
74% 15% 11% 100% 

海洋系 
14 5 2 21 

9 
67% 24% 10% 100% 

應地所 
15 3 2 20 

10 
75% 15% 10% 100% 

海資所 
9 3 6 18 

12 
50% 17% 33% 100% 

環態所 
9 2 0 11 

19 
82% 18% 0% 100% 

工學院 
58 7 15 80 

70 
73% 9% 19% 100% 

機械系 
19 1 4 24 

6 
79% 4% 17% 100% 

造船系 
16 1 4 21 

9 
76% 5% 19% 100% 

河工系 
17 4 5 26 

4 
65% 15% 19% 100% 

材料所 
6 1 1 8 

22 
75% 13% 13%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 
0 0 1 1 

29 
0% 0% 100% 100% 

電機資訊學院 
68 12 9 89 

61 
76% 13% 10% 100% 

電機系 
16 6 1 23 

7 
70% 26% 4% 100% 

資工系 
23 1 2 26 

4 
88% 4% 8% 100% 

通訊系 
16 5 2 23 

7 
70% 22% 9% 100% 

光電所 
8 0 4 12 

18 
67% 0% 33% 100% 

光電系 
5 0 0 5 

25 
100% 0% 0%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32 15 13 60 

120 
53% 25% 22% 100% 

應經所 
7 2 5 14 

16 
50% 14% 3.6% 100% 

教研所 
12 6 2 20 

40 
60% 3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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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所 
3 1 2 6 

24 
50% 17% 33% 100% 

應英所 
5 4 4 13 

17 
38% 31% 31% 100% 

文創系 
5 2 0 7 

23 
71% 29% 0 100% 

海洋法政學院 
21 6 6 33 

57 
64% 18% 18% 100% 

海法所 
4 1 6 11 

20 
50% 10% 40% 100% 

觀光系 
10 3 1 14 

16 
86% 14% 7% 100% 

法政系 
4 3 2 9 

21 
44% 33% 22% 100% 

共同教育中心 
3 1 0 4 

26 
75% 25% 0% 100% 

註：1.「超越」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5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表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年執行成果 

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 有

效

招

生 

1-1 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五年

一貫就讀人數)(學年) 

641/ 

302 

(24) 

608/ 

325 

(23) 

530/ 

289 

(24) 

511/ 

295 

(114) 

528/ 

292 

(189)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學年) 

40 42 60 43 61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學年) 40 46 82 96 96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學年) 0 3 7 10 7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77 121 146 270 307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學年) 

17 22 38 45 26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14 19 10 10 19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2/ 

74 

15/ 

772 

14/ 

546 

17/ 

453 

18/ 

592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

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34(以教

務處資料

為主) 

137 162 131 130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3 

(校辦) 

11 12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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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3/ 

240萬 

7/ 

523萬 

10/ 

649萬 

10/ 

967萬 

13/ 

1821萬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 97 89 105 81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14 19 20 23 26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88 112 124 124 173 

2-5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國外研修人數(包括短

期研修、交換學生、雙

聯學位等) 

13 31 46 66 62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1 150 92 80 124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190 363 528 639 566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97 354 364 743 1216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65 210 240 522 768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25 32 42 57 59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533 898 1177 1229 1126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65 95 175 155 160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2/ 

65 

52/ 

1772 

74/ 

3731 

84/ 

4166 

71/ 

3103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 169 137 130 145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 73/ 

652 

121/ 

977 

116/ 

965 

118/119

8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SCI/SSCI論文篇數) 

504 589 493 515 533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用

次數 

8334 9727 10281 10904 11577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881/6億

387萬 

- 

948/6億

2576萬

299/3億

5344萬 

990/7億

2379萬 

347/3億

7791萬 

1052/7億

2968萬

383/3億

9440萬 

1158/8億

1500萬

494/5 億

9709萬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0/ 

475萬 

18/ 

915萬 

21/ 

1045萬 

24/ 

915萬 

13/ 

70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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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度) 

-837800 -885200 -381192 313200 504600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元) 

1978萬 2213萬 2192萬 2328萬 2297萬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第 1 學期) 

99% 97.22% 99.79% 98.76% 97.71% 

5-4 受贈收入(不含捐物) 

(場/元) 

25/ 

1640萬 

31/ 

3800萬 

68/ 

2476萬 

56/ 

2450萬 

60/ 

3405萬 

5-5 行政

單位

爭取

外部

經費 

(元) 

教務處 

(不含教卓計畫) 

- - - 1319.3萬 1352萬 

研發處 1249萬 1166 萬 1769萬 1800萬 2254萬 

學務處 127.4萬 197.1萬 1133 萬 423.3萬 603.7萬 

總務處 173萬 1709萬
(含風災補助) 

493萬 362.6萬 160.7萬 

圖資處 0 0 437萬 1萬 1000萬 

國際處 0 0 56.3萬 50.4萬 56萬 

體育室 0 24萬 108.5萬 150.6萬 169萬 

總   計 1549.4

萬 

3096.3

萬 

3996.8

萬 

4106.7

萬 

5595.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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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本校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化、3. 縮短學用落差、

4. 研究特色化、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2 項 KPI，統計各項 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

如圖 1-1～圖 1-3 及表 1-1～表 1-2 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表 1-3～表 1-11。 

1. 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5%，其中執行達成率超

越 80%者為「縮短學用落差」98%、「校務行政」91%、「研究特色化」87%及「國際

化」83%；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有效招生」75%。 

2. 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 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3%，其中執行達成率

超越 80%者為「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圖資處」、「秘書室」

及「體育室」；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總務處」及「國際處」。 

(2) 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5%，其中執行達成率

超越 80%者為「海運學院」、「生科院」、「海資院」、「工學院」、「電資

學院」、「法政學院」及「共教中心」；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人社

院」。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如表 3 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大 

面向 

符合 KPI 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1 年~105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有效 

招生 

79% 

(8) 

82% 

(8) 

77% 

(8) 

75% 

(8) 

1. 招收僑生(+56)、陸生交換生(+230)、外籍生交換

生(+5)新生人數皆增加。 

2. 為鼓勵優秀生續留本校,自 103 學年起放寬五年

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並給予獎學金,自 105 學年

度起更額外獎勵成績優良學生(班排名前 20％),

故自 104 學年度起,就讀人數從原本 24 人增至

114 人,105 學年更增加至 189 人。 

國際

化 

73% 

(9) 

77% 

(9) 

80% 

(9) 

83% 

(9) 

1. 補助學生出國人數遽增 ,尤其海外實習人數較

101 年增加近 400 人。 

2. 重視英文檢定考試,103 學年起補助 500 元報名

費 1 次,鼓勵大 2 以上同學報考,各系開設一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故 105 年報考

人數已達 1126 人,通過英檢人數已達 768 人。 

3.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亦逐年增加 

縮短

學用

落差 

86% 

(6) 

95% 

(6) 

93% 

(6) 

98% 

(6) 

1. 校外實習課程數自 104 年已逾 50 門,校外實習學

生人數較 101 年增加近 600 人。 

2.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從 101 年 65 家至 103 年起

皆逾 150 家。 

3.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自 103 學年起已逾 7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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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人。 

研究 

特色

化 

92% 

(4) 

92% 

(4) 

90% 

(4) 

87% 

(4)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顯著增加,較 101 年增加

277 件/2 億 1113 萬元。 

2. 102 年度起技轉金額顯著增加,101 年 475 萬,103

年更逾 1000 萬元 

校務 

行政 

100% 

(4) 

80% 

(5) 

82% 

(5) 

91% 

(5) 

1. 本校 102 年度四省專案節約率名列全國國立大

學校院第 1。 

2. 102年起募款收入均逾 2,000萬元(不含捐物),101

年 1,640 萬元,102 年甚至達 3800 萬元。 

3.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105 年總計較

101 年增加逾 4,000 萬元。 

總計 
81% 

(31) 

85% 

(32) 

83% 

(32) 

85% 

(32) 

103 年起新增「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衡量指標 

備註：1. 自 102 年度起，從校務發展計畫中歸類出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進行重點進度追蹤 

      2.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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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1-2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8項 9項 6項 4項 5項

有效招生 國際化 縮短學用落差 研究特色化 校務行政

落後 25% 17% 2% 13% 9%

符合 25% 12% 19% 4% 0%

超越 50% 71% 79% 83% 9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落後

符合

超越

13項次 13項次 4項次 3項次 1項次 9項次 1項次 1項次

教務處 研發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圖資處 國際處 秘書室 體育室

落後 8% 10% 0% 33% 0% 44% 0% 0%

符合 8% 0% 0% 0% 0% 0% 0% 0%

超越 85% 90% 100% 67% 100% 56%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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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落後

符合

超越

95



4 

 

 

 

圖 1-3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1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8) 
95 47 48 190 

161 
50% 25% 25% 100% 

國際化(9) 
142 24 33 199 

155 
71% 12% 17% 100% 

縮短學用落差(6) 
99 24 2 125 

84 
79% 19% 2% 100% 

研究特色化(4) 
79 4 12 95 

45 
83% 4% 13% 100% 

校務行政(5) 
10 0 1 11 

0 
91% 0% 9% 100% 

總計 
425 99 96 620 

445 
68.5% 16.0% 15.5% 100% 

註：1.「超越」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30項次

海運學院 生科院 海資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人社院 法政學院 共教中心

落後 12% 18% 13% 19% 10% 22% 18% 0%

符合 17% 20% 18% 9% 13% 25% 18% 25%

超越 71% 61% 69% 73% 76% 53% 64% 7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落後

符合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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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11 1 1 13 

0 
85% 8% 8% 100% 

研發處 
9 0 1 10 

3 
90% 0% 10% 100% 

學務處 
4 0 0 4 

0 
100% 0% 0% 100% 

總務處 
2 0 1 3 

0 
67% 0% 33% 100% 

圖資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國際處 
5 0 4 9 

0 
56% 0% 44% 100% 

秘書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75 18 13 106 

14 
71% 17% 12% 100% 

商船系 
16 3 8 27 

3 
59% 11% 30% 100% 

航管系 
24 2 1 27 

3 
89% 7% 4% 100% 

 運輸系 
19 6 0 25 

5 
76% 24% 0% 100% 

 輪機系 
16 7 4 27 

3 
59% 26% 15% 100% 

生命科學院 
67 22 20 109 

41 
61% 20% 18% 100% 

食科系 
16 6 8 30 

0 
53% 20% 27% 100% 

養殖系 
20 5 3 28 

2 
71% 18% 11% 100% 

生科系 
14 7 6 27 

3 
52% 26%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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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所 
15 2 1 18 

12 
83% 11% 6% 100%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2 2 2 6 

24 
33% 33% 33%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67 17 13 97 

53 
69% 18% 13% 100% 

環漁系 
20 4 3 27 

3 
74% 15% 11% 100% 

海洋系 
14 5 2 21 

9 
67% 24% 10% 100% 

應地所 
15 3 2 20 

10 
75% 15% 10% 100% 

海資所 
9 3 6 18 

12 
50% 17% 33% 100% 

環態所 
9 2 0 11 

19 
82% 18% 0% 100% 

工學院 
58 7 15 80 

70 
73% 9% 19% 100% 

機械系 
19 1 4 24 

6 
79% 4% 17% 100% 

造船系 
16 1 4 21 

9 
76% 5% 19% 100% 

河工系 
17 4 5 26 

4 
65% 15% 19% 100% 

材料所 
6 1 1 8 

22 
75% 13% 13%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 

學程 

0 0 1 1 
29 

0% 0% 100% 100% 

電機資訊學院 
68 12 9 89 

61 
76% 13% 10% 100% 

電機系 
16 6 1 23 

7 
70% 26% 4% 100% 

資工系 
23 1 2 26 

4 
88% 4% 8% 100% 

通訊系 
16 5 2 23 

7 
70% 22% 9% 100% 

光電所 
8 0 4 12 

18 
67% 0%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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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系 
5 0 0 5 

25 
100% 0% 0%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32 15 13 60 

120 
53% 25% 22% 100% 

應經所 
7 2 5 14 

16 
50% 14% 3.6% 100% 

教研所 
12 6 2 20 

40 
60% 30% 10% 100% 

海文所 
3 1 2 6 

24 
50% 17% 33% 100% 

應英所 
5 4 4 13 

17 
38% 31% 31% 100% 

文創系 
5 2 0 7 

23 
71% 29% 0 100% 

海洋法政學院 
21 6 6 33 

57 
64% 18% 18% 100% 

海法所 
4 1 6 11 

20 
50% 10% 40% 100% 

觀光系 
10 3 1 14 

16 
86% 14% 7% 100% 

法政系 
4 3 2 9 

21 
44% 33% 22% 100% 

共同教育中心 
3 1 0 4 

26 
75% 25% 0% 100% 

註：1.「超越」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5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

執行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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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行政單位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教務處 550/310 528/292 落後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教務處 40 61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 102 96 落後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 10 7 落後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國際處 308 307 落後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國際處 34 26 落後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國際處 10 19 超越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教務處 10/200 15/396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教務處 30 54 超越

教務處 1 1 符合

學務處 2 3 超越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研發處 10/350萬 13/1,821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 - - -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研發處 25 26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研發處 120 136 超越

國際處 20 46 超越

研發處 0 0 其他

國際處 3 16 超越

研發處 0 0 其他

學務處 20 32 超越

國際處 20 124 超越

研發處 0 0 其他

教務處 450 566 超越

研發處 15 19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教務處 600 1216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教務處 450 768 超越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教務處 25 59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教務處 1000 1126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教務處 105 160 超越

教務處 19/910 24/1172 超越

研發處 3/90 7/151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 - - -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 - - -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研發處 500 501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研發處 8000 11577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研發處 950/6億5仟萬 1158/8億1500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研發處 10/800萬 13/703.46萬 落後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總務處 -380,000度 504600度 落後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總務處 2,000萬 2,296萬3,982 超越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學務處 95% 97.71% 超越

5-4 受贈收入 秘書室

20場/年(校友

暨專案募款活

動)；目標捐款

1400萬元/年

(不含捐物)

60場/年(校友暨

專案募款活

動)；捐款達

3,405.1萬元/年

(不含捐物)

超越

教務處 4,000萬 5352萬 超越

研發處 1,800萬 2254萬 超越

學務處 330萬 603.7萬 超越

總務處 120萬 160.7萬 超越

圖資處 50萬 1000萬 超越

國際處 40萬 56萬 超越

體育室 70萬 169萬 超越

3

縮短

學用

落差

4

研究

特色

化

5-5

5
校務

行政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2-7
海外實習人數

(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預定 實際
達成

情形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執行

單位

面向 衡量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

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2
國際

化

1
有效

招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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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海運暨管理學院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
8/3 11/4 超越 26/22 30/11 落後 12/7 22/10 超越 25/10 16/13 落後 71/42 79/38 落後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3 4 超越 0 3 超越 0 0 其他 13 22 超越 16 29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2 4 超越 5 15 超越 2 4 超越 2 2 符合 11 25 超越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 0 落後 1 3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3 4 超越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3 3 符合 0 7 超越 1 1 符合 2/2 1 落後 8 12 超越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1 2 超越 2 6 超越 0 1 超越 0 2 超越 3 11 超越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27 1/38 超越 1/20 1/46 超越 1/15 1/17 超越 1/15 1/8 落後 4/77 4/109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

文宣等)
32 32 符合 2 4 超越 2 2 符合 10 17 超越 46 55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8 8 符合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1 0 落後 1 1 符合 1 1 符合 1 0 落後 4 2 落後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

期研修(人數)
1 2 超越 3 9 超越 1 4 超越 1 1 符合 6 16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 0 落後 3 15 超越 1 11 超越 1 1 符合 6 27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 0 落後 3 4 超越 0 0 其他 1 1 符合 5 5 符合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

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 0 落後 3 4 超越 2 3 超越 0 1 超越 6 8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65 90 超越 3 27 超越 3 9 超越 5 9 超越 76 135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60 149 落後 2 4 超越 0 59 超越 24 220 超越 186 432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70 143 超越 60 177 超越 40 123 超越 40 96 超越 210 539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50 128 超越 50 141 超越 20 91 超越 20 53 超越 140 413 超越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3 4 超越 2 5 超越 2 2 符合 3 3 符合 10 14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220 258 超越 45 64 超越 25 91 超越 190 229 超越 480 642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1 13 超越 3 11 超越 1 14 超越 0 10 超越 15 48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1/130 1/141 超越 1/75 2/161 超越 1/30 1/36 超越 1/15 2/25 超越 4/250 6/363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3 7 超越 3 9 超越 3 5 超越 6 6 符合 15 27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8/110 9/155 超越 7/100 14/360 超越 5/40 10/85 超越 10/55 19/55 超越 30/305 52/655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7 2 落後 16 20 超越 15 20 超越 15 23 超越 53 65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用

次數
250 433 超越 1585 2361 超越 400 775 超越 2000 2738 超越 4235 6307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9/500萬

6/300萬

8/383.1萬

4/140.6萬
落後

8件/400萬

5件/200萬

21/1686萬

15/1277萬
超越

6/300萬

2/60萬

14/1148萬

10/877萬
超越

8/300萬

2/60萬

12/740萬

4/125萬
超越

31/1500萬

15/520萬

55/3957萬

33/2419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0 2/0 超越 1/0 2/0 超越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面向

1
有效

招生

商船系 航管系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運輸系 輪機系 總計

4

研究

特色

化

2
國際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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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生命科學院(1/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15/7 超越 5/1 9/7 超越 70/35 56/28 落後 40/30 51/32 超越 - - 其他 125/71 131/74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 - 其他 3 6 超越 7 8 超越 - - 其他 10 14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 6 超越 0 0 其他 5 18 超越 6 8 超越 - - 其他 12 32 超越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 1 符合 0 0 其他 2 1 落後 - - 其他 - - 其他 3 2 落後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4/4 7/0 落後 1/1 2 符合 10/10 5/0 落後 - 4 超越 - - 其他 15/15 18 落後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

學期統計)
1/0 0 落後 1/0 0 落後 0/0 3 超越 6/0 4 落後 - - 其他 8/0 7 落後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

學期統計)
1/0 0 落後 1/0 4/0 超越 2/0 1/0 落後 0/0 6/3 超越 - - 其他 4/0 11/3 超越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35 2/30 落後 0/0 1/31 超越 1/50 1/50 符合 1/45 1/40 落後 - - 其他 3/130 5/151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

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2 2 符合 - - 其他 3 4 超越 1 1 符合 - - 其他 6 7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2 2 符合 0 0 其他 2 2 符合 2 2 符合 0 0 其他 6 6 符合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80萬 1/140萬 超越 1/80萬
1/199.4

萬
超越 1/80萬 0/0 落後

3/1,200

萬

7/1,280

萬
超越 0 0 其他 6/1440萬 9/1619.4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 1 符合 10 33 超越 3 1 落後 3 6 超越 1 2 超越 18 43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 1 符合 0 0 其他 10 1 落後 2 2 符合 0 0 其他 13 4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2 11 超越 2 4 超越 7 19 超越 5 13 超越 2 0 落後 18 47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1 超越 0 1 超越 1 1 符合 3 5 超越 0 0 其他 4 8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0 1 超越 0 0 其他 1 2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 1 符合 2 4 超越 5 20 超越 2 4 超越 1 0 落後 11 29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

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

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10 10 符合 3 6 超越 - - 其他 13 16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 39 超越 0 1 超越 10 73 超越 12 63 超越 0 1 超越 32 177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5 18 超越 0 1 超越 4 57 超越 7 24 超越 0 0 其他 16 100 超越

達成

情形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生所 食科系 養殖系面向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2

有效

招生
1

國際

化

生科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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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生命科學院(2/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 2 超越 0 0 其他 3 5 超越 2 2 符合 1 1 符合 7 10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 38 超越 0 0 其他 50 50 符合 75 78 超越 2 2 符合 137 168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 5 超越 1 6 超越 3 26 超越 10 16 超越 0 0 其他 15 53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10 2/73 超越 1/2 1/6 符合 1/20 2/4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3/32 5/121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

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 1 符合 0 0 其他 3 4 超越 15 15 符合 0 0 其他 19 20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1 0/0 落後 1/1 1/58 超越 2/10 3/10 超越 1/12 1/70 超越 0 0 其他 5/24 5/138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

總篇數
15 37 超越 35 63 超越 20 27 超越 20 47 超越 0 其他 90 174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

歷年被引用次數
3000 5733 超越 5000 8195 超越 6900 9226 超越 8300 9530 超越 0 其他 23200 32684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8/800萬

3/200萬

20/2605

萬

7/780萬

超越
7/500萬

7/500萬

33/4841

萬

33/4841

萬

超越

40/3000

萬

10/800萬

89/3110萬

76/1804萬
超越

25/4200

萬

25/4200

萬

474/104

93萬

56/9822

萬

超越 0 其他

80/8500

萬

45/5700

萬

616/2億

1049萬

172/1億

7247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3/200 萬 3/0 落後 0 0 其他 2/150萬 2/42.66萬 落後 3/120萬 0/126萬 落後 0 其他 8/470萬 5/168.66萬 落後

達成

情形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生所 食科系 養殖系面向

師資

與他

系所

合併

3

縮短

學用

落差

4

研究

特色

化

海生科技

博士學程
生科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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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1/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30/20 29/16 落後 4/4 3/3 落後 15/13 17/9 落後 3/3 7/5 超越 5/3 6/5 超越 - - 其他 57/43 62/38 落後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5 7 超越 - - 其他 0 1 超越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5 8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3 0 落後 0/0 0/0 其他 3 2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6 2 落後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2 3 超越 1/1 0/0 落後 0 2 超越 0 0 其他 0/1 0/0 落後 0 0 其他 1/4 5 符合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

學期統計)
4 5 超越 1 1 符合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7 超越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

學期統計)
0/0 1/1 超越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1 超越 0 0 其他 0/0 2/2 超越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2/40 2/42 超越 0/0 0/0 其他 1/20 1/21 超越 0 0 其他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3/60 3/63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

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4 6 超越 - - 其他 2 2 符合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6 8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1 1 符合 1 1 符合 0 0 其他 8 8 符合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1/95萬 1/97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1/100萬 2/120萬 超越 0 0 其他 2/195萬 3/217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4 6 超越 2 1 落後 0 0 其他 2 4 超越 5 7 超越 0 0 其他 13 18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2 0 落後 0/0 0/0 其他 1 1 符合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4 1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 15 超越 2 4 超越 2 3 超越 0 2 超越 2 6 超越 0 0 其他 16 30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2 2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3 超越 0 0 其他 3 5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2 2 符合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0 其他 1 3 超越 0 1 其他 3 8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4 4 符合 5 5 符合 2 4 超越 1 3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13 17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

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
48 53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48 53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5 50 超越 2 1 落後 5 4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2 93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5 19 超越 2 1 落後 4 19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1 39 超越

達成

情形

環態所 應地所
海資與環遷

博士學程
總計達成

情形

 環漁系  海資所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洋系

國際

化
2

有效

招生
1

面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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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2/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2 3 超越 0 1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0 其他 3 7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4 57 超越 0 2 超越 15 18 超越 16 20 超越 0 1 超越 0 0 其他 35 98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2 4 超越 0 1 超越 6 6 符合 0 0 其他 1 6 超越 0 0 其他 9 17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20 2/49 超越 0 0 其他 0/0 0/0 其他 0 0/0 其他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1/20 2/49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

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 13 超越 4 7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2 超越 0 0 其他 15 22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180 18/234 超越 1/5 2/5 超越 1/30 4/60 超越 1隊 1/6 符合 2人 4人 超越 0 0 其他 13/217 25/309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

總篇數
10 30 超越 8 6 落後 10 13 超越 6 15 超越 11 11 符合 - 其他 45 75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

歷年被引用次數
1000 2146 超越 200 1322 超越 1200 1848 超越 2000 2638 超越 1300 3132 超越 - 其他 5700 11086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25//4500

萬

25/4500

萬

71/8097萬

71/8097萬
超越

10/800萬

10/800萬

23/1394

萬

23/1394

萬

超越

7/520

萬

7/520

萬

13/3317

萬

13/3317

萬

超越
5/500萬

5/500萬

16/4434

萬

16/4434

萬

超越
8/900萬

5/500萬

13/1824

萬

13/1824

萬

超越 - 其他
55/7220萬

52/6820萬

136/1億

9066萬

136/1億

9066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30萬 超越 0 2/0 超越 - 其他 0 2/30萬 超越

達成

情形

環態所 應地所
海資與環遷

博士學程
總計達成

情形

 環漁系  海資所達成

情形

師資

與他

系所

合併

4

研究

特色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洋系面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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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工學院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20/10 40/25 超越 20/10 24/12 超越 30/20 54/31 超越 1/1 1/1 符合 - - 其他 71/41 119/69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4 超越 - - 其他 - - 其他 0 5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3 1 落後 1 9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1 超越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0 128 超越 3 2 落後 0 135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265 超越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

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

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0 1/36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36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

動及文宣等)
2 7 超越 2 4 超越 5 6 超越 - - 其他 - - 其他 9 17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2 2 符合 2 3 超越 2 2 符合 1 2 超越 0 0 其他 7 9 超越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1/50萬 1/60萬 超越 0 0 其他 - - 其他 1/50萬 1/60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0 1 超越 1 3 超越 0 0 其他 - - 其他 1 4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人數)
1 0 落後 2 0 落後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4 0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2 22 超越 3 4 超越 10 11 超越 4 6 超越 1 0 落後 20 43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

位等)

1 2 超越 1 0 落後 0 2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24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

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

學位等)

0 0 其他 1 0 落後 2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0 落後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 7 超越 1 4 超越 3 7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8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

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2 9 超越 1 20 超越 0 0 其他 - - 其他 3 29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 32 超越 10 63 超越 10 37 超越 2 3 超越 0 0 其他 32 175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5 16 超越 5 34 超越 5 11 超越 2 0 落後 0 0 其他 17 78 超越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3 2 落後 2 4 超越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5 符合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20 37 超越 10 12 超越 10 20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40 69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3 4 超越 3 11 超越 3 3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9 18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

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

博士論文數
0 0 其他 0 3 超越 35 50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53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2 1/4 超越 3/12 18/+30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20/+34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7 12 超越 15 25 超越 20 41 超越 5 19 超越 - 其他 47 97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

引用次數
626 881 超越 2073 3389 超越 5000 5301 超越 4000 5373 超越 - 其他 11699 14944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

件數及金額

15/1200萬

4/200萬

114/2990萬

25/2123萬
超越

12/1000萬

4/200萬

15/1144萬

4/323萬
超越

24/3000萬

24/3000萬

31/3338萬

23/2765萬
落後

6/500萬

3/240萬

10/1030萬

3/291萬
超越 - 其他

57/5700萬

35/3640萬

172/8947萬

55/5501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10萬 0/42.8萬 落後 2/10萬 4/50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 其他 4/20萬 4/92.8萬 超越

達成

情形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面向 達成

情形

1
有效

招生

-

2

造船系

國際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4

研究

特色

化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機械系 河工系 材料所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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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電機資訊學院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5/2 4/3 落後 - - 其他 10/5 23/13 超越 40/20 44/25 超越 35/15 45/25 超越 90/42 112/63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 -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3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5 13 超越 3 8 超越 9 21 超越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5 超越 1 0 落後 1 0 落後 5 5 符合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

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2 超越 1 2 超越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

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15 1/41 超越 0 1/41 超越 1/20 1/41 超越 1/20 1/41 超越 1/15 1/41 超越 4/70 5/205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

動及文宣等)
- - 其他 0 0 其他 2 2 符合 3 3 符合 2 2 符合 7 7 符合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0 0 其他 1 2 超越 2 2 符合 2 3 超越 2 2 符合 7 9 超越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3 8 超越 0 其他 0 0 其他 0 5 超越 0 0 其他 3 13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1 超越 0 1 超越 0 3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4 超越 5 10 超越 3 4 超越 9 18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

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1 超越 0 0 其他 1 1 符合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

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

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0 0 其他 2 3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5 10 超越 1 8 超越 7 19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

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4 5 超越 3 6 超越 10 34 超越 10 76 超越 4 87 超越 31 208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4 1 落後 3 5 超越 5 23 超越 6 37 超越 2 41 超越 20 107 超越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4 超越 3 4 超越 1 1 符合 6 9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3 超越 10 18 超越 2 3 超越 17 34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 3 超越 0 0 其他 1 7 超越 1 5 超越 1 1 符合 4 16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

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3/41 超越 0 3/50 超越 0 3/108 超越 0 9/199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

博士論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2 超越 1 1 符合 2 3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4 1/8 超越 0 1/8 超越 1/3 1/4 符合 5/10 7/21 超越 1/4 1/4 符合 8/21 11/45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20 43 超越 - 其他 15 15 符合 25 20 超越 16 20 超越 76 98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

引用次數
200 5449 超越 - 其他 150 407 超越 390 813 超越 350 5617 超越 1090 12286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

件數及金額

8/1000萬

0

10/1332萬

1/49萬
超越 - 其他

10/600萬

1/50萬

29/2045萬

18/1376萬
超越

15/800萬

0

25/2586萬

3/765萬
超越

10/900萬

0

20/1576萬

4/305萬
超越

43/3300萬

1/50萬

87/7538萬

26/2495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0 0/0 落後 - 其他 0 0/150萬 超越 0 0/42萬 超越 0 0 超越 2/0 0/192萬 落後

電機系 達成

情形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通訊系 資工系

師資

與他

系所

合併

師資與他系合聘

4

研究

特色

化

2
國際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面向

1
有效

招生

光電所 光電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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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人文社會科學院(1/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3/2 7/3 超越 4/2 6/2 超越 - - 其他 1/1 0/0 落後 1/0 1/0 符合 - - 其他 9/5 14/5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1 2 超越 1 2 超越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

統計)
1/1 0 落後 1 1 符合 - - 其他 2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6 1 落後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1/0 0 落後 2 2 符合 - -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4 2 落後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0/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40 1/64 超越 0 0/0 其他 - - 其他 1/30 1/64 超越 1/15 0/0 落後 1/15 1/64 超越 4/100 3/192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 - 其他 1 1 符合 - -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1 1 符合 2 2 符合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0 0 其他 1 1 符合 - - 其他 1 1 符合 1 1 符合 1 2 超越 4 5 超越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 0/0 落後 0 0/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篇數
1 1 符合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2 1 落後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

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0 1 超越 1 0 落後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1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人次)
0 0 其他 1 4 超越 - - 其他 0 4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8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

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0 0 其他 1 4 超越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4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2 1 落後 2 2 符合 - -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1 1 符合 7 7 符合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 1 符合 1 2 超越 - -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0 1 超越 4 7 超越

達成

情形

文創系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應英所應經所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文所教研所 師培中心

國際

化
2

有效

招生
1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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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人文社會科學院(2/2)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11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11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 2 超越 0 0 其他 20 63 超越 0 0 其他 1 6 超越 0 0 其他 22 71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0 0 其他 3 4 超越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3 5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

習人數)
2/10 7/+50 超越 0 0/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10 7/+50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0 0 其他 10 19 超越 - -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0 0 其他 11 20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0 0/0 其他 1/1 1/1 符合 2/2 2/5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3 3/6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

篇數
2 6 超越 2 5 超越 - - 其他 1 0 落後 1 1 符合 - 其他 6 12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46 261 超越 32 534 超越 - - 其他 - - 其他 30 73 超越 - 其他 208 868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

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3/150萬

2/100萬

3/157萬

2/66萬
落後

4/120萬

2/40萬

6/931萬

2/152萬
超越 - - 其他

5/100萬

3/60萬

6/346萬

3/176萬
超越

2/110萬

1/25萬

4/189萬

1/74萬
超越 - 其他

14/480萬

8/225萬

18/1606萬

8/468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0 其他 0 0/0 其他 - - 其他 0 0/0 其他 0 0/0 其他 - 其他 0 0 其他

達成

情形

文創系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應英所應經所

師資

與他

系合

聘

4

研究

特色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海文所教研所 師培中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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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5/3 5/2 落後 - - 其他 - - 其他 5/3 5/2 落後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 -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 0 落後 1 5 超越 1 0 落後 3 5 超越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0 0 其他 1/10 2/116 超越 1/10 2/50 超越 2/20 4/166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 - 其他 2 5 超越 2 3 超越 4 8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0 1 超越 2 2 符合 2 2 符合 4 5 超越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 - 其他 0 0 其他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0 其他 0 2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0 0 其他 28 35 超越 0 3 超越 28 38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2 4 超越 10 10 符合 10 3 落後 22 17 落後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2 4 超越 5 9 超越 5 11 超越 12 24 超越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0 其他 1 2 超越 1 1 符合 2 3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0 0 其他 5 43 超越 10 5 其他 15 48 其他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0 0 其他 1 2 超越 1 1 符合 2 3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0 0 其他 1/10 2/10 超越 0 0 其他 1/10 2/10 超越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2 3 超越 0 0 其他 - 其他 2 3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5 - 其他 0 0 其他 - 其他 15 - 其他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2/100萬

2/100萬

3/93萬

2/87萬
超越 0

2/342萬

2/342萬
超越 - 其他

2/100萬

2/100萬

5/436萬

4/430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 其他 0 0 其他

達成

情形

海法所 觀光系 法政系 總計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達成

情形

2
國際

化

1
有效

招生

面向

師資

與他

系合

聘

4

研究

特色

化

3

縮短

學用

落差

110



19 

表 1-11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表_共同教育中心 

 
備註：” - “為非業管業務 

衡量指標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

文宣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30萬 1件/58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20/600 39/2171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

文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 其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3 3 符合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

數
— 19 其他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2件20萬 /

1件10萬

8件795萬/

4件223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共教中心
達成情形

3

縮短

學用

落差

4

研究

特色

化

面向

1
有效

招生

2
國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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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變化情形(含投資效益) 

(一) 105 年可用資金變化 

本校財務收支秉持穩健、踏實、永續發展之原則，依據學校發展遠景配合年度中長

程計畫審慎規劃財務收支，妥善運用資源、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全人教學品質，期

臻至最具海洋特色的頂尖國際大學。本校 105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詳見表 2-1。 

表 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105 年 

預計數 

105 年 

實際數 

期初現金（A） 1,824,880  2,011,818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2,126,539  2,323,147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966,736  2,144,291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153,694  147,020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1) 294,329  197,026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0  0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0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0  21,591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1,844,048  2,162,259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144,108  145,615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418,408  527,598  

期末可用資金（N=K+L-M） 1,569,748  1,780,276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 322,584  150,535  

    政府補助 25,000  95,000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註 3) 0  0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297,584  55,535  

    外借資金 0  0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105年預計數 105年實際數 

債務項目(*4)         0 0 0 

註 1：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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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2：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

金等。 

3：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及民間捐贈款指定用於增置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資產。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

置動產、不動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5：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 1 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 

6：長期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不動產投資等。 

7：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8：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

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長期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

金之合計數。 

9：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

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10：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

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經常支出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捐贈

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1：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經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數，係在衡量

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現金。 

可用資金預計數與實際數差異說明： 

1. 經常門現金收入增加 196,608 千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教育部及

其他政府機關專案補助款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2. 經常門現金支出增加 177,555 千元，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建教合作成本及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較預計增加所致。 

3. 105 年期末可用資金較預計數增加 211, 809 千元，主要係動產、不動產現金支出情

形未如預期所致。 

(二)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1. 重大工程 

本校刻正辦理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及進修教育推廣大樓等重大工程，說明如下： 

(1)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A. 本工程因 100 年 8 月施工時發現地下有舊海堤，為增加效益，本校經多次會議

討論決議變更工址，調增量體並增加總經費，其中工址調整至電機二館正前方。

修正規劃構想書經行政院 103 年 7 月 18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736 號函同

意本校新建計畫地下 1 層地上 9 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增加為

9,917 平方公尺，總工程經費調增為新台幣 2 億 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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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案工程總經費 2 億 6,500 萬元，其中國庫撥款 1 億 2,000 萬元，自籌 1 億 4,500

萬元，以前年度保留轉入 106 年度執行數為 1 億 2,622 萬 5 千元。 

(2) 海洋生物培育館新建工程 

本案工程總經費 4,978 萬元，全數自籌，105 年編列 1,580 萬元辦理水土保持

設施、基礎、結構體施工等作業，本案刻正辦理工程發包事宜，預算 1580 萬元

保留至 106 年度繼續執行。 

(3) 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 

為增進學生住宿便利性及推廣進修教育所需，本校規劃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

樓，興建構想書業經行政院 103 年 9 月 1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878 號函同

意。本建築物興建完成後約可提供 354 個床位；1 樓為教室，可供短期研習班、

樂齡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學位學程學生使用，並同時提供 148 人上課。

工程總經費 1 億 4,100 萬元，全數自籌，105 年度編列規劃設計費 350 萬元，本

案目前尚由基隆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中，預算 350 萬元保留至 106 年

度繼續執行。 

2. 投資效益 

(1) 為增進投資收益及安全，評估校務基金使用效率，促進校務基金有效管理，並加

強本校財務規劃作業，於 105 年 5 月 2 日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投資管理小組

設置要點」，明訂投資管理小組職責、校務基金投資項目及相關規定。 

(2) 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為確保學校資金安全及有效運用，

本校投資項目以存放於銀行定期存款為原則。 

(3) 105 年度利息收入 

本年度銀行利率雖較上年度略降，惟本校積極配合金融機構之定存上限及資

金調度需求辦理定存，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存款合計 25 億 0,862 萬 6,186 元，

其中含定期存款 17 億 4,362 萬 6,037 元，活期存款 5 億 6,883 萬 9,601 元；全年度

利息收入 2,296 萬 3,982 元，較預算數 2,050 萬元增加 246 萬 3,982 元。 

(4) 105 年度有價證券投資收益 

本校目前僅持有 1 檔股票-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係為校友捐贈而來，

目前持有股數為 195,609 股，105 年投資收益約為 46 萬 9,451 元，較預算數 39 萬

1 千元增加 7 萬 8,451 元。 

 

114



23 

三、檢討及改進 

各單位自評中，各面向執行情形落後單位數如下所示： 

面向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落後 

單位數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研究所(人次/人數) 10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0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7 

1-4-1 招收陸生(限研究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4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11 

1-5-1 招收外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9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3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4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0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0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2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5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7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5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3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3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3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3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實習課程數 1 

3-2 實習學生人數 1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0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0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0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 

4 研究 

特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3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0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3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6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1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0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0 

5-4 受贈收入 0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0 

相關執行情形落後說明，請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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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落後說明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

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 

教務處,航管系,

輪機系,食科系,

環漁系,海洋系,

海資所,光電所,

海文所,海法所 

1. 應係考試錄取的本校學生中有

許多亦同時錄取他校，故造成學

生流失。 

2. 部分男性考取考生會先服兵

役，故先辦理休學，等服完兵役

再復學，希望可以無縫接軌尋找

工作。 

3. 學生赴業界實習得到表現評價

甚高，故企業會請實習同學畢業

後續留公司直接成為正職員

工，導致部分考上研究所的學生

直接選擇進入職場。 

4. 有鑑於少子化影響與大環境的

經濟不景氣，學生畢業以就業為

優先考量。 

5. 部分系所為獨立所，且限制畢業

學生報考科系，故於五年一貫之

招生上較為困難。 

1. 為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就讀

研究所，除放寬五年一貫申請條

件及名額、發給五年一貫獎學

金，並額外獎勵成績優良之學生

(大學班排名前 20%)。 

2. 報名期間針對有意願攻讀碩士

學位之應屆畢業生告知各研究

室之研究特色，另瞭解其他學生

取得學士學位後之生涯規劃。 

3. 公布錄取之名單後，積極與錄取

學生連繫，增加對系所之向心

力。 

4. 系上老師及同仁向學生宣導、辦

理講座說明或利用社群網站宣

傳，鼓勵學生續讀專業性之重要

及讓學生了解五年一貫之優勢。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環漁系,

海洋系,造船系,

通訊系,海法所,

法政系 

僑先部結業生多習慣使用聯合分

發管道，然而因聯合分發管道要求

各梯次分配人數不得低於前年錄

取人數，且僑先部為第四梯次，所

以導致海外聯招會名額分配上較

前幾梯次少，使僑先部學生未能申

請上本校。 

1. 提升單獨招生使用率，空出個人

申請管道留給僑先部學生。 

2. 每年個人申請開始前至僑先部

舉辦招生說明會，加強宣導個人

申請的使用。 

3. 每年參加僑先部舉辦之國際教

育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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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4. 每年邀請僑先部師生至本校參

訪及參加本校活動。 

5. 確認各管道錄取名單後，除本校

電話、電郵、郵寄等方式聯繫

外，透過海外校友會協助幫忙聯

繫及本校僑聯社學生協助，提升

與學生的互動，以增加僑生報到

人數。 

6. 商請系所教師於出國學術訪問

或開會，加強與僑生就讀之高中

或大學聯繫，鼓勵僑生申請至本

系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 

7. 加強系所英文網頁各項報考資

訊的完整性。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 

國際處,商船系,

食科系,海法所 

1. 105學年度全臺陸生研究所招生

總人數呈現下滑，報名人數減

少，導致全臺錄取人數從 866 人

降為 806 人，共減少 60 人。 

2. 大陸地區學生於台灣取得海事

教育學位及相關船員證照，面臨

中國大陸未能予以承認且換發

執照困難而退卻。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及

註冊人數，針對大陸地區姐妹校

師生已表達擬來校就讀意願之

系所，做為提報招生計畫系所排

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 mail 方式週

知曾來校交換(研修)之大陸姐

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生

宣傳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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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國際處,輪機系,

食科系,生科系,

應地所,海資所,

機械系,電機系, 

資工系,應經所,

應英所 

1. 105 學年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

培養專案來臺學生人數相較104

學年人數減少 27 名。 

2. 因應學校宿合床位不足，自 104

學年起受理各大陸地區姐妹校

交換 (研修 )學生申請人數減

半，104-2 交換生降至 44 名；105

年學生宿舍修繕關閉，大陸姐妹

校學生短期交換(研修)計畫暫

停一年。 

視男二舍修繕進度，預定將於 106

學年度再度啟動大陸姐妹校學生

短期交換(研修)計畫。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

生人數 

國際處,養殖系,

生科系,海生所,

河工系,資工系,

應經所,應英所,

海法所 

1.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重點招生

時程，本次申請表件、系所錄取

比例、複審通過率與獎學金通過

率與過去同期數目相同且部分

增長，唯獨在報到率上較以往

低。經詢問後發現全台大學均遭

遇類似情況，中國與澳洲不斷推

出高額的獎學金制度導致瓜分

了原有的東南亞市場，加上部分

學生因經濟因素申請延後春季

班入學，導致秋季班(第一學期)

報到率下滑。 

2. 養殖系外籍生主要來源為「國際

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

本專班係以邦交國之學生為主

要招生來源，105 學年度就讀學

3. 獎學金放榜的時程須加速：獎學

金會議紀錄因需層層上報審核

較為耗時，導致優秀學生先拿到

他校獎學金者會放棄本校的機

會。建議未來鈞長與各送會單位

能優先以最速件處理獎學金簽

呈，並給予國際處指示，以利穩

定錄取學生的意願。 

4. 延長招生教育展時間以利拜會

當地學校。 

5. 獎學金推薦制度：建議須由一級

主管以上層級主動至東南亞重

點學校與姊妹校拜會並簽訂獎

學金推薦制度，將可確保獎學金

的預算不會因為受獎人未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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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生人數未達預定目標之原因，可

能由於目前政府外交困境、邦交

國減少以及國合會援外計劃（如

漁技團）減少，而影響申請案數

量。 

而浪費，也可以確保就讀學生的

品質。 

6. 拓展交換生英文課程與合作姊

妹校數：藉由提供優質的學士交

換生課程，讓交換生有初步對台

灣海洋大學的認識。並視交換生

為未來潛在碩士學位生生源重

點照顧，鼓勵交換學生未來求學

以本校為優先。 

7. 透過畢業系友協助加強「國際水

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之招

生宣傳。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

生人數 

食科系,生科系,

河工系 

可能礙於部分系所之專業性，對外

籍生吸引稍低，同時可能宣傳不

足，以致招生新生如數不足。 

1. 對現有外籍生積極加強其課業

與生活之輔導，建立系所之學習

口碑。 

2. 藉由教師至國外參與研討會、進

行學術交流時，鼓勵外國學生申

請就讀本校系所。 

3. 加強英文網頁製作與宣傳。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輪機系,養殖系,

生科系,應英所 

1. 全國大專院校為增加招生來源

及校系宣傳成效，各校系辦理各

種營隊之數量與日俱增，所以各

營隊招生之排擠效應難免增加。 

2. 輪機系因學會會長剛交接，故本

次營隊招生只針對基隆的高中

1. 多利用網路方面作宣傳。 

2. 亦請高中職學校協助營隊之招

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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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及基隆海事作宣傳，宣傳方式為

放學時間至校門口發放宣傳

單，但是效率不高，只有兩位基

隆人參加本屆輪機營。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

金額 

食科系,應經所 系所與國外單位有進行合作，但尚

無計畫進行。 

鼓勵專任教師邀請國外研究單位

學者專家來訪，進行合作。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商船系,輪機系,

食科系,海資所,

應英所 

1. 系所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

繁，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時

間，但仍保持合作關係。 

2. 近年應聘新任教師多，鼓勵教師

多參與其他國家合作研發。 

3. 應用英語或相關領域之學者，一

般而言，單獨完成論文乃常見現

象。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升等著

作必須是單一作者之論文。 

 

持續鼓勵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

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

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人數) 

食科系,環漁系,

應地所,機械系,

造船系,河工系,

教研所 

1. 大學部學生及碩士班研究生擔

心短期赴國外研修恐無法如期

畢業；博士班研究生因近年來招

生人數銳減，再加上研究時程規

劃另有安排，導致無人申請。 

2. 部分學生考量家庭經濟問題導

致無人申請。 

3. 由於申請資格限制較多，大部分

學生選擇海大補助經費出國學

習。 

1. 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或班級社群

聯絡網站加強宣導。 

2. 請指導教授鼓勵碩士班、博士班

研究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

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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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商船系,海洋生

技博士學程,光

電所,海洋工程

科技博士學程 

1.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對將來之職

涯發展之認知，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不踴躍。 

2. 博士學位學程剛成立，學生人數

尚少。 

3. 部分碩士班學生的研究能量稍

嫌不足，故無學生參與國際學術

研討會。 

鼓勵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協助

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流研究。並持

續配合學校政策，宣導學生申請各

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鼓勵學生

利用這些機會，培養國際觀，增廣

見聞。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

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商船系,機械系,

通訊系 

1. 大學部同學預準備航海人員測

驗或準備研究所考試，擔心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影響研究

所推甄或報考時間，另方面期

能早日考取證照，提早上船實

習就業，所以申請意願不高。 

2. 河工系 105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

短期研修情況以大陸地區為主。 

張貼相關活動於系內公布欄，並於

社群網站上張貼學校相關活動連

結，讓更多學生獲得相關訊息，增

加學生選擇性。並加以宣導鼓勵碩

士班研究生至他國進行研修交

流，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

申請並把握機會，增廣見聞。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商船系,機械系,

河工系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海洋生技博士

學程 

本學程 105 年度有 3 名博一生於 8

月入學，正在參與實驗室的實習。

只有 1名博二生因家庭因素暫停學

習，故造成落後。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

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商船系 育英二號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

的實習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

次 76 名學生的實習機會，未抽中

簽的學生僅能等其他海事學校有

缺額才能做遞補。另外，近年航運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實

習機會，諸如這次的中國海事學校

育鯤輪與育鋒輪。另外並努力使現

有的實習管道增加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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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額，致使

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的機會亦

減少。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海資所,應經所,

法政系 

1. 學生未積極參與英文檢定。 

2. 法政系目前僅 2 屆，共 63 位同

學。約有 1/3 同學於高中時即已

報名相關英檢測驗，但仍有 2/3

同學尚未參與相關英檢測驗，可

能尚未有畢業資格審核壓力，爰

報考人數不多。 

1. 人社院訂定「提升國際化補助要

點」，其中包括：補助本院研究

生在學期間參加英語檢測報名

費新臺幣伍佰元，應經所亦訂有

「學生提昇英文能力獎勵要點」

期能藉此，持續鼓勵學生提升自

我外語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 

2. 宣導學校英文畢業門檻規定，並

適時提醒同學報考校園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海資所,材料所,

光電所 

1. 學生測驗成績未達俱就業競爭

力之標準(多益 550 分)。 

2. 研究所學生因在研究上頗為繁

忙，故在報名與準備上心態較為

保守。 

1. 擬積極鼓勵所屬學生研修本校

相關英語補強課程。 

2.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

要性，並鼓勵同學報考，藉以增

加自己本身的英文能力。另外，

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藉

以刺激同學學習。 

3 縮短 

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

數 

造船系 「船舶監造實務」課程為與財團法

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合作

開設之課程，本年度由於該中心未

提出實習需求，故該課程無開課。 

積極與業界單位洽詢是否有各種

可供本系學生實習之機會，並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且叮囑學生在外實

習期間務必積極學習。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生科系 系學會與其他同學未組隊參與校

外競賽。 

鼓勵同學組隊參與校外競賽，如

「生物產業創新創業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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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商船系,海資所,

海文所 

1. 專任教師退休，聘任教學型專案

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本系於研

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2. 老師致力於教學研究，雖未有相

關論文，但出版專書，並積極參

與研討會發表論文。 

擬積極鼓勵教師發表國際期刊。並

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

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

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的。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

數及金額 

商船系,河工系,

應經所 

1. 專任教師退休，聘任教學型專案

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研究發表

上有所影響。 

2. 教師同時兼任其他中心主管，故

執行之計畫有部分未列入系所

計算中。 

3. 件數已符合，然因各補助機關經

費，已逐年遞減。 

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

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

師分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

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的，以提

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

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研發處,食科系,

養殖系,生科系,

造船系,光電所 

1. 媒合數件技術移轉，老師技術開

發程度，無法符合廠商商品化的

期程，改以產學合作方式執行，

致使技轉金未達預期目標。 

2. 專利審查時程難以掌控，造成預

估差異。 

1. 持續開發新客戶，主動發掘校內

具商品化技術。 

2. 持續鼓勵老師們將其研究成果

申請專利或進行技轉，將研究

成果應用於產業。 

5 校務

行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總務處 1. 氣候受地球暖化影響，溫度比往

年高，造成冷氣用電量增加。 

2. 校務成長、各項會議活動及社團

營隊等均較往年增加。 

3. 增設教學單位、增加教學研究設

備用電。 

1. 新購冷氣機出廠前即設定最低

溫僅能低至 25℃。 

2. 建議逐年汰換逾使用年限、效能

較差之冷氣機、冷凍冷藏設備。 

3. 利用各項會議宣導隨手關燈、關

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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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4. 學生數、外籍生、交換生等均較

往年增加。 

5. 餐廳重新招商改建後，客源增

加，用電量亦隨之增加。 

6. 海事大樓結構補強後，產學技轉

中心廠商陸續進駐，亦造成用電

量增加。 

7. 場地活化，會議空間等場地外借

亦較往年增加。 

4. 宣導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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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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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組織歸屬調整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03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整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  席：張清風校長 

出席人員：許泰文副校長、莊季高副校長、桑國忠院長、黃麗生院長、陳荔彤院長、鍾政棋

主任、王彙喬老師、李篤華老師(請假)、林谷蓉老師、林季燕老師(請假)、蔡豐明

老師 

紀錄：張凱音 

壹、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鍾政棋主任對海洋觀光系於草創期至今的辛苦付出，為了當時學校成立法政學

院，做了一次發展過程中必要性的調整。也特別感謝陳荔彤院長在院內對海洋觀光系的照顧。

目前法政學院已經日益茁壯，考量學校整體發展及海洋觀光系的屬性，在幾次重要會議中，

討論了海洋觀光系的歸屬議題，因其領域以社會科學為主，對其歸屬問題已具有共識。今日

特別再邀請幾位相關學院院長及海洋觀光系鍾主任與老師們，徵詢觀光系的意見，了解大家

的想法。 

貳、討論議題： 

議題：有關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組織歸屬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1060206一級主管校務發展座談會議紀錄，海洋觀光系原設置於法政學院，惟

仍須考量其屬性、特色調整至適合之學院，就交通、運輸、管理層面考量，該系雖得

隸屬於海運學院，惟就海洋觀光與海洋文化、海洋文創關連性連結，尤能凸顯獨特性，

且觀光管理、小艇駕駛、郵輪管理等可考量於課程內涵納入設計，故海洋觀光系將以

改置於人社院為原則。據此，特安排本次座談會討論本案。 

討論：略。 

結論：經過充分的意見表達與交流後，雖然部份老師表示傾向短期間內留在法政學院，但經

過校長的說明與解釋後，大家願意考量海洋觀光系的相關屬性與顧及學校整體發展，

同意校長的建議，在所有條件都不變動也不折損師生任何權益的原則下，將海洋觀光

系由法政學院調整至人社院。 

叄、臨時動議：無 

肆、會議結束時間：14：25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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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改隸人文社會科學院之適切與必要性說明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原屬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今考量海大之整體發展，並

強化人文社會科院之結構、提升其教學能量需要；玆加以調整改隸人文社會科學院，有其合

理、適切與必要性。茲說明如下： 

惟就海洋觀光與海洋文化、海洋文創關連性連結，尤能凸顯獨特性，且海洋文化內蘊課

程、觀光管理、經濟學、觀光旅遊英文等可考量於課程內涵納入，故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將改隸於人社院。 

1、 按臺灣現有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雖大多設於管理學院或觀光休閒學院，亦不乏設於

人文社會學院者，蓋「管理」與「觀光」皆屬於廣義之人文以及社會科學領域，故有其

合理性。以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現有課程而言，無論是基礎課程「觀光

管理」，或專業應用課程之「郵輪經營管理」、「海洋觀光休閒」、「企業管理」、「海

洋人文與生態」乃至「語文與實作課程」皆屬人文社會科學範疇。 

2、 人文社會科學院現有應用經濟研究所、師培中心／教育研究所、海洋文化研究、應用英

語研究所、海洋文創設計產業系等教學單位師資，利於「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教學資源之統整運用。例如：應用經濟研究所之師資可對接其經濟學、統計學等課程，

師培中心／教育研究所教育教育研究所之師資可對接其人力資源、海洋生態旅遊規劃等

課程，海洋文化研究所之師資可對接其海洋文化概論、海洋觀光導覽實務等課程，應用

英語研究所之師資可對接其觀光旅遊英文、餐旅英文等課程。詳見【附件 10-1：海洋觀

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與人社院系所對接表】 

3、 當前全球之文創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係屬關係密切之產業鏈，就人才培養與產業連結而

言，人文社會科學院新設的「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附件 10-1】，可收相

得益彰之效。 

4、 人社院現有跨系所整合平台，有利於海洋觀光管理系之改隸本院，其一：本院「海洋英

華講堂」廣邀海洋相關議題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其中也包含海洋觀光、文化，以提昇本

院同仁互動，增進校內外科際對話整合，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社會貢獻，詳見【附件 10-2：

「海洋英華講堂」實施要點】。其二：本院特色營隊「潮海游─2017 海洋文化觀光研習

營」已連續舉辦 4 屆，未來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改隸於本院後可持續經營舉辦，

有力於招生，詳見【附件 10-3：潮海遊活動花絮」。其三：本院自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始迄今「海洋文化觀光課程群」為教學卓越計畫，已實施八個學期，成效卓越，詳見

【附件 10-4】。 

本院現有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為大學部，俟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改隸至本

院後，可強化大學部學制，有利於提升本院特色，使本院教學體系更佳完整，並有助於學校

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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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與人社院系所對接表 

     

類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合計 

校
定
必
修 

科目 上 下 科目 上 下 科目 上 下 科目 上 下  

國文領域 3 3 博雅課程 2 2 博雅課程 2 2 博雅課程 2 2 28 

博雅課程 2 2 外文領域  2               

英文(大一英文) 2 2 體育 0 0             

體育 0 0                   

愛校服務 0 0                   

(

必
修) 

基
礎
課
程 

觀
光
管
理 

會計學(註 1) 3 3 統計學(註 1) 3 3 觀光行政與法規 3         30 

經濟學(註 1) 3 3 管理學 3   旅運經營學   3       

觀光學(註 1)   3                   

專
業
應
用
課
程 

郵

輪

經

營

管

理 

必修 郵輪概論 3                     3 

選
修 

運輸學 3   郵輪經營管理 3   客輪安全管理 3   郵輪實務 3   31 

船舶概論   2 郵輪旅遊規劃 3   客艙娛樂管理   3       

港埠經營與管

理 

  2 郵輪後勤作業

管理 

3   郵輪產業經濟   3       

      郵輪航行安全 3               

海
洋
觀
光
休
閒 

必修 海洋觀光遊憩

概論(註 2) 

3   海洋休閒管理   3             6 

選
修 

      海洋生態旅遊

規劃(註 3) 

3   海洋觀光導覽實

務(註 3) 

3   旅館服務管理 3   45 

      獨木舟操作(註

5) 

3   觀光資源規劃

(註 3) 

3   旅遊糾紛與危機

處理 

3   

      潛水概論(註 5)   3 海洋休閒經濟學

(註 1) 

  3 動力小船 3   

      遊艇休憩管理   3 海洋資訊管理   3 餐飲服務管理   3 

【附件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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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觀光市場

調查(註 1) 

  3 帆船操作(註 5)   3 旅遊地理學(註

2) 

  3 

企
業
管
理 

必
修 

企業概論(註 1) 2   觀光行銷學 

(註 1) 

  3             5 

選
修 

消費者行為 

(註 1) 

  2 顧客關係管理 

(註 2) 

  3 網路行銷 3   國際服務業管理   3 23 

      人力資源管理 

(註 2) 

  3 財務管理(註 1) 3   企業經營策略   3 

            電子商務   3       

海
洋
人
文
與
生
態 

必修 海洋文化概論 

(註 3) 

  3 海洋生態(註 1) 3               6 

選
修 

台灣海洋史 

(註 3) 

3   地方文化產業

管理(註 3) 

  3 海洋文化資產管

理(註 3) 

3   台灣海洋文化與

全球化(註 3) 

3   39 

海洋事務概論   3 海洋博物館管

理(註 3) 

  3 休閒漁業(註 1) 3   海岸社區總體營

造實務(註 3) 

  3 

港市歷史與海

洋文化(註 3) 

  3 海洋與氣候變

遷 

  3 海洋節慶活動管

理(註 3) 

3         

            海洋飲食文化

(註 3) 

  3       

            海岸地質學   3       

語
文
與
實
作
課
程 

語
文
課
程 

選
修 

基礎日文(註 5)   2 觀光旅遊英文

(註 4) 

2   餐旅英文(註 4) 2         14 

      觀光旅遊日文

(註 5) 

2   餐旅日文(註 5) 2         

            領隊與導遊英文

(註 4) 

  2       

            領隊與導遊日文

(註 5) 

  2       

產
學
實
作 

選
修 

基本急救與醫

護急救 

1   人員求生技能 1   領隊與導遊實務 3   海洋觀光產業實

習(一)(註 6) 

2   25 

基本滅火   1 人員安全與社

會責任 

  1 海岸環境導覽實

務(註 6) 

2   海洋觀光產業實

習(二)(註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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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表應用經濟研究所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註 2：表師培中心／教育研究所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註 3：表海洋文化研究所＆海洋文創設計產業系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註 4：表應用英語研究所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註 5：表共教中心（大人社系統）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註 6：表人社院整合跨系所相關對接、師資支援 

 

 

 

 

 

 

 

 

 

 

 

 

 

 

      海洋遊憩活動

實作(註 5) 

2   海洋博物館導覽

實務(註 3) 

  2 郵輪體驗見習 2   

      旅館經營實務 2   海洋觀光專題講

座(一)(註 6) 

1         

      餐飲衛生管理

實務 

  2 海洋觀光專題講

座(二)(註 6) 

  1       

合
計 

必修 21 19 必修 13 11 必修 5 5 必修 2 2 78 

選修 7 15 選修 27 27 選修 34 31 選修 19 17 177 

附註 

1.本學位學程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 (通識必修 28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選修至少 50 學分)。 

2.學生畢業前英文多益(TOEIC)成績必須達 600 分或通過日文檢定 N2 等級，否則必須修習及格通過三門

或以上本學程所開設之英文或日文領域課程。 

3.大學部學生承認系外選修學分數規定～承認系外選修學分數為 20 學分，共同教育(博雅及外文)可列為選

修，但限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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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實施要點 

102 年 3 月 7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4 月 8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命名緣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人文薈萃，社會菁英。 

          洋溢創思，德映風華。 

 

 

一、設立宗旨： 

營造海洋人文社會與科技產業之跨領域學思交流平臺，以提昇本院同仁互

動，增進校內外科際對話整合，推動國際學術交往合作，加強產、官、學、社

聯結，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社會貢獻。 

 

二、實施要點： 

（一）辦理單位：由人社院主辦，院內各所／中心輪流協辦。 

（二）舉辦形式：1.專題演講；2.主題論壇。 

（三）舉辦時間：以學期中逐月適宜之週四第 8、9 節為原則。 

（四）舉辦地點：輪流於人社院以及院內各所／中心所屬適宜空間。 

（五）舉辦內容：1.以海洋人文、社會、科技、產業之跨領域論題為原則。 

                2.由院長與輪值協辦之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共同

協商擇定論題以及主講或引言人選。 

                3.主持人由院長與各單位（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

輪流擔任。 

（六）與會人員：本院同仁以及校內外來賓。 

（七）成果呈現：1.錄製影音，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覽。 

                2.整理演講、論壇內容文字檔，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

覽。 

（八）兼任助理或工讀生一名，協助相關業務並負責錄製影音、整理文字檔、

以及建置維護網頁。  

（九）經    費：1.相關費用依行政程序簽請補助。 

      2.茶點由輪值協辦單位適量提供。 

（十）輪值順序：1.人社院；2.海文所；3.通識中心；4.應經所； 

5.教育所／師培中心；6.海法所；7.應英所／外語中心。 

【附件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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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海遊─2016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 

 

 

 

請參閱相關活動網址：http://chss.nto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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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基隆之美 58  

卞鳳奎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 56  

林谷蓉 觀光實務與法規 6  

李篤華 休閒經濟學 33  

 

102-2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海洋文化實察與實習 6 與林谷蓉合開 

卞鳳奎 海洋文化觀光資源與規畫專題 4  

許籐繼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 10  

李篤華 環境與資源管理政策專題 3  

 

103-1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基隆之美 61  

卞鳳奎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 47  

林谷蓉 觀光實務與法規 5  

李篤華 休閒經濟學 49  

許籐繼 教育社會學 17  

 

103-2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海洋文化實察與實習 8  

卞鳳奎 海洋文化觀光資源與規畫專題 8  

許籐繼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 8  

李篤華 觀光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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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基隆之美 66  

卞鳳奎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 72  

林谷蓉 觀光法規與實務專題 8  

李篤華 休閒經濟學 32  

許籐繼 教育社會學 10  

 

104-2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林谷蓉 海洋文化實察與實習 6  

卞鳳奎 海洋文化觀光資源與規劃專題 4  

李篤華 觀光學 37  

許籐繼 教育社會學研究 13  

    

 

105-1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 基隆之美 56  

林谷蓉 觀光法規與實務專題 3  

卞鳳奎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 56  

李篤華 休閒經濟學 41  

許籐繼 教育社會學 11  

 

105-2 學院整合課群計畫─海洋文化觀光課群課程單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安嘉芳、林谷蓉 海洋文化實察與實習 4  

卞鳳奎 海洋文化觀光資源與規劃專題 5  

李篤華 觀光學 43  

許籐繼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 4  

曹校章 海洋休閒文化行銷專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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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 

90 年 06 月 26 日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01 月 09 日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06 月 17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01 月 12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03 月 07 日海研企字第 0950001832 號令發布 

96 年 01 月 04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名稱、全文 7 條 

96 年 01 月 24 日海研企字第 0960001078 號令發布 

97 年 06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07 月 10 日海研企字第 0970007353 號令發布修正第 3、4、5、6 條條文部分內容 

99 年 06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6 月 29 日海研企字第 0990007806 號令發布修正第 1、3、4、5 條條文部分內容 

99 年 07 月 07 日海研企字第 0990008241 號令發布 

102 年 6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第 1、3、4、5、6、7 條條文部分內容 

102 年 10 月 30 日海研企字第 1020018631 號令發布 

105 年 11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名稱、第 2、3、4、5、6 條條文部分內容 

105 年 12 月 30 日海研企字第 1050026096 號令發布 

一、依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本校發展所需，落實大學自主 

理念並維持本校教學品質，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規劃原則： 

各教學單位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應依下列原則規劃： 

(一)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及特色。 

(三)現有基礎及規模、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配及使用效益。 

(四)師資及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 

(五)符合各該領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 

(六)原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宜針對社會變遷及人力需求、學術發展需要、學校發展特色主

動調整。 

三、總量基準之設定： 

各教學單位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應考量各項資源之配合條件，

以維持基本教學品質，並根據師資、校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展總量規模，依據校務發展

計畫，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額。各項總量基準之設定及各院、系所、師資質量之標準，

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辦理。 

四、發展規模設定： 

(一)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 

1.特殊項目申請案，應於前二個學年度提報及審核。計有下列三類，其餘為非特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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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申請案： 

(1)博士班申請案。 

(2)申請增設師資培育、醫事與其他涉及政府機關訂有人力培育機制之相關院、所、

系及學位學程類科。 

(3)申請調整（包括更名、併分組）博士班、師資培育、醫事及其他涉政府機關訂

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其調整涉及領域變更。 

2.增設博士班除經教育部核定通過並增加經費及員額外，不得申請增加經費及員額。 

3.請增經費員額之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增設案，各學制班別每年至多提報三案，由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排列優先順序。 

(二)擴增、調整招生名額，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

定辦理。 

五、作業程序： 

(一)研發處依教育部規定之時程，會請人事室、教務處、總務處，分別提供學生數、教

師數、校舍建築面積等資料，計算各單位總量規模，分送各教學單位作為提報增設、

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或擴增招生名額之參考資料。 

(二)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案，所需提報項目資料表件，由研發處逕依教育

部當時規定辦理。 

(三)研發處必要時得會同相關單位查核教學資源是否充足，計算加入申設案後單位總量

規模及全校總量規模資料。 

(四)增設調整案依下列程序提出申請，並依前述各款規定辦理： 

1.申請設立各學制、班別、獨立研究所者，向隸屬之學院提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由院向研發處提案。 

2.申請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發處提案。 

3.跨院之調整案，由相關教學一級單位決議後共同向研發處提案。 

4.研發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五)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案，應審查其總量標準及計畫書。總量標準由校

務發展委員會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審查。計畫

書除整併、更名案其調整不涉及領域變更外，應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審查方式如

下： 

1.外審：經各學院審查通過之申請案，統由研發處將各該申請案之計畫書，送請三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2.外審平均分數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 分以下

者不予推薦。 

3.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

明或方案，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排列優先順序，再提請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提報教育部核定。 

4.連續二年送教育部申請未獲通過之案件，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六)各班別之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案由研發處將各項資料表及審查意見等

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據以提送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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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類招生入學管道，其招生名額所佔總招生名額之比率，悉依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六、資源調整： 

超過總量規模之單位因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目標，擬提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

程及擴增招生名額，應先提出擴增或調整資源計畫，必要時得由研發處會請教務處、總

務處、國際處、人事室、主計室、圖書暨資訊處等相關單位評估其可行性，提送校務發

展委員會核定後，再依作業程序提報申請，擴增或調整資源計畫項目如下： 

(一)超過總量規模之教學單位，得由所屬學院協調其他教學單位之同意，作資源調整。 

(二)目前增建於申設學年度可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者之校舍建築面積資料，若由其他教

學單位空間支援，需提出支援同意書並經支援教學單位所屬學院院長核可。 

(三)增聘師資之規劃及來源，若由其他教學單位之教師人力支援，需提出支援同意書並

經支援教學單位所屬學院院長核可。 

(四)經費籌措之規劃及來源，並說明其目標達成之對應策略，自評其預期成效。 

(五)各教學單位經「大學校院系所評鑑」，最近一次評鑑未達標準者；其中系所評鑑減招

原則規定如下： 

1.系所評鑑未通過者，扣減該系所各學制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連續二年未通過，扣

減全數招生名額，逕予停招。 

2.系所評鑑待觀察者，該系所隔年不得擴增招生名額及增設研究所。 

3.經教育部核定減招之系所招生名額，不得自校內其他院、所、系與學位學程調整名

額補足，並不得流用。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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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研發處處務會議會議紀錄(摘錄) 

時  間：106 年 04 月 06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演講廳 

主  席：許泰文副校長 

出席人員：陳宏瑜副研發長、曾聖文組長、李信德組長、呂明偉主任、蔡安益

主任 

記錄：張凱音 

壹、主席致詞 

  一、行政品質效率提升：請各主管協助與組員溝通，務必妥善處理各項業務 

                        及公文，確實有效提升本處行政品質及效率。 

  二、機動行政團隊支援：本處人員有限，請各組互相做工作支援，以達最大

工作效益。 

  三、在地產業連結推動：請產學技轉中心盡速加強與大武崙及瑞芳工業區的

鏈結，以利後續本校申提 USR 及五年五百億等相關

計畫。 

  四、專任教師講座教授及院聘教師案：請企劃組與人事室會同辦理。 

 

貳、討論議題 

案由一：有關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組織歸屬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1060206一級主管校務發展座談會及1060314海洋觀光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組織歸屬調整座談會之決議辦理，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二、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原設置於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惟仍須考量

其屬性、特色調整至適合之學院。經上述2次會議結論，改隸於人文社會

科學院有其合理、適切與必要性，相關說明如附件二。 

  三、呈上，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所、系與學位學程及招生

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4款(如附件三)，增設、調整院、

所、系與學位學程案之申請程序規定，研發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

主動提案。 

  四、在所有條件都不變動也不折損師生任何權益的原則下，是否將海洋觀光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由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調整至人文社會科學院，提請

討論。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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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依據說明一之相關會議紀錄，及說明二改隸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之適切與

必要性說明書，研發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將海洋觀光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由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調整至人文社會科學院。 

  二、為讓該系學生更了解此案，建議由法政學院與人社院共同辦理學生座談

會，並建請由校長主持說明。 

 

叄、臨時動議(略) 

 

肆、會議結束時間：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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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書 

 

 

 

 

 

 

 

學校名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計畫名稱: 106 學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申請增設食品安全與風

險管理研究所(碩士班)計畫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1 日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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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

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

責任。 

一、摘要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6 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後學系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英 文 名 稱 ： Graduate School of Food Safety and Risk Management                           

□全英語授課 

 
授予學位名稱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M.Sc.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食品科學系 46 605 0 0 605 

研究所 食品科學研究所 64 0 193 22 215 

招生管道 研究所入學考試 

擬招生名額 碩士班 10 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其中 4 名由本校主動調減之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另外 6 名由教育部專案核給

外加名額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http://academic.ntou.edu.tw/files/11-1003-3094.php 

http://career.ntou.edu.tw/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食品科學系副教授 姓名 張祐維 

電話 （02）24622192 轉 5152 傳真 （02）24634203 

Email bweichang@mail.nto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143



 

2 

 

貳、 教育目標 

一、申請成立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之背景說明 

臺灣過去十年所發生的一連串食品安全事件，導致臺灣政府與人民對食品的議

題高度關切，然而面對報章媒體針對食品議題一知半解的報導，有形無形中，更加

深人民對食品安全的誤解，有鑑於此，本校的食品科學系於105年已成立「食品保

健與風險教育中心」為窗口，冀望透過種種教育方式傳遞正確的觀念與認知。本校

食品科學系擁有強大教學研究能量和師資，自民國46 年成立本學系前身水產教育

科以來，因應社會變遷，於48 年改為水產製造科（系），72 年改為水產食品科學

系，87 年改為食品科學系，93 年將大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和生物科技組，顯示本

系宗旨和發展特色隨著時代潮流而作適當的修正，如今涵蓋了三項主流科技：食品

科學、醫藥與生命科學、與農林漁牧。近幾年，更針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議題，

陸續聘請食品安全與風險評估專長的老師來強化食品安全的教育，系上亦有從事食

品供應鏈相關實務與研究的教師，由此可知，食品安全的落實是需要從農場至餐桌

的不同階段去層層把關。 

適逢日前教育部發函至大專院校補助成立有關食品安全相關系所，規劃食品安

全教育，培育食品安全專業人才，因此本校擬將申請成立國內第一所「食品安全與

風險管理研究所」，匯集跨多元領域的專長，特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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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教學研究本身具備跨多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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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等相關課題為起點，跨理學、農學、工學、人文、社會科學與法政領域的結合，

以國際化視野整合世界蓄積之相關知識與技術，培育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之基礎與

應用人才，建立與相關產、官、學、研界與地方社區的交流合作與實務實習之管道，

促進學生實作與實習機會，獲取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之經驗，鍛鍊職涯規劃能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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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將理論應用與實務技能相互結合，以利學生具特色的就業競爭力，同時貢獻所學

於維護國人食品安全。  

二、發展方向與重點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創立的宗旨，係藉由國家社會發展及需求，

整合食品相關跨領域專業知識，結合產官學界的資源，以促進全民身心健康與福祉

為使命；教育目標則是以科學管理食品，強化風險溝通、保障民眾健康，培育具備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因此將以食品科學專業整合食品供應鏈產、

官、學相關專業領域教師，教學研究領域將涵蓋食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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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跨領域之「食

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如圖一)。 

 

 

 

 

 

 

 

 

 

 

 

 

 

 

圖一: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之跨領域整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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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方向  

(一) 教學方面  

本研究所以校內既有的食品科學系師資為架構，整合各領域專業之師資，以食

品科技及確保食品供應鏈安全的專業知識為基礎，進而達到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的

目的，結合水產養殖、檢驗技術、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與溝通、運輸物流、食

品法規等知識與技術，配合本校附設海洋中心與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

已於101 年5月、96年7月及98年7月分別獲得衛福部食藥署食品實驗室認證(附件

一)、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測試檢驗機構及實驗室認證(附件二)及於99年7月獲

頒行政院農委會產銷履歷驗證機構(附件三)，其中的貴重儀器及教育資源，在未來

可強化食品分析檢測相關教學及研究，對學生之學習上均有極大助益，藉此全方位

提供本研究所學生學習瞭解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及應用，多元化的課程規劃提供學生

具有充分彈性之選擇，以因應食品安全相關議題的發展及變化。 本研究所擬聘專

任師資百分之百均為國內外知名大學的博士，兼任師資將聘請由產業界及臺灣衛福

部食藥署傑出優秀人士擔任，陣容整齊，專長廣泛，包括：食品加工、食品營養、

食品化學、食品安全、檢驗技術、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養殖、運輸物流工程、

智慧系統整合、國際與國內食品法規與管理、毒理學等相關領域，互補性強，可以

相互支援，提供全方位課程授課與豐富教學研究資源的教學陣容。透過產、官、學、

研界資源整合，組成專業教學小組，給予碩士生最佳的教學指導及訓練，促進教學

成效。 因此本研究所之設立，在教學方向在於持續優秀師資、建立與產官學界的

合作與交流，藉由專業知識之訓練以連結現在食品安全及風險管理之需求，培養頂

尖具特色的實務研究管理人才。  

(二) 研究方面  

本研究所擬支援教研的食品科學專任教師各具有食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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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長，且已建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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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界之合作與交流之平台，藉由專業知識之交流，將以實務面啟發食品安全與

風險管理研究的思考方向與角度，同時本研究所教師也將積極熱衷參與國內外研討

會發表論文，以及相關的國際學術活動，如此更可提升研究水準。未來本研究所設

立之後，將配合國家及學校發展之政策，藉由專兼任教師多樣性的研究專長，組成

跨科系所與跨校研究團隊，爭取科技部、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的經費補助與研究

計畫，過去兩年，本校食品科學系跨領域團隊執行衛福部有關國人總膳食風險等計

畫，此外於105年執行衛福部建立外食族群攝食風險日誌之即時互動系統、依國人

膳食習慣之食品添加物風險評估、國人攝食磷酸鹽之總膳食調查與風險評估與市售

食品丙烯醯胺含量調查等計畫，藉此了解國人市售食品及膳食風險，同時協助政府

與業者進行風險溝通。並鼓勵大學部、碩士班學生積極參與，提升學術地位與研究

風氣，同步將學術研究成果透過產官學研界的合作，有效發揮研究成果之效用。 

(三) 服務方面  

本研究所擬支援教研的食品科學專任教師經常參與國內外之研討會，且部分教

師亦擔任政府部門專門諮詢、計畫審查、審議小組等專業委員成員，甚至與產業界

建立良好的產學合作機制與輔導經驗，因此強化專業知識、提升研究水準以回饋社

會企業與服務大眾，是研究所之目標。未來本研究所設立之後，將擴大服務層面，

包括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推廣教育、垂直整合食品供應鏈上下游資源、食品檢驗技

術研討、建構智慧食安系統、教育資源分享、接收國際及大陸交換學生、舉辦食品

安全相關的國內或國際學術研討會、積極爭取國內外食品安全相關重要學術組織之

會員及各項榮譽職務(如理事或監事等)，表現優秀者甚至可成為各重要學術性組織、

相關產業與基金會顧問、政府單位各類專業委員會成員，或受邀成為國際學術期刊

之編輯委員，相信未來在本研究所師生的努力之下，在國內外食品安全領域中發揮

更好的效果與影響。 

 發展重點  

 (一) 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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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政策推行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施行

重點，均強調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自主與源頭管理、食品檢驗，然而這三個重點工

作項目有一個共通點，即是食品供應鏈的上下游管理，最近食藥署亦要求食品相關

業著成立「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因此培育相關特色食品安全專業人才刻不容緩。

本校食品科學系過去已培育無數食品科技與產業連結相關的專業人才，去年成立食

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再加上本校附設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為國家級

實驗室認證，因此本研究所的成立，將來可在本校整體跨多元領域資源(智慧系統、

運輸物流、管理、法律等)與師資的整合之下，培育優秀、具跨領域思考能力的專

業研究人才，並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為政府、食品產業

與社會大眾服務。 

(二) 建立食品安全與風險溝通的管道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這只是消費大眾對於食品的基本要求，然而食

品安全絕對不是光靠嚴格檢驗出來的，它還需要正確的教育與資訊溝通來落實。本

研究所將配合本校食品科學系的”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中的教育民眾管道，扮

演食品科技多媒體資訊化平台，推動食安教育，讓社會大眾都能吃得安心。除了重

視食安問題之外，食品產業鏈的風險管理議題也需要關注，未來計畫將相關知識數

位化，透過網路、影片等多媒體，以科普平易的方式，同時將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

師或政府官員進行教育宣導，讓民眾了解食品的真相，吃得更健康。 

(三) 建教合作  

本碩究所學生入學後，由本校專任教授為指導教授，並可與建教合作企業之高

階管理幹部可合聘為共同指導教授。學生研究論文之主題，可依指導教授專長及建

教合作企業之需求與學生志願進行雙邊討論。第二年可至企業實地實習(2~6個月)，

畢業時再依企業需求與研究表現，媒合畢業生成為企業正式食品安全管理人員。 

將來預計合作之企業廠商如下： 
 
1.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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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全國公正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5. 振芳股份有限公司 

6. 百鮮企業有限公司 

7. 廣福林有限公司 

8.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學校現況 

一、發展優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於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1

年 10 月 6 日公布之「2011-2012 世界大學前 400 大」排名，同時於 2011 年首次入

榜與中央大學及元智大學並列 351 到 400 名之間，2013 年亞洲大學排行榜調查報

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排名全亞洲第 76 名，是海洋領域唯一上榜大學。2015 年獲

World University Web Ranking 全臺灣排名第 12 名，以及金磚五國及新興經濟體國

家大學百大排名第 84 名，全臺第 14 名，顯示本校教師無論在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

層面皆深具發展潛力。 

歷經 60 年來的持續努力，本校秉持腳踏實地精神，重視實習、實驗、創新及

掌握關鍵性(海洋)科技與人文課題之教學，透過精進研究及多元跨領域學習資源之

挹注培育新世代人才，且於近兩年更是積極創新強化海洋特色，包括增設臺灣海洋

教育中心，增設學士後商船、輪機學位學程、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海洋法

政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並設立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等。同時也透過舉辦各

種活動，凝聚校內師生、員工之共識，並積極推動師生教學互動。本校在科技、人

文、自然均衡發展；專業與通識教育兼顧；學生與教師共存共榮之發展理念，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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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重點，強化優勢領域；(二)與國內其他大學錯位發展、拓展新興領域、擘

畫超越競爭之藍海策略；(三)合作提升，促進跨領域整合；(四)全球視野，朝向世

界級之海洋頂尖大學而努力。 

本校目前設置有 7 個學院、19 個學系、11 個獨立研究所、26 個碩士班、20 個

博士班，8,600 名學生，397 位專任教師，職工(含助教)約 320 人，大學部與研究所

並重，教育體系完整、院系所協調發展，業已發展為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並重

之海洋特色鮮明之大學，並且成為我國食品科技、海洋與海運人才培育、科學研究

和技術開發的重要學府。本校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除積極延攬優秀師資來校任

教外，在教學方面，加強通識教育與專業訓練之配合，有系統地設計跨領域學程與

特色性專門學程，在學術研究與學術服務方面，則致力於提升研究所素質，積極推

動跨院所系之大型研究計畫，並促進國際學術交流與合作；專業研究計畫案件數與

金額由 78 年改制大學前的 100 件 6,500 萬元，增加至 104 年之 1,052 件 7 億 2,968

萬元臺幣；成長了 10.23 倍。，SCI、SSCI 期刊由改制大學前之 70 餘篇，增加至

104 年之 481 篇；成長了將近 6 倍。本校自辦之國際期刊-海洋學刊也順利成為國內

大學第一個雙 I (SCI 與 EI)引用之期刊。近年來更榮獲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發展國

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計畫」之重點補助學校之一；同時也連續 11 年獲得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 

綜觀海洋大學目前的成果如下： 

(1) 連續 10 年榮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重點補助學

校之一（5 年 5 百億），持續發展「海洋中心」在海洋科學與水產科技、海洋

文教與產經法政、海洋工程與前瞻科技的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 

(2) 連續 11 年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共獲 5 億 2 千 6 百萬獎勵補助 

(3) 海洋領域大學，獨步全球。 

(4) 獲教育部「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台計畫」補助，輔導學生創業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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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教育部認可及補助設立國家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6) 獲教育部「協助大學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7) 《Cheers》雜誌全國校長互評辦學進步績優學校「TOP 20」。 

(8) 102-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全數通過。 

(9)  加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組成了異質性高、互補性強的「高等教育策略

結盟」。 

(10)  獲教育部核准及補助成立「海洋大學馬祖校區」，未來將協助馬祖政府解決

各級教育師資培育問題，建立兩岸及國際培育海洋專業人才的教育平台，全

面協助在地產業特色技術升級，落實創造當地就業服務的機會。 

二、相對應資源 

(1) 軟體: 支援本研究所師資有食 品 科 學 系 二 十 四 位 專 精 於 食 品 科 學

各 個 次 領 域 的 專 任 教 師 為 主 體 ， 再加本校其它院所組成的跨領域專

兼任教師群，為本校創建「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打下深厚基礎，本

研究所通過教育部補助後擬聘 5 位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及跨領域專業師資，

如此的強大後盾，為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所建立並奠定永續經營之路。 

(2) 硬體: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預定規畫至生命科學院下的空間，其中的臺

灣教育海洋中心、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與食品科學系的貴重儀器

及教育資源，同步整合建教合作產業界的硬體資源，如工廠、物流中心、品

管實驗室、檢驗實驗室等，進行移地教學及實習。 

肆、課程規劃  

一、教學目標 

本研究所課程以食品科學為基礎，結合檢驗技術、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

養殖、運輸物流工程、智慧系統整合、國際與國內食品法規與管理、毒理學領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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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規劃，在食品供應鏈架構下，培養具備風險評估與溝通專業知識、發展新檢驗

分析技術、前瞻性研究、跨領域學習、校內外實作或實習、區域城鄉之產業系統創

新整合，且具有獨立思考的實務食品安全管理人才，以配合國家政策之需求，落實

符合本所培育人才之宗旨。本研究所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課程，著重學生對食

品安全及相關供應鏈管理有整體性之認識，擁有分析及推理能力，善用人力物力，

具備邏輯思辨及語言溝通能力，以符合社會發展趨勢與滿足產官學界實際需求。 

二、報考資格及修業年限 

報考資格為國內外大學院校相關科系畢業具醫學、藥學、農學或理學學士學位

者，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因本研究所學程涉及公共安全相關議題，招生學生來源

背景多元，故非食品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或未修習相關基礎課程之學生，應至本校

食品科學系大學部修習指定基礎課程。 

三、畢業條件 

(一) 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30學分(必修10學分，其他選修課程14學分) 與碩士

論文6學分。 

(二)畢業前必須通過英文鑑定方能畢業。相關規定依本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

辦法」辦理。 

四、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依循「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之教育目標，學生將接受專業之

食品安全與風險溝通教育，將以食品加工、食品營養、食品化學與食品分析檢驗為

基礎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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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

修習完成後授予理學碩士。本研究所學程之課程架構如下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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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專題討論、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健康風險評估特論 

高等食品化學、新穎食品加工特論、暴露評估與風險溝通

特論、毒理學、公共衛生學、食品分析檢驗特論、質譜分

析特論、食品衛生與工廠管理實例專論、食品法規特論 

專業課程 

碩士論文 

跨多元領域相關課程 

產業實習特論、養殖與水產品履歷特論、智慧系統整合特

論、運物流工程特論、巨量數據在食品應用與管理 

 

 

 

 

 

 

 

 

 

 

 

 

 

 

 

 

 

 

 

 

 

 

 

 

 

 

 

 

 

 

 

 

 

 

 

 

 

 

 

 

圖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之課程規劃架構 

153



 

12 

 

 

(一) 核心課程 

本研究所課程將由淺入深，主要以建構食品安全供應鏈為中心切入、帶領學生

進入食品安全與健康風險管理研究領域，因此藉由專題討論、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

及健康風險評估特論等課程，將可使學生瞭解相關領域於實際產業所面臨的情勢及

學術研究發展情形。 

(二) 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以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相關為主的專業特色課程，課程內容包括高等

食品化學、新穎食品加工特論、風險暴露評估與溝通特論、毒理學、公共衛生學、

食品分析檢驗特論、質譜分析特論、食品衛生與工廠管理實例專論、食品法規特論，

以上課程供碩士生必選修參考。此外本研究所學生可彈性選修食品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與博士班選修課程。 

(三) 跨多元領域相關課程 

跨多元領域相關課程規劃主要與研究生之論文題目有高度相關性之實務導向

特色課程，包含產業實習特論、養殖與水產品履歷特論、智慧系統整合特論、運輸

物流工程特論、巨量數據在食品應用與管理，藉以培養專業的跨領域食品安全與風

險管理人才。 

(四) 食品科學研究所相關專業課程 

本校食品科學系於碩、博士班所開設之相關專業課程，如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ISO22000、食品產業創新專題實務、食品產業投資、食品危害分析實務、風險評

估實務、高等毒物學(一) 與食品資訊創新服務特論等課程可供本研究所學生選

修。 

綜合上述，「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總體課程規劃（包含科目類別、科

目名稱、學分數及開設年級）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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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課程規劃表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所 訂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 4 1 1 1 1  

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 3  3    

健康風險評估特論 3 3     

畢業論文 6   3 3  

所訂專業必修學分 小計 16 4 4 4 4  

所 訂 

專業選修 

高等食品化學 3 3    

食品安全與風

險管理相關專

業課程 

新穎食品加工特論 3 3    

食品分析檢驗特論(含實驗) 3 3    

質譜分析特論 3  3   

毒理學 3  3   

公共衛生學 3  3   

風險治理與溝通特論 3  3   

生物統計學 3  3   

食品微生物與疾病(含實驗) 3 3    

食品安全與法規特論 3  3   

食品衛生與工廠管理實例專論 3  3   

產業實習特論 3   3  

跨多元領域相

關專業課程 

養殖與水產品履歷特論 3 3    

智慧系統整合特論 3   3  

運輸物流工程特論 3   3  

巨量數據在食品應用與管理 3   3  

國內外品質認證系統特論 3   3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ISO22000 3   3   

食品產業創新專題實務 3 3    
食品科學研究

所相關專業課

程(碩、博士) 

食品產業投資 3 3    

食品危害分析實務 3  3   

風險評估實務 3  3   

高等毒物學(一) 3  3   
 

食品資訊創新服務特論 3  3   

所訂專業選修學分 小計 72 21 33 18 0  

必修 總學分數 16 3 5 4 4  

選修 最低學分數 14  

畢業 最低學分數    3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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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規劃  

一、未來新聘專任/案教師規劃 

教育部核訂本計畫並給予 1 名專任教師員額，以作為新創該研究所發展之用。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預計未來新聘 5 位具有食品安全相關專業的師資，

同時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位之專任/專案教師，或是於企業界服務資深的業

師，規劃如下表: 

 

表 2: 擬聘任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專任/案師資 

 

二、系所設立後，依教育部補助之專任教師及校內可移撥之專任教師員額數、學校

既有系所支援授課之師資 

本研究所成立後，將以本校食品科學系(20 位)、水產養殖系(2 位)、系統工程暨

造船學系(1 位)與運輸科學系(1 位)現有師資為基礎，兼任支援開設專業教學課程，

預計有 24 位兼任的專業師資，目的為尋求資源整合的最大效益。師資規劃如下表：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專任/案師資 

專任/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擬聘專長 擬開課名稱 

延聘途徑與

來源 

專任 
助理教
授以上 

待聘 博士 
食品供應鏈系統、食

品安全 
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 

公開甄選 

專案 
助理教
授以上 

待聘 博士 
儀器分析、檢驗技

術、質譜儀 

食品分析檢驗特論(含實

驗)、質譜分析特論 

公開甄選 

專案 
助理教
授以上 

待聘 博士 公共衛生、流行病學 公共衛生學、生物統計學 
公開甄選 

專案 
助理教
授以上 

待聘 博士 
健康風險評估、食品

營養 
健康風險評估特論 

公開甄選 

專案 
助理教
授以上 

待聘 博士 
國際食品法規、品質

系統管理 

食品安全與法規特論、國

內外品質認證系統特論 

公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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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內相關科系所支援授課之師資 

專任/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兼任 
講座

教授 
黃耀文 

喬治亞大學

博士 

食品安全、微生物、

食品加工、產品研發

與創新技術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ISO22000、食品產業創新

專題實務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黃登福 
日本東京大

學博士 
毒物學、環境衛生學 毒物學特論、食品添加物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潘崇良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

技術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蔡國珍 
美國普渡大

學博士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

快速鑑定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工程

技術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江孟燦 
日本東北大

學博士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

學 
營養學、生理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張克亮 
美國羅格斯

大學博士 
食品工程、食品包裝 基礎食品工程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方翠筠 
美國愛荷華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分子遺傳

學 
微生物學、專題討論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吳彰哲 
國防醫學院

博士 
分子生物學、病毒學 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蔡敏郎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

物、碳水化合物 
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龔瑞林 
日本九州大

學博士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

性食品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

品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教授 蔡震壽 
日本九州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學、食品物

性學 

食品機械概論、食品分析

食品加工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張正明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衛生 

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食

品衛生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廖若川 

美國羅德島

大學博士 

有機化學、生物有機

化學 
有機化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助 理

教授 
宋文杰 

美國柯羅拉

多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烘焙學、

風味化學 
食品加工、烘焙加工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助 理

教授 
林泓廷 

英國杜倫大

學博士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

學 、生物化學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

學 、生物化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張君如 

國立陽明大

學博士 

營養學、傳統醫藥

學、生物資訊 
營養學、圑體膳食管理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陳泰源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蛋白質體、水產化

學、食品化學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

品化學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張祐維 

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博士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

質、食品化學 

食品分析、質譜分析特

論、蔬果加工特論 

食品科學系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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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校外相關科系所支援授課之師資 

專任 
助 理

教授 
蕭心怡 

荷蘭瓦賀寧

根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物流

管理、供應鍊管理  

食品加工、食品物流管

理、供應鍊管理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助 理

教授 
凌明沛 

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機率風險分析與模擬 

風險評估實務、風險治理

與溝通特論、食品安全與

衛生、 

食品科學系

主聘 

專任 
助 理

教授 
陳冠文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 

超高壓加工技術 
食品加工、高壓食品加工 

食品科學系

主聘 

跨多元領域師資 

專任 
副 教
授 

冉繁華 

國立臺灣大
學動物學研
究所博士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

物生理、免疫激活、

水產養殖、產銷履歷 

養殖與水產品履歷特論、

水產品藥物檢測與儀器分

析、重金屬儀器分析 

水產養殖學

系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劉擎華 
美國德州農
工大學博士 

水 產 動 物 營 養 飼

料、養殖管理 
水產動物營養 

水產養殖學

系主聘 

專任 
副 教
授 

楊建東 
美國喬治理
工學院博士 

電腦附註設計、有限

元素法、破壞力學、

製造系統 

智慧系統整合 

系統工程暨

造船學系主

聘 

專任 
副 教
授 

楊明峯 
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博士 

倉儲存貨管理、供應

鏈管理、系統模擬、

決策支援系統 

運輸物流工程特論 

運輸科學系

主聘 

專任/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兼任 教授 曾再富 
國立中興大

學農學博士 

動物產品利用、禽類產

品加工、動物副產物利

用、動物產品檢驗 

動物產品利用 

國立嘉義大

學動科系主

聘 

專任 
副 教

授 
侯金日 

國立臺灣大

學農學博士 
種子生理生態研究 種子生理學 

國立嘉義大

學農藝學系

暨研究所主

聘 

專任 教授 邱弘毅 
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 

癌症流行病學、心血管

流行病學、遺傳流行病

學、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 

臺北醫學大

學公共衛生

學系主聘 

專任 教授 白其卉 
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 

心腦血管流行病學、田

野調查 
流病學 

臺北醫學大

學公共衛生

學系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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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空間圖儀規劃  

（可自行支配的校內外使用空間(含座落地點)及新建校舍之規劃，如教學研究、學

生實習等用途之實驗室等；購買實驗室所需之儀器設備等） 

一、使用空間規劃與圖書建置 

本研究所專業課程之主要上課、研究及行政空間如下(表5)：生命科學館(總

面積2,856平方公尺)、食品科學系館(總面積6,161平方公尺)與水產養殖系館(總

面積8,157平方公尺)。此外，在全校資源整合利用的前提下，共同支援相關之

教學與行政活動之空間，而公共空間則視學校與學院整體安排，提高空間利用

與規畫之綜效。 

就圖書建置部分，本校圖書館目前已經有下述三類別之圖書資料：1.館藏

書刊：漁業、水產、養殖相關圖書（中英文合計）有9,542冊、海洋類有18,968

冊、生命科學類13,246冊；2.電子資源共計76類別。顯示目前水產科技相關圖

書已具基礎，未來仍須繼續針對食品安全相關的專業書籍，增補更新最新書刊

與電子資料庫，以利師生教學與研究之用。 

表5: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預計使用空間規劃 

編號 樓棟別 樓層別 室別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1 綜合一館 2 202 79  

2 綜合一館 2 204 75  

3 綜合二館 3 304 63  

4 生命科學院館 1 108 158  

5 生命科學院館 1 109 228  

6 生命科學院館 1 110 132  

7 生命科學院館 2 209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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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命科學院館 2 211 65  

9 生命科學院館 4 411 86  

10 生命科學院館 4 412 66  

 

 

柒、資源規劃  

一、經費籌措 

本研究所之推動，初期兩年將借助教育部的經費補助，再加上積極引入校務基

金和外部資源有關食品、養殖、生科之相關經費、計畫、補助、相關業者、在地組

織之人力資源、研究資源等，配合本校與本院之自我定位，本研究所將可將校外產

業資源整合納入未來發展計畫(詳見下列第三點)。 

二、學校自籌經費 

前兩年學校自籌經費部分將由校務基金支付，第三年起本研究所運作著向永續

發展方向進行，如下圖所示。 

三、永續發展規劃 

本所之永續發展規劃，以建立起培養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之實務應用管理人才

系統為起點，整合海大教學研究資源，強化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的內涵，其

中包括食品科學系的食品保健與風險中心、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產學

技轉跨領域 R&D 中心及政府相關食品安全計畫的配合，將挑選適當的資源媒合至

本研究所的運作，研究所相關的營運經費也從中提撥支持，寄望最終能培育出實用

的人才至食品相關企業或是地方社區，並回饋至本所以利整體永續經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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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永續規劃發展概念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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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申請表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計畫名稱：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食品安全人才培育 

         計畫-106 學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申請 

        增設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二年期) 

計畫期程：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18,311,000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14,000,000 元，自籌款：4,311,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詳附件)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人 
事 
費 

教師薪資 3,463,000 2 年 6,927,000    

所長加給 358,000 2 年 692,000    

行政人員薪資 626,000 2 年 1,252,000    

小計   8,871,000    

業 
務 
費 

教學工作費 150,000 2 年 300,000    

鐘點費 700,000 1 班 700,000    

論文審查費 140,000 1 年 140,000    

教學實驗用品 250,000 2 年 500,000    

小計   1,640,000    

設備
及投 
資 

教學設備 3,900,000 2 年 7,800,000    

小計   7,800,000    

合  計   18,311,000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60％】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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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106-107 年計畫經費明細 

說明 單價(元)/

年 
數量 總價(元) 

人事

費 

專案教

師薪資

及保險

費 

   

3,463,000  
 2 年  

     

6,927,000  

3 位專案駐點教師薪資依「公立大專校院教師薪資明細表」支給規定辦理。 

106 年 

1.薪資：3 位*(78,680 元*12 月) +年終獎金 3 位*(78,680 元*1.5*5/12)=2,980,005

元。 

2.保險費：3 位*(勞健保 6,368 元+勞退金 4,188 元)*12 月=380,016 元。 

3.以上合計為 3,360,021 元，以 3,360,000 元編列。 

107 年： 

1.薪資(含年終獎金)：3 位*(78,680 元*13.5 月)=3,186,540 元。 

2.保險費：3 位*(勞健保 6,368 元+勞退金 4,188 元)*12 月=380,016 元。 

3.以上合計為 3,566,556 元，以 3,567,000 元編列。 

教育部補助： 6,000,000 元，學校自籌：927,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3,360,000 元，學校自籌：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2,640,000 元，學校自籌：927,000 元 

所長加

給 
      

346,000  
 2 年  

        

692,000  

主任加給依「公務員主管加給表」簡任 12 職等$26,480 元/月計列。 

106 年:系主任 1 位*26,480 元*12 月+年終獎金 26,480 元*1.5*5/12=334,310 元，

以上以 334,000 元編列。 

107 年：系主任 1 位(含年終獎金)*26,480 元*13.5 月=357,480 元，以上以 358,000

元編列。 

教育部補助：0 元，學校自籌：716,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0 元，學校自籌：334,00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0 元，學校自籌：358,000 元 

行政人

員薪資

及保險

費 

      

626,000  
 1 年  

     

1,252,000  

教學行政人員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106 年： 

1.薪資：1 位*41,180 元*12 月+年終獎金 41,180 元*1.5*5/12=519,898 元。 

2.保險費：1 位*(勞保 2,940 元+健保 1,903 元+勞退金 2,520 元)*12 月=88,356 元。 

3.以上合計 608,345 元，以 608,000 元編列。 

107 年 

1.薪資(含年終獎金)：1 位*41,180 元*13.5 月=555,930 元。 

2.保險費：1 位*(勞保 2,940 元+健保 1,903 元+勞退金 2,520 元)*12 月=88,356 元。 

3.以上合計 644,286 元，以 644,000 元編列。 

教育部補助： 0 元，學校自籌：1,288,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 0 元，學校自籌：608,00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0 元，學校自籌：644,000 元 

 
小計     8,871,000        

業務

費 

教學工

作費 
      

150,000  
 2 年  

        

300,000  

包括教學軟硬體設備維護更新、課程助教、實習活動等教學作業。 

106、107 年：1 班*150,000 元*2 年=300,000 元。 

教育部補助：300,000 元，學校自籌：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 150,000 元，學校自籌：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150,000 元，學校自籌： 0 元 

教師鐘

點費 
      

700,000  
 1 班  

     

700,000  

106 年：1 班*5 門*3 學分*18 時*925 元*2 學期 =499,500 元。以上以 500,000 元

編列。 

107 年：1 班*2 門*3 學分*18 時*925 元*2 學期=199,800 元。以上以 200,000 元

編列。 

教育部補助：240,000 元，學校自籌：460,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 240,000 元，學校自籌：260,00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0 元，學校自籌：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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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106-107 年計畫經費明細 

說明 單價(元)/

年 
數量 總價(元) 

論文審

查費 
140,000 1 年 140,000 

107 年：14,000 元*10 人=140,000 元 

教育部補助：0 元，學校自籌：140,00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0 元，學校自籌：140,000 元 

教學實

驗用品 
250,000  2 年 500,000  

食品分析檢驗實驗用耗材。 

106、107 年：500,000 元。 

教育部補助： 460,000 元，學校自籌：40,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 250,000 元，學校自籌：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210,000 元，學校自籌：40,000 元 

小計     
   

1,640,000  
  

設備

及投

資 

教學研

究實驗

室及電

腦教室

設備 

   

3,900,000  
2 年 

     

7,800,000  

106、107 年：  

專業實驗設備： 

臥式圓筒型全自動第一種壓力容器 1 台、液態發酵系統 1 套、粗纖維萃取過濾

裝置 1 套、梯度核酸增殖儀 2 套、超高速離心機 1 台。 

教學實驗設備： 

化學實驗設備：電子天平、電磁加熱攪拌器、溫度測定儀(紅外線)、分光光譜儀

等；生物實驗設備：顯微鏡、微量分注器等。 

教室及實驗室電腦設備： 

E 化教室及大數據軟硬體建置：電腦設備、寬頻路由器、無線基地台建置、印表

機、多媒體教室三間、電腦教室建置等。 

106、107 年教育部補助：7,000,000 元，學校自籌： 800,000 元。 

106 年教育部補助 4,000,000 元，學校自籌：800,000 元 

107 年教育部補助 3,000,000 元，學校自籌：0 元 

小計   7,800,000  

合計 18,3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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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效益（可為學校、師生及區域城鄉(地方政府、社區、產業及文化)帶來之

貢獻及成果） 

(一) 學校預期效益: 

本研究所成立，將有利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可在本

校整體跨多元領域資源(智慧系統、運輸物流、管理、法律等)與師資的整合之下，

培育優秀、具跨領域思考能力的專業研究人才，為政府、食品產業與社會大眾服務。 

(二) 師生預期效益: 

本研究所的跨領域教學特色互補性強，可以相互支援，提供全方位課程授課與

豐富教學研究資源的教學陣容。透過產、官、學、研界資源整合，組成專業教學小

組，給予碩士生最佳的教學指導及訓練，促進教學成效，藉由專業知識之交流，將

以實務面啟發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的思考方向與角度，同時本研究所教師也將

積極熱衷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以及相關的國際學術活動，如此更可提升研

究水準。本校之校友遍布全球，兢兢業業的耕耘，也是本研究所在發展歷程中相當

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持來源，因此課程需求外聘業師、食品相關業著之校友共同授課，

以建立與相關產、官、學、研界的交流合作與實務實習之管道，促進學生實作與實

習機會，獲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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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就業競爭力。 

(三) 區域城鄉預期效益: 

經由培育食品安全專才，實質上幫助或輔導區域城鄉之食品相關產業升級以符

合國內和國際品質安全認證，促進並帶動相關經濟發展，同時定期開設食品安全與

風險管理的教育訓練課程給地方及社區參與或透過網路資訊的傳遞，以建立社會大

眾正確對食品正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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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衛生福利部食品檢驗機構認證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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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測試檢驗機構及實驗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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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行政院農委會產銷履歷驗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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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分） 

1.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已具備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系及運輸科學系，過去

以培育具食品科學之專業人才，目前欠缺部分在於安全衛生、健康風

險評估、風險管理與溝通等專業課程，而安全衛生及健康風險評估、

管理與溝通能力係屬專業能力，須以毒物學、流行病學、生命統計等

相關課程為基礎，若此碩士學位學程強調以健康風險為內涵之食品供

應鏈之上下游管理，自應將安全衛生、健康風險評估、管理與溝通、

毒物學、流行病學、生命統計等相關課程納入核心課程。 

2.本碩士學位學程另一特色目標似在強調以管理學為基礎，對於食品產業

鏈中之運輸行銷進行管控，又強調產業創新與投資，因而那入經濟與

管理專業課程。 

3.由於以上兩大層面均有各自之基礎及專業課程，是否能全部集於一碩士

生短短兩年中而能專精，恐有疑問。建議應依學生知不同背景分流，

給予不同核心課程，以塑造完整之食品安全衛生與風險管理專業人才。 

16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分）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已具備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系及運輸科學系，在食

品科學及運輸管理上有足夠之師資，然而在安全衛生、健康風險評估、

管理與溝通、毒物學、流行病學、生命統計等專業師資相當缺乏，目前

僅有一位，未來應增聘之，以開設足夠之安全衛生、健康風險評估、管

理與溝通、毒物學、流行病學、生命統計等專業課程。 

15 

3 
課程規劃 

（20分） 

建議應依學生之不同背景分流，給予不同之核心課程，以塑造完整之食

品安全衛生與風險管理專業人才。對於大學背景為食品科學專長者，給

予安全衛生、健康風險評估、管理與溝通、毒物學、流行病學、生命統

計等相關課程；對於大學背景為安全衛生專長者，給予食品科學及運輸

管理專業課程，因此建議依據入學學生之背景予以分組分流。 

15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分） 

依據目前之規劃已有充足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 9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分） 

依據目前之規劃若能有效正合校內跨領域師資及資源，將對學校整體發

展具有助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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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分） 

本學位學程應著重科學與實務之結合，以解決目前之社會問題，此亦為

世界潮流之趨勢。若能有效整合校內跨領域師資及資源，將對學校之學

術及社會服務具有助益。 

8 

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分） 

就目前社會之氛圍，應有足夠之人力需求市場。 8 

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如上 

總分 

80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106 年 04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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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分） 

1. 本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希

藉由科學層面及管理層面著手，其培養之人才能提高國內食品安全及

保障民眾健康。 

2. 本學位學程之特色為跨領域整合，包含食品科學專業、經濟管理及食

品產業管理實務等。以整合跨領域資源、建立食品安全人才智庫及數

位教育資料庫、推動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建教合作為其重點發展方向。 

18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分） 

1. 計畫書中雖列有食品科學系 23位專任師資台北商學大學 6位及中衛

發展中心 4位師資，共計 33位人員。 

2. P. 28-30列有 34位師資，除數字不合外，亦請補充各師資所屬單位及

於本學程中所擬教授之課程名稱。 

17 

3 
課程規劃 

（20分） 

1. 除所訂之專業必修 16 學分外，課程設計區分三大領域，分別為食品

科技、經濟管理及食品產業管理實務等，分別設計之課程及學分數為:

食品科技 11 門課(33 學分)、經濟管理 7 門課(21 學分)、食品產業管

理實務 6門課(18學分)。然在本學程所強調之跨領域整合之特色下，

如何讓學生在沒有規範各領域修習最少學分之要求下達到本學程之

教育目標，仍須思考配套作法。 

2. 對於非食品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或未修習相關基礎課程之學生，需修

習指定大學部基礎課程之作法宜有標準作業。 

3. 部分課程與現有碩士班重疊，請說明其差異性。 

17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分） 

1. 空間規劃列有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及台北商業大樓之空間及面積，宜

補充說明該空間目前之使用狀況，以釐清新成立研究所所能使用之面

積。 

2. 計畫書中缺少對儀器設備之規劃說明。 

7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分） 

學校整體發展乃以「培育兼具人文素之基礎與應用能力之人才」、「致力

於海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應用發展」、「培養兼具人文關懷、專業創新、

國際視野的人才」為目標。本計畫跨領域結合理學、農學、工學、社會

科學及法政等，培養具專業之食品安全管理人才，與學校整體發展有關。 

8 

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分） 

1. 食品安全議題為目前國內外所重視之領域，須培養檢驗、品保及法規

等相關人才始能符合潮流趨勢及需求。 

2. 本學程之設立符合學術潮流趨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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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分） 

計畫書中對於畢業生就業市場分析及如何輔導學生進入職場等內容較為

缺乏。 
7 

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1. 本計畫符合社會需求及學校整體發展。 

2. 師資規劃及內容呈現仍有補充之處，請參考上述審查意見。 

3. 課程規劃需強化在多樣化課程之狀況下，如何確保學生修課
狀況得以滿足本學程所擬達成教育目標之作法。 

4. 計畫書中缺少對儀器設備之規劃說明。 

5. 計畫書內容缺乏對畢業生就業市場分析及如何輔導學生進
入職場等資料。 

總分 

82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2017 年 04 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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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 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 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 分） 
明確 18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 分） 

目前師資在食品科學、食品檢驗、食品產業管理與經濟管理層面堅強，

但在公共衛生、健康風險評估、風險溝通及食品安全法規的師資尚待補

強。 

16 

3 
課程規劃 

（20 分） 

明確可行，但在增加健康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的課程及實作

應強化。 
16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 分） 

尚稱充足，未來需加強健康風險評估資料庫的建立與分析方法的軟硬體

設施。 
9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 分） 

海大在食品科學方面卓然有成，再進一步發展食品安全領域的人才培養

系所，具有整體發揮的未來效益。 
8 

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 分） 

符合全世界及我國對食品安全的要求，以面對新興食品來源及加工技術

的安全性議題。 
9 

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 分） 

就業市場狀況不明，整體人力需求未明確評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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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健康風險評估，食品安全監測規劃以及公共衛生的課程及師資需盡
速補強。 
 

總分 

83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106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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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新增 

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 

 

 

 

 

 

 

學程名稱：「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申請學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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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摘要表 

一、摘要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進修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1（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Graduate Program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全英語授課 

 經申請年度：□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3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農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M.Sc.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

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食品科學系 46 453 138 20 611 

       

招生管道 研究所入學考試 

擬招生名額 碩士班 15 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學校研究生招生名額總量內調整之。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http://academic.ntou.edu.tw/files/11-1003-3094.php 

http://career.ntou.edu.tw/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食品科學系助理教授 姓名 蕭心怡 

電話 （02）24622192轉 5139 傳真 （02）24634203 

Email hi.hsiao@mail.nto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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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 類表，

請擇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 學系申請設立碩士班

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勾選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

者（包括分組、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表 2 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
學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申請案名：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食品科學系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

計列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規定 
現況 

自我 

檢核 

評鑑成績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

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

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本學程支援系所：食品科學系、水

產養殖學系、運輸科學系與系統工程

暨造船學系自我評鑑經教育部核定

為：通過。有效期限自 105 年起至 110

年止。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 年以

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

招生達 3 年以上】 

○○學系(研究所)於___學年

度設立，至 104 年 9 月止已

成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符合 

□ 不符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

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2 年

以上。 

1.食品科學系於 46 學年度

設立「水產教育科」， 48

年配合政策更名為「水產製

造科」，53 年改制為「水產

製造學系」，64 年成立水產

製造研究所， 72 年更名為

「水產食品科學系暨研究

所」，74 年成立博士班，87

年更名為「食品科學系」，

93 年大學部分「食品科學

組」與「生物科技組」。研

究所至 105年 9月止已成立

41 年。 

■申設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應

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

領域相關碩士班達 3 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

招生達 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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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士班核定公文：74 年 4

月 8 日台(74)高字第 12857

號函。 

2.水產養殖學系成立於民

國 63 年，並於 76 年成立碩

士班，81 年成立博士班。

研究所至 105年 9月止已成

立 29 年。 

碩士班核定公文：76 年 2 月

17 日台(76)高字第 08283 號

函。 

3.運輸科學系前身為二年

制「航海技術系」，成立於

民國 74 年，民國 82 年，增

設四年制技術系航海組，民

國 92 年，停招二技各組，

增設四技運輸組，並同時更

改系名為「運輸技術系」。

民國 94 年，正式更名為「運

輸與航海科學系」、運輸組

技職轉高教，改招高中生。 

民國 95 年，成立研究所碩

士班。民國 96 年，航海組

技職轉高教，改招高中生。

民國 99 年，配合學校政策

轉型，系所更名為運輸科學

系暨碩士班。研究所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立 10 年。 

碩士班核定公文：94 年 9 月

23 日台高(一)字第

0940129121 號函。 

4.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於

民國 48 年創設時原名「造

船工程學系」，民國 81 年設

立研究所，民國 88 年更名

為「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研究所至 105年 9月止已成

立 29 年。 

碩士班核定公文：8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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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台(81)高字第 14279 號

函。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

4)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 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專任師資未達 9 人以上者，得計列

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

應達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

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實聘專任教師___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支援專任教師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三、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位。 

□ 符合 

□ 不符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

程，應符合之規定：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

碩士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

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

師 9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研究

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資

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

關專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

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食品科學系實聘專任教

師 24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4 位 

(2)副教授以上 21 位 

2.水產養殖學系實聘專任

教師 22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2 位 

(2)副教授以上 15位 

3.運輸科學系實聘專任教

師 1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7 位 

(2)副教授以上 7位 

4.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實

聘專任教師 17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6 位 

(2)副教授以上 13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學程之專

任師資共 23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3 位 

(2)副教授以上 20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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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 

A：專任師資小 

計 
=a+b+c+d(教 

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 

B：軍訓教 
官及擔任 

軍訓課程 

之護理教 

師數 

C：合計=A+B D：兼任師 

資

數 

E=D/4(即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師 

資數) 

F=C/3(即專任 
師資數的三分 

之一) 

G：計算生 
師比之師 

資數(如 F 

大於 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 為 

C+F+L)(另 

L 之計 算

，參見乙 

表) 

全校生師 
比 

日間部生 
師比 

研究生生師 

比(全校日 

間、進修學 

制碩士班、 

博士班學生 

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 

資數總和)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176 111 102 9 398 3 401 284 71 133.6667 472 21.4311 18.8093 5.8355 

乙

表
(

設

有

藝

術

類

及

設

計

類

系

所

150 125 114 11 400 4 404 149 37.25 134.6666667 441.25 21.3543
3428 

18.8872
5212 

5.8123393
32  

第三部分、基本資料表（表 1-4） 

107 學年度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5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5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

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計 類專任師

資小 計=a+b+c+d 

 
 

I:藝術及設 

計類兼任 師

資數 

J=I/4(即藝術 及設計類兼 任

師資可折 算專任師資 數) 
K=H/2(即藝 術

及設計類 專任

師資數 的二分

之 一) 

L：藝術及設計類 

系所計算生師比 之師資數(如 K 大 

於 J 則 L 為 H+J， 如 K 小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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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5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5 年 10 月 15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 

            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 

  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制 
學生總數 

U=R+S+T 

日間、進 
修學制學 

生總數 

=Q+U 

V：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夜間 

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 

權二倍，博士 

生加權三 倍

，本欄作為 計

算全校生 

師比之學生 

數) 

碩、博士 
生加權後 

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 

(碩士生 

加權二 

倍，博士 

生加權三 

倍，本欄 

作為計算 

日間部生 

師比之學 

生數)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總數 

(B+C+F)， 

本 欄 作 為 

計 算 研 究 

生 生 師 比 

之學生數 

M：專科 

部學生 

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士 

班學生 

總數 

P：博士班 

學生數總 

計 

R：專科 

部學生 

總數（進 

修部二 

年制、在 

職專班） 

S：大學 

部學生總 

數（進修 

學士班、 

進修部二 

年制學 

系、二年 

制在職專 

班等） 

T：碩士 

在職專 

班學生 

總數 

105學年度在 

學生數 0 5267 1375 277 6919 0 525 600 1125 8044 10070.5 8848 2252 

延畢生人數 0 27 3 0 30 0 0 15 15 45 45 30 18 

 

   
〉 W=377.44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W=V〈105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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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應低於 27。 

 2.專科學校應低於 35。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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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1)專任師資 23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8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23 員；兼任師資 11 員。 

序號 
專任 /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兼任 

講座教

授 
黃耀文 

喬治亞大學

博士 

食品安全、微生物、食品加工、產品研發與

創新技術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ISO22000、食品

產業創新專題實務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兼任 

2 
專任 

終 身 特

聘教授 
黃登福 

日本東京大

學博士 
毒物學、環境衛生學 毒物學特論、食品添加物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潘崇良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蔡國珍 

美國普渡大

學博士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快速鑑定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工程技術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江孟燦 

日本東北大

學博士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學 營養學、生理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張克亮 

美國羅格斯

大學博士 
食品工程、食品包裝 基礎食品工程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方翠筠 

美國愛荷華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分子遺傳學 微生物學、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8 
專任 教授 吳彰哲 

國防醫學院

博士 
分子生物學、病毒學 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9 
專任 教授 蔡敏郎 

臺灣海洋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物、碳水化合物 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0 
專任 教授 龔瑞林 

日本九州大

學博士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品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品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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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任 副教授 張正明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衛生 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食品衛生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廖若川 

美國羅德島

大學博士 
有機化學、生物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宋文杰 

美國柯羅拉

多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烘焙學、風味化學 食品加工、烘焙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林泓廷 

英國杜倫大

學博士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

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5 
專任 副教授 張君如 

陽明大學博

士 
營養學、傳統醫藥學、生物資訊 營養學、圑體膳食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6 
專任 副教授 陳泰源 

臺灣海洋大

學博士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品化學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品化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7 
專任 副教授 張祐維 

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博士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質、食品化學 

食品分析、質譜分析特論、蔬果加

工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8 
專任 

助 理 教

授 
蕭心怡 

荷蘭瓦賀寧

根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鍊管理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鍊

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9 
專任 

助 理 教

授 
凌明沛 

臺灣大學博

士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機率風險分析與模擬 

風險評估實務、風險治理與溝通特

論、食品安全與衛生、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0 
專任 

助 理 教

授 
陳冠文 

臺灣海洋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 

超高壓加工技術 
食品加工、高壓食品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1 

專任 副教授 冉繁華 

臺灣大學動
物學研究所
博士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物生理、免疫激活、水
產養殖、產銷履歷 

養殖與水產品履歷特論、水產品藥
物檢測與儀器分析、重金屬儀器分
析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

聘 

22 

專任 副教授 楊劍東 
美國喬治理
工學院博士 

電腦附註設計、有限元素法、破壞力學、製
造系統 

 

智慧系統整合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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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專任 副教授 辛敬業 
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博士 

螺槳理論，船舶設計，計算流力 計算流力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24 
專任 副教授 楊明峯 

臺灣科技大
學博士 

倉儲存貨管理、供應鏈管理、系統模擬、決
策支援系統 

運輸物流工程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25 兼任 教授 楊浩彥 中興大學法

商學院經濟

學研究所博

士 

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 財務計量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

究所主聘 

26 兼任 教授 張旭華 臺灣大學商

學研究所財

務管理組博

士 

品質管理、穩健參數設計、服務業管理、人

工智慧技術應 

服務業管理、顧客關係管理、全面

品質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企業

實務專題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所主

聘 

27 兼任 教授 江梓安 清華大學工

業工程與工

程管理研究

所博士 

供應鏈與物流管理、科技管理、產業電子化

與自動化、資料探勘 

產與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電子

商務、資訊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所主

聘 

28 兼任 副教授 黃嘉輝 交通大學資

訊管理研究

所博 

Big Data、Cloud Computing、Graphical 

Decision Model、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Graphical Decision Model、Rich 

Internet、Application、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所主

聘 

29 兼任 教授 唐震 臺灣大學商

研所商學博

士 

行動電子商務，RFID 實務，資訊安全管理、

物聯網 
行動應用，專案管理、電腦網路、
電子商務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30 兼任 副教授 許瑞娟 文化大學國

際企業管理

學系博士 

行銷管理、顧客關係管理、消費者行為、資

料庫系統應用 
顧客關係管理、行銷管理、管理
學、商業套裝軟體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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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兼任 

中華民
國企管
顧問協
會高級
顧問師
班專案
召集人 

彭信良 

 

靜宜大學企

管研究所 
組織規劃、生產管理、物料管理、品質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師資 

32 

兼任 

東海大
學學術
發展文
教基金
會
(TEFA)

執行長 

謝永祿 

 

中國政法大

學博士研究 

國際大型連鎖餐飲業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大型連鎖餐飲業經營管

理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師資 

33 

兼任 

SGS 台
灣檢驗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主
任稽核
員 

張順興 

 

中興大學土

壤學研究所 

澳洲 RABQSA 認可 ISO 9001 主任稽核員、

ISO 22000:2005 稽核員、HACCP 稽核員、

ISO 22716:2007 稽核員、GlobalGAP 稽核

員、TAP 稽核員 

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師資 

34 

兼任 

SGS 台
灣檢驗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Specialist 

-Auditor 

廖明煌 

 

實踐大學食

品營養系 

IRCA 登錄合格稽核員 QMS (ISO 9001) 

Auditor. IRCA Certificate No.1183241、FSMS 

(ISO 22000 & PAS 220) Auditor. Certificate 

No. SGS/SSCE/FSMSLAC/511321/P/2826、

第 3 者稽核經驗: ISO 9001/ 22000/ HACCP 

certification audit (abstract from Food safety 

related)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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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援之學系為食品科學系，現有專任師資 24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21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3 員。 

序號 
專任 /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終身特

聘教授 
黃登福 

日本東京大

學博士 
毒物學、環境衛生學 毒物學特論、食品添加物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潘崇良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蔡國珍 

美國普渡大

學博士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快速鑑定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工程技術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江孟燦 

日本東北大

學博士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學 營養學、生理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張克亮 

美國羅格斯

大學博士 
食品工程、食品包裝 基礎食品工程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方翠筠 

美國愛荷華

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分子遺傳學 微生物學、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吳彰哲 

國防醫學院

博士 
分子生物學、病毒學 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8 
專任 教授 蔡敏郎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物、碳水化合物 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9 
專任 教授 龔瑞林 

日本九州大

學博士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品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品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0 
專任 教授 邱思魁 

日本東京大

學博士 
生物化學、食品風味 食品風味學、食品品評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1 

專任 教授 蔡震壽 
日本九州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物性 

食品機械概論、食品加工學、食品

分析、食品膠體、食品流變學、科

技日文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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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任 教授 蕭泉源 

美國馬里蘭

大學博士 
食品廢棄物處理、水產加工 

水產原料學、食品廢棄物處理、廢

水處理工程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3 
專任 教授 黃意真 

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 

食品奈米生技、食品在生技的應用、 

生醫材料、傳輸系統 

有機化學、高等食品生物技術、生

物醫學材料、組織工程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張正明 

美國康乃爾

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衛生 食品安全供應鏈特論、食品衛生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5 
專任 副教授 廖若川 

美國羅德島

大學博士 
有機化學、生物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6 
專任 副教授 柯源悌 

美國羅格斯

大學博士 
食品酵素分子技術、功能性蛋白質體 生物化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7 
專任 副教授 宋文杰 

美國柯羅拉

多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烘焙學、風味化學 食品加工、烘焙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8 
專任 副教授 林泓廷 

英國杜倫大

學博士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

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19 
專任 副教授 張君如 

國立陽明大

學博士 
營養學、傳統醫藥學、生物資訊 營養學、圑體膳食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0 
專任 副教授 陳泰源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品化學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品化學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1 
專任 副教授 張祐維 

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博士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質、食品化學 

食品分析、質譜分析特論、蔬果加

工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2 
專任 

助理教

授 
蕭心怡 

荷蘭瓦賀寧

根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鍊管理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鍊

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3 
專任 

助理教

授 
凌明沛 

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機率風險分析與模擬 

風險評估實務、風險治理與溝通特

論、食品安全與衛生、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24 
專任 

助理教

授 
陳冠文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博士 

食品加工 

超高壓加工技術 
食品加工、高壓食品加工 

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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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援之學系為水產養殖學系，現有專任師資 22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5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22 員。 

序號 
專任/兼

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國家講座

教授 

張清風 美國華盛頓州立

大學博士 

分子內分泌學、生殖生

理生化、魚蝦類生理、

分子生物 

魚類生理學、內分泌與生殖生理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周信佑 日本東京水產大

學水產學博士 

魚類病毒學及動物組織

培養 

水族病理學實驗、組織學、組織學實

驗、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郭金泉 美國德州農工大

學博士 

低溫生物學、魚類生理

生態、電子顯微鏡、遺

傳育種 

遺傳育種學、保育生物學、低溫生物

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李國誥 英國亞伯丁大學

醫學院微生物系

博士 

細菌性魚病與免疫、微

生物 

水族病理學實驗、水族病理學、微生

物學、微生物學實驗、細菌性毒素學、

細菌性魚病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沈士新 美國密西西比州

立大學博士 

水產生物飼料營養、餌

料生物 

營養與飼料學實驗、營養與飼料學、

水產養殖生物科技產學論壇、餌料生

物學、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陳衍昌 臺灣大學理學博

士 

藻類生物技術、藻類

學、生物電子顯微鏡學 

遺傳水產植物學、微細藻培養學、微

細藻培養學實驗、藻類生理生態學 

藍綠藻養殖學、微細藻養殖學特論 

經濟藻類生物學、藍綠藻養殖學育種

學、保育生物學、低溫生物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劉秉忠 臺灣大學動物學

系博士 

魚病、水質分析與管

理、水產養殖、生物防

治 

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驗、繁殖技術、

水產養殖實習、養殖學、藥理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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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任 副教授 林正輝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博士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 有機化學、生物化學、實驗生物學 

遺傳工程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陸振岡 美國馬里蘭大學

博士 

水產養殖生物技術、分

子生物、生物化學 

分子生物學實驗、分子生物學、生物

化學、生物化學實驗、水產養殖生物

技術特論、水產養殖企業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呂明偉 中山大學海洋資

源博士 

病毒學、免疫學、生物

技術 

生物學、水產病毒檢測及疫苗開發、

分子病毒學、魚類免疫學、魚類病毒

學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劉擎華 美國德州農工大

學博士 

水產動物營養飼料、養

殖管理 

養殖學、營養與飼料學、營養與飼料

學實驗、全興國際水產講座、水產養

殖產業實習、高等營養學、養殖經營

與管理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黃沂訓 美國密西西比州

州立大學野生生

物暨漁業系博士 

水產養殖、脂質化學、

環境生理 

養殖學實驗、環境生理學、脂質化學、

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陳鴻鳴 臺灣海洋大學漁

業科學研究所博

士 

魚類學、系統分類學、

水產養殖學 

水產資料庫應用、魚類分類學、水生

生物實驗、魚類學、水生生物學特論、

魚類分類學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冉繁華 臺灣大學動物學

研究所博士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物

生理、免疫激活、水產

養殖、產銷履歷 

水產無脊椎動物學、養殖場實務管理 

養殖學實驗、專題研究、蝦類養殖經

營管理、水產概論、養殖學實驗、重

金屬儀器分析、水產品藥物檢測與儀

器分析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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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專任 副教授 黃之暘 臺灣海洋大學水

產養殖學系博士 

水生無脊椎、觀賞水

族、水產養殖 

貝類學、水族館經營與管理、活魚運

輸、養殖與食魚文化、觀賞水族概論、

生物學、觀賞水族特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6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榮祥 美國奧瑞岡州立

大學博士 

基因調控、分子生物

學、轉基因檢測 

水產品特性、核酸變異導論、微生物

學實驗、營養基因體學、海鮮品質導

論、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龔紘毅 國防醫學院生命

科學研究所博士 

分子遺傳學、海洋生物

技術、細胞生物學、基

因轉殖魚類模式 

細胞生物學、生物學、魚類模式動物

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8 專任 助理教授 黃章文 中興大學動物科

學系博士 

遺傳學、育種學、分子

生物、動物生技 

遺傳育種學、生物學、水產動物品種

改良、專題討論、魚類基因體選拔特

論、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19 專任 助理教授 吳貫忠 臺灣海洋大學生

物科技研究所博

士 

水生生物生理與內分

泌、水生生物生殖與魚

類性別調控 

水生動物生殖操作概論、水生動物生

殖操作實驗、魚類生理學實驗、魚類

生理學、內分泌與生殖生理、比較生

殖生物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20 專任 助理教授 邱品文 美國奧瑞岡州立

大學博士 

海洋生物技術、基因轉

殖魚技術、免疫學、病

毒學 

分子免疫學、分子病毒學、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21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振庭 臺灣海洋大學水

產養殖學系博士 

養殖經濟學、養殖管理

學、統計學、實驗設計

與分析 

生態學、生物統計學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22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孟洲 臺灣海洋大學水

產養殖學系博士 

藻類學、藻類分子生物

學、水產養殖學、免疫

學 

觀賞水草、藻類生質能源特論、魚菜

共生原理 

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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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援之學系為運輸科學系，現有專任師資 1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7 員。 

序號 
專任/兼

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張玉君 英國克蘭菲爾大學

航空運輸博士 

航空運輸、運輸政策、運輸

管理 

空運經營管理、航空運輸學、空運

經營管理專題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游明敏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

研究所運輸博士 

運輸經濟、作業研究、運輸

與物流績效評估、資料包絡

分析 

經濟學、作業研究專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桑國忠 英國卡地夫大學物

流暨營運管理博士 

航運管理、國際物流、供應

鏈管理、國貿實務 

國際貿易實務、服務業行銷管理、 

校外實習、國際物流管理專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林振榮 美國康乃爾大學土

木系運輸系統工程

博士 

運輸系統分析與設計、物流

系統分析與設計、公共自行

車系統分析與設計 

作業研究、輸配送管理、作業研究、

供應鏈最適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楊明峯 臺灣科技大學工業

管理所博士 

倉儲存貨管理、供應鏈管

理、系統模擬、決策支援系

統 

系統分析與設計、倉儲與存貨管

理、專案管理、進階專題研究、存

貨理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柯明德 美國休士頓大學工

業工程博士 

決策支援系統、航海整合系

統、RFID 

多目標決策分析、帆船理論與實

務、帆船與風浪板實作、航海學、

系統模擬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湯慶輝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

研究所運輸博士 

航空公司/機場規劃與營運

管理、運輸網路、運輸排

程、隨機規劃 

統計學、航空貨物管理、電腦演算

法之應用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邵泰源 臺灣海洋大學理學

博士 

貨物作業、低溫物流、冷凍

貨櫃實務 

冷凍貨載作業、低溫物流概論冷凍

貨櫃學、貨物作業、冷凍貨載專論、

低溫物流系統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9 專任 助理教授 黃燦煌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

研究所工學博士 

智慧型運輸系統、運輸規

劃、物流運輸及行為分析、

物流管理與軟體應用、運輸軟體應

用、商業自動化與自動化辨識、運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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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 輸學、運輸風險分析、設施設計 

10 專任 助理教授 丁士展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

研究所博士 

定期航運經營管理、供應鏈

管理、物流管理、統計與資

料分析、多目標決策方法 

專題研究、統計軟體應用、供應鏈

設計與管理、財務管理、航運經營

管理、專題討論、貨櫃運輸專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1 專任 助理教授 吳繼虹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

院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博士 

運輸安全、運輸規劃、運輸

經濟 

物流專題研究、運輸安全、運輸規

劃、專題討論、運輸計量方法、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2 專任 助理教授 高聖龍 臺灣海洋大學環境

生物與漁業科學研

究所理學博士 

運輸通訊、電子航儀、移動

地理資訊系統、運輸環境工

程、研究方法論 

航海模擬、運輸通訊原理、海洋智

慧型運輸系統、智慧型空間決策支

援系統、空間決策方法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3 專任 助理教授 李信德 臺灣海洋大學系統

工程暨造船學系博

士 

海事智慧型運輸系統、系統

程式設計、海事運輸導航系

統、智慧型控制系統 

程式語言設計、Matlab 程式語言、

資料庫系統、自動化海洋運輸系統

專論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4 專任 助理教授 蘇健民 臺灣海洋大學電機

工程系博士 

運輸資訊、運輸工程、海洋

地理資訊系統、船舶控制、

決策規劃分析 

海運實務講座、企業實習、微積分、

海洋運輸安全與實務、海運承攬實

務講座、海洋地理資訊系統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5 專任 助理教授 杜孟儒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

博士 

物聯網 運輸與物流資訊系統、電子商務與

物流、物聯網概論、物聯網與雲端

運算、商業智慧：理論與應用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6 專任 助理教授 鍾武勳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工業工程博士 

綠色供應鏈、綠色設計、綠

色港口、產品與供應鏈整合

設計 

國際運輸專題研究、綠色/永續供應

鏈、生產與作業管理、產品設計與

供應鏈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黃聖騰 日本神戶大學海事

科學研究科海運物

流博士 

日本海運業經營、宅配與物

流業經營、供應鏈管理、顧

客滿意度分析 

流通業經營管理、國際物流管理、

流通業經營專題研討、物流配送管

理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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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援之學系為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現有專任師資 1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3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6 員。 

序號 
專任/兼

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許榮均 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博士  

船舶結構振動與噪音、訊號

處理、軌道系統振動與噪音 

振動學、系統設計與實作、線性系

統、系統設計與實作、基礎聲學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吳俊仁 美國維吉尼亞理

工大學工程力學

系博士  

計算流體力學、微擾理論、

流場穩定性 

微積分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陳柏台 美國喬治亞理工

學院機械工程博

士  

基礎聲學、結構聲學、機電

整合導論 

電子學、結構聲學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陳建宏 美國 Pennsylvania 

State U.航空工程

博士  

計算流體力學、推進器空化

與噪音、黏性流體力學 

中等流體力學、工程數學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張建仁 臺灣海洋大學河

海工程研究所博

士  

結構振動與噪音、邊界元素

法、計算力學、人因工程 

浮力與穩度、靜力學、船艦概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邱進東 臺灣大學造船及

海洋工程學研究

所博士  

船舶結構、造船原理、船舶

設計 

結構系統、船體結構設計、船舶構

造與強度、船體結構設計、專題討

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楊劍東 美國喬治亞理工

學院土木工程研

究所博士 

電腦輔助設計、有限元素

法、破壞力學、製造系統 

電腦資訊管理整合應用、企業電子

化整合應用、電腦輔助工程概論、 

管理資訊系統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辛敬業 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博士  

螺槳理論、船舶設計、計算

流力 

數值分析、偏微分方程式、計算流

力導論、螺槳理論、螺槳理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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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任 副教授 劉德源 臺灣大學土木工

程研究所博士  

動態信號分析、振動噪音控

制、結構力學 

噪音控制導論、噪音主動控制頻譜

分析、結構分析數值方法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翁維珠 臺灣大學工程科

學及海洋工程研

究所博士  

組合性問題最佳化、線性泵

浦模擬設計、作業研究、程

式設計、資料庫系統 

基礎 Java 程式設計、進階 Java 程式

設計、作業研究、資料庫系統導論、

資料庫程式設計、整數與組合問題

最佳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方志中 英國格拉斯哥大

學 造船暨海洋工

程研究所博士 

船舶操縱與運動、船舶結構

動態外力分析、造船原理、

船舶設計 

船舶設計與計算、船舶運動學、船

舶構造與強度、船舶監造實務、船

舶運動及操縱、船舶理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關百宸 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土木及

環境系結構力學

博士  

計算力學、非線性結構分

析、破壞力學、無網格法、

流固耦合 

結構原理、動力學、有限元素法導

論、工程數學、動力學、結構力學

實驗、高等材料力學、材料力學、 

有限元素法專論、波浪發電與洋流

發電創意實作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余興政 交通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控制組博

士  

光機電系統整合、電動機設

計與驅動控制、海洋能源系

統 

控制工程導論、微處理器原理、機

電整合概論、感測器應用、計算機

概論、專題討論、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4 專任 助理教授 周一志 美國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博士  

PIV 量測，紊流理論，流体

力學 

熱傳學、中等流體力學、流體力學、

熱傳學、船用流體力學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5 專任 助理教授 李舒昇 臺灣大學 應用力

學研究所博士  

光機電系統整合、光學檢測

技術、生物晶片光電檢測技

術、非線性光學 

普通物理實驗、普通物理、系統工

程導論、電路學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6 專任 助理教授 高瑞祥 臺灣海洋大學系

統工程暨造船學

系博士  

螺槳振動與噪音、船舶推進

系統、風力發電系統整合、

工業風扇設計 

推進系統設計、造船原理、工程機

率與統計、專題討論、螺槳水下噪

音與振動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197



 

21 
 

17 專任 講師 李耀輝 臺灣海洋大學河

海工程研究所碩

士  

螺槳空化拍攝、流體力學與

實驗 

高階造船實習、船模設計與實作、

船舶穩度計算、實驗流力導論、圖

學、圖學實習、船模設計與實作、

VB 程式設計 

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主聘 

 

 

(6)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20 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副教授 林玟君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

企業所博士班管理

學博士 

國際公法、國際海洋

法、國際刑法 

公司治理、財務管理、盈餘管

理、財務會計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2 專任 教授 陳勝源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財務管理組

博士 

金融風險管理、衍生性

金融商品、公司治理、

證券投資 

風險管理、財務管理、投資學、

期貨與選擇權、金融機構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3 專任 教授 彭慧玲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諮商教育博士 

生涯規劃、應用心理

學、人際關係 

財金生涯規劃、品格領導、人

際關係、心理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4 專任 教授 楊浩彥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經濟學研究所

博士 

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

分析 

財務計量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張龍福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研究所財務

博士 

財務工程、風險管理、

資產訂價、資產管理 

財務工程專題、財務報表分

析、財金專題研討、微積分、

個體經濟學、管理數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林岳祥 英國牛津大學法學

博士 

Behavioral Finance、

Corporate Finance、

Investments  

投資學、統計學、行為財務學、

時間序列分析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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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任 副教授 林容如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博士 

國際金融、國際企業管

理 

金融市場、證券投資分析、國

際金融、國際財務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謝承熹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研究所博士

班商學博士 

債市、利率衍生性商品

評價與避險、利率期限

結構 

選擇權市場、債券市場、風險

管理、財務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李志偉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研究所財務

博士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 Credit 

Derivatives, Fu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基金管理，國際財務管理，金

融風險管理，信用衍生性商品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施建州 私立輔仁大學法研

所博士 

金融法規、商事法 金融法規、商事法、金融法規

二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陳麗旭 美國柏克萊大學法

學博士 

統計學、經濟學 統計學、經濟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王慶熙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經濟組社會科學博

士 

經濟學、總體經濟學、

微積分 

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微積分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蔡錦堂 美國康乃爾大學經

濟學博士 

市場微結構、財務理

論、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 

選擇權市場、債券市場、投資

學、統計學、金融市場、微市

場結構、財金專題研討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賴蓉禾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

學博士 

公司治理 財務管理、公司治理、期貨與

選擇權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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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專任 助理教授 王致怡 英國里茲大學商學

研究所博士 

市場微結構、行為財

務、國際金融、投資管

理、金融機構管理 

財務管理(一)、財務管理(二)、

國際金融、投資管理、金融機

構管理、金融市場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6 專任 助理教授 張竹萱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

金融研究所博士班

商學博士 

產業分析與投資理財

課題、分析師推薦、盈

餘預測行為及其資訊

價值研究、公司盈餘管

理及資本調整行為等

公司理財議題探討 

投資學、財金計量、新金融商

品、財務報表分析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崔靜菱 淡江大學保險經營

研究所 

人身保險、財產保險、

保險實務 

經保險學、人身保險、財產保

險、保險實務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8 專任 助理教授 王美慧 淡江大學保險研究

所碩士 

保險教育、保險會計、

保險財務 

保險學、會計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19 專任 助理教授 莫積懿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經濟組博士候選人 

銀行實務 銀行實務、貨幣銀行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20 專任 助理教授 朱永瑞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

班候選人 

微積分、個體經濟 微積分、個體經濟學 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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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現有專任師資 23 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副教授 邱繼智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研究所碩士 

組織理論與管理、流通

管理門市、營運管理 

公司治理、財務管理、盈餘管

理、財務會計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張旭華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財務管理組

博士 

品質管理、穩健參數設

計、服務業管理、人工

智慧技術應 

服務業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全面品質管理、生產與作業管

理、企業實務專題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江梓安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

工程與工程管理研

究所博士 

供應鏈與物流管理、科

技管理、產業電子化與

自動化、資料探勘 

產與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

電子商務、資訊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閻瑞彥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經濟學研究所

博士 

組織理論、策略管理、

電子商務 

組織理論與管理專題、電子商

務、應用軟體專題、統計方法

與數量模型.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葉清江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研究所管理學

博士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科

技與創新管理、通路管

理、資料探勘與決策科

學 

國際行銷管理、企業實務專

題、管理資訊系統、行銷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賴明政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企業管理系博

士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

理、組織行為與組織發

展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組織與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與組

織發展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陳玫真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

管理系博士 

消費者行為 、零售管

理、企業概論、行銷管

理、管理概論、計算機

概論、商業文摘導讀 

消費者行為、行銷管理、管理

概論、計算機概論、商業文摘

導讀、企業管理綜合個案研

究、企業實務專題、廣告學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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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任 副教授 邢姍姍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管理學

博士 

 

行銷研究、行銷管理 

 

行銷資訊系統、行銷管理、企

業管理綜合個案研究、企業實

務專題.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陳春富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

管理研究所博士 

經營管理、行銷策略、 

推廣教育暨職業訓練

研究 

 

新產品行銷、 國際行銷、行銷

管理、消費者行為、人際溝通

與談判技巧、科技管理、門市

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鍾 菁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企管碩士 

組織行為、英文 

 

組織行為、應用英文、企管英

文文摘導讀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張世佳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博士 

 

策略管理、創新管理、

知識管理、新產品專案

管理、品質策略與管理 

 

策略管理、創新管理、知識管

理、新產品專案管理、品質策

略與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袁漱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研究所博

士 

人力資源管理、中小企

業管理、國際貿易實

務、服務業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中小企業管

理、國際貿易實務、服務業管

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黃瑞傑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博士 

統計分析 統計學、管理學、企業概論、

企業研究方法.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高寶華  國立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碩士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

理、行銷管理、勞資關

係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行銷管

理、勞資關係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5 專任 講師 盧益祥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研究所碩士 

人力資源管理、商業套

裝軟體、企業概論 

 

人力資源管理、商業套裝軟

體、企業管理綜合個案研究、

企業概論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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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專任 副教授 潘慈暉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研究所國際

財務與金融組博士 

財務管理、會計學、國

際財務與金融、行為財

務 

財務管理、財經時事分析、會

計學、中級會計學、企業實務

專題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7 專任 副教授 林文晟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商學博士  

成本會計、管理會計、

財務管理 

成本會計、管理會計、財務管

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8 專任 副教授 黃嘉輝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

研究所博 

Big Data、Cloud 

Computing、Graphical 

Decision Model、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Graphical Decision Model、Rich 

Internet、Application、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19 專任 教授 張世佳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博士 

策略管理、創新管理、

知識管理、新產品專案

管理、品質策略與管理 

策略管理、創新管理、知識管

理、新產品專案管理、品質策

略與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20 專任 教授 張旭華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

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 

品質管理、穩健參數設

計、服務業管理、人工

智慧技術應用 

服務業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全面品質管理、生產與作業管

理、企業實務專題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21 專任 副教授 黃瑞傑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博士 

統計分析  統計學、管理學、企業概論、

企業研究方法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22 專任 副教授 賴明政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企業管理系博

士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

理、組織行為與組織發

展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組織與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與組

織發展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23 專任 副教授 李慶長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科技管理博

士 

 

資訊管理、科技管理、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科技管理、資管管理、電腦網

路與通訊、生產與作業管理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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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管理系: 現有專任師資 23 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 備  註 

1 專任 副教授 葉明貴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工學博士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專題製作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楊進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管理學博士 

電腦網路、Linux 系

統、Unix 系統 

程式設計、資訊網路、Linux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黃其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技術研究所博士 

資 訊 系 統 建 置 與 管

理、資料庫規劃與設計 

軟體工程、資料庫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蘇建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博士班工

學博士 

資訊安全、模糊運算、

軟計算 

管理安全、模糊運算、軟計算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5 專任 助理教授 張隆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系博士班管理

學博士 

資訊系統開發與專案

管理 、新產品發展與

導入 、程式語言 、演

算法與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6 專任 講師 林明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工

學碩士 

程式設計、電腦網路 Unix、企業資料通訊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7 專任 講師 陳秋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博士

班進修中 

程式設計（C、Java、

Flash ActionScript） 

程式設計教學研究、數

位教材製作 

資訊系統專案設計、程式設計

(C/C++)、計算機概論、、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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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任 教授 唐震 國立台灣大學商研所

商學博士 

行動電子商務，RFID 

實務，資訊安全管理、

物聯網 

 

行動應用，專案管理、電腦網

路、電子商務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夏德威 美國聖地牙哥 USIU

大學  電腦教育研究

所博士 

資訊管理、電腦輔助教

學、數位學習、企業資

源規劃 

ERP、生產管理、套裝軟體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林宏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管理學博士 

 

程式設計、平行演算

法、分散式系統 

程式語言、分散式系統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許晉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博士 

資訊管理、電子商務、

行動商務、網路行銷、

網路消費者行為研究 

電子商務、行動商務、網路行

銷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許瑞娟 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班商學博 

行銷管理、顧客關係管

理、消費者行為、資料

庫系統應用 

顧客關係管理、行銷管理、管

理學、商業套裝軟體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唐日新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管理學博士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

銷、網路倫理以及網路

心理學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丁慧瑩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 

管理資訊系統、電子商

務、網路行銷、資訊管

理個案 

管理資訊系統、電子商務與網

路行銷、資管個案研討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5 專任 講師 史育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進修中 

財務金融、資料探勘、

資訊安全、排程 

經濟學、投資學、電子商務、

網路行銷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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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專任 副教授 陳杏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研究所博士 

計量管理與決策、統

計、微積分 

微積分、統計學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7 專任 講師 陳增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所博士班進修中 

資訊管理、模糊集合論 資訊管理、模糊理論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18 專任 講師 朱珮慧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 

決策科學、數學、資料

採礦 

決策科學、資料採礦 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主聘 

 

(7)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師資: 現有專任師資４員。 

序

號 
姓名 現職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1 彭信良 

中華民國企管顧

問協會高級顧問

師班專案召集人 

私立靜宜大學企管研究所  組織規劃、生產管理、物料管理、品質管理 

2 謝永祿 

東海大學學術發

展文教基金會

(TEFA)執行長 

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 國際大型連鎖餐飲業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管理 

3 張順興 

SGS 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稽核員 

中興大學土壤學研究所 

澳洲 RABQSA 認可 ISO 9001 主任稽核員、ISO 22000:2005 稽核員、

HACCP 稽核員、ISO 22716:2007 稽核員、GlobalGAP 稽核員、TAP 稽

核員 

4 廖明煌 

SGS 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Specialist-Auditor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系 

IRCA 登錄合格稽核員 QMS (ISO 9001) Auditor. IRCA Certificate 

No.1183241、FSMS (ISO 22000 & PAS 220) Auditor. Certificate No. 

SGS/SSCE/FSMSLAC/511321/P/2826、第 3 者稽核經驗: ISO 9001/ 22000/ 

HACCP certification audit (abstract from Food safety related)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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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臺灣過去十年所發生的一連串食品安全事件，導致臺灣政府與人民對食品的議題高度

關切，然而面對報章媒體針對食品議題一知半解的報導，有形無形中，更加深人民對食

品安全的誤解，有鑑於此，本校的食品科學系於105年已成立「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

為窗口，冀望透過種種教育方式傳遞正確的觀念與認知。本校食品科學系擁有強大教學

研究能量和師資，自民國46 年成立本學系前身水產教育科以來，因應社會變遷，於48 年

改為水產製造科（系），72 年改為水產食品科學系，87 年改為食品科學系，93 年將大

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和生物科技組，顯示本系宗旨和發展特色隨著時代潮流而作適當的

修正，如今涵蓋了三項主流科技：食品科學、醫藥與生命科學、與農林漁牧。近幾年，

更針對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議題，陸續聘請食品安全與風險評估專長的老師來強化食品

安全的教育，系上亦有從事食品供應鏈相關實務與研究的教師。食品安全議題造成食品

產業對檢驗、品保、法規人才需求殷切，於此，全國第一、世界第一的海洋大學，食品

科學系身為一份子，應責無旁貸的負起為臺灣培育規劃及執行食品安全人才的責任， 

食品安全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門，需從食品科技及管理層面，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因此

本校擬將申請成立「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聚焦管理實務，與已設立之食品

科學碩士學位學程，二者間互動影響、相輔相成，培育業界精英或政策制定者或執行者

應有的食品安全素養，成為國家的中堅人才。在執行面上，將以食品科學系現有師資為

主，滙集台北商業大學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師資，共同解決並預防不同程度的食品

安全議題而努力。在此學程，本校食品科學系提供食品科技基礎知識，包括食品微生物、

毒物學、食品加工、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規等；台北商業大學提供商管基礎知識，包

括經濟、企業管理、資訊科學、決策分析、貿易等；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則提供具食

品産業管理實務知識，包括食品雲建置、產銷履歷等知識。 

總言之，本學程結合理學、農學、工學、人文、社會科學與法政領域，以國際化視野

整合世界蓄積之相關知識與技術，培育食品安全管理之基礎與應用人才，並建立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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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界與地方社區的交流合作與實務實習之管道，以促進學生實作與實習機

會，獲取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之經驗，鍛鍊職涯規劃能力，期待將理論應用與實務技能相

互結合，以利學生具特色的就業競爭力，同時貢獻所學於維護國人食品安全。  

 

貳、發展方向 

 

「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創立的宗旨，係藉由國家社會發展及需求，整

合食品安全相關跨領域專業知識，結合產官學界的資源，以促進全民身心健康與福祉為

使命；教育目標則是以科學層面及管理層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民眾健康，培育具備食

品安全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因此將以食品科學及經濟管理之產、官、學相關專業領域

教師，涵蓋食品微生物、食品加工、食品化學、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與溝通、運輸

物流、智慧系統整合(大數據)、食品法規、食品經濟、管理學、資訊管理、決策科學等專

業學門組成跨領域之「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 (如圖一)。 

 

 

 

 

 

 

 

 

 

 

 

圖一: 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之跨領域整合特色 

  

食品安全
管理進修
碩士學位
學程 

食品 

科學 

食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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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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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展方向如下： 

(一) 整合現有相關教學系所與資源 

近幾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政策推行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施行重點，

均強調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自主與源頭管理、食品檢驗，然而這三個重點工作項目有一

個共通點，即是食品供應鏈的上下游管理，最近食藥署亦要求食品相關業著成立「食品

安全監測計畫」，因此培育相關特色食品安全專業人才刻不容緩。本校食品科學系過去

已培育無數食品科技與產業連結相關的專業人才，去年成立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

再加上本校附設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為國家級實驗室認證，因此本研究所的

成立，將來可在本校整體跨多元領域資源(智慧系統、運輸物流、管理、法律等)與師資的

整合之下，培育優秀、具跨領域思考能力的專業研究人才，並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

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為政府、食品產業與社會大眾服務。 

 

(二)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人才智庫及數位教育資料庫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這只是消費大眾對於食品的基本要求，然而食品安全

絕對不是光靠嚴格檢驗出來的，它還需要正確的教育與資訊溝通來落實。本研究所將配

合本校食品科學系的”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中的教育民眾管道，扮演食品科技多媒

體資訊化平台，推動食安教育，讓社會大眾都能吃得安心。除了重視食安問題之外，食

品產業鏈的風險管理議題也需要關注，未來計畫將相關知識數位化，透過網路、影片等

多媒體，以科普平易的方式，同時將邀請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政府官員進行教育宣導，

讓民眾了解食品的真相，吃得更健康。因此「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培育，且

與已設立之食品科學研究所，二者間互動影響、相輔相成，並整合食品產業等產官學研

界人才，共同建構臺灣食品管理人才智庫與資料庫，以提供國家食品安全以及政策之方

向，作為國家提供人民安全的食品之依據。 

(三)強化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習，推動建教合作 

本碩究所學生入學後，由本校專任教授為指導教授，並可與建教合作企業之高階管理

幹部可合聘為共同指導教授。學生研究論文之主題，可依指導教授專長及建教合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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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與學生志願進行雙邊討論。第二年可至企業實地實習(2~6個月)，畢業時再依企業

需求與研究表現，媒合畢業生成為企業正式食品安全管理人員。 

將來預計合作之企業廠商如下： 
 
1.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2.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全國公正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5. 振芳股份有限公司 

6. 百鮮企業有限公司 

7. 廣福林有限公司 

8.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課程規劃  

 

一、教學目標 

本課程以食品科學為基礎，結合經濟管理與食品產業實務，在食品供應鏈架構下，培

養具備食品安全專業知識及新食品安全管理方法、並能跨領域學習具有獨立思考的實務

食品安全管理人才，以配合國家政策之需求，落實符合本所培育人才之宗旨。放此，本

研究所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課程，著重學生對食品安全及相關供應鏈管理有整體性

之認識，擁有分析及推理能力，善用人力物力，具備邏輯思辨及語言溝通能力，以符合

社會發展趨勢與滿足產官學界實際需求。 

二、報考資格及修業年限 
報考資格為國內外大學院校相關科系畢業具醫學、藥學、農學或理學學士學位者，現

為公務機關、公、民營企業之在職人員，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因本研究所學程涉及公

共安全相關議題，招生學生來源背景多元，故非食品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或未修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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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之學生，應至本校食品科學系大學部修習指定食品加工學、食品化學及食品微

生物學基礎課程，共9學分。 

 

三、畢業條件 
(一) 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36學分(必修10學分，其他選修課程20學分) 與碩士論文6

學分。 

(二)畢業前必須通過英文鑑定方能畢業。相關規定依本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

辦理。 

 

四、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依循「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學生將接受專業之

食品安全教育，將以食品安全管理及食品法規為核心課程，以食品科學及經濟管理為專

業課程，並以食品產業實務為輔，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修習完成後授予理學碩士。本

研究所學程之課程架構如下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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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架構 

核心課程 

專題討論、食品安全管理、食品法規 

食品安全文化, 食品加工特論, 

高等毒物學, 毒理學, 食品病

原菌, 食品過敏學, 生物統計

學實務, 食品危害分析實務, 

食品防禦, 公共衛生學, 風險

治理與溝通特論 

食品科技專業課程 

碩士論文 

經濟管理專業課程 

食品安全經濟學, 食品品質管制

與管理, 風險評估實務, 食品物

流管理, 食品品質保證系統, 食

品產業創新, 食品產業投資 

 

食品產業管理實務課程 

食品工廠管理實務, 食品產銷履

歷特論, 資訊科技應用, 食品安全

巨量數據分析, 產業實習特論, 食

品貿易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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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課程 

本研究所課程將由淺入深，主要以建構食品安全供應鏈為中心切入、帶領學生

進入食品安全管理研究領域，因此藉由專題討論、食品安全管理及食品法規課程，

將可使學生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基本知識及了解產業所面臨的情勢及學術研究發展

情形。 

 

(二) 食品科技、經濟管理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以食品科技、經濟管理及食品產業實務相關為主，食品科技課程內容包括食品

安全文化、食品加工特論、高等毒物學、毒理學、食品病原菌、食品過敏學、生物統計

學實務、食品危害分析實務、食品防禦、公共衛生學、風險治理與溝通特論；經濟管理

課程內容包括食品安全經濟學、食品品質管制與管理、風險評估實務、食品物流管理、

食品品質保證系統、食品產業創新、食品產業投資，以上課程供碩士生必選修參考。此

外本研究所學生可彈性選修食品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選修課程。 

 

(三) 食品產業管理實務課程 

食品產業管理實務課程內容食品工廠管理實務、食品產銷履歷特論、資訊科技應用、

食品安全巨量數據分析、產業實習特論、食品貿易與安全，藉以培養專業的跨領域食品

安全管理人才。 

綜合上述，「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總體課程規劃（包含科目類別、科目名稱、

學分數及開設年級）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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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表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所 訂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 4 1 1 1 1  

食品安全管理 2  2    

食品法規 4 2 2    

畢業論文 6   3 3  

所訂專業必修學分 小計 16 3 5 4 4  

所 訂 

專業選修 

食品安全文化 3 3    

食品科技相關

專業課程 

食品加工特論 3 3    

高等毒物學 3 3    

毒理學 3  3   

食品病原菌 3 3    

食品過敏學 3  3   

生物統計學實務 3  3   

食品危害分析實務 3  3   

食品防禦 3 3    

公共衛生學 3  3   

風險治理與溝通特論 3  3   

食品安全經濟學 3 3    

經濟管理相關

專業課程 

食品品質管制與管理 3 3    

風險評估實務 3   3  

食品物流管理 3   3  

食品品質保證系統 3   3  

食品產業創新 3   3  

食品產業投資 3   3  

食品工廠管理實務 3 3     

食品產銷履歷特論 3 3    
食品產業管理

實務相關專業

課程 

資訊科技應用 3  3   

食品安全巨量數據分析 3  3   

產業實習特論 3  3   

食品貿易與安全 3  3    

所訂專業選修學分 小計 72 27 30 15 0  

必修 總學分數 16 3 5 4 4  

選修 最低學分數 14  

畢業 最低學分數    36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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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資規劃  

本學程成立後，將以本校 (24 位)、台北商業大學(6 位)及中衛發展中心(4 位)現有師

資為基礎，目的為尋求資源整合的最大效益。師資規劃如下表： 

 

表 2: 「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位學程」的師資規劃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兼任 講座教授 黃耀文 喬治亞大學博士 
食品安全、微生物、食品加工、產品

研發與創新技術 

專任 終身特聘教授 黃登福 
日本東京大學博

士 
毒物學、環境衛生學 

專任 教授 潘崇良 
美國康乃爾大學

博士 
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專任 教授 蔡國珍 
美國普渡大學博

士 
食品微生物、微生物快速鑑定 

專任 教授 江孟燦 
日本東北大學博

士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學 

專任 教授 張克亮 
美國羅格斯大學

博士 
食品工程、食品包裝 

專任 教授 方翠筠 
美國愛荷華大學

博士 
微生物學、分子遺傳學 

專任 教授 吳彰哲 國防醫學院博士 分子生物學、病毒學 

專任 教授 蔡敏郎 
臺灣海洋大學博

士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物、碳水化合物 

專任 教授 龔瑞林 
日本九州大學博

士 
細胞生物技術、機能性食品 

專任 副教授 張正明 
美國康乃爾大學

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衛生 

專任 副教授 廖若川 
美國羅德島大學

博士 
有機化學、生物有機化學 

專任 副教授 宋文杰 
美國柯羅拉多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烘焙學、風味化學 

專任 副教授 林泓廷 
英國杜倫大學博

士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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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副教授 張君如 
國立陽明大學博

士 
營養學、傳統醫藥學、生物資訊 

專任 副教授 陳泰源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博士 
蛋白質體、水產化學、食品化學 

專任 副教授 張祐維 
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博士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質、食品化學 

專任 助理教授 蕭心怡 
荷蘭瓦賀寧根大

學博士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鍊管

理  

專任 助理教授 凌明沛 臺灣大學博士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機率風險分析與模擬 

專任 助理教授 陳冠文 
臺灣海洋大學博

士 

食品加工 

超高壓加工技術 

專任 副教授 冉繁華 

臺灣大學 

動物學研究所博
士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物生理、免疫激
活、水產養殖、產銷履歷 

專任 副教授 楊劍東 
美國喬治理工學
院博士 

電腦附註設計、有限元素法、破壞力
學、製造系統 

專任 副教授 辛敬業 
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博士 

螺槳理論，船舶設計，計算流力 

專任 副教授 楊明峯 
臺灣科技大學博
士 

倉儲存貨管理、供應鏈管理、系統模
擬、決策支援系統 

專任 教授 楊浩彥 中興大學法商學

院經濟學研究所

博士 

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 

專任 教授 張旭華 臺灣大學商學研

究所財務管理組

博士 

品質管理、穩健參數設計、服務業管

理、人工智慧技術應 

專任 教授 江梓安 清華大學工業工

程與工程管理研

究所博士 

供應鏈與物流管理、科技管理、產業

電子化與自動化、資料探勘 

專任 副教授 黃嘉輝 交通大學資訊管

理研究所博士 

Big Data、Cloud Computing、Graphical 

Decision Model、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專任 教授 唐震 臺灣大學商研所

商學博士 

行動電子商務，RFID 實務，資訊安

全管理、物聯網 

專任 副教授 許瑞娟 文化大學國際企

業管理學系博士

班商學博士 

行銷管理、顧客關係管理、消費者行

為、資料庫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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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空間、圖書儀器及財務資源規劃 

一、空間規劃 
本研究所專業課程之主要上課、研究及行政空間如下(表6)：生命科學館(總面積

2,856平方公尺)、食品科學系館(總面積6,161平方公尺)與水產養殖系館(總面積8,157

平方公尺)。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所)空間如下(總面積1,205.39平方公尺)。此外，

在全校資源整合利用的前提下，共同支援相關之教學與行政活動之空間，而公共空

間則視學校與學院整體安排，提高空間利用與規畫之綜效。 

 

 

 

 

 

專任 

中華民國企管

顧問協會高級

顧問師班專案

召集人 

彭信良 

 

私立靜宜大學企

管研究所 

組織規劃、生產管理、物料管理、品

質管理 

專任 

東海大學學術

發展文教基金

會(TEFA)執行

長 

謝永祿 

 

中國政法大學博

士研究 

國際大型連鎖餐飲業經營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資訊管理 

專任 

SGS 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任稽核

員 

張順興 
中興大學土壤學

研究所 

澳洲 RABQSA 認可 ISO 9001 主任稽

核員、ISO 22000:2005 稽核員、HACCP 

稽核員、ISO 22716:2007 稽核員、

GlobalGAP 稽核員、TAP 稽核員 

專任 

SGS 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pecialist- 

Auditor 

廖明煌 
實踐大學食品營

養系 

IRCA 登錄合格稽核員 QMS (ISO 9001) 

Auditor. IRCA Certificate No.1183241、
FSMS (ISO 22000 & PAS 220) Auditor. 

Certificate No. 

SGS/SSCE/FSMSLAC/511321/P/2826、第

3 者稽核經驗: ISO 9001/ 22000/ HACCP 

certification audit (abstract from Food 

safet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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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程預計使用空間規劃 

編號 樓棟別 樓層別 室別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海洋大學 

1 
生命科學院

館 

1 
108 158  

2 
生命科學院

館 

1 
109 228  

3 
生命科學院

館 

1 
110 132  

4 
生命科學院

館 

2 
209 66  

5 
生命科學院

館 

2 
211 65  

台北商業大學 

1 五育樓 5 505 86.54  

2 五育樓 6 605 86.54  

3 中正紀念館 6 605-1 20.86  

4 中正紀念館 6 605-2 67.95  

5 中正紀念館 7 704B 104.12  

 

 

 

二、圖書設備規劃 

現有圖書資源如附件四，就圖書建置部分，本校圖書館目前已經有下述三類別之

圖書資料：1.館藏書刊：食品、食品管制、食品法規相關圖書（中英文合計）有11,850

冊；2.電子資源共計76類別。台北商業大學食品、食品管制、食品法規相關圖書有

353冊；中衛發展中心食品、食品管制、食品法規相關教育訓練手冊有16冊；未來仍

會繼續針對食品安全相關的專業書籍，增補更新最新書刊與電子資料庫，以利師生

教學與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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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資源規劃  
 

(1)學校自籌經費 

前兩年學校自籌經費部分將由校務基金支付，第三年起本研究所運作著向永續發展方

向進行，如下圖所示。 

(2)永續發展規劃 

本所之永續發展規劃，以建立起培養食品安全管理之實務應用管理人才系統為起點，

整合海大教學研究資源，強化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的內涵，其中包括食品科學系

的食品保健與風險中心、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產學技轉跨領域 R&D 中心及

政府相關食品安全計畫的配合，將挑選適當的資源媒合至本研究所的運作，研究所相關

的營運經費也從中提撥支持，寄望最終能培育出實用的人才至食品相關企業或是地方社

區，並回饋至本所以利整體永續經營的發展。 

 

  

食品安全與
風險管理研

究所 

食品保健與
風險中心 

水產檢驗中心 

政府相關計
畫 

跨領域R&D

中心 

食品相關企
業、地方社

區 

海大教學
研究資源 回饋結 

圖三: 永續規劃發展概念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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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可為學校、師生及區域城鄉(地方政府、社區、產業及文化)帶來之貢獻及成果） 

(一) 學校預期效益: 

本研究所成立，將有利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可在本校整體

跨多元領域資源(智慧系統、運輸物流、管理、法律等)與師資的整合之下，培育優秀、具

跨領域思考能力的專業研究人才，如食品法務、食品品保、風險評估、食品供應鏈管理

等，為政府、食品產業與社會大眾服務。 

(二) 師生預期效益: 

本研究所的跨領域教學特色互補性強，可以相互支援，提供全方位課程授課與豐富教

學研究資源的教學陣容。透過產、官、學、研界資源整合，組成專業教學小組，給予碩

士生最佳的教學指導及訓練，促進教學成效，藉由專業知識之交流，將以實務面啟發食

品安全管理研究的思考方向與角度，同時本研究所教師也將積極熱衷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發表論文，以及相關的國際學術活動，如此更可提升研究水準。本校之校友遍布全球，

兢兢業業的耕耘，也是本研究所在發展歷程中相當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持來源，因此課程

需求外聘業師、食品相關業著之校友共同授課，以建立與相關產、官、學、研界的交流

合作與實務實習之管道，促進學生實作與實習機會，獲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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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就業競爭力。 

(三) 區域城鄉預期效益: 

經由培育食品安全專才，實質上幫助或輔導區域城鄉之食品相關產業升級以符合國內

和國際品質安全認證，促進並帶動相關經濟發展，同時定期開設食品安全管理的教育訓

練課程給地方及社區參與或透過網路資訊的傳遞，以建立社會大眾正確對食品正確的認

知。 

 

  

221



 

44 
 

附件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衛生福利部食品檢驗機構認證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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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測試檢驗機構及實

驗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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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行政院農委會產銷履歷驗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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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食品安全管理進修碩士學程」圖儀設備規劃 

一、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館藏書刊名之統計 

 
書目種類 

中文 英文 合計 

食品相關 3223 7598 10821 

食品管制 78 951 1029 

食品法規 3301 8549 11850 

 

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電子期刊之統計 

 
電子期刊種類 

中文 英文 合計 

食品相關 14 339 353 

 

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館藏書刊名之統計 

 
書目種類 

中文 英文 合計 

食品相關 483 315 798 

品質管理相關 238 951 1189 

總計 721 1266 1987 

 

四、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電子期刊之統計 

 
電子期刊種類 

中文 英文 合計 

食品相關 22 566 353 

 

五、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圖書資源之統計 

 書目種類 

中文 英文 合計 

食品相關 1 0 1 

品質管理相

關 

15 0 15 

總計 16 0 16 

 

六、海洋大學電子資源 

EBSCO A to Z 館藏電子期刊系統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整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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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NFORM Complete 

Africa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非洲經濟研究的首要資訊來源(free) 

AGRICOLA 

AGU Journals 

American Shipper (電子期刊) 

AGU Journals   

Asian fisheries science(電子期刊)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水產漁業資料庫(ProQuest Aquatic Science 

Collection) 

ArticleFirst(索摘型資料庫) 

ASCE Journals Online 

Banking Information Source 

BioDigest(索摘型資料庫) 

Biological Sciences 

BioMed Central 生醫類電子期刊全文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商管財經全文資料庫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Cambridge eBook Collections 電子書 

Canadian Business & Current Affairs (CBCA) Business 

CiNii (日文電子期刊，部分免費)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電子書 

COMPUSTAT 財務分析軟體─Global 版(單機版) 

Containerisation International Online 

COS Conference Papers Index 

CRC netBASE 電子書 

Ebrary 綜合性電子書 

EBSCOhost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原 NetLibrary 電子書) 

EconLit(EBSCOhost)經濟學 

Emerald EMX 全文資料庫 

Engineering Village Compendex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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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i (日本學術研究成果整合查詢) 

GEOBASE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Online 外債和金融流量資料(Free Resources)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一應俱全的經濟趨勢分析(Free Resources) 

GreenFIL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電子書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Resources( HUSO 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

庫) 

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閱讀平台 

IHS Fairplay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Online 

J-STAG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JSTOR (Business) 

L&B Library and Book 

LexisNexis Japan 日本法律總合資料庫 

Lloyd’s Maritime &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電子期刊) 

Materials Business File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 (電子期刊) 

Oceanic Abstracts 

OCLC FirstSearch (CONCERT 全國版)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s (OJDA 牛津大學電子期刊過刊)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電子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電子期刊)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PAO) Collection 6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Collection 1-5 (PAO 19-20 世紀典藏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 

ProQuest Accounting & Tax 

ProQuest Aquatic Science Collection(海洋科學資料庫含 ASFA) 

ProQuest Asian Business & Reference 

ProQuest Europea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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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eReference 電子書 

SCIE (Web of Science) 

Science Online 

SDOL(Science Direct)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 人文與社科類電子期刊 

SpringerLink 電子書 

Taylor & Frances(SSH) 人文社會科學電子期刊 

Taylor & Francis 電子書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TSSCI 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Westlaw International 

Westlaw Japan 日本法律資料庫 

Wiley Online Library 

WilsonSelectPlus (索引和摘要)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全球經濟研究的首要資訊來源(free) 

WorldCat (free online source) 

華藝線上圖書館 

科學月刊 

科技簡訊資料庫 

科技發展政策報導(udn 全文) 

光華雜誌智慧藏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CEPS)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理工 A 專輯)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理工 C 專輯)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專輯) 

 

七、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電子資源 

ABC-CLIO & Greenwood 電子書 

ABI/INFORM Dateline 電子期刊清單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 工商企業商情全文資料庫電子期刊清單  

ACROSS 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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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Books Online (CBO)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CCO)    

Cambridge eBooks Collections (CEC)電子書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英美文學線上文庫-(HUSO) 

古今圖書集成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DB(部份內容試用)  

Emeraldinsight  

日治時期期刊集成資料庫  

EbscoHost-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BSU) 商管財經全文資料庫 - 旗艦版  

EbscoHost-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ASU) 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 - 旗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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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電資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與工學院「材料

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分） 

本計畫旨在於整併成立「光電與材料學系」，並以「培育具備實務專業能

力、基本研究素養、寬闊研究視野、創新及跨領域思維的光電與材料科

技人才」為執行目標，其目標之擬定以及相對應的發展策略接明確可行。 

18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分） 

本計畫師資以原兩所參與「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教師組成，

該師資額數符合教育部之門檻，未來將配合學校政策發展進行適當地師

資調整，此得以維持良好的師資品質及提升該系之競爭力。 

18 

3 
課程規劃 

（20分） 

本計畫課程主要為沿用「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修訂之科目表，

在共同教育課程、系訂專業必修及選修等課程規劃得宜。 
18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分） 

本計畫於現有之領域相關專書豐富，並每年皆編列預算採購，現有之重

要設備亦豐富及符合需求，再者於使用空間的部分規劃妥善。 
9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分） 

本計畫於整併前之海洋大學大材料所與光電所除了於專業領域的發展

外，亦有與海洋相關的合作與研究，故相信於學系整併後，其與學校整

體發展之關係將保持良好的互動與配合。 

9 

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分） 

光電科學及材料工程皆為具有前瞻性發展之領域，故整併「光電與材料

科技學系」將會增廣學術研究之合作與發展範圍，並助於學術方面的整

合，符合現今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8 

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分） 

國家社會人力需求於理工方面相對占優勢，「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之整

併，將會增廣學生學術及能力之學習範圍，使畢業生於工作領域的選擇

方面更加多元及寬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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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印章



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本計畫於成立動機、目標及策略擬定皆完整可行，計畫成型將
有助於學術資源的整合及增加促成跨領域之研究合作，學生在
精進學術能力之選擇性及研究視野亦更為寬闊，各支持新增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電資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
與工學院「材料工程研究所」。 

總分 

88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2017年  0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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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電資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與工學院「材料

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 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 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 分） 

本計畫由已成立運作的大學部學士學程整併原光電所與材料所，成為含

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此項目標明確，以因

應少子化、對岸崛起威脅、經濟挑戰、與網路興起…等各項衝擊，有計

畫執行的必要與時效性。 

19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 分） 

整併之後師資可達 18 人，均有多年教授課程的經驗，可以充分支援大學

部與研究所專業必修與選修教學的各項課程。 
18 

3 
課程規劃 

（20 分） 

原有光電領域與材料領域的基礎課程差異大，所以要整併於一個系的架

構之下原屬不易，其一、課程應以本系所訂定的三項發展重點(綠色光電

科技、奈米及介面材料科技、與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為出發點，設計要

培養出人才所需的基礎課程，其二、宜考慮與國內研究型大學與技職體

系學院之間的差異，凸顯本系發展的特色所在。 

17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 分） 

原有光電所與材料所均已建置有相關規模的研究設備，未來應補強並著

重於大學部必修實驗課程的設計、設備和所需的專業助教支援。而空間

的配置會在之後電資大樓完工後應有更為完整的運用。 

9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 分） 

原有光電所與材料所均有些研究主題與宏觀的海洋特色發展有關，未來

更應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計畫與課程，以強調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發展

的特色。 

9 

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 分） 

集中資源與聚焦發展是因應少子化、與各項經濟、社會環境劇變等多項

挑戰的策略。 
9 

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 分） 

本系可以培養光電與材料科技方面的人才，於本系攻讀研究所或於國內

外學術研究單位繼續深造。目前國內科技產業對於具備基礎光電與材料

科技知識背景人才仍有大量的需求，亦可於國內外科技產業就業市場發

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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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1. 整併與聚焦發展是必須推動的策略，若無所作為，幾年後研
究所將面臨招收不到學生的挑戰，故予以強力推薦此計畫
案。 

2. 在系的未來發展上，一定要考慮到與國內研究型大學與技職
體系學院之間的差異，凸顯本系發展的特色所在。 

3. 未來在課程的設計上宜考慮到最具光電與材料科技領域與
凸顯貴系特色的最基礎學科，畢竟深厚的基礎是未來從事高
階與應用研究的最根本所在。 

總分 

90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2017 年 04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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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案名 
新增「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電資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與工學院「材料

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說明：1、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審查

分數平均在 80 分以上（含）者為推薦；70 分以上（含）者為有條件推薦；70 分以下者不予推薦。

有條件推薦案，申設單位應依審查意見建議之應加強改進之重點，研擬具體改善說明或方案，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2、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例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內容勿少於 100 字為原則。 

3、本表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評分項目（分數） 審 查 意 見 得分 

1 
目標與特色 

（20 分） 

此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之發展計畫，其目的相當清楚，且具有特色。是

相當符合未來國家發展，及人才需求之趨勢。 
19 

2 

師資現況與 

規劃 

（20 分） 

此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所規劃之師資，是結合目前光電所與材料所之相

當優秀之師資。其結合將成為相當具有特色，且有競爭力之師資。且師

資之平均年齡低，有活力。 

18 

3 
課程規劃 

（20 分） 

其課程規劃相當具有前瞻性，可培養未來跨領域在光電與材料相關人

才。特別是此兩領域之基礎課程有許多共通點，更能發揮未來合併後之

成效。 

19 

4 

圖書、儀器設 

備、空間之規劃 

（10 分） 

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規劃都已相當完備。 9 

5 

與學校整體 

發展之關係 

（10 分） 

海洋大學具有海洋相關領域發展之特色，此兩領域之結合，更有機會發

展出與海洋相關之新研究方向。此外因應少子化之需求，此合併有助於

資源整合，對未來學校發展有其正面之效果。且此領域具有前瞻性，對

學校整體未來發展，有相當不錯之幫助。 

10 

6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10 分）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是未來國家在能源相關領域相當重要之科系。亦相

當符合世界之潮流趨勢。 
10 

7 

國家社會人 

力需求（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0 分）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所培養之人才，在跨領域之光電、材料、能源、生

醫等都是國家未來相當重要之領域。未來學生就業將有相當不錯的出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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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或建
議應加強改進
之重點 

此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之成立，其目標相當清楚，且具有特色。是相當

符合未來國家發展趨勢，所需之人才需求。此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所規

劃之師資，是結合目前光電所與材料所之相當優秀之師資。成為相當具

有特色，且有競爭力之師資。其整體之資源整合，相當符合目前國內外

發展之趨勢。將對未來之發展具有相當正面之綜效。 

總分 

94 

其他意見： 

 

 請審查專家就下列事項提供寶貴資料或意見，俾助於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審議工作。 

謝謝您的幫忙。 

 

一、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計畫案比較下，其位階

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二、 在您的審查經驗中，本計畫案的整體規劃與其他曾審查過的相似專業領域計畫案比

較下，其位階是在前百分比多少？（請在下圖中用×註記） 

 

          

          

1％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以下 

 

 

 

 

 

 

 

 

 

審查人簽名：             106 年 04月 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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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調整系所班

組計畫書 

 

 

 

 

 

 

調整申請案名： 

    新增「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電資學院「光電

科學研究所」與工學院「材料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

與材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申請學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 

  

【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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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理由 

一、申請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之背景說明 

本校工學院材料工程研究所(簡稱材料所)與電資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光電所)分別

成立於 民國 82 年與 86 年。成立以來，皆已達 20 年的歷史，兩所在研究發展上一直都

有優秀的表現。過去，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在國科會計畫與學術論文發表上，皆不落人

後。過去三年為例，光電所每人每年平均發表 SCI 論文數達 2.75 篇/(人年)，主持科技部

專題計畫達 110 萬/(人年)的基礎；材料所每人每年平均發表 SCI 論文數達 3.6 篇/(人年)，

主持科技部計畫亦達 113 萬(人/年)。此外，此兩所均已成立博士班，培育出不少優秀人

才。2003 年起，光電所更合聘胡宇光、魏培坤等多位中研院學者，合作招收研究生，使

研究領域與合作範圍擴大，也讓學生有更寬的研究視野；材料所歷來也合聘或兼任多位

業界相關教師，讓學生可對業界有更多的認識。  

103 年初，光電所與材料所進一步地合作申請成立了「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經教育部於 103/10/27 台教高(四)字第 1030150296 號核准，於 104/3/9 正式掛牌成立，

已屆滿兩年。該學程隸屬電資學院，每年招收 30 位學生，授予工學士。目前，該學程由

於有良好充分的師資、經費支援與豐富的儀器設備，運作十分良好，至今年八月，所招

學生將達三個年級。 

考慮諸多憂慮與危機，整合光電所與材料所實質成立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含

學士、碩士、博士班)」，以替代原有「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學系通過後配合

停招)，已迫在眉睫。茲說明如下： 

1.憂慮與危機 

近年來，由於少子化問題、對岸高科技產業的崛起與全球經濟衰退等影響，我們若

僅以現狀自滿而不思變革，或終將因機構鬆散、體質不堅而難以發展；最嚴重的狀況是

無法永續經營---如此等同讓納稅人二十多年來所繳的稅付諸流水，前輩篳路藍縷創下的

基業，前功盡棄。大而言之，甚至有影響國家安全之虞。以下我們且說明我們擔憂的原

因。 

(1)少子化問題 

古諺云:「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在在說明了我們的擔憂。眾所周知的少子化

的浪潮，已在 105 年對大學部招生做第一波攻擊，如圖一的少子化衝擊分析所示。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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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將在四年大學畢業後，進而影響到 109 年研究所的招生。緩衝兩年後，少子化的大

海嘯真正來臨，而且將在 10 年內快速滑落，使招生人數到 107 年減少到剩下 60%。這一

波少子化海嘯對獨立所的衝擊將比對大學部還嚴重。因為獨立所以研究為目標，若沒學

生，則科學研究難以為繼，過往研究所累積的儀器與經驗一旦無法有效傳承，將功虧一

簣。 

過去，我們研究所訓練出來的碩士班學生，或許進來時不見得是頂尖的學生，但精

實的碩士研究訓練畢業後，大多可以成為高科技企業需要的中堅人才。但在少子化浪潮

下，即便再兢兢業業耕耘研究所，但相對地念研究所的人卻變少了，招生不足下，沒有

未來擔任中流砥柱的工程師，台灣高科技產業只能日漸凋零，豈有未來? 

 

 

 

(2)對岸崛起威脅 

以相同的觀點來看對岸，由於警覺到未來經濟長期發展下可能會有勞力不足問題，

中共 2015 年起出人意表地開放了執行長達三十五年的一胎化政策。原本就有著充足的人

力資源，配合未來人口政策調整，我們看到對岸不只商業規模突飛猛進，經濟以每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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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出生人口對應到其升大學與碩士的時間點分析。大學招生將在 105年遇

到第一次衝擊，緩和兩年後，持續向下滑落到至 105年人數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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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速率成長，高教研究也日益興盛，高級人才不僅在內地積極培育，還擴及海外---根

據統計，2016~2016 年間，大陸學生留美人數已達 32 萬人1；相對於台灣留美人口，從三

十年前的五萬人2，近年連年降低，到近年的(2014)的 2.1 萬人3。由於美國是高科技的尖

端國家，留美人數遽減的隱含代表了未來尖端科技引入的潛在動能降低。與對岸對比之

下，我國科技業發展前景著實令人憂慮。 

更重要的「現在進行式」是在高科技產業上，由於對岸市場規模龐大，研發人才多、

產地與市場近，使得運輸與研發成本降低，對距離最近的台灣產生了強大的磁吸效應。

初期，台灣各大公司紛紛進入大陸設廠耕耘，後期，更吸引了國際一流廠商進駐。逐步

地技術學習，對岸所謂山寨廠商已漸成具有品牌的一方之霸，其中小型廠商也技術日趨

成熟，形成中下游連結密切的所謂「紅色供應鏈」；甚者，其上游品牌漸成氣候，能掌握

中下游訂單。見諸2008全球金融海嘯後，我國受創嚴重的四大慘業(DRAM、面板、LED、

太陽能)被對岸扶植廠商殺價競爭甚至收購，高科技業如 IC 設計、半導體、電池模組、

觸控面板等也漸受威脅，我國面臨湖色殺戮危機4，並非危言聳聽。 

新生家長便曾問道：「若台灣的高科技業都被對岸取代，那就讀貴學程或研究所以

後的前途在哪裡?」無怪乎許多大學生即使念相關科系，也寧可去做餐飲與服務業，只圖

有工作先搶先贏，不敢投資自己去念研究所，怕出來找不到工作。但如此一來，我國科

技業後繼無人，未來發展恐更雪上加霜? 

(3)全球經濟衰退 

再者，近年來對岸經濟與國力崛起，反觀西方世界，則是一片經濟衰退。美國作為

全球最大經濟體，2007 年爆發次級房貸風暴後，2008 年該風暴更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導致所謂金融海嘯5。2010 其平均失業率一度達到 10%。多次運用量化寬鬆(等同間接大

量印製鈔票)政策救市後6，美國經濟發展目前更因為政權輪替，充滿不確定性。 

                                                 
1
 參考美國續航教育網頁," 美国留学人数首破百万，中国学生占几何？", 

http://www.forwardpathway.com  
2
 參考新新聞 2016 年, "【顧爾德專欄】台灣年輕人不是偏安的魯蛇",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60224151430EZM  
3
 簡立欣, 中時電子報 2015 年," 我留學人數回升 創 5 年來新高",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0000763-260301  
4
 謝金河, 蘋果日報 2015 年, "謝金河：小心！紅色殺戮全面襲來",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516/611074/  
5
 楊少強, 商業週刊 1087 期(2008)," 雷曼兄弟破產啟示錄-金融海嘯", 

http://archive.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Index?StrId=34382   
6
 參考理財網, "量化寬鬆(QE)",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630183bd-d8e1-43e8-9b1f-cc072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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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也不平靜，2010 年起，歐盟中的希臘破產問題，失業率達 25%(2015 年7
)，幾

乎拖垮了歐盟，且問題還在持續發展中。不只如此，所謂「歐豬五國」的葡萄牙（Portugal）、

義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西班牙（Spain）也是經濟岌岌可危。

更何況，這一兩年來，敘利亞內戰產生大量難民遷歐與連連的恐怖攻擊對歐洲經濟發展

增加了產生許多的風險。 

我國經濟一直是以出口導向，當全球經濟不景氣時，自然出口受到影響。雖過去幾

年，曾靠著強化與大陸的貿易、觀光等連動，而暫免於受金融海嘯吞沒。但是，如圖二，

台灣出口對大陸的依賴日深，中國與香港加總起來的出口比重高達 40%。若兩岸關係一

有變化，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人，威脅國家安全。然而，全球經濟疲軟需求不振，若發展

強勁的對岸又不能過度依賴，我國科技公司又該如何因應?且讓我們先撇開這個政府應該

思考的問題，現階段我們教育單位該思考的是，在此環境下，我國的科技產業未來將需

要什麼樣人才，才能永續發展甚或有機會與對岸競爭? 

 

 

                                                                                                                                                           
0e61  
7
 Liz Alderman,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 年,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50629/c29greekdebt-explainer/zh-hant/  

242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630183bd-d8e1-43e8-9b1f-cc0724ac0e61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50629/c29greekdebt-explainer/zh-hant/


7 

 

 

(4)網路興起的衝擊 

除了以上諸多因素之外，有一個趨勢，正如寧靜革命般席捲全球---那就是高速網路

所帶來的知識普及化，正改變著我們的教育環境與學習型態 

網路的影響力也早已進入教育現場。學生不必進圖書館就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不同的

開放課程影片，輕易地搜尋到要報告的內容、圖片、書籍、論文、照片、影片、甚至講

義、解答、課本。然而，這卻是一刀兩刃，有些積極主動的學生固然運用網路知識學得

津津有味；但大多數的人卻非如此---他們會想，如果知識都可以輕易取的，那為何要學

習、背誦、記憶那些課本上的東西?為何要進入教室聽相對或許較無趣的老師的講課?網

上都有解答、影視教學，何須上課、練習作業?他們進而失去學習動機，想說知識要用時

再找，現在還不如去打網路遊戲來得有趣。 

其結果就是，不少學生晚上熬夜忙於網路遊戲攻城掠地而鬥志高昂，偶而來上課卻

無精打采，沒有反應，授課老師也充滿無力感。要如何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力，是

未來科技教育必須嚴肅面對的議題。 

圖二、我國主要出口地區比重變化。(參考自北美智財報網頁, "  

警訊！台灣已經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15

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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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須合併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的理由 

面對前述的諸多衝擊，我們不僅應該要設法求取研究單位的永續經營，也得調整人

才培育的方向，以培育出更有創意與活力的跨領域競爭型人才。 

我們探究背後種種原因之後發現，申請整併電資學院「光電所」與工學院「材料所」，

實質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以替代原本「光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以強化大

學部與研究所相關的連結與互動，正是合適的解決方案。以下我們分述其理由如下： 

(1)「少子化」洶湧浪潮下，必須整合建立資源共享的學系 

對本校而言，少子化對獨立研究所的衝擊，遠大於大學部。因為大學部入學採全國

聯招，頂多招生素質降低，但獨立所招生是各校自辦，萬一招生不足，卻可能使研究人

力中斷，進而無以為繼。「材料所」、「光電所」、「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三單位，

分開來看，各自有各自的弱點：少子化衝擊下，兩個獨立所面臨可能會遇到招生不足的

問題；但沒有實質師資聘任的學程，學生有強烈不確定感，相對於正常的學系，在招生

上相對比較弱勢。三個單位合併之後，就有如三支筷子，結合再一起，便可以展現強大

的韌性，抵擋住「少子化」的衝擊。 

因此，整併電資學院「光電所」與工學院「材料所」，結合成一個系所合一的「光

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以替代原有的學程，不僅可以讓大學部學生對本系的未來有確定與

歸屬感，也可以利用五年一貫、直升等措施吸引大學部報考自己系上的研究所。退一萬

步言，即便研究所招生嚴重不足，只要有夠積極的大學部學生願意做專題，研究設備、

經驗仍然可以延續。整合之後，更可以資源共享，擴大合作，有助未來研究發展。 

(2)對岸崛起威脅下，更須培育視野寬闊的研究人才 

對岸的經濟崛起，是不爭的事實。水漲船高，位於周邊的台灣把握機會賺出口財

富，本是商業的本質，無可置喙.。對岸崛起，且對台灣有潛在威脅性這件事，其實不能

單純地用「你死我活」的觀念來面對。視野寬闊長遠的人，便會先利用對岸經濟崛起壯

大自己，等到威脅出現前，便已經有足夠本錢，也有足夠實力另走他路；但視野短窄的

思維，往往不是如此，因此，不僅錯失機會壯大，等威脅出現時，體質不強只能被迫奄

奄一息。對岸崛起從積極面來看，反而是提供了潛在威脅出現前的準備機會。現階段，

兩岸經貿發展趨勢不明，台灣比較需要的反倒是威脅出現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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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如此，個別產業也有興衰。有遠見地運用良好的策略、研發、管理，抓

住機會發展，才是生存之道。舉一例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我國科技業首當其

衝的「四大慘業」：「發光二極體」、「顯示器」、「太陽能」、「記憶體」，其中光電領域便

占了三項。但經過七、八年的研發、管理、淘汰與競爭，目前四大產業都已經陸續轉虧

為盈8。根據 2017 年 1 月 25 日媒體披露的銀行內部徵信資料顯示，目前景氣已經輪轉，

現在的「新四大慘業」，反倒是「觀光」、「不動產」…等傳統產業。以友達與群創等指

標顯示器廠為例，2008 年後，因為研發、管理、市場策略調整得當，到 2013 年起連三

年獲利，不僅打消許多折舊費用，陸續將完成折舊攤提，也使生產成本逐年降低，讓未

來競爭力提升。對岸即便 2009 年後新蓋的液晶廠，由於建廠設備費用高，生產成本還

包括每年不少折舊攤提費用(以 20 年估計，恐須攤提至 2029 年後)。因此，台灣技術必

須能保持領先，眼光策略也得足夠深遠，以掌握未來需求脈動，才可維持一定的競爭優

勢。人才是技術與策略研發的根基。具有研發創意與寬闊視野的學生，正是高科技業維

持競爭力所需要的人才。 

對我們而言，合併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系」即是提升人才競爭力的重要做法。

光電與材料在許多基礎上，如晶體結構、固態物理、製程技術等原本就有重疊性，但各

自又有其獨特的領域。兩者的結合，在橫向來看，不僅擴大了人才的視野、強化了人才

跨領域的學習，也讓人才選擇機會增高，能適得其所地訓練；從縱向來看，兩研究所與

大學部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的結合，則提供深化人才專精的訓練的機會，

使大學生不僅只是學習書本上的知識，還能運用研究所的相關設備，研究有興趣的專題，

進而發展成為一個有研究實力與經驗的學生，最終便能培育出具有研究思考能力視野寬

闊的創意人才。未來，學生若進研究所，對研發能力的提升更有幫助；若進入職場，也

能協助強化公司的研發體質。 

民國七十年初，因為每年大學入學學生數達四十萬人之多，系所分工精細的教育

型態，總能產生一些優秀的學生引導科技研發。然則當少子化來臨，每年學生數減至只

剩不到二十萬人，設若以同樣的教育型態來教學，可能培育出的優秀人才若依比例將減

半，將不足以支撐現在的產業規模。產生創意的最基本方法，就是跨領域的思維。因此，

在提供多元刺激、跨領域學習與思考上，跨領域較寬廣的科系型態，反而可能會比以往

精細分工的科系的教育型態，更具優勢。 

當師資多元、選擇變多、領域變廣、專業深化、研發思考能力強化之時，配合多

元的課程與策略，學生的視野也會更加寬闊，刺激更多可能的研究創意與學習動機，成

                                                 
8
 邱怡萱,中時電子報(2017/1/25), "風水輪流轉！銀行點名新 4 大「慘」業",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125002202-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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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具競爭力的研究專業人才。因此，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系，正符合以上所述的關鍵

---有足夠優秀視野寬闊的研發人才，面對任何挑戰與困難，問題便已解決了大半。 

(3)全球經濟的衰退，更需組成靈活的研究教學團隊 

一直以來，全球經濟的興、衰，不僅有著時間與地區的變動性，也有題材上的差別。

以我國出口最大比例的電子科技產品來看，雖然過去在顯示器、記憶體等產業有衰退跡

象，但半導體代工、光學設計與手機製造卻仍十分熱絡。著眼未來，可以預期熱門的電

子產品也不少：虛擬(擴增)實境、有機發光顯示器、光固化 3d 列印、自動駕駛(自動安全

偵測)、四軸飛行器應用、立體掃描、人工智慧應用、智慧家庭產品、快速醫療感測、新

型電池技術、影像伺服控制等。 

聰明的商人不怕經濟衰退，只怕經濟回春時卻抓不到新機會；故而，經濟不景氣時，

會更注重研發，尋找好的議題投入。不同領域的靈活結合，有助於腦力激盪出新的創意

思維。因此，光電與材料兩所的結合，不僅能增加教師間的互動與合作，較大的團隊也

有利因應時代變化，快速找到研發的切入點。以研發來帶動大學部專題研究教學，更可

以讓大學生預先熟悉未來可能的產業技術，以便未來經濟回溫時，能迅速地切入。 

我們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整合光電所與材料所資源，以替代原本大學部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正可以快速組成一個靈活的研究教學團隊，針對先進

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研究議題快速開拓；進一步，也能提供本校海洋研究更多面相的光

電與材料相關支援與合作。事實上，光電與材料兩所的師資不僅研究做得很好，專長也

涵蓋非常廣，也使得教師間的互補、合作性提高。過去以來，各教師也都很能掌握議題

的脈動。 

教師能掌握好的議題發展，配合學生的專題研究學習，便可讓學生學習甚或參與最

新的科技發展。因為大學生沒有碩士論文畢業壓力，因此指導老師可以秉持本校海洋冒

險精神，大膽地探索新的研究題目。這些學生將有機會能開發出「新藍海」或「新大陸」

---他們就會是阻止經濟衰退，最需要的開拓人才。 

(4)網路興起衝擊，須強化手腦並用的實驗或專題學習  

網路的興盛會造就兩種學生：成功學習者視網路為利器，乘風破浪，找到機會讓自

己更上層樓，引領風潮；平庸學習者視知識為廉價，失去學習好奇與動力，沉迷於聲光

刺激線上遊戲的無限輪迴。其實，後者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分析線上遊戲之所以讓人無法自拔的地方，就是它有即時的正向回饋，不斷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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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我們的感官，因此引人一步一步踏入深淵。相反地，正規的上課學習，卻多是單向

或很少的溝通，測驗或作業都不夠即時，多只有視覺與聽覺刺激，反饋也多不能刺激出

正向循環，結果是，一旦課程跟不上，後面便越聽越不懂，即便有網路資源可以自修，

大多同學仍然選擇放棄課程。 

取法於網路遊戲，好的教育方式與環境，回饋與正向刺激應該越多且越即時最好。

教學方式與技巧的改進當然是一個途徑。但是體制上，配合少子化來臨後，大學部教育

未來將類似於研究所的師徒制，配合有興趣的專題學習或實習反而應是最好的教育型式。

師徒式的教學，有強烈的且即時的回饋。我們所成立的大學部，因為每班人數只有 30 人，

因此，可以有類似的效果。進一步地，我們也將運用「專題研究」，讓同學進入實驗室，

直接在指導老師協助下完成專題，便可讓學生提早接受研究實驗與訓練，刺激同學手腦

並用，來解決問題。此外，若能配合導師的鼓勵或比賽的獎勵而得到正向刺激，便可讓

學生得到足夠、多元的刺激與正向循環，繼而能「沉迷」於研究之中。除此之外，安排

足夠的實驗、動手做的課程，也是提供學生手腦並用刺激的好方式。我們在大學部諸多

課程中，除基本的普物、普化實驗外，還安排程式設計、應用電子實驗、光電材料實驗、

光學系統設計等需要上機或實作的課程，正是有此用意。 

因此，合併光電與材料兩獨立所，並成立系所合一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可以

進一步把研究所的資源進一步更下放到大學部，配合專題研究或實習實驗的設計，指導

老師與研究生便可以很近距離地、即時回饋地指導、協助大學部同學精準地修習、研讀、

搜尋有幫助的課程或網路資訊，快速地進入研究領域。從此看來，大學部的總學分數可

以不用非常多，但老師必須有指導學生的能力---這正好是光電所與材料所的強項---過去

二十餘年，我們已經累積許多指導碩士的經驗，用之於指導大學生做專題研究，可說如

魚得水。同學們有了動手活用知識的機會，在聽說讀寫與手腦並用中，不斷地被刺激，

在學習上會更有方向感與自信，不會陷入不知為何而學的困境。進而，有研究興趣的學

生若能進入研究所繼續就讀，也可很快進入狀況，讓學習研究有連貫性，也使學生學習

研究能更深入。通常，知道自己為何要學習之後，同學才會知道時間的寶貴，相對就比

較不會沉溺於網路遊戲之中。 

二、申請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的策略性優勢 

以上的成立理由的說明，我們可以簡單地用一個策略概念圖來表示。如圖三所示，

原本三個單位，個別面對前述四大衝擊，恐無招架之力。形成相互融合的單位，亦即合

併成一個堅實且有博、碩士班的學系後，就已先打下穩固不倒的根基。接下來，如前述，

我們針對這四大衝擊，擬出對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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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子化浪潮」「資源共享、博、碩士與大學部整合」 

2.「對岸崛起威脅」「培育視野寬闊的研究人才」 

3.「全球經濟衰退」「組成跨領域靈活研究教學團隊」 

4.「網路興起衝擊」「強化手腦並用的實驗或專題學習」 

這四個策略形成骨幹，如圖中所示，各自有對應的相關課程作為泥水，建構出堅實

的「擋土牆」，擋住衝擊，以維護所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的永續經營。 

 

 

新成立的系所合一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在招生上大學部將不分組，但研究所則

以考試分組，運作上與原先兩個獨立所並無太大差別。其優勢在於，原本學程成了學系，

學生有了歸屬感，而研究所因為有自己所培育的學生，而有了穩固的根。在策略上，可

運用本校現有的獎學金、五年一貫學碩士修習辦法等方式，更有機會為本校留下優秀的

人才，讓教學研究有延續性。相對的，本「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畢業的學生若素質很

高，進一步至外校進修碩士，也能有較佳的表現，此亦是國家社會之福。 

另外，以光電與材料跨領域結合成立大學部，過去已有諸多成功案例，例如中山大

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與暨南大學「應用材料與光電工程學系」。本校 104 年成立的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也是一例。該學程過去兩年在光電所與材料所支援下，

不僅招到優秀的學生，兩所之間也越加融洽，終於達成合併共識，殊為難得。更難得的

是，兩所合併後，不僅可以省掉一個主管加給(所長)(每年約三十多萬)；依據本校校務基

金分配系所運作經費的相關辦法，由兩所一學程(三個獨立單位)變成一系(含大學部與碩

士班，計兩單位)也將省掉一個單位的分配經費，約計每年三、四十萬元。所有參與的兩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光電所
(碩士班光電組)

材料所
(碩士班材料組)

博士班

少子化浪潮

全球經濟衰退

對岸崛起威脅

網路興起衝擊

團結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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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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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成立「光電與材料學系」，並併「光電所」與「材料所」，以替代原本「光電與材

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的規劃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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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老師都知道這種情況，但仍強烈地支持合併，其原因除了危機意識與合作共享的想法

之外，兩所老師多年來爭取研究計畫補助的實力，也形成一股強力的後盾。 

 

貳、「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設立目標 

因應產業快速變動以及下一代人才所將面臨諸多險峻挑戰，「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將以「培育具備實務專業能力、基本研究素養、寬闊研究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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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圖三的策略概念圖，配合未來產業與國家人才需求訂定。 

 

二、發展策略 

為了達成「培育具備實務專業能力、基本研究素養、寬闊研究視野、創新及跨領域

思維的光電與材料科技人才」目標，培育國家社會與產業所需科技人才，本「光電與材

料科技學系」擬定發展策略如下： 

1.大學部規劃多樣化的實驗、操作與實務課程，培育專業實務能力 

由於網路的興盛，知識取得相對容易，傳統的聽講課程已漸難吸引那些容易沉迷網

路遊戲的學生。因此，從大一起，我們的課程便不斷規劃許多需要動手做、實驗與實務

的課程，例如大一基本的普物、普化實驗；大一下的「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大二的

應用電子學實驗(一學期必修，一學期選修)，便涵蓋基礎電子元件到 Arduino 的設計；大

二下開始兩學期必修的「光電與材料實驗(一)(二)」，第一學期學習基本的光電相關基礎實

驗，第二學期則開始進入不同實驗室學習較難與較貴重的光電、材料專業實驗，作為未

來進入實驗室做專題的準備。此外，大三上的「光電系統設計」，我們已經採購 20 套裝

專業軟體 TracePro，以支援未來上課。此外，高年級還有「晶體結構與 X 光繞射」、「電

子顯微鏡」、「專題研究」等選修專業實務課程。 

如此的設計，便是希望學生不僅能走出網路世界，還能與老師、助教面對面地互動

學習，以培育出學生的實務專業能力與興趣。 

2.強化專題研究，加強系所連貫學習，培育基本研究素養 

有了前述的實驗、操作實務能力後，我們所設立的「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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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設計有一學期必修的「專題研究(一)」 (其餘學期為選修)的課程，以讓學生早點接觸

實驗室相關學習，指導老師可輔導其選修適當課程，讓學生對未來較有方向感；進而，

有研究興趣的學生若能進入本校研究所繼續就讀，也可很快進入狀況，讓學習研究有連

貫性，也使學生學習研究能更深入。我們希望以「專題研究」課程培育其基本研究素養，

甚而協助其以甄試方式進入研究所就讀，以便將準備考試花費的時間與精神，應用於所

感興趣題目的研究與探索。其若果能進入碩士進修，則能很快進入研究領域，若不繼續

深造，也希望他能帶著研究精神進入職場，為企業做出一番貢獻。 

 

3.運用科技英文報告與專題相關課程，培育寬闊的研究視野 

大學部三年級下學期時，我們還設計有「科技英文報告」(必選 11 學分中的一門課)，

本門課主要是教學生如何尋找、閱讀有興趣的主題，並練習以全英文的方式來報告。由

於每位同學在同一學期已有必修「專題研究(一)」課，因此都會有指導老師，此時，該指

導老師便可以協助同學挑選適當的題目作為科技英文報告。不同領域的報告交流，不僅

刺激訓練英文報告能力，還可擴大研究視野。「專題討論」與「專題研究」課程也有類似

功能：「專題討論」中會邀請不同的學者、業界教師來演講，可增長見識；「專題研究」

則是讓學生進入不同實驗室學習，能學以致用---我們希望「專題研究」課程在期末時，

可以幫學生舉辦類似會議的競賽活動，讓同學報告所學所見，請老師評分，也能訓練同

學如何辦一個成功的科學會議。如此，至少在大學中，同學們會有一次全英語報告、一

次研究報告、與一次辦會議的經歷。這對同學不僅在擴大研究視野上有助益，也有助增

強其未來進入國際公司或業界時的競爭力。 

 

4. 組成跨領域靈活研究教學團隊培育具備創新及跨領域思維的人才 

大學部以教學為主，研究所的訓練當然以研究為主---這便與教師息息相關。過去光

電所與材料所雖然各自在其研究領域有很好的表現，但鮮少機會合作。104 年成立「光電

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之後，因為開會與課程支援接觸漸多，教師間的交流認識也

變多，漸漸有許多儀器交流合作。未來在同一個學系內時，其接觸更頻繁，必定能有更

多腦力激盪的機會；此外，教師人數較多時，退休更替的頻率也會較高，這可幫助學系

發展時，不斷尋找到具有最新研究主題專業的師資，注入新血，有助於組成一個靈活的

研究、教學團隊，以培育具備創新及跨領域思維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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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重點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主要是整合光電

所與材料所現有師資成立，其發展重點，也是

整合光電所與材料所現有發展重點為主---而此

發展重點，也是沿用過去「光電與材料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的發展重點。基於光電與材料科

技的跨領域與快速變動特性，我們現階段發展

重點將放在「綠色光電科技」、「奈米及介面材

料科技」與「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等三大領

域，如圖四所示。相關重點未來並將採滾動式

檢討，以因應產業變動需求。因此，我們的教

學研究團隊，也是跨越光電、材料、物理、化

學、生醫、電子、電機領域的靈活有機體，可

因應各種新興議題而快速切入合作、解決問題。 

此特色與一般「研發聚落式分布」學系比較起來，有許多優點。其一，分散式聘請

不同領域師資，避免產業變動影響(如光通訊與顯示器產業起落即為一例)；其二，師資領

域分散合作研發容易，較不會有惡性競爭；其三、學生接受跨領域師資薰陶，具跨領域

思維；最後，各式光電材料專長人才可容易與本校海洋相關領域合作，開創出新的研究

議題。 

以下僅就「綠色光電科技」、「奈米及介面材料科技」與「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三

大發展重點加以闡述： 

1.綠色光電科技 

所謂綠色光電科技，跨越環保、節能、能源，是未來五十年重大的研究議題。現階

段，我國在太陽能光電以及 LED 照明產業，已是世界主要的生產國。本校光電所目前在

此兩方面皆有相關的研究進行，也有相關的師資(黃智賢、林泰源、洪文誼等，參考後附

「師資現況及擬聘師資規劃」)。光電所更已自行建立有本校第一座標準太陽能電池特性

量測系統與頻譜響應量測系統，並開發出綠色無毒高效率矽晶太陽能電池製程技術9。 

                                                 
9
 Jih-Shang Hwang*, Chien-Yi Wu, Ya-Hsien Tai, Peng Tseng, Surojit Chattopadhyay, 

Yen-Chieh Chiu, Shi-Wei Chen, "Making silicon solar cells in a green, low hazardous, and 

inexpensive way", RSC Advances 5, 9425- 9431 (2015/1).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綠色光電科技奈米及介面材料科技

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

圖四、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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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校材料所過去在防腐蝕、微結構分析、特殊焊接技術(開物老師、黃

榮潭、蔡履文老師)與尖端材料開發研究上(李丕耀、梁元彰、陳永逸老師)，已累積了雄

厚的基礎。綠色能源科技中，如太陽能、海洋能發電、風力、水力、地熱發電等，無不

是希望在嚴苛的環境中，建立穩定的發電裝置(如洋流、離岸、地熱、水力等發電)，因此，

材料所過去此方面的研究優勢在綠色光電科技上，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本學系

為平台，由材料所與光電所聯手研究，配合材料所現有兩台掃描電子顯微鏡(SEM)、一台

穿隧電子顯微鏡(TEM)、X光繞射儀，以及光電所有諸多光電製程量測研究設備，我們相

信，本學系成立後，兩所相關教師不僅將可組成一個研究能量強大的綠色光電材料研發

團隊，進行研究教學；配合本校深厚的海洋特色氛圍，此團隊未來也有機會擴大邀請相

關校內師資，以光電材料為基礎，強化對海洋資源研究開發與人才培育。 

 

2.奈米及介面材料科技 

奈米與介面材料科技是一個範圍廣大卻很熱門的研究領域。 

過去，本校材料所在奈米與薄膜材料合成與檢測，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可直接與光

電所相關奈米光電研究師資合作。此外，介面科技研究也是一門可深耕特色又有挑戰性

的領域，過去，材料所在腐蝕防護、焊接加工、粉末冶金、金屬熱處理、表面改質上有

許多深入的探索，累積了許多異質或同質介面處理研究經驗---其中，許多研究成果與海

洋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另外，微觀領域上，材料所近年陸續加入的梁元彰、陳永逸、

黃榮潭老師，更把研究領域延伸到先進功能陶瓷、薄膜工程與奈米技術。 

光電所過去如江海邦、林泰源、黃智賢、洪文誼老師也分別曾投入研究表面電漿共

振、複合物界面材料中光電特性、電化學產氫技術(半導體液體介面)、及有機發光材料接

面(有機材料介面)研究---這些都與奈米與介面材料科技息息相關。 

我們相信本學系成立後，兩所師資互動必然因學生穿梭合作而增加，可望能對奈米

與介面材料科技有全面性了解，激盪出更多創意的火花。 

 

3.新興光電與材料科技 

在設定學程重點領域時，高科技產業的變動性，是不可忽略。因此，本學系將「新

興光電與材料科技」列為研究重點，希望所建立的靈活研究團隊能針對新興光電與材料

研究議題持續追蹤發展，以避免被時代所淘汰。許多新興熱門議題雖然生命週期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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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衍生的後續影響力頗大，或許正是解決其他重大問題的關鍵。近十餘年來，在光電

與材料領域，有許多新興研究議題，例如：影像辨識與伺服控制、新型能源材料、新型

太陽能電池、新型鋰電材料、兆赫波、碳奈米管、石墨烯、各式顯示器、新穎半導體材

料(氮化鎵、氮化銦、ZnO、磁性半導體…)、光子晶體、負折射率材料、單分子拉曼檢測、

隱形斗篷、3D 顯示、3D 列印與掃描、光固化技術、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奈米材料、

白光 LED、晶體光纖、表面電漿波、有機太陽能電池、常壓電漿等，許多目前看似平凡

的主題，其實當初都是重大發現與熱門研究目標。這些發現的背後，都立基於對新興議

題的持續追蹤，並保持對議題的敏感度與創新思維。因此，本學系設定此一發展重點，

也希望能讓本學系成為靈活的研究教學團隊，而非固守單一領域。 

事實上，過去幾年，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對新興光電與材料議題掌握度還算不錯。

例如奈米熱電材料(李丕耀老師)、氣體感測材料(梁元璋)、兆赫波研究(蔡宗儒老師)、晶

體光纖(羅家堯老師)、新型有機發光二極體(洪文誼)、雷射與光學系統設計(梁興馳老師)、

石墨烯應用(蔡宗惠老師)、大氣電漿技術(黃智賢、陳永逸老師)等。相關資料請參考「師

資規劃」中各教師專長。 

 

 

參、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課程

規劃 

一、課程架構 

本學系包含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

分述如下： 

1.學系大學部 

由於本案申請學系之大學部將替代原

先「光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因此，學系

的課程架構將以沿用該學程的架構為主。其

中的課程規劃係遵照本校課程標準，配合學

系發展目標、策略與重點，並結合科技產業

與國家社會未來之人力需求訂定。 

如圖五所示的課程架構，並參考此節

碩士班
光電組
專業課程
30學分

碩士班
材料組

專業課程
30學分

博士班
專業課程
28學分

共同教育課程 28學分

專業必修課程63學分

專業必選課程11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43學分

大學部畢業最低學分28+63+43=134學分

專題
研究

光電
與材料
實驗

科技
英文
報告

專題
討論

圖五、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的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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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修科目表」，本學系大學部課程包含校訂共同及通識科目共 28 學分，專業必修基

礎科目共63學分，其餘須選修本系或其他相關選修科目至少43學分(其中11學分為必選)，

總共須修滿 134 學分方可畢業。我們在課程規劃上，一年級課程是以共同教育及理工科

系基礎課程為主，並將「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規劃為大一課程，預計教授基本的電

腦系統、發展及程式語言，希望為未來諸多智慧型產品發展趨勢(如穿戴行智慧產品、電

動運輸載具等產業)預先打好相關基礎；二年級著重於光電與材料專業所需之基礎課程，

並開始加入兩學期的光電材料實驗課，引導學生進入教學與研究實驗室做一些基礎實驗；

三年級教學課程除專業光電與材料科目外，再加入必修「專題研究(一)」課程與「科技英

文報告」，希望學生能學好科技英文報告，並握進入實驗室研究學習的機會；四年級除選

修課程外，我們將鼓勵其在指導老師輔導下繼續選修「專題討論(二)」及研究主題相關課

程，並選修「專題討論」課程。我們希望，在指導老師協助下，經由「專題討論」與「專

題研究」後，學生畢業時除了將具備基本研究素養與相對寬闊的研究視野，也能學習到

如何找到有價值問題並解決問題。進一步地，我們也希望，所規劃眾多實驗操作課程，

能夠訓練出學生具備基本的光電量測儀器或製程設備的設計、整合、甚或製造能力。經

過四年的紮實訓練後，若學生有意願考研究所，則可配合五年一貫政策與獎學金，鼓勵

其以一年時間攻讀本系碩士班光電組或材料組深造。 

 

2.學系碩士班 

本學系碩士班招生以考試分組分為兩組，光電組、材料組，分別納入光電所與材料

所師資。目前兩所的修業規定畢業學分都是 30 學分，屆時會將兩所原來的修業規定，以

分組方式統合納入新學系的修業規定。 

3.學系博士班 

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原本即已有博士班核准設立，合併為學系之後，該博士班也將

合併為學系博士班。由於博士班人數較少，且就讀的學生許多都已經有一定的研究方向

或指導教授，因此，目前未來招生擬不分組。其畢業學分為 28 學分，與現行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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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 

下表為本學系必修科目表，主要係沿用原來「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所修

訂的科目表，並在備註部分酌加說明，以引導同學選修適當課程。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必修科目表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共 

同 

教 

育 

課 

程 

國文領域 6 3 3 
      

不同課號之課號之課程，修足學分

即可。 

大一英文 4 2 2 
      

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

課程須知」中，英文學分抵免規定： 

(1)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得抵

免大一英文上學期二學分。 

(2)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通過，得抵

免大一英文上、下學期各二學分，

共四學分。 

(3)全民英檢高級初試通過，得抵免

大一英文四學分及進階英文二學

分。 

(4)教育部核定相當等級英文測驗

之成績，得比照上述規定辦理。 

進階英文 2 
  

2 
      

博雅課程 16 
 

2 4 4 4 2 
  

本領域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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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子領域。各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 

104 學年度起入學生大一必修博

雅課程二學分「海洋科學概論」，各

子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共計十六

學分(大一必修 2 學分加其它 7 門

博雅課程)。 

體育課程 0 0 0 0 0 
    

須修滿四學期之零學分必修課程，

其中至少需修習游泳課程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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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於本校「學生免修游泳課程辦

法」規定者，得免修，並應另修習

一門體育課程。 

每學期體育室所開設選修課程（一

學分）學分數不列計入畢業學分內。 

服務學習-愛校服

務 
0 0 0 

       

英文畢業門檻 0 
    

0 
   

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第

三條規定：「學生於修業期間內，未

通過第二點英語能力檢核標準者，

須檢具未通過之證明，經各學系審

核登錄後，並須加修「英文精進」

課程（零學分），以替代上述英語能

力檢定測驗，成績及格者，始可畢

業」。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

小計 
28 5 7 6 4 4 2 0 0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普通物理 6 3 3 
       

普通物理實驗 2 1 1 
       

普通化學(一) 2 2 
        

普通化學實驗

(一) 
1 1 

        

微積分 6 3 3 
       

光電科技導論 3 3 
        

材料科學導論

(一) 
3 3 

        

材料科學導論

(二) 
3 

 
3 

       

計算機概論與程

式設計 
3 

 
3 

       

工程數學(一) 3 
  

3 
      

工程數學(二) 3 
   

3 
     

電磁學(一) 3 
   

3 
     

電磁學(二) 3 
    

3 
    

應用電子學(一) 3 
  

3 
      

應用電子學實驗

(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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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體結構及 X 光

繞射導論 
3 

   
3 

     

材料熱力學(一) 3 
  

3 
      

光學 3 
  

3 
     

內容包含:幾何光學與基本的波動

光學(干涉、繞射)簡介。 

光子學 3 
   

3 
    

內容包含:從波動光學進階到光子

學相關原理與應用。 

光電與材料實驗

(一) 
1 

   
1 

    
實驗 3 小時。 

光電與材料實驗

(二) 
1 

    
1 

   
實驗 3 小時。 

近代物理 3 
    

3 
    

專題研究(一) 1 
     

1 
  

本課程屬實務研究、實驗學習課程。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

小計 
63 16 13 13 13 7 1 0 0 

 

系 

訂 

專 

業 

必 

選 

修 

光學系統設計 3 
    

3 
   

至少修滿 11 學分 

電子顯微鏡概論 3 
    

3 
   

材料分析技術 3 
    

3 
   

光電子學 3 
     

3 
  

半導體製程技術 3 
     

3 
  

科技英文報告 2 
     

2 
  

必修總學分數 91 21 20 19 17 11 3 0 0 
 

選修最低學分數 43 
 

畢業最低學分數 134 
 

備註 

1. 本學系學生之選修學分數中，修讀本學系以外之課程，不得超

過 12 學分；其中電資學院或工學院以外課程，不得超過 6 學分。

惟本表備註說明 5 所列之承認課程不在此限。 

2. 「共同教育課程」、「軍訓」與「體育」的學分均不計入選修學

分。 

3. 雙主修本學系者，除依學校規定辦理外，其中 15 學分選修課程

須修滿前列「系定專業必選修」中 11 學分，其餘不足學分數，

限修讀本學系開設之專業科目。 

4. 本課程表說明如有更新、不足或牴觸，請以學系、學院及本校

所訂相關辦法為主。 

5. 除本學系所開課程外(含博、碩士班)，本學系承認以下課程為專

業選修課程，惟課名不同或非本校電資學院、工學院開設之課

程須經學系主任同意認可或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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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光電領域： 

近代光學、有機光電半導體與元件、光電電磁學、生醫光電特

論、光電半導體元件物理、幾何光學、光電子學、真空微電子

學、半導體材料元件測試、量子光學簡介、光纖通信系統、固

態元件的量子物理基礎、光電奈米製程技術、液晶導論、色彩

學、光電整合程式設計、超快雷射原理與應用、綠能光電、雷

射物理、半導體光學、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等。 

b.材料領域： 

實用電子顯微鏡、材料分析專論與應用、電子薄膜與奈米結構

材料、材料機械性質、粉末冶金、機械合金、擴散學、腐蝕專

論、X 光繞射學、高等熱力學、結構力學專論、材料之結構與特

性、高解析電子顯微學、半導體單晶生長與製造技術、材料破

壞學、銲接冶金學、非晶質材料、非平衡製程、相變態、高溫

腐蝕實作與分析、陶瓷材料、薄膜技術、材料熱力學(二)…等。 

c.跨領域 

普通化學(二)、普通化學實驗(二)、固態物理學(導論)、工程材

料智慧財產與專利搜尋、專利與科技論文寫作、光電材料、奈

米檢測技術…等。 

 

 

肆、師資規劃 

一、師資現況 

本校 104 學年度成立之大學部「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並無專任師資，其

支援師資係由本校光電所 12 位(併計 5 位普通物理教師員額)、材料所 6 位教師總計 18 人

參與組成。如今申請合併兩所並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師資原則亦由兩所目前參

與該學程教師 18 人組成。該師資員額數符合教育部對學系(含博、碩士)須達十一人以上

的要求，亦符合本校普通物理教學之需要。原有光電所與材料所兼任、合聘師資，未來

將在學系成立後，亦擬依程序繼續予以聘任，以維持多元的課程。材料所原本仍有一位

未加入學程運作教師，在學系通過成立後，將依其意願協調至所欲留任學系，並依行政

程序妥善處理。 

在助教方面，目前光電所有兩位普物實驗助教，一位行政助教；材料所有一位行政

助教。合併後也將併入學系之中，協助減輕成立大學部後逐漸增多的進階教學實驗與行

政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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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系師資名冊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開 課 名 稱 備   註 

教授 黃智賢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博士 

(1) 奈米光電材料及製

程 

(2) 半導體製程 

(3) 場發射顯示技術 

(4) 太陽能電池技術 

光電奈米製程技術、光

電整合程式設計、半導

體製程技術、光電物理

實驗專題 

光電所專任
， 

現任光電所
所長及學程
主任 

教授 周祥順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博士 (1) 理論原子物理 普通物理 光電所專任 

教授 江海邦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 

(1) 光電感測 

(2) 雷射光譜學 

(3) 應用光學 

近代光學、光電子學、

光電工程、傅式光學 光電所專任 

教授 張瑞麟 美國亞利桑那
大學物理博士 

(1) 光譜 

(2) 近場光學計算 

光電電磁學、奈米光

學、量子光學簡介、電

磁理論、應用量子力

學、奈米光電物理 

光電所專任 

教授 林泰源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博士 

(1)半導體物理實驗 

(2)發光半導體材料與元

件 

(3)奈米光電結構製作與

奈米表面檢測技術 

發光二極體與固態照

明、光電光伏材料特

論、半導體光學、光電

半導體元件物理、綠能

光電 

光電所專任 

教授 蔡宗儒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博士 

(1) 超快光學 

(2) 凝態物理 

(3) 兆赫幅射 

(4) 生物生醫影像 

近代光學、雷射物理、

非線性光學、超快雷射

原理與應用、兆赫輻射

原理與應用 

光電所專任 

教授 洪文誼 
國立台灣大學
光電博士 

(1) 有機光電半導體及

元件 

(2) 有機發光元件 

(3) 平面顯示器  

有機光電半導體與元

件、液晶導論、 
光電所專任 

副教
授 吳錫樹 美國密蘇里大

學物理博士 
(1) 電漿物理 

(2) 物理教育 
普通物理 光電所專任 

副教
授 吳允中 

美國壬色列理
工學院物理博
士 

(1) 半導體物理 

(2) 光譜分析 

固態元件的量子物理

基礎、色彩學、固態物

理學 

光電所專任 

教授 蔡宗惠 
英國劍橋大學
工程學博士 

(1) 電鑽薄膜 

(2) 電子場發射理論 

(3) 奈米材料 

(4) 真空微電子元件 

掃描式探針顯術、微固

態存取記憶元件術、真

空微電子學、半導體材

料元件測試 

光電所專任 

助理
教授 羅家堯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博士 

(1) 晶體成長 

(2) 雷射技術 

(3) 光纖通訊  

光纖通信系統、光電材

料、近代光學 光電所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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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教授 梁興弛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博士 

(1) 雷射物理 

(2) 雷射光源技術 

(3) 光學圖斑形成 

(4) 量子物理 

 

普通物理、光學設計、雷射

原理 
光電所專任 

教授 陳永逸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博士 

(1)鍍膜製程 

(2)陶瓷材料 

(3)玻璃模造 

薄膜技術、高等熱力

學、陶瓷材料、陶瓷材

料 

材料所專任 

現任材料所
所長 

教授 李丕耀 美國北卡州立
大學博士 

(1)材料檢測 

(2)非晶質材料 

(3)能源材料 

物理冶金學、合金設

計、工程材料學、非晶

質材料、超微粒材料、

非平衡製程、材料製程

概論 

材料所專任 

教授 蔡履文 國立台灣大學
博士 

(1)焊接 

(2)雷射加工 

物理冶金學、材料機械

性質、材料破壞學、銲

接工程 

材料所專任 

教授 開物 
美國加州大學 
洛杉機分校博
士 

(1)高溫腐蝕及防蝕 

(2)大氣腐蝕 

(3)表面改質 

(4)介金屬材料 

(5)微結構分析 

(6)塊狀非晶質及奈米晶

合金 

腐蝕專論、擴散學、複

合材料、相變態 

材料所專任 

教授 梁元彰 國立清華大學
博士 

(1)電子材料與元件 

(2)磊晶工程 

(3)奈米材料合成與分析 

半導體製程技術、低微

奈米材料、半導體單晶

生長與製造技術、電子

薄膜與奈米結 構材

料、材料分析專論與應

用 

材料所專任 

副 
教授 黃榮潭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學
系博士 

(1)電子顯微鏡 

(2)奈米磁性材料 

(3)微結構暨微區分析 

晶體之結構與性質、電

子顯微鏡、工程材料

學、奈米磁性材料 

材料所專任 

  

三、現有相關學門系所學位學程概況 

因光電與材料是跨領域的研究範疇，因此，除光電與材料學門外，還涵蓋物理、半

導體、固態電子、化學、機械等相關學門。 

在現有系所方面，目前中山大學有材料與光電科學系，暨南大學有應用材料及光電

工程系，中原大學物理系設有光電與材料科學組，東華大學物理學系奈米與光電科學組，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中華大學有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這

顯現光電與材料整合為單一學系，是實務上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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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增師資規劃 

目前本學系規畫，暫無擬增師資需求；但為長遠規劃，學系將於遇有優秀人選或配

合學校政策發展有需要時，亦不放棄依本校員額管理辦法積極爭取「競爭型員額」或其

他適當員額。 

另外，如遇有新訂特色研究重點或因發展需求相關領域教師專長時，也可依行政程

序合聘校內相關師資、兼聘校外相關專長教師。在現有教師退休後新聘相關專長教師，

也是一個很好的強化研究發展的方式。以上師資聘任作法，都是希望能使本系在教學研

究能力上，持續維持良好的競爭力。 

伍、校內外相關資源投入 

一、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1.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 

本校現有光電、材料相關專業領域藏書與期刊，頗為豐富。如下列「海洋大學光電、

材料相關專業領域藏書資料表」所示，共計有中文專業圖書與電子書 8840 冊，西文專業

圖書與電子書 33608 冊；中文期刊(含電子期刊)175 種，西文期刊(含電子期刊)7686 種。

本校圖書與資訊處每年皆編列年度預算採購相關領域圖書與期刊，並設有圖書暨資訊委

員會審核相關圖書期刊相關預算分配與事務。 

海洋大學光電、材料相關專業領域藏書資料表 

類別 

中文專業圖書

及電子書 

(單位:冊) 

西文專業圖書

及電子書 

(單位:冊) 

中文期刊 

(含電子) 

單位:種數 

西文期刊 

(含電子) 

單位:種數 

物理 

330~335,339,530-539,541 
1353 6134 51 0 [註 1] 

光電、電子學 

336~338,620-629.99 
429 27703 17 1177 

材料、材料工程 

 440.2~440.39 
2174 0 [註 2] 27 50 

奈米材料科技 

440.7 
89 0 [註 2] 0 2 

電機工程 

448~449.99 
3689 0 [註 2] 27 2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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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冶金 

453~454.99,669-683.99 
66 1407 9 10 

小計 7800 35244 131 23956 

備註 

統計時間至 106 年 3 月 6 日止。 

[註 1] 物理主題期刊已併入電機工程主題內計。 

[註 2] 西文圖書部分 已併入電子學主題內計。 

2.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主要構成單位是以本校原光電所與材料所為主。光電所成

立於民國 86 年，材料所則更早成立於 82 年，平均成立年齡屆 20 年。兩所在研究計畫與

發表總體上，表現不俗；過去以來，也累積了許多研究經歷與儀器設備等資源。因此，

本學系設計規劃時，便希望能讓進來的每個學生，在寒暑假能進入實驗室做專題實習，

提早對實務研究有所感受，而非只是坐在教室學習。承襲「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的招生人數，未來新成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每年招生 30 人，但學系教師達 18

位，因此，我們預期本學系學生可以在研究歷程上，提早獲得如「師徒制」般的學習，

這也是經驗傳承的最好設計。 

本校光電所與材料所現有重要儀器設備豐富，包括多台電子顯微鏡、原子力顯微鏡、

X 光繞射儀等，該等設備未來都可支援光電材料實驗與專題實習課程。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於去年，更採購將近三百萬的相關光電與材料實驗教學設備，已在本學期

進入課程教學。此外，過去光電所因負擔「普通物理實驗」課程與研究所「高等光電實

驗」課程，過去累積了許多光電、材料相關的實驗器材與教材，也可支援本學系。 

因為本學系是由已成立兩年的學程合併而來，因此目前並太多設備採購上的需求。

未來學系推動如有額外相關教學經費需求，可依據本校校長設備費申請辦法中，以教學

改進相關設備提出申請。茲將光電所、材料所現有及未來初估預計採購的重要儀器設備(所

需採購儀器將逐年視實際需求修正)，列表如下：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相關重要儀器設備與規劃需求設備表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個人回應系統(PRS) 已有 (光電所) 

掃描電子顯微鏡(JSM 5400) 已有 (光電所) 

原子力顯微鏡(NTMDT) 已有 (光電所) 

掃描穿隧顯微鏡(Nanosurf STM) 已有 (光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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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顯微鏡(Nanosurf AFM) 已有 (光電所) 

近場光學顯微鏡(NTMDT) 已有 (光電所) 

掃描式共焦拉曼影像光學顯微

鏡(Witec CRM200) 
已有 (光電所) 

低溫光激發光譜儀(LT-PL) 已有 (光電所) 

光激發光譜儀(FL-MAX) 已有 (光電所) 

電漿濺鍍機 已有 (光電所三台) 

蒸鍍系統 已有 (光電所) 

有機材料純化系統 已有 (光電所) 

太陽能電池效率量測系統 已有 (光電所) 

量子效率 QE/ IPCE 量測系統 已有 (光電所) 

飛秒(Femto-second Pulse)超快

雷射系統 
已有 (光電所) 

飛秒時解析激發探測

(Pump-Probe)光譜系統 
已有 (光電所) 

二氧化碳雷射長晶系統 已有 (光電所) 

掃描探針顯微鏡(STM) 已有 (光電所) 

液晶與雷射光學實驗系統 已有 (光電所) 

時間解析光激螢光系統 已有 (光電所) 

麥克森干涉儀實驗 已有 (光電所) 

黑體輻射實驗 已有 (光電所) 

微波光學實驗組 已有 (光電所) 

電子繞射實驗組 已有 (光電所) 

材料抗拉實驗組 已有 (光電所) 

去離子水系統 已有 (光電所) 

MTS大型拉伸試驗機 已有 (材料所) 

TIG&MIG自走式銲接機 已有 (材料所) 

濺鍍機 PFG-300RF 已有 (材料所) 

震 動式高能 量球磨機 SPex 

8000D 
已有 (材料所) 

真空熔煉電弧爐 已有 (材料所) 

熱重分析儀(TGA) 已有 (材料所) 

熱差分析儀(DSC) 

DSC 910 CELL BARE 
已有 (材料所) 

立體光學顯微鏡 已有 (材料所) 

微小硬度試驗機 已有 (材料所) 

洛式硬度試驗機 已有 (材料所) 

試片切割機 已有 (材料所) 

可程式控制熱處理爐 已有 (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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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管狀氣氛爐 已有 (材料所) 

真空高溫爐 已有 (材料所) 

鹽霧試驗系統 已有 (材料所) 

X光繞射儀 HX-D06-113 已有 (材料所) 

高解析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Hitachi S-4800 
已有 (材料所) 

高低真空雙模電子顯微鏡 

HITACHI S-3400N 
已有 (材料所) 

掃描式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GATAN INC.831 
已有 (材料所) 

精密研磨拋光機 PM-200SA 已有 (材料所) 

高溫爐系統 已有 (材料所) 

吸收穿透光譜儀 已有 (光電所) 

3D列印機 已有 (光電所) 

電腦、投影機、投影幕等基礎設

施 

預計 106年度依本校校長設

備費申請辦法申請教學改

進設備採購。 

更新用，預計 30萬 

教室用長排連桌椅 

預計 106年度依本校校長設

備費申請辦法申請教學改

進設備採購。 

更新用，預計 32萬。 

 

二、使用空間規劃 

本學系因合併實質單位光電所與材料所成立，故空間規劃上，亦由兩所現有空間合

併。在空間的規劃上，除現有兩所的空間可支援學系教學與行政活動運作外，本校新籌

建電資暨教學綜合大樓中，已經教育部核定補助，並正在基隆市府審查中。該大樓在規

劃上，由電資學院控管ㄧ般教學教室，總計 2214.8m
2，亦可視需求支援本系教學排課使

用。 

關於空間規劃更詳細的說明，詳如下列「學系空間規畫表」：考慮學生全部入學後(大

學部 120 人、碩士班 98 人及博士班 16 人)，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校舍標準考量，應有空間為 4086m
2。光電所與材料所現有樓地板空間各有

2115.24m
2 與 2255.32m

2(共計 4370.56m
2)，因此仍餘有 370.56m

2。預估三年後，本校電資

大樓應已完工，屆時的空間使用，有電資學院控管 2214.8m2共用教室配合，會更加靈活。

電資學院規劃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有關電資學院控管一般教室資訊詳如後列的「電資暨

綜合教學大樓各樓層配置一覽表(節錄 B1~3F一般教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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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空間規畫表 

光電所現有空間 

空間類別 

間數/面積 

普通教室 特別教室 辦公室 會議室 教師研究室 

3 1 1 0 11 

學生研究室 實驗室 實習工場 圖書室 其他 

1 8 0 0 2 

學生人數 大學部：0 碩士生：50  博士生：0  進修學士班學生：0 碩專班碩士生：0 

應有面積    750           （平方公尺） 

實有面積    2115.24            （平方公尺） 

材料所現有空間 

空間類別 

間數/面積 

普通教室 特別教室 辦公室 會議室 教師研究室 

3  1 1 7 

學生研究室 實驗室 實習工場 圖書室 其他 

1 8    

學生人數 大學部：  碩士生： 39 博士生： 13 進修學士班學生：  碩專班碩士生：   

應有面積     988               （平方公尺） 

實有面積     2255.32               （平方公尺）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規劃空間 

空間類別 

間數/面積 

普通教室 特別教室 辦公室 會議室 教師研究室 

運用光電所、材料所現有空間及籌建中電資大樓電資學院一般教室與獲分配空間 

學生研究室 實驗室 實習工場 圖書室 其他 

運用光電所、材料所現有空間及籌建中電資大樓電資學院一般教室與獲分配空間 

預估學生 

人數 
大學部：120 碩士生：98 博士生：16 進修學士班學生： 0 碩專班碩士生： 0  

應有面積        4086       （平方公尺） 

實有面積       4370.56 （平方公尺） 

備註 

1. 以上光電所與材料所樓地板空間資料依據總務處保管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2 學

年度各教學單位空間現況分析表」。 

2. 電資大樓學院管理之教學空間係依據102.05.29-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籌建委員會第2

次會議修正通過(102.05.31 更新)報部之「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各樓層配置一覽表」。

該大樓現正報基隆市府審查中。 

3. 預計三年後電資學院新建大樓可支援一般教學教室空間額為 2214.8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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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各樓層配置一覽表(節錄 B1~3F一般教室部分) 

102.05.29-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籌建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102.05.31 更新) 

 

 

 

陸、本學系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海洋大學創校於民國四十二年10，是一所歷史悠久、具有海洋特色的綜合性大學。

海大以「海洋」為名，肩負我國海洋研究及海洋人才培育的重要任務，舉凡海洋政策、

海運、船舶機械、海洋環境生態、海洋生物資源、海洋漁業、河海工程、海洋法律與文

化等各領域，都是海大積極發展的目標。台灣四面環海、資源有限，了解、運用並保護

海洋，是海大責無旁貸的任務。 

科技日新月異，為追求進一步的海洋研究發展，海大更不劃「海」自限，而以宏觀

的海洋特色為發展目標，期能包容並結合各種新興科技以運用於處理海洋相關研究問題，

並訓練相關人才。故而，在石延平校長11的遠見推動下，海大材料所與光電所分別於民國

八十二年與八十六年成立。從成立以來，兩所不僅在專業領域有不錯的發展之外，兩所

也自然發展出與本校海洋相關的合作與研究。例如，材料所在防腐蝕、焊接與先進結構

技術上的專業，可運用在船體設計與海洋建材。過去，光電所亦曾與食科系等合作獲得

奈米國家型計畫，研發奈米科技於水產生物技術之應用。其它諸如表面電漿共振生物檢

測、可運用水下偵測的表面增強拉曼基板的研發、河豚毒的拉曼光譜、多孔發光複合物

的合成與分析等，也是實際的成果。還有許多潛在的相關研究主題，例如奈米材料、新

                                                 
10

 原創校名為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民國六十八年改制國立臺灣海洋學院，民國七十八年改制

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

 石校長八十五年四月四日因積勞成疾去世，光電所於吳建國校長繼續推動下於八十六年八月一

日正式成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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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材料、細菌發電、光致藥物釋放、LED 光吸引海魚研究、LED 對藻類生長研究影響、

矽藻發光與矽提煉、魚肉過敏原檢測、表面增強拉曼應用於水質檢測、魚胚胎立體顯微

影像、微流道光電檢測、有機生物發光物質研究與應用等，這些研究議題都可激盪出光

電與材料科技領域在海洋相關範疇獨有的特色。 

因此，本學系成立後，運用充足的人力(包括教師與學生)，落實專題研究學習、並

配合學校總體海洋教育，正可以進一步強化學系與其他系所的合作，發展出獨特的光電

與材料研究，進而可望培育出具備光電與材料專業知識，卻又能跨越生物、電子、電機、

物理、化學領域的人才。從而，由於本校深厚的海洋氛圍，部分對海洋資源應用與研究

有興趣的同學，也有機會運用其在學系所學，跨領域激盪出具有豐富內涵的海洋特色研

究。終而，我們希望能培育同學成為「具備實務專業能力、基本研究素養、寬闊研究視

野、創新及跨領域思維的光電與材料科技人才」，堅定地面對多變的世界局勢與充滿挑戰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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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置目的 

    「航海人員訓練暨海事發展中心」之前身為「航海人員訓練中心」，為一校級任務

編組中心。「航海人員訓練中心」成立於 1981年，當時承辦交通部委託之各項船員專

業訓練，包括：求生、滅火、救生艇筏操作、急救及雷達觀測等 STCW 國際公約所要

求之強制性訓練；1989 年接續辦理甲級船員 GMDSS 訓練。STCW國際公約 1995 年

修正案後，2001年交通部重新定位本中心專責北部地區甲級船員之訓練。2016 年度本

中心接受教通部航港局委託辦理之甲級船員專業訓練共計 26 個項目。此外，交通部航

港局辦理之各職級船員岸上晉升訓練項目中，一、二等船長及一、二等大管輪訓練亦

由本中心負責辦理。 

    此外，本中心近十幾年來亦多次承辦通部所委託之船員訓練教材級測驗題庫的增

修編撰案，如 2005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艙面部及輪機部甲級船員岸上晉升訓練教

材級筆試測驗題庫增修編撰」計畫、2009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艙面部甲級船員岸

上晉升訓練補充教材及筆試測驗題庫增修編撰」計畫，2010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題

庫及教材審訂作業」計畫、以及 2014 年接受交通部航港局委託辦理「艙面部船員岸上

晉升訓練教材修訂及適任性評估比式測驗題庫配合電腦化測驗審編與擴充」研究計

畫。 

    本中心除了承辦上述交通部所委託之各項航海人員訓練相關委託計劃外，亦承接

辦理我國各港埠操船模擬安全評估案，舉凡高雄、台中、台北及深澳等港埠之多項委

託安全評估案皆由本中心承辦，如 2012 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研究中心所委辦之

「臺中港中泊渠操船模擬試驗」案、2012 年中鋼公司所委辦之「臺中港進港船舶 LOA

放寬至 300 真實操船模擬委託技術服務」案、以及 2014 年世曦公司所委辦之「高雄港

二港口航道真實操船模擬委託技術服務」案。值得一提地，本中心自 2008 年迄今，八

年來皆獲頒本校產學建教合作績優第一名的殊榮。 

    為使本中心名稱與所執行業務相符合，擬將本中心名稱變更為「航海人員訓練暨

海事發展中心」。此外，為健全本中心組織架構、充實人力資源、以及擴展組織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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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將本中心予以組織正式化，特此撰寫本計畫書。 

貳、具體任務 

    基於前述本中心之設置目的，臚列本中心的具體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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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擬機、電子海圖、船舶通訊及船舶控制等相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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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組織成員 

  本中心為校級單位，組織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秘書一人，並設航海人員訓練組、操船模擬組及研發

組，各置組長一人，組員及助理若干人，協助行政工作。航海人員訓練組得依

承接訓練班設置班主任一人。 

二、本中心主任、秘書、組長及組員應具有航海相關專長，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

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秘書及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提請

校長聘兼之。各訓練班主任由中心主任就具有相關專長之講師以上教師提請校

長聘兼之。 

 

 

肆、經費來源 

    本中心經費除校方補助外，得由本中心爭取校外經費，並依相關規定納入校務基

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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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一、可見全本中心組織架構：「航海人員訓練中心」目前為一任務編組中心，主管及

主要成員皆為兼職人員，再經費自給自足的原則下，部分職缺無力填實。若將

本中心予以組織正式化，可見全本中心組織架構。 

二、可充實海事人力資源：本校為我國海事教育及研究的領頭羊，而海士人才的充

實是海事教育及研究不可或缺的要件。若將本中心予以組織正式化後，本中心

可延聘適任卻具潛力的海事人才，以充實本校的海事人力資源。 

三、可擴展本中心研究事務：在航海人員訓練及操船模你等兩項業務以辦理多年後，

「海事研究」應是本中心後續應該加強的方向。再組織架構建全及人力資源充

實的前提下，本中心應可在我國海事研究的面向上，擔負更大的責任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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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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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置目的 

    「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之前身為「航海人員訓練中心」，為一校級任務編組中心。

「航海人員訓練中心」成立於 1981 年，當時承辦交通部委託之各項船員專業訓練，包

括：求生、滅火、救生艇筏操作、急救及雷達觀測等 STCW 國際公約所要求之強制性

訓練；1989 年接續辦理甲級船員 GMDSS 訓練。STCW國際公約 1995 年修正案後，

2001年交通部重新定位本中心專責北部地區甲級船員之訓練。2016 年度本中心接受教

通部航港局委託辦理之甲級船員專業訓練共計 26 個項目。此外，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之

各職級船員岸上晉升訓練項目中，一、二等船長及一、二等大管輪訓練亦由本中心負

責辦理。 

    此外，本中心近十幾年來亦多次承辦通部所委託之船員訓練教材級測驗題庫的增

修編撰案，如 2005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艙面部及輪機部甲級船員岸上晉升訓練教

材級筆試測驗題庫增修編撰」計畫、2009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艙面部甲級船員岸

上晉升訓練補充教材及筆試測驗題庫增修編撰」計畫，2010 年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題

庫及教材審訂作業」計畫、以及 2014 年接受交通部航港局委託辦理「艙面部船員岸上

晉升訓練教材修訂及適任性評估比式測驗題庫配合電腦化測驗審編與擴充」研究計

畫。 

    本中心除了承辦上述交通部所委託之各項航海人員訓練相關委託計劃外，亦承接

辦理我國各港埠操船模擬安全評估案，舉凡高雄、台中、台北及深澳等港埠之多項委

託安全評估案皆由本中心承辦，如 2012 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研究中心所委辦之

「臺中港中泊渠操船模擬試驗」案、2012 年中鋼公司所委辦之「臺中港進港船舶 LOA

放寬至 300 真實操船模擬委託技術服務」案、以及 2014 年世曦公司所委辦之「高雄港

二港口航道真實操船模擬委託技術服務」案。值得一提地，本中心自 2008 年迄今，八

年來皆獲頒本校產學建教合作績優第一名的殊榮。 

    為使本中心名稱與所執行業務相符合，擬將本中心名稱變更為「海事訓練與發展

中心」。此外，為健全本中心組織架構、充實人力資源、以及擴展組織業務，擬將本中

心予以組織正式化，特此撰寫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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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具體任務 

    基於前述本中心之設置目的，臚列本中心的具體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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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擬機、電子海圖、船舶通訊及船舶控制等相關科技。 

 

  

279



3 
 

参、組織成員 

  本中心為校級單位，組織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秘書一人，並設航海人員訓練組、操船模擬組及研發

組，各置組長一人，組員及助理若干人，協助行政工作。航海人員訓練組得依

承接訓練班設置班主任一人。 

二、本中心主任、秘書、組長及組員應具有航海相關專長，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

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秘書及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提請

校長聘兼之。各訓練班主任由中心主任就具有相關專長之講師以上教師提請校

長聘兼之。 

 

 

肆、經費來源 

    本中心經費除校方補助外，得由本中心爭取校外經費，並依相關規定納入校務基

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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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一、可見全本中心組織架構：「海事訓練與發展中心」目前為一任務編組中心，主管

及主要成員皆為兼職人員，再經費自給自足的原則下，部分職缺無力填實。若

將本中心予以組織正式化，可見全本中心組織架構。 

二、可充實海事人力資源：本校為我國海事教育及研究的領頭羊，而海士人才的充

實是海事教育及研究不可或缺的要件。若將本中心予以組織正式化後，本中心

可延聘適任卻具潛力的海事人才，以充實本校的海事人力資源。 

三、可擴展本中心研究事務：在航海人員訓練及操船模你等兩項業務以辦理多年後，

「海事研究」應是本中心後續應該加強的方向。再組織架構建全及人力資源充

實的前提下，本中心應可在我國海事研究的面向上，擔負更大的責任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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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訓練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海

事訓練與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訓練

中心設置辦法 

本校航海人員訓練中心除承辦
交通部航港局委託之船員專業
訓練外，亦承接各航務中心及
工程顧問公司委託之操船模擬
評估案，為使本中心名稱與實
際執行業務相符合，因此提出
申請變更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條 為辦理航海人員專業
訓練之研究與推廣、港
灣規劃評估及船舶相
關科技研發，依「國立
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
心設置準則」，設立「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
員海事訓練與發展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並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辦理航海人員專業
訓練之研究與推廣、港
灣規劃評估及船舶相
關科技研發，依「國立
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
心設置準則」，設立「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
人員訓練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 ，並訂定
本辦法。 

本校航海人員訓練中心除承辦
交通部航港局委託之船員專業
訓練外，亦承接各航務中心及
工程顧問公司委託之操船模擬
評估案，為使本中心名稱與實
際執行業務相符合，因此提出
申請變更名稱。 

第五條 本中心組織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秘書一人，並設航
海人員訓練組、操船模
擬組及研發組，各置組
長一人，每組組員及助
理人員若干人，協助行
政工作。航海人員訓練
組得依承接訓練班採任
務編組設置班主任一
人。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

作，其行政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秘書一人，並設航
海人員訓練組、操船模
擬組及研發組，各置組
長一人，組員及助理人
員若干人，協助行政工
作。航海人員訓練組得
依承接訓練班設置班主
任一人。 

為配合本中心擬改為校級中心
正式編制，因此修正本條文。 

 

【附件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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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訓練中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89年1月13日行政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90年6月14日行政會議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100年10月20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6月13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11月14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1月2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4月10日海研航訓字第1030006063 號令發布 

第一條 為辦理航海人員專業訓練之研究與推廣、港灣規劃評估及船舶相關科技研發，依「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設立「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航海人員訓練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謂航海人員，係包括在船舶工作之航海與輪機等人員。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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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中心成員由本校各有關專長教師所組成，並得依任務需要聘請校外有關專長人士擔

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其行政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秘書一人，並設航海人員訓練組、操船模擬組及研發組，

各置組長一人，組員及助理人員若干人，協助行政工作。航海人員訓練組得依承

接訓練班設置班主任一人。 

二、本中心主任、秘書、組長及組員應具有航海相關專長，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副

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秘書及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

聘兼之。各訓練班主任由中心主任就具有相關專長之講師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

之。 

三、本中心組員及助理人員由中心主任就本校相關人員聘兼之。 

第六條 本中心經費來自委託業務，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納入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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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事訓練與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89年1月13日行政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90年6月14日行政會議核備修正 

中華民國100年10月20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6月13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11月14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1月2日102學年度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4月10日海研航訓字第1030006063 號令發布 

第一條 為辦理航海人員專業訓練之研究與推廣、港灣規劃評估及船舶相關科技研發，依「國

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設立「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事訓練與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謂航海人員，係包括在船舶工作之航海與輪機等人員。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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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中心成員由本校各有關專長教師所組成，並得依任務需要聘請校外有關專長人士擔

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其行政成員如下： 

一、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秘書一人，並設航海人員訓練組、操船模擬組及研發組，

各置組長一人，每組組員及助理人員若干人，協助行政工作。航海人員訓練組得

依承接訓練班採任務編組設置班主任一人。 

二、本中心主任、秘書、組長及組員應具有航海相關專長，中心主任由校長就本校副

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秘書及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

聘兼之。各訓練班主任由中心主任就具有相關專長之講師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

之。 

三、本中心組員及助理人員由中心主任就本校相關人員聘兼之。 

第六條 本中心經費來自委託業務，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納入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附件十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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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

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涉醫事及師資培相關系所 

□學士班、□碩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                        

英文名稱：Ph.D. Program in Oceanic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全英語授課 

 曾申請之學年度：□106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

過 

授予學位名稱 
哲學博士(Ph.D.)（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及海洋英語領域。） 

所屬學類 ※人文領域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105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應用經濟

研究所 

原名為漁業經濟研究所，創設

於81學年，90學年奉准更名為

應用經濟研究所。 

 22  22 

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92  
50/60（碩

專)  110 

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

所 

96  19  19 

研究所 應用英語研究

所 

96  21  21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無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與一般考試入學 

招生名額來源

及擬招生名額 

 

3名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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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http://www.stu.ntou.edu.tw/sj/Page_Show.asp?Page_ID=6581 

 

填 表 人 資 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姓名 黃麗生 

電話 (02)2462-2192 #2000 傳真 (02)24634924 

Email c0053@ntou.edu.tw 

第 4 頁，共 85 頁288

mailto:c0053@ntou.edu.tw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2  學院申設博士班/申設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申請案名：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應用經濟研究所(原名為漁業經濟研究所，創設於1992年，2001年奉准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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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

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授權自辦系所外部

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及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

評鑑之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

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

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系級

自我評鑑103學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 

■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班104年評鑑結果

為 通過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104年評鑑結果為 通

過  

■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104年評鑑結果

為 通過  

■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104年評鑑結果

為 通過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

定： 

 

支援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

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及非

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之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碩士班達

3年以上。】 

1.原漁業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於81學年度設立，核定公

文：81年3月19日台(81)

高字第14279號。後於90

學年度更名為應用經濟研

究所 碩士班。 

    核定公文：90年4月2日台     

    (90)高(一)字第90044361 

    號，至 105年9月止已成 

    立24年。 

2.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於92學

年度設立，至105年9月止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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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13年。 

 核定公文：90年5月8日台

(90)高(一)字第90065121 

號。 

3.海洋文化研究所 碩士班於

96學年度設立，至105年9

月止已成立9年。 

    核定公文：95年10月3日

台高(一)字0950147577

號。 

4.應用英語研究所 碩士班於

96學年度設立，至105年9

月止已成立9年。  

    核定公文：95年10月3日

台高(一)字0950147577

號。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博

士班達3年以上。【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已設立博士班達3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總量標準附表四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於___學年度設立，至

105年9月止已成立___

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

件：支援系所：      

學系（所）、      學系

（所）、（請按系所分別

勾選學術條件並按系所

填寫第五部份自我檢核

表）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院實聘專任師資有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專任師資未達11人以上者，得計列系所支

援之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15人以上，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且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實聘專任教師___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支援專任教師19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19位 

2.副教授以上16位 
三、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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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

定：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班之師

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

專任教師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以上具副教

授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

資應有5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

中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

應有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

理教授以上資格，且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2.○○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 .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

資共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符合 

□ 不符 

學術條件2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

填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

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

專任教師
3
平均每人發表

4
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

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篇（件）以

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

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

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

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篇

（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

論文___篇/人。 

□ 符合 

□ 不符 

■人文領域：近五年（101.12.1-

106.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

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

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

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訊作者、第一作

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

予計入）或出版
5
經專業審查

6
之專書論著

一本以上。 

1.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合計 7.9 篇/人。 

2.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7.3篇/人；或出

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

書論著0.26本/人。 

■ 符合 

□ 不符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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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填

寫表5）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

及管理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

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

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

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

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

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

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

上。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合計___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

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

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

著__本/人。 

 

□ 法律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

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

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

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

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

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

入）或出版具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

本以上。 

1.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合計        篇/

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

之專書論著__本/人。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領(含設計類)域：近五

年（100.12.1-105.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

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上，且

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為個人性展演，

或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

者不予計入）。 

近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

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專書論文合計   項/人，其中

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性

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

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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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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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壹、申請理由 

  一、總論 

本校自創立60年以來，設立海洋相關學系，發展海洋科技、產業、管理領域之

教學研究，無論是在基礎理論或創新應用皆成果斐然；對臺灣海洋相關的產業發展、

政策制定、人才培育、學術研究、乃至於社經動脈與議題主導等各方面，皆有重要

影響，在國內大學之中可謂居執牛耳之地位，已為本校進一步發展海洋人文社會教

學研究與服務推廣、朝向世界級海洋頂尖大學的目標，奠定了厚實基礎。 

以此為背景，本學院自民94年成立迄今12年，其創立與發展旨在：1.精進本校

人文教育成效，培養學生人文氣質。2.充實本校人文社會的學術能量，提昇具有海

洋特色的人文社會教學研究。3.配合國家整體海洋政策，拓展本校在海洋領域之人

文社會面向的影響力。在此宗旨下，本學院所轄單位皆具海洋特色：（1）「應用經

濟研究所」培育海洋經濟專業與研究人才，並為國家海洋經濟政策之智庫；（2）

「師資培育中心」以培養海事高職與中小學海洋教育師資為目標；「教育研究所」

以從事海洋教育研究、培養海洋教育人才為宗旨，並協助政府訂立「海洋教育政策

白皮書」；（3）「海洋文化研究所」為全臺唯一研究海洋文化、培植海洋文化人才的

研究所；（4）「應用英語研究所」則旨在培養英語教學師資與研究人才，亦提供與

海洋英語相關之教學與課程。 

故本院乃為擁有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英語等各領域並具海洋

特色之人文社會科學院。為進一步落實本院設立宗旨，並針對社會現實需求、人文

教化願景以及人海永續共存的價值目標，深化本院教學研究效能與社會貢獻，擬申

請設立具有海洋特色、跨領域、多學群之「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茲將申

請理由臚陳於下： 

1.現行及未來環境變化：國際社會日愈重視海洋各個領域的問題，海洋高級人

才的培育勢必將從現行偏重理工的傾向，轉為兼對人文社會人才亦有所需求。1994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確立國際海洋法法律原則，維護海洋環境、確保海

洋資源可持續利用，是人類應共同承擔的責任，強調海洋是人類共同遺產的價值。

此後國際社會愈形重視海洋發展，亞太國家紛紛制訂「海洋政策」或發表「海洋白

皮書」。我國國家政策亦開始強調「海洋立國」、「海洋興國」，並於2001年出版「海

洋白皮書」，2004年發佈「國家海洋政策綱領」，2006年出版「海洋政策白皮書」，

2007年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等，其中內容已關注到海洋法政、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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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海洋產業等人文社會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此外，文創、設計、觀

光、休閒等新興產業，也開始重視海洋元素的價值與跨文化題材，在在顯示海洋人

文社會與產經等高級人才培育的需求愈顯廣泛而迫切。 

2. 人文社會學門之特性及趨勢：人文學科（humanities）是以人的內心活動、

精神世界、生存價值及其客觀表達的文化傳統爲研究對象，「社會科學」（social sci-

ences）是用科學方法和經驗法則對社會進行實證研究的學科；前者主要研究人的主

觀世界和精神文化，而後者關注外在於具體個人的客觀社會，兩者雖有區分但緊密

關聯，合稱之爲人文社會科學。7 人文社會學門的特性可從兩大面向來說：（一）就

本質與價值而言，它重視人的基本價值、對群體的終極關懷，以及人與自然的永續

共存。（二）就知識與應用而言，它在知識建構與實踐應用上，則有跨領域（科際

整合 interdisciplinary）8、數位化、國際化的趨勢。資訊革命後時空壓縮（Time-

space Compression）效應的擴大，9 全球化的趨勢銳不可當，國際競爭愈趨激烈，人

才培育既要有在地關懷、承續傳統，亦應具備國際化能力。就臺灣海島人文特色以

及前述國際社會愈形重視海洋發展的趨勢而言，臺灣人文社會學門的發展趨勢，除

了兼顧其「本質與價值」、「知識與應用」的特性外，亦必須重視「海洋人文社會」

領域的學術耕耘以及高級人才的培育。 

3.本校與本院的定位與特色、成果：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成立以來，在海洋科

技、海洋產業、航海技術與航運管理領域之教學研究基礎深厚，不但執國內大學之

牛耳，亦在國際海洋海事大學中居於領先地位，為本院發展以海洋為特色的人文社

會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奠定了厚實基礎。本院為臺灣唯一以海洋為特色的人文社會

科學院，以培育具國際觀之優質海洋人才為教育目標，符合國內外人文社會日愈重

視海洋議題的勢趨。再者，因應後工業時代服務業興起，人文社會跨領域學習與多

元專長之培養日形重要，除了大學和碩士級人才的培養外，亦應留意海洋人文社會

以及教育領域博士級人才的培育。本院人文社會暨教育領域師資多元，可提供與時

俱進且具海洋特色之跨領域、多學群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課程。邇近，已有留學

生表達想在本校攻讀教育、經濟、英語教學等博士學位；也有一些校友和社會人士

規劃攻讀海洋人文領域的博士學位。 

                                                 
7 Thomas R. Dye原著，丘為君等譯：《社會科學概論：權力與社會》（台北市：五南，1996）；孫得雄等（編著）：《社

會科學概論：倫理與道德》（台北市：東大，1991。）；戴兆國：《社會科學基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7

月）；詹盛如等（合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新論》（台北市：五南，2013。） 
8曾繁藤（編）：《我國人文社會教育科際整合現況與展望：中華民國七十六年(1987)科際整合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市：中華民國科際整合研討會，民77）；中國教育學會（主編）：《從科際整合的觀點談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系列學術

活動實錄》（台北市：台灣師鐸教育有聲雜誌社，民76） 
9
 ﹝美﹞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原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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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領域、多學群、海洋特色的策略方案：高等教育「重理工、輕人文」是從

上個世紀延續到本世紀的全球性問題。1970年代英國人文學科教授蒲立（J. H. 

Plumb）就已指出：人文學者在科學進步的工業社會，動搖了自信，對人文學科的

功能惑然不確。10 美國波士頓學院終身教授、國際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Philip G. 

Altbach 則指出：亞洲地區人文學教授們年齡越來越大，而且往往後繼無人；尤其在

亞洲普遍重視外國學位的學術體系中，使在地研究處於不利地位，而成為大學中被

邊緣化、威信低的領域。11 針對上述人文社會學門的危機，就本院而言，我們以為

可透過資源整合和組織精簡的原則，以跨領域、多學群、海洋特色的策略方案，一

方面發揚海洋人文社會科學「本質與價值」、「知識與應用」以及「深化海洋意識」

的軟實力，一方面強調國際化與在地研究並重，以因應當前全球化知識傳佈、高級

人才競爭與在地實踐創新的多元需求。 

5.海洋人文社會學門的發展與充實：長期以來學界、高教「重理工、輕人文」

的現象也反映在海洋教育學術成果和人才培育之上。12 例如新興海事產業對國際語

言、人力資源管理、海洋事務和法律人才之需求漸增，但我國海事人才之培育仍多

以海洋生物、工程等人才為主。13 再者，國內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資源仍明顯

不足；本院作為全臺僅有之以海洋為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院，具有國內少數以海洋

人文社會科學為重點發展方向的相關系所。14 但長期以來，本院各獨立研究所所僅

設有碩士班，就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長遠發展而言，無論是從學術研究的層次提升、

高級相關人才培育、因應國際社會日愈重視海洋各領域復展的角度，都有必要設立

一個跨領域、多學群以海洋為特色的博士班，以進一步突顯特色、深化效能。 

6. 因應海洋教育高級人才培育的需求：聯合國1988年的文件報告中，將「海洋

教育」分為培養海洋科學專業人才的專門性海洋教育以及對全體國民實施的普通海

洋教育。2007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也有相關提法。以

往的海洋教育明顯偏重海洋專業教育，邇近海洋人文社會人才培育以及普通海洋教

育也日愈受到重視；本院一向著力於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並對

海洋普通教育饒有貢獻。1968年哈佛報告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中分別以想

像的（imaginative）、關係的（relational）、邏輯的（logical）三種思維能力來對應於

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三個領域。據此，完整的普通海洋教育也應包含海

                                                 
10

 蒲立(J. H. Plumb)原著，環宇出版社譯：《人文學科的危機》（台北市: 環宇出版社，1971） 
11

 Philip G. Altbach，〈面臨危機的亞洲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國際高等教育》（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Vol.1，No.3（上海：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2008年9月）。 
12 周祝英（2011），〈臺灣海洋教育之回顧與展望〉，《海洋事務與政策評論》，創刊號，頁43-64。 
13 李昭興（2006），〈臺灣海洋教育的現況與未來〉，《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69期，頁103-110。 
14 周祝英（2011），〈臺灣海洋教育之回顧與展望〉，《海洋事務與政策評論》，創刊號，頁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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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自然、海洋社會、海洋人文等面向的學習內涵。換言之，如今方興未艾的海洋教

育不但需要涵蓋上述面向的教育內容，也需要多元的師資善盡其事。因此，本院申

請設立的「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是一個涵蓋性廣博之跨領域、多學群、

海洋特色的博士班，除了其他海洋人文社會領域外，實可滿足「海洋教育」所含蓋

的多元範疇。此彰顯本博士班除了人文、社會領域的海洋教育外，亦歡迎具有自然

科學與工程科技背景的學生攻讀博士級海洋教育課程，以符國內外海洋教育高級人

才培育日愈殷切的需求。 

二、分論 

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為一跨領域、多學群並具海洋特色的博士

班，分為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英語等四大領域，茲分別就各領域

說明設立理由： 

（一）海洋經濟領域 

1. 臺灣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市場走向自由開放，在開放經濟及國

際產業競爭下，台灣經濟發展陷入前所未見的瓶頸，並產生嚴重的衰退危機，失業

率迭創新高、產業技術漸失優勢、競爭力顯著下降，在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大趨

勢下，台灣海洋產業不論在政府部門與產業界，都需要學者根據學理與實證研究成

果，提供興革意見，共同研擬解決方案。 

2. 台灣屬島嶼型淺盤經濟的海洋國家，陸地資源有限的先天條件限制下，海洋

與漁業經濟發展有其重要性，尤其在面對台灣逐漸走向國際化後的海洋經濟相關課

題，培養能綜合規劃海洋、社會、經濟、法律、管理等高階跨領域經濟管理人才，

有其必要性。 

3.本院應用經濟研究所為全國唯一以海洋及漁業經濟為研究重點的研究所，該

所碩士班設置已逾二十三年，培訓四百位以上應用經濟與海洋事務管理方面之碩士

人才，多已服務於政府機關、農漁業、教育及工商服務業界。為更進一步因應國際

經營環境之變遷及培養我國應用經濟在海洋經濟、漁業經濟、產業管理及政策方面

之人才，進而提高國內相關產業企劃與經濟研究的專業水準，實有必要積極籌設博

士班，以符合國家發展、培養社會人才之需。 

（二）海洋教育領域 

1. 自《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頒布以來，推動海洋教育已成為我國重要的教育

政策。本校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長期以來，除了培育

海洋專業人才外，亦關注普通海洋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國民教育和高中職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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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資培育。此外，本校於102年成立了國家級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負責推動

全臺各級學校和一般公民的海洋教育，不但對當前我國對海洋教育高級人才的需求

迫切有所體察，並了解碩士級中小學教師在海洋教育領域進修博士課程的意願。

「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的設立，將有利於海洋教育高級人才的培養與國家

教育政策的推動執行。 

2. 目前臺灣未有研究海洋教育的博士班，「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海洋

教育組的成立，深具特殊性與必要性。本院教育研究所為因應學術區別化發展，以

海洋教育為其重要特色，並結合海洋相關系所發展具海洋特色之教育研究。該所不

但在日間部碩士班設立海洋教育組，教師與學生的研究論文亦多與海洋教育議題多

所關聯，並多次舉辦以海洋教育為主題的國內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了進一步深耕

海洋教育之學術研究、深化理論創新、以及推廣動能之擴大升級，如能在此基礎上

設立具有「海洋教育」內涵的博士班，將利於海洋教育高級人才的培養，使成為海

洋教育學術研究與海洋教育實務推廣的生力軍。 

3. 本院教育研究所成立多年，海洋教育師資陣容堅強，並在學術研究與教學實

務都卓然有成，透過多元管道已培養許多教育碩士，他們之中不少有進修博士學位

之期望。教育研究所在成立以前，本校已於民國84年設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民90

學年度開始增設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此後為進一步結合中等和小學教育學程以及海

洋相關系所的師資與設備，92學年度成立以海洋教育為特色之教育研究所。此外，

為提供東北角地區教育社群教育人員的在職發展，於95學年度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培養教育研究與實務專業人才；為配合國家發展海洋教育政策，98學年度起招收兩

屆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海洋教育碩士學位班」。再者，該所每年亦與師資培育中

心合作辦理「海洋教育學分班」，協助現職老師學習海洋教育的教學知能，並進行

認證，鼓勵他們將海洋教育這個議題融入教學之中。 

（三）海洋文化領域 

1. 符合發展海洋文化和人才培育的國家政策：自《海洋白皮書》、《海洋政策白

皮書》公布以來，「海洋立國」、「海洋興國」已為國家施政主軸，其中並包含海洋

文化的發展與人才培育。臺灣四周環海，歷史發展與海洋文化密不可分；例如：史

前人類與海洋文化的關係、原住民的海洋經驗、荷蘭時期台灣海洋文化的特性、明

鄭時期與海洋之關係、清代時期地方與海洋發展之關係、日本時代多元性的海洋文

化、光復以後融合性的海洋文化等不同內涵等。因此如何發展海洋文化、提升國民

海洋文化意識、進而結合相關產業並提出優勢策略，為海洋文化學術研究與實務推

動所不可或缺。自1987年解嚴之後，臺灣本土意識以及臺灣海洋文化日益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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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近年來東亞國際學界亦愈趨重視海洋文化研究，中國大陸、韓國、日本也有多

所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機構。「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的設立，將深化海洋文

化學術研究、實務推動以及高級人才之培養，既符合國家施政所需，亦合乎國際潮

流。 

2. 國際海洋觀光與文化產業發展的趨勢：全球海洋觀光與文化產業帶給各國之

經濟貢獻越來越不容忽視，沿海國家多已積極開發相關產業。據世界旅遊組織公

布，1992年起旅遊業超過石油產業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而海洋旅遊則是世界旅遊

業中發展最為迅速的一類旅遊業，世界各國的旅遊外匯排名前25位的國家和地區

中，沿海國家和地區有23個，占國際旅遊總收入的96%，其中海洋旅遊總收入占

60%以上。發展觀光事業，有助於帶動當地經濟，已是當下發展經濟的必要途徑。

本校位於臺灣的東北角重要位置，海洋文化即為基隆觀光事業獨特所在；海洋觀光

休閒活動也逐漸受到國人注意。臺灣海洋文化的內涵以及與觀光之間的關係，極需

要瞭解與認識，以提振海洋文化特色的觀光休閒活動。如何將海洋文化和觀光產業

以及經濟發展結合並培養高級人才，本院海洋文化研究所可謂責無旁貸。 

3. 深化海洋文化研究理論與應用效能：本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民國96

年，為全臺唯一以海洋文化作為研究和教育的研究所，發展重點訂定在對「海洋文

化」的現象與內涵進行全面的研究，並兼顧「海洋文化」的整體性與多元性，使能

在文化理論建構和文化產業的創意實務方面皆有所貢獻。此外，宣揚海洋文化特

色，培育海洋文化人才，厚植社會海洋文化底蘊等，亦其重要任務。「海洋人文社

會暨教育博士班」的設立，將利於進一步實踐海洋文化研究所上述宗旨；並深化

「海洋文化」的研究理論與應用效能，對其所指涉人與海洋互動有關之空間格局、

人地關係、社會文化、構成這些人文內涵的集體經驗與歷史縱深等方面的研究，以

便提升海洋文化對建構人文世界認知、理解與詮釋系統等相關文化理論的貢獻。 

（四）海洋英語領域 

1. 應用英語博士班之具海洋特色者闕如：目前國內公私立大學多已設立英語教

學或應用英語研究所碩士班，專注於英語教學領域之研究。至於博士班，目前僅臺

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以及淡江大學已成立英語教

學領域之博士班。這五所大學都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之高等學府。本校是國內培

養海洋領域之指標學術機構，以理工為主，但同時重視人文社會領域之發展；設立

應用英語領域之博士課程，將利於培養精通英語文之海洋專業人才進一步深耕海洋

英語領域學術研究。 

2. 本博士班之海洋英語領域課程，不僅符合全球化與國際化之潮流，更能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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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校英語教學研究和服務之質與量，提供基隆地區和北海岸地區碩士級中小學

校（含海事職校）教師，繼續專業成長之進修管道，使其有能力發展在地化、與海

洋相關之英語文課程。 

3. 本博士班之海洋英語領域課程，有助培訓優秀之英語教學師資，協助發展海

洋英語教育，探討如何有系統地將海洋素養融入英語文課程。可研究之重要議題包

括和海洋、海事相關領域之從業人員之英語文教與學之探討與比較、中小學英語文

教材之現況分析與比較等。更可吸引英語教育背景之國際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提升

本校之國際化，也可以協助整合或提供校內外相關領域之英語文教學資源，以利英

語文教育高級人才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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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總論 

「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為一具有海洋特色之跨領域、多學群的博士

班，就總體而言，其發展方向為：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英語等四

大領域，並共同具有下列三大重點： 

（1）深植海洋人文意識：落實具有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學、研究、

服務與推廣，厚植學以致用的知識基礎；並加強宣導海洋人文社會活動的歷史經驗

與價值連結，弘揚海洋社會共識，啟發學生社會實踐動力。 

（2）創新社會實踐效能：營造校內外之跨領域合作氛圍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

平臺，加強產、官、學、社之互動聯結，以強化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領域之特色

性、整合性、涉外性、創新性與務實性，創新整合社會實踐機制，兼顧在地與國

際，培育學生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與實務能力，提升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之 高級

人才之培育效能。 

（3）連結價值型塑典範：透過「深植海洋人文意識」與「創新社會實踐效

能」雙元軸心內涵的交互運用與具體落實，連結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之知識思想與

產業實務的跨領域價值，提升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與貢獻。 

二、分論 

本博士班各領域的發展方向與重點茲分述如下： 

（一）海洋經濟領域 

1. 培養高級海洋經濟研究人才：鑑於台灣海洋資源豐富，海洋相關產業發展潛

力不可限量，舉凡海洋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漁業、觀光、航運等相關產業皆

為其範疇，因此對於海洋經濟與管理決策等人才之需求極為迫切。因應全球化時

代趨勢，並考量台灣整體發展皆以經濟為著眼點，因此如何結合經濟理論，從事

海洋經濟相關議題之實證研究，培育出高級海洋經濟研究人才，以契合台灣未來

海洋產業經濟發展之高級人力需求。 

2. 成為台灣海洋及漁業經濟與政策研究重鎮：本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前身為台灣

唯一的漁業經濟研究所，在協助政府研究漁業資源經濟與政策問題上已有紮實基礎，

從產業政策經濟分析、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及效益評估、漁業資源發展與投資計畫可

行性之評估、漁業經濟資料之調查分析、協助產業國際合作之規劃與推動、漁產品

消費與消費者行為之分析、運銷通路與運銷職能之研究及漁產品市場組織及行銷策

略之研擬等，亦將為本博士班海洋經濟領域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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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學術研究與促進國際交流：透過邀請國外知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蒞臨從

事教學、研究生指導與研究工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建立與國外學術研究單位

姊妹合作關係、成為國際知名學術團體會員、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及發表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等方式，以提昇本博士班海洋經濟領域國內外知名度，進而促進國

際級學術研究及國內產業經濟研究之交流。 

4. 建立世界級海洋與漁業經濟研究中心：在現有研究團隊與基礎下，網羅優秀

師資及聘請知名學者，強化師資陣容，與提昇研究水準，致力於海洋與漁業經濟及

管理各項領域的研究，除繼續蒐集國內外產業、漁業資源與經濟政策方面之圖書與

資料，建立世界級海洋與漁業經濟研究中心之外，亦積極從事與國內外海洋與漁業

單位進行交流，分享研究成果。 

5. 產官學合作：積極與國內外政府部門、產業界、研究機構及漁業企業公司合

作，進行連繫及交換資訊，並整合國際經貿與海洋漁業組織資訊，尤其是產業經濟

及資源經濟方面之分析，使本博士班海洋經濟領域成為國內海洋產業經濟、海洋資

源管理、及企業經營管理的資訊中心。 

（二）海洋教育領域 

1.海洋普通教育 

（1）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海洋教育被列為七大議題之一，在十

二年國教的課程綱要，海洋教育仍保留為其中一項重大議題，可見此議題在中小學

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課綱中對於議題的處理，是以融入其他領域課程的方式來做教

學，所以中小學教師也須具備海洋教育相關知能，才有能力將此議題在日常教學中

實踐，以達到知海、親海、愛海的目的。在本博士班海洋教育領域的課程中，將帶

入海洋普通教育的相關研究議題，例如：課程與教學設計、教科書分析、海洋體驗

教育的規劃等，這些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2）科普教育：海洋科普教育亦是海洋教育推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世界各國

可以看到一些教育方案，是將海洋生物科學、海洋環境科學等概念帶入教育活動之

中，或是作為博物館的社會教育素材，讓一般學童或民眾得以了解海洋科學的相關

知識、概念，進而達到海洋環境、生態保育的目的。是以，海洋科普教育亦是本博

士班海洋教育領域研究生的重要學習方向之一，期望培育其具備推廣海洋科普教育

之能力。 

2.海洋專業教育 

臺灣各縣市有多所海事職業學校，在進行海事、水產等職業技能之教育，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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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海洋專業人才，在高等教育部分，亦有相關類科的系所，在從事海事水產職業人

才的培育。但是海洋專業人才培育的議題，長久以來一直缺乏學術方面的探究，當

前需要培育同時了解海洋專業與海洋教育的人才，對此加以整合，使得研究成果能

對於整個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制度、相關教育政策、證照的規劃等有所建議，並促進

這個領域的資源整合，引導國家的海洋專業人才培育。 

（三）海洋文化領域 

1. 理論與應用兼備海洋特色：對「海洋文化」的現象與內涵進行更為全面的研

究，在海洋文化理論建構、海洋文化產業的創意實務、海洋文化的人才培育、乃至

海洋意識的闡釋發揚等方面有所貢獻，俾為社會文化的提昇與文化產業的發展，開

拓具有「海洋」特色的新園地。 

2. 海洋文化史：包含港市發展與變遷、沿海地區與島嶼文化、海洋移民與文化

交流、海洋貿易與航運交通、海洋意識與社會文化變遷等等。 

3. 海洋文學：包括中國古典海洋文學、現代海洋文學、臺灣海洋文學、西洋海

洋文學、海洋詩歌、移民文學、海華文學等等。 

4. 海洋社會科學：包括海神信仰與民俗、海洋文化資產保存與治理、海洋博物

館與文化產業、海洋文化觀光與休閒等等。 

(四)海洋英語領域 

為配合本校、院之教育目標，亦即培養兼具人文素養及基礎應用能力及海洋相

關領域應用之人才，並培養具英語文專業能力與海洋素養之教學研究人才，應用英

語之博士班訂定下列三項發展方向與重點： 

1. 提供中小學教師英語文專業成長之進修管道：海洋素養的培養，愈早愈好；

而目前國內小學多已從一年級開始提供英語課程。中小學教師站在教育的第一線，

最能體會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加強海洋素養之重要性。而中小學英語文教師擔任

此重要角色時，若能同時深化本身之英語文專業能力及海洋素養，關注海洋議題，

將能對海洋與英語教育之發展與提升，發揮更大、更深、更廣之影響力。 

2. 提供海洋專業相關人士從事英語文教學研究之進修管道：海洋專業人士、海

事從業人員對海以及海洋的了解與投入，無庸置疑。海洋無國界，英語為重要國際

語言，因此海洋、海運、海事從業人員對英語文之投入，其深度與廣度有目共睹，

但若欲將影響力擴及教育層面，可說只差臨門一腳。因此，應用英語博士班之建

立，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3. 建立將英語應用於海洋相關領域之教學理論：英語之使用，接觸海洋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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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性。船上、船下，甲板上、甲板下，船員、非船員，入港、出港，文字的、

口語的，都有其語言使用上之特殊性。若使用不當，輕則鬧笑話，重則出人命，豈

可不慎哉？因此，驗證相關語言教學理論，不僅可豐富既有之理論，更可幫助海洋

英語之教與學理論，跨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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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海洋經濟領域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及人們對海洋認知的深化，以海洋經濟為主體的「藍色經

濟」正日益成為各區域及國家實施永續發展策略的重要領域。海洋經濟所涵蓋之範

圍廣泛，囊括經濟、社會及生態三大部分，台灣未來要朝向此經營概念之發展，必

需有更縝密的政策思量。本博士班海洋經濟領域之自我定位為：具國際觀及海洋產

業特色，培養具有國際觀與學科整合思考之處理海洋經濟分析的高階學術研究人才

有其必要性。 

二、海洋教育領域 

目前全球的高等教育未設有海洋教育的相關系所，主要從事海洋教育的人員為

中小學老師，他們的教育內容以海洋普通教育為主，主要為海洋環境的認識或是海

洋科普的宣導，但是，這方面的教育研究相對缺乏，在理論方面的論述也不多見。

此外，高等教育的海洋教育主要是以海洋專業教育為主，例如海事類（輪機、航

海）與水產類（漁業、養殖、造船）等相關科系，或是從事海洋資源、海洋環境、

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但是，這些類科的教育人員通常較為缺乏教育背景或教育專

業，使得海事、水產的人才培育議題缺乏比較專業、長期性的研究。本博士班海洋

教育領域是要補上述的不足，相信未來在學術研究上，可以開發海洋教育的新興議

題，並具備全球視野與獨特性。 

三、海洋文化領域 

世界各國日益重視海洋，我國政府亦於2001年首次公布《海洋白皮書》，宣示

我國為「海洋國家」、以「海洋立國」，探討議題開始多元化，由海洋科技和產業擴

及人文社會與教育。之後更於2006年公布《海洋政策白皮書》，期望以整體海洋臺

灣為思考基模，透過各項政策之規劃，全面推動海洋發展。海洋文化研究所為配合

國家整體海洋事務之推動，培植海洋文化基礎研究、文化產業研發、鄉土文化教

學，以及國際文化交流等海洋文化建設人才，成立博士班之工作，應是責無旁貸。

本博士班的成立將提升臺灣對海洋文化學術研究的國際化，利於海洋文化高級人才

的培育，使具有宏觀國際視野，以及開發海洋文化資產價值，深化對海洋文化產業

實務的影響與貢獻。 

四、海洋英語領域 

二十一世紀，是個一直改變的世紀：氣候的變化，地殼的變動，政權的改變，

人心的思變，人才的流動，產業的轉移，科技的提升。改變與應變已成為在變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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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生存之不變法則。另一個不變法則，也常被關注：英語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國際

語言。而近年全球海洋意識提升，國與國之間激烈競爭，所使用的共同語言，不外

英語。本校身為兩岸三地海洋學術研究之龍頭，本博士班海洋英語領域將更能突顯

本校，不僅在海洋自然科學、海洋理工領域深耕有成，在海洋人文社會科學（含：

應用英語、海洋英語）之研究，一樣能領航海洋人文社會領域之世界潮流。海洋人

文社會之博士班，在應用英語或海洋英語方面，不僅要培育專才，更要訓練跨領域

人才。現今世界，具備單項能力之人才，將隨波逐流，為潮流所淘汰。海洋英語或

應用英語博士所訓練之人才，除具備英語文專業領域之教學、研究能力外，更能根

據自身興趣專長，培養次專長，文化、教育、經濟、觀光、漁業、食品科學等領域

之次專長，成為具備專才、與跨領域能力之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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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本

項務請詳細說明，俾利審核)：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15） 

        1.海洋經濟領域 

(1) 目前國內並沒有相關的海洋產業經濟博士班的設立，相近者如台灣大學農業

經濟系博士班，但其並非以海洋經濟為其專屬領域。 

(2) 本博士班招生名額擬定為3名，將視各領域報名人數以及錄取成績按比例以

及學院整體考量進行協調分配。 

(3) 國內外相關系所學生都是本所潛在的博士生，譬如海洋法律與政策、環境與

漁業相關系所、養殖學系所、食品科學系所、海洋運輸、海洋觀光與遊憩管理等經

濟研究領域。其他私人相關海洋產業所需之高級研究人才的進修等。 

    2.海洋教育領域 

(1)學生來源主要為教育系所學生，對於海洋教育有興趣者；或是海洋相關系所

的學生，對於教育研究有興趣者；或者是就讀海洋相關系所，曾經修習過師資培育

課程的學生，此類生源對於海洋專業與教育專業皆有基礎概念。在職教師亦可能是

學生來源，當中有對於海洋教育的教學或推廣有興趣者，或是擔任海事水產職業類

科教學的碩士級高中老師。另外，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與師資培育中心的畢業生是

可能的主要來源；海洋大學其他系所的碩士班畢業生、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臺北

海洋技術學院或是高海大的碩士班畢業生亦可能是招生來源。 

(2) 本博士班招生名額擬定為3名，將視各領域報名人數以及錄取成績按比例以

及學院整體考量進行協調分配。 

(3) 目前未有與海洋教育相近研究領域的博士班。一般教育相關系所博士班的招

生情形還算良好，主要就讀學生來源為在職教師或是教育行政人員。 

3.海洋文化領域 

(1)學生來源：本院海文所及國內外各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以及從事海洋文化相

關事業並規劃成為高級人才者，皆得以報考。此外，為能配合學校國際化之發展，

境外學生亦即東北亞韓國、日本等；東南亞的越南、印尼等國也可以拓展生源。 

                                                 
15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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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博士班招生名額擬定為3名，將視各領域報名人數以及錄取成績按比例以

及學院整體考量進行協調分配。 

3. 本院海文所為目前全臺唯一海洋文化研究所，但目前只有碩士班。 

    4.海洋英語領域 

(1) 學生來源：本博士班在應用英語領域，可招收之學生來源管道多元：（1）現

職中小學英語文教師：國內在基礎教育從事英語文教學者，素質愈來愈高，有不少

已具有碩士學位，其中不乏有志繼續學術研究者。（2）海洋科學、海運、海洋觀

光、海事相關科系碩士且對英語文有興趣者。（3）傳統之英語文碩士生源也相當

多，有些甚至已具有豐富職場經驗。 

(2)本博士班招生名額擬定為3名，將視各領域報名人數以及錄取成績按比例以

及學院整體考量進行協調分配。 

(3) 國內已設立大學部英語文相關學系之大專院校，普遍已設立英語教學、應用

英語、應用外語等相關研究所。因此，碩士班畢業生之數量，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

領域中，相對也較多。但目前國內英語教學或應用英語之博士班，數量少，招生名

額也相當有限，無法滿足目前在職教師之需求，且尚無以海洋英語為訴求之博士

班。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16、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12、就業領域主

管之中央機關17） 

    1.海洋經濟領域 

(1) 就業出路：國內外相關海洋產業或研究單位之經濟分析高級人才需求，如在

各大學的人文或生科學院及海事專科、職業學校，及漁政單位(包含研究中心)等。 

(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在政府單位就業領域之主管單位包含漁業署及所

屬研究單位、即將成立之海洋部或海洋事務管理委員會等。 

    2.海洋教育領域 

(1) 就業出路： 

（1）學校教師：本博士班教育領域之畢業生具有編篡海洋教育教材或是海洋

教育示範教學的能力，除了在大學任教外，其取得中小學教師資格後亦可以擔任的

海洋教育種子教師，或協助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2）公職服務：畢業

                                                 
16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mp=1)

填列。 
17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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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參加國家考試，從事公職服務，在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行政院海洋事務

推動小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縣市政府漁業部門、海

洋局、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館、海洋科技博物館、以及海事職業學校等，擔

任行政與管理人員。（3）學術研究：畢業生可於海洋之研究與教育單位進行學術研

究工作，例如中央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或是大學的海

洋相關系所。 

(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教育部、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部等。 

   3.海洋文化領域 

(1) 就業出路：配合國家整體海洋事務之推動、從事海洋文化基礎研究、海洋文

化觀光與相關文化產業研發、各類博物館研究人員、各級學校教師、漁村社區營

造、地方文史教學研究、各種文化事業以及國際文化交流等。 

(2)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教育部、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科技部、交通部觀光局、外交部、文化部等。 

   4.海洋英語領域 

(1)就業出路：就教育層級而言，畢業生因具有英語與海洋二項專長，可擔任大

專院校及高中職海事類科英語教師。此外，還可擔任海洋人文相關領域研究員、航

運/船務公司之專業英語師資、企業英語顧問、文化產業國際化專員、英語文出版

業顧問/專員、海洋領域公職人員等。 

(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教育部、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科技部、交通部、外交部、文化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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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

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總論 

本學院自民94年成立迄今12年，為使本院能進一步落實教育目標之達成，並針

對社會經濟變化趨勢與現實需求、人文社會教化願景以及人海永續共存的價值，本

博士班除了善用既有優勢、掌握機會並整合資源對本院既有劣勢與威脅提出對策

外，亦期望能在突顯海洋特色、提升教研效能的前提下，達到以下目的： 

（1）深植海洋人文意識：落實具有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科學在六大領域之教

學、研究、服務與推廣，厚植學以致用的知識基礎；加強宣導海洋人文社會活動的

歷史經驗與價值連結，弘揚海洋社會共識，啟發學生社會實踐動力。 

（2）創新社會實踐效能：營造校內外之跨領域合作氛圍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

平臺，加強產、官、學、社之互動聯結，以強化本院各海洋人文社會領域之特色

性、整合性、涉外性、創新性與務實性，創新整合社會實踐機制，兼顧在地與國

際，培育學生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與實務能力，提升海洋人文社會事業人才的培育

效能。 

（3）連結價值型塑典範：透過「深植海洋人文意識」與「創新社會實踐效

能」雙元軸心內涵的交互運用與具體落實，連結海洋人文社會知識思想與產業實務

的跨領域價值，型塑海洋人文社會教學研究典範，提升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與

貢獻。 

為因應國內大學發展趨勢，強化全人教育，提升未來競爭力，海洋人文社會科

學博士班亦即配合本校的發展方向：「培育兼具人文素之基礎與應用能力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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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成立「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對學校之整體發展，還可從二

點說明：（一）國內：本校為國內海洋研究領域之重點大學，其研究成果，有目共

睹；但在海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於起步較晚，整體學制尚未完整，有待改善提

升。本院原只有應用經濟、教育、海洋文化、應用英語四個獨立所只有碩士班，

105學年度奉准成立「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本博士班設立後，本院學

制乃至於海大整體學術架構，將更完整；臺灣海大將和其他頂尖大學一樣，都設有

人文社會領域之博士班，利於本校之整體發展。（二）國外：海洋大學在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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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曝光率高，但外界對本校有個刻板印象，亦即：海大雖已跳脫「海洋學院」之

框架，但仍然是個以理工為主之大學，在海洋人文社會領域，仍有著力發展空間。

本博士班設立後，不僅可幫助改變外界對本校之看法，更能幫助海大提升人文社會

領域，並成為名符其實全方位之海洋大學。 

二、分論 

茲分別從各領域角度說明之： 

（一）海洋經濟領域 

本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原名漁業經濟研究所，為顧及漁業經濟人才素質之提昇及

本校之中長程發展之規劃，已於九十學年度改名為應用經濟研究所。該所教師並支

援本校漁業推廣委員會進行教育推廣，負責漁會推廣講習、專題演講、座談及現場

輔導，提供漁業企業或漁民新的訊息。另為能提升研究水準及培訓相關產業研究政

策制定與管理人才，本校於民國九十五年學年度校務會議亦通過增設應用經濟博士

班，唯因教師員額不足未被教育部允許成立。本院申請成立「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

博士班」，該所支援「海洋經濟領域」課程，除可持續協助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及

其他學院之海洋與漁業經濟研究發展領域外，亦可有效整合大型跨系所之研究計畫，

支援政府部門、相關產業經營與發展、海洋法政學院，環境與漁業科學系所、養殖

學系所及食品科學系所之經濟方面研究分析，成為應用經濟與海洋經濟與管理政策

之研究重鎮。 

（二）海洋教育領域 

1. 本博士班海洋教育領域之課程與師資，係由本院教育研究所支援；另外，本

校已成立國家級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海洋教育領域之博士生亦可與此中心合作，

協助進行研究案或是海洋教育的推廣活動。 

2. 本博士班海洋教育領域可將校外資源帶入，並協助海洋大學與各級學校在海

洋教育方面的聯結與合作，以提昇海大在海洋教育領域的影響力，透過學校資源配

合海洋教育政策的執行，或甚至導引海洋教育政策的發展。 

（三）海洋文化領域 

強化海洋文化教學研究效能，配合臺灣海大整體發展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院整體

發展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觀光、海洋英語、海洋通識六大領域的

需要，並整合校內外教學研究與產學資源，以支援本博士班「海洋文化領域」之師

資與課程，俾在海洋人文社會領域尤其海洋文化方面，在政府或產業界在拓展與海

洋有關之各項事務時，提供必要之資源，以對國家與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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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英語領域 

人文社會科學院目前設有應用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與應用英語研究

所，若能整合學術資源將更有助海洋人文社會科學之發展，使海大在海洋自然科學

和海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能擠身進入、貢獻於世界海洋學術殿堂。學術英語能力

在此關鍵時刻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所相關師資可提供英美海洋文學、學術英語、各

海洋領域應用英語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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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之課程規劃(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

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

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

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一、必修、必選與選修學分 

（一）課程規劃表 

本博士班之課程修習總學分為28學分（不含畢業論文），其共同必修、領域必

修、領域必選合計10學分，領域選修18學分。列表如下： 

必選修         領域名稱 課程名稱 備註 

共同必修4學分 海洋人文社會專題討論 2學分 

人文社會研究方法特論 2學分 

領域必修

3學分 

海洋經濟領域 高等個體經濟專論  

海洋教育領域 海洋教育研究  

海洋文化領域 海洋文化研究專題討論  

海洋英語領域 應用語言學專論  

領域必選

3學分 

 

 

 

 

 

 

海洋經濟領域 1.高等計量經濟專論 

2.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專論 

至少修習其中

一門 

海洋教育領域 1.海洋人文教育專題研究 

2.海洋科學教育專題研究 

至少修習其中

一門 

海洋文化領域 1.海洋文化經典專題研究 

2.海洋社會科學專題研究 

至少修習其中

一門 

海洋英語領域 1.學術英文報告與寫作 

2.專題討論 

3.進階統計方法之應用 

至少修習其中

一門 

 

領域選修

18學分 

各領域至少開9門課程供主修學生選修，每門3學分。得在本學程其他

領域跨修，但總計以6學分為上限。 

（二）課程規劃說明 

1.共同必修： 

（1）「海洋人文社會專題討論」2學分  

「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為一具有海洋特色之跨領域、多學群的博士

班，五大領域共同具有下列三大重點：1）深植海洋人文意識：落實具有海洋特色

之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厚植學以致用的知識基礎，弘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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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共識。2）創新社會實踐效能：營造校內外之跨領域合作氛圍以及國內外學術

交流平臺，加強產、官、學、社之互動聯結，以強化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領域之特

色性、整合性、涉外性、創新性與務實性。3）連結價值型塑典範：透過「深植海

洋人文意識」與「創新社會實踐效能」雙元軸心內涵的交互運用與具體落實，連結

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之知識思想與產業實務的跨領域價值，提升海洋人文社會科學

的影響與貢獻。本課程除由授課教師闡述探討上列重點之相關議題外，亦將邀請校

內外專家學者蒞班演講，並帶領研究生研讀相關文獻分相互問答討論。期能透過此

課程深化「海洋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術耕耘。 

（2）「人文社會研究方法特論」2學分 

為強化本博士班的整合性，並加深研究生對人文社會領域不同面向與議題之研

究方法的探討、比較與應用，特規劃本課程，以與前列必修課程「海洋人文社會專

題討論」同收兩者相輔相成之效。人文學科（humanities）是以人的內心活動、精神

世界、生存價值及其客觀表達的文化傳統爲研究對象，「社會科學」（social sci-

ences）是用科學方法和經驗法則對社會進行實證研究的學科；前者主要研究人的主

觀世界和精神文化，而後者關注外在於具體個人的客觀社會，兩者雖有區分但緊密

關聯，合稱之爲人文社會科學。本課程除了兼顧人文社會科學之「本質與價值」、

「知識與應用」的特性外，亦重視「海洋特色」的研究議題：（一）就本質與價值

而言，有關人的基本價值、對群體的終極關懷，以及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等議題的

研究方法論。（二）就知識與應用而言，在知識建構與實踐應用上，有關跨領域

（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數位化、國際化趨勢等議題的研究方法論。（三）就

海洋人文社會研究而言：上述兩大面向應用在海洋相關議題之宏觀研究以及個案研

究的方法論，並加強探討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洋英語等各領域研究

方法論之共通性與殊異性。  

2.領域必修、必選與選修： 

（1）海洋經濟領域 

海洋經濟領域必修課程為「高等個體經濟專論」與數量方法等高階理論課程，

以具備分析各種應用經濟問題的能力；其中數量方法為「高等計量經濟專論」及

「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專論」二者擇一。本所並提供之應用經濟選修課程包含國際貿

易、產業經濟、消費經濟、環境經濟及勞動經濟等學術領域，提供學生依興趣選修

之。 

（2）海洋教育領域： 

領域必修是「海洋教育研究」這門課程，它是海洋教育的基礎概論，也涉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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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育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的討論。領域必選分為海洋人文教育以及海洋科學教育

兩個海洋學術領域的主要面向，學生可以就未來論文方向選擇一門課修習。在領域

選修部分，分成教育學方法與其他選修兩種課程，教育學方法是博士生撰寫論文的

研究方法進階課程，可以選修與論文研究相關的研究方法，與授課老師討論研究具

體方法與架構；其他選修這個群組的課程，則包含海洋教育中的一些重要議題，學

生可依據興趣選修當中的課程。 

（3）海洋文化領域： 

領域必修課程為「海洋文化研究專題討論」。海洋文化為一跨領域之新興研究

學科，其研究領域概可分為海洋文化史、海洋文學、海洋社會科學等面向。本專論

透過三大面向的研究方法討論，並針對當前或未來較具發展性的海洋文化相關課題

加以探討，協助學生了解海洋文化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與發展趨勢。領域必選規劃了

二門課程：「海洋文化經典專題研究」，以海洋文化史、海洋文學的經典專題討論為

主；「海洋社會科學專題研究」則以海洋社會科學課題為主。領域選修課程涵蓋海

洋文化史、海洋文學、海洋社會科學等面向的議題共九門課，供學生依興趣修習。 

（4）海洋英語領域： 

領域必修課程為「應用語言學專論」。應用語言學領域包羅萬象，因此，本專

論透過鑽研幾項比較急迫之議題，幫助學生探索、了解應用語言學之重要研究方向

與趨勢，以訓練學生。領域必選規劃了三門課程：「學術英文報告與寫作」重實務

面，並引領學生了解學術研究之寫作與發表；「專題討論」則根據學生之研究領

域，進行深度之討論；「進階統計方法之應用」幫助學生吸收量化研究之文獻，並

進而將較高階之統計方法應用於論文研究。領域選修課程所涵蓋之領域廣，有西方

文學、有語言教學。西方文學領域聚焦海洋文學名著選讀，語言教學則觸及多項領

域，如：教材教法、聽說讀寫、語言測驗、語言習得、科技等。這些課程旨在幫助

學生涉獵相關學術領域，進而找出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方向。 

二、取得博士學位之基本規範 

1.申請資格考：博士班研究生須完成共同必修、領域必修、領域必選合計9學

分，以及領域選修9學分以上之課程修習後，方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資格考

試，通過資格考試者，為可成為博士候選人。 

2.申請博士學位考試：須具備下列條件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1）取得博士候

選人資格；（2）在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2次；（3）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具匿名

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與博士研究相關之論文2篇；（4）海洋英語領域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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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測驗必須達到多益850分以上或相當等級之英語檢測。 

三、「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 」擬開課程表 

（一）共同必修課程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博一上 
海洋人文社

會專題討論 
2 必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文學

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博一下 
人文社會研

究方法特論 
2 必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文學

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二）各領域必修、必選、選修課程 

海洋經濟領域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歷 專長 

博一上 
高等個體經

濟專論 
3 領域必修 黃幼宜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貿易系博士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

與產業分工、產業經

濟 

博一上 
高等計量經

濟專論 
3 領域必選 詹滿色 專任 

美國喬治亞大學

農業與應用經濟

學系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

率與生產力分析、數

量方法 

博一上 
應用個體計

量經濟專論 
3 領域必選 張景福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經

濟研究所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公

共經濟學、環境經濟

學 

博一下 
高等海洋經

濟專論 
3 領域選修 江福松 專任 

美國康乃爾大學

消費經濟博士 

消費經濟、消費者行

為、需求與價格分

析、漁產品貿易 

博一下 
產業經濟與

政策專論 
3 領域選修 

詹滿色 

黃幼宜 
專任 

美國喬治亞大學

農業與應用經濟

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貿易系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

率與生產力分析、數

量方法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

與產業分工、產業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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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一下 

環境與資源

管理政策專

論 

3 領域選修 李篤華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農

業經濟研究所博

士 

應用一般均衡分析‧

環境、資源與能源經

濟學‧休閒、觀光、

海洋產業經濟學 

博一下 
高等總體經

濟專論 
3 領域選修 張景福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經

濟研究所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公

共經濟學、環境經濟

學 

博二上 

能源經濟與

永續發展專

論 

3 領域選修 李篤華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農

業經濟研究所博

士 

應用一般均衡分析‧

環境、資源與能源經

濟學‧休閒、觀光、

海洋產業經濟學 

博二上 
高等漁產運

銷專論 
3 領域選修 詹滿色 專任 

美國喬治亞大學

農業與應用經濟

學系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

率與生產力分析、數

量方法 

博二上 
消費經濟與

政策專論 
3 領域選修 江福松 專任 

美國康乃爾大學

消費經濟博士 

消費經濟、消費者行

為、需求與價格分

析、漁產品貿易 

博二下 
勞動經濟與

生產力專論 
3 領域選修 張景福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經

濟研究所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公

共經濟學、環境經濟

學 

博二下 
成本效益分

析專論 
3 領域選修 詹滿色 專任 

美國喬治亞大學

農業與應用經濟

學系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

率與生產力分析、數

量方法 

博二下 
國際經貿專

論 
3 選領域修 黃幼宜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貿易系博士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

與產業分工、產業經

濟 

海洋教育領域 

博一上 
海洋教育

研究 
3 領域必修 王嘉陵 專任 

英國倫敦大學

教育學院哲學

博士 

課程理論與實務、

教育哲學、高等教

育 

博一上 

海洋人文

教育專題

研究 

3 領域必選 吳靖國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博

士 

哲學教育、生命教

育、海洋教育 

博一上 

海洋科學

教育專題

研究 

3 領域必選 張正杰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科

學教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

教育、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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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一上 
質性專題

研究 
3 領域選修 吳靖國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博

士 

哲學教育、生命教

育、海洋教育 

博一上 
量化專題

研究 
3 領域選修 嚴佳代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博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發展、職能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理 

博一上 

多變量分

析專題研

究 

3 領域選修 張正杰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科

學教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

教育、資訊教育 

博一下 

各國海洋

教育比較

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羅綸新 專任 

美國奧瑞崗州立

大學科學教育博

士 

科學教育, 教學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 

海洋環境教育 

博一下 

海洋教育

與教師專

業發展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嚴佳代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博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發展、職能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 

博一下 
海事教育

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張正杰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科

學教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

教育、資訊教育 

博二上 

海洋產業

人才培育

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嚴佳代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博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發展、職能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 

博二上 

海洋環境

與生態教

育專題研

究 

3 領域選修 羅綸新 專任 

美國奧瑞崗州立

大學科學教育博

士 

科學教育, 教學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 

, 海洋環境教育 

博二上 

海洋教育

課程發展

與設計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王嘉陵 專任 
英國倫敦大學教

育學院哲學博士 

課程理論與實務、教

育哲學、高等教育 

博二下 
數位學習

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張正杰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科

學教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

教育、資訊教育 

博二下 

學習型組

織專題研

究 

3 領域選修 嚴佳代 專任 

國立中央大學人

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 博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

發展、職能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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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領域 

博一上 
海洋文化研

究專題討論 
3 領域必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文

學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博一下 
海洋文化經

典專題研究 
3 領域必選 卞鳳奎 專任 

日本關西大學博

士 

海洋移民史、海洋文

化觀光、臺灣海洋史 

博一上 
海洋社會科

學專題研究 
3 領域必選 林谷蓉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法

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觀光

行政與法規 

博一下 
海洋信仰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文

學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博一上 

地方文獻與

民間社會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吳蕙芳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學系博士 

中國近代社會史、明

清以來民間社會與文

化、海港城市史、基

隆地方史 

博一下 
海權史專題

研究 
3 領域選修 應俊豪 專任 國立政治大博士 世界史、近代外交史 

博二下 
海洋觀光治

理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林谷蓉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法

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觀光

行政與法規 

博二上 
現代海洋文

學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吳智雄 合聘 

國立中正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文

學博士 

中國古典海洋文學、

臺灣現代海洋大學、

春秋學、漢代經學、

中國經學史、先秦兩

漢學術、應用文 

博二上 
古典海洋文

學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顏智英 合聘 

國立臺灣師大博

士 

海洋文學、美學、寫

作教學 

博二下 
海洋移民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文

學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博二上 

海洋文化資

產與應用專

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卞鳳奎 專任 
日本關西大學博

士 

海洋移民史、海洋文

化觀光、臺灣海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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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二下 
海洋文創產

業專題研究 
3 領域選修 黃麗生 專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文

學博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

研究、客家研究、明

清至近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海洋英語領域 

博一上 
應用語言學

專論 
3 領域必修 蕭聰淵 專任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校

區）英語教學

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

得 

博一上 
學術英文報

告與寫作 
3 必選 黃如瑄 專任 

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水牛城

分校）教與學

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

語，英語寫作，質

性研究 

博一上 
整合分析專

論 
3 選修 蕭聰淵 專任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校

區）英語教學

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

得 

博一上 專業英語 3 選修 黃如瑄 專任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

校）教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

語，英語寫作，質性

研究 

博一上 
研究方法與

論文寫作 
3 選修 黃如瑄 專任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

校）教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

語，英語寫作，質性

研究 

博一上 
科技英文讀

寫 
3 選修 黃馨週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 

博一下 
語言測驗專

論 
3 選修 黃馨週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 

博一下 寫作研究 3 選修 黃如瑄 專任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

校）教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

語，英語寫作，質性

研究 

博一下 專題討論 3 必選 黃馨週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 

博一下 
寫作教學專

題討論 
3 選修 黃如瑄 專任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水牛城分

校）教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

語，英語寫作，質性

研究 

博二上 
第二語言習

得 
3 選修 林綠芳 專任 

加拿大維多利亞

大學 語言教育

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語言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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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二上 

專題討論：

名著小說與

電影研究 

3 選修 林綠芳 專任 

加拿大維多利亞

大學 語言教育

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語言習得 

博二上 
進階統計方

法之應用 
3 必選 蕭聰淵 專任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校

區）英語教學

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

得 

博二下 
電腦輔助語

言學習 
3 選修 黃馨週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 

博二下 
問題導向學

習法研究 
3 選修 林綠芳 專任 

加拿大維多利亞

大學 語言教育

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語言習得 

博二下 

專題討論：

西方海洋文

學名著選讀 

3 選修 蕭聰淵 專任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校

區）英語教學

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

得 

博二下 

專題討論：

海洋小說與

電影 

3 選修 林綠芳 專任 

加拿大維多利亞

大學 語言教育

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

學、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語言習得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

案可免填) (102學年度至105學年度) 

一、海洋經濟領域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江福松 
傅昱傑 

風力發電產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投入產出法之應

用 

(與李篤華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黃幼宜 

謝冠程 國家發展程度不同下貿易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劉怡均 亞洲紡織產業出口競爭力更迭 

葛凱婷 海洋運輸、物流績效與出口 

陳俊達 台灣外銷訂單、出口與缺口值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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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育華 服務業部門對於台灣經濟發展之影響 

鄭廷勛 海洋產業對台灣經濟之影響 

劉士豪 貿易與樞紐關係-引力模型的驗證 

李冠龍 全球價值鏈：製造業的驗證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李篤華 李鴻揚 臺灣與日本發展郵輪產業之經濟影響評估 

傅昱傑 
風力發電產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投入產出法之應

用 

賴旻梅 臺灣發展潮流發電之經濟評估 

劉芸彤 
臺灣發展波浪能經濟之投入產出分析-以海蛇 pelamis 為

例 

林昱辰 臺灣發展地熱發電產業經濟評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名 

詹滿色 

 

林佳燕 
全球海運公司之經營績效與市場效率分析:臺灣與非臺灣

海運公司之比較 

王思堯 消費者對烘焙麵包產品標示屬性偏好與市場區隔分析 

陳靖婕 食品製造業技術效率與食品安全之認知-以基隆地區為例 

鄭心惠 台灣家戶電力消費結構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之衡量 

曾彥蓉 台灣肉類進口食物里程分析 

劉祐任 台灣虱目魚的產業發展與運銷價差 

李錦瑞 消費結構改變對台灣家戶福利水準及碳排量之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二、海洋教育領域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羅綸新 蔡裴伶 
基隆市國小高年級學童海洋迷思概念與海洋環境行為之研

究 

吳秋娟 國民小學教務主任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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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柯籃婷 基隆市國小採購人員對專業訓練課程滿意度之調查 

陳旻旻 在影音情境中跟述學習法對高中生英語學習成效之研究 

陳麗君 
海洋冒險故事影片觀後感之研究－以「魔船奇航－自由中

國號的故事」為例 

張文雄 
國民中學數學教師創新接受度與應用電子教科書知覺之相

關研究 

陳麗玉 我國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實況調查研究 

楊慧玉 
社區高齡者自覺健康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相關性探

討 

吳峙霏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接受度與教育科技標準自我評量之研究 

蔡進裕 高中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意願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陳力熒 不同學習情境真實性對國小英語學習成效之影響 

麥瑞荷 印尼中學教師對體罰及替代性管教感知之研究 

郭政傑 概念圖繪製模式影響海洋知識學習效益之研究 

何淑媛 國小高年級學童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調查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14名 

吳靖國 
黃玉如 海洋英文繪本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行動研究 

蘇靖雅 
海洋生物融入藝術創作教學之行動研究 

陳麗巧 
海洋教育融入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之行動研究 

許献琳 
學習共同體新手種子教師教學轉變歷程之個案研究 

呂姿瑩 
國民小學國語教科書海洋教育內容之分析 

王儷樺 透過「美愛」開展「視域」~ 敍說我在社區大學的教學相

長 

陳彥伶 
用生命啟發生命：從生命故事發現美感經驗的自我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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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劉宛甄 
國小教師以行動研究促進海洋教育專業發展之研究 

趙苑君 
在球隊中的感動：敘說一段不褪色的師生關係 

朱珮禎 
海洋生態保育課程提升國小學童生態保育素養之行動研究 

馮大明 潮間帶生態保育課程提升國小學童生態保育概念之行動研

究 

林慧雯 
找尋心中的好老師圖像 

何昱泓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於高中歷史專題課程之個案研究 

戴偉琦 
繪本教學提升國小學童正向思考之行動研究 

張惠甄 
基隆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個案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15名 

王嘉陵 
林美均 童童玩教學之設計與實踐─以紙飛機為例 

吳紀暉 
運用交互教學法提升偏鄉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理解之行動

研究 

涂以蓁 高等教育課程地圖之調查研究-以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為例 

曾馨慧 新游牧民族：一位流浪教師的心靈游牧之旅 

顏詩穎 運用提問策略提升國中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之行動研究 

郁明俠 生態智慧對於生態永續教育之啟示 

李旭弘 運用體驗教育進行團隊建立之行動研究 

詹若華 
在臺灣求學之印尼碩士生對於論文指導之接受度及回應研

究 

周立昕 
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的教學信念與實踐之個案研

究 

廖依帆 國中社會領域地理科教科書中海洋教育之內容分析 

游佳琳 運用探索教育提升國中班級團隊凝聚力之行動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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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文化領域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黃麗生 

邢繼萱 
海洋文化的數位化展示：以國立臺灣海洋科技博物館為

中心 

小計  指導研究生1名 

吳蕙芳 

簡秀玲 與海洋有約:日治時期基隆大沙灣地區的臨海教育 

小計  指導研究生1名 

應俊豪 
賈俐文 

東亞薯榔的貿易與工藝──以漁網、船帆、衣服防腐為中

心 

小計  指導研究生1名 

卞鳳奎 

林堂勛 在臺僑生適應之研究：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例 

蔡懷德 基隆地區觀光「意象」塑造及策略之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2名 

 

四、海洋英語領域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蕭聰淵 

黃國榮 人格與弱化動機教學之關係：以學英語的大學生為例 

陳佳君 
外語學習之聽力焦慮：向度、性別、語言程度、外語學

習之聽力焦慮 

小計  指導研究生2名 

黃馨週 

艾利亞 
運用臉書即時通進行約旦與台灣學生跨文化溝通之個案

研究 

林易叡 台灣學生使用 MOODLE 教學平台於英文課程之個案研究 

郭雅筑 線上遊戲對台灣學生英文單字學習知識之研究 

陳泓諺 線上英語閱讀課程設計:臺灣學生對於翻轉教室之看法 

凱  多 運用讀寫教學及翻轉教室增進英語學習者之摘要寫作能力 

小計  指導研究生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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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綠芳 
俞姵如 語言學習策略對台灣大學生英語聽力理解影響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1名 

 

捌、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
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88,180 冊，外文圖書  18,622   冊，105學年度擬增購

所列領域 類中西文圖書  740 冊；中文期刊 73   筆，外文期刊 314 筆，中西文資料庫(部

份資料庫內含期刊全文)9個。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有或擬購年度 擬購經費 

        學系可支援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

行。 

 

玖、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5609.33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257.45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705.66平方公尺。 

(三)座落人文社會大樓，第1~7樓層。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在「海洋海事科技大樓」興建竣工之前，暫與人社院其他單位共同使用空

間，並獲校長同意撥用一餐三樓或圖書館四樓原有新區期刊室改建以充辦

公室和術科教室之用。三年後，電資大樓可望竣工，現人文大樓一樓「物

理實驗室」、地下室「聯合實驗室」、七樓之「化學實驗室」等空間將歸還

本院。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六年後，「海洋海事科技館」大樓可望竣工，共教中心與生科所亦將遷出人

文大樓後之空間亦可資利用。 

 

一、 教學空間 
 

總面積 

(m
2
)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面積 

(m
2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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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教學空間 1411.1m
2
 

教室  

201 遠距教學教室(E 化) 162.74 

 

人文大樓 

 

  

602 電化教室 138.32 

  

614 網路資訊室 15.24 

  

611 討論室 15.24 

  

712 討論室 16.82 

  

301 語言教室 151.52 

  

303 語言教室 112.83 

  

304 E 化教室 25.43 

  

520 電腦資訊室 17.12 

  

302 多媒體教室 109.02 

  

302A 多媒體教室 54.51 

  

625 微型教室 82.24 海事甲棟西段 

  

301 攝影棚 25.00 

 

學生餐廳三樓 

 

  

301A 音樂教室 41.75 

  

301B 設計綜合展示準備室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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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綜合討論室 25.00 

  

302A 工藝模型教室 18.50 

  

302B 工藝模型教室 17.90 

  

302C 數位製造教室 38.90 

  

522 第一教室 57.69 

 

海事大樓 

甲棟西段 

  

527 第二教室 31.49 

  

418 語言教室 74.00 海事乙棟 

  

 綜合教室 72.6 圖書館四樓 

演講廳  

526 演講室 82.24 

海事大樓 

甲棟西段 

 

 

二、 本博士班教師研究空間 

 總面積 

(m
2
) 

空間 

編號 
空間名稱 

面積 

(m
2
) 

備註 

應用經濟研究所老師研究空間 306.19 (m
2
) 

 

 

 

 

 

教師辦公室及

研究室 

 

523-1 研究生研究室 28.85 

 

教師辦公室及研

究室 

523-2 李篤華研究室 28.85 

524-1 研究生研究室 28.85 

524-2 江福松研究室 29.85 

525-1 張景福研究室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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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研究生研究室 38.46 

416-1 詹滿色研究室 33.21 

海事乙棟教室 

416-2 學生研究室 33.20 

417-1 學生研究室 32.85 

417-2 黃幼宜研究室 32.84 

教研所師培中心老師研究空間 179.26(m
2
) 

教師辦公室及

研究室 
 

603 張正杰研究室 17.13 

 
 

人文大樓 

 

604 教師研究室 15.88 

605 吳靖國研究室 16.36 

606 羅綸新研究室 15.49 

607 許育彰研究室 16.74 

608 許籐繼研究室 16.71 

610 王嘉陵研究室 15.69 

615 張正傑研究室 15.69 

709 林志聖研究室 17.08 

626 研究生研究室 32.49 海事甲棟西段 

海洋文化研究所老師研究空間 126.62(m
2
) 

 

教師辦公室及

研究室 

 

406 安嘉芳研究室 20.31 

 

人文大樓 

 

407 卞鳳奎研究室 18.67 

410 黃麗生研究室 19.43 

412 吳蕙芳研究室 18.67 

517 應俊豪研究室 16.72 

518 林谷蓉研究室 16.82 

416 研究生研究室 16 

應用英語研究所、外語教學研究中心老師研究空間 351.04(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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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辦公室及

研究室 

 

503 蕭聰淵研究室 20.31 

 

 
 

人文大樓 

 

504 黃如瑄研究室 18.67 

506 周利華研究室 17.94 

507 王鳳敏研究室 18.67 

508 黃馨週研究室 20.31 

303A 研究生研究室 46.75 

510 蔣湧濤研究室 17.26 

511 林甫雯研究室 17.29 

512 林綠芳研究室 16.00 

513 陳慧珍研究室 16.89 

519 丹尼斯海揚研究室 17.12 

521 丹尼爾伍德研究室 16.82 

522 薛梅研究室 16.72 

523 鍾正倫研究室 18.69 

  210 教師研究室 71.6 海事丙棟中西段 

 
 

拾、本院「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班」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說明 

一、總論 

   從本院成立宗旨、辦學現況與發展方向的主觀優勢，以及國際、國內政經社會

文化日愈重勢海洋的客觀態勢，更重要的是本學院已建立之資源整合分享及跨領

域教學研究的機制與經驗等方面，皆可說明本院具備設立的優勢條件。茲分述如

下： 

（一）就優勢而言 

1.本校在海洋科技、產業、管理領域之教學研究基礎深厚，執國內大學牛耳。為本

院發展以海洋為特色的人文社會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奠定了厚實基礎。 

2.本院以海洋法律、海洋經濟、海洋教育、海洋文化、海事英語、海洋通識等六大

領域並具，有效落實以海洋為特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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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所屬單位及師資專長多元，有利本校推動通識教育、營造校園人文氛圍。 

4.本院師資多元而以青壯年為主，且素質優良、學術活力旺盛，可塑性高。 

5.本院營造校內外跨領域合作與國內外學術交流機制，加強產、官、學、社之間的

互動聯結；並組織本院整合型團隊進行跨領域教學與研究計畫。 

6.本院具有良好之空間環境，包含人文大樓、海事大樓甲棟及乙棟，第一餐廳三

樓、圖書館四樓。 

（二）就機會而言 

1.國際社會愈形重視海洋發展，亞太國家紛紛發表「海洋白皮書」，國際海洋事務與

外語人才需求方殷未艾。 

2.我國國家政策強調以海洋立國，陸續發表「海洋白皮書」與「海洋教育白皮書」。

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高級人才愈形重要。 

3.社會文化氛圍以及文創產經的轉型開發開始重視海洋元素與跨文化題材。海洋產

經與文創設計高級人才的培育不可或缺。 

4.本院為臺灣唯一以海洋為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院，以培育具國際觀之優質海洋人

才為教育目標，符合國內外人文社會日愈重視海洋議題的勢趨。 

5.因應後工業時代服務業興起，人文社會跨領域學習與多元專長之培養日形重要。

本院多元師資有更多發揮的可能性。 

（三）就本學院已建立之資源整合分享與跨領域教學研究機制而言 

本院總體目標著重深化落實具有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科學在各大領域之教學、

研究、服務與推廣；並強化各領域之特色性、整合性、涉外性、創新性與務實性，

營造校內外之跨領域合作氛圍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機制，期能加強產、官、學、社

之間的互動聯結，針對社會現實需求、人文教化願景以及人海永續共存的價值目

標，深化本院設立之教研效能與社會貢獻。準此，已建立學院健全資源整合分享及

跨領域教學機制，以符本院總體發展目標所需。茲說明如下： 

1. 空間資源共享： 

本院負責管理「遠距教室」，訂有管理章程，依章接受本校院內外單位申請借

用，使用性質多元。此外，本院會議室以及人文大樓二樓大廳，亦接受院內外各單

位依規定申請借用。本院直接管理空間在本院有效管理之下，環境良好，使用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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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空間資源共享的風氣，本院應當鼓勵所屬單位，針對所轄會議室或具有

特殊設備的教室，訂出管理與借用規章，以便增進本院空間資源的整合共享，提高

空間使用效能。 

2. 跨領域講座與研習 

（1）「海洋英華講堂」： 

本院基於「為營造海洋人文社會與科技產業之跨領域學思交流平臺，以提昇本

院同仁互動，增進校內外科際對話整合，推動國際學術交往合作，加強產、官、

學、社聯結，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社會貢獻」等宗旨；特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實施要點」，設置「海洋英華講堂」自102年3月

設立四年以來，共舉辦40餘場次的演講或論壇活動。主講人，來自產、官、學、社

各界，講題涵蓋了涉及海洋領域的人文、社會、科技、產業等跨領域論題，落實了

該平臺「為營造海洋人文社會與科技產業之跨領域學思交流平臺，以提昇本院同仁

互動，增進校內外科際對話整合，推動國際學術交往合作，加強產、官、學、社聯

結，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社會貢獻。」的設立宗旨，建構了本院各單位學術資源乃

至空間資源的整合與分享的機制，並強化本院各研究所／中心同學跨領域學習的動

力與成效，乃至本院同仁所授通識課程的學生以及全校師生，都可能分享此機制的

學習成長效益。 

（2）「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 

本院自民國102學度始，每年暑假主辦「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其主旨在於：

弘揚海洋意識、提昇文創風氣、推動觀光產業、培養相關人才；並向大專學生及社

會人士宣揚本院所屬海洋文化研究所、應用經濟研究所之教學研究特色，以利社會

發展。其招生對象為大專學生及社會人士，學員結業後並頒發結業證書或研習時數

證書。本院為組織跨領域教學研究與服務創新團隊，營造本院資源整合分享及跨領

域學習之機制，以便創造社會宣導、利於本院招生的新條件，邀請海洋文化研究

所、應用經濟研究所與本院聯合主辦，並召集兩所同仁與本院共同組成籌備委員

會，其成員專長涵蓋歷史、文學、經濟、法政等領域，包括：召集人黃麗生院長、

顏智英教授，卞鳳奎所長、林谷蓉教授，應經所李篤華教授、詹滿色所長、張景福

助理教授等。工作人員亦包含海文所與應經所研究生，也創造了本院研究生跨領域

實習的機會。研習內容包括室內課程與校外實察二大部份，主講者，除本院海文

所、應經所教師外，亦邀請校內外實務經驗的業界專家，反映出跨領域科際整合，

產、官、學、社聯結的特色，也實踐了本院健全資源整合分享及跨領域教學和實習

的機制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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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整合與跨領域教學 

（1）「海洋文化觀光」課程群：  

本課程群以「海洋文化觀光」為主題，由本院黃麗生院長擔任召集人代表提

出，獲得本校102～105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院課程重構方案-學院整合課

群計畫」補助，屬該計畫的「海洋人文與科技整合」方案類別。本課程群包含下列

課程：海文所安嘉芳副教授的「基隆之美」、卞鳳奎所長的「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

產業」、林谷蓉副教授的「觀光實務與法規」、應經所李篤華教授的「休閒經濟

學」等、教育所許籐繼副教授「教育社會學」等九門課程。就健全資源整合分享的

機制來說，本課群結合海洋領域中的文化、經濟、觀光、法治、教育等面向課程，

建立具有協同教學、內容互補、社群互動、產學聯結等多重功能的整合性課程群。 

（2）「海洋圖像與多元文化」課程群：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由吳靖國教授的「海洋教育」、吳蕙芳教授的「海港城市

與文化」、謝玉玲副教授的「文學與海洋」三門課組成，以學習社群與協同教學、

專題演講等方式整合「教育」、「文化」、「文學」三種課程，以培養學生的海洋人文

素養。 

（3）本院碩士生共同核心課程「海洋人文專題」： 

    本院設立跨領域核心課程，以符本院具有海洋特色之自我定位、基本素養、教育

目標和核心能力，以及本校推動學院課程整合，建立核心課程、培養學生核心能力

的政策。本院海洋文化研究所課程審查委員、校自評工作小組校外委員亦皆不約而

同建議本院宜開設以「海洋人文」為主軸之共同核心課程。教學目標在增進學生海

洋人文素養，開拓其國際海洋視野，培育其跨領域學習研究海洋人文社會問題的知

能與實作經驗，發展其多元專長，以因應當前社會環境與產業型態快速變遷，以及

國家發展海洋事業之政策目標與世界潮流。 

4. 本院「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與本院整合型計畫之執行 

本院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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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於103學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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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本校人文社會相關領域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審查

與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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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動國內外各學術機構之交流與合作；四、辦理其他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學研究

事宜。 

    目前正在執行中的整合型計畫有： 

（1）【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計畫】（104.8～105.7，整合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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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本計畫獲科技部「數位人文計畫」補助，旨在整合研究透過明代文獻中「海洋

敘事」的內容，了解「海洋經理」的不同面向與過程；並以數位人文研究的進路，

探討明代海洋事務的經營治理的陳述議論、決策執行、時空特性和歷史定位。由黃

麗生院長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包含4個子計畫： 

1）【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島嶼與航行】（計畫主持人：

海文所黃麗生教授） 

2）【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經典與經世】（計畫主持人：

共教中心吳智雄教授） 

3）【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海戰詩】（計畫主持人：共教

中心顏智英教授） 

4）【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治倭思維】（計畫主持人：人

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楊正顯專案助理研究員） 

（2）【海洋文化觀光課群整合計畫】（102.9～105.12，整合教學計畫） 

    本計畫為教育部補助臺灣海大卓越教學計畫之執行項目，由黃麗生院長擔任計

畫總主持人，並由院內應用經濟所李篤華教授、海洋文化研究所卞鳳奎所長、安嘉

芳副教授、林谷蓉副教授、教育研究所許籐繼副教授等五位教師共同參與執行；一

方面強調協同教學、請業界菁英授課以及學生實習實作，一方面建置教學研究社群

平臺，共有碩士班、大學部等九門課參與，自102-2開始執行迄今，成效良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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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獲「105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補助，

旨在掌握「本質與價值」、「知識與應用」、「突顯海洋特色」以實踐人文社會教育的

改造，並在下列面向提升教學研究效能：（1）弘揚海洋人文社會的價值意識，使之

深植人心。（2）以跨領域平臺、就業實務導引、連結整合推廣實作方式，兼顧在地

與國際，創新社會實踐效能。（3）運用意識弘揚與社會實踐的互動效能，進行跨領

域價值連結，型塑海洋人文社會教育的典範。本計畫由張清風校長擔任主持人，並

由本院黃麗生院長總其事。包含以下子計畫： 

1）總計畫：【海洋人文社會】（共同主持人：黃麗生院長／海文所教授） 

2）子計畫一【海洋通識】（共同主持人：共教中心吳智雄組長／教授） 

3）子計畫二【海洋英語】（共同主持人：應英所蕭聰淵所長／教授） 

4）子計畫三【海洋教育】（共同主持人：教育所王嘉陵所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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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計畫四【海洋文化】（共同主持人：海文所卞鳳奎所長／副教授） 

6）子計畫五【海洋文創】（共同主持人：海洋文創設計學士班顏智英主任

／教授） 

7）子計畫六【海洋經濟】（共同主持人：應經所詹滿色所長／副教授） 

二、分論 

（一）海洋經濟領域 

本校在海洋方面的教學及研究已深具特色，該所在教學及研究上成果豐碩及具

獨特的優勢條件，包含本所每年接受政府或民間企業所委託進行之研究計畫項目，

環視國內，僅有本所長期累積豐富的海洋經濟與管理的研究成果，研究層面包括漁

業資源問題、船員供需與管理、海洋休閒及遊憩、海洋能源政策與管理、漁產品市

場供需與貿易等，並參與如 APEC等所面臨的漁業經濟問題與政策之諮商，除此之

外，本所教師之學術服務尚包括漁業推廣之教學與講習，受邀參加國內外各相關委

員會或團體等。另外本所教師於海洋漁業與資源經濟、海洋生態與永續發展、漁村

社區發展與管理、食品消費經濟、國際貿易及海洋能源經濟等領域研究成果的表現

突出 

（二）海洋教育領域 

海洋教育是相當獨特的學術領域，相較於其他大學，海洋大學是最適合發展海

洋教育的大學，博士班的成立，可以培育更多海洋教育的專業人才，結合海洋大學

的海洋專業以及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研究專業，發展出臺灣海洋教育的特色，亦能對

於臺灣海洋教育的學術研究與教學推廣有所助益。十二年國教中，將海洋教育列為

四項重大議題之一，海洋教育在中小學的實施勢在必行，設立博士班可以培育海洋

教育師資與研究人員，將海洋教育深植於國民基本教育之中，培育國民知海、親

海、愛海的態度與知能。 

（三）海洋文化領域 

海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2007年，該所之教師除因教學認真受到多次表揚為「優

良教師」之外，由於研究工作成績卓越，所務工作積極推動，是以已成為國際知名

學術團體，國內如國立成功大學等、國外如日本關西大學等、中國大陸如廈門大學

等，均極願意與本所共同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因此提

昇該所在國外學術界之信譽。此外，該所不定期在國內舉辦海洋文化等相關學術研

討會。本院於民94年起出版《海洋文化》學刊，96年海文所成立後，改由該所主編

出版並改為半年刊，計於105年度將出版第18、19期，使該所成為國內外海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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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鎮。該所不但前揭各項成績受到各界之肯定，該所老師研究服

務成績亦甚耀眼，不僅通過科技部補助研究案比率高，其他如教育部或地方政府或

產業界等之合作計畫案件亦頗多，總計近3年該所獲得科技部15件、教育部3件及建

教合作3件等共21件計畫。由於本所老師良好的表現，亦使得近3年報考本所之學生

人數亦大幅增加，105學年度的錄取率為46％，此在少子化的趨勢下誠屬難得。此

可看出設立海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班具有相當大的優勢條件。 

（四）海洋英語領域 

國內之高等學府，過去常強調分科知識和技能應用，此現象在理工領域普遍存

在，而在人文社會領域之分工似乎也愈來愈細。成立「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

班」適足以調整這個方向，因為學程之成立，從英語文研究之觀點具有下列優勢： 

1.提供有系統地整合英語，進行跨領域之研究，並銜接實務，提供儲備專業英

語人才之直接管道。 

2.本所成立已近十年，招生穩定，學術成績成長，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對海洋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進入世界舞台十分有助力。 

3.國內雖有數所英語教學博士班，但皆未能觸及海洋素養，成立學程，有助開

發專業英語課程。 

4.應用英語，所有課程，全程英語教學，可以發展特色，有助學校之國際化。 

5.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發達，系所繁多，但並無結合海洋人文社會領域之博士學

程。學程成立後，可以整合校內資源，發揮人文社會之海洋特色。 

六、海大已是一所具有許多海洋特色之「國際化之頂尖海洋高等學府」。目前人文

社會之優勢包含：已有四個研究所，深耕應用經濟、海洋教育、海洋人文、應用英

語等領域之研究。師資優秀，研究成果曝光率高、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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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 

A：專任師資小 
計 

=a+b+c+d(教 
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 

B：軍訓教 
官及擔任 

軍訓課程 

之護理教 

師數 

C：合計=A+B D：兼任
師 
資

數 

E=D/4(即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師 

資數) 

F=C/3(即專任 
師資數的三分 

之一) 

G：計算生 
師比之師 
資數(如 F 

大於 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 為 
C+F+L)(另 

L 之計 

算，參見乙 

表) 

全校生師 
比 

日間部生 
師比 

研究生生師 

比(全校日 

間、進修學 

制碩士班、 

博士班學生 

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 

資數總和)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176 111 102 9 398 3 401 284 71 133.6667 472 21.4311 18.8093 5.8355 

乙

表
(

設

有

藝

術

類

及

設

計

類

系

所

150 125 114 11 400 4 404 149 37.25 134.6666667 441.25 21.3543

3428 

18.8872

5212 

5.8123393

32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108學年度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105年10月15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5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

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計 

類專任師資小 

計=a+b+c+d 

 
 
I:藝術及設 

計類兼任 

師資數 

J=I/4(即藝

術 及設計類

兼 任師資可

折 算專任師

資 數) 

K=H/2(即藝 

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數 

的二分之 

一) 

L：藝術及設計類 
系所計算生師比 
之師資數(如 K 大 

於 J 則 L 為 
H+J， 如 K 小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 學年度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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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5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1.計算105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5年 10 月 15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

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學  

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制 
學生總數 

U=R+S+T 

日間、進 
修學制學 

生總數 

=Q+U 

V：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夜間 

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 

權二倍，博士 

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 

計算全校生 

師比之學生 

數) 

碩、博士 
生加權後 

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 

(碩士生 

加權二 

倍，博士 

生加權三 

倍，本欄 

作為計算 

日間部生 

師比之學 

生數) 

 

 

全校日間、

進修學制、碩

士班、博士班

學生總數 

(B+C+F)， 
本 欄 作 為 

計 算 研 究 

生 生 師 比 

之學生數 

M：專科 

部學生 

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士 

班學生 

總數 

P：博士班 

學生數總 

計 

R：專科 

部學生 

總數（進 

修部二 

年制、在 

職專班） 

S：大學 

部學生總 

數（進修 

學士班、 

進修部二 

年制學 

系、二年 

制在職專 

班等） 

T：碩士 

在職專 

班學生 

總數 

105學年度在 
學生數 0 5267 1375 277 6919 0 525 600 1125 8044 10070.5 8848 2252 

延畢生人數 0 27 3 0 30 0 0 15 15 45 45 30 18 

 

   
〉 W=377.44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W=V〈105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

定〉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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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應低於27。 

 2.專科學校應低於35。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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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 

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1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16員，助理教授以上者19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

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人社院

院長 
黃麗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文學博

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研

究、客家研究、明清至近

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

化交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專題、沿海地區與島嶼文

化專題 

海洋人文社會專題討論、

人文社會研究方法特論、

海洋文化研究專題討論、

海洋移民專題研究、博物

館與文化資產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2 專任 
副教授兼海研

所所長 
卞鳳奎 日本關西大學博士 

海洋移民史、海洋文化觀

光、臺灣海洋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東亞航貿史專題、

臺灣海洋史文獻研討、海洋

文化觀光資源與規劃專題 

海洋文化經典專題研

究、海洋文化資產與應

用專題研究、海洋文創

產業調查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吳蕙芳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 

中國近代社會史、明清以

來民間社會與文化、海港

城市史、基隆地方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中國海洋史專題、

地方文獻與民間社會 

地方文獻與民間社會專

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4 專任 教授 應俊豪 國立政治大博士 世界史、近代外交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近代中外關係史專

題、世界海洋史專題 

海權史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林谷蓉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博士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行

政法、觀光行政與法規、

海洋文化與觀光治理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海洋社會科學專

題、海洋文化資產保存與治

理專題、觀光法規與實務專

題、海洋文化實察與實習、

海洋文化資產保存與治理專

題 

海洋社會科學專題研

究、海洋觀光治理專題

研究、文化政策與法規

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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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副教授兼任應

經所所長 
詹滿色 

美國喬治亞大學農

業與應用經濟學系

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率與

生產力分析、數量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計量經濟

學、賽局理論及應用、高等

計量經濟學、產業經濟與政

策專論、時間數列分析、實

證個體經濟分析、高等漁業

經濟學、海洋產業經營學 

高等計量經濟專論、產

業經濟與政策專論、成

本效益分析專論 

應經所主聘 

7 專任 教授 江福松 
美國康乃爾大學消

費經濟博士 

消費經濟、消費者行為、

需求與價格分析、漁產品

貿易 

漁業經濟學、水產品消費與

消費者行為、國際漁業發展

與政策、消費者行為、消費

經濟學、消費經濟與政策專

論、海洋經濟學 

高等海洋經濟專論、消

費經濟與政策專論 
應經所主聘 

8 專任 教授 黃幼宜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貿易系博士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與產

業分工、產業經濟 

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高等個體經濟學、經濟學、

國際經貿與產業分工專題、

國際貿易學、產業關聯分析 

高等個體經濟專論、國

際經貿專論、產業經濟

與政策專論 

應經所主聘 

9 專任 教授 李篤華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經濟研究所博士 

應用一般均衡分析‧環

境、資源與能源經濟學‧

休閒、觀光、海洋產業經

濟學 

管理數學、工程經濟學、消

費者行為、休閒經濟學、環

境與資源管理政策專題、工

程經濟學、能源經濟與永續

發展 

環境與資源管理政策專

論、能源經濟與永續發

展專論、創意產業經營

與管理專題研究 

應經所主聘 

10 專任 助理教授 張景福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

研究所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公共經

濟學、環境經濟學 

勞動經濟與生產力專論、勞

動經濟學、應用經濟專題討

論、經濟與人生(全球)、應用

個體計量經濟學、家庭經濟

學 

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專

論、勞動經濟與生產力

專論 

應經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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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任 

教授兼台灣海

洋教育中心主

任 

吳靖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哲學教育、生命教育、海

洋教育 

質性研究、行動研究、當代

教育思潮專題、生命教育、

生命哲學與教育專題、海洋

教育專題討論、海洋教育、

海洋教材分析專題、教育美

學專題、教育研究法、教育

概論、教育哲學與實踐、教

育哲學研究、教育哲學、教

師哲學專題、勞動與服務、

中國教育哲學專題 

海洋人文教育專題研

究、質性專題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12 專任 教授 羅綸新 
美國奧瑞崗州立大

學科學教育博士 

科學教育、教學媒體、電

腦輔助教學、海洋環境教

育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與科

技媒體專題、教育概論、教

育研究法、教育行政管理專

題、比較教育、比較教育專

題、海洋教育專題討論、海

洋環境與生態教育專題、海

洋科學教育專題、班級經

營、科學教育、美勞、資訊

教育、資訊與網路資源在教

育研究上的應用 

各國海洋教育比較專題

研究、海洋環境與生態

教育專題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13 專任 

副教授兼教

研、師培所長

主任 

王嘉陵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

學院哲學博士 

課程理論與實務、教育哲

學、高等教育 

兒童英語、國民小學語文(英

語)教材教法、國音及說話、

學習理論與教學策略專題、

後現代主義與教育研究專

題、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

教育史研究、教育研究法、

教育議題專題、新興議題與

課程革新專題、海洋人文教

育專題、海洋教育專題討

論、海洋教育課程發展與設

計專題、社會學習領域概

論、西洋教育史專題、課程

理論專題、課程發展與設

海洋教育研究、海洋教

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專題

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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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課程發展與設計專題、

課程革新專題 

14 專任 副教授 張正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科學教

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教

育、資訊教育 

學習評量、教學原理、教育

研究法、教育議題專題、數

位學習理論與實務專題、海

洋教育專題討論、海洋環境

與生態教育專題、海洋科學

教育專題、海洋科技與人文

導論、班級經營、生活科技

概論 

海洋科學教育專題研

究、多變量分析專題研

究、海事教育專題研

究、數位學習專題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15 專任 

助理教授兼台

灣海洋教育中

心政策發展組

組長 

嚴佳代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研究所 博

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發

展、職能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學習型

組織專題、教師學習社群發

展專題、教育統計學、海洋

人才培育專題、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專題討論、海洋教

育特論、海洋科普教育專題 

海洋產業人才培育專題

研究、學習型組織專題

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16 專任 教授 蕭聰淵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英語教

學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得 

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法、海洋

英語專題、專題討論語言學

習焦慮 

應用語言學專論、進階

統計方法之應用、整合

分析專論 

應英所主聘 

17 專任 
教授兼應英所

所長 
黃馨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

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學、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 

閱讀教學、海洋英語專題、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專題討

論、網路語言教學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應英所主聘 

18 專任 副教授 林綠芳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

學 語言教育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學、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語言習

得 

英語聽力教學、第二語言習

得 

問題導向學習法研究、

第二語言習得 
應英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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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專任 
助理教授兼校

長英文特助 
黃如瑄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水牛城分校）教

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語、英

語寫作、質性研究 

學術論文寫作與修辭、海洋

英語專題、社會科學質化研

究法、專題討論：專業英語 

學術英文報告與寫作、

專題討論、專業英語、

寫作研究 

應英所主聘 

 

一、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海洋文化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5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5員，助理教授以上者5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人社院

院長 
黃麗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文學博

士 

海洋文化研究、儒學研

究、客家研究、明清至近

代蒙古史、 東亞思想與文

化交流、歷史理論與歷史

教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東亞思想與文化交

流專題、沿海地區與島嶼文

化專題 

海洋人文社會專題討

論、人文社會研究方法

特論、海洋文化研究專

題討論、海洋移民專題

研究、博物館與文化資

產專題研究、海洋信仰

專題研究、海洋文創產

業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2 專任 
副教授兼海研

所所長 
卞鳳奎 日本關西大學博士 

海洋移民史、海洋文化觀

光、臺灣海洋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東亞航貿史專題、

臺灣海洋史文獻研討 

海洋文化經典專題研

究、海洋文化資產與

應用專題研究、海洋

文創產業調查專題研

究 

海文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吳蕙芳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 

中國近代社會史、明清以

來民間社會與文化、海港

城市史、基隆地方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中國海洋史專題、

地方文獻與民間社會 

地方文獻與民間社會

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4 專任 教授 應俊豪 國立政治大博士 世界史、近代外交史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近代中外關係史專

題 

海權史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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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任 副教授 林谷蓉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博士 

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行

政法、觀光行政與法規、

海洋文化與觀光治理 

海洋文化論著研討、海洋人

文專題、海洋社會科學專

題、海洋文化資產保存與治

理專題 

海洋社會科學專題研

究、海洋觀光治理專

題研究、文化政策與

法規專題研究 

海文所主聘 

 

二、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應用經濟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5員，副教授以上者4名，助理教授以上者5名。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

程 
備註 

1 專任 
副教授兼任應

經所所長 
詹滿色 

美國喬治亞大學農

業與應用經濟學系

博士 

需求與價格分析、效率與

生產力分析、數量方法 

高等計量經濟專論、產業經

濟與政策專論(與黃幼宜教授

合開)、成本效益分析專論 

高等計量經濟專論、產

業經濟與政策專論、成

本效益分析專論、高等

漁產運銷專論 

應經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江福松 
美國康乃爾大學消

費經濟博士 

消費經濟、消費者行為、

需求與價格分析、漁產品

貿易 

高等海洋經濟專論、消費經

濟與政策專論 

高等海洋經濟專論、消

費經濟與政策專論 
應經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黃幼宜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貿易系博士 

國際貿易理論、貿易與產

業分工、產業經濟 

高等個體經濟專論、國際經

貿專論、產業經濟與政策專

論(與詹滿色副教授合開) 

高等個體經濟專論、國

際經貿專論、產業經濟

與政策專論 

應經所主聘 

4 專任 教授 李篤華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經濟研究所博士 

應用一般均衡分析‧環

境、資源與能源經濟學‧

休閒、觀光、海洋產業經

濟學 

環境與資源管理政策專論、

能源經濟與永續發展專論、

創意產業經理與管理專題研

究 

環境與資源管理政策專

論、能源經濟與永續發

展專論、創意產業經營

與管理專題研究 

應經所主聘 

5 專任 助理教授 張景福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

研究所博士 

應用計量經濟學、公共經

濟學、環境經濟學 

勞動經濟與生產力專論、應

用個體計量經濟專論 

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專

論、勞動經濟與生產力

專論、高等總體經濟專

論 

應經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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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現有專任師資5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4員，助理教授以上者5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台灣海

洋教育中心主

任 

吳靖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哲學教育、生命教育、海

洋教育 

質性研究、行動研究、當代

教育思潮專題、生命教育、

生命哲學與教育專題、海洋

教育專題討論、海洋教育、

海洋教材分析專題、教育美

學專題、教育研究法、教育

概論、教育哲學與實踐、教

育哲學研究、教育哲學、教

師哲學專題、勞動與服務、

中國教育哲學專題 

質性專題研究、海洋

人文教育專題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2 專任 教授 羅綸新 
美國奧瑞崗州立大

學科學教育博士 

科學教育,教學媒體, 電腦

輔助教學,海洋環境教育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與科

技媒體專題、教育概論、教

育研究法、教育行政管理專

題、比較教育、比較教育專

題、海洋教育專題討論、海

洋環境與生態教育專題、海

洋科學教育專題、班級經

營、科學教育、美勞、資訊

教育、資訊與網路資源在教

育研究上的應用 

海洋環境與生態教育

專題研究、各國海洋

教育比較專題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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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任 

副教授兼教

研、師培所長

主任 

王嘉陵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

學院哲學博士 

課程理論與實務、教育哲

學、高等教育 

兒童英語、國民小學語文(英

語)教材教法、國音及說話、

學習理論與教學策略專題、

後現代主義與教育研究專

題、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

教育史研究、教育研究法、

教育議題專題、新興議題與

課程革新專題、海洋人文教

育專題、海洋教育專題討

論、海洋教育課程發展與設

計專題、社會學習領域概

論、西洋教育史專題、課程

理論專題、課程發展與設

計、課程發展與設計專題、

課程革新專題 

海洋教育課程發展與

設計專題研究、海洋

教育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4 專任 副教授 張正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科學教

育組博士 

數位學習、海洋科學教

育、資訊教育 

學習評量、教學原理、教育

研究法、教育議題專題、數

位學習理論與實務專題、海

洋教育專題討論、海洋環境

與生態教育專題、海洋科學

教育專題、海洋科技與人文

導論、班級經營、生活科技

概論 

數位學習專題研究、

海洋科學教育專題研

究、海事教育專題研

究、多變量分析專題

研究 

教研/師培主

聘 

5 專任 

助理教授兼台

灣海洋教育中

心政策發展組

組長 

嚴佳代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研究所 博

士 

海洋教育、人力資源發

展、職能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學習型

組織專題、教師學習社群發

展專題、教育統計學、海洋

人才培育專題、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專題討論、海洋教

育特論、海洋科普教育專題 

學習型組織專題研

究、量化專題研究、

海洋產業人才培育專

題研究、海洋教育與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

究 

教研/師培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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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應用英語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4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3員，助理教授以上者1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

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兼應英所

所長 
蕭聰淵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英語教

學博士 

英語教學、語言習得 

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法 

海洋英語專題、海洋英語專

題、專題討論:語言學習焦慮 

應用語言學專論、整

合分析專論、進階統

計方法之應用、專題

討論：西方海洋文學

名著選讀 

應用英語研究

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黃馨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 英語教

學博士 

英語教學、閱讀教學、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 

閱讀教學、海洋英語專題、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專題討

論、網路語言教學 

語言測驗專論、電腦

輔助語言學習、專題

討論、科技英文讀寫 

應用英語研究

所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林綠芳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

學 語言教育博士 

英語閱讀與聽力教學、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語言習

得 

英語聽力教學、第二語言習

得 

第二語言習得、專題

討論：海洋小說與電

影、專題討論：名著

小說與電影研究、問

題導向學習法研究 

應用英語研究

所主聘 

4 專任 
助理教授兼校

長英文特助 
黃如瑄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水牛城分校）教

與學博士 

專業英語，學術英語，英

語寫作，質性研究 

學術論文寫作與修辭、海洋

英語專題、社會科學質化研

究 

學術英文報告與寫

作、寫作教學專題討

論、寫作研究、專業

英語、研究方法與論

文寫作 

應用英語研究

所主聘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如有請填 如無免填) 
專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於本申請案開授之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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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5-2：人文領域

校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申請案名：海洋人文社會暨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一、列計原則

1. 得列計之期間：101年12月1日~106年11月30 日

2. 論文作者：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 同一論文、專書，若為一位以上教師共同著作者，僅列計一次。

二、專任教師：19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3相符）

1. 論文篇數：合計151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7.9篇

2. 其中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論文計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篇

3. 或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139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7.3篇

※ 期刊論文

序號
發表日期

(年/月/日)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SSCI

、

SCI、

EI…

等)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作者順位

(通訊、

第一、第

二)

1 2017.04 黃麗生 教授
〈仁而自由平等：徐復觀的

儒家民主論〉

《儒家道統與民主共

和》

臺灣師大出版

中心
█是□否 第一

2 2016.12 黃麗生 教授
〈小海島與大時代：明末浯

洲進士盧若騰的體踐儒學〉
《科舉制度在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

丶國立成功大

學人社會科學

中心

█是□否 第一

3 2016.12 黃麗生 教授
〈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

以《明實錄》為中心〉
《海洋文化學刊》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THCI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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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11 黃麗生 教授
〈後現代台灣的文化傳承與

變遷〉

《人文論叢》2016年2

輯

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CSSCI █是□否 第一

5 2016.03 黃麗生 教授
〈明代中期的島嶼議題:以

《明實錄》為中心〉

《南海學刊》第2卷 第

1期
海南省社科院 █是□否 第一

6 2016.06 黃麗生 教授

“The Issues of Islands

Govern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是□否 第一

7 2016.01 黃麗生 教授
〈仁而自由平等：徐復觀的

儒家民主論〉

《宜賓學院學報》2016

年第1期
宜賓學院 █是□否 第一

8 2015.09 黃麗生 教授

〈牟宗三的現代化論述與超

越現代化關懷：以《時代與

感受》為中心〉

《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

儒學研究》
孔學堂書局 █是□否 第一

9 2015.06 黃麗生 教授
〈回顧甲午：從分裂時代的

中國意識談中華民族發展〉

《人文論叢》2014年第

二輯

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CSSCI █是□否 第一

10 2014.12 黃麗生 教授
〈晚清臺灣儒士的應試與棄

舉：由丘逢甲到洪棄生〉
《科舉制度在台灣》 里仁書局 █是□否 第一

11 2014.07 黃麗生 教授
〈海洋意識和歷史文化的交

融與再現〉

《科研教育與海洋文

化》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財團法

人臺灣研究基

金會

█是□否 第一

12 2013.12 黃麗生 教授
〈論尹湛納希作品中的儒

學：跨文化的視野〉

《蒙藏季刊》第22卷第

4期

行政院蒙藏委

員會
█是□否 第一

13 2013.09 黃麗生 教授

〈跨文化下的閩南先賢與臺

灣儒學傳統：以洪棄生的歷

史意識為中心〉

《閩台文化的多元詮

釋》2013年第3期

廈門大學出版

社
█是□否 第一

14 2012.12 黃麗生 教授

〈儒家倫常在現代以後的價

值重建──以「道德的理想

主義」為中心〉

《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

倫常》

臺灣師大出版

中心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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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3.09 黃麗生 教授

〈從族際關係變遷看臺灣客

家宗族的時代肆應──以西

湖溪流域聚落為例（1895〜

迄今）〉

《閩臺文化研究》

閩南師範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

院

█是□否 第一

16 2015 吳蕙芳 教授

〈天主教聖言會的社會服務

事業：以新店大坪林德華女

子公寓為例(1968-198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44期
國立政治大學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17 2012 吳蕙芳 教授
〈許梓桑與日治時期的基隆

中元祭〉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37期
國立政治大學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18 2011 吳蕙芳 教授
〈評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

書史の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74期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19 2017 應俊豪 教授
〈從英國外交領事檔案看北

洋涉外史研究的可能方向〉

《近代中國外交的新世

代觀點》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20 2017 應俊豪 教授

〈一戰後美國對「中日山東

問題爭議」後續效應的觀察

與評估〉

《近代中外關係史研

究》第7輯

中國社會科學

院近代史研究

所

█是□否 第一

21 2017.05 應俊豪 教授

〈北伐後期以降的中英互動

與海盜問題交涉(1928-

1929)〉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47期
國立政治大學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22 2017.01 應俊豪 教授

〈海軍的防盜任務：1920年

代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問

題的困境與策略〉

《近代中國海防史新

論》

香港浸會大學

歷史系
█是□否 第一

23 2016.12 應俊豪 教授
〈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外

交部的處置對策〉

《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

小歷史》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24 2016.01 應俊豪 教授

〈通州輪劫案與中英關係：

從海軍合作、外交交涉到法

權爭議〉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

交史論》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25 2015.12 應俊豪 教授

〈1920年代美國駐華使領館

對於中國海盜問題的觀察與

態度〉

《東吳歷史學報》第34

期
私立東吳大學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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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5.09 應俊豪 教授

〈1920年代美國對於國際合

作防制中國海盜問題的態度

與反應〉

《國史館館刊》第45期 國史館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27 2014.12 應俊豪 教授
〈字水輪劫案、華洋衝突與

美國的態度〉

《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

與肆應》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28 2014.05 應俊豪 教授
〈1927年英國海軍武力進剿

廣東海盜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報》第41期
國立政治大學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29 2014.01 應俊豪 教授

〈亟思反制：1920年代後期

英國處理廣東海盜政策之轉

向〉

《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

的形塑》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30 2013.09 應俊豪 教授

〈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

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

粵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

《國史館館刊》第37期 國史館
THCI

Core
█是□否 第一

31 2012.12 應俊豪 教授

〈1920年代前期英國對長江

上游航行安全的評估與檢

討〉

《海洋文化學刊》第13

期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是□否 第一

32 2012.12 應俊豪 教授
〈1920年代前期長江航行安

全問題與中外爭執〉

《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

與應用》
政大人文中心 █是□否 第一

33 2016.11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植民時期の台基隆と

八重山間の非合法活動〉
《南島史學》第84號

日本南島史學

會
█是□否 第一

34 2016.6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初體驗：日治時期臺

灣傳統文人與留日學生的本

經驗之探討〉

《海洋文化學刊》第20期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是□否 第一

35 2016.6 卞鳳奎 副教授

〈殖民帝國下的日籍菁英：

日治時期臺灣境內日籍菁英

的動態--以《臺灣人士鑑》

為中心探討〉

《臺北文獻》第196期
臺北文獻編輯

委員會
█是□否 第一

36 2015.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

人〉
《臺北文獻》第194期 臺北文獻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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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5.11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統治時代臺北州立宜蘭

農林學校の社会的貢獻〉
《南島史學》第83號

日本南島史學

會
█是□否 第一

38 2014.12 卞鳳奎 副教授

〈從《臺北市民住所錄 內地

人ノ部》登錄簿來看日據時

期鹿兒島縣人在臺北市的移

民狀況〉

《臺北文獻》第190期
臺北文獻編輯

委員會
█是□否 第一

39 2014.6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治時期臺灣菁英在海外

活動之探討─以《臺灣人士

鑑》爲中心〉

《海洋文化學刊》第16

期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是□否 第一

40 2013.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統治時代臺湾におけ

る日本人エリートの海外経

験について

《惑問》第24號 █是□否 第一

41 2013.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治時期臺灣留日學生在

中國的活動〉

《海外華人研究》第八

期

海外華人編輯

委員會
█是□否 第一

42 2013.11 卞鳳奎 副教授

〈エリート出現の時代：

『臺湾人士鑑』中の日本人

と臺湾人官民を中心として

《南島史學》第81號
日本南島史學

會
█是□否 第一

43 2013.3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

藏臺灣人民抗日文宣組織－

以上海、廈門為中心〉

《檔案季刊》第12卷第

1期

檔案季刊編輯

委員會
█是□否 第一

44 2012.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治時期在臺北的沖繩人

（1937-1943）：聚集希望的

城市〉

收錄於鄭永常主編，

《海港．海難．海盜：

海洋文化論集》

█是□否 第一

45 2015 林谷蓉 副教授

〈대만 까오슝(高雄) 항구도

시 발전 및 동아사시아 항로

의 경영 전략〉

《Asia Pacific》

Asia Pacific

Ocean &

Culture

Center編輯審

查委員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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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5 林谷蓉 副教授

〈Kaohsiung Marine City

Strategy and Ocean Soft

Power〉

해양문화 OCEAN & CULTURE

Vol. 02》，pp124-137，

Korea：Asia Pacific

Ocean & Culture Center

아시아퍼시픽해양문화연구

원

█是□否 第一

47 2015 林谷蓉 副教授
〈從貨櫃港口到觀光港市—

論基隆文化觀光之發展〉

鄭永常主編 ，《東亞

海域網路與港市社會》

，頁639-661

國立成功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

█是□否 第一

48 2014 林谷蓉 副教授 〈대만의 오션 소프트파워〉

《Asia Pacific 해양문화

OCEAN & CULTURE Vol.

01》，pp43-55，Korea：

Asia Pacific Ocean &

Culture  Center

Asia Pacific

Ocean &

Culture

Center編輯審

查委員

█是□否 第一

49 2014 林谷蓉 副教授
〈The Ocean Soft Power of

Taiwan〉
《아시아퍼시픽해양문
화연구원》

第一

50 2013 林谷蓉 副教授
〈从课责概念探讨台湾渔会

组织之治理〉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

究》，总第1卷

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編

輯審查委員

█是□否 第一

51 2016 林谷蓉 副教授

〈海洋文化与地方观光—以

台湾彰化县芳苑乡渔业文化

产业之发展为例〉

《中國海洋經濟》，第

2期(總第2期)

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

編輯審查委員

█是□否 第一

52 2016 林谷蓉 副教授
〈跨域治理：基隆海港城市

的觀光發展

《中國地方自治》特刊

，第69卷，第9期

(NO.805)

中國地方自治

編輯審查委員
█是□否 第一

53 2017 林谷蓉 副教授
〈從跨域治理談基隆海港城

市的觀光發展〉

已確定收錄並將刊登於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

論叢主編之專書,將於

七月出版

台大政治科學

論叢編輯審查

委員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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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17 江福松 教授

Will American consumers pay

more for eco-friendly labeled

canned tuna? Estimating US

consumer demand for canned

tuna varieties using scanner

data

Marine Policy，79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2作者

55 2017 江福松 教授

 Fewer Fish for Higher

Profits? Price Response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Global Tuna Fisherie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66(4)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2作者

56 2013 江福松 教授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a

changing climate: Lessons

from the 2012 ocean heat

wave in the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ography, 26(2)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57 2017 黃幼宜 教授

Country Heterogeneity and

Country Heterogeneity and

Home-Market Effects under

FT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EC

Asia-Pacific

Research Forum

(Accedpted)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58 2017.01 黃幼宜 教授

Common-pool Resources,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經濟研究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2作者

59 2016.03 黃幼宜 教授
市場規模、廠商規模與城鄉

失業
經濟論文，44(1)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60 2016.03 黃幼宜 教授

Technology Advantage and

Home-Market Effect: A

Poisson Quasi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6(1)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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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15 黃幼宜 教授
〈臺灣海洋經濟的產業關聯

變化與群聚效果
航運季刊，24(4)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62 2014 黃幼宜 教授

Big vs. Small under Free Trade:

Market Size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4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63 2014 黃幼宜 教授

Home Market Effects in the

Chamberlinian-Ricardian

World

BULLETIN OF

ECONOMICRESEARCH, 03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64 2014 黃幼宜 教授 Defense Industry and Threa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6(2)

該期刊 Econlit ▓是□否 第2作者

65 2014 黃幼宜 教授
基隆港轉型郵輪港之經濟分

析
航運季刊，23(4)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66 2016.12 詹滿色 副教授 臺灣石斑魚產銷及價格分析
海大漁推，2016(46)，

33-46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67 2016.2 詹滿色 副教授

Impacts of Climatic Variability

on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Outbreak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3, 188

該期刊 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68 2015 詹滿色 副教授
臺灣農業預算結構與農業發

展之探討

台灣農學會報，

16(2)：161-179
該期刊 ▓是□否

通訊作

者

69 2015.6 詹滿色 副教授
農業創業精神之決定因素：

WTO 前後之臺灣實證

臺灣銀行季刊，第六十

六卷第二期, 98-121。
該期刊 ▓是□否

通訊作

者

70 2014 詹滿色 副教授

台灣農民對農業休耕補貼政

策及農地出租之參與意願及

接受金額分析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32:53-86
該期刊 TSSCI ▓是□否

通訊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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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012.12 詹滿色 副教授

ECFA簽訂對台灣水產品的影

響—石斑魚的價格傳遞效果

與經濟效益分析

農業經濟叢刊, 18(1)

，83-110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72 2016.12 李篤華 教授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and

Financial Evaluation for

Biobutanol, Algal Biodiesel

and Biohydrogen during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3 2016.12 李篤華 教授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obutanol with reference to

continental level: the rebound

effec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4 2015 李篤華 副教授

Bio-based economies in Asia:

econom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bio-based

industry in China, India, Japan,

Korea, Malaysia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5 2015 李篤華 副教授

Cost-benefit analysis, LCOE

and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feasibility of full

commercialization of

biohydrog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6 2014 李篤華 副教授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hydrogen supply chain in

Japan: Assessment by the CGE-

LCA method in Japa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biohydrog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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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13 李篤華 副教授

Identifyin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Devising a Biohydrogen 

Roadmap on a Continental

Le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8 2012 李篤華 副教授

Toward the clean production of

hydrogen: Competition amo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nuclear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79 2012 李篤華 副教授

Toward a clean energy

economy: With discussion on

role of hydrogen se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80 2012 李篤華 副教授

Development of a biohydrogen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and India: With

discussion of a chicken-and-egg

deb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該期刊 SCI ▓是□否 第1作者

81 2014 李篤華 副教授

臺灣與東協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之經濟影響評估- 可計算一

般均衡分析的應用

國家發展研究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82 2013 張景福 助理教授
父母親失業對新生兒體重的

影響

經濟論文, 41(2),

188-213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83 2013 張景福 助理教授
人力資本與技術效率：台灣

製造業之實證研究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5(2), 307-344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84 2014 張景福 助理教授

The co-movement between oil

and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50(2), 111-141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3作者

85 2014 張景福 助理教授
汽車客運路線特性與班次對

運量之影響─以分量迴歸分析

運輸計劃季刊, 43(4),

343-366
該期刊 TSSCI ▓是□否 第2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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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016.5 張景福 助理教授
knowledge spillovers,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47(B), 214-232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87 101.1 吳靖國 教授
當前臺灣海洋教育的關鍵問

題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12)

臺灣教育評論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88 101.12 吳靖國 教授
窺探通識教育的重要性與發

展方向
博雅教育學報，10 真理大學 ▓是□否 第2作者

89 102.02 吳靖國 教授
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勞動與服

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2)

臺灣教育評論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90 103.02 吳靖國 教授
大學中的技職教育：培育學

生的職涯發展能力
教育資料與研究，112

國家教育研究

院
▓是□否 第1作者

91 103.11
吳靖國/

張正杰

教授/助理

教授

十二年國教海洋能源模組化

特色課程研發之啟示
教育資料與研究,115

國家教育研究

院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92 104.04 吳靖國 教授
從時間性解析當前的課程改

革
教育研究月刊，252

高等教育出版

社
▓是□否 第1作者

93 104.06 吳靖國 教授
合格教師，是取得證書或專

業？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4(6)

臺灣教育評論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94 105.06 吳靖國 教授

海洋意識、海洋素養與海洋

文化人：臺灣海洋教育經驗

的省思

中國海洋大學高教研究

，2016(2)
中國海洋大學 □是■否 第1作者

95 103.03 羅綸新 教授

國中教師與家長對實施海洋

休閒教育態度與考量之比較

研究

戶外遊憩研究期刊,

27(1),65-100

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96 102.1
羅綸新/

張正杰

教授/助理

教授

高中生海洋科學素養及迷思

概念評量分析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8

（3）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第2作

者

97 103.03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建構海洋教育的核心價值-從

不斷傳出海難事件談起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3(3)

臺灣教育評論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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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03.08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高職生海洋科學素養與迷思

概念之評量分析
科學教育月刊,371

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99 103.09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多媒體呈現模式與認知風格

對國小自然科學學習成效之

影響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

究,108

中華民國教育

傳播與科技學

會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100 103.12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國小學童海洋科學素養與迷

思概念之研究

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

刊，68

臺北市立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101 104.1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多媒體教材組合模式對唐詩

學習成效之影響

教育科技與學習，2015

（1）

中華資訊與科

技教育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第3作

者

102 105.06
張正杰/

羅綸新

助理教授/

教授

分析海洋教育議題學習內涵

之重要性
課程與教學，19(2)

中華民國課程

與教學學會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第2作

者

103 101.12 王嘉陵 副教授

The Import of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國民教育學報，9期 文藻師培中心 □是▓否 第1作者

104 102 王嘉陵 副教授

R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

critical’ in critical

ethnography of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Foucault

’s philosophy

國民教育學報，10 文藻師培中心 □是▓否 第1作者

105 102 王嘉陵 副教授

Thinking Marine Education

fro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30

期

嘉義大學教育

學系
□是▓否 第1作者

106 103.01 王嘉陵 副教授
Ronald Barnett的高等教育

課程理念之探究

課程與教學季刊，17（

1）

課程與教學學

會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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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3.07 王嘉陵 副教授

課程地圖將導引大學課程走

向何處?對大學課程地圖的檢

視

課程與教學季刊，17（

3）

課程與教學學

會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108 103.12 王嘉陵 副教授

Curricula without

Boundaries: Developing an

Ecological Connec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a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6 (13)

Routledge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09 103 王嘉陵 副教授
生態型大學理念及其對於高

等教育學習觀點之啟示
高等教育，9

臺灣高等教育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110 104.06 王嘉陵 副教授

「意識喚起」之外：從

Deleuze的學習觀思考海洋教

育的其他可能性

教育學刊, 44
高師大教育學

系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1 104 王嘉陵 副教授

Mapping or tracing?

Rethinking curriculum

mapp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0 (9)
Routledge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2 105.04 王嘉陵 副教授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問題與

省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

（6）

臺灣教育評論

學會
□是▓否 第1作者

113 105.06 王嘉陵 副教授

Towards self-realisation: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self for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8(12)

Routledge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4 106.03 王嘉陵 副教授

No-Self, na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49 (5)

Routledge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5 106,06 王嘉陵 副教授

開創永續學習的學習空間：

以師資培育「課程發展與設

計」之教學為例

Ｔ＆Ｄ飛訊 考試院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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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06,09 王嘉陵 副教授
教育分析哲學與後現代主義

之折衝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
山西大學 C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7 104.4 張正杰 副教授
高中職學生手機使用行為與

手機成癮傾向之研究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110

中華民國教育

傳播與科技學

會

▓是□否 第1作者

118 104.6 張正杰 副教授
影響國中學生海洋科學知識

與海洋能力指標因素之研究
教育學報，43（2） 香港中文大學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119 104.1 張正杰 副教授
數位筆記本融入高級中學數

學補救課程之研究

數位學習科技期刊，7

（4）

台灣數位學習

與內容學會編

審委員會

TSSCI ▓是□否 第1作者

120 105.05 張正杰 副教授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Computer-

based Concept Mapping for

Physics Lear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21 105.06 張正杰 副教授

Exploring learners’

beliefs about science

reading and scientific

epistemic belief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cience text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SSCI ▓是□否 第2作者

122 106.1 張正杰 副教授
臺灣海事教育博碩士論文現

況與發展趨勢研究
中等教育，68（1）

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

■是□否 第1作者

123 106.3 張正杰 副教授

發展國小海洋科學教學模組

提升學童海洋素養之研究-以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例

科學教育月刊（已接受）
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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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102 嚴佳代 助理教授

台灣風力能源產業人力資源

需求估計:以調查法、裝置量

估計法及工程經費法三種方

法估計

健行學報，第三十三卷

，第四期
健行科技大學 ■是□否

第1作者

(通訊作

者)

125 102.11 嚴佳代 助理教授

Does Service Orientation

Matter to Employees'

Performanc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

Mediating Role of LMX.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pplication &
Research , 8(2),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否

第1作者

(通訊作

者)

126 102.7 嚴佳代 助理教授

Human capital and media

teamwork: From a team

relationship capi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8(2)

Th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是■否

第2作者

(通訊作

者)

127 103.1 嚴佳代 助理教授

Leadership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of TV

journalis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afety

climat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3)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SCI ■是□否 第2作者

128 103.11 嚴佳代 助理教授

派遣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對派遣人員離職傾向之影

響：跨層次效果分析。

就業與勞動關係季刊，

4（1）

中華勞動與就

業關係協會
□是■否

第1作者

(通訊作

者)

129 104.09 嚴佳代 助理教授

How intellectual capital

influences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 multi-

level perspectiv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1(2)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SCI ■是□否 第2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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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05.3 嚴佳代 助理教授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ervice Orientation:

A Study of First-line

Employe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Journal of
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 19(3),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是□否 第1作者

131 105.8 嚴佳代 助理教授
臺灣海洋休閒觀光人才供需

現況與未來發展
海洋休閒管理期刊，6

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
■是□否

第1作者

(通訊作

者)

132 106.3 嚴佳代 助理教授
臺灣海事教育博碩士論文現

況與發展趨勢研究

中等教育，第68卷，第

一期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是□否

第2作者

(通訊作

者)

133 2013/06 黃馨週 教授

Motivational changes in a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online

reading context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1 (5)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期

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34 2013/07 黃馨週 教授

E-reading and e-discussion:

EFL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an

e-book reading program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6(3)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35 2013/09 黃馨週 教授

Online reading strategies at

work: What teachers think and

what students do

ReCALL / 25 (3) ReCALL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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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014/08 黃馨週 教授

Online versus paper-based

instruction: Comparing two

strategy training modules for

improv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LC Journal /45(2)
RELC Journal

期刊

Acade

mic

Search

Premie

r;

Advan

ced

Place

ment

Source

(EBSC

O)

■是□否 第1作者

137 2015/03 黃馨週 教授

The effects of video projects on

EFL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n evalu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JCALLT)
/5(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期刊

ACM

Digital

Librar

y;

Austra

lian

Educat

ion

Index

■是□否 第1作者

138 2015/04 黃馨週 教授

From web-based readers to

voice bloggers: EFL learners’

perspective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8(2)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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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015/06 黃馨週 教授

Do Opposites Attract?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for

Academically,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JCALLT)
/5(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期刊

ACM

Digital

Librar

y;

Austra

lian

Educat

ion

Index

■是□否 第2作者

140 2016/01 黃馨週 教授

Openings and closings in

intercultural email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Japanese, and

Italian students

Email Discourse
among Chinese Us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SBN: 978-
981-287-887-8).
Singapore: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公

司

■是□否 第1作者

141 2014/04 林綠芳 副教授

Chinese-Speaking Learners’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Problems with English Video-

Based Material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1(1)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42 2015/12 林綠芳 副教授

The Impa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on Chinese-Speak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Use

System, 55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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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2016/10 林綠芳 副教授

The Impact of Video-based

Materials on Chinese-Speaking

Learners’ English Text

Comprehensi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9

該期刊

ERIC,

ERA,

Google

Schola

r,

CNKI

Schola

r,Index

Islamic

us,Lin

guistic

s

Abstra

cts

■是□否 第1作者

144 2016/11 林綠芳 副教授

The Effects of the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Models on Grammar Instruction

Journal of English
Education , 5

該期刊 □是■否 第1作者

145 2017/02 林綠芳 副教授

English Grammar I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A

Multiliteracies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cies, 24 (1)

該期刊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Scholar), Education Source, (EBSCO), Genamics, Scopus,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ERA),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是□否 第1作者

146
2017

(Accepted)
林綠芳 副教授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oblem-

based Learning Approach into a

Web-based English Reading

Clas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該期刊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47 2014/08 黃如瑄 助理教授

Learning to write for

publication in English through

genre-based  pedagogy: A case

in Taiwan.

System, 45 System SSCI ■是□否 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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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2015/06 黃如瑄 助理教授

Sub-disciplinary variations in

marine engineering research

article sections

ThaiTESOL Journal,
28

ThaiTESOL

Journal
□是■否 第1作者

149 2016/04 黃如瑄 助理教授

ESP vs. EGP: Investigating

English need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ransportation

science.

ESP World, 47(17) ESP World ■是□否
通訊作

者

150 2017/01 黃如瑄 助理教授

What do subject experts teach

about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5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SSCI ■是□否 第1作者

151 2017/03 黃如瑄 助理教授

Hidden messages in news: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that report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accepte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是□否
通訊作

者

三、專任教師：19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3相符）

1. 專書數：合計6本，每人平均(專書總數/專任教師數)：0.3本

2. 其中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計6本，每人平均(總書本數/專任教師數)：0.3本

※ 專書

序號
出版日期

(年/月/日)

教師姓

名
教師職稱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

專書之國際書

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1.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

師之探討》
新北市：博揚文化公司

ISBN：

9789866543586

2 2016.12 卞鳳奎 副教授
《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

之研究》
新北市：博揚文化公司

ISBN：

9789865757694

3 2013.9 吳蕙芳 教授
《基隆中元祭：史實、記憶

與傳說》
臺灣學生書局

ISBN：

97895715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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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03 應俊豪 教授

《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

一九二○年代英國政府的海

盜剿防對策》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15。522頁

ISBN：

9789571516479

5 2015.9 林谷蓉 副教授
《海洋文化與海洋觀光：台

灣經驗之分析》

臺北：鼎茂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

345-166-2

6 2017 林谷蓉 副教授

《地方海洋文化產業轉型與

發展：以彰化芳苑海牛文化

保存與活化為例》

已確定收錄並將刊登於

《嘉義大學歷史學報》

2017年版

嘉義大學歷史

學報編輯審查

委員

第 85 頁，共 85 頁36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發展委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共同

教育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主任、

及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及海事

訓練與發展中心主任。 

二、推選委員︰ 

(一)各學院(除人文社會科學院、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及共同教育

中心教師共同推選三人以外)就

其出席校務會議之人員各互選三

人，但每系所(含當然委員)以不

超過二人為原則。 

(二)行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工

友)及學生代表各一名，由其出席

校務會議之代表互選之。其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

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

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

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海洋

中心主任及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主任。 

二、推選委員︰ 

(一)各學院(除人文社會科學

院、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及共

同教育中心教師共同推選三人

以外)就其出席校務會議之人

員各互選三人，但每系所(含當

然委員)以不超過二人為原則。 

(二)行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

工友)及學生代表各一名，由其

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互選之。

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因應一級學術單位「航海人

員訓練暨海事發展中心」設

立，擬將中心主任列為當然

委員，俾使會議成員組成更

加完善，議題討論更加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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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93年12月30日93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1月25日海研企字第0940000727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5年4月20日94 學年度第2 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年5月11日海研企字第0950004247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7年12月4日97 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月8日97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年6月17日98學年度第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年7月7日海研企字第099000824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1月5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1月31日海研企字第102000167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1月2日102 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3月3日海研企字第103000296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5月27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規劃及推動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並研議重大校務發展事項，特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之規定，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暨資訊處

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主任及臺灣海

洋教育中心主任。 

二、推選委員︰ 

(一)各學院(除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及共同教育中心教師共同推

選三人以外)就其出席校務會議之人員各互選三人，但每系所(含當然委員)

以不超過二人為原則。 

(二)行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工友)及學生代表各一名，由其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互

選之。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聘任之。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本校發展方向。 

二、規劃與評估本校之中長程發展計畫。 

三、研議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之增設或變更等事項。 

四、研議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長交付之重大校務發展事項。 

五、研議本校校園規劃發展事項。 

六、討論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會依任務需要，得設置各種工作小組。  

第八條 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議報告。  

第九條 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實施。 

【附件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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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5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自評執行情形追蹤表 

壹、行政單位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

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50 人次/                      

310 人 

528 人次/                      

292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本校學生報考本校碩士班合計 528 人次(104 學年度 511 人次)，相較於

104 學年度(104 學年度 511 人次)成長 17 人。實際就讀人數為 292 人(104 學年度

295 人)。詳如下表所示：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就讀人數 報名人數 就讀人數 報名人數 就讀人數 

商船系 10 4 1 0 11 4 

輪機系 10 8 6 5 16 13 

航管系 15 7 15 4 30 11 

運輸系 16 9 6 1 22 10 

食科系 24 17 32 11 56 28 

養殖系 29 19 22 13 51 32 

生科系 11 7 4 0 15 7 

海生所 6 6 3 1 9 7 

環漁系 24 15 5 1 29 16 

海洋系 11 6 6 3 17 9 

應地所 4 3 2 2 6 5 

海資所 2 2 1 1 3 3 

環態所 6 5 1 0 7 5 

造船系 32 22 8 3 40 25 

河工系 31 20 23 11 54 31 

材料所 1 1 0 0 1 1 

機械系 9 8 15 4 24 12 

電機系 25 17 20 8 45 25 

資工系 29 19 15 6 44 25 

通訊系 15 7 8 6 23 13 

光電所 2 2 2 1 4 3 

海法所 2 1 3 1 5 2 

應經所 4 2 3 1 7 3 

教研所 4 1 2 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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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文所 2 0 0 0 2 0 

應英所 1 0 0 0 1 0 

小計 325 208 203 84 528 292 
 

具體

成果 

10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含甄試及入學考試)共計有 1580 名考生(人次)報考，其中考

生來源學校為本校者計有 528 名(含甄試 325 名及考試 203 名)，佔總報考人次之

33.4%（104 學年度為 31.5%）；105 學年度本校生就讀本校碩士班共計 292 人(含

甄試 208 名及考試 84 名)。 

落後

原因

說明 

就讀人數較預期減少 18 人，主要應係考試錄取的本校學生中有許多亦同時錄取他

校，故造成學生流失。 

具體

改善

措施 

為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就讀研究所，除放寬五年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發給五

年一貫獎學金，並額外獎勵成績優良之學生（大學班排名前 2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61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填報資料來源包含各項考試或推甄管道) 

105 

年 

執行

情形 

以 105 學年度高職學校入學學生共計 61 位，包括：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生 33 位、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加名額)15 位、繁星推薦 7

位、運動績優 3 位、特殊選才 2 位、身心障礙館管道 1 位。詳如下表所示：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

優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

礙招生 

小

計 

水產養殖學系 4 2 1 1 
  

8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 
   

1 

河海工程學系 
  

3 1 
  

4 

食品科學系 4 1 
  

1 
 

6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

士學位學程 
2 

     
2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1 

航運管理學系 2 1 
    

3 

商船學系 1 3 
    

4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 1 

電機工程學系 
  

2 
   

2 

輪機工程學系 15 6 
  

1 
 

22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學系 
5 2 

    
7 

總計 33 15 7 3 2 1 61 
 

具體

成果 

以 105 學年度高職學校入學學生共計 61 位，包括：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生 33 位、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加名額)15 位、繁星推薦 7

位、運動績優 3 位、特殊選才 2 位、身心障礙館管道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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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2 人 9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合計招收僑生學位生新生 96 人(碩士班：10 人；學士班：86 人)。 

具體

成果 

1. 105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申請人數統計-依管道 

招生管道 錄取人數 註冊人數 就讀率 

單獨招生 6 5 83% 

個人申請 60 46 77% 

個人申請(碩士班) 10 10 100% 

聯合分發(第 1 梯次) 12 5 42% 

聯合分發(第 2 梯次) 4 2 50% 

聯合分發(第 3 梯次) 13 9 69% 

聯合分發(第 4 梯次) 13 13 100% 

聯合分發(第 5 梯次) 15 6 40% 

合計 133 96 72% 

2. 105 學年度學士班申請人數統計-依國別 

 
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全台灣表現 

 
成長率 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 成長率 

香港 13% 27 24 -29% 

馬來西亞 8% 13 12 3% 

澳門 13% 18 16 0% 

僑先部結業生 -30% 21 30 -21% 

香港 -33% 4 6 

無統計資料 
馬來西亞 -50% 9 18 

澳門 - 2 0 

其他國家 17% 7 6 

其他國家 -22% 7 9 21% 

小計 -5% 86 91 -13.52% 

3. 各招生系所註冊人數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水產養殖學系 6 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6 -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 1 

河海工程學系 1 - 

食品科學系 15 3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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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管理學系 15 - 

商船學系 4 - 

資訊工程學系 12 1 

運輸科學系 4 - 

電機工程學系 5 3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2 -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9 - 

總計 86 10 
 

落後

原因

說明 

落後主因： 

1. 排除僑先部，今年各國註冊人數與去年相比，幾乎都為正成長 

2. 僑先部結業生多習慣使用聯合分發管道，然而因聯合分發管道要求各梯次分配

人數不得低於前年錄取人數(非註冊人數)，且僑先部為第四梯次，所以導致海

外聯招會名額分配上較前幾梯次少，使僑先部學生未能申請上本校。 

聯合分發註冊率較低梯次原因說明： 

3. 聯合分發管道第一梯次主要為馬來西亞地區，錄取人數較去年少 3 人，註冊人

數與去年相同皆為 6 人，主因為聯合分發同學成績相對較好，選擇相對較多(中

國及澳洲近年給予高額的獎學金且能配合當地學制與學歷承認、馬來西亞大學

學歷受到當地承認)。經電話訊問，未就讀之學生調查如表列： 

分發管道 中文姓名 僑居地 性別 就讀意願調查 

第 1 梯次 曾澤宇 馬來西亞 男 錄取澳洲大學 

第 1 梯次 藍茹英 馬來西亞 女 錄取澳洲大學 

第 1 梯次 黃啟銘 馬來西亞 男 錄取馬來西亞大學 

第 1 梯次 廖盈嘉 馬來西亞 女 錄取中國大學 

第 1 梯次 游士賢 馬來西亞 男 錄取中國大學 

第 1 梯次 謝順怡 馬來西亞 女 錄取馬來西亞大學 

第 1 梯次 楊鈞眾 馬來西亞 男 無法聯繫上 

4. 聯合分發管道第五梯次主要為香港地區，錄取人數與去年相同，皆為 16 人，

然而註冊人數減少 4 人，主因為香港少子化問題今年浮現，導致香港各大學錄

取率提升，經電話訊問，未就讀之學生調查如表列： 

分發管道 中文姓名 僑居地 性別 就讀意願調查 

第 5 梯次 官俊良 香港 男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李雲嫦 香港 女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李梓鉅 香港 男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潘嘉靖 香港 男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馬正軒 香港 男 不願提供資訊 

第 5 梯次 黎倩雯 香港 女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袁栢謙 香港 男 錄取香港大學 

第 5 梯次 施  敏 香港 女 興趣不合(獸醫) 

第 5 梯次 莫蓉思 香港 女 不願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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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1. 提升單獨招生使用率，空出個人申請管道留給僑先部學生。 

2. 每年個人申請開始前至僑先部舉辦招生說明會，加強宣導個人申請的使用。 

3. 每年參加僑先部舉辦之國際教育博覽會。 

4. 每年邀請僑先部師生至本校參訪及參加本校活動。 

5. 確認各管道錄取名單後，除本校電話、電郵、郵寄等方式聯繫外，透過海外校

友會協助幫忙聯繫及本校僑聯社學生協助，提升與學生的互動，以增加僑生報

到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7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合計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 7 人（博士班：1 人；碩士班：1 人；學士班：

5 人）。 

具體

成果 

1. 核定招生、報考及註冊人數表 

學年度 核定招生人數 報考人數 
NTOU 

錄取人數 

正式分發 

報到人數 
註冊人數 

博士班 3 2 1 1 1 

碩士班 3 5 5 2 1 

學士班 5 98 5 5 5 

2. 各招生系所註冊人數 

陸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航運管理學系 1 1 1 3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 1 1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 - 1 1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 - 1 1 

運輸科學系 - - 1 1 

總計 1 1 5 7 
 

落後

原因

說明 

1. 105 學年度全臺陸生研究所招生總人數呈現下滑，報名人數減少，導致全臺錄

取人數從 866 人降為 806 人，共減少 60 人。 

2. 本校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報考人數合計為 7 名，相較 104 學年度減少 6 名。 

3. 博士班註冊人數 1 名，相較 104 學年度減少 1 名；碩士班註冊人數 1 名，相較

104 學年度減少 2 名。 

4. 海洋法律研究所王連憶同學因家庭經濟狀況發生巨大變故，導致本人無法前往

本校就讀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及註冊人數，針對大陸地區姐妹校師生已表達擬來

校就讀意願之系所，做為提報招生計畫系所排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 mail 方式週知曾來校交換(研修)之大陸姐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生宣傳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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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

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8 人 307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2：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145 位、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

生)：44 位 

105-1：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118 位 

具體

成果 

1. 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學生人數： 

學年度 河工系 造船系 合計 

104-2 76 69 145 

105-1 59 59 118 

2. 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生人數(1042)： 

陸生交換生就讀系所 學生人數 

水產養殖學系 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7 

食品科學系 5 

海洋生物研究所 2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航運管理學系 7 

商船學系 3 

教育研究所 1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5 

運輸科學系 1 

輪機工程學系 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3 

總計 44 
 

落後

原因

說明 

1. 105 學年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來臺學生人數相較 104 學年人數減少

27 名。 

2. 因應學校宿合床位不足，自 104 學年起受理各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生

申請人數減半，104-2 交換生降至 44 名；105 年學生宿舍修繕關閉，大陸姐妹

校學生短期交換(研修)計畫暫停一年。  

具體
改善
措施 

視男二舍修繕進度，預定將於 106 學年度再度啟動大陸姐妹校學生短期交換(研

修)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4 人 2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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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招收了 26 名外國學生至本校就讀，另外有部分學生申請

延後春季班就讀；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12 名學生獲選，目前正在獎學金審查

階段；預計 105 學年度外籍生人數將會達到目標；另外為便利馬來西亞華人以外

籍生身分入學，已受理 4 名深齋中學的申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其中 1 名因為

品行成績不良未錄取，深齋中學校長認為本校具有指標性與原則性，故另外再推

薦一名學生申請本校養殖系。 

具體

成果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商船學系 2 

航運管理學系 3 

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班 3 

運輸科學系碩士班 1 

輪機工程學系 2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2 

食品科學系博士班 1 

水產養殖學系 2 

水產養殖學系碩士班 2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5 

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士班 1 

電機工程學系 2 

合計 26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為重點招生時程，本次申請表件、系所錄取比例、複審通過

率與獎學金通過率與過去同期數目相同且部分增長，唯獨在報到率上較以往低。

經詢問後發現全台大學均遭遇類似情況，中國與澳洲不斷推出高額的獎學金制度

導致瓜分了原有的東南亞市場，加上部分學生因經濟因素申請延後春季班入學，

導致秋季班(第一學期)報到率下滑。 

103 學年至 105 學年外籍生各項報到率一覽表 

階段 說明 

  103 104 105 說明 

申請件階段 73 81 85 申請件數有提高 

系所審查階段 55 66 56 
105 年度降下來，建議未來航管系可多錄取以

增加潛在學生數 

複審階段 55 66 61 複審階段有提高錄取名額 

同意入學 36 47 29 

同意入學數減少，原因歸納如下 

1. 獎學金不夠(財務問題) 

2. 改為明年(下學期)入學者多 

3. 簽證問題無法入台 

4. 至他國大學就讀(他國提通較高獎學金) 

5. 失聯學生人數增加 

6. 原定要來就讀之姊妹校學生突然取消 

報到階段 32 45 26 報到的比率而言與前幾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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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1. 獎學金放榜的時程須加速：目前申請已改為隨到隨審，對外籍生來說已十分便

利。放榜的時程也提早在系所審查後就通知學生。唯獨獎學金會議紀錄因需要

層層上報審核較為耗時，導致優秀學生先拿到他校獎學金者會放棄本校的機

會。建議未來鈞長與各送會單位能優先以最速件處理獎學金簽呈，並給予國際

處指示，以利穩定錄取學生的意願。 

2. 延長招生教育展時間以利拜會當地學校：目前本校已積極參與招生教育展，

然，目前均為一名職員出席。他校招生優異者均為一名長官隨同，除了可以參

加當地的各校長官會議外，尚會提前或延後回台，用該段時間去拜會當地高校

或姊妹校。 

3. 獎學金推薦制度：假如上述於經費或效益上另有考量，建議須由一級主管以上

層級主動至東南亞重點學校與姊妹校拜會並簽訂獎學金推薦制度。本校提供若

干獎學金、姊妹校提供若干補助並選送優秀學生來本校就學，將可確保獎學金

的預算不會因為受獎人未報到而浪費，也可以確保就讀學生的品質。 

4. 拓展交換生英文課程與合作姊妹校數：藉由提供優質的學士交換生課程，提供

華語文課程、海洋文化課程、由學院開設的系所綜合課程讓交換生有初步對台

灣海洋大學的認識。並視交換生為未來潛在碩士學位生生源重點照顧，鼓勵交

換學生未來求學以本校為優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9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2 學期交換學生人數大學部 9 名，碩士生 1 名，博士生 4 名，合計為 14 名；

105-1 學期交換學生人數大學部 3 名，碩士生 1 名，博士生 1 名，合計為 5 名。 

具體

成果 

學年度 養殖系 應地所 食科系 海生所 通訊系 環漁系 合計 

104-2 6 1 1 4 1 1 14 

105-1 3 1 - - - 1 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隊/200 人 15 隊/396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1 月發辦理營隊意願調查表。 

2. 105 年 3 月、4 月舉行營隊協調會議。 

3. 105 年 5-6 月與營隊密切聯繫。 

4. 各營隊於 105 年 7 月至 8 月中辦理。 

具體

成果 

編號 營隊名稱 承辦單位 起訖時間 天數 學員人數 

1 執法症候群 海洋法政學系 7/4-7/6 3 5 

2 海海人生-海態營 環漁系 7/4-7/6 3 3 

3 海洋科學營 海洋環境資訊系 7/5-7/8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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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十九屆食品生技科學營 食品科學系 7/5-7/9 5 47 

5 翻開吧!未知的海圖! 商船學系 7/6-7/10 5 33 

6 養殖生物科技營 水產養殖學系 7/6-7/10 5 37 

7 基改食品檢驗營 生科系 7/7 1 17 

8 輪機營 輪機工程學系 7/7-7/8 2 3 

9 運輸科學系暑期營隊 運輸科學系 7/9-7/10 2 18 

10 2016 遙控帆船製作體驗營 造船系、海科館 7/9-7/14 6 36 

11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電資科學體

驗營」 
電資學院 7/11-7/15 5 26 

12 生命科學化學營 生科系 7/12 1 17 

13 2016 海大觀光營 海洋觀光 7/13-7/15 3 53 

14 航運管理營 航運管理學系 7/10-7/11 2 14 

15 潮海遊-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 人文社會科學院 7/27-7/29 3 6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次 54 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高中蒞校參訪共計 14 場次。 

105 年度種子教師招生宣傳講座共計 27 場次。 

105 年度參加各高中升學博覽會共計 13 場次。 

具體

成果 

1. 高中師生蒞校參訪：自 105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止，所安排的蒞校參訪場次如

下表所示，感謝各單位協助相關事宜： 

No 學校 參訪點 日期 

1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中 

（師生共約 90 人） 

操船模擬中心、水生動物實驗

中心、造船系、食科系罐頭工

廠、圖書館、體育館、校史博

物館、展示廳 

105 年 01 月 26 日(二) 

09：30 ~ 16：00 

2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師生共約 75 人) 
造船系、河工系實驗室 

105 年 04 月 14 日(四) 

09：30 ~ 11：30 

3 
國立陽明高中 

(共約 16 人) 

操船模擬中心、圖書館、體育

館、校史博物館、展示廳 

105 年 05 月 24 日(二) 

12：00 ~ 16：00 

4 
國立中正高中 

(師生共約 40 人) 

工學院、生科院、海資院及光

電系實驗室 

105 年 05 月 25 日(三) 

13：00 ~ 16：00 

5 
市立暖暖高中 

(師生共約 30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操船模擬

中心 

105 年 05 月 27 日(五) 

13：00 ~ 16：00 

6 
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1 人) 
造船系、河工系實驗室 

105 年 06 月 04 日(六) 

14：00 ~ 15：30 

7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八

斗高中 

(師生共約 295 人) 

各系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

校史博物館、展示廳 

105 年 06 月 17 日(五) 

13：00 ~ 16：30 

8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中 

(師生共約 369 人) 

海洋工程館、水生動物實驗中

心、機械系實驗室、校史博物

館 

105 年 10 月 28 日(五) 

10：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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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師生共約 124 人) 

操船模擬中心、圖書館、體育

館、通訊系實驗室 

105 年 11 月 01 日(二) 

12：30 ~ 16：30 

10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師生共約 110 人) 

海洋中心、校史館、圖書館、

環漁系 

105 年 11 月 03 日(四) 

13：30 ~ 16：30 

11 
桃園市私立治平高中 

(師生共約 482 人) 

圖書館、體育館、水生動物實

驗中心、電機系實驗室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 

09：30 ~ 11：30 

12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2 人) 
圖書館、造船系實驗室 

105 年 12 月 07 日(三) 

13：30 ~ 15：30 

13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2 人) 

造船系實驗室、水生動物實驗

中心 

105 年 12 月 08 日(四) 

13：30 ~ 15：30 

14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師生共約 67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光電系實

驗室 

105 年 12 月 09 日(五) 

13：30 ~ 15：30 

2. 種子教師校外招生宣導講座：自 105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所進行宣導活動如

下表所示，感謝各位種子教師支援： 

No 學校 主題 日期 種子教師 

1 
基隆市私立 

二信高中 
備審資料與甄試技巧 

105 年 02 月 22 日(一) 

08：00 ~ 09：00 

招生組 

呂明偉組長 

2 
台北 

海洋技術學院 
學校特色與學群介紹 

105 年 03 月 03 日(四) 

10：30 ~ 11：00 

師培中心 

嚴佳代老師 

3 國立蘇澳海事 備審資料與甄試技巧 
105 年 03 月 11 日(五) 

08：00 ~ 09：00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4 華興中學 備審資料與甄試技巧 
105 年 03 月 24 日(四) 

08：00 ~ 09：00 

招生組 

呂明偉組長 

5 苗栗建台高中 模擬面試之技巧 
105 年 03 月 25 日(五) 

13：00 ~ 17：00 

共同教育中心 

謝玉玲老師 

6 苗栗建台高中 模擬面試之技巧 
105 年 03 月 26 日(六) 

13：00 ~ 17：00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7 基隆女中 備審資料與甄試技巧 
105 年 04 月 07 日(四) 

13：00 ~ 15：00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8 新竹女中 海運學院 
105 年 04 月 19 日(二) 

12：00 ~ 13：00 

運輸系 

楊明峯老師 

9 
台北市立 

和平高中 
學校特色與學群介紹 

105 年 05 月 19 日(四) 

12：00 ~ 13：00 

資工系 

謝君偉老師 

10 苗栗建台高中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

升學之路 

105 年 08 月 02 日(二) 

15：30 ~ 17：00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11 苗栗建台高中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

升學之路 

105 年 08 月 02 日(二) 

15：30 ~ 17：00 

共同教育中心 

謝玉玲老師 

12 
台南市私立 

南光高中 
學校特色與學群介紹 

105 年 08 月 04 日(四) 

14：00 ~ 16：00 

環漁系 

王佳惠老師 

13 苗栗建台高中 
如何提早準備升學競

爭優勢 

105 年 08 月 31 日(三) 

14：00 ~ 15：40 

商船系 

劉中平老師 

14 苗栗建台高中 
如何撰寫好一份自我

升學履歷 

105 年 08 月 31 日(三) 

14：00 ~ 15：40 

共同教育中心 

謝玉玲老師 

15 和平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資訊工程系 

105 年 09 月 21 日(三) 

12：00 ~ 13：00 

資工系 

謝君偉老師 

16 蘭陽女中 
海大校系介紹－ 

航運管理系 

105 年 09 月 26 日(一) 

12：10 ~ 13：10 

航管系 

盧華安主任 

17 再興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105 年 10 月 26 日(三) 運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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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學院 12：45 ~ 13：30 楊明峯老師 

18 景文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生命科學院 

105 年 11 月 04 日(五) 

15：20 ~ 16：10 

養殖系 

黃章文老師 

19 基隆女中 
海大校系介紹－ 

航運管理學系 

105 年 11 月 07 日(一) 

12：00 ~ 13：00 

航管系 

盧華安主任 

20 桃園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食品科學系 

105 年 11 月 18 日(五) 

14：00 ~ 15：00 

環漁系 

王佳惠老師 

21 華僑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生命科學院 

105 年 11 月 23 日(三) 

14：00 ~ 15：00 

養殖系 

黃章文老師 

22 中壢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輪機工程系 

105 年 11 月 29 日(二) 

12：20 ~ 15：00 

輪機系 

宋世平主任 

23 台東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河海工程系 

105 年 12 月 07 日(三) 

14：25 ~ 15：15 

河工系 

方惠民老師 

24 台東女中 
海大校系介紹－ 

河海工程系 

105 年 12 月 07 日(三) 

13：10 ~ 14：10 

河工系 

方惠民老師 

25 百齡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生命科學院 

105 年 12 月 09 日(五) 

15：00 ~ 16：00 

養殖系 

黃章文老師 

26 馬祖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馬祖校區三學系 

105 年 12 月 16 日(五) 

15：00 ~ 16：00 

商船系 

郭俊良主任 

27 西松高中 
海大校系介紹－ 

海運學院 

105 年 12 月 21 日(三) 

12：00 ~ 13：00 

運輸系 

楊明峯老師 

3. 高中自辦升學博覽會：自 105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止，所參與之升學博覽會如

下表所示： 

No 學校 日期 時間 

1 國立宜蘭高中 105 年 01 月 27 日(三) 09：30 ~ 12：00 

2 私立金甌女中 105 年 02 月 20 日(六) 13：00 ~ 16：00 

3 私立二信高中 105 年 02 月 26 日(五) 09：30 ~ 16：00 

4 市立東山高中 105 年 05 月 04 日(三) 09：30 ~ 13：00 

5 市立大安高工 105 年 05 月 06 日(五) 08：30 ~ 15：00 

6 國立苗栗高中 105 年 05 月 07 日(六) 09：30 ~ 14：00 

7 國立鹿港高中 105 年 05 月 17 日(二) 13：00 ~ 15：00 

8 國立苑裡高中 105 年 10 月 14 日(五) 13：00 ~ 17：00 

9 市立新興高中 105 年 11 月 25 日(五) 08：30 ~ 14：30 

10 國立基隆女中 105 年 12 月 02 日(五) 09：00 ~ 12：30 

11 國立台南二中 105 年 12 月 16 日(五) 08：00 ~ 16：00 

12 私立啟英高中 105 年 12 月 27 日(二) 09：00 ~ 13：30 

13 國立基隆高中 105 年 12 月 30 日(五) 09：00 ~ 12：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2016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結案報告 

一、活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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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與本校「繁星推薦」錄取生及「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四技

二專技優保送」錄取生與家長之互動，提升家長對本校學習環境之認識，並

鼓勵「個人申請」正、備取生於登錄志願序時提高本校志願序，以利本校招

收優秀學子入學就讀，特舉辦本項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行互動交流，以期

建立其向心力與歸屬感。 

二、活動對象：10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錄取生及「個人申請」正、

備取生及「四技二專技優保送」錄取生。 

三、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30 日（週六）13：00 至 17：00。 

四、活動地點：第一演講廳、海洋廳、第二演講廳及各學系系館。 

五、活動流程： 

考量會場所能容納之人數有限，本組依活動報名情形，將學生分為 A、B 兩

組進行。 

六、相關統計 

(一) 本次新鮮人說明會報名人數以個人申請為主，參與人數(含家長)共計 604

人，19 學系中參與學生數超過 20 人以上有商船系、航管系、運輸系、海

洋系、機械系。2016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各學系各入學管道參與人數

統計如下表： 

學系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四技二專 特殊選才 
總計 

（不含家長） 

總計 

（含家長） 

商船 3 25 1 0 29 79 

航管 3 17 0 0 20 44 

運輸 4 19 0 0 23 51 

輪機 1 16 0 1 18 39 

觀光 0 3 0 0 3 6 

食科 2 15 0 0 17 36 

A 組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環漁系、 

海洋系、電機系、資工系、觀光系、 

運輸系、機械系 

B 組 

商船系、航管系、輪機系、造船系、 

河工系、光電系、通訊系、法政系、 

文創系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12：30 ~ 12：50 

A 組 

至「第一演講廳」 

簽名報到 

13：30 ~ 14：00 

B 組 

至「海洋廳」 

簽名報到 

13：00 ~ 13：05 
介紹師長、 

家長與學生 
14：10 ~ 14：15 

介紹師長、 

家長與學生 

13：05 ~ 13：17 
「告訴你必選海大的 10

大理由」 
14：15 ~ 14：27 

「告訴你必選海大的

10 大理由」 

13：17 ~ 14：00 
校長致詞及 

Q＆A 
14：27 ~ 15：15 

校長致詞及 

Q＆A 

14：00 ~ 14：25 
帶往各學系 

(校園導覽) 
15：15 ~ 15：35 

帶往各學系 

(校園導覽) 

14：35 ~ 15：30 各學系小組會談 15：45 ~ 16：40 各學系小組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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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 0 15 0 0 15 35 

生科 0 4 0 0 4 10 

環漁 0 8 0 0 8 13 

海洋 0 19 0 1 20 48 

機械 0 22 0 0 22 48 

造船 1 17 0 1 19 40 

河工 2 14 0 0 16 37 

電機 1 13 0 0 14 32 

資工 0 15 0 1 16 33 

通訊 0 5 0 1 6 11 

法政 1 6 0 0 7 16 

光電 1 4 0 0 5 12 

文創 1 5 0 0 6 14 

總計 20 242 1 5 268 604 

錄取人數 
（含正、備取生） 

236 1,834 16 10   

參與率 8.5% 13.19% 6.25% 50%   

七、活動實況 

  

 

 

 

 

 

 

 

 

 

 

 

 

 

 

 

 

 

 

 

 

 

 

 

381



1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3 場次 

執行單位 學務處(課指組)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利於新生家長瞭解其子女在海大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並使新生認識就讀科系特

色與求學方向，及促進教師與新生家長之雙向溝通，期達到認同本校及安心就讀

的效益，特辦理此活動。上午安排 3 場校長有約座談會；下午為學系歡迎會，會

中安排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新生導師、系學會幹部與新生及家長們進行座談，

並由系學會幹部帶領新生與家長參觀校園環境與住宿設施，使新生與家長對於校

內環境能有更進一步體認。 

具體

成果 

本活動已於 8 月 20 日(星期六)辦理完畢，本次參加 A 行程新生人數約計 370 名；

B 行程新生人數約計 430 名，C 行程約計 700 名，總計 1,500 名，場場爆滿，獲得

新生及家長熱烈迴響，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次活動新生及家長反應熱烈，原定 C 行程於海洋廳辦理，因報名人數踴躍，於

8 月 17 日(三)協調體育室商借育樂館辦理。明年新生家長日比照今年辦理模式持

續辦理。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件/300 萬 13 件/1,821萬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指標定義為包含校外所有單位之不含共同及協

同主持人之國際合作計畫)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科技部國際合作計畫本校獲補助共計 13 件金額達 18,214,000 元。較 104 年

金額增加 8,546,175 元，仍持續努力推動中。 

具體

成果 

台俄合作 3 件新台幣 1,800,000 元、台法合作 3 件新台幣 8,294,000 元、台奧合作

1 件新台幣 580,000 元、兩岸合作 4 件新台幣 560,000 元、台與東協各國合作 1 件

新台幣 170,000 元、台波合作 1 件新台幣 240,00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26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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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共薦送 26 位同學出國短期研修。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選送學生出國人數學海飛颺計畫共計 23 人；海惜珠計畫共計 3 人；研修

國家包含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及馬來西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0 人次 136 人次 

執行單位 研發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有 31位博士生、99位碩士生及 6位學士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獲補助。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各學院人數統計為人社院 7 名，

工學院 27 名，生科院 36 名，海資院 25 名，海運學院 27 名，電資學院 14 名。本

校補助博士班及五年一貫生出席國際會議機票及註冊費金額為 92 萬 4,716 元整，

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生活費金額為 133 萬元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4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待系所資料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4 人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3 人 

輪機工程學系 1 人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2 人 

水產養殖學系 5 人 河海工程學系 22 人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

技學系 

1 人 資訊工程學系 1 人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人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1 人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

學學系 

2 人 應地所 3 人 

總計 46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1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待系所資料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4 人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人 

運輸科學學系 3 人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3 人 

輪機工程學系 1 人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

博士學位學程 

1 人 

水產養殖學系 1 人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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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32 人 

執行單位 學務處(課指組) 

105

年 

執行

情形 

一、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志工服務，規劃辦理國際志工說明會，以協助本

校學生積極投入國際志工服務之工作，共計 20 人。 

二、本校敬拜讚美社前往緬甸從事國際志工服務，出隊人數共計 12 人。 

具體

成果 

一、學生自行出國服務與交流－辦理國際志工說明會，協助本校學生前往美國（沃

基肖）、南京大學、日本、四川大學、奧地利、菲律賓、德國、柬埔寨、捷克、

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地區從事國際志工服務及交流參訪活動，參與同學共計

20 名。 

二、敬拜讚美社於 6 月 28 日(二)至 7 月 9 日(六)前往緬甸從事國際志工服務，本

次為第二度前往緬甸服務，共計 12 名同學參與。本次服務對象為緬甸臘戌市

南楂拉村華僑恩典學校 1-6 年級學童，服務項目計有協助當地兒童盥洗、課程

及科學實作、醫療衛生、英文教學、兒童營隊及第一屆南楂拉村運動會，活

動期間當地居民參與熱烈，孩童獲益良多，未來擬繼續前往緬甸深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124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待系所資料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人數 系所 人數 

商船學系 1 人 機械與電機工程學系 4 人 

航運管理學系 27 人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7 人 

運輸科學學系 9 人 河海工程學系 6 人 

輪機工程學系 9 人 電機工程學系 8 人 

食品科學學系 22 人 資訊工程學系 2 人 

水產養殖學系 4 人 教育研究所 4 人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 人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6 人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6 人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3 人 

海洋環境資訊系 4 人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1 人 

總計 124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0 人 566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海外實習人數共 566 人。 

以商船、運輸、輪機、環漁、觀光海上實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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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2-7 海外實習人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139 149 149 

航運管理學系 4 4 4 

運輸科學系 59 0 59 

輪機工程學系 220 100 220 

食品科學系 10 10 10 

水產養殖學系 6 6 6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0 0 0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53 53 53 

海洋環境資訊系 0 0 0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0 0 0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9 9 9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0 0 0 

河海工程學系 20 20 20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電機工程學系 0 0 0 

資訊工程學系 1 1 1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0 0 0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0 0 0 

師資培育中心 0 0 0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0 0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35 0 35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海洋法政學系 0 0 0 

總計 556 350 56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 19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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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育部 104、105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學生共計 19 名(104 度計畫 4

名，105 年計畫 15 名)。 

具體

成果 

104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學生共計 4 名，皆為工學院機械系

學生；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學生共計 15 名，海運學院航

管系學生 2 名、輪機系學生 1 名，生科院食品科學系學生 9 名，工學院機械系學

生 3 名，實習地點包括加拿大、日本、泰國、汶萊及印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0 人 1216 人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已於 105 年 5 月 14 日、11 月 19 日共舉辦 2 次校園多益考試，並針對日間部

學士班學生每人補助 500 元報名費。學生英文畢業門檻之認定將由各系開設一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作為畢業資格認定。多益校園考試通過英文畢

業門檻之學生，將由教務處集體將結果匯入教學務系統進行認定。個別參加校外

相關英文檢定同學之英文畢業門檻認定，則由各系助教透過教學務系統認定。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參加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共 1188 人次。 

單位 
參加校園多益 

考試人數 

學院彙整參加 

英文檢定人數 
審核後資料 

海運暨 

管理學

院 

商船學系 130 143 143 

航運管理學系 177 140 177 

運輸科學系 123 84 123 

輪機工程學系 96 59 96 

小計 526 426 539 

生命 

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73 21 73 

水產養殖學系 63 63 63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

學系 
39 39 39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0 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 
1 0 1 

小計 177 123 177 

海洋科

學 

與資源 

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系 
50 16 50 

海洋環境資訊系 42 15 42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0 0 0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

研究所 
0 1 1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

研究所 
0 0 0 

小計 92 32 93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63 2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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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32 16 32 

河海工程學系 77 37 77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3 3 

小計 172 82 175 

電機資

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87 12 87 

資訊工程學系 76 20 76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34 34 34 

光電科學研究所 2 5 5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1 6 6 

小計 200 77 208 

人文社

會科學

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1 1 

教育研究所 0 2 2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3 1 3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

系 
1 1 1 

小計 4 4 7 

海洋法

律與政

策學院 

海洋法律研究所 4 4 4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10 10 10 

海洋法政學系 3 2 3 

小計 17 16 17 

合計 1188 760 12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0 人 768 人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已於 105 年 5 月 14 日、11 月 19 日共舉辦 2 次校園多益考試，並針對日間部

學士班學生每人補助 500 元報名費。學生英文畢業門檻之認定將由各系開設一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作為畢業資格認定。多益校園考試通過英文畢

業門檻之學生，將由教務處集體將結果匯入教學務系統進行認定。個別參加校外

相關英文檢定同學之英文畢業門檻認定，則由各系助教透過教學務系統認定。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通過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共 701 人次。 

單位 
通過校園多益考試

人數 

學院彙整通過英文

檢定人數 
審核後資料 

海運暨

管理學

院 

商船學系 82 128 128 

航運管理學系 141 103 141 

運輸科學系 91 61 91 

輪機工程學系 53 34 53 

小計 367 326 413 

生命科 食品科學系 57 1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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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水產養殖學系 24 24 2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

學系 
18 18 18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0 1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

位學程 
0 0 0 

小計 100 60 100 

海洋科

學與資

源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系 
19 12 19 

海洋環境資訊系 19 4 19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0 0 0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

研究所 
0 1 1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

研究所 
0 0 0 

小計 38 17 39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4 12 34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6 10 16 

河海工程學系 28 11 28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小計 78 33 78 

電機資

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41 11 41 

資訊工程學系 37 14 37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23 23 23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1 1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1 5 5 

小計 102 54 107 

人文社

會科學

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1 1 

教育研究所 0 2 2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3 1 3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

系 
1 1 1 

小計 4 5 7 

海洋法

律與政

策學院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4 4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9 5 9 

海洋法政學系 3 11 11 

小計 12 20 24 

合計 701 515 768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門 59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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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含師培中心)資料)(若為課程中安排

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各系所實習課程數共 59 門。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1 實習課程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4 4 4 

航運管理學系 5 5 5 

運輸科學系 2 2 2 

輪機工程學系 3 3 3 

食品科學系 5 5 5 

水產養殖學系 2 2 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2 2 2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 1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3 3 3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1 1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2 2 2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1 1 1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4 4 4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2 2 2 

河海工程學系 1 1 1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電機工程學系 1 1 1 

資訊工程學系 4 4 4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4 4 4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0 0 0 

師資培育中心 11 11 11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0 0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2 2 2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海洋法政學系 1 1 1 

總計 59 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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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0 人 1126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含師培中心)資料)(若為課程中安排

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校外實習人數共 1,134人。  

其中以海運學院為主，共 642 名學生至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2 校外實習人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249 258 258 

航運管理學系 64 56 64 

運輸科學系 91 32 91 

輪機工程學系 229 193 229 

食品科學系 50 50 50 

水產養殖學系 78 78 78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29 34 34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2 2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57 7 57 

海洋環境資訊系 18 17 18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0 1 1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2 2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20 2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2 12 12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37 35 37 

河海工程學系 20 20 20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電機工程學系 1 3 3 

資訊工程學系 17 18 18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2 13 13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2 2 

教育研究所 0 0 0 

師資培育中心 10 63 63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6 0 6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0 0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43 8 43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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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政學系 5 5 5 

總計 1028 929 112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5 家 160 家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各系所學生實習單位共 160 家。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3 產業結盟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13 13 13 

航運管理學系 11 3 11 

運輸科學系 14 8 14 

輪機工程學系 10 0 10 

食品科學系 26 8 26 

水產養殖學系 16 16 16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5 2 5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6 6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3 4 4 

海洋環境資訊系 6 6 6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0 6 6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1 1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6 11 11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4 4 4 

河海工程學系 3 3 3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電機工程學系 1 1 1 

資訊工程學系 5 3 5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4 7 7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3 3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0 4 4 

師資培育中心 0 0 0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1 1 

391



24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2 2 2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海洋法政學系 1 1 1 

總計 130 113 16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110 人 

智慧生活計畫

-16 門/800 人 

24 門/ 

1,172 人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落實在地創業深根，以八斗子、和平島與大武崙為實體場域，帶領學生進入場

域實習與發想。105 年創新創業課程共計有 24 門次，1,172 學生人次修課。 

具體

成果 

1042 學期至 1051 學期本校創新創業相關課程統計如下表： 

課名（學分數） 授課老師 
1042 學期 

修課人數 

1051 學期 

修課人數 

創業與管理(2) 呂芳堯 30 - 

海洋、漁業與生活(2) 王世斌 72 - 

基隆在地產業創新創業綜論(2) 廖正信 31 - 

全球化與社會創新(2) 田畠真弓 60 -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2) 曾聖文 64 - 

海洋科技導覽解說與實習(2) 施彤煒 12 43 

數位漁村與社會實踐(4) 周維萱 15 15 

創業育成實務(2) 李健全 53 35 

創意行銷企劃實務(4) 曾聖文 64 51 

新能源與環境治理(2) 曾聖文 73 60 

Android 行動裝置軟體設計(3) 馬永昌 - 36 

網路行銷暨物聯網應用(A)(2) 楊劍東 - 60 

網路行銷暨物聯網應用(B)(2) 楊劍東 - 60 

文創產業概論(2) 莊育鯉 - 34 

企業家素養與創業精神(2) 張勝鄉 - 32 

文創之美：茶文化與創新(2) 黃耀文 - 67 

服務學習與設計思考(2) 邱佳慧 - 12 

專案管理實務(2) 陳明斌/張文哲 - 89 

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2) 林俊宏/張文哲 - 104 

合計 474 698 

1051 學期創新創業課程共辦理 1 場跨校競賽、9 場校外參訪與 12 場課程期末成果

發表，落實三明治教學，使學生兼具學習與實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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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扎根計畫 

-3 場/90 人次 
7 場/151 人次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執行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辦理校園創新創業模組課程。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辦理 7 場次創意創新創業講習課程，共計 151 人次學生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0 篇 501 篇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2017 年 2 月 16 日經查 WOS 系統，本校 105 年教師期刊論文篇數 SCI 加 SSCI 共

501 篇，其 SCI 共 473 篇，SSCI 共 43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000 次 11,577 次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本校教師論文被引用次數共計 11,577 次。 

具體

成果 

教師論文 2012 年迄今被引用次數為 8,028 篇，2013 年迄今被引用次數為 9,394 篇，

2014 年迄今被引用次數為 11,042 篇，2015 年迄今被引用次數為 11,577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50 件/ 

6 億 5 千萬元 

1,158 件/ 

8 億 1 千 5 佰萬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並提供明細資料，由秘

書室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

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研究計畫 1,158 件，共 814,902,551 元。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科技部計畫 289 件共 326,831,433 元，較 104 年度 289 件共 323,518,339

元，增加 3,313,094 元。 

105 年度建教計畫 775 件共 359,624,501 元，較 104 年度 690 件共 303,060,722 元，

增加 75 件及增加 56,563,779 元。 

105 年度農委會計畫 94 件共 128,446,617 元，較 104 年度 73 件共 103,103,369 元，

增加 21 件及 6,680,000 元。 

105 年度研究計畫金額 1,158 件共 814,902,551 元，較 104 年度 1,052 件共

729,682,430 元，增加 106 件及金額 85,220,1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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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件/ 

800 萬元 

13 件/ 

703.46 萬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教師積極申請專利，105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為 13 件，105 年度技轉金額

NT$7,034,600 元。 

具體

成果 

本校教師積極申請專利，105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為 13 件，105 年度技轉金額

NT$7,034,60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媒合數件技術移轉，老師技術開發程度，無法符合廠商商品化的期程，改以產學

合作方式執行，致使技轉金未達預期目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開發新客戶，主動發掘校內具商品化技術 

 

5. 校務行政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80,000 度 504,600 度 

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年度用電較 104 年正成長 504,600 度，2.5%。 

具體

成果 

正成長 504,600 度 

落後

原因

說明 

一、氣候受地球暖化影響，溫度比往年高，造成冷氣用電量增加。 

二、校務成長、各項會議活動及社團營隊等均較往年增加。 

三、增設教學單位、增加教學研究設備用電。 

四、學生數、外籍生、交換生等均較往年增加。 

五、餐廳重新招商改建後，客源增加，用電量亦隨之增加。 

六、海事大樓結構補強後，產學技轉中心廠商陸續進駐，亦造成用電量增加。 

七、場地活化，會議空間等場地外借亦較往年增加。 

具體

改善

措施 

一、新購冷氣機出廠前即設定最低溫僅能低至 25℃。 

二、建議逐年汰換逾使用年限、效能較差之冷氣機、冷凍冷藏設備。 

三、利用各項會議宣導隨手關燈、關冷氣。 

四、宣導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0 萬元 2,296 萬 3,9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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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實際執行利息收入為 2,296 萬 3,982 元整。 

具體

成果 

較預定增加 296 萬 3,982 元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3   

學生住宿使用率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5%住宿人數/可

供住宿床位數 
97.71% 

執行單位 學務處(住輔組)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總床位數為 2,915 床，扣除特殊床位（含緊急用床和國際處保留之床位）及

男二舍 105 學年度關閉施工不提供住宿，可提供住宿床位為 2,048 床，於 105 學

年度第 1 學期末，實際住宿學生 2,001 人，學生住宿使用率為 97.71%。 

具體

成果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即將可供住宿床位數遞補完畢，惟學期間因休、退學等因

素少數同學辦理退宿，並另遞補學生入住。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實習、休學等

因素預計有 79 人退宿（男 43 人、女 36 人），已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公告於 106

年 1 月 16 日起辦理遞補作業，截至 2 月 9 日止計有 77 位（男 53 人、女 24 人）

同學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4   

受贈收入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場/1年(校友暨專案

募款活動)；目標捐款 

NT$1,400 萬元/1 年

(不含捐物) 

60場/1年(校友暨專案

募款活動)；目標捐款

達NT$3,405萬 533 元

/1 年(不含捐物) 

執行單位 秘書室 

105 

年 

執行

情形 

持續保持與海內外校友會的互動聯繫，由校友服務中心協助規劃舉辦特定活動進

行小額募款的勸募。 

具體

成果 

如本校募款收入年度報告，其中捐物計 9 場，專案捐款計 11 場，校友募款活動計

40 場，總計 60 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00 萬元 5,352 萬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教學中心積極爭取教育部相關計畫，從學校校務研究管理、弱勢學生輔導、

創新創業人才培育、以及高中職、國中小攜手計畫等，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提供

學生更完善的學習環境。 

具體

成果 

1.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 4,000 萬。 

2.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補助款 5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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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補助款 500 萬。 

4.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補助款 200 萬。 

5.105 年度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雙城攜手躍昇計畫補助款 90 萬。 

6.105 年「大專校院帶動高中職、國中小學辦理服務學習攜手計畫」補助款 12 萬。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800 萬元 2,254 萬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800 萬元(計畫組 1,000/1,159 萬 產技中心 800/1,095 萬)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共補助 20 位新進教師。 

105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共獎勵 116 位教學、研究、服務、

輔導績效良好者教師。 

執行政府部門計畫及媒合育成進駐企業與本校老師進行產學合作。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科技部補助經費為 2,667,599

元。 

105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科技部補助經費為 8,920,000

元。共計 11,587,599 元。 

105 年度產學技轉中心取得政府部門計畫及育成進駐企業與本校老師之產學合作

計畫，共計金額新台幣 1,095 萬 3,40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30 萬元 

諮輔 3,760,113 元 

生輔 1,731,000 元 

課指 375,000 元 

衛保 100,000 元 

軍訓 71,010 元 

總計 6,037,123 元 

執行單位 學務處(各組) 

105

年 

執行

情形 

一、諮輔組 

(ㄧ)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教育部部分補助 18,018 元整。 

(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教育部部分補助共計

2,096,236 元整(業務費 719,280 元、人事費 1,306,800 元、資本門 27,000 元、

雜支 43,156 元)。 

(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教育部全額補助 84 萬元 整

(業務費 42 萬元、資本門 42 萬元)。 

(四)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教育部部分補助共計

324,432 元整。 

(五)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僑陸生心理諮商輔導及校安

事件預防」，教育部部分補助共計 67,034 元。 

(六)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試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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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計畫，教育部部分補助共計 151,568 元。 

(七)105 年度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開創性別新

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128,825 元、學校提列配合款金額：134,000 元，共計 262,825 元整)。 

二、生輔組 

(一)105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新

臺幣 15 萬元整。 

(二)105 年度本校獲僑務委員會補助清寒僑生學習扶助金新臺幣 12 萬 3,000 元。 

(三)105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新臺幣 145 萬 8,000 元。 

三、課指組 

(一)105 年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寒假營隊服務活動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新臺幣

40,000 元整。 

(二)105 年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暑假營隊服務活動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新臺幣

75,000 元整。 

(三)105 年救國團暑期「Youth Service Taiwan ~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計畫申請

補助新臺幣 30,000 元。 

(四)105 年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暑期「偏鄉原住民及新住民學童營隊服務活動」

計畫申請補助新臺幣 20,000 元。 

(五)105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新臺幣 210,000 元

整。 

四、衛保組 

105 年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獲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

整。 

五、軍訓室 

(一)辦理「105 年度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教育部專案 25,500 元，僑委

會專案 10,000 元。 

(二)辦理「105 年僑聯社送舊晚會活動」，僑委會專案 6,150 元。 

(三)辦理「105 年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教育部補助 27,360 元。 

具體

成果 

一、諮輔組 

(ㄧ)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 

1.共辦理 1 場教師座談會、1 場教職員座談會、2 場學生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

講座，合計 116 人參與。 

2.學生講座培訓，搭配「宿舍幹部宣導活動」以及「小太陽志工社團活動」

進行，獲得同學們的迴響。 

3.印製自殺防治守門人宣傳文宣單張 500 份，並搭配講座活動以及全校導師

座談會發放給校內教職員。 

(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1.購買圖書、雜誌及文具等必要性耗材，依資源教室及各別學生需求彈性規

劃使用。 

2.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照顧、活動、課業學習等協助。 

3.協助資源教室學生課業輔導，本年度共開課 38 班次，共計 96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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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各類主題活動，包括多元性別講座 2 場次、校外參訪 1 場次及其他輔

導活動 5 場次。 

5.資源教室期初期末會議與畢業生轉銜會議 5 場次、特教新生參訪暨系所及

資源說明會、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 5 場次、交通費審查會議

1 場次、身心障礙學生新生輔具評估會議 2 場次、課業輔導檢討會議 2 場

次。 

6.提供 3 位輔導人員研習差旅費，以增進其專業知能。 

7.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1 場次，以提昇教職員生對特殊教育的了解與同理。 

(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 

1.購買圖書、雜誌及文具等必要性耗材，依資源教室及各別學生需求彈性規

劃使用。 

2.協助資源教室學生課業輔導，本年度共開課 11 班次，共計 356 小時。 

3.舉辦各類主題活動，包括生涯探索團體 1 場次(共計 5 次課程)、電影賞析

映後討論 2 場次、紓壓工作坊 2 場次，其他輔導活動 2 場次。 

4.資源教室協同系所不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及經費使用狀況等會議。 

(四)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1.增聘一位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以利推動學生輔導事項。 

2.新聘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職掌如下： 

(1)心理測驗施測、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緊急個案處理與個案管理 

(2)人社院及系教官輔導諮詢服務 

(3)網路沉迷防治三級預防工作 

(4)轉復學生輔導 

(5)校園霸凌防治三級預防工作 

(6)兼任輔導老師簽聘及鐘點費發放 

(7)個案晤談資料統計 

(五)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僑陸生心理諮商輔導及校安

事件預防」: 

1.辦理僑陸生輔導活動共計 2 場次，包含愛情講座 1 場次。 

2.辦理僑陸生個案輔導專業督導會議共計 1 場次。 

(六)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試辦學

校計畫: 

1.網路沉迷防治入班宣導 

(1)班級講座 

提供全校導師申請網路沉迷防治入班宣導，共辦理 3 場次，參與人數共

計 135 位。 

(2)心理健康日 

於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日進行網路沉迷相關心理衛生宣導，共計 6 場次，

參與人數共計 1,372 位。 

2.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觀察與宣導教育 

不定期對大一住宿生進行網路使用情形觀察；軍訓室教官亦不定期至校外

對租屋學生進行訪視，後續由諮輔組諮商師針對高關懷學生提供追蹤輔

導。 

3.網路沉迷防治教職員工研習 

398



31 

針對全校教職員工辦理網路沉迷輔導與辨識研習共計 1 場次，參與人數共

計 65 位。 

4.網路沉迷防治講座 

針對全校學生辦理「滑世代的網路成癮」講座共計 1 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58 位。 

5.同儕輔導種子培訓課程 

辦理校園同儕輔導種子培訓共計 1 場次，參與的宿舍樓長共計 32 位。 

6.開設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通識教育課程 

105 年度第 1 學期開設通識課程「網路世界與人際關係發展」，包含：資訊

時代的發展與變遷、網路倫理、網路對人際關係的影響、資訊安全、網路

沉迷與因應。 

7.網路沉迷防治活動印刷品製作 

製作 1,500 份網路沉迷宣傳單，於心理健康日全校講座、入班宣導以及校

外租屋訪視宣導時發送給學生參考使用。 

(七)「開創性別新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 

1.大一新生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觀念心理衛生宣導 

開學至期中考期間針對全校大一新生，共 27 班逐班入班宣導。參與大一

新生共計 1,082 位，出席率達 79%。 

2.輔導志工校外機構參訪暨性別平等宣導 

本校諮輔小太陽採輪班制，計畫執行期間共計治基隆市文化中心擔任說故

事志工 5 次，每次至少有 10 位小太陽志工參與服務；並至桃園育德兒童

之家進行志工服務。 

3.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主題工作坊及電影座談會 

共計辦理 1 場次主題工作坊、1 場次專題講座，活動滿意度皆達 8 成以上。 

4.性別議題暨人際關係議題諮商輔導 

本校有 6 位兼任輔導老師(5 位諮商心理師及 1 位臨床心理師)，定時至本

校提供心理諮詢及諮商服務，並視學生需求與意願轉介心理與其他必要資

源(系教官、宿舍輔導老師、導師…等)。計畫執行期間共計有 1,104 人次，

以性別議題際人際關係為主題之諮商服務。 

5.同儕輔導種子培訓課程 

辦理 1 場次培訓校園同儕輔導種子，參訓志工共計 50 人。 

6.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文宣品編製 

製作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宣導品及手冊(我的自由大道，認識多

元性別手冊)1,700 本，並上傳至本校性平專區網頁、諮輔組網頁、海大臉

書…等。 

7.網路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推廣 

每月定期更新至少 2 次本校性平專區網頁、諮輔組網頁、海大臉書…等，並

將最新活動成果及宣導單張，公告於相關網頁。 

二、生輔組 

(一)「105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辦理設邁向

成功之道品德涵養通識課程（課程規劃：說故事培訓、社區營造、生態觀

察、校園撿菸蒂服務…等課程）、結合基隆地區策略聯盟學校（14 所學校）

共同舉辦「大手牽小手品格向前走」進行品德知能趣味競賽」及「有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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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車徵稿比賽」志工服務、「校園社區角落美感營造活動」、「社區性文

化資產導覽活動」；校內落實典範學習，將品德教育落實於生活各層面，推

動品德教育縱向發展。 

(二)105 年度本校獲僑務委員會補助清寒僑生學習扶助金，補助名額為 5 名，每

月核給扶助金新臺幣 2,050 元，共計補助新臺幣 12 萬 3,000 元。 

(三)105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共計新臺幣 145 萬 8,000 元，補

助人數及金額如下表所示。 

學期 補助人數 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方式 

104-2 40 930,000 105 年 1 月-8 月(應屆畢業生補助

至 6 月)/每人每月核給 3,000 元 

105-1 44 528,000 105 年 9 月-12 月/每人每月核給

3,000 元 

總補助人數(人) 84 

總補助金額(元) 1,458,000 

三、課指組 

(一)105 年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寒假營隊服務活動 

「博幼社」、「社會服務團」、「海雁服務隊」及「敬拜讚美社」申辦教育部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寒假營隊服務活動」，已於 105 年 1 月 22

日(五)至 2 月 3 日(三)期間，前往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小、宜蘭縣大同南山

國小、宜蘭縣礁溪鄉四結國小、新竹縣尖石鄉新光國小舉辦寒假服務營隊，

共計 4 營隊，72 位同學參與服務活動。 

(二) 105 年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暑假營隊服務活動 

「博幼社」、「社會服務團」及「海雁服務隊」申辦教育部「105 年全國大

專校院教育優先區暑假營隊服務活動」，已於 105 年 7 月 9 日(六)至 7 月 17

日(日)期間，前往台中市大甲區西岐國小、苗栗縣苑裡鎮苑裡國小、宜蘭

縣大同南山國小、連江縣北竿鄉塘岐國小辦理暑假服務營隊，共計 4 營隊，

55 位同學參與服務活動。 

(三) 105 年救國團暑期「Youth Service Taiwan ~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計畫 

海雁服務隊已於 7 月 12 日(二)至 7 月 16 日(六)出隊，共計 5 天，出隊人數

共計 15 人。地點為連江縣北竿鄉塘岐國小。 

(四)105 年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暑期「偏鄉原住民及新住民學童營隊服務活動」

計畫 

「社會服務團」及「海雁服務隊」已於 7 月 10 日(日)至 7 月 16 日(六) 期

間，前往宜蘭縣大同南山國小、連江縣北竿鄉塘岐國小辦理服務營隊，共

計 2 營隊，30 位同學參與服務活動。 

(五)105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105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計有 J&C 鋼琴社、中醫社、太極武藝社、

嵐風手語社、生態解說群、如來實證社、射箭社、絲竹國樂社、博幼社、

樂水社、琴海悠洋吉他社、管弦樂社等 12 個社團申請，138 位同學參與服

務活動。 

四、衛保組 

(一)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活動: 

1.「健康減重講座」活動(1 場)，教導健康減重概念、肥胖指標及健康飲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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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共 309 人參加。 

2.「健康減重班及活力體適能活動」(7 場)，參賽同學 120 人，總計減下 309

公斤，減重最多同學為 19.1 公斤。 

3.「捐血活動」及「健康量。健康良」活動(2 場)，105 年共 355 人捐血成功，

募集袋血(總血量 114,000cc)。 

(二)健康飲食及餐飲衛生活動: 

1.「日式輕食」健康飲食製作(1 場)，參加人數 32 人。 

2.健康煮「中式烹調家常菜」(1 場)，參加人數 38 人。 

3.餐飲從業人員講習(5 場)，分享餐飲衛生稽查經驗，藉以提升本校餐飲從業

人員餐飲衛生知能，參加人數總計 104 人。 

(三)菸害防制活動: 

1.「愛自己．無菸 SMART」菸害防制宣導活動，持續校園違規吸菸勸導及拒

菸小天使活動，並結合菸害防制宣導活動共 10 場次，總計有 757 人次參

與。 

2.「揪團闖關有獎徵答」抽獎活動(2 場)，總計有 1122 名學生參與。 

3.大手牽小手-菸害防治宣導活動(1 場)，計有 80 人參與宣導活動。 

4.兒童一日營隊(1 場)：結合學生社團於國小辦理營隊活動，透過趣味活動施

行反菸宣導，活動計有 100 人參與。 

(四)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活動: 

1.「大學避修課愛滋防制」健康講座(5 場)，參加學生 308 人。 

2.「健康愛」有獎徵答抽獎活動(1 場)，參加學生 589 人。 

3. 大手牽小手-性教育(愛滋防治)宣導活動(1 場)，計有 80 人參與宣導活動。 

五、軍訓室 

(一)「105 年度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105 年 3 月 12 日辦理完畢，計有

122 員參加。 

(二)「105 年僑聯社送舊晚會活動」，105 年 6 月 3 日辦理完畢，計有 154 員參

加。 

(三)「105 年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105 年 5 月 5 至 5 月 12 日辦理完畢，

計有 831 人次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0 萬元 160 萬 6,958 元 

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5 年「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畫」1,262,958 元。 

二、教育部 105 年提升檔案管理績效計畫補助款 150,000 元。 

三、教育部 105 學年度「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教育研習營」經費補助款 100,000 

    元。 

四、教育部 105 年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補助款 94,000 元。 

具體

成果 

預估將節約年用電度 7 萬 0,972 度、電費 212,9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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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萬元 1,000 萬元 

執行單位 圖資處 105 年獲教育部補助「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應用能力躍升方案」計畫 

105 

年 

執行

情形 

執行時間為 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目前完成圖書館 5 樓機械密集

書庫書架(含地板軌道維修)、圖書館 3-5 樓照明閱覽桌、Discovery Service 資源探

索系統及電子書採購等，其餘各項目前招標及規劃中。 

具體

成果 

感謝教育部協助本校積極增加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資源，強化本校軟硬體設施，

改善整體服務品質，進而提升大學培育人才之水準，滿足學生求知需求，並增加

學校競爭力。為因應資訊技術的進步，加強學生資訊相關技能，善用現代電腦工

具，提升專業技術能力。本計畫分成「學生資訊軟體應用能力強化方案」及「圖

書館空間暨閱覽設備改善工程」二子計畫，預期未來具體成果如下 

(一) 提升學生資訊軟體應用能力，強化專業知識水準。 

提升各系在控制系統設計、影像處理、訊號處理與通訊、生物資訊分析等相關領

域教學研究之效能，本計畫擬增購工程分析軟體及高階技術語言開發軟體，包括

實際或模擬資料的分析。 

同時購買資源探索與文獻索引系統，便利學生查找各式文獻與資源。在資訊化的

時代學會利用各式資訊系統，強化專業知識水準。 

(二) 圖書館空間暨閱覽設備經改善工程後得以提供讀者更佳舒適及更便利。 

圖書館密集書庫書架已使用逾 20 年，因設備使用率高導致書架常因脫軌而修繕，

為改善圖書館典藏設備及學生安全，進行圖書一館 5 樓密集書庫區書架全面汰

換，除提供學生更安全便利的圖書取得設備，同時增加圖書典藏空間，改善圖書

典藏擁塞的窘境。 

另圖書館閱覽桌已使用 20 年以上，原有閱覽桌照明常損壞，為提供讀者更優質安

全的閱讀環境，進行 3-5 樓四人照明閱覽桌及 5 樓個人照明閱覽桌全面汰換，並

購置閱覽椅進行更換，讓讀者有更舒適的閱讀設備。並將館內固定式閱覽桌桌面

進行更新維修，經由全新的桌面更新營造另一種全新的閱讀氛圍。 

針對圖書二館現刊區進行空間重整，清查全館期刊典藏需求，配合空間規劃利用

購置適宜的期刊架，將空間有效利用亦提升讀者使用與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萬元 56 萬元 

執行單位 國際處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本校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通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審核，核定補助新臺幣 56 萬元整。 

具體

成果 

該計畫計補助 38 名同學赴亞洲各地進行企業參訪、研究室研習或實地考察，各系

所及赴外地點如下： 

 各系所參與人數統計： 

系所 人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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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系 1 

航管系 8 

運輸系 4 

食科系 17 

養殖系 4 

教研所 2 

觀光系 2 

總計 38 

 赴外國家人數統計： 

國家 人數(人) 

日本 18 

韓國 6 

泰國 8 

馬來西亞 6 

總計 3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萬元 1,689,778 元 

執行單位 體育室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2016 海洋獨木舟與 SUP 體驗營 (教育部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 240,000 元) 

  2016 海洋獨木舟與 SUP 體驗營 (教育部體育署-資本門核定金額: 620,800 元) 

2. 2016 水肺潛水活動探索體驗營(教育部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 240,000 元) 

  2016 水肺潛水活動探索體驗營(教育部體育署-資本門核定金額: 554,400 元) 

3. 105-106 年學校體育志工培訓及服務計畫-學校體育志工培訓班(行政院教育部-     

  核定金額: 34,578 元) 

具體

成果 

於暑期間規劃辦理「海洋獨木舟與 SUP 體驗營」、「水肺潛水活動探索體驗營」，

使社區里民與學生親身體驗水域休閒活動，對象除本校師生同仁眷屬外，亦加強

宣傳作業，向本市各學校、里民廣發簡章，期能有效宣導並鼓勵青少年朋友從事

健康休閒運動，透營隊活動讓更多愛好海洋休閒活動者不僅技術學習、健康體能

提升，更著重提倡正當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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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術單位 

一、海運暨管理學院 

(一) 商船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人次/ 3 人 11 人次/ 4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商船學系 10 4 1 0 11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商船系 1 3 0 0 0 0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商船學系 4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大陸地區學生於台灣取得海事教育學位及相關船員證照，面臨中國大陸未能予以

承認且換發執照困難而退卻。 

具體

改善

措施 

依目前航港局對於大陸地區(港澳生)之上船外國船員開放之相關政策，並請國際

處於境外境外招生宣傳時予以說明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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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3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商船學系 3 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商船學系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7 人 1 隊/38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次活動於 105 年 7 月 6 日~10 日舉行，共計 5 天 4 夜。運用本系專業教資與設

備，配合本系學生挑選出的小隊輔，以分組方式進行團體活動，並將專業的技能

操作與跑關活動融合，此外營隊尚舉辦許多遊戲與晚會活動，使學員可以在營期

中了解體驗大學生生活及課程學習動態。 

礙於天候因素(105 年 7 月 8 日尼伯特颱風侵襲)，考量學員安全，本營隊於 7 月 7

日下午 14 點提前結束，緊急疏散學員。甚為可惜! 

具體

成果 

透過活潑的營隊活動及實際專業相關知識探索，導引高中生更加了解商船系專業

並誘發對本系的興趣，反應熱絡，結束前對於 38 位同學之滿意度調查分析，各項

滿意度之總平均值仍落在 4.7 分(滿分 5 分)，成功吸引高中學子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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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2 次 32 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劉中平助理教授分別於 105 年度前往各高中進行招生宣導及系所特色介紹說

明，共計 8 場次；本系種子教師也藉由參加大學博覽會，以提升高中生對本系的

探索與熱情。此外，並藉由文宣簡介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各海事相關高中職校及一

般綜合高中宣傳張貼以提高知名度。 

具體

成果 

藉由招生種子教師宣導與本校系所特色介紹，基隆地區高中生反應熱絡，並以填

寫回饋單方式留下聯繫資料以索取本系更多相關資料，或藉由電話詢問、e-mail

等方式與本系聯繫洽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於 105 年 4 月 30 日舉辦 2016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同時本系當天於本系

大樓 101 演講廳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增進家長對本系課業及未來職向之瞭解。 

另於 105 年 8 月 20 日舉辦「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假本校

第二演講廳辦理與家長雙向座談。 

具體

成果 

兩場次的系所簡介說明，讓家長更清楚了解商船系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未來職向發

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系教師與國外學者保持合作關係。 

具體

成果 
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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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年度本學系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繁，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時間，但仍保

持合作關係。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2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商船系 大學部 陳伯亞 105/09/25-106/04/10 日本 東京海洋大學 

2 商船系 大學部 張書睿 105/08/18-106/01/01 韓國 釜慶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系鼓勵學生赴國外參與學術研討會。 

具體

成果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之認知，本系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

躍。 

具體

改善

措施 

擬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協助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流研究。並持續配

合學校政策，宣導學生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鼓勵學生利用這些機會，

培養國際觀，增廣見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鼓勵學生至大陸地區研修交流，惟學生積極於大三大四準備航海人員測驗，

以便能早日考取證照，提早上船實習就業，所以申請意願不高。 

具體

改善

措施 

張貼相關活動於系內公布欄，並於社群網站上張貼學校相關活動連結，讓更多學

生獲得相關訊息，增加學生選擇性。並加以宣導鼓勵碩士班研究生至大陸進行研

修交流，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申請並把握機會，增廣見聞。 

407



4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鼓勵學生至他國研修交流，惟學生積極於大三大四準備航海人員測驗，以便

能早日考取證照，提早上船實習就業，所以申請意願不高。 

具體

改善

措施 

張貼相關活動於系內公布欄，並於社群網站上張貼學校相關活動連結，讓更多學

生獲得相關訊息，增加學生選擇性。並加以宣導鼓勵碩士班研究生至他國進行研

修交流，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申請並把握機會，增廣見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5 人 9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出國交流訪問人數 

中國 日本 總計 

商船學系 10 80 90 
 

具體

成果 

1. 於 105年 7月 13日至 7月 22日由郭俊良老師及吳清慈老師帶領 80名學生搭乘

育英 2 號至日本鹿兒島進行交流。 

2. 於 105年 8月 10日-8月 19日由老師帶領 5名學生至中國育鋒輪進行實習交流。 

3. 於 105 年 8 月 22 日-9 月 2 日由鍾添泉老師帶領 5 名學生至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育鯤輪進行交流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0 人 149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海外實習船公司 育英 2 號 育鯤輪 育鋒輪 長榮 萬海 其他 總計 

商船學系 80 5 5 7 1 51 149 
 

具體

成果 

1. 於 105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22 日由郭俊良老師及吳清慈老師帶領 80 名學生搭

乘育英 2 號至日本鹿兒島進行交流。 

2. 於 105年 8月 10日-8月 19日由老師帶領 5名學生至中國育鋒輪進行實習交流。 

3. 於 105 年 8 月 22 日-9 月 2 日由鍾添泉老師帶領 5 名學生至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育鯤輪進行交流實習。 

4. 於 105 年 8-9 月共有 8 名學生分別至長榮及萬海兩間航運公司進行 1 年的海上

進階實習。 

5. 於 105 年共有 51 名學生至各合作之海運公司進行海上進階實習。 

408



41 

落後

原因

說明 

育英二號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的實習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次 76 名學生的

實習機會，未抽中簽的學生僅能等其他海事學校有缺額才能做遞補。另外，近年

航運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額，致使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的機會亦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實習機會，諸如這次的中國海事學校育鯤輪與育

鋒輪。另外並努力使現有的實習管道增加額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人 143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各年級通過人數詳如下表： 

 
參加英檢考試人數 

1 年級 13 

2 年級 39 

3 年級 22 

4 年級 69 

合計 14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 128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各年級通過人數詳如下表： 

 
通過英檢人數 

1 年級 11 

2 年級 39 

3 年級 22 

4 年級 56 

合計 128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4 門 

執行單位 商船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分別開設有：第一階段船上實習、第二階段船上實習及海上進階實習課

程(上)、海上進階實習課程(下)共 4 門。 

具體

成果 

藉由初階海上實習至進階海上實習，逐次增加船上實習之時間，讓同學做中學，

以實際職場體驗佐以專業課程知識結合，達到專業航海知識及技能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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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20 人 258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校外實習

課程 

第一階段 

船上實習 

第二階段 

船上實習 

海上進階 

實習(上) 

海上進階 

實習(下) 
其他 總計 

人數 109 80 42 9 18 258 

具體

成果 

本系歷年來皆有與航運公司配合，在寒暑假提供同學海上實習機會。105 年 8 月

109 人去台華輪實習。105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22 日 80 名學生在育英 2 號實習。

於 105 年 8 月 10 日-8 月 19 日 5 名學生至中國育鋒輪實習。105 年 8 月 22 日-9 月

2 日 5 名學生至育鯤輪實習。105 年 8-9 月共有 8 名學生分別至長榮及萬海兩間航

運公司進行 1 年的海上進階實習。105 年共有 51 名學生至各合作之海運公司進行

海上進階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 家 13 家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期 1042 1051 總計 

海運公司數 10 3 13 

具體

成果 

1042 學期與 10 家海運公司合作，共提供 42 名學生全學期至船公司實習。 

1051 學期與 3 家海運公司合作，共提供 9 名學生全學期至船公司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30 人 1 門/141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實施導論課程教學，使新生透過此課程了解本學系課程方向與核心，使同學能在

個人學習規畫訂定目標，為生涯發展作更有效地安排。 

具體

成果 

1051 開設課程「商船概論」，修課人數總計 14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7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以碩專班學生論文指導為主，與企業體合作為輔。 

具體

成果 

題目 研究生姓名 

3D 立體影像之影音紀錄創作以船舶輪機教學為例 林添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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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勤拖船營運績效探討之研究-以台中港為例 陳文崇 

臺中港進港水域快時模擬之風險概率評估 夏邦興 

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之探討-以「海研五號」海事案為例 賴崇榮 

船舶塢修及其追加工程管理之研究 沈臺生 

引水人服務品質滿意度研究~以基隆港為例 梅崇山 

臺灣港務港勤公司港勤船舶從業船員關鍵能力之研究 劉冠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隊/110 人次 9 隊/155 人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學生參與各項運動踴躍，每年系、院、校三方補助經費鼓勵本系參加大專院

校交通盃競賽。 

具體

成果 

系隊 校外比賽名稱 地點 參加人數 

男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25 

女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9 

壘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15 

羽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24 

男排 交通盃 逢甲大學 22 

女排 交通盃 逢甲大學 23 

女排/ 超系盃 中興大學 10 

桌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12 

慢速壘球 交通盃 逢甲大學 15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篇 2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利用 Web of Science 搜尋本學系於 2016 發表期刊，結果得 1 筆期刊資料，詳如下

列具體成果所示。粗黑字體為系上老師英文名字。 

具體

成果 

1. Chen, C. CL.,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Solving the Great Circle Track Problems 

Based on Vector Algebra, Polish Maritime Research, Vol.23, No.2, pp. 3-13. 

2. Sun, P-Y, Laih*, C-H and Chen, C-L, 2016, "Modeling the Optimal Pricing for 

Nonscheduled Trampers Queuing for Shared-Use Berths at a Busy 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Vol.43(3), 361-378. (SSCI)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教師仍積極發表期刊著作，其中陳志立老師有 2 篇已於 2016 年接受，未刊登。

張啟隱老師有 1 篇業已 2016 年接受，已於 2017 年刊登。 

另本系近一年來專任教師退休 3 位，皆已聘任教學型專案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

本系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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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發表國際期刊。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

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

進之目的。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0 次 433 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利用 Web of Science 搜尋本學系於期刊，歷年被引用次數如下列具體成果所示。 

具體

成果 

每年出版項目數 

 

系統會顯示最近 20 年。 

 

每年引用次數 

 

系統會顯示最近 20 年。 

 

找到的結果:  45 

被引用次數總和 [?] : 433 

被引用次數總和 (不含自我引用) [?] : 407  

引用文獻 [?] : 339 

引用文獻 (不含自我引用) [?] : 321 

每個項目平均引用次數 [?] : 9.62 

h-index [?] : 1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件 500 萬元/ 

6 件 300 萬元 

8 件 383.1 萬元/ 

4 件 140.6 萬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8 件，總金額計 3,831,0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4 件及金額計 1,406,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商船 

學系 
6  3,445,000  0  0  2  386,000  8  3,831,00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近一年來專任教師退休 3 位，皆已聘任教學型專案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本

系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

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進

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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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二) 航運管理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6人次/ 22人 30人次/ 11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15 7 15 4 30 11 
 

落後

原因

說明 

針對就讀本校碩士班之人數未達目標值之原因分析如下： 

1. 部分男性考取考生，很多都先服兵役，故先辦理休學，學生的想法是希望先服

完兵役再復學，以後可以無縫接軌尋找工作。 

2. 很多考生不只只報名本校研究所，當放榜結果揭曉，學生便會抉擇最終所要念

哪間研究所，部分學生反應，會衡量自己大學已念了四年的相關課程，研究所

會想要嘗試去學習不同的領域，以增加自己更多的專業，故有考取更為理想的

研究所，會選擇他校就讀。 

3. 近三年，系上也積極幫學生接洽實習機會，有些學生對要先工作還是繼續念研

究所，會不知如何選擇，故會先報名研究所，以利之後再做最終選擇。但本系

學生赴業界實習所得到表現評價甚高，故企業幾乎都會請實習同學畢業後續留

公司直接成為正職員工，導致部分考上研究所的學生最終直接選擇進入職場。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系上老師及同仁一直有向學生宣導去就讀他校研究所不一定對自己比較有

利，反而是念本系研究所才可讓專業領域部分更精益求精，但宣導成效有限，

學生對一些更為知名名校的迷思無法破除是關鍵因素，本系也會持續向學生分

析及宣導。 

2. 推廣實習及鼓勵學生繼續就讀研究所要如何拿捏並取得平衡，本系也會思考。

再加上學生實習後會先了解出社會之薪資狀況，很多學生發現部分公司對於學

生是否有就讀研究所並不是那麼在意且起薪甚至完全無差距，故會降低本系學

生就讀研究所之意願，以上問題，本系也會再向學生宣導要將眼光放遠，有就

讀研究所無形之中其實會訓練到本身之獨立思考能力、組織能力及抗壓力等觀

念，對未來來說一定是會有幫助的，希望藉此提升學生就讀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3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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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航管系

商船學

系 

2 1 0 0 0 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15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航運管理學系 15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航運管理學系 1 1 1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7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航運管理學系 7 0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6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3 

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班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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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0 人 1 隊/46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培養高中職生對航運管理的認識，本系乃於 105年 07月 10日至 11日舉辦「2016

海大航管營-直航橫列：空襲海洋」，此次招收學員共計 46 人，參與此活動之助教

及帶隊學生共有 20 人。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4 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5 月份起本系系學會學生寄送當年度 7 月份所舉辦之營隊活動文宣於北

北基各大高中職。 

2. 105 年 06 月 17 日基隆 3 所高中(安樂、暖暖、八斗)，共有 44 名學生及 1 名老

師至本系參訪。 

3. 105 年 09 月 26 日本系盧華安主任親赴宜蘭蘭陽女中向學生招生宣傳本系。 

4. 105 年 11 月 07 日本系盧華安主任親赴基隆女中向學生招生宣傳本系。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04 月 30 日舉辦「High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當日共有 55 位新生

及家長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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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 年 08 月 20 日舉辦「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當日共

有 107 位新生及家長共襄盛舉。 

具體

成果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為 1 篇。 

具體

成果 

老師姓名 
合作學者

之國家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王文弘 美國 

Stephen W. Wang, Maxwell K. Hsu, (2016) “Airline 

co-branded credit cards -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245-254. (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9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9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 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航管系 大學部 粱馨儀 105/08/10-106/01/18 美國 西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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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管系 大學部 王亞昕 105/08/28-105/12 30 韓國 釜慶大學 

3 航管系 大學部 林思慈 105/09/01-106/01/31 
馬來 

西亞 
馬來亞大學 

4 航管系 大學部 侯紀如 105/09/04-106/01/04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5 航管系 大學部 秦嘉欣 105/09/01-105/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6 航管系 大學部 張九勻 105/08/22-106/05/12 美國 明尼蘇達西南州立大學 

7 航管系 大學部 曾雅苹 105/09/27-106/09/30 日本 琉球大學 

8 航管系 大學部 黃 瑜 105/09/16-106/09/15 日本 長崎大學 

9 航管系 大學部 楊庭安 105/0 /28-106/02/20 日本 北海道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次 15 人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有 8 名碩士生赴香港參與研討會。 

2. 本系有 6 名碩士生赴韓國首爾參與研討會。 

3. 本系有 1 名博士生赴中國南京參與研討會。 

具體

成果 

學生赴國外參與研討會名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大學部有 2 名學生赴大陸廈門大學短期交換及 2 名學生

赴大陸中國海洋大學短期交換。 

具體

成果 

赴大陸短期交換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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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姓名 學制/年級 短期交換時間 交換生學校 

10501 

楊生和 學士班/4 年級 105.09.01-106.02.01 廈門大學 

楊生明 學士班/4 年級 105.09.01-106.02.01 廈門大學 

韋孜采 學士班/4 年級 105.09.01-106.02.01 中國海洋大學 

連德恩 學士班/4 年級 105.09.01-106.02.01 中國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有 2 名學生赴韓國仁川大學進行短期研修。 

2. 本系有 1 名學生赴日本長崎大學進行短期研修。 

3. 本系有 1 名學生赴加拿大紐芬蘭大學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成果 

赴非大陸地區短期研修名單：(經費：非教育部補助) 

序號 姓名 學制 短期研修學校 短期研修時間 

1 劉成君 碩士班 韓國仁川大學 105.02.29-105.07.15 

2 張祐瑀 碩士班 韓國仁川大學 105.02.29-105.07.15 

3 陳怡汝 學士班 日本長崎大學 105.04.01-105.09.30 

4 黃亭瑋 學士班 加拿大紐芬蘭大學 105.09.01-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27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有 3 名學生赴美國羅德島大學進行短期交流。 

2. 本系有 1 名學生赴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進行短期交流。 

3. 本系有 1 名學生赴日本北海道大學進行短期交流。 

4. 本系有 2 名學生參加加拿大 ELS 暑期英語遊學團。 

5. 本系有 4 名學生赴泰國訪問昭披耶河船公司。 

6. 本系有 4 名學生赴日本訪問沛華集團(東京、大阪分公司)。 

*國際處統計共計 27 人。 

具體

成果 

出國進行短期交流之學生名單： 

姓名 學制 短期交流時間 短期交流學校 

李宜靜 學士班 105.06.24-105.07.24 美國羅德島大學 

胡家淇 學士班 105.06.24-105.07.24 美國羅德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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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竺瑾 學士班 105.06.24-105.07.24 美國羅德島大學 

丁一方 學士班 105.07.03-105.07.30 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 

鄭若英 學士班 105.08.08-105.08.26 日本北海道大學 

 

出國遊學之學生名單： 

姓名 學制 遊學時間 遊學學校 

吳佩容 碩士班 105.07.17-105.08.14 加拿大 ELS 溫哥華校區 

林書帆 學士班 105.07.17-105.08.14 加拿大 ELS 溫哥華校區 

 

赴國外訪問企業之學生名單： 

姓名 學制 訪問企業時間 所赴國家 

翁子涵 學士班 105.06.27-105.07.10 泰國昭披耶河船公司 

許文竹 學士班 105.06.27-105.07.10 泰國昭披耶河船公司 

羅苡文 學士班 105.06.27-105.07.10 泰國昭披耶河船公司 

朱若昕 學士班 105.06.27-105.07.10 泰國昭披耶河船公司 

林家玉 學士班 105.07.11-105.07.29 日本沛華集團(東京、大阪分公司) 

鄭媛元 學士班 105.07.11-105.07.29 日本沛華集團(東京、大阪分公司) 

詹博雅 學士班 105.07.11-105.07.29 日本沛華集團(東京、大阪分公司) 

蔡欣妤 學士班 105.07.11-105.07.29 日本沛華集團(東京、大阪分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共有 2 名學生以其他管道赴海外實習。 

2. 本系共有 2 名學生以「學海築夢」管道赴海外實習。 

具體

成果 

以其他管道及「學海築夢」管道赴海外實習學生名單： 

姓名 學制 實習期間 實習地點 

鄧運鴻 學士班 105.02.20-105.07.30 超捷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王子健 學士班 105.02.20-105.07.30 超捷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張昱偉 學士班 105.07.30-105.09.06 陽明海運印尼分公司 

黃柏宗 學士班 105.07.30-105.09.06 陽明海運印尼分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 人 177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共有 140 人報考英文檢定考試。 

*教務處審核為 17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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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報考英文檢定考試人數統計名單： 

學制 年級 報考英文檢定人數 

日間部學士班 

一年級(AB 兩班) 22 人 

二年級(AB 兩班) 12 人 

三年級(AB 兩班) 23 人 

四年級(AB 兩班) 38 人 

日間部學士班 
一年級 12 人 

二年級 33 人 

總    計 14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 141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共有 103 人通過英文檢定考試。 

*教務處審核為 141 人。 

具體

成果 

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報考英文檢定考試通過人數統計名單： 

(多益成績是以 600 分以上視為通過) 

學制 年級 報考英文檢定人數 

日間部學士班 

一年級(AB 兩班) 16 人 

二年級(AB 兩班) 6 人 

三年級(AB 兩班) 16 人 

四年級(AB 兩班) 33 人 

日間部碩士班 
一年級 7 人 

二年級 25 人 

總    計 103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5 門 

執行單位 航管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開設 1 門校外實習課程。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開設 4 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開設「航運企業實習Ⅲ2」1 門校外實習課程。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分別開設「航運企業實習Ⅰ1」、「航運企業實習Ⅰ3」、

「航運企業實習Ⅱ1」及「航運企業實習Ⅲ1」4 門校外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 人 64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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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2」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共有 16 名學生

至校外實習。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1」課程為暑假期間實習共有 33 名學生

至校外實習。 

3.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3」課程為暑假期間實習共有 2 名學生至

海外實習。 

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Ⅱ1」課程為學期實習三天共有 1 名學生至

校外實習。 

5.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1」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共有 4 名學生至

校外實習。 

*教務處審核為 64 人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2」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至校外實習學生

名單：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1」課程為暑假期間至校外實習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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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3」課程為暑假期間至海外實習學生名單： 

 

 

 

4.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Ⅱ1」課程為學期實習三天至校外實習學生

名單： 

 

 

5.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1」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至校外實習學生

名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11 家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增進本系所與航運產業合作，並建立與航運公司之交流管道，本系此年度新增

與華林船務有限公司、飛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及佳運國際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三家航運公司結盟。 

*教務處審核為 11 家 

具體

成果 

本系已與沛華集團、建華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海瀧船務代理公司、崴航集團、亞

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帝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太隆船務代理公司、超捷國際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億達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及訊昌有限公司等航運公司結

盟，以增加系上與業界之交流機會並可安排有意願實習的學生至上述企業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75 人 2 門/161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於碩士班開設「航運產業講座」課程，此課程邀請學

界及實務界之人才來經驗分享碩士班一、二年級共有 78 人修習此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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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於碩士班開設「航運產業講座」課程，此課程邀請學

界及實務界之人才來經驗分享碩士班一、二年級共有 83 人修習此門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產業講座」課程如下： 

週次 日期 主講老師 職稱 

1 03/02 高聖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助理教授 

2 03/09 宋世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系主任 

3 03/16 陳玉山 中油(股)公司轉投資事業處處長 

4 03/23 林  光 沛華集團創辦人 

5 03/30 秦玉玲 宇柏資訊公司總經理 

6 04/13 謝榮芳 台北港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7 04/27 林見松 海瀧船務代理(股)公司董事長 

8 05/04 饒智平 交通部航港局組長 

9 05/11 洪高橋 光明海運(股)公司資深協理暨公司發言人 

10 05/18 陳正泰 交通部航港局與中國驗船協會合作副處長 

11 05/25 黃正宗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兼任副教授 

12 06/01 祁文中 交通部航港局局長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產業講座」課程如下： 

週次 日期 主講老師 職稱 

1 09/21 林上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資處參考資訊組專員 

2 10/05 張志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教授 

3 10/12 蘇宏義 立榮航空前董事長 

4 10/26 葉陳輝 光明海運董事長 

5 11/02 洪嘉鴻 美國達美航空公司中國暨台灣業務拓展資深經理 

6 11/16 謝立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教授 

7 11/30 張建泰 物流共和國總經理 

8 12/07 孫義順 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立榮航空蘇宏義前董事長              物流共和國張建泰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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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9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有 9 篇與業界合作之碩博士論文。 

具體

成果 

1. 本系博士生蔡絢麗撰寫與臺灣港務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綠色轉換領

導、綠色組織氣候、員工綠色行為與綠色績效關係之實證研究：以臺灣港務公

司為例」。 

2. 本系碩士生徐菀璘撰寫與臺灣港務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臺灣港務公司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 

3. 本系碩士生林碧玲撰寫與基隆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臺灣港務公司郵輪產

業發展策略之研究-以基隆港為例」。 

4. 本系碩士生廖敏琳撰寫與基隆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郵輪旅客中心服務品

質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基隆港為例」。 

5. 本系碩士生黃豐時撰寫與基隆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基隆港經營客運專區

之研究」。 

6. 本系碩士生洪銘蔚撰寫與陽明海運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海上航行員工

作壓力關鍵影響因素之分析」。 

7. 本系碩士生黃憶婷撰寫與勞保局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工作特性對工作滿意

度影響之研究：以勞保局為例」。 

8. 本系碩士生林富美撰寫與自來水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自來水公司員工

滿意度影響因素之探討」。 

9. 本系碩士生林恩如撰寫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應用層次

分析程序探討壽險公司服務品質關鍵因素之研究－以新光人壽保險公司為

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

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隊/100 人次 14 隊/360 人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學生於 105 年 3 月 26-27 日至台南成功大學參加「第 37 屆大航盃」比賽，

參賽隊伍有女排、男排、女籃、男籃、壘球、羽球及網球，共 7 隊，隊員及隨

隊人員共有 173 人參與該競賽。 

2. 本系學生於 105 年 5 月 7-8 日至臺中逢甲大學參加「第 36 屆交通盃」比賽，參

賽隊伍有女排、男排、女籃、男籃、桌球、壘球及羽球，共 7 隊，隊員及隨隊

人員共有 187 人參與該競賽。 

具體

成果 

1. 最終結果，本系男籃及網球皆獲得冠軍，女籃及女排皆榮獲亞軍，其參賽球員

及隨隊人員人數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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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終結果，本系榮獲「精神總錦標」、桌球榮獲冠軍、女籃及羽球皆獲得亞軍、

男排獲得季軍，男籃及系壘皆獲得殿軍，其參賽球員及隨隊人員人數統計如下： 

 

 

 

 

 

 

 

 

 

 

 

 

 

 

 

 

 

       

 

參賽球隊 球員 隨隊 合計 

女排 15 9 24 

男排 22 0 22 

壘球 26 8 34 

羽球 26 0 26 

網球 4 3 7 

男籃 24 13 37 

女籃 15 8 23 

參賽球隊 球員 隨隊 合計 

女排 20 3 23 

男排 22 0 22 

壘球 26 6 32 

桌球 16 0 16 

羽球 37 0 37 

男籃 24 11 35 

女籃 16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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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 篇 20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共有 20 篇。 

具體

成果 

姓名 時間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 

盧華安 

105.01.02 

Hsu, Yu-Chang, Lu, Hua-An, Chu, Ching-Wu, (2016)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maritime suppliers”,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Vol. 43, No. 1, pp. 39-58. (SSCI) 

105.01.02 

Lu, Hua-An, Mu, Wen-Hung, (2016) “A slot reallocation 

model for containership schedule adjustment”,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Vol. 43, No. 1, pp. 136-157. (SSCI) 

105.05 

盧華安、余坤東、鄭雅琪(2016)，「旅客選擇飛機客艙座位

偏好之研究」，運輸學刊，第二十八卷第一期，頁 83-114。

(TSSCI) 

李選士 

105.06 

Lee, Chan-Shal, Chung, Cheng-Chi, Lee, Hsuan-Shih, 

Gan, Guo-Ya, Chou, Ming-Tao, (2016) “An Interval-valued 

Fuzzy Number Approach for Supplier Selectio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3, pp. 

384-389. (SCI) 

105.06 

Tu, Chang-Shu, Lee, Chan-Shal, Yang, Shing-Chih, Lee, 

Hsuan-Shih, (2016) “A Comparison of Models Used for 

Aircraft Tractor Supplier Selection from A Financi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3, pp. 618-630. (SCI) 

105.09 

賀天君、鍾政棋*、李選士、王思淳(2016)，「臺灣貨櫃航

商選擇船舶管理公司關鍵影響因素之分析」，運輸計劃季

刊，第四十五卷第三期，頁 217~234。(TSSCI) 

余坤東 

105.06 

Lii, Ming-Chung, Su, Yuh-Ling, Ye, Kung-Don, (2016) 

“Service Innovation at Keelung International Harbor”,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3, pp. 502-510. (SCI) 

105.08 

Niu, Shih-Yuan, Liu, Chiung-Lin, Chang, Chih-Ching, Ye, 

Kung-Don,(2016) “What are passenger perspectives 

regarding airlin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84-91. (SSCI) 

105.05 

盧華安、余坤東、鄭雅琪(2016)，「旅客選擇飛機客艙座位

偏好之研究」，運輸學刊，第二十八卷第一期，頁 83-114。

(TSSCI) 

顏進儒 105 
Jin-Ru Yen, Yu-Ying Wang, Chih-Ching Chang, 

Chao-Yang Chang, (2016)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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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sel Traffic Controllers’ Fatigue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Vol. 8, No. 4, 

pp. 442-455. (SSCI) 

105.04 

Chia-Jui Hsua, Jin-Ru Yen, Yu-Chun Chang, and Hui Kee 

Woon, (2016) “How do the services of low cost carriers 

affect passengers'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 revisit a 

destination? ”,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2, pp. 111-116. (SSCI) 

張志清 

105 

Kuo, Chih-Chen, Chou, Heng-Chih, Chang, Chih-Ching, 

(2016) “Exploring risk-return relations in dry bulk shi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Vol. 8, No. 4, pp. 488-506. (SSCI) 

105 

Jin-Ru Yen, Yu-Ying Wang, Chih-Ching Chang, 

Chao-Yang Chang, (2016)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f 

Vessel Traffic Controllers’ Fatigue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Vol. 8, No. 4, 

pp. 442-455. (SSCI) 

105.08 

Niu, Shih-Yuan, Liu, Chiung-Lin, Chang, Chih-Ching, Ye, 

Kung-Don, (2016) “What are passenger perspectives 

regarding airlin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84-91. (SSCI) 

朱經武 

105.01.02 

Hsu, Yu-Chang, Lu, Hua-An, Chu, Ching-Wu, (2016)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maritime suppliers”,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Vol. 43, No. 1, pp. 39-58. (SSCI) 

105.04 

Liou, Chian, Chu, Ching-Wu, (2016) “A System Simulation 

Model for A Training Ship Evacuation Pl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2, pp. 

107-124. (SCI) 

周恆志 105 

Kuo, Chih-Chen, Chou, Heng-Chih, Chang, Chih-Ching, 

(2016) “Exploring risk-return relations in dry bulk shi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Vol. 8, No. 4, pp. 488-506. (SSCI) 

鍾政棋 

105.06 

Lee, Chan-Shal, Chung, Cheng-Chi, Lee, Hsuan-Shih, 

Gan, Guo-Ya, Chou, Ming-Tao, (2016) “An Interval-valued 

Fuzzy Number Approach for Supplier Selectio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3, pp. 

384-389. (SCI) 

105.09 

賀天君、鍾政棋*、李選士、王思淳(2016)，「臺灣貨櫃航

商選擇船舶管理公司關鍵影響因素之分析」，運輸計劃季

刊，第四十五卷第三期，頁 217~234。(TSSCI) 

王棟華 105.04 

Su, Yuh-Ling, Wang, Dong-Hua, (2016) “Impact of Repeal 

of Conference on European Liner Market”,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2, pp. 135-14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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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士蘋 105.08 

Jeng, Shih-Ping, (2016) “The influences of airline brand 

credibility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1-8. (SSCI) 

林泰誠 105 

Lirn, Ted T. C., Lu, Chin-Shan, Yip, Tsz leung, (2016) 

“Creating superior transport logistics services in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27, No. 2, pp. 234-235. (SSCI) 

王文弘 105.06 

Stephen W. Wang, Maxwell K. Hsu, (2016) “Airline 

co-branded credit cards -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245-254. (SSCI)  

蘇育玲 

105.04 

Su, Yuh-Ling, Wang, Dong-Hua, (2016) “Impact of Repeal 

of Conference on European Liner Market”,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2, pp. 135-142. 

(SCI) 

105.06 

Lii, Ming-Chung, Su, Yuh-Ling, Ye, Kung-Don, (2016) 

“Service Innovation at Keelung International Harbor”,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Vol. 24, 

No. 3, pp. 502-510. (SCI) 

蔡豐明 

105 

Tsai, Feng-Ming, Lu, Chung-Cheng, Chang, 

Yu-Ming,(2016) “A network model for solving the yard truck 

routing and scheduling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27, No. 2, pp. 353-370. (SSCI) 

105.11 

Wu, Kuo-Jui, Liao, Ching-Jong, Chen,Chih-Cheng, Lin, 

Yuanhsu and Tsai, Chuck F. M.,(2016) “Exploring 

eco-innovation in dynamic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the Taiwanese light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81, pp. 

419-440. (SCI) 

劉穹林 

105.08 

Liu, Chiung-Lin, Lai, Pei-Yu,(2016) “Impact of external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 on 

thei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27, No. 2, pp. 263-283. (SSCI) 

105.08 

Niu, Shih-Yuan, Liu, Chiung-Lin, Chang, Chih-Ching, Ye, 

Kung-Don,(2016) “What are passenger perspectives 

regarding airlin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Vol. 55, pp. 84-91. (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85 次 2,361 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歷年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被引用次數共有 2,36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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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件 400 萬元/ 

5 件 200 萬元 

21 件 1,686.1 萬元/ 

15 件 1,276.5 萬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1 件，總金額計 16,860,853 元。 

2. 105 學年度與海洋相關之科技部計畫共有 6 件，總金額為 3,060,000 元。 

3. 105 學年度與海洋相關之建教合作計畫共有 9 件，總金額為 9,704,853 元。 

具體

成果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航運管

理學系 
12  7,156,000  0  0  9  9,704,853  21  16,860,853  

2. 與海洋相關之科技部計畫清單： 

 

 

 

 

 

 

3. 與海洋相關之建教合作計畫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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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三) 運輸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人次/ 7 人 22 人次/ 1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運輸科學系 16 9 6 1 22 1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運輸科學系 4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運輸科學系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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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運輸科學系 1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運輸科學系碩士班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1 隊/17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 7/9~7/10 舉行運輸奇航營，計有 17 位高中生參加。 

具體

成果 

項目 說明 

A.照片 

 

行前營隊幹部認真準備，確認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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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與學員圍成圈圈，相見歡自我介紹 

 

 

 

 

 

 

 

 

學員在校內各處進行遊戲闖關，藉遊戲學習相關運輸知識 

 

 

 

 

 

 

 

 

 

 

學員在本系教師及助教悉心教導下，成功體驗風帆及獨木舟，神情興

奮活動圓滿完成，學員與幹部離情依依，相約下次再見。 

B.營隊 

相關網頁 

FB:運輸奇航（請點選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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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楊明峰老師至高中辦理招生說明。 

具體

成果 

本系楊明峰老師分別於 105/10/26 與 105/12/21 至再興中學與西松高中辦理招生說

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105/4/30 舉行 2016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本系於 105/8/20 舉行新生說明會。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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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鍾武勳老師與國外學者共同發表 1 篇 EI。 

具體

成果 

Wu-Hsun Chung, Gül E. Okudan Kremer, Richard A. Wysk (2016, Jun). A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for product upgrade planning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nd-of-life decisions.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 1-12.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E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4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運輸系 大學部 王柏崴 105/09/16-106/03/16 日本 長崎大學 

2 運輸系 大學部 胡家慈 105/08/29-106/01/06 韓國 中央大學 

3 運輸系 大學部 彭泰儒 105/09/01-106/09/30 日本 長崎大學 

4 運輸系 大學部 顏華君 105/09/30-106/01/31 
馬來 

西亞 
馬來亞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11 人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共計 11 位同學申請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具體

成果 

姓名 時間 地點 參加會議中文名稱 

張雲翔 105/03/15-105/03/19 香港 2016 工程與電腦科學聯合學術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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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燕瑩 105/03/15-105/03/19 香港 2016 工程與電腦科學聯合學術國際研討會 

洪澤軒 105/03/15-105/03/19 香港 2016 工程與電腦科學聯合學術國際研討會 

許家豪 105/05/10-105/05/11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管學系一帶一路國

際研討會 

徐翊珊 105/05/10-105/05/11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管學系一帶一路國

際研討會 

顏禎毅 105/05/10-105/05/11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管學系一帶一路國

際研討會 

紀宸穎 105/05/10-105/05/11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管學系一帶一路國

際研討會 

張益國 105/05/24-105/05/25 
日本 

東京 
第二屆 EAI 城市物聯網國際研討會 

陳亦譚 105/05/24-105/05/25 
日本 

東京 
第二屆 EAI 城市物聯網國際研討會 

蘇儀軒 105/11/21-105/11/22 新加坡 第 18 屆財經與商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林佑昇 105/11/21-105/11/22 新加坡 
2016 第 18 屆財經及商業管理國際研討會
(ICMBEF)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為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3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度計有 3 位學生至國外交換。 

具體

成果 

學生 研修學校 研修期間 

李靜妍 韓國中央大學 105.3.01~105.6.30 

余葦婷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105.2.22~105.7.02 

潘羿廷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105.3.29~10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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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9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度共計 4 位學生至日本名古屋參加國際體驗學習計畫與 1 位學生至

詹姆斯麥迪遜大學參加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究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 

*國際處統計共計 9 人。 

具體

成果 

年度 學生 研修類別/地點 備註 

105 
簡含霓 

(00268020) 
國際體驗/日本名古屋 (105/8/8~105/8/29) 

105 
賴盈臻 

(00368024) 
國際體驗/日本名古屋 (105/8/8~105/8/23) 

105 
吳佩倫 

(00268144) 
國際體驗/日本名古屋 (105/8/8~105/8/23) 

105 
鄧家和 

(00168035) 
國際體驗/日本名古屋 (105/8/8~105/8/23) 

105 
李佩芸 

(00168043) 
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美國 (105/7/3~105/7/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59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實就組審核：海外實習人數為 59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123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參加校園多益考試共計 84 名學生。 

*教務處審核為 123 人 

具體

成果 

序號 考試日期 學號 姓名 成績 

1 2016/5/14 00168007 林育昶 645 

2 2016/5/14 00168009 孫翎鈞 665 

3 2016/5/14 00168021 洪湘婷 700 

4 2016/5/14 00168023 邱苡維 805 

5 2016/5/14 00168029 屠泓翔 780 

6 2016/5/14 00168036 張維銘 665 

7 2016/5/14 00168038 林本恩 710 

8 2016/5/14 00168041 邱佩萱 835 

9 2016/5/14 00168043 李佩芸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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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5/14 00168044 江唯慈 405 

11 2016/5/14 00168047 栢翊書 860 

12 2016/5/14 00168104 吳俊哲 600 

13 2016/5/14 00168109 陳育玫 685 

14 2016/5/14 00168113 曾介甫 840 

15 2016/5/14 00168118 黃雯琦 680 

16 2016/5/14 00168123 譚子揚 835 

17 2016/5/14 00168138 白雅玲 690 

18 2016/5/14 00168139 熊朝偉 570 

19 2016/5/14 00168143 賴筠涵 815 

20 2016/5/14 00168146 李孟衡 680 

21 2016/5/14 00268005 簡湘庭 720 

22 2016/5/14 00268010 謝侑勳 745 

23 2016/5/14 00268011 林以恆 905 

24 2016/5/14 00268012 彭學謙 705 

25 2016/5/14 00268016 李彥伶 865 

26 2016/5/14 00268019 邱緻沂 680 

27 2016/5/14 00268020 簡含霓 505 

28 2016/5/14 00268021 陳慧齡 895 

29 2016/5/14 00268022 林紘宇 645 

30 2016/5/14 00268023 李文心 870 

31 2016/5/14 00268026 林子琪 710 

32 2016/5/14 00268030 林彥汝 760 

33 2016/5/14 00268032 葉柔君 785 

34 2016/5/14 00268035 鄭采晞 880 

35 2016/5/14 00268037 林晏汝 710 

36 2016/5/14 00268044 洪勝宇 815 

37 2016/5/14 00268045 黃淑寧 565 

38 2016/5/14 00268050 游馥蔆 830 

39 2016/5/14 00268051 劉品亨 695 

40 2016/5/14 00268102 蔡思俞 745 

41 2016/5/14 00268104 林政寬 655 

42 2016/5/14 00268107 黃倩琳 505 

43 2016/5/14 00268111 許靜 845 

44 2016/5/14 00268116 蔡智全 475 

45 2016/5/14 00268117 陳語廷 475 

46 2016/5/14 00268119 廖梓閔 635 

47 2016/5/14 00268123 蔡承璋 700 

48 2016/5/14 00268124 高名媛 515 

49 2016/5/14 00268131 彭晨宇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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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6/5/14 00268133 梁至寬 880 

51 2016/5/14 00268136 楊琦任 775 

52 2016/5/14 00268137 田佳涵 755 

53 2016/5/14 00268138 張子柔 575 

54 2016/5/14 00268143 李佳勳 615 

55 2016/5/14 00268144 吳佩倫 885 

56 2016/5/14 00368006 沈玥君 575 

57 2016/5/14 00368008 陳辰明 565 

58 2016/5/14 00368013 劉育呈 620 

59 2016/5/14 00368014 卓立翔 575 

60 2016/5/14 00368022 田振維 720 

61 2016/5/14 00368126 鄭詠尚 695 

62 2016/5/14 00368134 徐孟暉 745 

63 2016/5/14 00468128 韓凱森 545 

64 2016/5/14 00468149 赵友庚 330 

65 2016/5/14 00468211 謝巧嫈 380 

66 2016/5/14 10168004 許築安 305 

67 2016/5/14 10268001 王紹宇 500 

68 2016/5/14 10268004 賴志翔 460 

69 2016/5/14 10268012 黃兆毅 505 

70 2016/5/14 10368003 許家豪 465 

71 2016/5/14 10368004 鄭超一 485 

72 2016/5/14 10368006 陳登佑 440 

73 2016/5/14 10368007 李宥蓁 555 

74 2016/5/14 10368010 洪澤軒 705 

75 2016/5/14 10368013 顏禎毅 340 

76 2016/5/14 10368014 謝依庭 540 

77 2016/5/14 10468002 張孝誠 545 

78 2016/5/14 10468006 黎書維 545 

79 2016/5/14 10468007 毛億能 595 

80 2016/5/14 10468008 鄒燕瑩 665 

81 2016/5/14 10468009 張雲翔 635 

82 2016/5/14 10468012 陳亦譚 275 

83 2016/5/14 10468014 葉乃慈 510 

84 2016/5/14 90499585 孟庆博 43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91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438



71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有 61 名學生於 105 年通過學校英文門檻 550 分。 

*教務處審核為 91 人 

具體

成果 

序號 考試日期 學號 姓名 成績 

1 2016/5/14 00168007 林育昶 645 

2 2016/5/14 00168009 孫翎鈞 665 

3 2016/5/14 00168021 洪湘婷 700 

4 2016/5/14 00168023 邱苡維 805 

5 2016/5/14 00168029 屠泓翔 780 

6 2016/5/14 00168036 張維銘 665 

7 2016/5/14 00168038 林本恩 710 

8 2016/5/14 00168041 邱佩萱 835 

9 2016/5/14 00168043 李佩芸 910 

10 2016/5/14 00168146 李孟衡 680 

11 2016/5/14 00168047 栢翊書 860 

12 2016/5/14 00168104 吳俊哲 600 

13 2016/5/14 00168109 陳育玫 685 

14 2016/5/14 00168113 曾介甫 840 

15 2016/5/14 00168118 黃雯琦 680 

16 2016/5/14 00168123 譚子揚 835 

17 2016/5/14 00168138 白雅玲 690 

18 2016/5/14 00168139 熊朝偉 570 

19 2016/5/14 00168143 賴筠涵 815 

20 2016/5/14 00268123 蔡承璋 700 

21 2016/5/14 00268005 簡湘庭 720 

22 2016/5/14 00268010 謝侑勳 745 

23 2016/5/14 00268011 林以恆 905 

24 2016/5/14 00268012 彭學謙 705 

25 2016/5/14 00268016 李彥伶 865 

26 2016/5/14 00268019 邱緻沂 680 

27 2016/5/14 00268111 許靜 845 

28 2016/5/14 00268021 陳慧齡 895 

29 2016/5/14 00268022 林紘宇 645 

30 2016/5/14 00268023 李文心 870 

31 2016/5/14 00268026 林子琪 710 

32 2016/5/14 00268030 林彥汝 760 

33 2016/5/14 00268032 葉柔君 785 

34 2016/5/14 00268035 鄭采晞 880 

35 2016/5/14 00268037 林晏汝 710 

36 2016/5/14 00268044 洪勝宇 815 

37 2016/5/14 00268045 黃淑寧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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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6/5/14 00268050 游馥蔆 830 

39 2016/5/14 00268051 劉品亨 695 

40 2016/5/14 00268102 蔡思俞 745 

41 2016/5/14 00268104 林政寬 655 

42 2016/5/14 00268119 廖梓閔 635 

43 2016/5/14 00268131 彭晨宇 870 

44 2016/5/14 00268133 梁至寬 880 

45 2016/5/14 00268136 楊琦任 775 

46 2016/5/14 00268137 田佳涵 755 

47 2016/5/14 00268138 張子柔 575 

48 2016/5/14 00268143 李佳勳 615 

49 2016/5/14 00268144 吳佩倫 885 

50 2016/5/14 00368006 沈玥君 575 

51 2016/5/14 00368008 陳辰明 565 

52 2016/5/14 00368013 劉育呈 620 

53 2016/5/14 00368014 卓立翔 575 

54 2016/5/14 00368022 田振維 720 

55 2016/5/14 00368126 鄭詠尚 695 

56 2016/5/14 00368134 徐孟暉 745 

57 2016/5/14 10368007 李宥蓁 555 

58 2016/5/14 10368010 洪澤軒 705 

59 2016/5/14 10468007 毛億能 595 

60 2016/5/14 10468008 鄒燕瑩 665 

61 2016/5/14 10468009 張雲翔 63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運輸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42 學期與 1051 學期分別開授 9 學分的「企業實習課程」與「校外實習

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2 學期「企業實習課程」共計 15 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至海霆、季鈞管理、

超捷國際、華岡船務、漢陞、東立物流、帝諾斯國際、金士頓科技、大都會汽

車客運實習。 

2. 1051 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共計 13 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至三巨通運、季鈞

管理、超捷國際、永聯物流、東立物流、復興航空、全勤流通、大都會汽車客

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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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91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度計有 32 名學生實習，包含暑期實習、學期實習、全學年實習。 

*教務處審核為 91 人 

具體

成果 

實習期間 學號 姓名 備註 

105.1.01~105.6.30 00168015 徐詩閔 1042 企業實習至東立物流(股)公司 

105.1.25~105.6.30 00268202 林子軒 1042 企業實習至全勤流通管理(股)公司 

105.2.01~105.6.30 00168024 陸政偉 1042 企業實習至金士頓科技公司 

105.2.15~105.6.30 00168001 蔡易儒 1042 企業實習至大都會汽車客運 

105.2.15~105.6.30 00168117 彭怡萍 1042 企業實習至季鈞管理 

105.2.15~105.6.30 00268207 趙健廷 1042 企業實習至季鈞管理 

105.2.15~105.6.30 00168045 蔡則緯 1042 企業實習至華岡集團-台中 

105.1.01~105.6.30 00168046 徐靖淳 1042 企業實習至華岡集團-台中 

105.2.15~105.6.30 00168019 林宇範 1042 企業實習至漢陞聯運股份有限公司 

105.2.15~105.6.30 00168101 廖晉逸 1042 企業實習至漢陞聯運股份有限公司 

105.2.16~105.6.30 00168005 白植禎 1042 企業實習至超捷國際物流 

105.1.01~105.6.30 00168025 畢華昆 1042 企業實習至超捷國際物流 

105.3.01~105.6.30 00168118 黃雯琦 1042 企業實習至海霆 

105.3.01~105.6.30 00168131 陳昱伸 1042 企業實習至海霆 

105.3.01~105.6.30 00168121 洪維廷 1042 企業實習至帝諾斯國際 

105.3.01~105.6.30 10468012 陳亦譚 105 年至瑞賦科技每週 2~3 天實習 

105.3.01~105.6.30 10368001 張益國 105 年至瑞賦科技每週 2~3 天實習 

105.7.01~105.8.31 00368205 謝宇軒 105 年復興航空暑期實習(台北站) 

105.7.01~105.8.31 00268031 蘇家婷 105 年復興航空暑期實習(台北站) 

105.7.01~105.12.02 00268117 陳語廷 105 年復興航空半年期實習(1051 實習) 

105.7.01~105.12.31 00268112 伍葶瑋 1051 校外實習至金士頓科技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52 林志憲 1051 校外實習至東立物流(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19 邱緻沂 1051 校外實習至東立物流(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137 田佳涵 1051 校外實習至東立物流(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14 呂政益 1051 校外實習至東立物流(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46 譚永雋 1051 校外實習至季鈞管理顧問(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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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1~105.12.31 00268044 洪勝宇 1051 校外實習至季鈞管理顧問(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50 游馥蔆 1051 校外實習至超捷國捷物流(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104 林政寬 1051 校外實習至永聯物流開發(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16 李彥伶 1051 校外實習至全勤流通(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010 謝侑勳 1051 校外實習至大都會汽車(股)公司 

105.7.01~105.12.31 00268138 張子柔 1051 校外實習至三巨通運(股)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14 家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與 8 家企業因實習而結盟。 

*教務處審核為 14 家 

具體

成果 

因實習與華岡船務、三巨通運、季鈞管理、超捷國際、永聯物流、東立物流、全

勤流通、大都會汽車客運產業結盟簽署產學合作實習合約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30 人 1 門/36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丁士展老師於 1051 學期開授之「財務管理」課程，其修課學生為 36 人。 

具體

成果 

 

 

 

 

 

 

 

 

 

 

 

 

 

 

 

 

 

442



7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5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黃燦煌老師共同主持基隆市政府委託配合基隆地區觀光活動及夜間公車調整

之交通疏運改善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與鼎漢公司合作，並指導學生進行專題

研究。 

2. 黃燦煌老師與基隆港務公司傅世鎰副處長合作，提供研究資料庫進行船舶安全

檢查相關研究，完成碩士論文一篇及發表研討會論文一篇。 

3. 杜老師指導之 3 名研究生透過與瑞賦科技合作完成碩士論文。 

具體

成果 

1. 杜老師與瑞賦科技(新竹)產學合作，獲得相關互動式數位看板大數據資料與相

關系統文件，根據業者提供的資料進行相關研究成果如下： 

三篇碩士論文 

(1) 林家瑜：消費者在虛實整合與全通路零售環境下使用物聯網數位看板系統

意願之探討  2015/12 

(2) 張益國：物聯網互動數位看板之情境感知推薦系統  2016/6 

(3) 陳亦譚：運用貝氏網路技術於零售商場之物聯網數位看板情境感知商品推

薦系統之研究  2016/6 

2. 黃燦煌老師 

(1) 指導五年一貫學生簡湘庭進行專題研究。 

(2) 指導研究生黃兆毅完成以 Q-Learning 方法強化船舶安全缺失檢查之研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105 年 6 月。 

Tsan-Huang Huang, Yu-Chen Huang, Chao-Yi Huang, and Shi-Yi Fu, Q-learning 

Approach in Ship Safety Inspection Data, The 11th Asia Pacific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 and 29th ICTPA Annual Conference, May27~29, 

2016, Hsinchu, Taiwan.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隊/40 人次 10 隊/85 人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443



76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學生計組 7 隊 40 人(羽球隊、壘球隊、桌球隊、籃球隊(男、女)、排球隊(男、

女))參加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與第 37 屆大航盃比賽。 

2. 大學部周子甯參加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104 學年度全學生音樂比賽」二

胡獨奏。 

3. 碩士生張孝誠參加 2016 智慧交控菁英研習營榮獲團體組專題競賽第一名。 

4. 大學部學生葉柔君等 3 位同學參加大學生暑假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榮獲第一名。 

具體

成果 

日期 競賽名稱 姓名 備註 

10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104

學年度全學生音樂比賽」二胡獨

奏 

周子甯 1A 

00468036 

105/7/19~22 2016 智慧交控菁英研習營 碩一生張孝

誠 

團體組專題競賽

第一名、榮獲獎

金 1 萬元 

105 年度 獎勵大學卓越計畫-大學生暑假

學習實務體驗計畫 

葉柔君 

林子鈺 

顏華君 

主題：學童上學

走路公車及放學

安親班接送車路

線規劃 

第一名(指導老

師：林振榮) 

105 第 37 屆大學大航盃女子排球賽 冠軍  

105 第 37 屆大學大航盃壘球賽 亞軍  

105 第 37 屆大學大航盃女籃賽 殿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男籃籃球賽 亞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女籃籃球賽 季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壘球賽 亞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女子排球賽 殿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羽球賽 冠軍  

105 第 36 屆大學交通盃 精神總錦標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20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游明敏老師 1 篇 SCI、10 篇 SSCI。 

2. 桑國忠老師 2 篇 SCI、2 篇 SSCI。 

3. 楊明峰老師 2 篇 SCI。 

4. 湯慶輝老師 1 篇 SCI。 

5. 蘇健民老師 6 篇 SCI。 

6. 鍾武勳老師 1 篇 EI。 

具體

成果 

1. Wei-Hsin Kong, Tsu-Tan Fu, Ming-Miin Yu, 2016, Evaluating Taiwanese Bank 

Efficiency Using the Two-Stage Range DEA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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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ecision Making (DOI: 

http://dx.doi.org/10.1142/S0219622017500031, published online: 26 October 

2016).(SCI). 

2. Ming-Miin Yu, Li-Hsueh Chen, M, 2016, Centralized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emission resistance in a two-stage production system: Evidence form a Taiwan’s 

container shipping compan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94, 650-671 (December 2016).(SSCI). 

3. Shwu-Huei Huang, Ming-Miin Yu, Ming-Sheng Huang, Yu-Shan Wei, Ming-Huei 

Chen, 2016,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tax management in Taiwan’s 

local tax office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4. Kuan-Chen Chen, Li-Nien Chien, Yi-Hsin Hsu, Ming-Miin Yu,2016, Metafrontier 

Frameworks for Studying Hospit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Quality Cha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DOI: 

http://dx.doi.org/10.1093/intqhc/mzw107,  First published online: 7 October 2016). 

(SSCI). 

5. Bo Hsiao, Lih-Chyun Shu,Ming-Miin Yu,Li-Kang Shen and Ding-Jiun Wang, 

201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DOI: 10.1007/s10479-016-2190-8, Published online: 20 

April 2016). (SSCI). 

6. Chuang-Min Chao, Ming-Miin Yu, Yun-Ting Lee, Bo Hsiao, 2016, Measurement 

of Banking Performance in the Dynamic Multi-Activity Network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Banks in Taiwan,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DOI:10.1080/1540496X.2016.1141649, Published online: 24 Mar 2016). (SSCI). 

7. Jia-Ching Juo, Tsu-Tan Fu, Ming-Miin Yu,Yu-Hui Lin, 2016. Non-radial profit 

performance: An application to Taiwanese banks,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DOI: 

http://dx.doi.org/10.1016/j.omega.2016.01.003).(SSCI). 

8. Ming-Miin Yu, Yu-Chun Chang, Li-Hsueh Chen, 2016. Measurement of airlines'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cost gap: Evidence from low-cost carriers,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53, 186-198. (SSCI). 

9. Ming-Miin Yu, Bo Hsiao, 2016, Measuring the Technology Gap and Logistics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by Using a Meta-DEA–AR Model,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43(1), 98-120. (SSCI). 

10. Ming-Miin Yu, Li-Hsueh Chen, Bo Hsiao, 2016, A fixed cost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two-stage network data envelopment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69(5), 1817-1822 .(SSCI). 

11. Ming-Miin Yu, Li-Hsueh Chen, Bo Hsiao, 2016, Dynamic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bus transit with the multi-activity network structure,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60, 15-25.(SSCI). 

12. Lu*, C. S., Shang, K. C., and Lin, C. C. (2016) “Examining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at ports: Port managers’ perspectives o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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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0 次 775 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web of sciense 系統查詢，本系歷年 SCI 與 SSCI 期刊論文被引用之次數共計

775 次。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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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件 300 萬元/ 

2 件 60 萬元 

14 件 1,148.1 萬元

/10 件 876.9 萬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4 件，總金額計 11,481,0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10 件，金額計 8,769,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運輸 

科學系 
8 5,276,000 0 0 6 6,205,000 14 11,481,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四) 輪機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人次/ 10人 16人次/ 13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輪機工程學系 10 8 6 5 16 13 
 

落後

原因

說明 

1. 有鑑於少子化影響與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學生畢業大都先以就業為考量。 

2. 本系推動海上進階實習，大四生在四下有些同學會先選擇 6 個月海上進階實

習，以為未來正式上船工作。 

3. 雖然本校學生報考人次減少，但是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數比以往增加。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系上利用社群網站宣傳研究所碩士班招生，鼓勵本系學生以五年一貫就讀，並

說明五年一貫優勢。 

2. 請各班班導師宣導，尤其是大三、大四班級報考本校五年一貫，並宣傳學校提

供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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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 人 22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輪機系 15 6 0 0 1 0 2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2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上學期 2 人/

下學期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輪機工程學系 1 0 1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本 105 學年之前本系陸生交換生一學期都將近 2 人，一學年 4 人左右。但因大

陸方面政策關係，陸生來臺交換人數驟減。此關鍵指標並非人為可控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2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輪機工程學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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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1 隊/8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舉辦營隊讓隊輪機或成為海事人員有興趣的

高中學生有機會更進一步地認識輪機系，以

及海運相關的模擬與操作，並鼓勵有興趣的

學員可以將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做為未來

的目標。圖右為 105 年 7 月 12~13 日 105 年

第三屆「輪機船舶營」活動。 

 

 

具體

成果 

活動內容有職涯發展、操船模擬機及輪機模擬機的操作，並導覽空蝕水槽、無響

室、迴響室，也參觀系上的實驗室，讓學員們做應用力學實驗，用簡單的方法，

讓學員們可以理解並感興趣。全程以分組的方式進行，可以和小組其他人互相討

論並一起完成兩天的活動，讓學員們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因為剛學會會長交接，一切都尚未上軌道，所以這一次的營隊招生只針對基

隆的高中及基隆海事作宣傳，宣傳方式為放學時間至校門口發放宣傳單，但是效

率不高，只有兩位基隆人參加本屆輪機營，下一屆可以多利用網路方面作宣傳，

畢竟現在網路的力量遠超過發宣傳單。 

具體

改善

措施 

這次輪機營原本的營期時間剛好是颱風侵台的時候，因此只能緊急聯絡學員、更

改時間。因為輪機營才第三屆，很多行程像是商船系的操船模擬機，造船系的大

型、中型空蝕水槽、無響室及迴響室等行程希望可以換成與輪機系更有關係的實

驗室或更多的輪機實作，也可以請主任幫忙安排登輪等行程，但由於報名人數只

有 3 個人，因此在本屆輪機營行程的安排上造成很大的困擾。 

招生方面，輪機系在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可以算是很獨特的系所，可以藉由這點來

加強招生，而且輪機系動力組有錄取高職生，招生對象比其他營隊多很多。招生

方面，可以請同學介紹給高中的學弟妹，大家都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地方，也可以

多利用網路方面作宣傳，畢竟現在網路的力量遠超過發宣傳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次 17 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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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高中師生蒞校參訪活動。 

2. 舉辦 2015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3. 郵寄輪機系簡介。 

4. 系學會宣傳一系一營隊活動。 

具體

成果 

1. 105 年 4 月 30 日舉辦 2016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行

互動交流。（1 場） 

2. 105 年 8 月 20 日舉辦 105 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會活動，與新鮮

人及家長進行互動交流。（1 場） 

3. 宣傳簡介寄至大台北區高中 15 份（板橋高中、泰山高中、雙溪高中、金山高

中、中崙高中、育成高中、成淵高中、麗山高中、成功高中、松山高中、西松

高中、大直高中、百齡高中、陽明高中、永春高中、內湖高中、南湖高中、南

港高中、華江高中、大理高中），公立高職 2 份（松山工農、南港高工）。 

4. 系學會宣傳一系一營隊招生的重點對象放在基隆的高中學生，將基隆 7 所高中

--基隆高中、安樂高中、暖暖高中、二信高中、中山高中、八斗高中、基隆女

中 ，一所高職—基隆海事 列為宣傳重點，並規劃一所高中至少跑二至三次宣

傳，每次每所高中發出宣傳單 50 份以及在指考時段裡在二類組考場張貼海報

及家長休息區發宣傳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年 5 月 2 日舉辦 2015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104 年 8 月 22 日舉辦新生家長日座談會。 

具體

成果 

1. 104 年 5 月 2 日舉辦 2015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行互

動交流，活動地點於本系 TEC109 遠距教學教室。（1 場） 

 

 

 

 

 

 

 

 

圖左：105 年 4 月 30 日舉辦 2016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 

圖右：105 年 8 月 20 日舉辦 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在九淵廳 

2. 104 年 8 月 22 日 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

行互動交流，活動地點於延平技術大樓地下一樓九淵廳。（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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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年度本系老師並無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具體

改善

措施 

會在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相關會議中積極宣導，並鼓勵系上老師與國外學者專家

共同合作發表國際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輪機系 大學部 張佳農 105/08/31-106/05/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1 人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本系博士班學生王耀明同學獲學校研發處補助學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

補助 81,328 元參加國際研討會。 

具體

成果 

姓名 時間 地點 
參加會議英文

名稱 

參加會議中

文名稱 
生活費 

機票 

註冊費 

科技部

補助 
合計 

王耀明 
105/01/24-

105/01/29 

美國佛

羅里達

州 

4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po on 

Advanced 

Ceramics and 

Composites 

第 40 屆陶

瓷與複合材

料國際會議 

10,000  16,328  55,000  8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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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期 姓名 年級 出國起迄日期 機構名稱(中) 專業 

104-2 黃韋瑄 4 
2016.03.06- 

2016.07.14 
中國海洋大學 工程學院-船舶與海洋工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西元) 

對方國家 

(地區) 

對方學校(機構名稱) 

中文名稱 系所/計畫 

初品萱 
2016.04.01- 

2017.03.31 
日本 東北大學 DEEP --- School of Engineering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9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西元) 

對方國家 

(地區) 

對方學校(機構名稱) 

中文名稱 系所/計畫 

初品萱 
2016.04.01- 

2017.03.31 
日本 東北大學 DEEP --- School of Engineering 

江 樸 
2016.06.26- 

2016.07.10 
日本 

長崎大學 

東京海洋

大學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朱韋諺 
2016.06.24- 

2016.07.24 
美國 

羅德島大

學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廖昱碩 
2016.07.17- 

2016.08.14 
加拿大 

ELS 溫哥

華校區 
2016 加拿大 ELS 暑期英語遊學團 

蔡劉俊 
2016.07.17- 

2016.08.14 
加拿大 

ELS 溫哥

華校區 
2016 加拿大 ELS 暑期英語遊學團 

張佳農 
2016.09.01- 

2017.04.30 
加拿大 

紐芬蘭紀

念大學 

Grenfell Campus 

IEBP + Faculty of Engineering 

*國際處統計共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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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4 人 22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具

體成果如下說明： 

1. 本系 105 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1) 學海飛颺短期出國研修:大學部張佳農同學赴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出國

時間 105/08/31-106/05/31，補助 120000 元。 

(2) 學海築夢短期出國實習:博士班吳鎮宇同學赴日本國立材料研究所，出國時

間 105/09/05-105/10/26，補助 58000 元。 

2. 學生赴上海海事大學參加育鋒輪實習，時間 2016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9 日，

宋世平主任帶領本系學生徐克彊、黃耀慶、張家愷、邱耀文、楊文智等 5 位同

學。 

3. 本系第一階段海上實習由黃道祥老師與古忠傑老師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帶領 1 年級能源源組學生 41 人、動力組學生 52 人共 93 人，搭中遠之星赴

廈門海上實習。 

*實就組審核：22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96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5 年度第 1 學期請各班班代調查結果，本系學生報考英檢人數為 59 人。 

*教務處審核為 96 人 

具體

成果 

於 105 年度各班報考英檢人數： 

班   級 學生人數 報考英檢人數 

能源 1A 45 4 

能源 2A 38 0 

能源 3A 49 1 

能源 4A 49 20 

動力 1A 64 2 

動力 2A 55 2 

動力 3A 63 2 

動力 4A 56 28 

總   計 419 5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53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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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5 年度第 1 學期請各班班代調查結果，本系學生通過英檢人數為 34 人。 

*教務處審核為 53 人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各班通過英檢人數： 

班   級 學生人數 報考英檢人數 通過英檢人數 

能源 1A 45 4 4 

能源 2A 38 0 0 

能源 3A 49 1 1 

能源 4A 49 20 10 

動力 1A 64 2 2 

動力 2A 55 2 2 

動力 3A 63 2 2 

動力 4A 56 28 13 

總   計 419 59 34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3 門 

執行單位 輪機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分為第一階段船上實習、第二階段船上實習及海上進階實

習。 

1. 第一階段船上實習：開設於大學部一年級能源組與動力組兩班課程，供能源組

與動力組選修，實習時間大約每年 6 月底，讓學生上台華輪或是中遠之星，時

間安排大約 5~6 天。 

2. 第二階段船上實習：開設於大學部二年級動力組課程，供能源組與動力組共同

選修，實習時間大約每年 8 月底，提供約 75 位名額讓學生上育英二號，實習

時間大約 10 天。 

3. 海上進階實習：開設於大學部四年級動力組課程，供能源組與動力組共同選

修，實習時間為期六個月，學生上各家航運公司。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本系校外實習具體成果如下： 

1. 第一階段船上實習一門兩班（一年級能源組 41 人，一年級動力組 52 人） 

2. 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一門（二年級動力組 72 人） 

3. 進階海上實習一門（6 個月海上實習，四年級能源與組動力組共同選修課程 24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90 人 229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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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開設第一階段船上實習兩班(中遠之星)，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一班(育

英二號)，6 個月海上進階實習一班，共三班，以及暑期校外陸上實習。 

*教務處審核為 229 人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第一階段船上實習一年級能源組有 41 人，一年級動力組有 52 人。 

105 年度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二年級有 72 人。 

105 年度 6 個月進階海上實習選修 24 人。 

105 年度暑期校外陸上實習 4 人(海員工會 1 位，SGS 台灣檢驗公司 1 位，台船基

隆廠 1 位，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1 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10 家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1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5 人 2 門/25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能源組開設能源與永續課程。 

105 學年度第 1 學騎能源組開設再生能源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能源組開設能源與永續課程，修課人數為 12 人。本課程討

論人類使用能源和所導致不永續的問題，並提出未來可能用來作為解答的，包

括淨化化石能源、核能、能源效率與保存、及再生能源等各類型方案，以及接

著衍生出的議題，給學生創造就業機會。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能源組開設再生能源課程，修課人數為 13 人。本課程討論

了解目前及未來在同時面對能源與環境挑戰時，運用適當再生能源作為解決方

案的可能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篇 6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本系與業界合作的學生之學生專題與碩士論文如下： 

1. 鄧志宏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賢德、蔡順峯—燃氣渦輪機葉片流道之紊流模型

分析（與核能電廠合作） 

2. 李永樂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賢德、蔡順峯—主機與軸系看中及校中之研究（與

台灣造船公司基隆廠合作） 

3. 陳俊盛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賢德、蔡順峯—氣象島航航線規劃應用於船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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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燃油效益分析（與台灣造船公司基隆廠合作） 

4. 沈登煌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賢德、蔡順峯—三維開放型穴流幾何長寬比對渦

旋結構影響分析（與台灣造船公司基隆廠合作） 

5. 張元弘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道祥—以大數據分析建置船舶能效分析系統（與

陽明海運合作） 

6. 曾韋傑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張宏宜—硫族化物敏化二氧鈦立體結構之光敏電池

研究（與工研院材料所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隊/55 人次 19 隊/55 人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同學參加校外競賽活動，系學會也組隊踴躍參加各項競賽。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參加各項競賽如下： 

1. 105 年 5 月 16 日～5 月 20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橄欖球錦標賽。（3 人次） 

2. 105 年 5 月 2 日～5 月 4 日代表學校參加 105 全大運。（4 人次） 

3. 105 年 5 月 2 日～5 月 2 日代表排球系隊參加大機盃比賽。（21 人次） 

4. 105 年 4 月 29 日～5 月 4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運動會游泳比賽。（1 人次） 

5. 105 年 4 月 27 日～4 月 29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運動會空手道比賽。（1 人次） 

6. 105 年 4 月 25 日～4 月 28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運動會網球比賽。（1 人次） 

7. 105 年 4 月 25 日～4 月 26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排球聯賽決賽。（2 人次） 

8. 105 年 3 月 18 日～3 月 18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盃籃球比賽。（2 人次） 

9. 105 年 3 月 15 日～3 月 16 日參加 104 學年度大專盃足球聯賽複決賽。（1 人次） 

10.105 年 3 月 21 日～3 月 24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盃籃球賽事。（2 人次） 

11.105 年 3 月 21 日～3 月 24 日參加大專盃網球比賽。（2 人次） 

12.105 年 4 月 27 日～4 月 30 日參加 2016 年台琉盃國際帆船賽。（3 人次） 

13.105 年 2 月 23 日～2 月 26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盃籃球聯賽。（2 人次） 

14.105 年 3 月 7 日～3 月 7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排球聯賽男子組複賽。（2 人次） 

15.105年 12月 15日～12月 16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排球聯賽男子組預賽。（2人次） 

16.105 年 11 月 28 日～11 月 29 日參加 105 學年度大專盃足球聯賽。（1 人次） 

17.105 年 12 月 1 日～12 月 2 日參加 105 學年度大專盃足球聯賽。（1 人次） 

18.105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18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橄欖球錦標賽。（3 人次） 

19.105 年 9 月 23 日～9 月 23 日代表學校參加大專帆船對抗賽。（1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23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內索引之來源項目的查詢 105 年度(2016 年)，本系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為 21 篇。 

457



90 

具體

成果 

 

記錄 1，共 21 筆 

標題: Sliding mode fuzzy control for Takagi-Sugeno fuzzy systems with bilinear 

consequent part subject to multiple constraints  

作者: Chang, WJ (Chang, Wen-Jer); Hsu, FL (Hsu, Feng-Ling) 

來源: INFORMATION SCIENCES  卷: 327  頁碼: 258-271  DOI: 

10.1016/j.ins.2015.08.026  出版日期: JAN 10 2016   

登錄號: WOS:000364252900016  

ISSN: 0020-0255  

eISSN: 1872-6291  

 

記錄 2，共 21 筆 

標題: A simple circuit to remove X-cap bleeder resistor for reducing standby power 

consumption  

作者: Leng, CM (Leng, Chung-Ming); Chen, CL (Chen, Chun-Lung); Lin, YL (Lin, 

Yu-Liang); Kuo, CC (Kuo, Cheng-Chien); Lee, CJ (Lee, Chang-Jung) 

來源: IEICE ELECTRONICS EXPRESS  卷: 13  期: 8  文獻號碼: 20160174  DOI: 

10.1587/elex.13.20160174  出版日期: APR 25 2016   

登錄號: WOS:000377764100012  

ISSN: 1349-2543  

 

記錄 3，共 21 筆 

標題: Novel lanthanum and cerium coatings on (Ba, Sr)-ferrate cathodes for 

intermediate-temperature solid oxide fuel cells  

作者: Wang, YM (Wang, Yao-Ming); Chang, CM (Chang, Chia-Ming); Shih, JS (Shih, 

Jing-Shiang); Chang, HY (Chang, Horng-Yi) 

來源: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卷: 36  期: 14  頁碼: 

3433-3440  DOI: 10.1016/j.jeurceramsoc.2016.05.018  出版日期: NOV 2016   

登錄號: WOS:000379888400022  

ISSN: 0955-2219  

eISSN: 1873-619X  

 

記錄 4，共 21 筆 

標題: New scheme to eliminate power loss of start-up resistor for low standby power 

consumption  

作者: Pan, TC (Pan, Tung-Chin); Chen, CL (Chen, Chun-Lung); Lin, YL (Lin, Yu-Liang); 

Leng, CM (Leng, Chu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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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IEICE ELECTRONICS EXPRESS  卷: 13  期: 20  文獻號碼: 20160873  DOI: 

10.1587/elex.13.20160873  出版日期: OCT 25 2016   

登錄號: WOS:000391009000010  

ISSN: 1349-2543  

 

記錄 5，共 21 筆 

標題: FUZZY CONTROL VIA IMPERFECT PREMISE MATCHING APPROACH FOR 

DISCRETE TAKAGI-SUGENO FUZZY SYSTEMS WITH MULTIPLICATIVE NOISES  

作者: Chang, WJ (Chang, Wen-Jer); Kuo, CP (Kuo, Che-Pin); Ku, CC (Ku, 

Cheung-Chieh)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5  頁

碼: 949-957  DOI: 10.6119/JMST-016-0524-2  出版日期: OCT 2016   

登錄號: WOS:000387528100006  

ISSN: 1023-2796  

 

記錄 6，共 21 筆 

標題: High order implicit and explicit Lie-group schemes for solving backward heat 

conduction problems  

作者: Chen, YW (Chen, Yung-Wei) 

來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卷: 101  頁碼: 

1016-1029  DOI: 10.1016/j.ijheatmasstransfer.2016.05.115  出版日期: OCT 2016   

登錄號: WOS:000380417300100  

ISSN: 0017-9310  

eISSN: 1879-2189  

 

記錄 7，共 21 筆 

標題: ROBUST MIXED H-2/Passivity PERFORMANCE CONTROLLER DESIGN FOR 

UNCERTAIN DRUM-BOILER SYSTEM  

作者: Ku, CC (Ku, Cheung-Chieh)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5  頁

碼: 1003-1010  DOI: 10.6119/JMST-016-0622-1  出版日期: OCT 2016   

登錄號: WOS:000387528100011  

ISSN: 1023-2796  

 

記錄 8，共 21 筆 

標題: The recovery of external force in nonlinear system by using a weak-form integ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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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作者: Liu, CS (Liu, Chein-Shan); Chang, JR (Chang, Jiang-Ren); Chen, YW (Chen, 

Yung-Wei) 

來源: NONLINEAR DYNAMICS  卷: 86  期: 2  頁碼: 987-998  DOI: 

10.1007/s11071-016-2939-2  出版日期: OCT 2016   

登錄號: WOS:000383667400021  

ISSN: 0924-090X  

eISSN: 1573-269X  

 

記錄 9，共 21 筆 

標題: Fine extrusion device approach  

作者: Wang, JP (Wang, Jang-Ping); Huang, GM (Huang, Guo-Ming) 

來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卷: 86  期: 5-8  頁碼: 1733-1737  DOI: 10.1007/s00170-015-8277-6  出

版日期: SEP 2016   

登錄號: WOS:000383084300049  

ISSN: 0268-3768  

eISSN: 1433-3015  

 

記錄 10，共 21 筆 

標題: Variance and passivity constrained sliding mode fuzzy control for continuous 

stochastic non-linear systems  

作者: Chang, WJ (Chang, Wen-Jer); Chen, PH (Chen, Po-Hsun); Ku, CC (Ku, 

Cheung-Chieh) 

來源: NEUROCOMPUTING  卷: 201  頁碼: 29-39  DOI: 

10.1016/j.neucom.2016.03.037  出版日期: AUG 12 2016   

登錄號: WOS:000377923600004  

ISSN: 0925-2312  

eISSN: 1872-8286  

 

記錄 11，共 21 筆 

標題: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DIRECT SEARCH METHOD FOR 

NON-CONVEX WIND-THERMAL COORDINATION DISPATCH PROBLEM 

CONSIDERING TRANSMISSION CAPACITY  

作者: Chen, CL (Chen, Chun-Lung)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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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724-735  DOI: 10.6119/JMST-016-0222-1  出版日期: AUG 2016   

登錄號: WOS:000382799100007  

ISSN: 1023-2796  

 

記錄 12，共 21 筆 

標題: APPLICATION OF A RESIDUAL-NORM-BASED ALGORITHM TO SOLVE 

ELLIPTIC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作者: Chen, YW (Chen, Yung-Wei); Chang, CM (Chang, Chun-Ming); Fang, HM (Fang, 

Hui-Ming); Guan, PC (Guan, Pai-Chen)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4  頁

碼: 690-701  DOI: 10.6119/JMST-016-0115-1  出版日期: AUG 2016   

登錄號: WOS:000382799100003  

ISSN: 1023-2796  

 

記錄 13，共 21 筆 

標題: OPTIMIZATION OF LARGE-SCALE ECONOMIC DISPATCH WITH 

VALVE-POINT EFFECTS USING A MODIFIED HYBRID PSO-DSM APPROACH  

作者: Chen, CL (Chen, Chun-Lung); Lin, YL (Lin, Yu-Liang); Feng, YC (Feng, 

Yen-Chang)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3  頁

碼: 589-602  DOI: 10.6119/JMST-015-1215-1  出版日期: JUN 2016   

登錄號: WOS:000379559100024  

ISSN: 1023-2796  

 

記錄 14，共 21 筆 

標題: ALUMINA NANOFLUIDS AS ELECTROLYTES COMPARISONS TO VARIOUS 

NEUTRAL AQUEOUS SOLUTIONS INSIDE BATTERY  

作者: Wang, RT (Wang, R. -T.); Wang, JC (Wang, J. -C.) 

來源: JOURNAL OF MECHANICS  卷: 32  期: 3  頁碼: 369-379  DOI: 

10.1017/jmech.2015.86  出版日期: JUN 2016   

登錄號: WOS:000377097700013  

ISSN: 1727-7191  

eISSN: 1811-8216  

 

記錄 15，共 21 筆 

標題: Electrical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CoMn0.2-xGaxFe1.8O4 ferrites using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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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dance spectroscopy  

作者: Tsay, CY (Tsay, Chien-Yie); Lin, YH (Lin, Yi-Hsiang); Wang, YM (Wang, 

Yao-Ming); Chang, HY (Chang, Horng-Yi); Lei, CM (Lei, Chien-Ming); Jen, SU (Jen, 

Shien-Uang) 

來源: AIP ADVANCES  卷: 6  期: 5  文獻號碼: 055909  DOI: 10.1063/1.4943149  出版日

期: MAY 2016   

登錄號: WOS:000377962500142  

研討會標題: 13th Joint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MMM)/Intermag Conference  

研討會日期: JAN 11-15, 2016  

研討會位置: San Diego, CA  

研討會贊助人: Amer Inst Phys, IEEE Magnet soc 

ISSN: 2158-3226  

 

記錄 16，共 21 筆 

標題: EFFECT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S ON THE VALUE OF AN 

INTERMITTENT WIND ENERGY SOURCE IN ISOLATED SYSTEMS  

作者: Chen, CL (Chen, Chun-Lung) 

來源: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2  頁

碼: 199-209  DOI: 10.6119/JMST-015-0811-1  出版日期: APR 2016   

登錄號: WOS:000375365700014  

ISSN: 1023-2796  

 

記錄 17，共 21 筆 

標題: Heat Transfer Analysis of Fin Assembly with End Convective Effects  

作者: Hu, HP (Hu, Hai-Ping); Yeh, RH (Yeh, Rong-Hua) 

來源: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卷: 

37  期: 2  頁碼: 115-121  出版日期: APR 2016   

登錄號: WOS:000382182400004  

ISSN: 0257-9731  

 

記錄 18，共 21 筆 

標題: Controller synthesis of linear parameter-varying stochastic systems based on 

gain-scheduled technique  

作者: Ku, CC (Ku, Cheung-Chieh); Wu, CI (Wu, Cheng-I.) 

來源: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卷: 39  期: 3  頁碼: 

274-281  DOI: 10.1080/02533839.2015.1112247  出版日期: AP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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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號: WOS:000373000800004  

ISSN: 0253-3839  

eISSN: 2158-7299  

 

記錄 19，共 21 筆 

標題: A multiple scale Trefftz method for the Laplace equation subjected to large noisy 

boundary data  

作者: Chen, YW (Chen, Yung-Wei) 

來源: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卷: 64  頁碼: 

196-204  DOI: 10.1016/j.enganabound.2015.12.009  出版日期: MAR 2016   

登錄號: WOS:000370306000014  

ISSN: 0955-7997  

eISSN: 1873-197X  

 

記錄 20，共 21 筆 

標題: Heat transfer analysis in space heaters with thermal dissipation substrate  

作者: Hu, HP (Hu, Hai-Ping) 

來源: HIGH TEMPERATURES-HIGH PRESSURES  卷: 45  期: 3  頁碼: 179-195  出版

日期: 2016   

登錄號: WOS:000376044100002  

ISSN: 0018-1544  

eISSN: 1472-3441  

 

記錄 21，共 21 筆 

標題: Comparison of the Fuel Properties of Nitromethane Emulsions in Diesel and 

Biodiesel Assisted by Microwave Irradiation and Magnetic Stirring  

作者: Lin, CY (Lin, Cherng-Yuan); Tsai, CT (Tsai, Chang-Ting); Chen, LW (Chen, Li-Wei) 

來源: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卷: 37  期: 9  頁碼: 

1334-1340  DOI: 10.1080/01932691.2015.1093497  出版日期: 2016   

登錄號: WOS:000374897300012  

ISSN: 0193-2691  

eISSN: 1532-235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0 次 2,738 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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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內索引之來源項目的引用，本系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2738 次。 

具體

成果 

具體成果如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件 300 萬元/ 

2 件 60 萬元 

12件739.54萬元/4

件 124.74 萬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2 件，總金額計 7,395,400 元。其中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為 4 件/124.47 萬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輪機工

程學系 
9  6,448,000  0  0  3  947,400  12  7,395,400  

 

年度 姓名 專案案名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總金

額 

105 王榮昌 節能噴流無軸承風扇之研究開發 105/01/01 105/12/31 1,000,000 

105 陳永為 
FPR 船與 FRP 產品之實驗(105-1-

陳) 
105/06/01 105/12/31 27,400 

105 林成原 
LED 照明產業應用於船舶節能輔

導計畫 
105/05/01 105/10/31 120,000 

105 陳永為 
高階顯式與隱式李群積分法求解

非線性反算熱傳導問題 
105/08/01 106/07/31 427,000 

105 王正平 
一種新型剪鍛技術用於傘齒輪快

速成形研究 
105/08/01 106/07/31 8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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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陳俊隆 
大規模電動車與電網雙向互動之

多區域動態經濟調度研究 
105/08/01 106/07/31 718,000 

105 古忠傑 
針對具區間時變延遲之線性參數

時變隨機系統之延遲相依 H∞控制 
105/08/01 106/07/31 645,000 

105 張文哲 

基於具雙線性後件部之 T-S模糊模

型探討船舶操控系統在能量限制

下的滑動模式模糊控制 

105/08/01 106/07/31 821,000 

105 林成原 

微藻與牛樟菌共同培養以提升微

藻生質柴油產率與機能性成份附

加價值之研究 

105/08/01 106/07/31 801,000 

105 王榮昌 
因次分析新一代熱電奈米流體熱

電管研製(1/2) 
105/08/01 106/07/31 931,000 

105 陳永為 

水下載具噪音及外殼音跡研究與

分析-水下載具噪音及外殼音跡研

究與分析 

105/04/01 106/09/30 300,000 

105 蔡順峰 
水下載具噪音及外殼音跡研究與

分析 
105/04/01 106/03/31 8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0 元 2 件/0 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2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奈米熱電管 輪機系 王榮昌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2 以核殼結構自成長奈米螢光體 輪機系 張宏宜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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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科學院 

(一) 食品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人次/35 人 56 人次/28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食品科學系 24 17 32 11 56 28 
 

落後

原因

說明 

目前本系畢業生選考研究所領域增加，學生在甄試時如果考上其他研究所，就會

減少報考人數。因此學生選擇留在本系考試的比例就會降低，但外校生報考本系

人數比例提高。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班導師鼓勵同學報考本系研究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6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食科系 4 1 0 0 1 0 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18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食品科學系 15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食品科學系 0 0 1 1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為兩岸關係敏感,無法直接宣導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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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配合學校宣傳，提供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相關資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10 人 5 人/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食品科學系 5 0 5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宿舍整修，本年度無法招收交換生，此因素如果改善，應可達到預定目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待學校宿舍整修完成後，可以容納陸生交換學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0 人 3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2 

食品科學系博士班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0 人 1 人/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食科系 

104-2 1 

105-1 0 
 

落後
原因
說明 

錄取外籍生人數超過 3 人，但實際就讀僅有 1 人。 

具體
改善
措施 

配合學校外籍生招生，並加強英文網頁製作與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50 人 1 隊/5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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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7 月 5-9 日辦理第 20 屆食品生技科學營，共計有 50 位學員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次 4 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01/26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中師生至本系進行參訪活動 

105/04/25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蒞臨來訪，進行系所介紹說明 

105/06/17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八斗高中師生至本系進行參訪活動 

105/10/04 台北市立南港高中師生蒞臨本系參加分子料理講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5 月 30 日新鮮人說明會 

105 年 8 月 20 日新生家長日活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80 萬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本系本與國外單位有進行合作，但尚無計畫進行。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專任教師邀請國外研究單位學者專家來訪，進行合作。106 年已經與菲律賓

大學進行交流，希望能有合作研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1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Changes in Bio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Quality of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During Storage ,105,25:1:35-45, Huang, Yu-Ru; Zelaya, Mirtala Francisca 

Guevara; Shiau, Chyuan-Yuan JOURNAL OF AQUATIC FOOD PRODUC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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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應聘新任教師多，鼓勵教師多參與其他國家合作研發 

具體

改善

措施 

目前老師與日本、美國及亞洲等國家學校及研究單位交流，進而發展計畫合作及

論文發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食科系 大學部 林庭安 105/10/01-106/03/31 日本 九州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估計學生參加學海系列人數為 10人是包含築夢校外實習人數 9位及 1位短期研

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修正改短期研修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次 12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研究生蘇家弘同學(指導老師:龔瑞林 教授)前往日本神户參加「日本動物細胞技

術協會第 29 屆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105/11/09-12 

2. 蔡國珍教授受邀帶領研究生陳姿妤與李林潔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參加

「第九屆國際保健食品與功能食品研討會」，並發表論文。105/10/09-12 

3. 蔡國珍副校長、龔瑞林主任、宋文杰副教授、林泓廷副教授與研究生張祐瑄受

邀前往上海海洋大學參加 105 MINI-SUMMIT Food Safety, Policy and 

Sustainability 會議 105/10/23-10/26 

4. 研究生呂佳玲(指導教授:張祐維)，受邀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第一屆食品化

學研討會。105/10/30-11/01 

5. 黃登福終身特聘教授受邀帶領博士生陳柏瑋同學前往山東青島參加首屆「海峽

兩岸青年科學家海洋生物技術高峰論壇」，並發表論文 105/09/21-24 

6. 龔瑞林主任、孫寶年講座教授與張祐維助理教授受邀帶領博士生林敬甄與研究

生張恆偉  陳亭屹前往愛爾蘭都柏林參加「第十八屆世界食品科技大會 

(IUFoST)」105/08/22-24 

7. 龔瑞林主任與研究生王杰鴻受邀前往韓國參加「105 韓國釜山第 7 屆世界漁業

會議」105/05/23-24 

8. 蕭心怡助理教授受邀帶領研究生梁正融、翁渝婷同學前往希臘雅典參加 

「 IAFP 第 12 屆食品安全歐洲研討會」並發表論文。105/0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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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組審核： 

比系所多 7 位：黃聖佳、高寧若、薛智元、張維哲、蔡定亨、蘇婉蘋、阮氏夢詩 

比本組多 1 位陳柏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顏薏貞 女 105.07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短期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林郁珊 女 105.07.17-105.08.14 加拿大 ELS 溫哥華校區 ELS Language Centers - Vancouver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2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共 18 人。*國際處統計共計 20 人。 

1 1042 黃子娟 女 105.07.05-19 日本 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2 1042 許家瑋 男 105.07.05-19 日本 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3 1042 林佳慧 女 105.06.29-07.16 韓國 
江陵原州大

學 

Gangneung-Wonju National 

University 

4 1042 林靜嫺 女 105.06.29-07.16 韓國 
江陵原州 

大學 

Gangneung-Wonju National 

University 

5 1042 田仲安 女 105.06.28-07.15 泰國 
 

Thaveevong Industry Co., 

Ltd. 

6 1042 張育銣 女 105.06.28-07.15 泰國 
 

Thaveevong Industry Co., 

Ltd. 

7 1042 黃莉雯 女 105.06.28-07.15 泰國 
 

Thaveevong Industry Co., 

Ltd. 

8 1042 李孟霖 男 105.06.28-07.15 泰國 
 

Thaveevong Industry Co., 

Ltd. 

9 1042 張祐程 男 105.07.12-27 日本 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10 1042 徐 錚 男 105.07.12-27 日本 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11 1042 蘇郁翔 男 105.07.12-27 日本 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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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42 李念庭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Central Market (Kuala 

Lumpur) 

13 1042 何舒莛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Central Market (Kuala 

Lumpur) 

14 1042 涂之惠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Central Market (Kuala 

Lumpur) 

15 1042 鍾昕宜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TESCO (Kuala Lumpur) 

16 1042 李郁雯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TESCO (Kuala Lumpur) 

17 1042 王珮儒 女 105.07.01-14 
馬來

西亞  
TESCO (Kuala Lumpur) 

18 1042 林郁珊 女 105.07.17-.08.14 
加拿

大 
溫哥華校區 

ELS Language Centers - 

Vancouver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姓名 學號 預定出國日期 實習地點 

張家瑜 00239003 105/07-105/09 加拿大 

林欣潔 10432007 105/07-105/09 加拿大 

周郁豪 00239001 105/07-105/09 加拿大 

魏豪育 0023A030 105/07-105/08 印尼 

白閔晴 0013A005 105/07-105/08 泰國 

黃姿婷 0023A009 105/07-105/08 泰國 

吳欣容 0023A029 105/07-105/08 泰國 

季明萱 0023A047 105/07-105/08 泰國 

簡肇毅 0023A032 105/07-105/09 汶萊 

魏慧益 00239053 105/07-106/01 印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73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73 人 

登記有參加英文檢定考試的學生共計有 21 人 

學號 系級 姓名 考試日期 考試類別 結果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00539053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1A 
李欣珂 105/4/9 

全民英語能

力檢定測驗

(GEPT) 

中高級

初試 

中級複試

以上 
通過 

00239010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李育誠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540 550 以上 不通過 

00239012 食品科學系 趙子萱 105/11/19 多益測驗 840 550 以上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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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組 4A (TOEIC) 

00239019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彭筱文 105/11/20 

多益測驗

(TOEIC) 
705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21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林郁恩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340 550 以上 不通過 

00239027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馮莙棠 105/11/26 

網路托福測

驗(iBT) 
80 57 以上 通過 

00239036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洪悅豪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680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47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陳璁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625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53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魏慧益 105/11/26 

國際英文測

驗(IELTS) 
8 4 以上 通過 

00339201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周湘凌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540 550 以上 不通過 

0053A008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1A 
張馨予 105/8/14 

多益測驗
(TOEIC) 

575 550 以上 通過 

0053A00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1A 
黃映綺 105/2/21 

多益測驗
(TOEIC) 

72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06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楊孟軒 105/10/23 

多益測驗
(TOEIC) 

56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0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黃姿婷 105/1/24 

多益測驗
(TOEIC) 

60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16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洪立愷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74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20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麥哲綸 105/3/20 

多益測驗
(TOEIC) 

57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2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吳欣容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61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30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魏豪育 105/3/20 

多益測驗

(TOEIC) 
62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32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簡肇毅 105/1/24 

多益測驗
(TOEIC) 

66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43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楊晴? 105/7/24 

多益測驗

(TOEIC) 
605 550 以上 通過 

10532073 
食品科學系 

碩士班 
陳晶妮 105/09/24 

網路托福測

驗(iBT) 
83 57 以上 通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57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57 人 

105 年度登記當年考試有 21 人，通過考試為 18 人 

學號 系級 姓名 考試日期 考試類別 結果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00539053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1A 
李欣珂 105/4/9 

全民英語能

力檢定測驗
(GEPT) 

中高級

初試 

中級複試

以上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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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9012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趙子萱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840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19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彭筱文 105/11/20 

多益測驗

(TOEIC) 
705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27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馮莙棠 105/11/26 

網路托福測

驗(iBT) 
80 57 以上 通過 

00239036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洪悅豪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680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47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陳璁 105/11/19 

多益測驗

(TOEIC) 
625 550 以上 通過 

00239053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4A 
魏慧益 105/11/26 

國際英文測

驗(IELTS) 
8 4 以上 通過 

0053A008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1A 
張馨予 105/8/14 

多益測驗

(TOEIC) 
575 550 以上 通過 

0053A00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1A 
黃映綺 105/2/21 

多益測驗
(TOEIC) 

72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06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楊孟軒 105/10/23 

多益測驗
(TOEIC) 

56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0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黃姿婷 105/1/24 

多益測驗

(TOEIC) 
60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16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洪立愷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74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20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麥哲綸 105/3/20 

多益測驗
(TOEIC) 

575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29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吳欣容 105/5/14 

多益測驗

(TOEIC) 
61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30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魏豪育 105/3/20 

多益測驗
(TOEIC) 

62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32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簡肇毅 105/1/24 

多益測驗
(TOEIC) 

660 550 以上 通過 

0023A043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4A 
楊晴? 105/7/24 

多益測驗

(TOEIC) 
605 550 以上 通過 

10532073 
食品科學系 

碩士班 
陳晶妮 105/09/24 

網路托福測

驗(iBT) 
83 57 以上 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5 門 

執行單位 食科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食品產業校外實習 

食品產業校外實習(II) 

營養校外團膳實習 

營養校外社區實習 

營養校外臨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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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 5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學年 系級 姓名 期間 地點 

1 104 食科組 3 年級 李政勳 暑期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104 生技組 3 年級 江昀紘 暑期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3 104 生技組 3 年級 涂淑芬 暑期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4 104 食科組 3 年級 趙子萱 暑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104 食科組 3 年級 劉芸君 暑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04 食科組 3 年級 江紋瑄 暑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04 生技組 3 年級 麥哲綸 暑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04 食科組 3 年級 龎伃婷 暑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04 食科組 2 年級 陳立飛 暑期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0 104 生技組 2 年級 溫元 暑期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1 104 食科組 3 年級 李育誠 暑期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12 104 食科組 3 年級 王靖雰 暑期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104 食科組 3 年級 郭茹真 暑期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14 104 食科組 2 年級 李沛怡 暑期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15 104 生技組 2 年級 趙若涵 暑期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6 104 食科組 3 年級 許洛瑋 暑期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17 104 食科組 2 年級 呂思璇 暑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18 104 食科組 2 年級 張銘祐 暑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19 104 食科組 3 年級 陳冠宏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0 104 生技組 3 年級 洪冠瑋 半年 健康力股份有限公司 

21 104 生技組 3 年級 洪立愷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2 104 生技組 3 年級 簡偉哲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3 104 生技組 3 年級 任  寬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4 104 生技組 3 年級 王世賢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5 104 生技組 3 年級 張宗霖 半年 宏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6 104 食科組 3 年級 吳振維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7 104 生技組 3 年級 江淑君 半年 膳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8 104 生技組 3 年級 鄭淯宸 半年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9 104 食科組 3 年級 魏慧益 半年 
印尼 Mayora Indah Public Listed 

Company 

30 104 生技組 3 年級 田仲安 暑期 食品藥物管理署 

31 104 生技組 3 年級 張育銣 暑期 食品藥物管理署 

32 104 生技組 3 年級 薛如妘 暑期 食品藥物管理署 

33 104 食科組 2 年級 邱仁昱 暑期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34 104 生技組 2 年級 陳立訓 暑期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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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04 生技組 2 年級 李玉婷 暑期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36 104 食科組 2 年級 葉郡沛 暑期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37 104 碩一 呂佳玲 暑期 高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104 生技組 3 年級 魏豪育 暑期 大成長城企業(股)公司(印尼廠) 

39 104 生技組 3 年級 季明萱 暑期 泰國統一飲料廠 

40 104 生技組 3 年級 吳欣容 暑期 泰國統一飲料廠 

41 104 生技組 3 年級 黃姿婷 暑期 泰國統一飲料廠 

42 104 生技組 4 年級 白閔晴 暑期 泰國統一飲料廠 

43 104 碩一 李佳蓉 暑期 上海松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44 104 食科組 4 年級 韋季萱 暑期 上海松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45 104 碩一 劉重慶 暑期 上海松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46 104 碩一 侯佩妤 暑期 上海松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47 104 食科組 3 年級 周郁豪 暑期 Canadian Grain Comm. Buildings 

48 
104 

食科組 3 年級 張家瑜 暑期 
加拿大 Richardson Centre for 

Functional Foods and Nutraceuticals 

49 104 生技組 3 年級 簡肇毅 暑期 汶萊 Golden Corporation SDN BHD 

50 104 碩一 林欣潔 暑期 
加拿大 Richardson Centre for 

Functional Foods and Nutraceuticals 

海內外共計有 50 人參加校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26 家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結盟產業如下： 

旺默食品、德瑞特生技、佳展生技、暐凱國際、全國公證、聯華食品、中華海洋、

大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提供學生實習、技術輔導等。 

*教務處審核為 26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20 人 2 門/42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針對創業課程，設計下列課程 

1042「食品產業創新專題實務」計有 5 人。 

1042「食品安全管理系統-ISO22000」共計 37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4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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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量販店即食食品製造業者實施 HACCP 系統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郭士琦) 

2. 低溫物流業冰淇淋表面溫度驗收標準推估之研究(戴依理) 

3. 不同油脂對烘焙產品感官與物性品質之影響-以鳳梨酥為例(鄭帛欽) 

4. 微泡沫型臭氧水之殺菌效果評估與潛在應用研究(陳佩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隊/10 人次 3 隊/10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參加食品科技學會銀髮族創新飲食設計競賽。繽紛海味戚風得到佳作。 

1. 繽紛海味戚風：游鎮輔、Nodali Jenna、皮東海。 

2. Deceo：鄭淯宸、洪悅豪、許曼凌、麥哲綸。 

3. 銀髮族九孔蔬菜湯包：蔡佩珊 、方叡御、林君哲。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篇 27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查詢 105 年共有 27 篇 SCI 論文發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900 次 9,226 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查詢歷年 SCI 論文被引用次數 9,226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

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件 3,000 萬元/ 

10 件 800 萬元 

89 件 3110.2 萬元/ 

76 件 1803.8 萬元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89 件，總金額計 31,102,0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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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食品 

科學系 
16  15,936,000  3  4,699,000  70  10,467,014  89  31,102,014  

其中海洋領域部分 76 件 1803.8 萬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150 萬元 2 件/42.66 萬元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2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燒燙傷口癒合組合物(抗菌胜肽epinecidin-1 

/pardaxin 當作燒燙傷抑菌劑之開發) 
食科系 

吳彰哲

老師 
美國 發明 

2 

抗微生物胜肽用於治療胃潰瘍的用途(USE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FOR 

TREATMENT OF GASTRIC ULCERS) 

食科系 
吳彰哲

老師 
美國 發明 

105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42 萬 6,6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食科系 龔瑞林老師 6 

2 食科系 吳彰哲老師 30 

3 食科系 陳冠文老師 6.66 
 

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本系教師積極申請專利計畫，目前提出技轉計 2 件，分別為蔡敏郎老師及潘

崇良老師。蔡國珍老師已有技轉案件辦理中。 

具體

改善

措施 

協助教師提出專利申請，加強與廠商互動並協助廠商，提出技轉。 

 

(二) 水產養殖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次/ 30 人 51 人次/ 32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水產養殖學系 29 19 22 13 5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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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 8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水產養殖學

系 

4 2 1 1 0 0 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人 8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水產養殖學系 6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特殊系所) 

0 人 

(特殊系所)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特殊系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特殊系所) 
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水產養殖學系 4 0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人/0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 就讀系所 
105 學年

新生人數 

水產養殖學系 2 

水產養殖學系碩士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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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外籍學生主要來源為就讀本系之「國際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之外籍

學生，本專班係以邦交國之學生為主要招生來源，105 學年度就讀學生人數未達

預定目標之原因，可能由於目前政府外交困境、邦交國減少以及國合會援外計劃

（如漁技團）減少，而影響申請案數量，以致無法達到預定的招生人數。 

具體

改善

措施 

除加強本專班之招生宣傳(比如透過畢業系友協助宣傳)外，也需提升其他外籍學

生之招生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0 人 6 人/3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養殖系 

104-2 6 

105-1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5 人 1 隊/40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辦理「2016 養殖生物科技營」，參與學員情形如下： 

學員所屬學校 學員人數 

二信高中 2 

大直高中 1 

中和高中 1 

中崙高中 1 

台南海事 3 

平鎮高中 1 

再光高中 1 

旭光高中 2 

西松高中 1 

明道高中 1 

東山高中 1 

建功高中 1 

政大附中 1 

培德家商 1 

基隆海事 8 

基隆商工 1 

崇光女子高中 1 

掁聲高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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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高中 1 

僑泰高中 1 

嘉義高中 1 

國三畢業生 1 

雙溪高中 1 

關西高中 1 

蘇澳海事 5 

總計 40 
 

具體

成果 

計有 25 所高中職學校，40 位學員參加本營隊，藉以增進學員們對水產養殖及本

學系以及學校的認識與了解。 

落後

原因

說明 

全國大專院校為增加招生來源及校系宣傳成效，各校系辦理各種營隊之數量與日

俱增，所以各營隊招生之排擠效應難免增加，但為能持續辦理此營隊，不論參加

人數多寡，學生們都儘力辦理，讓營隊各項活動圓滿達成。 

具體
改善
措施 

除繼續努力辦理好每年的「養殖生物科技營」外，會再請本營隊的執行團隊再加

強宣導，另外也會請海事相關學校之養殖科協助營隊之招生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藉由本系舉辦營隊之際，於 105 年 3 月 30 日寄送營隊活動文宣及系簡介至全國各

高中職校計 259 所，進行招生宣傳。 

具體

成果 
提昇本系與高中職校之聯結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04.30 於本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舉辦「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會人數計 33 人。 

105.08.20 於本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舉辦「新生說明會暨家長日活動」，與會人數

計 95 人。 

具體

成果 

使新生們能更佳瞭解本系，並提升其就讀意願。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1,200 萬元 7 件/1,280 萬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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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總計 7 件，金額為 1,280,0000 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養殖系 張清風 
臺法(FR)國合計畫－神經胜肽在海洋

動物之研究(2/4) 
3,15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周信佑 
魚類虹彩病毒新型疫苗研發和機制探

討 (兩岸合作研究)(2/3) 
1,200,0 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吳貫忠 
魚類雌雄同體兩性性腺分化發育的機

制研究(兩岸合作研究)(2/3) 
1,8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龔紘毅 
魚類抗病的分子機理及良種選育研究

(兩岸合作研究)(2/3) 
1,2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張清風 
臺法(FR)國合計畫－ 經胜?在海洋動

物之研究(3/4) 
3,15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郭金泉 
臺俄(RU)國 計畫－ 息於台灣與庫

頁島櫻鮭的遺傳結構(3/3) 
6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養殖系 陳瑤湖 

永續水產養殖合作-國際合作研究暨

培訓計畫(三)：加強產官、學、研之 

繫、協調與共同發展(1/1) 

1,7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6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Immunomodulator "mushroom beta glucan' induces Wnt/ catenin signalling and 

improves wound recovery in tilapia and rat skin: a histopathological study (USA) 

2. Additions to the taiwan eel fauna with five newly recorded species of moray eels 

(anguilliformes: muraenidae), and redescription of a rare species Gymnothorax 

sagmacephalus (Malaysia) 

3. Genetic mapping and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nalysis of growth-related traits in the 

small abalone Haliotis diversicolor using restriction-site-associated DNA 

sequencing (Peoples R China) 

4. Activation of brain steroidogenesis and neurogenesis during the gonadal 

differentiation in protandrous black porgy,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France) 

5.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yields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longfang moray, Enchelynassa canina (Anguilliformes: Muraenidae) (Malaysia) 

6. Complete mitogenome of two moray eels of Gymnothorax formosus and Scuticaria 

tigrina (Anguilliformes: Muraenidae) (Malaysia)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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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2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養殖系 大學部 張  雯 105/09/01-106/05/23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2 養殖系 碩  士 楊詩涵 105/03/31-106/ 3/3  日本 琉球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13 人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詳情如下： 
 

學生別 姓名 時間 地點 參加會議名稱 

碩士生 葉蔓儒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碩士生 陳稚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碩士生 鄭顥生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碩士生 郭惟綸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碩士生 鍾曜澤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碩士生 黃淑芬 105.06.20-105.06.24 
南韓首爾，

高麗大學 

The 8th Congress of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博士生 林倩如 105.06.28-105.07.02 瑞典哥德堡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sh 

endocrinology 

博士生 左淳熙 105.06.26~105.06.30 
美國緬因州 

波特蘭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ish & 

Shellfish Immunology 

博士生 蘇豐傑 105.06.26~105.06.30 
美國緬因州 

波特蘭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ish & 

Shellfish Immunology 

碩士生 曾鐿潔 105.12.01~105.12.03 中國廈門 
第七屆全國石斑魚類繁

育與養殖產業化論壇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 

*學發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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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本組多 8 位：葉蔓儒、陳稚、鄭顥生、郭惟綸、鍾曜澤、黃淑芬、林倩如、曾

鐿潔 

比系所多 3 位：王安妮、范尼思、高萊拉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5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養殖系共計 5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詳情如下：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養殖系 學士 吳郁玹 105.04-106.03 日本 九州大學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部別 姓名 時間 地點 性質 

學士 游睿軒 105.07.06-105.07.27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交流 

學士 蔡翁音 105.07.06-105.07.27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交流 

學士 郭毓琦 105.07.06-105.07.27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交流 

學士 張  雯 105.07.06-105.07.27 日本、東京海洋大學 交流 

具體

成果 
拓展學生視野，提昇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6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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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大三(為期二個月)之「水產養殖實習」課程，屬海外實習人數計 5 人，如下： 

海外實習地點 人數 

浙江水產技術總站及水產檢驗中心 4 

香港海洋公園 1 

2.大四(為期六個月)之「水產養殖產業實習」課程，屬海外實習人數計 1 人，如下： 

海外實習地點 人數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順德廠 1 
 

具體

成果 

拓展學生視野，提昇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人 63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學生報考多益英檢情形如下： 

年級/部別 大學部 碩士班 總計 

1 1 1 2 

2 3 3 6 

3 17 - 17 

4 37 - 37 

5 1 - 1 

總計 59 4 63 
 

具體

成果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 2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學生通過多益英檢情形如下： 

序號 部別 年級 中文姓名 總成績 考試日期 

1 大學部 三 趙佳音 960 105.11.19 

2 大學部 三 周沛思 860 105.11.19 

3 大學部 一 林奕辰 855 105.11.19 

4 大學部 四 朱慧君 815 105.11.19 

5 大學部 三 王雅婷 805 105.11.19 

6 大學部 四 李嘉銜 800 105.11.19 

7 大學部 四 彭尹暄 780 105.11.19 

8 大學部 三 許樂其 740 105.05.14 

484



117 

9 大學部 三 YIP WAI LOON 710 105.05.14 

10 大學部 四 潘俊仁 705 105.05.14 

11 大學部 四 賴佑昇 660 105.11.19 

12 大學部 四 張僑耘 655 105.05.14 

13 大學部 三 張亞竹 625 105.05.14 

14 大學部 四 鍾秉錡 625 105.11.19 

15 大學部 四 馬明晧 620 105.05.14 

16 大學部 四 林佳勳 585 105.11.19 

17 大學部 四 鄭媛婷 580 105.05.14 

18 碩士班 二 PEAN JUDE 580 105.11.19 

19 大學部 三 何欣容 575 105.05.14 

20 大學部 二 蔡佩珊 575 105.11.19 

21 大學部 四 黃憲笠 575 105.11.19 

22 大學部 二 蕭若葳 560 105.05.14 

23 大學部 二 胡棨芸 560 105.05.14 

24 大學部 四 謝宗澤 560 105.11.19 
 

具體

成果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養殖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大三(為期二個月)之「水產養殖實習」課程。 

2. 大四(為期六個月)之「水產養殖產業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5 人 78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大學部三年級「水產養殖實習」實習單位及實習人數如下： 

實習單位 實習人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淡水繁養殖研究新(竹北)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成功)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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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3 

中央研究院臨海工作站(宜蘭) 3 

新北市政府貢寮種苗繁殖場 2 

澎湖縣政府水產種苗繁殖場 5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6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7 

林美家水族貿易公司 2 

欣昌錦鯉養殖場 4 

海豐飼料公司 1 

雲林口湖曾燦煌養殖戶 2 

德灃生物科技 1 

澄澔水族貿易公司 2 

麒麟水族館 1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7 

浙江水產技術總站及水產檢驗中心 4 

香港海洋公園 1 

總計 74 

大學部四年級「水產養殖產業實習」實習單位及實習人數如下： 

實習單位 實習人數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學甲廠) 3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順德廠) 1 

總計 4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家 16 家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與產業結盟情形如下：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南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佃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斯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漁仁企業 

芝林企業公司 

柏登生醫有限公司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拉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五九精品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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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水族館 

北海岸養殖場 

海豐飼料股份有限公司 

BOSS 魟魚廠 

余力企業有限公司 

具體

成果 

增進產學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無開設創業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15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序號 論文名稱 

1 
荊眼刺尻魚人工孵化繁殖與飼料中不同蛋白質及油脂含量對斑紋蓋刺魚

幼魚成長與活存之研究 

2 
白蝦 Litopenaeus vannamei 接受馬尾藻萃取物引發之內源性物質對其先天

性免疫反應 

3 
以四種酵母菌發酵褐藻銅藻及紅藻細基龍鬚菜酸解液生產生質酒精之研

究 

4 海洋活性物質 surfactin 抗腫瘤及抗老化之研究 

5 
瓜子鱲種魚繁殖表現評估及大豆粉與發酵豆粉取代魚粉對瓜子鱲幼魚成

長之影響 

6 不同飼料來源對大和米蝦卵巢發育成熟之影響 

7 鱸鰻鰻線疾病防治及其幼苗細菌性口服疫苗開發研究 

8 飼料中添加雨生紅球藻對眼斑海葵魚活存、成長及呈色之影響 

9 抽濾及添加益生菌對文蛤養殖之應用 

10 海洋活性物質 surfactin 應用於抗光老化和保濕之研究 

11 大黃對病原菌抑制能力與點帶石斑非特異性免疫反應之影響 

12 四種水質處理劑對水中孔雀綠及還原型孔雀綠去除之影響 

13 三種水質處理劑對水中氯黴素去除之影響 

14 
飼料中吳郭魚蛋白水解物和大豆蛋白水解物取代魚粉對點帶石斑魚成長

之影響 

15 飼料中以台灣魚粉和發酵味精粕取代秘魯魚粉對點帶石斑成長之影響 
 

具體

成果 

使學術成果能應用於產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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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2 人次 1 隊/70 人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團體組--參加 105 年大專生物盃-女籃項目獲第 4 名。 

2. 另分別參加男籃、男排、女排、壘球、羽球等項目，參加人員約 70 人。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們團隊精神。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篇 47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結果數：47 

(從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您已檢索：地址：(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Aquaculture) 

時間範圍: 2016。索引：SCI-EXPANDED。 

具體

成果 

本系教師在學術與研究之表現有良好之成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300 次 9,530 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引用文獻報告：510 

(從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您已檢索：地址：(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Aquaculture) 

找到的結果：510 

被引用次數總和：9530 

被引用次數總和(不含自我引用)：8505 

引用文獻：6437 

引用文獻(不含自我引用)：6132 

每個項目平均引用次數：18.69 

h-index：49 

具體

成果 

本系教師在學術與研究之表現有良好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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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件 4,200 萬元/ 

25 件 4,200 萬元 

474 件 10,493.4 萬元/ 

56 件 9,821.92 萬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474 件，總金額計 104,934,040 元。 

海洋相關計畫共計 56 件，總計 98,219,16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養殖系 18  26,207,000  30  41,799,000  426  36,928,040  474  104,934,040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養殖系 18  26,207,000  30  41,799,000  8  30,213,160  56 98,219,16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120 萬元 0 件/126 萬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126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養殖系 冉繁華老師 50 

2 養殖系 陳建初老師 25 

3 養殖系 冉繁華老師 21 

4 養殖系 冉繁華老師 30 
 

落後

原因

說明 

專利申請程序及時間均較為冗長，有時無法估計申請獲證時間。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老師們將其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或進行技轉，讓研究成果得以實際應用於

產業。 

 

(三)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次/ 5 人 15 人次/7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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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生科系 11 7 4 0 15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6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6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0 0 1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4 人 7 人/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7 0 7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1 學期無陸生交換生選擇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藉由學生、教師至大陸參與研討會或赴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時，鼓勵陸生申請本

系交換學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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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1 有 3 位外國學生申請就讀本系碩、博士班，審核皆獲通過。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申請學位別 國籍 

ARITONANG IMELDA 

MARGARETHA 

 
碩士 Indonesia 

BASTA SIMANULLANG  碩士 Indonesia 

WAMYU CRISTINE APRILIASTA BR 

PINEM 

 
碩士 Indo esia 

1052 有 3 位外國學生申請就讀本系碩、博士班，審核皆獲通過。 

序號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申請學位別 國籍 

1 Thai Kieu Ngan  碩士 Vietnam 

2 Novi Irmanoa 諾菲 博士 Indonesia 

3 Shailaja Milind Alai  博士 India 

尚未接獲國際處通知學生入學通知。 

具體

改善

措施 

藉由教師至國外參與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時，鼓勵外國學生申請就讀本系碩、

博士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年度未有外籍生申請本系交換學生。 

具體
改善
措施 

藉由學生、教師至國外參與研討會或赴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時，鼓勵外國學生申

請本系交換學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35 人 2 隊/3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7 月 7 日舉辦「基改食品黃豆食品檢驗營隊」，教師以投影片簡介目前全

球與台灣基改食品現況，基改食品標示，以及基改食品安全與倫理隱憂，並在

講解與播放影片結束後，與高中生同學討論彼此觀點，使學習有雙向的互動，

強化高中生思考空間。 

2. 105 年 7 月 12 日舉辦「重金屬奈米檢測科技尖兵營」，環境污染的問題到現在

一直是值得擔心的問題，其中重金屬汙染對人體有很大的傷害，因此本系設計

一個簡單操作的檢驗實驗，讓高中生進行並了解重金屬汙染的重要性，希望藉

此活動能使高中生深思環境污染的議題，使此問題不再只是出現在課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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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特色營隊資訊相關網址： 

http://lms.ls.ntou.edu.tw/club/dbb 

2. 營隊活動剪影網址： 

  http://lms.ls.ntou.edu.tw/board.php?courseID=291&f=show&albumID=43 

http://lms.ls.ntou.edu.tw/board.php?courseID=291&f=show&albumID=45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次營隊辦理時間與高中生返校時間撞期，許多已報名同學，通知無法來參與本 

次營隊。 

具體
改善
措施 

營隊辦理時間與高中生返校時間錯開，並加強營隊活動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與高中聯結度配合活動如下表： 

學校 參訪點 日期 

國立中正高中 

(師生共約 40 人) 

生科院會議室進

行生科系所簡介 

105 年 5 月 25 日(三) 

13：00 ~ 16：00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八斗高中 

(師生共約 295 人) 

生科系實驗室參

訪 

105 年 06 月 17 日（五） 

13：00 ~ 16：30 
 

具體

成果 
增加對高中生的曝光度與近距離招生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4 月 30 日舉辦「2016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計有 5 名新鮮人

暨 16 名家長與會，共計 21 人。 

2. 105 年 8 月 20 日舉辦「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共計 61 名大一

新生與家長參與。  

具體

成果 

1. 105 年 4 月 30 日舉辦「2016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剪影：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667239836460 

2. 105 年 8 月 20 日「105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剪影：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671581282830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80 萬元 1件/140萬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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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件/140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生科系 鄒文雄 
鯽、鯉低氧適應的遺傳基礎與分子機

制(兩岸合作研究) 
1,4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1 篇。 

具體

成果 

Synthesis of Self-Assembled Spermidine-Carbon Quantum Dots Effective against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作者:Li, YJ (Li, Yu-Jia)[ 1 ] ; Harroun, SG (Harroun, Scott G.)[ 2 ] ; Su, YC (Su, 

Yu-Chia)[ 3 ] ; Huang, CF (Huang, Chun-Fang)[ 3 ] ; Unnikrishnan, B (Unnikrishnan, 

Binesh)[ 1 ] ; Lin, HJ (Lin, Han-Jia)[ 1 ] ; Lin, CH (Lin, Chia-Hua)[ 4 ] ; Huang, CC 

(Huang, Chih-Ching)[ 1,5,6 ]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卷: 5 期: 19 頁碼: 2545-2554 出版

日期: OCT 2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生科系 大學部 汪育安 105/08/19-106/05/20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11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11 人。 

具體

成果 

 科系 年級 姓名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補助單位 

1 生科系 碩 2 毛儒毅 
105/03/06-

105/03/16 

美國亞特蘭

大 

匹茲堡分析化學與應用光

譜會議 
科技部、海大 

2 生科系 碩 2 賴佩欣 
105/03/06-

105/03/16 

美國亞特蘭

大 

匹茲堡分析化學與應用光

譜會議 
科技部、海大 

3 生科系 碩 2 張家寅 
105/03/06-

105/03/16 

美國亞特蘭

大 

匹茲堡分析化學與應用光

譜會議 
科技部、海大 

4 生科系 碩 1 蔡翔宇 
105/06/05-

105/06/09 
美國聖安東 第 64 屆美國質譜年會 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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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Li,%20YJ&dais_id=1467780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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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Huang,%20CF&dais_id=200615596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3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Unnikrishnan,%20B&dais_id=200627323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Lin,%20HJ&dais_id=15115719&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Lin,%20CH&dais_id=1500527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4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R1qJWkvaYQNz5mVKJU6&author_name=Huang,%20CC&dais_id=509967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5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qid=4&SID=R1qJWkvaYQNz5mVKJU6&page=1&doc=1#addressWOS:0003871585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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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奧 

5 生科系 碩 1 江泰頣 
105/06/05-

105/06/09 

美國聖安東

尼奧 
第 64 屆美國質譜年會 海大 

6 生科系 碩 1 洪國明 
105/06/05-

105/06/09 

美國聖安東

尼奧 
第 64 屆美國質譜年會 海大 

7 生科系 大 3 賴庭琇 
105/08/01-

105/08/09 
泰國曼谷 

第 11屆亞洲漁業和水產養

殖論壇 

教師計畫款、

海大 

8 生科系 大 3 張文馨 
105/08/01-

105/08/09 
泰國曼谷 

第 11屆亞洲漁業和水產養

殖論壇 

教師計畫款、

海大 

9 生科系 博 6 何宗南 
105/09/01-

105/09/11 

西班牙塞維

爾 

歐洲毒理學學會第 52屆大

會 
科技部、海大 

10 生科系 博 7 郭柏志 
105/09/03-

105/09/18 
義大利羅馬 

第四屆多胺類國際研討會:

在生化學與生理學以及臨

床醫學的遠景 

科技部、海大 

11 生科系 碩 1 陳韻曲 
105/09/03-

105/09/18 
義大利羅馬 

第四屆多胺類國際研討會:

在生化學與生理學以及臨

床醫學的遠景 

傑出人才基金

會、海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為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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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無海外實習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39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求如下(103學年度起適用-1051課委會通過)：  

(1) 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2) 英語畢業門檻為： 

2.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3.英語畢業門檻為： 

(1) 多益 600 分（比照多益 60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通過。 

(2) 必須先參與英檢測驗，並附上成績單佐證，通過者即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沒

通過者則可加修 1 門進階英文課程（列入畢業學分）。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報考英檢 39 名同學名單： 

學期 中文姓名 年級 學號 聽力 閱讀 總成績 

1042 學期 陳駱瑋 四 0013B043 365 355 720 

1042 學期 王建崙 四 0013b009 260 350 610 

1042 學期 蔡翔任 四 0013B042 285 345 630 

1042 學期 范郡庭 二 0033B035 285 245 530 

1042 學期 李東陽 一 1043B019 190 130 320 

1042 學期 陳偉江 四 0013B047 265 225 490 

1042 學期 蕭鈺銘 四 0013B011 360 370 730 

1042 學期 陳宜卿 三 0023B014 270 260 530 

1042 學期 陳威宇 四 0013B017 235 250 485 

1042 學期 梁博任 四 0013B024 240 245 485 

1042 學期 胡祐華 四 0013B015 290 250 540 

1042 學期 王俊淇 四 0013B030 240 240 480 

1042 學期 江岱洹 一 0043B016 305 325 630 

1042 學期 吳佩珊 三 0033B209 285 265 550 

1042 學期 林芝宇 二 0033B025 325 365 690 

1042 學期 劉祐蓁 四 0023B204 300 225 525 

1042 學期 廖唯廷 三 0033B202 310 245 555 

1042 學期 汪宗霆 四 0013B045 425 345 770 

1051 學期 何止喬 四 0023b006 230 200 430 

1051 學期 盛威智 四 0023B031 240 310 550 

1051 學期 郭芸萱 四 0023B007 320 265 585 

1051 學期 簡浩楠 二 0043B046 320 190 510 

1051 學期 韓邦傑 四 0023B033 255 305 560 

1051 學期 劉庭志 四 0023B037 235 210 445 

495



128 

1051 學期 魏湘樺 四 0033B211 320 245 565 

1051 學期 賴庭琇 四 0023B038 295 215 510 

1051 學期 張珮筠 四 0023B022 300 245 545 

1051 學期 蘇威霖 一 0053B023 320 265 585 

1051 學期 張文馨 四 0023B036 375 270 645 

1051 學期 林知諭 四 0023B027 495 370 865 

1051 學期 周裕盛 四 0023B035 225 230 455 

1051 學期 王珠貴 四 0023B020 270 285 555 

1051 學期 楊孟勳 四 0023B013 255 250 505 

1051 學期 李東陽 二 1043B019 250 145 395 

1051 學期 林子傑 二 0043B040 300 210 510 

1051 學期 陳虹儒 四 0023B015 220 245 465 

1051 學期 黃健順 四 0023B039 270 210 480 

1051 學期 朱育嫺 四 0023B030 250 335 585 

1051 學期 黃椿育 三 0033B004 250 255 50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18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求如下(103學年度起適用-1051課委會通過)： 

(1) 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2) 英語畢業門檻為： 

2.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3.英語畢業門檻為： 

(1) 多益 600 分（比照多益 60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通過。 

(2) 必須先參與英檢測驗，並附上成績單佐證，通過者即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沒

通過者則可加修 1 門進階英文課程（列入畢業學分）。 

4.積極推廣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同學可利用學號及密碼登入，點選有興趣之課程

進行自學。網址為： http://www.ntou.edu.tw/files/11-1000-1218.php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通過校門檻多益 550 分之 18 位同學名單： 

學期 中文姓名 年級 學號 聽力 閱讀 總成績 

1042 學期 陳駱瑋 四 0013B043 365 355 720 

1042 學期 王建崙 四 0013b009 260 350 610 

1042 學期 蔡翔任 四 0013B042 285 345 630 

1042 學期 蕭鈺銘 四 0013B011 360 370 730 

1042 學期 江岱洹 一 0043B016 305 325 630 

1042 學期 吳佩珊 三 0033B209 285 265 550 

1042 學期 林芝宇 二 0033B025 325 365 690 

1042 學期 廖唯廷 三 0033B202 310 245 555 

1042 學期 汪宗霆 四 0013B045 425 345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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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學期 盛威智 四 0023B031 240 310 550 

1051 學期 郭芸萱 四 0023B007 320 265 585 

1051 學期 韓邦傑 四 0023B033 255 305 560 

1051 學期 魏湘樺 四 0033B211 320 245 565 

1051 學期 蘇威霖 一 0053B023 320 265 585 

1051 學期 張文馨 四 0023B036 375 270 645 

1051 學期 林知諭 四 0023B027 495 370 865 

1051 學期 王珠貴 四 0023B020 270 285 555 

1051 學期 朱育嫺 四 0023B030 250 335 58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2 門 

執行單位 生科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產業實習」2 門課。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於每年寒、暑假期間至各企業或政府相關單位實習，實習結束經心得報

告評定及格者，獲得此門課一學分，讓學生能有機會將學校所學靈活運用到現場，

產業界如：海生館、臺灣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天基百鷗、中研院、水生生物研究

中心與保育中心、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社區醫學科研中心、正一特殊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威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機關單位，藉以考驗、磨練學生的能力，此課程

之開設，讓同學們能為提早進入職場做準備，也讓產業能培育所需人才，達到學

用合一之目標。實習機構指派相關人員擔任輔導人員，指導實習生學習，提供專

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職場倫理、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之訓練與輔導。

另系教師擔任輔導老師，赴實習機構訪視實習生實習狀況，並視實習生需求，提

供協助與輔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38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薦送學生赴產業實習合作：105 年實習列表如下： 

實習單位、天數 人數 國內外 小計 

SGS、威健生技公司(1 個月)(105/1~105/2) 2 

國內 38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社區醫學科研中心(1 學

期)(105/3~105/7，105/9～105/12)(每週 1 天) 
25 

中華海洋、全興國際、太極光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2 個月)(105/7~105/8) 
3 

中研院細生所等(2 個月)(105/7~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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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運用企業提供良好場所，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及勤勞樸實的精神。 

2. 「在工作中學習」，對理論與實務之結合產生更深的體認。 

3. 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4. 訓練學生自食其力、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 增進報告寫作能力及表達能力。 

6. 培養學生在工作上、生活上獨當一面的處事能力及提升競爭力，畢業後容易進

入職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5 家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度本系與產業結盟，薦送學生赴產業實習合作：5 家。 

（1）SGS 臺灣檢驗股份有限公司（2）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3）中華海洋

（4）太極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5）威健生技公司 

2. 教師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2 家。 

*教務處審核為 5 家 

具體

成果 

詳細資料： 

1. 薦送學生赴產業實習合作：105 年實習列表如下： 

實習單位、天數 人數 國內外 小計 

SGS、威健生技公司(1 個月)(105/1~105/2) 2 

國內 38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社區醫學科研中心(1 學

期)(105/3~105/7，105/9～105/12)(每週 1 天) 
25 

中華海洋、全興國際、太極光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2 個月)(105/7~105/8) 
3 

中研院細生所等(2 個月)(105/7~8 月) 4 

2. 教師與企業產學合作： 

教師 

姓名 

與產業 

合作日期 
合作產業名稱 與產業合作項目 合作成果 

林翰佳 
104.07.01-1

06.03.01 
贏創工業集團 

評估使用 

PLEXIGLAS®  

PMMA 製造之光反

應器應用於紅球藻培

養的優勢 

建教合作計畫，

600,000 元 

黃志清 
104.08.01-1

05.07.31 

日祥生命科學

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功能化金奈米粒

子於快速基因檢測平

台開發 

計畫編號：MOST 

104-2622-M-019-0

01 -CC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0 人 2 門/73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1 學期：生物科技與產業（課號：M3B0146N），修課人數 62 人。 

2. 1051 學期：生技產業財務及法務管理概論（課號：B3B031SM），修課人數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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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利用暑假三週時間，開設與生技創業有關的課程「生物科技與產業」，內容涵

蓋生技專業知識以及財務，法務等實務面的課程，讓同學可以接觸一般課程所

沒有介紹的內涵，並組成創業團隊進行實務體驗。 

2. 「生物科技與產業課程」相關介紹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oudbb/posts/110911977244843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博士班學生顏紹傑執行與德商贏創集團之建教合作專題計畫。 

具體

成果 

研究 UVA 照射可增加紅球藻產生蝦紅素的量，成果整理成一份報告，準備投稿

國際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 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所無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落後

原因

說明 

系學會與其他同學未組隊參與校外競賽。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同學組隊參與校外競賽，如鼓勵同學組隊參加「生物產業創新創業競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37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SCI 論文發表總篇數為 37 篇。 

具體

成果 

依 Web of science 系統查詢結果，本系教師 105 年 SCI 論文發表期刊共計 37 篇(查

詢日期：106 年 2 月 6 日)。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00 次 5,733 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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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共計 5,733 次。 

具體

成果 

依 Web of science 系統查詢結果，本系教師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共計 5,733 次(查

詢日期：106 年 1 月 18 日)。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件 800 萬元/ 

3 件 200 萬元 

20件 2,604.6萬元/ 

7 件 780 萬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0 件，總金額計 26,046,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生科系 17  23,646,000  0  0  3  2,400,000  20  26,046,000  

與海洋相關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生科系 4 5,400,000 0 0 3 2,400,000 7 7,8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200 萬元 3 件/0 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3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以生物性原料製備螢光粉之方法 生科系 林秀美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2 新穎奈米粒子及其應用 生科系 黃志清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3 以摻雜鑭系金屬之中孔材料作為

製成敷料作為促進毛髮生長劑 
生科系 林秀美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落後

原因

說明 

專利申請程序及時間較為冗長，較難估計申請通過時間。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其研究成果申請專利與技轉，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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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1 人 9 人次/ 7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海洋生物研究所 6 6 3 1 9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海洋生物研究所 2 0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有 2 位外籍生通過入學申請，1 位為印度籍 Senthil Murugan，另一位為印度尼

西亞籍 Novi Irmania，Senthil Murugan 因家庭因素，保留入學資格，預計 1061 學

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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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請國際處在 1061 學期入學前，通知學生入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0 人 4 人/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海生所 

104-2 4 

105-1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1 隊/31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7 月 12 日在貢寮「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辦理「北臺灣海洋生態科學

營」，共計有 20 位高中生、11 位大學生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無辦理新生家長活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80 萬元 1 件/199.4 萬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總計 1 件，金額為 1,994,000 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海生所 林綉美 

臺法(FR)國合計畫－西太平洋海洋紅

藻造礁珊瑚藻多樣性及生物地理起源

探討(3/3) 

1,994,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篇 33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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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Web of science(WOS)調查本所教師 SCI 論文總篇數為 60 篇，與國外學者專

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共計 33 篇。 

具體

成果 

編號 內容 

1 

標題: Detection of malformations in sea urchin plutei exposed to mercuric chloride using 

different fluorescent techniques   

作者: Buttino, I (Buttino, Isabella);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Romano, G (Romano, 

Giovanna); Sun, CK (Sun, Chi-Kuang); Liu, TM (Liu, Tzu-Ming); Pellegrini, D (Pellegrini, 

David); Gaion, A (Gaion, Andrea); Sartori, D (Sartori, Davide) 

2 

標題: Miniaturized Cultivation of Microbiota for Antimalarial Drug Discovery   

作者: Waterman, C (Waterman, Carrie); Calcul, L (Calcul, Laurent); Beau, J (Beau, Jeremy); 

Ma, WS (Ma, Wai Sheung); Lebar, MD (Lebar, Matthew D.); von Salm, JL (von Salm, 

Jacqueline L.); Harter, C (Harter, Charles); Mutka, T (Mutka, Tina); Morton, LC (Morton, 

Lindsay C.); Maignan, P (Maignan, Patrick); Barisic, B (Barisic, Betty); van Olphen, A (van 

Olphen, Alberto); Kyle, DE (Kyle, Dennis E.); Vrijmoed, L (Vrijmoed, Lilian); Pang, KL 

(Pang, Ka-Lai); Pearce, CJ (Pearce, Cedric J.); Baker, BJ (Baker, Bill J.) 

3 

標 題 : Why one species in New Zealand, Pugetia delicatissima (Kallymeniaceae, 

Rhodophyta), should become two new genera, Judithia gen. nov and Wendya gen. nov.   

作者: D'Archino, R (D'Archino, Roberta); Lin, SM (Lin, Showe-Mei); Gabrielson, PW 

(Gabrielson, Paul W.); Zuccarello, GC (Zuccarello, Giuseppe C.) 

4 

標題 : Connectivity of the squat lobsters Shinkaia crosnieri (Crustacea: Decapoda: 

Galatheidae) between cold seep and hydrothermal vent habitats   

作者: Yang, CH (Yang, Chien-Hui); Tsuchida, S (Tsuchida, Shinji); Fujikura, K (Fujikura, 

Katsunori); Fujiwara, Y (Fujiwara, Yoshihiro); Kawato, M (Kawato, Masaru); Chan, TY 

(Chan, Tin-Yam) 

5 

標題 : Developmental morphology and phylogeny of Paraglossum amsleri sp nov. 

(Delesseriaceae, Rhodophyta), a species from Antarctica previously known as Delesseria 

lancifolia   

作者: Lin, SM (Lin, Show-Mei); Hommersand, MH (Hommersand, Max H.) 

6 

標題 : Green-synthesised nanoparticles from Melia azedarach seeds and the cyclopoid 

crustacean Cyclops vernalis: an eco-friendly route to control the malaria vector Anopheles 

stephensi?   

作者: Anbu, P (Anbu, Priya);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Panneerselvam, C (Panneerselvam, Chellasamy);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Alarfaj, AA (Alarfaj, Abdullah A.); Munusamy, MA (Munusamy, Murugan A.); Higuchi, A 

(Higuchi, Akon);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Kumar, S (Kumar, Suresh);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7 

標題: Phylogeny of Stenopodidea (Crustacea : Decapoda) shrimps inferred from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genes reveals non-monophyly of the families Spongicolidae and Stenopididae 

and most of their composite genera   

作者: Chen, CL (Chen, Chien-Lin); Goy, JW (Goy, Joseph W.);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Felder, DL (Felder, Darryl L.);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an, TY (Chan, Tin-Yam) 

8 

標題: A new mud lobster of the genus Thalassina Latreille, 1806 (Crustacea: Decapoda: 

Gebiidea: Thalassinidae) from marine seagrass beds in Dongsha (Pratas) Island, South China 

Sea   

作者: Lin, FJ (Lin, Feng-Jiau);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an, TY (Chan, Tin-Yam) 

9 

標題: Phylogeny of Stenopodidea (Crustacea : Decapoda) shrimps inferred from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genes reveals non-monophyly of the families Spongicolidae and Stenopididae 

and most of their composite genera (vol 30, pg 479, 2016)   

作者: Chen, CL (Chen, Chien-Lin); Goy, JW (Goy, Joseph W.);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Felder, DL (Felder, Darryl L.);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an, TY (Chan, Tin-Yam) 

10 

標題: First records of Lithodes longispina Sakai, 1971 (Crustacea: Decapoda: Anomura: 

Lithodidae) from southwestern Taiwan, including a site in the vicinity of a cold seep   

作者: Wang, TW (Wang, Teng-Wei); Ahyong, ST (Ahyong, Shane T.); Chan, TY (Chan, 

Tin-Yam) 

11 

標題: 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Apocyclops royi (Copepoda, 

Cyclopoida)   

作者: Pan, YJ (Pan, Yen-Ju); Souissi, A (Souissi, Anissa); Souissi, S (Souissi, Sami); 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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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Hwang, Jiang-Shiou) 

12 

標題: Bio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cute toxicity of Berberis tinctoria-fabricated silver 

nanoparticles against the Asian tiger mosquito, Aedes albopictus, and the mosquito predators 

Toxorhynchites splendens and Mesocyclops thermocyclopoides   

作者 : Kumar, PM (Kumar, Palanisamy Mahesh);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Kovendan, K (Kovendan, Kalimuthu); Amerasan, 

D (Amerasan, Duraisamy); Chandramohan, B (Chandramohan, Balamurug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Alsalhi, MS (Alsalhi, Mohamad Saleh); Devanesan, S (Devanesan, Sandhanasamy); Wei, H 

(Wei, Hui); Kalimuthu, K (Kalimuthu, Kandasamy);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Lo 

Iacono, A (Lo Iacono, Annalisa);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13 

標題: Globospongicola jiaolongi Jiang, Kou & Li, 2015, a junior subjective synonym of G. 

spinulatus Komai & Saito, 2006 (Crustacea: Decapoda: Stenopodidea: Spongicolidae)   

作者: Wang, TW (Wang, Teng-Wei);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en, CL (Chen, 

Chien-Lin); Chan, TY (Chan, Tin-Yam) 

14 

標題: Fungal community analysis in the deep-sea sediments of the Pacific Ocean assessed by 

comparison of ITS, 18S and 28S ribosomal DNA regions   

作者: Xu, W (Xu, Wei); Luo, ZH (Luo, Zhu-Hua); Guo, SS (Guo, Shuangshuang); Pang, KL 

(Pang, Ka-Lai) 

15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ltai osman Oreoleuciscus humilis 

Warpachowski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Liu, GD (Liu, Guo-Di); Shen, CN (Shen, Chia-Ning); 

Prokofiev, AM (Prokofiev, Artem M.) 

16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giant stone loach Triplophysa siluroides 

(Cypriniformes: Balitor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Liu, GD (Liu, Guo-Di); Prokofiev, AM (Prokofiev, Artem 

M.) 

17 

標題 : "Symmetrical" hermit crabs of the family Pylochelidae (Crustacea: Decapoda: 

Anomura) collected by the "BIOPAPUA" and "PAPUA NIUGINI" expeditions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with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作者: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an, TY (Chan, Tin-Yam) 

18 

標題: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ics across population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thermal resistance in marine snails   

作者: Wang, W (Wang, Wei); Hui, JHL (Hui, Jerome H. L.); Williams, GA (Williams, Gray 

A.); Cartwright, SR (Cartwright, Stephen R.);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u, KH 

(Chu, Ka Hou) 

19 

標題: Redescription of Rhinogobius similis Gill 1859 (Gobiidae: Gobionellinae), the type 

species of the genus Rhinogobius Gill 1859, with designation of the neotype   

作者: Suzuki, T (Suzuki, Toshiyuki); Shibukawa, K (Shibukawa, Koichi); Senou, H (Senou, 

Hiroshi); Chen, IS (Chen, I-Shiung) 

20 

標題: Influence of Kuroshio water on the annual copepo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an estuary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作者: Tseng, LC (Tseng, Li-Chun); Hsiao, SH (Hsiao, Shih-Hui); Sarkar, SK (Sarkar, Santosh 

Kumar); Bhattacharya, BD (Bhattacharya, Bhaskar Deb); Chen, QC (Chen, Qing-Chao);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21 

標題: LARVAL DEVELOPMENT TO THE NINTH ZOEAL STAGE OF HETEROCARPUS 

ABULBUS YANG, CHAN AND CHU, 2010 (DECAPODA: CARIDEA: PANDALIDAE), A 

DEEP-WATER SHRIMP WITH HIGH FISHERY POTENTIAL   

作者: Jiang, GC (Jiang, Guo-Chen); Landeira, JM (Landeira, Jose Maria); Shih, TW (Shih, 

Tung-Wei); Chan, TY (Chan, Tin-Yam) 

22 

標題: Multifractal anisotropic swimming: the optimal foraging behaviour of grouper larvae   

作者: Mahjoub, MS (Mahjoub, M. S.); Dur, G (Dur, G.); Souissi, S (Souissi, S.); Schmitt, FG 

(Schmitt, F. G.); Hwang, JS (Hwang, J. S.) 

23 

標題 : Overripening of eggs and changes in reproductive hormones in the threespine 

stickleback, Gasterosteus aculeatus   

作者 : Roufidou, C (Roufidou, Chrysoula); Sebire, M (Sebire, Marion); Katsiadaki, I 

(Katsiadaki, Ioanna); Mustafa, A (Mustafa, Arshi); Schmitz, M (Schmitz, Monika); Mayer, I 

(Mayer, Ian); Shao, YT (Shao, Yi Ta); Borg, B (Borg, Bertil) 

24 
標題: Families of Sordariomycetes   

作者: Maharachchikumbura, SSN (Maharachchikumbura, Sajeewa S. N.); Hyde, KD (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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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 Jones, EBG (Jones, E. B. Gareth); McKenzie, EHC (McKenzie, E. H. C.); Bhat, 

JD (Bhat, Jayarama D.); Dayarathne, MC (Dayarathne, Monika C.); Huang, SK (Huang, 

Shi-Ke); Norphanphoun, C (Norphanphoun, Chada); Senanayake, IC (Senanayake, Indunil 

C.); Perera, RH (Perera, Rekhani H.); Shang, QJ (Shang, Qiu-Ju); Xiao, YP (Xiao, Yuanpin); 

D'souza, MJ (D'souza, Melvina J.); Hongsanan, S (Hongsanan, Sinang); Jayawardena, RS 

(Jayawardena, Ruvishika S.); Daranagama, DA (Daranagama, Dinushani A.); Konta, S 

(Konta, Sirinapa); Goonasekara, ID (Goonasekara, Ishani D.); Zhuang, WY (Zhuang, 

Wen-Ying); Jeewon, R (Jeewon, Rajesh); Phillips, AJL (Phillips, Alan J. L.); Abdel-Wahab, 

MA (Abdel-Wahab, Mohamed A.); Al-Sadi, AM (Al-Sadi, Abdullah M.); Bahkali, AH 

(Bahkali, Ali H.); Boonmee, S (Boonmee, Saranyaphat); Boonyuen, N (Boonyuen, 

Nattawut); Cheewangkoon, R (Cheewangkoon, Ratchadawan); Dissanayake, AJ 

(Dissanayake, Asha J.); Kang, JC (Kang, Jichuan); Li, QR (Li, Qi-Rui); Liu, JK (Liu, Jian 

Kui); Liu, XZ (Liu, Xing Zhong); Liu, ZY (Liu, Zuo-Yi); Luangsa-Ard, JJ (Luangsa-Ard, J. 

Jennifer); Pang, KL (Pang, Ka-Lai); Phookamsak, R (Phookamsak, Rungtiwa); Promputtha, I 

(Promputtha, Itthayakorn); Suetrong, S (Suetrong, Satinee); Stadler, M (Stadler, Marc); Wen, 

T (Wen, Tingchi); Wijayawardene, NN (Wijayawardene, Nalin N.) 

25 

標題: The Origin of Large-Bodied Shrimp that Dominate Modern Global Aquaculture   

作者: Robalino, J (Robalino, Javier); Wilkins, B (Wilkins, Blake);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Chan, TY (Chan, Tin-Yam); O'Leary, MA (O'Leary, 

Maureen A.) 

26 

標題: Eco-friendly drugs from the marine environment: spongeweed-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are highly effective on Plasmodium falciparum and its vector Anopheles 

stephensi, with little non-target effects on predatory copepods   

作者: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Panneerselvam, C (Panneerselvam, Chellasamy);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Wang, L (Wang, L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Roni, M (Roni, Mathath); Higuchi, A (Higuchi, Ako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27 

標題: On the genus Trachysalambria Burkenroad, 1934 (Crustacea, Decapoda, Penaeidae),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species   

作者: Chan, TY (Chan, Tin-Yam); Cleva, R (Cleva, Regis); Chu, KH (Chu, Ka Hou) 

28 

標題 : Fabrication of nano-mosquitocides using chitosan from crab shells: Impact on 

non-target organism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作者 :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Anitha, J (Anitha, Jaganath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Rajaganesh, R (Rajaganesh, 

Rajapandian); Chandramohan, B (Chandramohan, Balamurugan);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Paulpandi, M (Paulpandi, Manickam); Vadivalagan, C 

(Vadivalagan, Chitravel); Amuthavalli, P (Amuthavalli, Pandiyan); Wang, L (Wang, Lan);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Wei, H (Wei, Hui); Alsalhi, MS (Alsalhi, Mohamad 

Saleh); Devanesan, S (Devanesan, Sandhanasamy); Kumar, S (Kumar, Suresh); Pugazhendy, 

K (Pugazhendy, Kannaiyan); Higuchi, A (Higuchi, Ako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29 

標題: Fatty acid production of tropical thraustochytrids from Malaysian mangroves   

作者: Ou, MC (Ou, Mei-Cing); Yeong, HY (Yeong, Hui-Yin); Pang, KL (Pang, Ka-Lai); 

Phang, SM (Phang, Siew-Moi) 

30 

標題: 'Marine fungi' and 'marine-derived fungi' in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research: Toward 

a new consensual definition   

作者: Pang, KL (Pang, Ka-Lai); Overy, DP (Overy, David P.); Jones, EBG (Jones, E. B. 

Gareth); Calado, MD (Calado, Maria da Luz); Burgaud, G (Burgaud, Gaetan); Walker, AK 

(Walker, Allison K.); Johnson, JA (Johnson, John A.); Kerr, RG (Kerr, Russell G.); Cha, HJ 

(Cha, Hyo-Jung); Bills, GF (Bills, Gerald F.) 

31 

標題: Chloroplast genomes as a tool to resolve red algal phylogenies: a case study in the 

Nemaliales   

作者: Costa, JF (Costa, Joana F.); Lin, SM (Lin, Showe-Mei); Macaya, EC (Macaya, Erasmo 

C.); Fernandez-Garcia, C (Fernandez-Garcia, Cindy); Verbruggen, H (Verbruggen, Heroen) 

32 

標題: Climate-driven winter variations of Calanus sinicus abundan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作者: Molinero, JC (Molinero, Juan Carlos); Tseng, LC (Tseng, Li-Chun); Lopez-Lopez, L 

(Lopez-Lopez, Lucia); Sommer, U (Sommer, Ulrich); Souissi, S (Souissi, Sam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33 
標題: Unusual sequence features and gene rearrangements of primitive crabs revealed by 

thre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Dromi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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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i, GH (Shi, Guohui); Cui, ZX (Cui, Zhaoxia); Hui, M (Hui, Min); Liu, Y (Liu, 

Yuan); Chan, TY (Chan, Tin-Yam); Song, CW (Song, Chengwen)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程一駿老師與博士生曾鉦琮於 105年 2月 25～3月 5日前往秘魯利馬省參與「國

際海龜生態暨保育年會」，程老師張貼一張海報。 

2. 林綉美老師與博士生劉麗嘉於 105 年 6 月 18～24 日前往丹麥參加「2016 年國

際海藻學會年會」，博士生劉麗嘉發表一篇論文，題目為：「Species Diversity and 

Phylogeny of Crustose Coralline Algae from Algal Reefs in Northern Taiwan」。 

3. 邵奕達老師與博士生魏志安於 105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前往瑞典斯德哥爾

摩參加「第 8 屆國際魚類內分泌研討會」並張貼海報，題目為「The Genes that 

Associate with the Photoperiod-Induced Sexual Maturation in Three-Spined 

Stickleback (Gasterosteus aculeatus) at the Brain Level」。 

4. 黃將修老師與博士生開汀妮於 105年 8月 3～7日前往泰國曼谷參加「11th Asia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orum (11AFAF)」並發表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無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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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程一駿老師與博士生曾鉦琮於 105年 2月 25～3月 5日前往秘魯利馬省參與「國

際海龜生態暨保育年會」與學術交流。 

2. 林綉美老師與博士生劉麗嘉於 105 年 6 月 18～24 日前往丹麥參加「2016 年國

際海藻學會年會」與學術交流。 

3. 邵奕達老師與博士生魏志安於 105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前往瑞典斯德哥爾

摩參加「第 8 屆國際魚類內分泌研討會」與學術交流。 

4. 黃將修老師與博士生開汀妮於 105年 8月 3～7日前往泰國曼谷參加「11th Asia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orum (11AFAF)」與學術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無海外實習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1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生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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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無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6 家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師與企業產學合作： 

1. 程一駿老師：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2. 程一駿老師：海龜印符工作室 

3. 黃將修老師：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 黃將修老師：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 黃將修老師：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 劉秀美老師：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具體

成果 
提供本所老師產學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2 人 1 門/6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1 學期課程名稱：海洋生物資源保育 

2. 開課教師：程一駿老師 

3. 修課人數：6 人 

具體

成果 

公司名稱： 

1.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2. 海龜印符工作室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無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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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 人次 1 隊/58 人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 年 3 月 7～11 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八屆水環境科學研究高

校聯盟研討會」，有本校、香港大學與廈門大學師生參加，共計約有 58 位師生參

加此研討會。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篇 63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Web of science(WOS)調查本所教師 SCI 論文總篇數為 63 篇。 

具體

成果 

編號 內容 

1 標題: Detection of malformations in sea urchin plutei exposed to mercuric chloride using 

different fluorescent techniques   

作者: Buttino, I (Buttino, Isabella);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Romano, G (Romano, 

Giovanna); Sun, CK (Sun, Chi-Kuang); Liu, TM (Liu, Tzu-Ming); Pellegrini, D (Pellegrini, 

David); Gaion, A (Gaion, Andrea); Sartori, D (Sartori, Davide) 

2 標題: Miniaturized Cultivation of Microbiota for Antimalarial Drug Discovery   

作者: Waterman, C (Waterman, Carrie); Calcul, L (Calcul, Laurent); Beau, J (Beau, Jeremy); 

Ma, WS (Ma, Wai Sheung); Lebar, MD (Lebar, Matthew D.); von Salm, JL (von Salm, 

Jacqueline L.); Harter, C (Harter, Charles); Mutka, T (Mutka, Tina); Morton, LC (Morton, 

Lindsay C.); Maignan, P (Maignan, Patrick); Barisic, B (Barisic, Betty); van Olphen, A (van 

Olphen, Alberto); Kyle, DE (Kyle, Dennis E.); Vrijmoed, L (Vrijmoed, Lilian); Pang, KL 

(Pang, Ka-Lai); Pearce, CJ (Pearce, Cedric J.); Baker, BJ (Baker, Bill J.) 

3 標題: Diversity of yeast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 surface microlayer and underlying water 

along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作者: Chang, CF (Chang, Chin-Feng); Lee, CF (Lee, Ching-Fu); Lin, KY (Lin, Kao-Yung); 

Liu, SM (Liu, Shiu-Mei) 

4 標 題 : Why one species in New Zealand, Pugetia delicatissima (Kallymeniaceae, 

Rhodophyta), should become two new genera, Judithia gen. nov and Wendya gen. nov.   

作者: D'Archino, R (D'Archino, Roberta); Lin, SM (Lin, Showe-Mei); Gabrielson, PW 

(Gabrielson, Paul W.); Zuccarello, GC (Zuccarello, Giuseppe C.) 

5 標題 : Connectivity of the squat lobsters Shinkaia crosnieri (Crustacea: Decapoda: 

Galatheidae) between cold seep and hydrothermal vent habitats   

作者: Yang, CH (Yang, Chien-Hui); Tsuchida, S (Tsuchida, Shinji); Fujikura, K (Fujikura, 

Katsunori); Fujiwara, Y (Fujiwara, Yoshihiro); Kawato, M (Kawato, Masaru); Chan, TY 

(Chan, Tin-Yam) 

6 標題: A FURTHER RECORD OF THE RARE HIPPOLYTID SHRIMP LEONTOCARIS 

LAR KEMP, 1906 (DECAPODA, CARIDEA) FROM THE CELTIC SEA, OFF 

NORTH-WESTERN FRANCE   

作者: Chan, TY (Chan, Tin-Yam); Van Den Beld, IMJ (Van Den Beld, Inge M. J.); De Grave, 

S (De Grave, Sammy 

7 標題 : Developmental morphology and phylogeny of Paraglossum amsleri sp nov. 

(Delesseriaceae, Rhodophyta), a species from Antarctica previously known as Delesseria 

lancifolia   

作者: Lin, SM (Lin, Show-Mei); Hommersand, MH (Hommersand, Max H.) 

8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Holland's spinibarbel Spinibarbus hollandi 

Oshima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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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Bai, JC (Bai, Jia-Chin); Han, CC (Han, Chiao-Chuan); 

Fang, LS (Fang, Lee-Shing) 

9 標題 : Green-synthesised nanoparticles from Melia azedarach seeds and the cyclopoid 

crustacean Cyclops vernalis: an eco-friendly route to control the malaria vector Anopheles 

stephensi?   

作者: Anbu, P (Anbu, Priya);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Panneerselvam, C (Panneerselvam, Chellasamy);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Alarfaj, AA (Alarfaj, Abdullah A.); Munusamy, MA (Munusamy, Murugan A.); Higuchi, A 

(Higuchi, Akon);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Kumar, S (Kumar, Suresh);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10 標題: Phylogeny of Stenopodidea (Crustacea : Decapoda) shrimps inferred from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genes reveals non-monophyly of the families Spongicolidae and Stenopididae 

and most of their composite genera   

作者: Chen, CL (Chen, Chien-Lin); Goy, JW (Goy, Joseph W.);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Felder, DL (Felder, Darryl L.);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an, TY (Chan, Tin-Yam) 

11 標題 : OCCURRENCE OF THE RARE LOBSTER PALINUSTUS UNICORNUTUS 

BERRY, 1979 (DECAPODA, PALINURIDAE) IN TAIWAN   

作者: Chan, TY (Chan, Tin-Yam); Lin, CC (Lin, Chih-Chun); Jeng, MS (Jeng, Ming-Shou) 

12 標題: A new mud lobster of the genus Thalassina Latreille, 1806 (Crustacea: Decapoda: 

Gebiidea: Thalassinidae) from marine seagrass beds in Dongsha (Pratas) Island, South China 

Sea   

作者: Lin, FJ (Lin, Feng-Jiau);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an, TY (Chan, Tin-Yam) 

13 標題: Phylogeny of Stenopodidea (Crustacea : Decapoda) shrimps inferred from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genes reveals non-monophyly of the families Spongicolidae and Stenopididae 

and most of their composite genera (vol 30, pg 479, 2016)   

作者: Chen, CL (Chen, Chien-Lin); Goy, JW (Goy, Joseph W.);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Felder, DL (Felder, Darryl L.);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an, TY (Chan, Tin-Yam) 

14 標題: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Nobia grandis Sowerby, 1839 ( Cirripedia: Sessilia): the 

first report from the coral- inhabiting barnacles family Pyrgomatidae   

作者: Shen, X (Shen, Xin); Chan, BKK (Chan, Benny Kwok Kan);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15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Chinese rod gugeon Abbottina rivularis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Liu, GD (Liu, Guo-Di); Chen, IS (Chen, I-Shiung); Zhu, JQ (Zhu, Jun-Quan); Shen, 

CN (Shen, Chia-Ning) 

16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redigoby Redigobius bikolanus 

(Perciformes, Gobiidae)   

作者: Huang, SP (Huang, Shih-Pin); Shen, CN (Shen, Chia-Ning); Chen, IS (Chen, I-Shiung) 

17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small sliver gugeon Squalidus gracilis 

(Teleostei, Cyprinidae)   

作者: Liu, GD (Liu, Guo-Di); Chen, IS (Chen, I-Shiung); Zhu, JQ (Zhu, Jun-Quan); Shen, 

CN (Shen, Chia-Ning) 

18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spotted hidden-teeth goby Apocryptodon 

punctatus Tomiyama (Perciformes, Gobiidae)   

作者: Wen, ZH (Wen, Zhong-Han); Chen, IS (Chen, I-Shiung) 

19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Kinmen's population of endangered 

minnow Metzia mesembrinum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from Taiwan   

作者: Jang-Liaw, NH (Jang-Liaw, Nian-Hong); Wen, ZH (Wen, Zong-Han); Chen, IS (Chen, 

I-Shiung) 

20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Korean minnow Nipponocypris koreanus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Liu, YW (Liu, Yu-Wei); Huang, SP (Huang, Shih-Pin); 

Shen, CN (Shen, Chia-Ning) 

21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Hoeven's mullet-goby Hemigobius hoevenii 

(Bleeker) (Teleostei, Gobiidae)   

作者: Huang, SP (Huang, Shih-Pin); Shen, CN (Shen, Chia-Ning); Chen, IS (Chen, I-Shiung) 

22 標題: First records of Lithodes longispina Sakai, 1971 (Crustacea: Decapoda: Ano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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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odidae) from southwestern Taiwan, including a site in the vicinity of a cold seep   

作者: Wang, TW (Wang, Teng-Wei); Ahyong, ST (Ahyong, Shane T.); Chan, TY (Chan, 

Tin-Yam) 

23 標題: 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Apocyclops royi (Copepoda, 

Cyclopoida)   

作者: Pan, YJ (Pan, Yen-Ju); Souissi, A (Souissi, Anissa); Souissi, S (Souissi, Sam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24 標題: Bio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cute toxicity of Berberis tinctoria-fabricated silver 

nanoparticles against the Asian tiger mosquito, Aedes albopictus, and the mosquito predators 

Toxorhynchites splendens and Mesocyclops thermocyclopoides   

作者 : Kumar, PM (Kumar, Palanisamy Mahesh);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Kovendan, K (Kovendan, Kalimuthu); Amerasan, 

D (Amerasan, Duraisamy); Chandramohan, B (Chandramohan, Balamurug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Alsalhi, MS (Alsalhi, Mohamad Saleh); Devanesan, S (Devanesan, Sandhanasamy); Wei, H 

(Wei, Hui); Kalimuthu, K (Kalimuthu, Kandasamy);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Lo 

Iacono, A (Lo Iacono, Annalisa);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25 標題: Globospongicola jiaolongi Jiang, Kou & Li, 2015, a junior subjective synonym of G. 

spinulatus Komai & Saito, 2006 (Crustacea: Decapoda: Stenopodidea: Spongicolidae)   

作者: Wang, TW (Wang, Teng-Wei);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en, CL (Chen, 

Chien-Lin); Chan, TY (Chan, Tin-Yam) 

26 標題: Community Structure of Macrobiota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in Shallow Water 

Hydrothermal Vents off Kueishan Island, Taiwan   

作者: Chan, BKK (Chan, Benny Kwok Kan); Wang, TW (Wang, Teng-Wei); Chen, PC 

(Chen, Pin-Chen); Lin, CW (Lin, Chia-Wei); Chan, TY (Chan, Tin-Yam);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27 標 題 : Phylomitogenomic analyses strongly support the sister relationship of the 

Chaetognatha and Protostomia   

作者: Shen, X (Shen, Xin); Sun, S (Sun, Song); Zhao, FQ (Zhao, Fang Qing); Zhang, GT 

(Zhang, Guang Tao); Tian, M (Tian, Mei);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Wang, JF (Wang, 

Jin Feng); Chu, KH (Chu, Ka Hou) 

28 標題: Fungal community analysis in the deep-sea sediments of the Pacific Ocean assessed by 

comparison of ITS, 18S and 28S ribosomal DNA regions   

作者: Xu, W (Xu, Wei); Luo, ZH (Luo, Zhu-Hua); Guo, SS (Guo, Shuangshuang); Pang, KL 

(Pang, Ka-Lai) 

29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Fujian rod gugeon Microphysogobio 

fukienensis (Nichols)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Yang, XG (Yang, Xiao-Gai); Chen, IS (Chen, I-Shiung); Ren, YP (Ren, Yi-Ping); Shen, 

CN (Shen, Chia-Ning) 

30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whiskered eel goby Taenioides cirratus 

( Perciformes, Gobioidei)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Wen, ZH (Wen, Zong-Han) 

31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emminck's minnow Nipponocypris 

temminckii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Tsai, WL (Tsai, Wei-Lun); Huang, SP (Huang, Shih-Pin); 

Chen, HM (Chen, Hong-Ming) 

32 標題 :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ltai osman Oreoleuciscus humilis 

Warpachowski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Liu, GD (Liu, Guo-Di); Shen, CN (Shen, Chia-Ning); 

Prokofiev, AM (Prokofiev, Artem M.) 

33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giant stone loach Triplophysa siluroides 

(Cypriniformes: Balitoridae)   

作者: Chen, IS (Chen, I-Shiung); Liu, GD (Liu, Guo-Di); Prokofiev, AM (Prokofiev, Artem 

M.) 

34 標題: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fire coral-inhabiting barnacle Megabalanus 

ajax (Sessilia: Balanidae): gene rearrangements and atypical gene content   

作者: Shen, X (Shen, Xin); Chu, KH (Chu, Ka Hou); Chan, BKK (Chan, Benny Kwok Kan);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35 標題 : "Symmetrical" hermit crabs of the family Pylochelidae (Crustacea: Decapoda: 

Anomura) collected by the "BIOPAPUA" and "PAPUA NIUGINI" expeditions in the Pap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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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uinea, with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作者: Komai, T (Komai, Tomoyuki); Chan, TY (Chan, Tin-Yam) 

36 標題: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ics across population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thermal resistance in marine snails   

作者: Wang, W (Wang, Wei); Hui, JHL (Hui, Jerome H. L.); Williams, GA (Williams, Gray 

A.); Cartwright, SR (Cartwright, Stephen R.);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u, KH 

(Chu, Ka Hou) 

37 標題: Redescription of Rhinogobius similis Gill 1859 (Gobiidae: Gobionellinae), the type 

species of the genus Rhinogobius Gill 1859, with designation of the neotype   

作者: Suzuki, T (Suzuki, Toshiyuki); Shibukawa, K (Shibukawa, Koichi); Senou, H (Senou, 

Hiroshi); Chen, IS (Chen, I-Shiung) 

38 標題: Influence of Kuroshio water on the annual copepo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an estuary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作者: Tseng, LC (Tseng, Li-Chun); Hsiao, SH (Hsiao, Shih-Hui); Sarkar, SK (Sarkar, Santosh 

Kumar); Bhattacharya, BD (Bhattacharya, Bhaskar Deb); Chen, QC (Chen, Qing-Chao);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39 標題: LARVAL DEVELOPMENT TO THE NINTH ZOEAL STAGE OF HETEROCARPUS 

ABULBUS YANG, CHAN AND CHU, 2010 (DECAPODA: CARIDEA: PANDALIDAE), A 

DEEP-WATER SHRIMP WITH HIGH FISHERY POTENTIAL   

作者: Jiang, GC (Jiang, Guo-Chen); Landeira, JM (Landeira, Jose Maria); Shih, TW (Shih, 

Tung-Wei); Chan, TY (Chan, Tin-Yam) 

40 標題: Multifractal anisotropic swimming: the optimal foraging behaviour of grouper larvae   

作者: Mahjoub, MS (Mahjoub, M. S.); Dur, G (Dur, G.); Souissi, S (Souissi, S.); Schmitt, FG 

(Schmitt, F. G.); Hwang, JS (Hwang, J. S.) 

41 標題 : Overripening of eggs and changes in reproductive hormones in the threespine 

stickleback, Gasterosteus aculeatus   

作者 : Roufidou, C (Roufidou, Chrysoula); Sebire, M (Sebire, Marion); Katsiadaki, I 

(Katsiadaki, Ioanna); Mustafa, A (Mustafa, Arshi); Schmitz, M (Schmitz, Monika); Mayer, I 

(Mayer, Ian); Shao, YT (Shao, Yi Ta); Borg, B (Borg, Bertil) 

42 標題: Families of Sordariomycetes   

作者: Maharachchikumbura, SSN (Maharachchikumbura, Sajeewa S. N.); Hyde, KD (Hyde, 

Kevin D.); Jones, EBG (Jones, E. B. Gareth); McKenzie, EHC (McKenzie, E. H. C.); Bhat, 

JD (Bhat, Jayarama D.); Dayarathne, MC (Dayarathne, Monika C.); Huang, SK (Huang, 

Shi-Ke); Norphanphoun, C (Norphanphoun, Chada); Senanayake, IC (Senanayake, Indunil 

C.); Perera, RH (Perera, Rekhani H.); Shang, QJ (Shang, Qiu-Ju); Xiao, YP (Xiao, Yuanpin); 

D'souza, MJ (D'souza, Melvina J.); Hongsanan, S (Hongsanan, Sinang); Jayawardena, RS 

(Jayawardena, Ruvishika S.); Daranagama, DA (Daranagama, Dinushani A.); Konta, S 

(Konta, Sirinapa); Goonasekara, ID (Goonasekara, Ishani D.); Zhuang, WY (Zhuang, 

Wen-Ying); Jeewon, R (Jeewon, Rajesh); Phillips, AJL (Phillips, Alan J. L.); Abdel-Wahab, 

MA (Abdel-Wahab, Mohamed A.); Al-Sadi, AM (Al-Sadi, Abdullah M.); Bahkali, AH 

(Bahkali, Ali H.); Boonmee, S (Boonmee, Saranyaphat); Boonyuen, N (Boonyuen, 

Nattawut); Cheewangkoon, R (Cheewangkoon, Ratchadawan); Dissanayake, AJ 

(Dissanayake, Asha J.); Kang, JC (Kang, Jichuan); Li, QR (Li, Qi-Rui); Liu, JK (Liu, Jian 

Kui); Liu, XZ (Liu, Xing Zhong); Liu, ZY (Liu, Zuo-Yi); Luangsa-Ard, JJ (Luangsa-Ard, J. 

Jennifer); Pang, KL (Pang, Ka-Lai); Phookamsak, R (Phookamsak, Rungtiwa); Promputtha, I 

(Promputtha, Itthayakorn); Suetrong, S (Suetrong, Satinee); Stadler, M (Stadler, Marc); Wen, 

T (Wen, Tingchi); Wijayawardene, NN (Wijayawardene, Nalin N.) 

43 標題: The Origin of Large-Bodied Shrimp that Dominate Modern Global Aquaculture   

作者: Robalino, J (Robalino, Javier); Wilkins, B (Wilkins, Blake); Bracken-Grissom, HD 

(Bracken-Grissom, Heather D.); Chan, TY (Chan, Tin-Yam); O'Leary, MA (O'Leary, 

Maureen A.) 

44 標題: Eco-friendly drugs from the marine environment: spongeweed-synthes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are highly effective on Plasmodium falciparum and its vector Anopheles 

stephensi, with little non-target effects on predatory copepods   

作者: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Panneerselvam, C (Panneerselvam, Chellasamy);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Madhiyazhagan, P (Madhiyazhagan, Par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Wang, L (Wang, L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Roni, M (Roni, Mathath); Higuchi, A (Higuchi, Ako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45 標題: On the genus Trachysalambria Burkenroad, 1934 (Crustacea, Decapoda, Penaeidae),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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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an, TY (Chan, Tin-Yam); Cleva, R (Cleva, Regis); Chu, KH (Chu, Ka Hou) 

46 標題: A simplified, economical, and robust light trap for capturing benthic and pelagic 

zooplankton   

作者: Chan, BKK (Chan, Benny K. K.); Shao, KT (Shao, Kwang-Tsao); Shao, YT (Shao, 

Yi-Ta); Chang, YW (Chang, Yen-Wei) 

47 標題: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ssemblages of ichthyoplankton during summ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作者: Lin, HY (Lin, Han-Yang); Chiu, MY (Chiu, Mei-Yun); Shih, YM (Shih, Yu-Ming); 

Chen, IS (Chen, I-Shiung); Lee, MA (Lee, Ming-An); Shao, KT (Shao, Kwang-Tsao) 

48 標題 : Fabrication of nano-mosquitocides using chitosan from crab shells: Impact on 

non-target organisms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作者 : Murugan, K (Murugan, Kadarkarai); Anitha, J (Anitha, Jaganathan); Dinesh, D 

(Dinesh, Devakumar); Suresh, U (Suresh, Udaiyan); Rajaganesh, R (Rajaganesh, 

Rajapandian); Chandramohan, B (Chandramohan, Balamurugan); Subramaniam, J 

(Subramaniam, Jayapal); Paulpandi, M (Paulpandi, Manickam); Vadivalagan, C 

(Vadivalagan, Chitravel); Amuthavalli, P (Amuthavalli, Pandiyan); Wang, L (Wang, Lan);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Wei, H (Wei, Hui); Alsalhi, MS (Alsalhi, Mohamad 

Saleh); Devanesan, S (Devanesan, Sandhanasamy); Kumar, S (Kumar, Suresh); Pugazhendy, 

K (Pugazhendy, Kannaiyan); Higuchi, A (Higuchi, Akon); Nicoletti, M (Nicoletti, Marcello); 

Benelli, G (Benelli, Giovanni) 

49 標題: Fatty acid production of tropical thraustochytrids from Malaysian mangroves   

作者: Ou, MC (Ou, Mei-Cing); Yeong, HY (Yeong, Hui-Yin); Pang, KL (Pang, Ka-Lai); 

Phang, SM (Phang, Siew-Moi) 

50 標題: Complete Mitochondrial Reveals a New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on the Brackish 

Water Goby Mugilogobius Group (Teleostei: Gobiidae: Gobionellinae)   

作者: Huang, SP (Huang, Shih-Pin); Chen, IS (Chen, I-Shiung); Jang-Liaw, NH (Jang-Liaw, 

Nian-Hong); Shao, KT (Shao, Kwang-Tsao); Yung, MMN (Yung, Mana M. N.) 

51 標題: 'Marine fungi' and 'marine-derived fungi' in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research: Toward 

a new consensual definition   

作者: Pang, KL (Pang, Ka-Lai); Overy, DP (Overy, David P.); Jones, EBG (Jones, E. B. 

Gareth); Calado, MD (Calado, Maria da Luz); Burgaud, G (Burgaud, Gaetan); Walker, AK 

(Walker, Allison K.); Johnson, JA (Johnson, John A.); Kerr, RG (Kerr, Russell G.); Cha, HJ 

(Cha, Hyo-Jung); Bills, GF (Bills, Gerald F.) 

52 標題: Chloroplast genomes as a tool to resolve red algal phylogenies: a case study in the 

Nemaliales   

作者: Costa, JF (Costa, Joana F.); Lin, SM (Lin, Showe-Mei); Macaya, EC (Macaya, Erasmo 

C.); Fernandez-Garcia, C (Fernandez-Garcia, Cindy); Verbruggen, H (Verbruggen, Heroen) 

53 標題: Multilocus approach reveals cryptic lineages in the goby Rhinogobius duospilus in 

Hong Kong streams: Role of paleodrainage systems in shaping marked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a city   

作者: Wu, TH (Wu, Tsz Huen); Tsang, LM (Tsang, Ling Ming); Chen, IS (Chen, I-Shiung); 

Chu, KH (Chu, Ka Hou) 

54 標題: Climate-driven winter variations of Calanus sinicus abundan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作者: Molinero, JC (Molinero, Juan Carlos); Tseng, LC (Tseng, Li-Chun); Lopez-Lopez, L 

(Lopez-Lopez, Lucia); Sommer, U (Sommer, Ulrich); Souissi, S (Souissi, Sam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55 標題: A new species of Rhinogobius (Teleostei: Gobiida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作者 : Huang, SP (Huang, Shih-Pin); Chen, IS (Chen, I-Shiung); Shao, KT (Shao, 

Kwang-Tsao) 

56 標題: Recruitment from an egg bank into the plankton in Baisha Bay, a mariculture base in 

Southern China   

作者: Wang, Q (Wang, Qing); Luan, LL (Luan, Lei-Lei); Chen, LD (Chen, Liang-Dong); 

Yuan, DN (Yuan, Dan-Ni); Liu, S (Liu, Sheng);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Yang, YF 

(Yang, Yu-Feng) 

57 標題: Host selection and preferences of coral symbiotic crab Tetralia rubridactyla   

作者: Limviriyakul, P (Limviriyakul, Parinya); Tseng, LC (Tseng, Li-Chun); Shih, TW (Shih, 

Tung-Wei); Hwang, JS (Hwang, Jiang-Shiou) 

58 標題: Unusual sequence features and gene rearrangements of primitive crabs revealed by 

thre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Dromiacea   

作者: Shi, GH (Shi, Guohui); Cui, ZX (Cui, Zhaoxia); Hui, M (Hui, Min); Liu, 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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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Chan, TY (Chan, Tin-Yam); Song, CW (Song, Chengwen) 

59 標題: Angiogenesis Inhibitors and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from Phoma sp NTOU4195   

作者 : Lee, MS (Lee, Ming-Shian); Wang, SW (Wang, Shih-Wei); Wang, GJ (Wang, 

Guei-Jane); Pang, KL (Pang, Ka-Lai); Lee, CK (Lee, Chin-Kuo); Kuo, YH (Kuo, 

Yueh-Hsiung); Cha, HJ (Cha, Hyo-Jung); Lin, RK (Lin, Ruo-Kai); Lee, TH (Lee, 

Tzong-Huei) 

60 標題 : New records of the rare pandalid shrimp Plesionika exigua (Rathbun, 1906) 

(Crustacea: Decapoda: Caride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作者: Chan, TY (Chan, Tin-Yam)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00 次 8,195 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106 年 1 月 20 日使用 Web of science(WOS)調查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本所教

師 SCI 論文歷年共被引用 8,195 次。 

具體

成果 

依據 Web of science(WOS)調查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件 500 萬元/ 

7 件 500 萬元 

33 件 4,840.9 萬元/ 

33 件 4,840.9 萬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33 件，總金額計 48,409,138 元，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同前。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生所 14  28,755,609  9  11,260,000  10  8,393,529  33  48,409,13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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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2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目前共有博二 2 名、博一 3 名學生，共有 4 篇論文與國外期刊或研討會發

表，其中 2 篇是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具體

成果 

1. Pei-Xin Lai, Chung-Wein Chen, Shih-Chun Wei, Tzu-Yu Lin, Hong-Jyuan Jian, 

Irving Po-Jung Lai, Ju-Yi Mao, Pang-Hung Hsu, Han-Jia Lin, Wen-Shyong Tzou, 

Shiow-Yi Chen, Scott G. Harroun, Jui-Yang Lai, Chih-Ching Huang. (2016). 

Ultrastrong trapping of VEGF by graphene oxide: Anti-angiogenesis application. 

Biomaterials 2016, 109, 1222. 

2. Chia-Lun Hsu, Chia-Wen Lien, Scott G. Harroun, Rini Ravindranath, Huan-Tsung 

Chang, Ju-Yi Mao and Chih-Ching Huang. (2016). Metal-deposited bismuth 

oxyiodide nanonetworks with tunable enzyme-like activity: sensing of mercury and 

lead ions. Mater. Chem. Front. 2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有 1 名學生於 104 年至日本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另有 1 名學已申請參加

106 年的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程 105 年度有 3 名博一生於 8 月入學，正在參與實驗室的實習。只有 1 名博

二生因家庭因素暫停學習，故造成落後。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有 1 名學生於 104 年至日本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另有 1 名學已申請參加

106 年的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程 105 年度有 3 名博一生於 8 月入學，正在參與實驗室的實習。只有 1 名博

二生因家庭因素暫停學習，故造成落後。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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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1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1 門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

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開設「實驗技術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需至海洋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老師

研究室實習至少四週，方能取得學分數。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有曾柏鈞同學取得本門課程學分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開設「實驗技術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需至海洋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老師

研究室實習至少四週，方能取得學分數。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有曾柏鈞同學、毛儒毅同學至中研院參與「實驗技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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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一)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人次/20 人 29人次/16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環漁系 24 15 5 1 29 16 
 

落後

原因

說明 

有關實際就讀本系碩士班人數比預定目標值少 4 人，係因學生以就業為最優先考

量，導致目標值落後。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報名期間由系辦公室針對有意願攻讀碩士學位之應屆畢業生告知本系各研究

室之研究特色，另瞭解其他學生取得學士學位後之生涯規劃；同時透過班會機

制，由系主任及導師再詳細說明攻讀碩士學位後對專業知識及就業之聯動性，

鼓勵應屆畢業生留在本系攻讀碩士學位。 

2. 公布碩士班錄取之放榜名單後，積極與錄取學生連繫，增加對本系之向心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7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環漁系 5 2 0 0 0 0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歷年均有僑生申請就讀，學生來源多為香港、澳門、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區，

至於 105 學年度並無僑生申請本系，推測可能與大陸地區轄屬大學在東南亞招生

有關。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強化本系教學、研究、服務網頁資訊，以及學生活動之動態資料，有利於僑生

之資料搜尋。 

2. 商請本系教師於出國學術訪問或開會，加強與僑生就讀之高中或大學聯繫，鼓

勵僑生申請至本系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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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3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環漁系 3 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4 人 5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學年

新生人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0 人 1人/1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環漁系 

104-2 1 

105-1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隊/40 人 2隊/42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共同舉辦「2016 漁業科學仔稚魚培訓班（寒假營

隊）」舉行日期為 105年 1月 29-31日之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活動對象為國、

高中學生，實際參與人數 30 人，解說海洋生態環境特性、季節性魚種來游種

類、釐清仔稚魚與魩鱙魚種之差異性。 
2. 特色營隊為「海海人生-海態營」，舉行日期為 105 年 7 月 4-6 日之三天兩夜的

營隊活動，實際參與人數 12 人，藉由舉辦暑期營隊，透過動態與靜態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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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使學員學習到更多海洋生態的知識，提高對於海洋的認知，也讓學員更

加接近海洋文化，一方面享受夏天的娛樂，一方面瞭解本系的研習內容以供升

學參考。 

具體

成果 

1. 強化海洋生態及海洋生物之正確觀念，從日常生活中建構海洋棲地保護觀念。 

2. 釐清海洋中有水就有魚的觀念，建立魚類是「偏存」於特定海域，而不是「遍

存」於整個海域。 

3. 打破攻讀漁業相關系所就是訓練漁民出海捕魚之錯誤傳統思維。 

4. 利用網路與紙本宣傳活動藉以提昇「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於高中端之能

見度，提升高中生於志願填寫與分發之意願。 

5. 使高中生能瞭解海洋、親近海洋，進而就讀本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次 6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鄭學淵老師於 105年 3月 9-13 日陪同張清風校長前往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尊

孔獨立中學、坤成中學、循人中學、巴生中華獨立中學、濱華中學、興華中學

及光華獨立中學等八所中學進行招生活動。 

2. 台北市中正高中 40名學生於 105 年 5月 25日參訪本系，由呂學榮主任進行本

校研究特色及本系教學、升學、就業等方向進行說明，作為選擇大學攻讀學士

學位之參考。 

3. 基隆市安樂高中、暖暖高中、八斗高中等 3 所高中共計 295 名學生於 105 年 6

月 17 日參訪本系，由呂學榮主任進行本校研究特色及本系教學、升學、就業

等方向進行說明，作為選擇大學攻讀學士學位之參考。 

4. 王佳惠老師於 105 年 8 月 4 日前往臺南市私立南光高中針對 320 名學生進行學校

特色與學群介紹。 

5. 鄭學淵老師於 105年 8月 14-19 日陪同張清風校長前往來西亞招生。 

6. 王佳惠老師於 105年 11月 18日前往桃園高中針對 80名學生進行本校校系教學及

研究特色介紹。 

具體

成果 

1. 提升本校及本校之知名度及曝光度。 

2. 使高中生提早瞭解本校各項軟硬體設施、教學研究設備，以及特色之教學研

究，以及未來之升學、就業方向。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年 4月 30日 Hi Young新生家長日活動共計有新生 13人、家長 15人參加，

合計 28 人。 

2. 105年 8月 20日新生家長日共計有新生 25人、家長 45 人參加，合計 70人。 

519



152 

具體

成果 

1. 提高新生之報到率與註冊率。 

2. 可使本校與本系有效與新生、家長進行溝通，瞭解新生與家長需求，以及本校

及本系可提供之協助。 

3. 建構新生成為大學新鮮人之心理建設，初步體驗大學生活。 

4. 瞭解本校教學、研究、圖書、社團、住宿等軟硬體設備。 

5. 說明本校整修男二舍導致基隆市學生、新北市、台北市之男生新生無法在宿舍

住宿，請新生及家長見諒。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篇 6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分別與日本東京大學、東北大學、鹿耳島大學、新加坡大學、吉里巴斯

共和國漁業與海洋資源發展部等單位合作 

具體

成果 

1. Shimada, T., Y. Chang and K.W. Lan (2016). Climatological features of surface 

winds blow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DOI: 10.1002/joc.4631. (SCI, IF=3.398, Ranking: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17/76=22%). 

2. Ng, P, K. L. and P. H. Ho* 2016. A new genus for Febia obtusidentata Dai, Feng, 

Song and Chen, 1980, a pea crab(Decapoda: Brachyura: Pinnotheridae) Symbiotic 

with the moon scallop Amusium pleuronectes (Linnaeus, 

1758)(Mollusca:Pectinidae).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 36(5):740751. 

3. Ng, P. K. L. and P. H. Ho 2016. Orthotheres bayou, a new species of pea crab 

(Crustacea: Brachyura: Pinnotheridae) associated with abalones from Tungsha 

Island, Taiwan; with notes on the genus.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64:229-241. 

4. Shih Y. J., J. H. Lee, P. H. Ho*, H. C. Liu, C. H. Wang, H. Suzuki and S. J. Teng. 

2016. Species diversity of fiddler crabs, genus Uca Leach, 1814 (Crustacea: 

Ocypodidae), from Taiwan and adjacent islands, with notes on the Japanese species. 

Zootaxa, 4083(1): 057-082 

5. Yen, K. W., N. J. Su, T. Teemari, M. A. Lee, H. J. Lu*, 2016, Predicting the catch 

potential of skipjack tuna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under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s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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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 C. H., J. L. Chen, N. Yagi, H. S. Lur, H. J. Lu*, 2016, Mitigating uncertainty 

and enhancing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in Taiwa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130: 355-372. 

(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 本系業在本系公佈欄、社群網站公布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等相關資訊，惟大學部學生及碩士班研究生擔心短期赴國外研修恐無

法如期畢業；另博士班研究生因近年來招生人數銳減，再加上研究時程規劃另

有安排，導致無人申請。 

2. 另部分學生考量家庭經濟問題導致無人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1. 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或班級社群聯絡網站加強宣導。 

2. 請指導教授鼓勵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

外進行短期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次 15人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共計有廖君佩、王怡甄、洪懿成、游紀汝、鄧勝元、楊佳宜、李蕙芳、許又

金、連俐植、陳明雯、賴詩涵、黃柏涵、侯清賢、黃鼎傑、馬英普等碩、博士生

前往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具體

成果 

1. 環漁系侯清賢博士生訂於 105 年 3 月 26-30 日前往日本東參加開公益社團法人

日本水產學會舉辦「平成 25年度日本水產學術春季大會」，發表「氣候變遷對

沿岸魚類群聚結構影響之分析-以日本富山灣定置網漁業為例（1963-2013年）」

論文 

2. 廖君佩博士生於105年5月22-29日前往韓國釜山發表Fishermen’s Perception on 

the Marin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the Northern Taiwan 學術論文。 

3. 王怡甄博士生於 105年 7月 25 日至 8月 2日前往中國北京參加 7th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Atmosphere, Ocean and Climate Change，並發表ESummer variation 

of fish larvae assemblage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f the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East China Sea 學術論文。 

4. 環漁系鄧勝元博士生、洪懿成碩士生、楊佳宜碩士生、李蕙芳碩士生於105年

10月13-17日前往日本東京參加「Firs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informatics (IAG’i)」定發表4篇學術論文。 

（1）鄧勝元  Modelling of Essential Fish Habitat for Acanthopagrus schlege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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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Remote Sensing, Spatial Analysis and GI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2）洪懿成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bacore(Thunnus alalunga) catch rate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vari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using GAM model 

（3）楊佳宜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fishing activity and essential fish habitat 

suitability of fingerling release specie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central Taiwan. 

學校生活費及機票補助。 

（4）李蕙芳  Investigation on the elvers catches of Japanese eel in relation to the 

velocity of  Western Pacific Kuroshio Current around the waters of Taiwan 

5. 環漁系鄧勝元博士生、王怡甄博士生、許又金碩士生於105年11月6-13日前往巴

西參加「2016 PORSEC國際研討會」發表5篇學術論文。 

（1）王怡甄  Later winter species assemblages of fish larvae and copepods in 

relation to the thermal front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2）許又金  Seasonal habitat suitability of immature and mature albacore tuna 

(Thunnus alalunga) in the Indian Ocean using the satellite data. 

（3）鄧勝元 Modelling of essential fish habitat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spatial 

analysis and fishery dynamic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6. 環漁系連俐植、陳明雯、賴詩涵、黃柏涵等4位碩士生於105年11月11-17日前往

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參加「5th Japan-Taiwan Ecology Workshop」發表4篇學術論

文。 

（ 1）連俐植   Validation of Primary Productivity Algorithm Derived from 

Multi-satellite data in the Water around Taiwan. 

（2）陳明雯  Environmental variations in relation to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cohort catch rate of longline fishery in the Indian Ocean . 

（3）賴詩涵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the fishing condition forecast of yellowfin 

tunas (Thunnus albacares) in the Pacific Ocean. 

（4）黃柏涵  Decadal variation of fish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mean trophic level 

in the north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7. 環漁系鄧勝元博士生於105年11月13-17日前往日本京都參加「5th Japan-Taiwan 

Ecology Workshop」並發表Seasonal Habitat Suitability of Essential Fish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and GIS學術論文。 

8. 環漁系侯清賢博士生、黃鼎傑碩士生、馬英普碩士生於105年11月21-25日前往

日本北海道漁業及海洋研究中心參加「第十屆亞洲水產聲學年會」發表3篇學

術論文。 

（1）侯清賢  A tank experiment analysis on the precision of size and abundance 

estimation using echo integration method. 

（2）黃鼎傑  Tank experiments on variation of target strength while conducting 

acoustic survey in wind farm area with tilt beam angle. 

（3）馬英普  The diel vertical migration of shrimp schools associated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the I-Lan Bay, Taiwan. 

9. 環漁系游紀汝博士生於 105年 12月 3日前往東京參加日本板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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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2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大學部四年級李依柔、吳佳怡於 105年 7月 4-15日前往中國廈門大學參加海洋環

境健康與安全之暑期研習營。 

具體

成果 

1. 瞭解大陸沿海地區對海洋環境保護的觀點。 

2. 深入瞭解大陸對海洋環境投入之研究及監測。 

3. 瞭解大陸地區對海洋環境健康與安全之高等教育重點及內容。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2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大學部四年級戴靖萱、張芷瑋於 105 年 7 月 3-30 日前往美國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參加美國詹姆斯麥迪遜暑期跨文化研習營。 

具體

成果 

1. 深入瞭解美國歷史文化、地方特色。 

2. 融入美國日常生活習慣及飲食特性。 

3. 從不同角度瞭解各國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之觀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4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環漁系林憲忠博士生於 105年 10月 23日及 106年 1月 8日前往日本長崎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 

2. 環漁系游紀汝博士生與葉書妤碩士生於 105年 11月 19 日前往日本沖繩參加

2016年「水族館和動物科學界在 21世紀的共同合作」研討會，並討論海洋生

物標本借閱及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3. 環漁系石郁筠、陸芊妤、林治瑜、李依柔等碩士生於 105年 12月 27日-106

年 1月 3日前往日本東京、長崎遊學，由本系畢業之留日攻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提供相關就學資訊。 

*國際處統計為 4人。 

具體

成果 

1. 解析生物紀錄科學資料，進行魚類行為之分析。。 

2. 強化本校與沖繩水族館之學術合作及交流。 

3. 瞭解日本風俗民情及鄰近大學之生活機能，作為申請雙聯學位學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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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8人 53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前往美國進行企業實習。 

2. 本系海上實習訓練。 

具體

成果 

1. 大學部四年級學生（王睿漢）前往美國 Lee Fisher Fishing Supply實習 6個月，

實習期間自 105年 8月 10日至 106年 2月 9日。 

2. 105年 7月 4日至 8月 1日由廖正信老師、王勝平老師帶領大學部三年級 52 名

學生前往日本東京、長崎進行海上實習訓練，船舶航行操作訓練、漁撈作業訓

練、海洋觀測訓練、陸上參訪等活動，將課堂所學專業知識應用於海上作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50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報考英檢人數為 16人。 

*教務處審核為 50人 

具體

成果 

鄭資穎(多益成績 650 分)、黃毓仁(多益成績 650 分)、葉芸婷(多益成績 595 分)、

林鈺詠(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陳采鈺(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陳安峻(多益成績 570

分)、黃郁仁(多益成績 270 分)、林宜柔(多益成績 300 分)、吳研綸(全民英檢中級

複試)、李良能(網路托福 IBT 100)、陳俞杏(多益成績 610 分)、劉令薇(多益成績

465 分)、陳敏如(多益成績 395 分)、王淯臣(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徐富桂(多益成

績 415分)、謝伊涵(多益成績 300 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9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通過英檢有蘇珊慧、張芷瑋、呂繹昕、李育林、蘇琬雅、鄭資穎、

顏弘珉、李依柔、黃毓仁、葉芸婷、陳安俊、陳俞杏 

*教務處審核為 19人 

具體

成果 

蘇珊慧、張芷瑋(多益成績 500 分)、呂繹昕(多益成績 500 分)、李育林(多益成績

790 分)、蘇琬雅(多益成績 510 分)、鄭資穎(多益成績 620 分)、顏弘珉(多益成績

601 分)、李依柔(多益成績 570 分)、黃毓仁(多益成績 650 分)、葉芸婷(多益成績

595分)、陳安俊(多益成績 570分)、陳俞杏(多益成績 610 分)。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門 3門 

執行單位 環漁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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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自 104年 9月開設上、下學期各 9學分之企業實習課程。 

2. 大學部三年級開設海上實習 0 學分必修課程。 

具體

成果 

1. 1 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陳威偵）前往天和生物股份公司實習 6 個月，實習期

間自 105 年 2月 15日至 106年 8月 14日。 

2. 2 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施韋甄、江承勳）前往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實習 6

個月，實習期間自 105年 8月 10日至 106年 2月 9日。 

3. 1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王睿漢）前往美國 Lee Fisher Fishing Supply實習 6個

月，實習期間自 105年 8月 10 日至 106年 2月 9日。 

4. 105年 7月 4日至 8月 1日由廖正信老師、王勝平老師帶領大學部三年級 52 名

學生前往日本東京、長崎進行海上實習訓練，船舶航行操作訓練、漁撈作業訓

練、海洋觀測訓練、陸上參訪等活動，將課堂所學專業知識應用於海上作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57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 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陳威偵）前往天和生物股份公司實習 6 個月，實習期

間自 105 年 2月 15日至 106年 8月 14日。 

2. 2 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施韋甄、江承勳）前往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實習 6

個月，實習期間自 105年 8月 10日至 106年 2月 9日。 

3. 1位大學部四年級學生（王睿漢）前往美國 Lee Fisher Fishing Supply實習 6個

月，實習期間自 105年 8月 10 日至 106年 2月 9日。 

4. 環漁系顏弘珉、林鈺詠於 105年 8月 8日-9月 9日前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

試驗所進行 1個月實習訓練。 

5. 環漁系大學部二年級葉芸婷於 105 年 7 月 11 日-8 月 5 日前往漁業署進行實習

訓練。 

*教務處審核為 57人 

具體

成果 

1. 水產品通路規劃及人員配置、水產品品質管理、客戶管理、市場行銷規劃、庫

存管理、網具設計及行銷、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等訓練。 

2. 天和生物股份公司聘任陳威偵為儲備幹部，另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聘任施韋

甄為儲備幹部。 

3. 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留用江承勳繼續進行 6個月企業實習。 

4. 參與學術研究之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家 4家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湧昇海洋公司、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Lee Fisher Fishing 

Supply(美國)辦理產業結盟。 

具體

成果 

1. 邀請公司幹部講授生態漁業、公司經營管理、經營理念、公司經營管理、各行

銷通路之優缺點、企業之社會責任與義務。 

2. 提供學生企業實習管道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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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20 人 2門/49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學年第 2學期開設「漁業企業講座(一)」課程。 

2. 105學年第 1學期開設「漁業企業講座(二)」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第 2 學期由湧昇海洋公司、上品國際流通股份公司開設「漁業企業講

座(一)」課程，共計有 24名學生選修，講授生態漁業、公司經營管理、企業之

社會責任與義務。 

2. 105學年第 1學期由天和生物股份公司開設「漁業企業講座(二)」課程，共計有

25名學生選修，講授經營理念、公司經營管理、各行銷通路之優缺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篇 13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花蓮區漁會、蘇澳區漁會、頭城區漁會、澎湖區漁會、恆春區漁會、小琉球區漁

會、基隆區漁會、瑞芳區漁會、臺中區漁會、苗栗區漁會、新港區漁會 

具體

成果 

1. 姚承峰碩士生進行臺日漁業推廣制度之比較研究。 

2. 蔡怜香碩士生進行夏季花蓮和平溪口長頜稜鯷之食性研究。 

3. 林奕潔碩士生進行 2010-2015年間宜蘭灣定置網漁業漁獲物之平均營養位階探

討 

4. 林莉萍碩士生進行澎湖沿岸水域小鱗脂眼鯡的攝食習性。 

5. 黃俊偉碩士生進行台灣西南沿岸滿豐定置漁場漁業資源結構研究。 

6. 洪志明碩士生進行從遊客觀光行為探討小琉球發展海洋觀光之策略分析。 

7. 吳培瑋碩士生進行南大西洋海域灰鯖鮫(Isurus oxyrinchus)年齡與成長研究 

8. 劉德晟碩士生進行應用泛加成及棲地適合度模式探討印度洋長鰭鮪漁況及海

洋環境因子關係之研究 

9. 吳佳蕙碩士生進行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漁業競合之研究 

10. 楊家榛碩士生進行臺灣東部海域鬼頭刀資源之漁業與體型指標分析 

11. 翁進興博士生進行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聚魚器附近黃鰭鮪幼魚行為及食性

研究 

12. 高似嘉博士生進行宜蘭灣海域蝦類之音聲探特性及其日週垂直洄游行為與環

境因子關係之研究。 

13. 嚴國維博士生進行氣候變遷對中西太平洋正鰹資源及漁獲潛能影響之評估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隊/180人次 18隊/234人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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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壘球隊、羽球隊、男排、女排、男籃、女籃參加大生盃、大環盃、大獨盃等

三項校外球類競賽 

具體

成果 

各項球類參加人數： 

(1)  壘球隊：20人/次*3次=60 人 

(2)  羽球隊：12人/次*3次=36 人 

(3)  男排：10人/次*3次=30人 

(4)  女排：9人/次*3次=27人 

(5)  男籃：12人/次*3次=36人 

(6)  女籃：15人/次*3次=45人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篇 30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共計投稿 30篇 SCI或 SSCI學術論文。 

具體

成果 

1. Tsui, W. C., Chen, J. C. and Cheng S.Y., 2016. Changes in sublethal effects and 

lead accumulation in Acanthopagrus latus under various lead concentrations and 

saliniti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5): in press. DOI: 

10.6119/JMST-016-0506-1 

2. Wang, J., Du, H. H., Xu,Y., Chen, K., Liang, J. H., Ke, H. W., Cheng, S. Y., Liu, 

M. Y., Deng, H. X., He, T., Wang, W. Q. and Cai,, M. G., 2016.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Trace Metal Contamination in Mangrove 

Ecosystems: A Case from Zhangjiangkou Mangrov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2016(2016): in press. DOI: 10.1155/2016/2167053 

3. Yi Chou, Ching-Hsiewn Ou(2016). The opportunity to regulate domestic fishery 

subsid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Marine Policy, 63 (2016) 118–125.

（SSCI） 

4. Su, N.J., Sun, C.L., Tai, C.Y., Yeh, S.Z. (2016). Length-based estimates of growth 

and natural mortality for blue marlin (Makaira nigricans)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2): 370-378 

5. Shimada, T., Y. Chang and K.W. Lan (2016). Climatological features of surface 

winds blow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DOI: 10.1002/joc.4631. (SCI, IF=3.398, Ranking: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17/76=22%). 

6. Ho, C.H.*, H.J. Lu, J.S. He, K.W. Lan and J.L. Chen (2016). Changes in Patterns 

of Seasonality Shown by Migratory Fish under Global Warming: Evidence from 

Catch Data of Taiwan’s Coastal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8, 273. (SCI, IF=0.942, 

Rank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s, 176/2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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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g, P, K. L. and P. H. Ho* 2016. A new genus for Febia obtusidentata Dai, Feng, 

Song and Chen, 1980, a pea crab(Decapoda: Brachyura: Pinnotheridae) Symbiotic 

with the moon scallop Amusium pleuronectes (Linnaeus, 

1758)(Mollusca:Pectinidae).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 36(5):740751. 

8. Hsiao, Sheng-Tai, Shin-Chang Chuang, Kao-Sung Chen, Ping-Ho Ho, Chi-Lun 

Wu and Chaolun Allen Chen.2016.DNA barcoding reveals that the common 

cupped oyster in Taiwan is the Portuguese oyster Crassostrea angulate (Ostreoida: 

Ostreidae), not C. gigas. Scientific Reports, 6:34057.  

9. Ng, P. K. L. and P. H. Ho 2016. Orthotheres bayou, a new species of pea crab 

(Crustacea: Brachyura: Pinnotheridae) associated with abalones from Tungsha 

Island, Taiwan; with notes on the genus.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64:229-241. 

10. Shih Y. J., J. H. Lee, P. H. Ho*, H. C. Liu, C. H. Wang, H. Suzuki and S. J. Teng. 

2016. Species diversity of fiddler crabs, genus Uca Leach, 1814 (Crustacea: 

Ocypodidae), from Taiwan and adjacent islands, with notes on the Japanese 

species. Zootaxa, 4083(1): 057-082 

11. Yen, K. W., N. J. Su, T. Teemari, M. A. Lee, H. J. Lu*, 2016, Predicting the 

catch potential of skipjack tuna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under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ss, (SCI) 

12. Yen, K. W. and H. J. Lu, 2016,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in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skipjack tuna Katsuwonus pelami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Fisheries Science, 82: 563-571; DOI 

10.1007/s12562-016-0992-x. (SCI) 

13. Ho, C. H., J. L. Chen, N. Yagi, H. S. Lur, H. J. Lu*, 2016, Mitigating uncertainty 

and enhancing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in Taiwa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130: 

355-372. (SSCI) 

14. Ho, C. H., H. J. Lu, J. S. He, K. W. Lan, J. L. Chen, 2016,     Changes in 

patterns of seasonality shown by migratory fish under global warming: Evidence 

from catch data of Taiwan's coastal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2016, 8, 273; 

doi:10.3390/su8030273. (SCI) 

15. Sheng-Yuan Teng, Ming-An Lee, Jhen Hsu, Tzu-Ping Lin, Yu-Chen Lin, Yi 

Chang.(2016) Assess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ishery villages influenc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y in the coastal zone of the Tamsui River.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0次 2146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環漁系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至 2016年為 21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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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件 4,500萬元/ 

25件 4,500萬元 

71件 8,097.2萬元

/71件 8,097.2萬元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71件，總金額計 80,972,066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總件數共 71件，總金額計 80,972,066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環漁系 10  10,282,000  30  48,474,000  31  22,216,066  71  80,972,066  

 

本系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71件 80,972,066 元 

項

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1 歐慶賢 
離岸風場與漁業協調及友善漁業空間規劃

之研究(II) 
105/01/01 105/12/31 3,050,000 

2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5/01 105/08/31 400,000 

3 王勝平 
台灣東部黑潮海域漁業資源之生態風險評

估 
105/08/01 106/07/31 695,000 

4 李明安 

台灣海岸帶變遷與海陸交互作用研究-科學

基礎與社會關連-淡水河口至桃園藻礁海域

水文環境改變對漁業資源結構及沿岸漁村

發展之衝擊評估(II) 

105/08/01 106/07/31 819,000 

5 呂學榮 
氣候變遷對沿岸漁業資源衝擊與產業調適

之研究-以臺灣與日本定置網為例 
105/08/01 106/07/31 354,000 

6 沈康寧 

印度太平洋萊氏擬烏賊 (Sepioteuthis 

lessoniana)之族群遺傳結構及親源地理學

分析 

105/08/01 106/07/31 1,025,000 

7 藍國瑋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經濟洄游性魚類影響研

究 

105/08/01 106/07/31 1,217,000 

8 蘇楠傑 
海洋環境因子對大西洋雨傘旗魚時空分布

與資源豐度變動之影響 
105/08/01 106/07/31 8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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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鄭學淵 
臺灣周邊海域主要頭足類體內砷物種蓄積

機制之研究 
105/08/01 106/07/31 810,000 

10 李明安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仔稚魚生態之影響 

105/08/01 106/07/31 1,025,000 

11 李國添 國際漁業資訊彙整 105/01/01 105/12/31 3,280,000 

12 呂學榮 南海 U形線海域漁船作業及漁業資源調查 105/01/01 105/12/31 1,350,000 

13 廖正信 海峽北部鎖管漁業資源之調查評估 105/01/01 105/12/31 840,000 

14 廖正信 臺灣沿近海整體漁業活動之調查分析 105/01/01 105/12/31 2,340,000 

15 呂學榮 臺灣周邊海域鯖?漁業資源動態解析 105/01/01 105/12/31 1,150,000 

16 藍國瑋 
臺灣沿海場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

物種資料建立-中彰 
105/01/01 105/12/31 1,850,000 

17 藍國瑋 
三大洋台灣鮪釣漁業黃鰭鮪與大目鮪漁況

預報可行性分析 
105/01/01 105/12/31 1,560,000 

18 李明安 
臺灣沿海場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

物種資料建立-北基宜 
105/01/01 105/12/31 2,000,000 

19 李明安 
三大洋台灣鮪釣漁業長鰭鮪漁況預報可行

性分析 
105/01/01 105/12/31 1,560,000 

20 廖正信 放流及效益評估 105/01/01 105/12/31 4,000,000 

21 莊守正 放流及效益評估 105/01/01 105/12/31 3,600,000 

22 蘇楠傑 放流及效益評估 105/01/01 105/12/31 700,000 

23 蘇楠傑 
三大洋台灣鮪釣漁業劍旗魚漁況預報可行

性分析 
105/01/01 105/12/31 1,560,000 

24 蘇楠傑 
台灣沿海場域漁業活動及環境調查與放流

物種資料建立-桃竹苗 
105/01/01 105/12/31 1,850,000 

25 呂學榮 放流及效益評估 105/01/01 105/12/31 3,300,000 

26 王勝平 印度洋旗魚類以及南方黑鮪資源評估研究 105/01/01 105/12/31 800,000 

27 王勝平 臺灣沿近海東部漁業活動之調查分析 105/01/01 105/12/31 600,000 

28 王勝平 臺灣鬼頭刀族群辨識及資源研究 105/01/01 105/12/31 900,000 

29 王佳惠 放流及效益評估 105/01/01 105/12/31 7,200,000 

30 鄭學淵 
臺灣栽培漁業示範區之跨域統合暨漁場環

境調整改善 
105/01/01 105/12/31 1,510,000 

31 李國添 
臺灣栽培漁業示範區之跨域統合暨漁場環

境調整改善 
105/01/01 105/12/31 980,000 

32 藍國瑋 
中西太平洋小型鮪延繩釣漁船降低海鳥混

獲之研究 
105/01/01 105/12/31 200,000 

33 藍國瑋 
臺灣栽培漁業示範區之跨域統合暨漁場環

境調整改善 
105/01/01 105/12/31 610,000 

34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2/01 105/10/31 30,000 

35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2/01 105/10/31 24,000 

36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12/31 100,000 

37 蘇楠傑 三大洋旗魚類 CPUE標準化暨資源研究 105/01/01 105/12/31 500,000 

38 鄭學淵 
德祥臺北號貨輪油污事件生態損失及復育

評估調查 
105/03/10 105/09/30 3,480,000 

39 莊守正 沿近海大型軟骨魚類之調查研究 105/09/01 105/12/31 200,000 

40 歐慶賢 德翔臺北貨輪油污染損失評估計畫 105/04/01 105/12/31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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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佳惠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黑鯛標識放流技術效益

評估計畫  
105/02/01 105/12/31 880,000 

42 王佳惠 水產品物種鑑定 105/03/02 105/12/31 6,000 

43 呂學榮 
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工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44 呂學榮 
海能後龍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工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45 呂學榮 
中能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魚探調查工作 
105/03/01 106/12/31 300,000 

46 歐慶賢 
105年度連江縣海域漁業權之規劃與管理

計畫 
105/03/01 105/12/31 1,350,000 

47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10/31 20,000 

48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10/31 50,000 

49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08/31 70,000 

50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08/31 15,000 

51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08/31 20,000 

52 歐慶賢 新竹縣地區成立區漁會之可行性評估研究 105/06/01 105/12/31 98,000 

53 李明安 2016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 105/04/01 105/08/31 15,000 

54 呂學榮 
臺海桃園(W1N)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工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55 歐慶賢 
離岸風電對漁業之影響調查與回饋機制之

研究 
105/06/01 105/12/31 6,500,000 

56 呂學榮 
彰北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57 呂學榮 
西島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58 呂學榮 

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第 1

屆第 3年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混合型

華語授課學士學程」 

105/08/01 106/07/31 1,063,066 

59 呂學榮 

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第 2

屆第 2年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混合型

華語授課學士學程」 

105/08/01 106/07/31 1,080,000 

60 呂學榮 
海龍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7/04/30 600,000 

61 呂學榮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工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62 呂學榮 
桃新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63 歐慶賢 

Fishery Impact Assessment for  Hailong 

offshore wind project  at Changhua 「海龍

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漁業利益影響評估」計

畫 

105/08/01 106/12/31 1,200,000 

64 呂學榮 
大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

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7/01 107/12/31 1,200,000 

65 呂學榮 
海鼎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

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8/01 107/12/31 900,000 

66 呂學榮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

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8/01 106/12/31 300,000 

67 呂學榮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工作-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03/01 106/12/31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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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廖正信 漁業地理資訊系統建構及整合計畫 105/10/01 105/12/31 50,000 

69 呂學榮 
和平火力發電廠附近海域生態調查計畫-第

十六年度 
105/10/01 106/09/30 3,499,000 

70 呂學榮 福芳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之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12/01 107/12/31 300,000 

71 呂學榮 彰芳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之魚探調查及評估 105/12/01 107/12/31 3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二)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人次/ 13人 17人次/ 9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海洋環境資訊系 11 6 6 3 17 9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系有多位大四學生 106 學年度同時考取台大、中央、交大、成大及中山大學

等學校相關研究所，導致部分學生依其個人生涯規劃選擇其他學校就讀。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透過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及提供優秀學生直升入學獎學金等方式，鼓勵本

系學生繼續留在本校、系就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海洋系 0 0 0 1 0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2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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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0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年僑生分發本系有 5名同學，後因其個人家庭因素考量，最後實際報到就讀

為 2名。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持續鼓勵僑生前來本系就讀，在其入學後即透過班級雙導師關注其課業學習

進程及生活等各方面提諮詢及協助。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海洋系 2 0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學年

新生人數 

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士班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20 人 1隊/2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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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隊/21 人 

具體

成果 

2016海洋科學營 

活動時間：105年 7月 5日~8日 

詳見：https://www.facebook.com/2015MEIcamp/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2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2次 

具體

成果 

105年 5月 25日台北市立中正高中師生一行至本系參觀訪問。 

105年 6月 17日基隆四所高中(八斗、安樂、基隆、中正)蒞臨本系參訪。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2場次 

具體

成果 

105年 4月 30日 舉辦申請入學說明會。 

105年 8月 20日 舉辦新生家長日說明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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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1040903至 1050422 期間)計有學生林家褀同學 1人、獲教育部學海

飛揚計畫補助(105海生內字第 10500828 號)，赴加拿大紐芬蘭大學短期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次 3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計有補助學生 2人次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具體

成果 

105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期間，博士班學生許伯駿同學赴日本千葉幕張參加

「Japan Geoscience Union Meeting 2016 國際研討會」 

105 年 11 月 2 日至 14 日期間，博士班學生許伯駿同學赴巴西 Fortaleza 參加

「PORSEC 2016 國際研討會」。 

*學發組審核： 

比系所多 1位：鄭楷禾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1040901至 1050201 期間)計有學生涂雅媚同學 1人、獲本校學生赴

國外短期研修獎學金補助，赴大陸青島中國海洋大學交換學生。 

*起始日非 105年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1050904至 1051227 期間)計有學生樂建鈾同學 1人、獲本校捐款指

定用途-支持大學生短期出國進修計畫補助，赴本校加拿大姐妹校紐芬蘭大學短期

研修。 

*國際處統計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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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4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系計有生 2人出國交流訪問。 

國際處統計為 4人。 

具體

成果 

海洋系三年級樂建鈾及四年級邱怡云兩位同學脫穎而出，獲選本校 Hi-young青島

交流訪問團團員於 2016年暑假赴中國海洋大學交流訪問。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目前暫無海外實習規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42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海洋系共計有 15名同學報考英文檢定考試。 

*教務處審核為 42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19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海洋系共計有 15名同學報考英文檢定考試，其中有 4人通過英檢。 

*教務處審核為 19人 

具體

成果 

105年通過英檢學生名單如下： 

00281011 高述謙(1051119，TOEIC 考試 570分) 

00281041 蔡典融(1051218，TOEIC 考試 560分) 

00281054 吳蕾銘(1050925，TOEIC 考試 695分) 

00281063 顏小鳳(1051210，IELTS 國際英文測驗考試 6.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1門 

執行單位 海洋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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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學年度開設研究所及大學部「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課程各 1門 1學分。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學年度「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課程，共計有 17 名學生選修，有 5間民

間企業機構提供暑期實習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人 18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學年度「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課程，共計有 17 名學生選修，有 5間民

間企業機構提供暑期實習機會。 

*教務處審核為 18人 

具體

成果 

海洋系 105 暑期「產業交流與業界實習課程」共計提供 17 位同學暑期業界實習機

會，自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期間，分別安排至「台灣檢驗科技 SGS 股份有限

公司」「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瑩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及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安排實習機會之「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及「臺灣博物館」

等廠商或機構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家 6家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6家民營企業或政府機構。 

具體

成果 

1. 台灣檢驗科技 SGS 股份有限公司 

2.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4.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昱山環境技術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6. 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 

具體
改善
措施 

拜企業主多多支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暫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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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暫無此規劃及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30 人次 4隊/60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4隊/60 人次 

具體

成果 

海洋系大學部學生，參加 2016 年第三十二屆大地盃競實榮獲男子組籃球比賽季

軍、殿軍。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

其他 10篇 13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SCI計 13篇。 

具體

成果 

 Z.-W. Zheng, Q. Zheng, Y.-C. Kuo, G. Gopalakrishnan, C.-Y. Lee, C.-R. Ho, N.-J. 

Kuo, S.-J. Huang, Impacts of coastal upwelling off east Vietnam on the regionalwinds 

system: An air-sea-land interaction, Dynamics of Atmospheres and Oceans,2016 

 Y.-A. Liou, C.-R. Ho, Y. Kuleshov, J.-P. Barriot ,Earth Observations and Societal 

Impacts 2015, Advances in Meteorology,2016. 

 Ashkenazy Yosef, Erick Fredj, Hezi Gildor, Gwo-Ching Gong, and H.–J. Lee 

(2016) ,Current temporal asymmetry and the role of tides: Nan-Wan Bay vs. the Gulf 

of Elat, Ocean Sci.,2016. 

 Wei, C.C.*, Hsu, N.S., Huang, C.L., Rainfall-runoff prediction using dynamic 

typhoon information and surface weather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monsoon effect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2016. 

 Lin, C., Wei, C.C.*, Tsai, C.C. ,Prediction of the influential operational compost 

parameters for monitoring composting proces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cience. 

 Wei, C.C.*, Comparing single- and two-segment statistical models with a conceptual 

rainfall-runoff model for river streamflow prediction during typhoons,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2016. 

 Lo, Wen-Tseng; Hsu, Pei-Kai; Fang, Tien-His,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hermal Effluents off Two Coastal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Subtropical Are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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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Taiwan,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2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00次 1,848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848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件 520 萬元/ 

7件 520萬元 

13件 3,317.1萬元

/13件 3,317.1萬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

資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3件，總金額計 33,171,000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總件數共 13件，總金額計 33,171,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洋系 10  10,571,000  0  0  3  22,600,000  13  33,171,000  

本系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13件 33,171,000 元 

項

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1 梁興杰 
東沙環礁海域-高精度東沙環礁海域流場

之模擬 
105/08/01 106/07/31 810,000 

2 魏志強 
耦合數值統計模式預測近岸颱風風浪之研

究 
105/08/01 106/07/31 800,000 

3 何宗儒 
臺灣東部海域黑潮流軸變動及其對大氣影

響之研究 
105/08/01 106/07/31 2,0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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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天熹 
橈足類浮游動物在缺氧及有氧環境中生態

變化之機制及對微量元素蓄積研究 
105/08/01 106/07/31 1,373,000 

5 黃世任 
西北太平洋的葉綠素濃時空分布及其受氣

膠的影響 
105/08/01 106/07/31 963,000 

6 陳宏瑜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大氣活性氮物種之影響 

105/08/01 106/07/31 1,716,000 

7 李宏仁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營養鹽分布之影響：潮

流生地化耦合模式 

105/08/01 106/07/31 754,000 

8 蔡富容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水溶性鐵與大氣顆粒酸

性反應影響的模擬分析 

105/08/01 106/07/31 798,000 

9 郭南榮 
黑潮研究(Ⅱ)-2-子計畫：西太平洋中低緯

度海流特徵之衛星觀測與分析(Ⅱ) 
105/08/01 106/07/31 672,000 

10 魏志強 
Hadoop Spark大數據平台預測地表太陽輻

射於太陽能光電系統之應用 
105/11/01 106/10/31 654,000 

11 蔡政翰 海洋垃圾攔截索現場測試與數值模擬 105/02/01 105/12/31 1,200,000 

12 蔡政翰 富貴角海域潮流觀測研究 105/02/01 105/11/30 1,000,000 

13 方天熹 台塑六輕週遭海域水質及生態監測計畫 105/01/01 106/12/31 20,4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三)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次/ 3 人 6人次/ 5 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4 3 2 2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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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1 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學生未能及時提出交換生申請，改採短期來校方式進行：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

碩士班研究生陳星於 12月 26日至 106年 3月 24日來陳明德院長研究室進行短期

研究交流。 

具體

改善

措施 

儘早與姊妹校相關系所聯繫，以正式交換生管道來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1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應地所 

104-2 1 

10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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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校慶當日辦理師生、校友暨家長東北角單騎遊活動。 

具體

成果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100萬元 2件/120萬元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總計 2件，金額為 1200,000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應地所 陳明德 

臺俄(RU)國合計畫-白令海與西北太

平洋自晚更新世–全新世的高解析度

全球氣候與海洋反應紀錄(3/3) 

6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應地所 陳明德 
提昇台灣東亞與西太平洋古氣候研究

國際影響力 
600,000 

科技部 

國合司 

105/1/1~ 

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篇 7篇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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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Li, ZY; Shi, XF; Chen, MT; Wang, HJ; Liu, SF; Xu, J; Long, HY; Troa, RA; 

Zuraida, R; Triarso, E,kyr, Late Quaternary fingerprints of precession and sea level 

variation over the past 35 as revealed by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upwelling 

records from the Indian Ocean near southernmost Sumatr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卷: 425  頁碼: 282-291  出版日期: DEC 15 2016    

2. Ding, X.D., Li, D.W., Zheng, L.W., Bao, H.Y., Chen, H.F., Kao, S.J.,Sulfur 

Geochemistry of a Lacustrine Record from Taiwan Reveals Enhanced Marine 

Aerosol Input during the Early Holocene, SCIENTIFIC REPORTS  卷: 6  文獻號

碼: 38989  DOI: 10.1038/srep38989  出版日期: DEC 12 2016   

3. Sibuet, J.C., Yeh, Y.C., Lee, C.S., Geodynamic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ECTONOPHYSICS  卷: 692  頁碼: 98-119  DOI: 10.1016/j.tecto.2016.02.022  

子輯: B  出版日期: DEC 5 2016 

4. Sibuet, J.C., Klingelhoefer, F., Huang, Y.P., Yeh, Y.C., Rangin, C.,  Lee, C.S., Hsu, 

S.K.,Thinned continental crust intruded by volcanics beneath the northern Bay of 

Bengal,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卷: 77  頁碼 : 471-486  

DOI: 10.1016/j.marpetgeo.2016.07.006  出版日期: NOV 2016    

5. Huang, J.J., Lowemark, L., Chang, Q., Lin, T.Y., Chen, H.F., Song, S.R., Wei, 

K.Y.,Choosing optimal exposure times for XRF core-scann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eological reference materials,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卷 : 17  期 : 4  頁碼 : 1558-1566  DOI: 

10.1002/2016GC006256  出版日期: APR 2016  

6. Gutscher, M.A., Klingelhoefer, F., Lallemand, S., Theunissen, T., Spakman, W.,  

Berthet, T., Wang, T.K. , Lee, C.S.,  Thermal modeling of the SW Ryukyu forearc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seismogenic zone and the age of the subducting 

Philippine Sea Plate (Huatung Basin), Tectonophysics卷: 692  頁碼: 113-142 DOI: 

10.1016/j.tecto.2016.03.029 出版日期: DEC 2016 

7. Mozziconacci, L., Delouis, B., Huang, B-S., Determination of fault planes and 

dimensions for low-magnitude earthquakes –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6), doi: http://dx.doi.org/10.1016/j.jseaes.2016.12.03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海系列申請以大學部學生優先，另亦規定須選修足夠學分數，對研究生而言有

一定的難度，故無學生提出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由於申請資格限制較多，大部分學生選擇海大補助經費出國學習。未來將加強宣

導相關訊息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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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次 6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6人 

具體

成果 

1. 碩士班陳宇淮於 2月 19-28日赴美國參加史丹佛地熱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 博士生王守誠於 7 月 1 日參加韓國京畿道舉辦的 2016 國際新能源論壇，發表

〈A Geothermal-Based Energiewende with Promising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y〉。 

3. 博士研究生潘惠娟及碩士班研究生廖佳汝於 8月 27日-9月 05日赴荷蘭參加「國

際古海洋大會」。 

4. 博士班王守誠於 11月 16日~21 日赴泰國清邁參加地 11屆亞洲地熱會議，並口

頭發表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Reveals Geothermal Secrets。 

5. 博士班王守誠(壁報)、劉彥助(壁報)與碩士班黃品翰(壁報) 於 12 月 11-18 日赴

美國舊金山參加「美國球物理聯合會」並發表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博士班研究生蔡宏霖於 105 年 3 月 8 日至 22 日赴大陸青島市國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所參加「海洋岩心切割作業」。 

2. 碩士班研究生莊詠傢於 105年 7月 21日至 9月 22日赴廣西大學海洋學院實驗

中心進行質譜儀(MAT253)研究樣本實驗分析。 

3. 博班生邱馨於 8 月 15-19 日赴大陸廣州中科院南海所與趙明輝博士合作處理

2009 TAIGER 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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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博士生潘惠娟於 4 月 22-24 日，參與美國肯特州立大學地質學系沉積地層學課

程，赴西維吉尼亞州進行野外地質考察。 

2. 碩士班研究生陳稚穎於 105年 7月 13日至 8月 21日赴海參崴俄羅斯科學院遠

東分院參與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岩心鑽探航次。 

3. 碩士班林佳穎於 9月 2日-106 年 1月 2日至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交換學生。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博士班研究生潘惠娟於 9 月 21 日至 25 日赴青島市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所進行研

究討論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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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2門 

執行單位 應地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野外地球物理探勘實習」課程，學生全程於野外操作各項地球物理探勘儀器

進行實測。 

2. 「地球科學產業實習」課程，安排學生至中油探採研究所進行維期二個月的實

習，課程內容包括：石油地球物理、石油地質、石油地球化學、石油鑽探之基

本知識的教導、儲層層性分析、儲量的計算以及探勘軟體的操作。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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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6家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所與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A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簽屬 4 年合作協議書。 

2. 105年度執行科技部地熱主軸計畫，與英商地熱公司 Geothermal Engineering 

Ltd.、新加坡企業 THELAND PTE Ltd.、泉能開發公司(國內知名溫泉開發商)、

非青止步生態農業開發公司(綠島開發商)簽定合作意向書，結盟開發地熱發電。 

3. 與中油公司建立產學合作的交流，派研究生赴中油探採研究所進行『生物指標

鑑識』研究計畫，學習石油地球化學之儀器分析與油污染源鑑識工作。 

具體

成果 

1. 預計在 106-109 年度進行雙邊合作計劃互助，本所將參與中國、日本共同合作

之空氣懸浮微粒採樣計畫，並且日本也相對提供本所至日本當地採集湖泊岩芯

之共同合作。 

2. 正由產學合作規劃綠島地熱電廠、海洋大學地熱電廠、金山大浦地熱電廠，其

中綠島地熱電廠及金山大浦地熱電廠均由本團隊提供地熱資源概況，後續將委

託本團隊執行細部探勘，海洋大學地熱電廠之可行性評估研究預計在今年向科

技部提出產學合作計畫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2篇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天星及山益礦業合作：目前正進行2份碩士論文研究，探討臺灣玉和臺灣墨玉

產地與成因機制，已發表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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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寶豐祥礦業合作：正在進行2份博士論文研究，了解台灣藍玉髓礦成因與如何

區分世界藍玉髓產地研究。 

3. 於 105 年度針對企業對於地熱能使用效益及成功發展的疑問，由博士生王守誠

發表在經濟部出版的"台灣能源期刊"。 

具體

成果 

1. 陳惠芬、林佳穎、方建能、林錦村、羅光孏 (2016) 台灣閃玉礦場調查與未來

研究課題，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 69卷，第 1期，49-62頁。 

2. 臺灣能源期刊第三卷第四期"我國地熱能環境效益潛能及近年國際成功策略比

較 "(http://km.twenergy.org.tw/Publication/thesis_more?id=13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隊/2人 -隊/4人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碩士班莊宜珊和黃品翰參加地質暨地球物理年會的學生海報競賽，莊宜珊獲得

佳作，論文題目為: 2010 年MW 8.8 智利地震斷層參數分析-雙向破裂事件。 

2. 碩士班曾燕翔參加「第 9 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獲

選為得獎論文並發表於農工學報（EI）特刊，論文題目為：土壤保水曲線於動

態效應影響之探討。 

3. 碩士班黃柏勳參加「第 9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學生海報論文競賽」，

獲得第一名，論文題目為：組合地下水管理與數值模式的海水入侵整治策略之

研究。 

4. 博士生王守誠與劉彥助參加科技部地科中心舉辦的 2016 AGU(美國地球物理聯

盟)年會的台灣學生壁報比賽，王守誠的論文題目：Geothermal Conceptual Model 

in Earthquake Swarm Area: Constrains from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upercritical 

Fluids and Dissipative Theory；劉彥助的論文題目：The study in the frequency of 

paleo-typhoon hazards and invasion locations since 2000 years ago in China。 

具體

成果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篇 11篇 

執行單位 應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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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1篇 

具體

成果 

1. Li, ZY; Shi, XF; Chen, MT; Wang, HJ; Liu, SF; Xu, J; Long, HY; Troa, RA; 

Zuraida, R; Triarso, E,kyr, Late Quaternary fingerprints of precession and sea level 

variation over the past 35 as revealed by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upwelling 

records from the Indian Ocean near southernmost Sumatr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卷: 425  頁碼: 282-291  出版日期: DEC 15 2016    

2. Ding, X.D., Li, D.W., Zheng, L.W., Bao, H.Y., Chen, H.F., Kao, S.J.,Sulfur 

Geochemistry of a Lacustrine Record from Taiwan Reveals Enhanced Marine 

Aerosol Input during the Early Holocene, SCIENTIFIC REPORTS  卷: 6  文獻

號碼: 38989  DOI: 10.1038/srep38989  出版日期: DEC 12 2016   

3. Sibuet, J.C., Yeh, Y.C., Lee, C.S., Geodynamic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ECTONOPHYSICS  卷: 692  頁碼: 98-119  DOI: 

10.1016/j.tecto.2016.02.022  子輯: B  出版日期: DEC 5 2016 

4. Sibuet, J.C., Klingelhoefer, F., Huang, Y.P., Yeh, Y.C., Rangin, C.,  Lee, C.S., Hsu, 

S.K.,Thinned continental crust intruded by volcanics beneath the northern Bay of 

Bengal,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卷: 77  頁碼: 471-486  

DOI: 10.1016/j.marpetgeo.2016.07.006  出版日期: NOV 2016    

5. Huang, J.J., Lowemark, L., Chang, Q., Lin, T.Y., Chen, H.F., Song, S.R., Wei, 

K.Y.,Choosing optimal exposure times for XRF core-scann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eological reference materials,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卷 : 17  期 : 4  頁碼 : 1558-1566  DOI: 

10.1002/2016GC006256  出版日期: APR 2016  

6. Chen, Y.Y. ,  Wang, C.S., Wu, Y.M., Hsu, S.K., MAGNETIC SIMULATION 

FOR POSSIBLE CAUSES OF THE VANISHING OF THE HIGH MAGNETIC 

ANOMALY BELT IN CENTRAL TAIW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卷: 24  期: 2  頁碼: 359-369  

DOI: 10.6119/JMST-015-0702-1  出版日期: APR 2016 

7. Chiu, Y.C. , Chiang, C.W., Lee, T.Y., Time series modeling of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at the upstream catchment of Feitsui Reservoir, Taiwan, HYDROLOGY 

RESEARCH  卷: 47  期: 5  頁碼: 1069-1085  DOI: 10.2166/nh.2016.136  出

版日期: 2016    

8. Gutscher, M.A., Klingelhoefer, F., Lallemand, S., Theunissen, T., Spakman, W.,  

Berthet, T., Wang, T.K. , Lee, C.S.,  Thermal modeling of the SW Ryukyu forearc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seismogenic zone and the age of the subducting 

Philippine Sea Plate (Huatung Basin), Tectonophysics 卷: 692  頁碼: 113-142 

DOI: 10.1016/j.tecto.2016.03.029 出版日期: DEC 2016 

9. Liu, Y.C., Chen, H.F.*, Liu, X., Chang, Y.P. (2016) Insight into Tropical Cyclone 

Behaviour through Examining Maritime Disasters over the Past 1000 Years Based 

on the Dynastic Histories of China - A Dedication to Ocean Researcher V.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doi: 10.1016/j.quaint.2016.05.025) 出版日期 : June, 

2016 

10. Lo, F.L., Chen, H.F.*, Fang, J.N. (2016) Discuss the suitable proxies of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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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ing in sediments by comparing the dissolution rates of minerals in different 

rocks. The Journal of Geology 125 (DOI: 10.1086/689184) 出版日期: December, 

2016 

11. Mozziconacci, L., Delouis, B., Huang, B-S., Determination of fault planes and  

dimensions for low-magnitude earthquakes – a case study in easter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6), doi: 

http://dx.doi.org/10.1016/j.jseaes.2016.12.03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00次 3,132次 

執行單位 應地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3132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件 900萬元/ 

5件 500萬元 

13件 1,823.5萬元/ 

13件 1,823.5萬元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3件，總金額計 18,234,545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總件數共 13件，總金額計 18,234,545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地所 11  14,756,253  0  0  2  3,478,292  13  18,234,545  

 

本所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13件 18,234,545 元 

項

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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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明德 

臺俄(RU)國合計畫－白令海與西北太平洋

自晚更新世–全新世的高解析度全球氣候

與海洋反應紀錄(3/3) 

105/01/01 105/12/31 600,000 

2 陳明德 
提升臺灣第四紀古海洋與古氣候研究之國

際影響力計畫(1/3) 
105/01/01 105/12/31 517,640 

3 陳明德 
臺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儲集層特性與

能源潛力評估(3/3) 
105/01/01 105/12/31 969,613 

4 陳惠芬 

臺灣中部全新世晚期以來之氣候變化與人

類活動對環境之影響-日月潭岩芯鑽探

(1/3) 

105/08/01 106/07/31 1,597,000 

5 黃怡陵 
大規模之中、深源地震震源參數與斷層破

裂特性研究 
105/08/01 106/07/31 1,239,000 

6 陳明德 
東亞與西太平洋之古氣候：動力機制與創

新方法研究（III） 
105/08/01 106/07/31 2,189,000 

7 姜智文 長週期大地電磁時序資料分析 105/08/01 106/07/31 1,121,000 

8 雷蒂夏 小地震波形模擬三維斷層系統幾何 105/08/01 106/07/31 1,487,000 

9 邱永嘉 
利用相對導電度量測推估未飽和層相對水

力傳導係數之研究 
105/08/01 106/07/31 1,413,000 

10 王天楷 
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分析跨越臺灣海峽之

地殼 P 波速度構造研究(Ⅰ) 
105/08/01 106/07/31 1,466,000 

11 陳明德 
西太平洋邊緣海近兩千年來的海表溫鹽變

化與機制(Ⅰ) 
105/08/01 106/07/31 2,157,000 

12 姜智文 
地下水水文地質與補注模式研究─補注區

劃設與資源量評估(4/4) 
105/01/01 105/12/31 1,680,000 

13 李昭興 105年度我國海域基礎調查測繪工作案 105/03/09 106/04/30 1,798,29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2件/0元 

執行單位 應地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2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大地電磁觀測系統 應地所 姜智文老師 中華民國 新型 

2 複合式土壤監測系統 應地所 邱永嘉老師 中華民國 新型 
 

 

(四)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次/ 4 人 3人次/ 3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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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海資所 2 2 1 1 3 3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中央行政組織改造「海洋委員會」未能如期成立，學生考量未來就業影響學生

報考。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校內宣導鼓勵在校生報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1 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無人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大陸姊妹校宣導另請老師參加學術交流時廣為宣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1 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學年度招收印尼籍國際生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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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0 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6月 15日辦理 105學年度新生座談會邀請新生及家長舉行師生座談。 

105年 10 月 15日配合校請慶祝活動邀請畢業校友、學生親友舉行慶祝茶會。 

具體

成果 

加強師生聯誼與學生家長情感聯繫。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95 萬元 1件/97 萬元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假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前瞻廳舉辦「第 17 屆亞太

經濟合作企業/私人部門參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有美國、泰國、中國大

陸、日本、越南、秘魯、韓國等國家專家學者參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篇 1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Gilman, Eric, and Hsiang-Wen Huang. "Review of effects of pelagic longline hook and 

bait type on sea turtle catch rate, anatomical hooking position and at-vessel mortality 

rate." Reviews in Fish Biology and Fisheries (201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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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黃向文所長與美國學者共同發表期刊論文 1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年度籌辦第 4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老師較忙。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老師加強與國外學者共同發表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次 4人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5月 22-29日古麥福音、徐岡、許寧君、宋佩軒等 5位同學出席韓國釜山第

7屆(WFC)世界漁業大會。 

具體

成果 

加強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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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5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5月 22-29日廖君珮、古麥福音、徐岡、許寧君、宋佩軒等 5 位同學出席韓

國釜山第 7屆(WFC)世界漁業大會。 

具體

成果 
加強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許寧君同學參加 IELTS 英語文測驗。 

具體

成果 

強化學生外語能力。 

落後

原因

說明 

報考學生人數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鼓勵學生報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許寧君同學參加 IELTS 英語文測驗成績優異 6.5分。頒發新臺幣 5,000元獎

助學金獎勵。 

具體

成果 

強化學生外語能力。 

落後

原因

說明 

報考學生人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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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鼓勵學生報考。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1門 

執行單位 海資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學年度起開設「海洋產業實習」選修課程 1學分。 

具體

成果 

葉欣柔、許寧君 2位同學於暑期至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2個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葉欣柔、許寧君 2位同學於暑期至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2個月。 

具體

成果 

強化學生職場學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1家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與豐群水產府份有限公司合作辦理學生署期職場學習。 

具體

成果 

強化學生職場學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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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篇 7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學年度古麥福音、徐岡、陳ㄙ華、陳育生、劉庭佑、劉嘉耀、詹文毅等 7 位

同學與業界合作完成論文發表。 

具體

成果 

加強產學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5人次 2隊/5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4月 27日古麥福音、徐岡參加海洋事務論壇學生論文發表競賽。 

106年 1月 17日陳ㄙ華、劉庭佑、劉嘉耀參加水產學會年會壁報競賽。 

具體

成果 

強化學生競爭力。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篇 6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Gilman, E., & Huang, H. W. (2016). Review of effects of pelagic longline hook and 

bait type on sea turtle catch rate, anatomical hooking position and at-vessel 

mortality rate. Reviews in Fish Biology and Fisheries, 1-10. 

2. Liao, C-P., & H-W Huang* (2016) The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fisheries between 

Taiwanese purse seiners 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Marine Policy 66, 67-74. 

3. Huang, H-W, Y. Swimmer*, K. Bigelow, A. Gutierrez, (2016). Influence of hook 

type on catch of commercial and bycatch species in an Atlantic tuna fishery. Marine 

Policy 65, 68-75. 

4. Joung, S. J., N. F. Chen, H. H. Hsu, and K. M. Liu*.(2016) Estimates of life history 

parameters of the oceanic whitetip shark, Carcharhinus longimanu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Marine Biology Research (In reviewing). 

5. Chang, K.-Y., Chen, C.-S., Chiu, T.-Y., Huang, W.-B., Chiu, T.-S., 2016. Stock 

assessment of Argentine shortfin squid, Illex argentinus (Castellanos, 1960), in the 

Southwest Atlantic using geostatistic techniques.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27, 281–292. 

6. Chen, T.-C., Ku, K.-C., Chen, C.-S., 2016. Collaborative adaptive management for 

bigfin squid applied to tourism-related activities in coastal waters of Northeast 

Taiwan.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119, 2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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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專任老師發表七款論文數 6篇。 

落後

原因

說明 

年度籌辦第 4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老師較忙。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老師提昇論文發表數量。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次 1322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具體

成果 

提昇所學術成果與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件 800萬元/ 

10件 800萬元 

23件 1,394.3萬元/ 

23件 1,394.3萬元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明細資料分送

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3件，總金額計 13,943,0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總件數共 23件，總金額計 13,943,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資所 4  3,043,000  10  7,430,000  9  3,470,000  23  13,943,000  

 

本所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23件 13,943,000 元 

項

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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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3/01 105/12/31 200,000 

2 陳志炘 東海南部劍尖鎖管之族群結構研究 105/08/01 106/07/31 540,000 

3 黃向文 臺灣北部沿海空間規劃策略分析 105/08/01 106/07/31 803,000 

4 劉光明 
以生活史參數和棲地資訊評估臺灣附近海

域板鰓類之滅絕風險(1/3) 
105/08/01 106/07/31 1,500,000 

5 陳志炘 阿根廷魷及美洲大赤魷資源研究 105/01/01 105/12/31 800,000 

6 陳志炘 
寶石珊瑚漁業漁獲資料分析及漁場調查研

究 
105/01/01 105/12/31 670,000 

7 黃向文 臺灣沿近海北部漁業活動之調查分析 105/01/01 105/12/31 600,000 

8 黃向文 遠洋鮪釣漁業混獲生態相關物種研究 105/01/01 105/12/31 550,000 

9 黃向文 大西洋熱帶鮪類資源指標暨資源評估研究 105/01/01 105/12/31 500,000 

10 莊慶達 
臺灣栽培漁業示範區之社經調查與經營管

理模式建構 
105/01/01 105/12/31 2,500,000 

11 王世斌 
臺灣周邊水域飛魚(卵)資源動態解析及飛

魚(卵)漁業利用與管理之研究 
105/01/01 105/12/31 610,000 

12 王世斌 現行經常放流物種多世代繁殖能力之探討 105/01/01 105/12/31 800,000 

13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300,000 

14 劉光明 
第 17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企業/私人部門

參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 
105/08/01 105/12/31 100,000 

15 莊慶達 基隆市八斗子漁村青年洄游計畫 105/01/01 105/11/30 150,000 

16 劉光明 
105年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海洋及漁業工作

小組專案工作計畫 
105/03/11 105/12/31 1,700,000 

17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300,000 

18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300,000 

19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300,000 

20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50,000 

21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100,000 

22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0 250,000 

23 黃向文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

氣候變遷 
105/02/01 105/12/31 32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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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次/ 3 人 7人次/ 5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環態所 6 5 1 0 7 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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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 105 年 6月 18日舉辦畢業典禮，本所當天邀請學生家長共同參與本所畢業茶

會，與家長互動。 

具體

成果 

當日參與者共約 50人。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篇 4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Liu, X; Xiao, WP; Landry, MR; Chiang, KP; Wang, L; Huang, BQ (2016) 

Response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to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in the East 

China Sea,  ECOSYSTEMS, 卷 : 19 期 : 5 頁 碼 : 832-849 DOI: 

10.1007/s10021-016-9970-5  

2. Garcia-Comas, C; Lee, YC ; Chang, CY ; Gong, GC; Hsieh, CH (2016) 

Contribution to the Themed Section: Advances in Plankton Modelling and 

Biodiversity Evaluation Comparison of copepod species-based and 

individual-size-based community structuring, JOURNAL OF PLANKTON 

RESEARCH 卷: 38 期: 4 頁碼: 1006-1020 DOI: 10.1093/plankt/fbw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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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rcia-Comas, C; Sastri, AR; Ye, L; Chang, CY; Lin, FS; Su, MS; Gong, GC; 

Hsieh, CH  (2016) Prey size diversity hinders biomass trophic transfer and predator 

size diversity promotes it in planktonic commun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卷 : 283 期 : 1824 DOI: 

10.1098/rspb.2015.2129 

4. Ashkenazy, Y ; Fredj, E ; Gildor, H; Gong, GC; Lee, HJ (2016) Current temporal 

asymmetry and the role of tides: Nan-Wan Bay vs. the Gulf of Elat, OCEAN 

SCIENCE 卷: 12 期: 3 頁碼: 733-742 DOI: 10.5194/os-12-733-2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2人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所陳冠佑同學獲本校補助於 105年 7月 31日至 8月 5日 至北京參加「2016 

AOGS (13th Annual Meeting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會議。 

2. 本所莊凱元同學獲科技部補助於 105 年 2 月 21 日至 26 日至美國紐奧良參加

「2016 Ocean Sciences Meeting」，並參與海報展覽，題目為：「Comparison of 

seawater CO2 system in summer between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and the Peter the 

Great Bay of the Japan (East) Sea」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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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陳琬琳、吳佳怡與朱慧娟同學 105年 7月 5日至 7月 14日代表本所至廈門大

學參加由本校、香港城市大學、廈門大學與北京大學共同舉辦「海洋與人類生活」

夏令課程。（2016 Summer School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環態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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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人 2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105年研究生參與海洋觀測與研究船海上實習為20人（含105級畢業生6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 1隊/6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研究生共 6人於 105年 5月 16日至 5月 20日至南港展覽館參加「2016年海

洋科學年會」海報競賽，學生張貼海報彙整於本所專題海報總覽：

http://www.imece.ntou.edu.tw/imece/index.php?id=poster00&code=tw 

具體

成果 

本所張維倫、林又甲與劉韋廷同學代表本所參加 2016年海洋科學年會海報競賽，

分別榮獲海洋生物組第 1名及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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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篇 15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Liu, X; Xiao, WP; Landry, MR; Chiang, KP; Wang, L; Huang, BQ (2016) 

Response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to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in the East 

China Sea,  ECOSYSTEMS, 卷 : 19 期 : 5 頁 碼 : 832-849 DOI: 

10.1007/s10021-016-9970-5  

2. Peng, LH ; Unnikrishnan, B ; Shih, CY ; Hsiung, TM; Chang, J (2016) 

Identification of Microalgae by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Coupled with Multiple Nanomatrices, MARINE BIOTECHNOLOGY 卷: 18 期: 2 

頁碼: 283-292 DOI: 10.1007/s10126-016-9685-9  

3. Wu, PC; Gong, GC; Cheng, JS; Liu, KK; Kao, SJ(2016) Origins of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Determined from Nitrogen Isotopic Composition and C/N Ratio in 

the Highly Eutrophic Danshuei Estuary, Northern Taiwan, AQUATIC 

GEOCHEMISTRY 卷: 22 期: 4 頁碼: 291-311 DOI: 10.1007/s10498-016-9288-0  

4. Wang, L; Huang, BQ ; Chiang, KP ; Liu, X; Chen, BZ ; Xie, YY ; Xu, YP ; Hu, JY ; 

Dai, MH  (2016) Physical-Biological Coupling in the Western South China Sea: 

The Response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to a Mesoscale Cyclonic Eddy, PLOS 

ONE 卷: 11 期: 4 DOI: 10.1371/journal.pone.0153735 

5. Kang, LK ; Lu, HM ; Sung, PT ; Chan, YF; Lin, YC ; Gong, GC; Chiang, KP (2016) 

The summer distribution of coccolithophor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ater mass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卷: 72 期: 6 頁碼: 

883-893 DOI: 10.1007/s10872-016-0385-x  

6. Tsai, AY; Gong, GC; Chao, CF (2016) Contribution of Viral Lysis and 

Nanoflagellate Grazing to Bacterial Mortality at Surface Waters and Deeper Depths 

in the Coastal Ecosystem of Sub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ESTUARIES AND 

COASTS 卷: 39 期: 5頁碼: 1357-1366 DOI: 10.1007/s12237-016-0098-9 

7. Tsai, SF; Lin, FW ; Chan, YF ; Chiang, KP (2016)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pigmented 

and non-pigmented nanoflagella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卷: 125 頁碼: 107-113 DOI: 10.1016/j.csr.2016.07.012 

8. Tsai, AY; Gong, GC ; Chang, WL (2016) Control of nanoflagellate abundance by 

microzooplankton and viruses in a coastal ecosystem of the sub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卷: 481 頁碼: 57-62 DOI: 10.1016/j.jembe.2016.04.004 

9. Garcia-Comas, C; Lee, YC ; Chang, CY ; Gong, GC; Hsieh, CH (2016) 

Contribution to the Themed Section: Advances in Plankton Modelling and 

Biodiversity Evaluation Comparison of copepod species-based and 

individual-size-based community structuring, JOURNAL OF PLANK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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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卷: 38 期: 4頁碼: 1006-1020 DOI: 10.1093/plankt/fbw039 

10. Shikina, S; Chiu, YL ; Chung, YJ ; Chen, CJ ; Lee, YH ; Chang, CF (2016) Oocytes 

express an endogenous red fluorescent protein in a stony coral, Euphyllia ancora: a 

potential involvement in coral oogenesis, SCIENTIFIC REPORTS 卷: 6 DOI: 

10.1038/srep25868 

11. Chou, WC; Gong, GC; Yang, CY ; Chuang, KY  (2016) A comparison between 

field and laboratory pH measurements for seawater on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METHODS 卷 : 14 期 : 5 頁碼 : 

315-322 DOI: 10.1002/lom3.10091 

12. Shikina, S ; Chung, YJ ; Chiu, YL ; Huang, YJ ; Lee, YH ; Chang, CF (2016) 

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steroidogenic enzyme, 17 

beta-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 type 14, from the stony coral Euphyllia ancora 

(Cnidaria, Anthozoa),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卷: 

228 頁碼: 95-104 DOI: 10.1016/j.ygcen.2016.02.006  

13. Garcia-Comas, C; Sastri, AR; Ye, L; Chang, CY; Lin, FS; Su, MS; Gong, GC; 

Hsieh, CH  (2016) Prey size diversity hinders biomass trophic transfer and 

predator size diversity promotes it in planktonic commun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卷: 283 期: 1824 DOI: 

10.1098/rspb.2015.2129 

14. Chen, CJ; Shikina, S ; Chen, WJ ; Chung, YJ ; Chiu, YL; Bertrand, JAM  ;; Chang, 

CF (2016) A Novel Female-Specific and Sexual Reproduction-Associated Dmrt 

Gene Discovered in the Stony Coral, Euphyllia ancora,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卷: 94 期: 2 DOI: 10.1095/biolreprod.115.133173  

15. Ashkenazy, Y ; Fredj, E ; Gildor, H; Gong, GC; Lee, HJ (2016) Current temporal 

asymmetry and the role of tides: Nan-Wan Bay vs. the Gulf of Elat, OCEAN 

SCIENCE 卷: 12 期: 3 頁碼: 733-742 DOI: 10.5194/os-12-733-2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0次 2,638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所（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Environm Chem Ecol）105年論文被

引用次數為 2,6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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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所更名後（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Environm Ecol）105 年論文被

引用次數為 18次。 

 

3. 總和被引用次數為：2,638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件 500萬元/ 

5件 500萬元 

16件 4,433.8萬元

/16件 4,433.8萬元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6件，總金額計 44,338,464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總件數共 16件，總金額計 44,338,464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環態所 13  34,446,000  0  0  3  9,892,464  16  44,338,464  

 

本所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16件 44,338,464 元 

項

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1 周文臣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碳酸鹽系統變動之影

響:以東沙環礁為例(2/3) 

105/08/01 106/07/31 1,831,000 

2 蔣國平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微生物能量傳遞之影

響：混營性鞭毛蟲 (著鞭毛藻)攝食行為

(2/3) 

105/08/01 106/07/31 2,117,000 

3 龔國慶 海洋科學與人類生活(2/2) 105/09/01 106/08/31 1,447,000 

4 鍾至青 
以全轉錄基因體學解析不飽和醛類對於海

洋矽藻逆境生理調控之影響(3/3) 
105/08/01 106/07/31 1,6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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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蔣國平 
西北太平洋副熱帶沿岸生態系超微真核藻

類多樣性研究-數量與組成日周變化 
105/08/01 106/07/31 900,000 

6 
識名信

也 

海葵的生殖生物學: 以海葵(Aiptasia 

pulchella)加速了解珊瑚生殖的分子/細胞/

內分泌機制(3/3) 

105/08/01 106/07/31 1,200,000 

7 龔國慶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總計畫及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

東海及西北太平洋黑潮海域基礎生產力變

動之影響 

105/08/01 106/07/31 1,679,000 

8 周文臣 

颱風與內波對南海北部生物地球化學作用

之衝擊-子計畫：颱風與內波對南海北部海

氣二氧化碳交換通量之影響 

105/08/01 106/07/31 850,000 

9 蔡安益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微生物循環圈能量傳遞

之影響 (Ⅱ)：病毒裂解與微細鞭毛蟲攝食 

105/08/01 106/07/31 1,887,000 

10 鍾至青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西北太平

洋黑潮海域超微真核浮游植物細胞分子生

理與族群演替之影響(Ⅱ) 

105/08/01 106/07/31 1,137,000 

11 蔡昇芳 
臺灣東北沿岸海域纖毛蟲群集在小空間尺

度下相似度之研究 
105/08/01 106/07/31 910,000 

12 康利國 

全球變遷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海域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與研

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北太平洋黑潮海域浮游植物生態之影響:

以原位雜合顯示細胞在分子層次之反應 

(Ⅱ) 

105/08/01 106/07/31 1,350,000 

13 龔國慶 
105年度海研二號研究船貴重儀器使用中

心補助計畫 
105/08/01 106/07/31 

17,534,00

0 

14 龔國慶 

105年度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期

間環境品質監測:海域環境(含海域水質、海

域沉積物、海域生態、漁業資源及 CTD調

查 

105/01/01 107/12/31 8,148,000 

15 龔國慶 
海域大氣粒狀污染物監測與傳輸模擬先導

計畫(海洋研究船租使用費) 
105/05/01 105/06/15 1,264,464 

16 龔國慶 
臺灣西部電廠周邊海域浮游植物葉綠素與

固碳量調查 
105/05/01 106/06/30 48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30 萬元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3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環態所 蔣國平老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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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學制 姓名 性別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經費來源 

1 博士班 陳韋廷 女 105.11.21~106.10.31 法國 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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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學院 

(一)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10人 24人次/12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機械系 9 8 15 4 24 1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9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9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 總計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0 0 1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2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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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1051學期無陸生交換新生入學。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積極配合校、院招收陸生交換新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4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4次 

具體

成果 

1. 2/27-2/28 周昭昌主任及大學部黃治軒同學假台大體育館配合辦理大學博覽會

招生宣傳。 

2. 5/25 下午 13:00-16:00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參訪工學院，本系配合實驗室參觀解說

事宜。 

3. 6/17 下午暖暖高中、八斗高中及安樂高中學生到校參訪，本系配合相關事宜。 

4. 11/1 新竹光復高中參訪本校，本系配合實驗室參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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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3場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3場次 

具體

成果 

1. 2/18 104 學年度寒轉新生註冊及新生說明會。 

2. 4/30 辦理 2016 Hi Young!新鮮人說明會。 

3. 8/20 辦理 105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1篇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周昭昌教授與日本國立材料研究所研究員Rudder Wu共同發表1篇國際期刊論文。 

具體

成果 

Chou, C.-C.*, Hsin, S.-W., Lin, H.-C., Yeh, C.-H., Wu, Rudder, and Cherng, W.-J., 

October 2016, “Oxidized dopamine as the interlayer between heparin/collagen 

polyelectrolyte multilayers and titanium substrat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ating's 

adhesion and hemocompatibility,” Surface & Coatings Technology, Vol. 303, Part A, 

pp.277-28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年本系 5名學生均申請學海逐夢(日本實習)，未申請短研。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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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次 4人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4人次 

具體

成果 

4/22-5/1 周昭昌主任與碩士生吳念恩同學至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參加美國金屬塗層

與薄膜國際研討會(ICMCTF2016)。 

*學服組多陳冠榮、吳少軒、張書卿計 3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無學生回報該資訊。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各班導師鼓勵學生出國短研，並請學生回報系辦公室。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無學生回報該資訊。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各班導師鼓勵學生出國短研，並請學生回報系辦公室。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4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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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4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9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9人次海外實習 

具體

成果 

105年選送 5位學生至日本國立材料物質研究所實習： 

1. 吳文銜 105/7~106/3 

2. 吳鎮宇 105/7~106/3 

3. 李建欣 105/7~105/8 

4. 林承昱 105/7~106/3 

5. 董作軒 105/7~106/3 

6. 另有 4 名學生 104年出國 105 年 2月前返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63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26人報考英檢。 

*教務處審核為 63人 

具體

成果 

106.01.17 統計英檢 

 
參加英檢 通過英檢 

4A 9 2 

4B 12 5 

3A 0 0 

3B 1 1 

2A 1 1 

2B 1 1 

1A 0 0 

1B 2 2 

 
26 1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34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2人通過英檢 

*教務處審核為 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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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6.01.17 統計英檢 

 
參加英檢 通過英檢 

4A 9 2 

4B 12 5 

3A 0 0 

3B 1 1 

2A 1 1 

2B 1 1 

1A 0 0 

1B 2 2 

 
26 12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門 4門 

執行單位 機械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4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042學期三門課程：產業實習(I)、產業實習(II)、產業實習(III)。 

1051學期一門課程：暑期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12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2人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105年產業實習人數：2名。 

105年暑期校外實習人數：10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家 至少 11家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至少 11家產學合作企業。 

具體

成果 

1. 105年學生校外實習合作廠商 6家：長榮航太科技、易而得、山衛科技、鑄將、

泓格科技、永誠亞太。 

2. 田華忠老師執行立積電子(股)公司產學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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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士豪老師執行工研院執行立積電子(股)公司產學合作計劃。 

4. 莊水旺老師執行保技鋁業、經濟部工業局及誼卡科技顧問 3件產學合作計畫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3件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3件 

具體

成果 

1. 周昭昌主任與基隆長庚醫院前院長程文俊醫師合作指導吳德群、潘禹衡、吳文

銜於 11月 12日參加參加 TACT2016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之學生海報論文競

賽，榮獲 E 組(有機軟性與生醫薄膜)優等獎。並獲頒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專利

名稱是”流體調整閥裝置”。 

2. 溫博浚老師研究團隊分別榮獲「2015-2016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雲賞」競賽獎

項，並與裕隆日產汽車公司產學合作。 

3. 張文桐老師研究團隊歷時兩年於 105年獲國內工具機大廠「程泰集團」邀請並

全額補助於「TMTS2016 台灣國際工具機展」參展，並獲頒 2016第五屆中興大

學暨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獎競賽「研究生組第二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隊/12人次 18隊/超過 30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8隊，參賽學生超過 30名。 

具體

成果 

1. 105年 4月溫博浚老師指導呂彥槿和陳駿睿兩位大三同學以「車用透明顯示器

之視覺互動操控應用」為主題參加「2015-2016 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雲賞」比

賽入圍最後決選 10隊之一(共 140隊參加)，將參加 9 月份的最終比賽 

2. 鄭元良老師指導大學部專題生賀瓏、杜昀儒、方廷瑋、張紘瑋、黃竣揚於

105.06.04 參加之『2016 海洋綠色能源及船舶科技跨校創新創意競賽暨邀請賽』

優等獎。 

3. 林鎮洲老師指導學生陳彥樺、謝宗叡、吳政憲等 3位同學參加教育部「風能與

海洋能教學聯盟中心」主辦之「2016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榮

獲亞軍，並獲得推薦參加今年 10 月 2 日於高雄科工館舉行的「全國能源創意

實作競賽」。 

576



209 

4. 張文桐老師指導盧鈞誠、高祥倫、方耀輿、胡予恩、吳以剛等同學榮獲「第六

屆全國大專院校智動化設備創作獎」競賽「第一名」!! 

5. 林資榕老師研究團隊張書御、郭恆暐、施政宏、林江信、黃振庭、張光濬等同

學之論文「高靈敏度電漿光子晶體奈米感測器之設計與模擬」榮獲第二十屆奈

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6. 張文桐老師指導盧鈞誠、高祥倫、方耀輿、胡予恩、吳以剛等同學榮獲「第八

屆國研盃 i-ONE 儀器科技創新獎」競賽「專上組三獎」!! 

7. 張文桐老師指導盧鈞誠、高祥倫、方耀輿、胡予恩、吳以剛等同學榮獲 2016

第五屆中興大學暨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獎競賽「研

究生組第二名」!! 

8. 張文桐老師指導邱正宇、王弘毅、陳昱維、游夙平等同學榮獲 2016 第五屆中

興大學暨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與自動化技術」專題實作獎競賽「研究生組佳

作」!! 

9. 張文桐老師指導大四生胡予恩、吳以剛、游夙平榮獲「本校 105年度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工學院第三名 

10. 王星豪老師指導林帛江同學、李建欣同學榮獲 105年材料年會「特優獎」。 

11. 王星豪老師指導林帛江同學榮獲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105 年振鋒論文獎第 2

名」 

12. 105 年 9 月溫博浚老師指導呂彥槿與陳駿睿同學榮獲「2015-2016 裕隆日產汽

車創新風雲賞」競賽決賽優選獎。 

13. 張文桐老師指導傅子豪、曾柏元等同學榮獲「2015-2016 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

雲賞」競賽「銅賞獎」!!  

14. 105 年 11 月周昭昌主任指導專題生陳聖賢，陳宥羽，參加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ribology and Applied Technology (ICETAT2016)國際

研討會海報論文發表，獲得最佳海報論文獎。 

15. 周昭昌主任指導研究所學生林承昱，王弘毅，吳文銜，於 11 月 5日參加”2016

全國磨潤科技實務技術競賽”，獲得”最佳產業應用獎”。 

16. 周昭昌主任與基隆長庚醫院合作指導吳德群、潘禹衡、吳文銜於 11月 12日參

加參加 TACT2016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之學生海報論文競賽，榮獲 E 組(有

機軟性與生醫薄膜)優等獎 

17. 林資榕老師研究團隊之奈米雷射研究成果獲 OPTIC2016 學生論文獎。 

18. 吳志偉老師實驗室「艾滴科技團隊」，參加教育部舉辦生技創新創業獎，榮獲

農業生技組第一名。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篇 25篇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25篇 

具體
成果 

編號 姓名 論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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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博浚 
Non-contac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of transparent electrodes 

deposited on flexible display substrates under repetitive bending test 

by terahertz time domain spectroscopy 

2 張文桐 
An innovative optical-based method and automation system for rapid 

and non-destructive measurement of the web thickness of microdrills 

3 周昭昌 Oxidation resistanc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a-Al-N coatings 

4 周昭昌 
Wear behavior of thermally sprayed Zn/15Al, Al and Inconel 625 

coatings on carbon steel 

5 周昭昌 
Oxidized dopamine as the interlayer between heparin/collagen 

polyelectrolyte multilayers and titanium substrat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ating's adhesion and hemocompatibility 

6 陳正宗 
Green's Function Problem of Laplace Equation with Spherical and 

Prolate Spheroidal Boundaries by Using the Null-Field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 

7 陳正宗 
Applications of the Clifford algebra valued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to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problems 

8 劉進賢 
Homogenized functions to recover H(t)/H(x) by solving a small scale 

linear system of differencing equations 

9 劉進賢 
An analytic adjoint Trefftz method for solving the singular parabolic 

convection-diffusion equation and initial pollution profile problem 

10 陳正宗 Focusing phenomenon and near-trapped modes of SH waves 

11 溫博浚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ed Investigations of Thin Polymer 

Substrates with an Indium Tin Oxide Coating under Fatigue Bending 

Loadings 

12 林資榕/王星豪 
Boosted photocatalytic efficiency through plasmonic field 

confinement with bowtie and diabolo nanostructures under LED 

irradiation 

13 傅光華 
Modeling and Analyzing the Shearing of Aluminum Sheets by Using 

Ultrasonic Vibrations 

14 劉進賢 
A fast multiple-scale polynomial solution for the inverse Cauchy 

problem of elasticity in an arbitrary plane domain 

15 鄭郅言 
Pulsed DC Electric Field-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 Cortical Neural 

Precursor Cells 

16 任貽明/王星豪 
INFLUENCE OF SHOT-PEENING -INDUCED RESIDUAL 

STRESSES ON POST-NECKING BEHAVIOR OF TEMPERED 

ULTRAHIGH-STRENGTH LOW ALLOY 300M STEEL 

17 陳正宗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BEM/BIEM for two-dimensional 

elasticity problems 

18 林資榕 
High-Operation-Temperature Plasmonic Nanolasers on 

Single-Crystalline Aluminum 

19 張文桐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a circular saw blade with 

self-clamped cutting inserts 

20 周昭昌 
Decreased Hemolysis and Improved Hemodynamic Performance of 

Synchronized Bileaflet Mechanical Valve 

21 鄭郅言 
High-Quality Surface Micromachining on Polymer Using 

Visible-LIBWE 

22 林資榕 Single-crystalline aluminum film for ultraviolet plasmonic nanolasers 

23 莊水旺 
Reaction effect of fly ash with Al-3Mg mel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hardness of aluminum matrix composites 

24 莊水旺 
A NEW DESIGN OF WET SCRUBBER FOR REMOVAL OF FINE 

PARTICLES FROM EXHAUST GAS 

25 閻順昌 
Modulation of wake flow and aerodynamic behaviors around a 

square cylinder using an upstream control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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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73次 3,389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3389次 

具體

成果 
1997至 2017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3389，其中不含自我引用之次數 2863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件 1,000萬元/ 

4件 200萬元 

15件 1,144.3萬元/ 

4件 323萬元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5件，總金額計 11,443,000元。 

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4件，總金額計 323萬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機械系 10  8,791,000  1  800,000  4  1,852,000  15  11,443,000 

其中，與海洋相關計劃 4件，總金額計 323萬元。 

教師姓名 計劃名稱 委託單位 期程起 期程迄 計劃金額 

黃士豪 

利用細胞耗氧磷光相位

感測裝置探討藻類萃取

物於抗台灣石斑虹彩病

毒感染之效能分析 

科技部 105/08/01 106/07/31 961,000 

吳志偉 

應用液態天然氣(LNG)冷

排水建構冷水養殖模場

之研發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105/01/01 105/12/31 800,000 

黃士豪 
生物能量量測之微孔盤

系統平台設計開發 

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

院 

105/03/01 105/12/31 400,000 

林資榕 

可調式石墨烯電漿光子

晶體奈米生物感測器之

研究 

科技部 105/08/01 106/07/31 1,07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10萬元 4件/50萬元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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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4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凸輪軸件之輪廊精度的非接觸式量

測方法與自動化系統 
機械系 張文桐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2 
凸輪軸件之輪廊精度的非接觸式量

測方法與自動化系統 
機械系 張文桐老師 美國 發明 

3 
凸輪軸件之表面粗糙度的非接觸式

量測方法與自動化系統 
機械系 張文桐老師 中華民國 發明 

4 
凸輪軸件之表面粗糙度的非接觸式

量測方法與自動化系統 
機械系 張文桐老師 美國 發明 

105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5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機械系 莊水旺老師 20 

2 機械系 廖世平老師 6 

3 機械系 莊水旺老師 24 
 

 

(二)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0人 40人次/ 25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造船系 32 22 8 3 40 2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造船系 0 0 1 0 0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1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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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系教師參與國際處所辦理的海外招生活動，加強本系英文網頁的完整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28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造船系 69(福州大學) 59(福州大學) 128(福州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1隊/36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5.7.9(星期六)-7.14(星期四)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慶陽海洋企業(股)公司共

同主辦為期六天的「2016遙控帆船製作體驗營」，共計招收學員 36名，工作人員

共計 11名(包括教師 3 名、行政人員 1名、小隊輔 7名)。 

具體

成果 

本次營隊原本預期為 40 名學員，後來有實收 36 名學員，分析原因是因為颱風於

7月 7日來臨，家長為了學員安全而臨時取消。後來也有 36名學員大部分在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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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伴下報到，證明了遙控帆船營隊在之前已經建立了不錯的口碑，再者 36名學

員的回饋機制中也表明了，希望可以再次參加明年特色營隊。透過了舉辦營隊活

動，介紹基隆當地最具有海洋特色的教育場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及海洋大學及

就人文方面介紹了基隆海洋城市的特色及景觀還有各項親水活動，讓學員們在心

中埋下了認識海洋的種子，學員們原本就來自於各個不同的縣市，希望透過了學

員的介紹及今年配合的青春共和國記者的參與，也可以讓各個學校對於不管是海

科館還是海洋大學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7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本系共支援本校招生組辦理高中參訪本校相關實驗室達 7 次之多，為個

系所之冠，詳細資料如下表： 

No 學校 參訪點 日期 

1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中 

（師生共約 90人） 

操船模擬中心、水生動

物實驗中心、造船系實

驗室、食科系罐頭工

廠、圖書館、體育館、

校史博物館、展示廳 

105年 1月 26日（二） 

09：30 ~ 16：00 

2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師生共約 75人) 

造船系實驗室、河工系

實驗室 

105年 4月 14日(四) 

09：30 ~ 11：30 

3 
國立中正高中 

(師生共約 40人) 

工學院(包括造船系實

驗室)、生科院、海資

院及光電系實驗室 

105年 5月 25日(三) 

13：00 ~ 16：00 

4 
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1人) 
造船系、河工系實驗室 

105年06月04日（六） 

14：00 ~ 15：30 

5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八斗高中 

(師生共約 295人) 

各系實驗室、圖書館、

體育館、校史博物館、

展示廳 

105年06月17日（五） 

13：00 ~ 16：30 

6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2人) 
圖書館、造船系實驗室 

105年 12月 7日（三） 

13：30 ~ 15：30 

7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師生共約 32人) 

造船系實驗室、水生動

物實驗中心 

105年 12月 8日（四） 

13：30 ~ 15：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4.12 舉辦 2016 Hi! Young新鮮人說明會，透過舉辦說明會來與新生及其家

長互動，進而瞭解系所發展方向及學習重點，本系安排 Q&A 時間讓新生及其

家長直接向師長們提問，希望可以鼓勵新生就讀。 

2. 105.8.20 舉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透過舉辦說明會來與新生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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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互動，進而瞭解系所發展方向及學習重點，本系安排 Q&A 時間讓新生及其

家長直接向提問師長們提問，提問內容包含學習重點、本系就業狀況、升學管

道、學生住宿問題等，希望藉此協助新生及其家長更了解本系。 

具體

成果 

1. 105.4.12 共有新生 18位，家長 22位參與 2016 Hi! Young新鮮人說明會。 

2. 105.8.20 共有新生 20位，家長 20位參與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須提前半年以上準備相關語文考試及其他資料，

若未在大二開始積極準備，要如期申請會比較困難。 

具體

改善

措施 

提早宣傳有學海系列的補助可供學生申請，鼓勵學生積極透過教育部學海系列的

補助方式至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並鼓勵學生精進外語能力，勇於嘗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次 22人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系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共 22 人次，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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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姓名 時間 地點 參加會議英文名稱 參加會議中文名稱 補助金額 

碩 2 吳冠毅 
105/05/28-

105/06/01 

日本 

沖繩 

The IEE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CASI 2016) 

2016創新應用系統

國際研討會 
31,410  

碩 2 賴冠羽 
105/05/28-

105/06/01 

日本 

沖繩 

The IEE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CASI 2016) 

2016創新應用系統

國際研討會 
10,000  

碩 2 王昭明 
105/05/28-

105/06/01 

日本 

沖繩 

The IEE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CASI 2016) 

2016創新應用系統

國際研討會 
10,000  

碩 2 簡秀庭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38,018  

碩 2 林均達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37,000  

碩 2 鄒文懷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40,000  

碩 1 陳玉豐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32,000  

碩 1 黃斯寬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9,996 

碩 1 謝侑雯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9,996 

碩 1 毛耀堂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10,000 

碩 1 呂玲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9,996 

碩 1 賴信安 
105/07/23-

105/08/01 

韓國 

首爾 

The 12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第 12 屆世界計算力

學會議 
10,000 

碩 1 張祐維 
105/08/17-

105/08/20 

韓國 

釡山 

16th Asian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ystem and Safety 

Research 

第 16 屆亞洲海事系

統及安全研究研討會 
39,843  

碩 2 杜國維 
105/10/09-

105/10/13 

南韓 

木浦市 

30th Asian-Pacific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 

第三十屆亞太海洋結

構學術技術交流研討

會 

31,529  

碩 1 張耕瑋 
105/10/09-

105/10/13 

南韓木

浦市 

30th Asian-Pacific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 

第三十屆亞太海洋結

構學術技術交流研討

會 

23,300  

碩 2 郭士模 
105/10/09-

105/10/13 

南韓木

浦市 

30th Asian-Pacific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 

第三十屆亞太海洋結

構學術技術交流研討

會 

22,900 

碩 2 李均培 
105/10/09-

105/10/14 

南韓木

浦市 

30th Asian-Pacific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 

第三十屆亞太海洋結

構學術技術交流研討

會 

22,104  

碩 2 張庭嘉 
105/11/08-

105/11/11 

韓國 

首爾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第 7屆定位技術國際

研討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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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4 林暐倫 
105/10/24-

105/10/31 
新加坡 

The 3rd Asian Wave and Tidal 

Energy Conference (AWTEC 

2016) 

第三屆亞洲波浪與潮

汐能研討會 
23,023 

碩 1 施彥宇 
105/10/24-

105/10/30 
新加坡 

The 3rd Asian Wave and Tidal 

Energy Conference (AWTEC 

2016) 

第三屆亞洲波浪與潮

汐能研討會 
23,213 

大 4 施文凱 
105/10/24-

105/10/30 
新加坡 

The 3rd Asian Wave and Tidal 

Energy Conference (AWTEC 

2016) 

第三屆亞洲波浪與潮

汐能研討會 
23,013 

碩 2 林子軒 
105/11/9- 

105/11/14 

中國 

無錫市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Global Chinese Scholars on 

Hydrodynamics 

第二屆全球華人水動

力學會議 
21,11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2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共 3名學生前往大陸地區進行短席研修、交換，詳細資料如下表： 

年級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對方國家

(地區) 

對方學校(機構名稱) 補助經

費(元)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碩一 林子軒 
(105.07.24- 

105.08.07) 
中國大陸 

上海 

交通大學 

船泊海洋與力學國際暑

期學校研習 
11,900 

碩一 李均培 
(105.07.24- 

105.08.07) 
中國大陸 

上海 

交通大學 

船泊海洋與力學國際暑

期學校研習 
11,9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7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7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585



218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32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32人 

105年度本系學生報考英文檢定情形如下表：共 16名學生報考，10名通過畢業門

檻標準。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考試類別 考試結果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00251009 黃琮文 2016/10/23 多益測驗(TOEIC) 400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11 張文瑄 2016/11/19 多益測驗(TOEIC) 405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19 詹益欣 2016/12/18 多益測驗(TOEIC) 665 550以上 通過 

00251022 郭泯辰 2016/4/24 多益測驗(TOEIC) 510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34 方譽如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62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35 張鈺甄 2016/1/24 多益測驗(TOEIC) 555 550以上 通過 

00251037 陳柏翰 2016/11/19 多益測驗(TOEIC) 55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40 王俊皓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73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42 林彥璋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475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46 黃偉哲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64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52 李昱緯 2016/12/18 多益測驗(TOEIC) 330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57 徐昶瑋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58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59 施文凱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365 550以上 不通過 

00351052 林彥翔 2016/11/20 多益測驗(TOEIC) 775 550以上 通過 

00351061 羅蔚翔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570 550以上 通過 

00551048 張靜觀 2016/1/24 多益測驗(TOEIC) 610 550以上 通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6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16人 

105年度本系學生報考英文檢定情形如下表：共 16名學生報考，10名通過畢業門

檻標準。 

學號 姓名 考試日期 考試類別 考試結果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00251009 黃琮文 2016/10/23 多益測驗(TOEIC) 400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11 張文瑄 2016/11/19 多益測驗(TOEIC) 405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19 詹益欣 2016/12/18 多益測驗(TOEIC) 665 550以上 通過 

00251022 郭泯辰 2016/4/24 多益測驗(TOEIC) 510 550以上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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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1034 方譽如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62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35 張鈺甄 2016/1/24 多益測驗(TOEIC) 555 550以上 通過 

00251037 陳柏翰 2016/11/19 多益測驗(TOEIC) 55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40 王俊皓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73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42 林彥璋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475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46 黃偉哲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64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52 李昱緯 2016/12/18 多益測驗(TOEIC) 330 550以上 不通過 

00251057 徐昶瑋 2016/3/20 多益測驗(TOEIC) 580 550以上 通過 

00251059 施文凱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365 550以上 不通過 

00351052 林彥翔 2016/11/20 多益測驗(TOEIC) 775 550以上 通過 

00351061 羅蔚翔 2016/5/14 多益測驗(TOEIC) 570 550以上 通過 

00551048 張靜觀 2016/1/24 多益測驗(TOEIC) 610 550以上 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門 2門 

執行單位 造船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高階造船實習」課程，且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

設「中階造船實習」課程，中階造船實習課程共有 35名學生選修，高階造船實習

共有 4名學生選修。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的「船舶監造實務」課程為與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合作開設之

課程，本年度由於該中心未提出實習的需求，故該課程沒有開課。 

具體

改善

措施 

積極與業界單位洽詢是否有各種可供本系學生實習之機會，並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且叮囑學生在外實習期間務必積極學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 37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37人 

105年度本系學生至校外實習共有 35人，分別前往台船基隆廠、台船高雄廠、船

舶中心、嘉鴻遊艇及統怡遊艇實習，詳細資料如下表： 

學號 姓名 實習時間 實習單位 

00251009 黃琮文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11 張文瑄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46 黃偉哲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37 陳柏翰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62 陳健文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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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1006 蔡億諭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35 張鈺甄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52 李昱緯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55 黃彥碩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63 謝家皓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00251005 林冠言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17 簡鈺霖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42 林彥璋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51 孔慶瑋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57 徐昶瑋 105.7.4-7.29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28 趙奕晴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30 卓致儀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54 鄭澤祐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351207 謝明勳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151062 陸邦豪 105.8.1-8.26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00251015 陳泓勳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27 陳柏邑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40 王俊皓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44 周辰珊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26 邱方伶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07 曾郁安 105.7.4-7.29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00251013 林暐倫 105.7.4-8.5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33 呂文傑 105.7.4-8.5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61 陳宥任 105.7.4-8.5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03 黃冠傑 105.8.8-9.2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49 羅翊齊 105.8.8-9.2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38 張光鑫 105.8.8-9.2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58 葉人豪 105.8.8-9.2 嘉鴻遊艇集團 

00251034 方譽如 105.7.4-7.29 統怡遊艇 

00251023 粘以淨 105.7.4-7.29 統怡遊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家 4家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中階造船實習課程與船舶中心、台船、統怡遊艇及嘉鴻遊

艇合作，計有 35名學生分別前往四間公司進行暑期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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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創業課程與本系無直接相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2人次 1隊/4人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系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共有 1隊/4人次，詳細資料如下表： 

序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名次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1 2016 全國能源

科技創意實作

競賽 

教育部 105.12.2 大專

組銅

牌獎 

關百宸 林暐倫、郭泯

辰、施文凱、

張文瑄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篇 12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造船系相關論文篇數，如下所示： 

系所 SCI 

造船系 1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26次 881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本系論文被引

用次數為 130次，被引用

次數總和為 881次，被引

用次數總和(不含自我引

用)為 804 次，每年平均

被引用次數為 6.57 次，

歷年被引用次數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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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

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件 1,200萬元/ 

4件 200萬元 

114 件 2,989.7萬元/ 

25件 2,122萬 6,900元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14件，總金額計 29,896,557元，其中海洋相關計畫共 25件，總金

額為 21,226,9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造船系 15  12,861,900  1  265,000  98  16,769,657  114  29,896,557  

海洋相關計畫列表如下： 

姓名 專案案名 委託單位 計劃總金額 

高瑞祥 端板螺槳性能測試 
財團法人船舶暨產業研

發中心 
580,000 

高瑞祥 端板螺槳激振力試驗 
財團法人船舶暨產業研

發中心 
580,000 

柯永澤 舷外機螺槳於不同空化係數下觀測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高瑞祥 車葉設計與模型試驗案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

業研發中心 
2,200,000 

高瑞祥 端板螺槳性能測試 
財團法人船舶暨產業研

發中心 
580,000 

高瑞祥 端板螺槳激振力試驗 
財團法人船舶暨產業研

發中心 
580,000 

柯永澤 舷外機螺槳於不同空化係數下觀測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高瑞祥 車葉設計與模型試驗案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

業研發中心 
2,200,000 

陳建宏 亞太海洋結構物技術交流與諮詢會議 (3/3) 科技部 118,800 

柯永澤 水平軸潮流發電葉片設計分析 工業研究院 1,000,000 

辛敬業 波浪效應對船艦螺槳性能之研究（I） 中山科學研究院 928,000 

陳建宏 

國家型科技計畫（產學合作）-浮游式黑潮

發電先導機組設計開發關鍵技術之研究

（2/3） 

科技部 2,946,100 

周一志 海上展示平台水動力計算 工業研究院 300,000 

方志中 三體船長期波浪負荷極值分析 科技部 654,000 

周一志 圓柱臨背階流場之實驗研究 科技部 592,000 

關百宸 

「風能與海洋能」制式與非制式創新教育資

源研發暨應用推廣-子計畫一:風能與海洋能

發電模組開發研究計畫(2/3) 

科技部 929,000 

關百宸 發展 IGA船體結構模型用於衝擊強度分析 科技部 830,000 

陳建宏 圓柱渦流與噴流的交互作用研究 科技部 917,000 

辛敬業 螺槳於船體運動時能量損失變化之探討 科技部 728,000 

李耀輝 
旋轉螺槳葉片表面流場 PIV 量測與空化影

像拍攝 
科技部 522,000 

高瑞祥 
運用權重迭帶法探討水下螺槳偶聲源之散

射聲場 
科技部 2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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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鑑 
分層水體中繫纜型浮式構造物與波浪互制

之纜繩動力分析研究 
科技部 936,000 

陳柏台 
Aquapod運用於臺灣海域養殖利用可行性研

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 
265,000 

陳柏台 
水下載具噪音及外殼音跡研究與分析-水下

載具噪音及外殼音跡研究與分析 
科技部 900,000 

辛敬業 
中高速雙體船控制翼在運動控制上的影響

評估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695,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10 萬元 0件/42.8萬元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42 萬 8,000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造船系 辛敬業老師 32 

2 造船系 辛敬業老師 10.8 
 

具體
改善
措施 

將於系務等相關會議上，積極鼓勵本系教師發展相關專利。 

 

(三) 河海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人次/ 20人 54人次/ 31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甄試 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河海工程學系 31 20 23 11 54 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4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河工系 0 0 3 1 0 0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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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河海工程學系 1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35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河工系 76(福州大學) 59(福州大學) 135(福州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為土木水利學門之系所，對外籍生吸引稍低，同時可能宣傳不足，以致招生

新生如數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對現有外籍生積極加強其課業與生活之輔導，已建立本系之學習口碑，同

時對於外籍生招生將持續研擬與進行有效之招生策略，藉此提高外籍生招收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為土木水利學門之系所，對外籍生吸引稍低，同時可能宣傳不足，以致招生

新生如數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對現有外籍生積極將強其課業與生活之輔導，已建立本系之學習口碑，同

時對於外籍生招生將持續研擬與進行有效之招生策略，藉此提高外籍生招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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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5 年度無辦理系所特色營隊 

其他

原因

說明 

河工系於本學期於 1041學期開始執行福州大學交換生相關業務，為維持系上原本

學生及福州大學交換生之教學品質，且礙於經費有限，故本系 105年度無法執行、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 

其他

改善

措施 

未來於人力物力皆允許之情況下，將積極推動相關營隊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次 6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因應少子化，本系配合學校安排高中至本系參訪相關或至外地高中宣傳。 

具體

成果 

1. 本系於 105年 5月 25日接待台北市中正高中師生約 10 人至本系參訪。 

2. 本系於 105年 6月 17日接待基隆完全高中師生約 10 人至本系參訪。 

3. 本系於 105年 10月 25日接待新竹光復高中師生約 180 人(4個班)至本系參訪 

4. 本系方惠民老師、李孟哲助教)於 105年 10月 20日至陽明高中進行本校及河工

系介紹宣傳。 

5. 本系方惠民老師及李孟哲助教、洪麗娟助教於 105 年 12 月 7 日至台東女中及

台東高中進行本校及河工系介紹宣傳。 

6. 配合學校辦理大學博覽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1. 105 學年度「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於 10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5 時

00 分假工學院地下室演講廳舉行，約有 50 位學生及家長參加，活動圓滿順利

完成。 

2. 105學年度「2016年新生家長日 系座談會」於 105年 8月 20日假海洋大學工

學院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行，本系共約 20位新生及 60 位家長參與，活動圓滿順

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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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50 萬元 1件/60 萬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總計 1件，金額為 600,000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河工系 李光敦 

臺俄(RU)國合計畫－建立適用於不

同地文與水文特性集水區之迅洪預警

系統(3/3) 

600,000 科技部 
105/1/1~ 

105/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3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為 3篇。 

具體

成果 

1. T. Zhang, Y.F. Ren, C.M. Fan* and P.W. Li, Simulation of two-dimensional 

sloshing phenomenon by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63, 82-91, 2016.(SCI) 

2. T. Zhang*, Y.F. Ren, Z.Q. Yang, C.M. Fan,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or non-linear free-surface problems of liquid sloshing,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Edition), 48(1), 8-14,2016. (In Chinese) 張挺、任

聿飛、楊志強、范佳銘，基於廣義有限差分法求解非線性自由液面的液體晃動

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工程科學版)，第 48 卷，第 1 期，第 8-14 頁，2016 年。

(EI) 

3. T. Zhang*, Y.F. Ren, Z.Q. Yang, C.M. Fan and P.W. Li, Application of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to propagation of nonlinear water waves in numerical wave 

flume, Ocean Engineering, 123, 278-290, 2016. (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於 105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短期研修情況以非教育補助為主。105 年度有兩位

學生透過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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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次 11人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以研究生碩博士班為主)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博士班可申

請「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其餘將由所屬指導老師從研究相關計

畫予以補助出國經費。 

具體

成果 

學生 研討會名稱 地點 

王星宇 2016年亞洲課堂科技研討會 日本 

曾柏勳 2016年亞洲課堂科技研討會 日本 

陳承志 2016年亞洲課堂科技研討會 日本 

蕭閎文 2016年亞洲課堂科技研討會 日本 

朱泰毅 
第 13屆亞洲海洋與地球科學協會 

13th Annual Meeting of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中國北京 

李柏緯 第七屆計算方法國際研討會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ICCM2016) 

加州 

蕭靖恩 2016  WCCM XII & APCOM VI  

Numerical Solutions of Groundwater Flow in Layered Soil 

Using the Method of Fundamental Solutions  

首爾 

王星宇 The Twelfth (2016) ISOPE Pacific-Asia Offshore Mechanics 

Symposium (第 12屆 ISOPE 亞太/亞洲離岸力學研討會) 

澳洲 

李  坤 The Twelfth (2016) ISOPE Pacific-Asia Offshore Mechanics 

Symposium (第 12屆 ISOPE 亞太/亞洲離岸力學研討會) 

澳洲 

蕭閎文 The Twelfth (2016) ISOPE Pacific-Asia Offshore Mechanics 

Symposium (第 12屆 ISOPE 亞太/亞洲離岸力學研討會) 

澳洲 

*學發組審核：比系所多 1位蔡欣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2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河工系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共約 2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河工所 博士 李柏緯 105/02/19-105/04/01 大陸 青島大學 

2 河工所 碩士 黃昱凱 105/02/20-105/06/30 大陸 河海大學 

*國際處統計為 22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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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與泰國理工學院簽訂有雙聯學位，並鼓勵學生赴國外研修。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本系無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於 105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短期研修情況以大陸地區為主。105 年度有兩位學

生透過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7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河工系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共約 7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活動 

1 河工系 學士 蕭心亞 105/07/13-105/07/20 大陸 至中國海洋大學遊學 

2 河工系 學士 蕭心亞 105/11/19-105/11/26 
大陸

北京 

看見與實踐: 環渤海環境教

育與生態考察-2016海峽兩

岸大學生社團領袖交流營 

3 河工系 學士 吳聲陽 105/01/22-105/01/27 
日本

廣島 
吳高等專門學校交流 

4 河工系 學士 陳彥凱 105/01/22-105/01/27 
日本

廣島 
吳高等專門學校交流 

5 河工系 學士 劉志國 105/01/22-105/01/27 
日本

廣島 
吳高等專門學校交流 

6 河工系 學士 李弈宏 105/01/22-105/01/27 
日本

廣島 
吳高等專門學校交流 

7 河工系 學士 許存禮 105/07/17-105/08/14 
加拿

大 

2016年加拿大ELS暑假英語

遊學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2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參與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之申請，並邀請曾參與過之同學進行經驗

交流，提供後續申請之同學參考。 

具體

成果 

本系張浩渝等 20 位同學於 1042 學期參加本系「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

由范佳銘老師及李應德老師領隊，至大陸福州大學進行短期的移地教學與實習參

訪 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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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37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學生於 105 年度報考英文檢定人次約 37 人次，包括多益檢定 36 人，國際英

文測驗(IELTS)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1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參加英檢，以提高學生之英文能力。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於 105年度報考英文檢定人次約 37人次；多益檢定 36人，其中有 10 位

同學通過檢定；國際英文測驗(IELTS)1 人，其中通過測驗 4以上的有 1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1門 

執行單位 河工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近年來中國大陸地區的土木水利工程建設蓬勃發展，對於水資源與各項工程建設

不遺餘力，同時也提升了土木水利工程的研究教學品質與工程技術發展。為增進

兩岸交流學習，擬由臺灣海洋大學與福州大學共同安排暑期移地教學活動，藉由

水利水電、橋樑、高樓結構等工程專業講座與工程參訪研習的活動安排，增加學

生對於水利水電等工程的視野與興趣，並促進兩岸學生與教師之交流。因此藉由

此次安排的暑期移地教學活動，可使得參與之學生增加實際工程經驗與增廣見

聞，並能印證課堂學習之知識，同時能促進兩校師生學術交流機會與增加雙方互

訪深度。故於 1051學期安排「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一門。 

具體

成果 

「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安排 20位同學於至福州大學進行暑期移地教學，

學生及任課老師於 2016 年 4 月 23 日報到，並於 4 月 23 日~5 月 1日(約 7~10 日)

進行教學與參觀。課程規劃約 36 小時，共計 2學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2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過系友及合作密切的產業界的協助，安排學生於暑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工

程公司實習，讓學生更進一步的學習到實務實作之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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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本系於 2016.07 暑假期間，安排 20 位學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工程公司、及

其他相關事務所實習： 

 實習單位 學生 

1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智勤、何冠霖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吳敬平 

3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曾寶賢 

4 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鄭臣崴、楊琬茹 

5 國興結構技師事務所 劉威灝、吳宗霖、尤彥暉 

6 宏德儀科技有限公司(賴智文) 周芳伃 

7 楷程營造有限公司(楊季蓁學姊 ) 許順彥 

8 駿富營造有限公司(陳國廉學長) 陳彥凱 

9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2屆朱善衡學長) 蘇育弘、黃承澤 

10 恆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高熙治 學長) 陳育馳、洪宣微 

11 天中天工程有限公司(測量)(蔡進中學長) 鄭仁豪、卓可威 

12 鴻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張俊淮 

13 天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文嘉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家 3家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2 年度開始積極與相關產業進行產學交流與產業結盟。 

具體

成果 

本系於 102 年度與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 3家公司簽屬合作備忘錄，並持續結盟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擬規劃開設創業課程，並鼓勵學生參予學校關關創業課程。 

具體

成果 

104年度本系暫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系教學與研究領域為較為成熟之科系，相關產業皆已發展成熟，且創業資本

額大，因此創業較為不易。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將請教師針對未來可發展之新興發展方向，結合業界進行創業課程開設之可

行性評估，同時鼓勵學生參予學校其他系所單位開設之創業課程，以激發學生創

業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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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

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學生專題：5篇    

創作成品：10篇       

碩博士論文：20篇 

學生專題：19篇    

創作成品：10篇       

碩博士論文：21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了降低學用落差，以及提高產學交流之目標。本系安排學生學習的實務、實作

課程安排與學習措施之外，本系更透過系友及合作密切的產業界的協助，安排學

生於暑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工程公司實習，讓學生更進一步的學習到實務

實作之寶貴經驗。 

具體

成果 

105 年度本系學生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共計有學

生專題：5篇、創作成品(論文發表)：10篇、碩博士論文：21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 1隊/-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活動。 

具體

成果 

105年度共計有 1隊參加，未來將持續鼓勵學生積極參予相關競賽活動。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篇 41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河工系相關論文篇數，如下所示： 

系所 SCI SSCI 總計(不重複) 

河工系 41 3 4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00次 5301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近 20年(1998-2016年)系所教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被

引用次數共計 530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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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4件 3,000萬元/ 

24件 3,000 萬元 

31件 3,338.2萬元/ 

23件 2,764.5萬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31件，總金額計 33,381,5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河工系 24 23,500,500 2  653,000  5 9,228,000  31 33,381,500  

河工系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3件及金額 27,645,50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系教師同時兼任其他中心主管，如院級中心計算與模擬中心及校級中心地理

資訊系統研究中心、海洋能源政策中心...等。故本系教師執行之計畫有部分不列

入計算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四) 材料工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次/1 人 1人次/ 1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材料工程研究所 1 1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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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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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每學年度至少舉辦一場入學新生座談會，以增加其就讀本所之意願。 

具體

成果 

本所於 105 年 12月 14日及 15日舉辦 106學年甄試入取新生及家長座談會，共計

11位新生參與座談。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次 6人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相當鼓勵研究生參與國際會議，有利學生增廣見聞及研究心得交流。 

具體

成果 

年級 姓名 時間 地點 參加會議中文名稱 

碩 1 龍彩文 
105/03/06- 

105/03/10 

日本 

名古屋 

第 8屆關於氮化物和奈米材料等先進離子科學 

應用研討會與第 9屆關於離子奈米技術與科學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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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2 李家民 
105/03/06- 

105/03/10 

日本 

名古屋 

第 8屆關於氮化物和奈米材料等先進離子科學應用 

研討會與第 9屆關於離子奈米技術與科學研討會 

碩 2 鍾成佳 
105/03/06- 

105/03/10 

日本 

名古屋 

第 8屆關於氮化物和奈米材料等先進離子科學應用 

研討會與第 9屆關於離子奈米技術與科學研討會 

碩 2 張善淳 
105/07/11- 

105/07/16 
新加坡 第八屆技術進步薄膜和表面塗層國際會議 

碩 1 鄭芝婷 
105/07/11- 

105/07/16 
新加坡 第八屆技術進步薄膜和表面塗層國際會議 

博 1 黃康訓 
105/10/30- 

105/11/3 

越南 

河內 

第七屆亞洲混凝土聯盟-持續發展混凝土現況與未

來國際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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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3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積極鼓勵學生參加英語能力相關考試測驗，並給予獎助學金鼓勵，期能提高

學生之英文能力。 

具體

成果 

共計 3位碩士班學制同學報考多益英檢: 

碩二：陳凱政同學 

碩一：王廷恩同學 

碩一：李柏逸同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積極鼓勵學生參加英語能力相關考試測驗，並給予獎助學金獎勵，期能提高

學生之英文能力。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生測驗成績未達俱就業競爭力之標準(多益 550分)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擬積極鼓勵所屬學生研修本校相關英語補強課程。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材料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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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人次 0隊/0人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篇 19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所屬教師發表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共計 19篇。 

具體

成果 

1. Yung-I Chen*, Hsiu-Nuan Chu, Wu Kai (2016, Dec). Internal oxidation of 

laminated Nb–Ru coating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389, 447-483. (SCI, 1/18, 

MATERIALS SCIENCE, COATINGS & FILMS). MOST 102-2221-E-019-007- 

MY3.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 Yung-I Chen*, Jun-Hsin Lin, Chau-Chang Chou (2016, Oct). Oxidation resistanc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aAlN coatings.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303, 41-47. (SCI, 4/18, MATERIALS SCIENCE, COATINGS & FILMS). 

MOST102-2221-E-019-007-MY3.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 Li-Chun Chang*, Ching-Yen Chang, Yung-I Chen, Hsuan-Ling Kao (2016, M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oxidation behavior of ZrNx thin films fabricated through 

high-power impulse magnetron sputtering deposition . J. Vac. Sci. Technol. A, 

34[2],02D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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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ung-I Chen*, Yu-Ren Huang, Li-Chun Chang (2016, Mar). Internal oxidation of 

laminated Hf–Ru coatings. Journal of Vacuum Science & Technology A, 34 [2], 

02D103. (SCI, 4/16, MATERIALS SCIENCE, COATINGS & FILMS). MOST 

102-2221-E-019-007-MY3.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5. Yuan-Chang Liang*, C.C. Chung, T.Y. Lin, Y.R. Cheng, “Synthesis and 

microstructure-dependent photoactivated properties of three-dimensional cadmium 

sulfide crystal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688, 769-775 (2016). 

6. Yuan-Chang Liang*, C. C. Wang, Y. J. Lo, “Photoactivity enhancement of zinc 

sulfide ceramics thin films through ultrathin buffering engineering”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2,15849-15854 (2016). 

7. Yuan-Chang Liang*, T.W. Lung, “Growth of Hydrothermally Derived CdS-Based 

Nanostructures with Various Crystal Features and Photoactivated Properties”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11, 264-274 (2016). 

8. Yuan-Chang Liang*, Yu-Ru Cheng, Hao-Yuan Hsia, Cheng-Chia Chung, 

“Fabrication and reducing gas detection characterization of highly-crystalline 

p-type zinc chromite oxide thin film”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364, 837-842 

(2016). 

9. D. H. Hsiao, T. C. Chen, S. L. Jeng, T. J. Chung andL. W. Tsay*2016 “Effects of 

simulated microstructure on the creep rupture of the modified 9Cr-1Mo steel”, J. 

Mats. Eng. Perf. In press (SCI).IF:0.998. 

10. C.T. Hsieh, R. K. Shiue, R.-T. Huang andL.W. Tsay*2016 “The effect of 

post-weld heat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notched tensile fracture of 

Ti-15V-3Cr-3Al-3Sn to Ti-6Al-4V dissimilar laser welds” Mats Sci Eng. A Vol. 

653, pp. 139-146. (SCI).IF:2.567 

11. T. C. Chen, S. T. Chen andL. W. Tsay*2016 “The effect of pha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lastic zone on the hydrogen-assisted fatigue crack growth of 301 stainless 

steel” Mats Characterization Vol. 112, pp. 134-141. (SCI).IF:1.845 

12. W. Kai, Y. T. Chen, F. P. Zheng, W. S. Chen,R. T. Huang, L. W. Tsai, H. H. 

Huang, W. Zhang,“Air Oxidation of a Ni53Nb20Ti10Zr8Co6Cu3 Glassy Alloy at 

400–550°C,” Oxidation of Metals, 86 (2016) 205-219. (SCI) 

13. W. Kai, C. C. Li, F. P. Cheng, K. P. Chu,R. T. Huang, L. W. Tsay, J. J. Kai, “The 

oxidation behavior of an equimolar FeCoNiCrMn high-entropy alloy at 950°C in 

various oxygen-containing atmospheres,” Corrosion Science, 108 (2016) 209-214. 

(SCI) 

14. C. T. Hseieh, R. K. Shiue,R. T. Huang, L. W. Tsay, “The effect of post-weld heat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notched tensile fracture of 

Ti-15V-3Cr-3Al-3Sn to Ti-6Al-4V dissimilar laser welds,”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A, 653 (2016) 139-146. (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00次 5,373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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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師生向來積極從事研究並鼓勵和協助其發表論文，以促使提昇本所之研究能

量。 

具體

成果 

本所 105年度(2014年)系所教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被引用

次數共計 558篇。 

本所近 20年(1997-2017年)系所教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被

引用次數共計 5373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件 500萬元/ 

3件 240萬元 

10件 1,030萬元/ 

3件 291萬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0件，總金額計 10,300,0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材料所 9  9,460,000  0  0  1  840,000  10  10,300,000  

海洋相關計畫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計畫 

來源 
計畫名稱 

執行 

教師 

應用 

領域 
金額 

科技部 
結合實驗室及現地曝曬試驗資料探

討濱海地區混凝土耐久性 
楊仲家 海洋工程 756,000 

科技部 研發改良快速氯離子滲透試驗

(RCPT)以評估添加礦物材料(飛灰、

爐石及爐灰)之混凝土耐久性(3/3) 

楊仲家 海洋工程 860,000 

科技部 IN738 超合金銲補研究 蔡履文 船體結構 1,296,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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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學年度未有學生入學。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招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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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機資訊學院 

(一) 電機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人次/ 15人 45人次/ 25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電機工程學系 25 17 20 8 45 2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電機系 0 0 2 0 0 0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8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5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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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因目前大專院校林立，陸生選擇性多，致使陸生交換生及新生人數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宜透過網頁宣傳及其他宣傳管道增加陸生對於本系之印象。 

2. 整合電資學院各學系資源，可減少人力、物力浪費、拓展師生視野、促進教師

研發能力，提供學生較多元學習機會，使效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增進招生優

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5學年

新生人數 

電機工程學系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5人 1隊/41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7月 11～15日本系與資工系、通訊系共同辦理新北市高中職電資科學體驗

營。 

具體

成果 

『新北市高中職電資科學體驗營』共有 41名高中職學生報名，參與十分熱烈，活

動圓滿成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2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全國高中為因應推甄情況，舉辦模擬面試安排，本系教師積極接洽各高中學校，

並協助擔任模擬面試委員。 

具體

成果 

1. 本系黃培華老師於 105年 3月 18日前往臺北政大附中進行校外招生宣傳，擔

任模擬面試委員。 

2. 本系林俊華老師於 105年 3月 28日前往基隆二信中學進行校外招生宣傳，擔

任模擬面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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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於 4 月份及 8 月份分別舉辦兩次新生家長日活動，活動中介紹本系課程、畢

業學分數以及與導師進行互動等，增加家長對本系之良好印象。 

具體

成果 

1. 4月 30 日本系辦理甄選入學新生家長日，新生與家長共有 38人報名參加。 

2. 8月 20 日舉辦 105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本系總共報名人數有：A行程 29位、B

行程 43 位、C 行程 35位，實際到場新生計 41 位，家長計 52 位，共計 93 位。

AB班導師、系助教均全程參與，現場氣氛熱烈。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電機系 大學部 許詠貴 105/08/23-105/12/19 美國 克拉克森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次 4人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公告國際學術研討會資訊予同學知悉，並協助感興趣同學申請相關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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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碩 2洪子騫 105/05/10-105/05/12 日本大阪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工程與資訊國際大會 

2. 博 5 許家毓 105/05/28-105/05/29 中國上海 The 2016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Applied Physics, Optoelectronics ans Photonics (APOP 2016)2016 年應用物理、光

電與光學國際研討會 

3. 碩 2何宣 105/08/12-105/08/16 中國北京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gnal and Image Processing2016 電機電子工程學會信號與圖像國際會議 

4. 碩 1陳柏興 105/08/24-105/08/28 日本東京 13th IEEE VTS Asia Pacific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ymposium(APWCS 2016)第 13屆電機及電子學工程師聯合會

亞太區車輛技術協會無線通信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院特別聘請美國 Clarkson 大學鄭明正教授擔任客座教授，並進行為期一年的教

學研究，且提供三個名額機會，讓同學到美國 Clarkson 大學當交換生。 

具體

成果 

1. 唐啟實 美國 Clarkson Univ. 2016/9/1-2017/6//30 

2. 陳亭羽 美國 Clarkson Univ. 2016/9/1-2017/6//30 

3. 江宏昱 美國 Clarkson Univ. 2016/9/1-2017/6//30 

*經詢問國際處，3位同學 105年度尚未出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8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公告並鼓勵同學參與出國遊學、交流及訪問事宜。 

具體

成果 

1. 羅紹恆 2016/6/24-2016/7/24 美國羅德島大學  

2. 黃子諺 2016/6/24-2016/7/24 美國羅德島大學 

*國際處統計為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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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87人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各班導師協助宣導並鼓勵系上同學報考英檢及相關補助事宜。 

*教務處審核為 87人 

具體

成果 

報考英檢人數共計 12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41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特為學生修訂並通過證照考試補助辦法，以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檢定。 

*教務處審核為 41人 

具體

成果 

通過人數 11人、不通過人數 1人 

通過學生：陳彥綸、湯佳穎、黃信瑞、蕭亦雯、施茗浩、劉惠晴、江晴詩、普世

恩、曹書偉、黃莉雯、盧仕軒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1門 

執行單位 電機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2學期譚仕煒老師開產業實習課程 共計 1人選修 

具體

成果 

電 3A呂泓遠同學錄取微星科技實習職缺，於 104/7/1~105/6/30 實習 1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3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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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產業實習課程安排 1名同學至微星科技實習。 

2. 系上與昇達科技簽訂產學實習合作計畫，安排 2名同學至昇達科技實習。 

具體

成果 

1. 呂泓遠參與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2. 開正傑、徐兆成參與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1家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為加強學生在實務上之經驗，系上教師積極與業界校友及相關廠商聯繫，以利透

過產業與學術連結，提升學生之學產務經驗值。 

具體

成果 
程光蛟老師與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人 3門/108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配合院上開設之創業課程，鼓勵學生選修。 

具體

成果 

學期 課程名稱 本系修課學生人數 

1042 傳承講座 35 

1051 電資前瞻產學講座 18 

1051 傳承講座 5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1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程光蛟老師與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密切合作，並協助學生完成相關專題作

品及論文。 

具體

成果 

學生 專題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合作公司 

范睿恩 5GHz 微帶環行器之設計與實作 程光蛟 
昇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4人次 1隊/4人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教師積極培訓學生競賽潛能，並鼓勵參與相關競賽活動，提升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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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參賽學生 競賽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狀況 

羅際宇、何昱鋒、

紀力維、陳伯興 

LED 2016 智慧電子應

用設計競賽 
雲水供伴 初賽入圍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篇 20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發表論文。 

具體

成果 
總計 2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0次 5,617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發表論文。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件 900萬元/ 

0件 0元 

20件 1,575.5萬元/ 

4件 3,045,000元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0件，總金額計 15,755,171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4件，金額計 3,045,0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電機系 15  14,482,171  1  583,000  4  690,000  20  15,75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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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計劃主持人 計畫名稱 金額 

張忠誠 
水下超音波發射接收系統加裝於水下載具進行

海下影像擷取之研發 
1,013,000 

何志傑 
整合應用於船舶研製無鎘銅銦鎵硒(CIGS)薄膜光

伏電池暨熱電(TEG)裝置 
819,000 

鄭智湧 淺水域多功能清理機器人系統研發(I) 630,000 

張忠誠 Aquapod運用於臺灣海域養殖利用可行性研究 583,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30萬元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4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3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電機系 王榮華老師 30 
 

 

(二) 資訊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人次/ 20人 44人次/ 25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資訊工程學系 29 19 15 6 44 2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3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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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資訊工程學系 0 0 0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目前大專院校林立，陸生選擇性多，致使陸生交換生及新生人數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宜透過網頁宣傳及其他宣傳管道增加陸生對於本系之印象。 

2. 整合電資學院各學系資源，可減少人力、物力浪費、拓展師生視野、促進教師

研發能力，提供學生較多元學習機會，使效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增進招生優

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目前大專院校林立，外籍生選擇性多，致使招生外籍新生人數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宜透過網頁宣傳及其他宣傳管道增加外籍生對於本系之印象。 

2. 整合電資學院各學系資源，可減少人力、物力浪費、拓展師生視野、促進教師

研發能力，提供學生較多元學習機會，使效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增進招生優

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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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20 人 1隊/41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文宣部分：建立營隊網站、粉絲專頁提高營隊曝光率，可自學校文宣 DM、網

站連結本營隊活動網站網址，製作宣傳海報。 

2. 實際宣傳： 

 由新北市教育局發文所屬高中職，請薦派優秀學生參加。 

 寄送宣傳海報及報名資訊至全台各公立高中職。 

 電話通知所有電資學院甄試入學及申請入學學生，鼓勵參加本活動。 

3. 大學電資課程修習介紹： 

邀請四系老師分別簡介電機、資工、通訊與光電於大學在學期間所需修習之課

程項目與內容，目的在於讓學員對電資科系所學習的大學課程有基本的了解。 

4. 電資產業認識與未來發展： 

邀請四系老師講述未來電機、資工、通訊與光電在未來的就業方向與產業走

向，讓學員對電資學系在未來的就業方面有初步的認識。 

5. 實驗課程設計 

由電機、資工、通訊系各設計一個實驗，帶領高中學員體驗大學課程的實作部

份，使他們對各系有多認識。 

 電機系實驗–音樂燈：本實驗主要學習基本電路元件介紹、焊接，完成一個

音樂燈。 

 資工系實驗–程式設計:基本語法教學：基礎程式語法，printf到 while。 

 通訊系實驗–自走車實驗：藉由使用 appinventor 開發程式來撰寫手機藍芽

APP 與編打 Arduino 程式來控制自走車之馬達，進而使用手機藍芽連結自

走車端，達到手機控制自走車的目的。 

具體

成果 

影響效度 執行前後差異比較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執行前狀況 執行後狀況 

1.營隊宣傳 共 41人參與本活動 有許多高中生及

家長詢問活動辦

理狀況 

參加意願與報名

人數有所提高，並

有更多高中生知

道這個營隊 

2.課程安排 41份問卷，41份繳回。 

21人非常滿意、12 人滿

意、6人普通、2人未填 

學員對大學基礎

課程了解程度低 

許多學員回饋對

電資相關課程有

更多了解。 

3.實驗課程

安排 

41份問卷，41份繳回。 

27人非常滿意、12 人滿

意、2人普通 

學員對電資學院

的各系差異了解

程度低 

學員回饋對於電

資學院各系的特

色更加有印象，體

驗到自己有興趣

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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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座談會 41份問卷，41份繳回。 

24人非常滿意、11 人滿

意、6人普通 

學員對大學生活

停留於高中得知

的資訊 

學員回饋對大學

生活更認識，得到

學長姐許多經驗

與建議。 

5.晚會 41份問卷，41份繳回。 

33人非常滿意、8 人滿

意 

學員對營隊的參

與度較低 

藉由有趣的戲劇

與遊戲讓學員能

很快地認識辦活

動的學長姐們，並

提高他們的活動

參與度 

6.動態活動 41份問卷，41份繳回。 

23人非常滿意、14 人滿

意、3人普通、1人不滿

意 

學員彼此和隊輔

間都很陌生 

學員彼此建立感

情，也和隊輔隨輔

相處良好。但有少

數學員抱怨不想

跳晨操。 

7.出遊活動 41份問卷，41份繳回。 

25人非常滿意、13 人滿

意、2人普通、1人不滿

意 

許多學員不太清

楚目前電資產業

發展情形。 

學員回饋出遊的

車程較久，內容有

些無聊難懂。 

相關照片如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次 3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 6 月由本系專任教授至育成高中、和平高中宣傳本系特色，因反應

熱烈，於 105年 9月再次前往和平高中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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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本系至高中宣傳本系特色共計 3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3場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4月份及 8月份分別舉辦兩次新生家長日活動，並於活動中介紹本系課

程、畢業學分數以及與導師進行互動等，增加家長對本系之良好印象。 

2. 另外本系與諮商輔導組共同於 8月舉辦身心障礙生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共同參

加。 

具體

成果 

4 月份學生及家長參與人數約 50 人，8 月份學生及家長參與人數約 100 人，105

學年度入學之四位身心障礙生家長全數參加。 

相關照片如下： 

新生家長說明會照片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5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並與國際學人進行交流。 

具體

成果 

105年本系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總計 5篇： 

1. 1.Zhou Z., Reyes E., Escobar H., Chang KY, Barker A., Rockwood A., Delgado J., 

He X. & Jensen P.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 Nov.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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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ing-Tsang Lo, Hamido Fujita, Tun-Wen Pai*, "Prediction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ased on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co-expressed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CI), Vol. 16, Issue No. 1, 

1640010, pp1-10, 2016. (DOI: 10.1142/S0219519416 400108) 

3. Hao-Teng Chang, Tatsuya Akutsu, Sorin Draghici, Oliver Ray, and Tun-Wen Pai*, 

"Intelligent Informatics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SCI), Volume 2015, Article ID 7172102013, pp.1-2, 2015. 

4. H. H. Chern, M. Fuchs＊, H. K. Hwang and R. Neininger, 

5. Dependence and phase changes in random $m$-ary search trees. Random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DOI/10.1002/rsa.20659/full）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資工系 大學部 張峻浩 105/10/01-106/09/30 日本 東京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次 10人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訂定學生畢業須投稿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至少 1 篇，

並對學生英文能力進行規範，藉以提昇學生英文論文寫作與發表能力，並鼓勵學

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具體

成果 

補助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共計 5 人，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列表如

下： 

姓名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補助金額 

蔡佩容 
105.08.02~ 

105.08.04 

日本

沖繩 

2016 the 5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 Natural 

Sciences 48,827 

傅湘源 105/06/04~ 中國 2016第八屆通信軟件和網絡國際會議 30,000 

劉俊成 105/07/06~ 日本 複合智能及軟體整合系統國際研討會 30,000 

許少捷 
105/10/09~

105/10/12 

匈牙

利 

SMC 2016 IEEE 系統、人及其整合國

際會議 32,000 

羅英倉 
2016/4/17~

2016/4/21 

CA, 

USA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RECOMB 2016)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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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組審核：比系所多 5位：黃珮婷、張仰鈞、林睿祥、蘇瑞元、游旻叡。 

相關照片如下： 

 

 

 

 

 

 

 

 

 

 

 

學生於發表國際會議會場照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系學生吳康寶至廈門大學進行交換學生。 

具體

成果 

共計 1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3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本系學生洪偉翔至紐芬蘭大學進行交換學生、林泓岳至美國羅德島大學

進行短期研修、張峻浩至日本東京海洋大學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成果 

研修人數共計 3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學生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105 年度學生交流國家分別有美國、日本及北

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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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5年出國交流學生共計 10人次，列表如下： 

學生姓名 交流期間 交流會議名稱 交流國家 

羅英倉 2016/4/17~4/21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Computa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RECOMB 2016) 

Los Angeles, 

CA, USA 

羅英倉 2016/5/28~6/1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 Innovation (ICASI 

2016) 

Okinawa, 

Japan 

劉俊成 2016/7/6~7/8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Intelligent, and Software 

Intensive Systems (CISIS 2016) 

Fukuoka, 

Japan 

張仰鈞 2016/7/6~7/8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Intelligent, and Software 

Intensive Systems (CISIS 2016) 

Fukuoka, 

Japan 

羅英倉 2016/8/2~8/4 

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ther 

Applications of Applied Intelligent 

Systems (IEA/AIE 2016) 

Morioka, 

Japan 

黃珮婷 2016/3/29~3/31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EAIT 2016) 

Kyoto, Japan 

傅湘源 2016/6/4~6/6 

The 8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Networks (ICCSN) 

Beijing/China 

蔡佩蓉 2016/8/2~8/4 

2016 the 5th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 Natural Sciences 

(APICENS 2016) 

Okinawa-ken, 

Japan 

林睿祥 2016/7/22~7/24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tudies (NETs 2016) 
Osaka, Japan 

張哲豫 2016/5/30~6/3 
IEEE ICASI2016 Conference, 

Okinawa, Japan, May, 2016. 
Japan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碩士生於 105年度至美國加州歐菲光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一個月的企業實習。 

具體

成果 

海外企業實習共計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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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76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一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人 

2. 二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人 

3. 三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3人，報考全民英檢共計 2 人 

4. 四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1 人，報考全民英檢共計 2 人 

*教務處審核為 76人 

具體

成果 
報考英檢人數共計 2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人 37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一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人，分數為 715分。 

2. 二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人，分數為 665分。 

3. 三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3人，分數在 640分以上，最高達 780分，報考全民

英檢共計 2人，分數達中級複試以上。 

4. 四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1 人，通過共計 6 人，不通過為 5 人，報考全民英

檢共計 2人，1人通過、1人不通過。 

*教務處審核為 37人 

具體

成果 
通過人數 14人、不通過人數 6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門 4門 

執行單位 資工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5 年度共開設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一)、實務校外實習(一)以及專業

校外實習(二)，共計 4 門。 

具體

成果 

1042 共計 10 名學生修課，1051 共計 5 名學生修課，修課學生於與本系或本校實

習就業輔導組提供之簽訂合約公司進行實習，學生並得自己尋找實習機會。 

相關實習照片如下： 

 

 

 

 

 

學生於精誠資訊實習照片      精誠資訊實習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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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實習照片及工作環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18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42學期計有 10位學生參與實習，1051學期計有 8位學生參與企業實習，

合計 105 年度共有 18人參與企業實習。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校外實習學生人數共計 18人，列表如下：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課程名稱 實習期間 

汪欣誼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車電產品軟體開發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專業校外實習(二) 

104/7/1~ 

105/6/30 

張湘菱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車電產品軟體開發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專業校外實習(二) 

104/7/1~ 

105/6/30 

王品翰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應用

軟體事業部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專業校外實習(二) 

104/7/1~ 

105/6/30 

柯泰豐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應用

軟體事業部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專業校外實習(二) 

104/7/1~ 

105/6/30 

蘇暉博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保險

軟體服務處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專業校外實習(二) 

104/7/1~ 

105/6/30 

賴俊夆 
易積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實務校外實習(一) 

105/3/1~ 

105/6/30 

李冠霖 
易積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實務校外實習(一) 

105/3/1~ 

105/6/30 

楊雅萍 
易積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實務校外實習(一) 

105/3/1~ 

105/6/30 

王振庭 
易積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實務校外實習(一) 

105/3/1~ 

105/6/30 

余承翰 宇天科技有限公司 實務校外實習(一) 
104/12/21~ 

105/2/19 

劉恆君 
鼎鼎企業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企業實習 

105/7/4~ 

105/9/4 

蕭鈺展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二) 

105/7/1~ 

106/6/30 

羅子靖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

(一)(二) 

105/7/1~ 

106/6/30 

劉佳欣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 無修課程 
105/7/1~ 

10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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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寧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 無修課程 
105/7/1~ 

106/6/30 

江幸達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 無修課程 
105/7/1~ 

106/6/30 

柯泰豐 
精誠資訊有限公司應用

軟體事業部 
無修課程 

105/7/1~ 

106/6/30 

高崇宸 鼎盛資料有限公司 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一) 
105/7/4~ 

105/1/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5家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積極與企業進行合作，希望藉此帶動校外實習人數，讓學生有更多的實習機

會。*教務處審核為 5家。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共與 3 家企業簽訂實習合約，分別為：集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

誠資訊有限公司以及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3門/50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配合院上開設之創業課程，鼓勵學生選修。 

具體

成果 

學期 課程名稱 本系修課學生人數 

1042 傳承講座 16 

1051 電資前瞻產學講座 16 

1051 傳承講座 1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2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積極爭取與業界合作之計畫，並鼓勵學生參與其中。 

具體

成果 

105 年計有一件碩士論文與合盈光電合作，其論文題目為「基於深度學習對行人

與類行人進行偵測與分類」。另外並有大學部學生參與與中華電信合作之計畫，並

發表其專題製作「即時智慧模糊汽機車牌辨識系統」。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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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隊/10人次 7隊/21 人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自 96 學年度起將大學部專題變更為必修課，除舉辦專題競賽外，並鼓勵表現

優異之專題團隊由指導老師輔導參加校外相關競賽，近年來每年均有隊伍參賽。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競賽，並獲多項榮譽，詳細如下所示： 

 

參加學生姓名 競賽名稱 獲獎狀況 指導老師 

吳彥澄、張語 105年度全國大專 ITSA盃程式設計桂 佳作 許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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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溫世康 冠挑戰大賽 

洪偉翔、蔡欣

妤、游旻叡 

105年度全國大專 ITSA盃程式設計桂

冠挑戰大賽 
佳作 許為元 

吳昕桓、林罡

北、江幸達 

2016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路得

(Roader) 

銅牌 馬尚彬 

徐志榮、藍孟

彬、鄭詩耀 

2016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停車帕

克(Parker) 

佳作 馬尚彬 

吳昕桓、林罡

北、江幸達 

2016第 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

服務創新競賽 

作品名稱：國道與快速道路即時路況

社群及語音導引 APP - 「路得」 

資訊技術

應用組七

第一名 

馬尚彬 

吳昕桓、林罡

北、江幸達 

2016第 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

服務創新競賽 

作品名稱：國道與快速道路即時路況

社群及語音導引 APP - 「路得」 

Open Data

創意應用

開發組第

二名 

馬尚彬 

徐志榮、藍孟

彬、鄭詩耀 

2016第 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

服務創新競賽 

作品名稱：政府開放性資料之停車資

訊應用 

商工行政

創新雲端

應用組第

三名 

馬尚彬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篇 26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發表專業論文。 

具體

成果 

1. Tun-Wen Pai*, Chien-Ming Chen, “SSRs as genetic markers in the human genome 

and their observable relationship to hereditary diseases,” Biomarkers in 

Medicine(SCI), 10(6):563-6, 2016. (doi: 10.2217/bmm-2016-0094). 

2. Ying-Tsang Lo, Hamido Fujita, Tun-Wen Pai*, "Prediction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ased on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co-expressed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CI), Vol. 16, Issue No. 1, 

1640010, pp1-10, 2016. (DOI: 10.1142/S0219519416 400108) 

3. Jhen-Li Huang, Chien-Ming Chen, Tun-Wen Pai*, Min-Hui Liu, Chao-Hung 

Wang*, "Directed acyclic graph-based patient education system for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CI), Vol. 16, 

Issue No.1, 1640011, pp.1-14, 2016. (DOI: 10.1142/ S021951941640011X 

4. Chi-Jim Chen, Chien-Ming Chen, Tun-Wen Pai*, Hao-Teng Chang, Chi-Shin 

Hwang ,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the 

Taiwanese Han population", Biomarkers in Medicine(SCI), Vol. 10(6), pp. 1-15, 

2016. (doi:10.2217/bmm.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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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zong-Sun Wu*, Yih-Sen Chen and Han-Yu L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ecure Digital Wil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Ara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 13, No. 5, September 2016, pp. 523-530. (SCIE) 

6. Han-Yu Lin*, “Secure Certificateless Two-Party Key Agreement with Short 

Messa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trol, Vol. 45, No. 1, March 2016, pp. 

71-76. (SCIE) 

7. Han-Yu Lin*, “Efficient Dynamic Authentication for Mobil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ystems without Verification Tab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Vol. 34, No. 1, January 2016, pp. 3-10. 

(SCIE, EI) 

8. Wen, Tsun‐Jen; Wen, Yu‐Wen; Chien, Chun‐Ru; Chiang, Shao‐Chin; Hsu, William 

Wei‐Yuan; Shen, Li‐Jiuan; Hsiao, Fei‐Yuan; “Cost‐effectiveness of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prophylaxis in chemotherapy‐induced febrile neutropenia 

among breast cancer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 patients under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2016(SCI) 

9. C.-M. Chao, C.-Y. Hsu, and Y.-T. Ling, " Efficient Asynchronous Channel Hopping 

Design for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Vol. 65, No. 9, Sep. 2016, pp. 6888-6900. (SCI) 

10. C.-M. Chao and H.-Y. Fu, " Supporting Fast Rendezvous Guarantee by 

Randomized Quorum and Latin Square for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Vol. 65, No. 10, Oct. 2016, pp. 8388-8399. 

(SCI) 

11. Wen-Tin Lee and Shang-Pin Ma. November 2016. Process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Bas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pplications 

using Multiple-Domain Matri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IJDSN), 12(11). (SCI, EI) 

12. Shang-Pin Ma, Kuan Y. Chang, Jing-Hong Lin, Chih-Chun Ma, and Jui-Hsaing Lin. 

July 2016. QoS-Aware Query Relaxation for Service Discovery with Business 

Rules.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FGCS), 60:1-12. (SCI, EI) 

13. Shang-Pin Ma, Wen-Tin Lee, Ping-Chang Chen, and Chi-Chia Li. April 2016.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Mobile Availability of RESTful Services: A 

Connectivity-Aware and Risk-Driven Approach. Mobile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MONET), 21:337–351. (SCI, EI) 

14. Shyi-Chyi Cheng, Jui-Yuan Su, Kuei-Fang Hsiao, Habib F. Rashvand: 

Latent semantic learning with time-series cross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video scene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ultimedia Tools 

Appl. (SCI)75(20): 12919-12940 (2016) 

15. Yi-Lan Lin *, Shyi-Chyi Cheng *, Chih-Lan Lin, Chen-Kuei Yang, and Yu-Hsiang 

Wu:A ROI-BAG APPROACH FOR AUTOMATIC LIVER CIRRHOSIS 

DIAGNOSIS USING ULTRASOUND IMAG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4, No. 3, pp. 548-561 (2016)(SCI) 

16. Shyh-Kuang Ueng and Che-Yu Chang, “Skin color model adaptation under va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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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conditions,” Advanc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6, Vol. 8(9), DOI: 

10.1177/1687814016668999(SCI) 

17. Shyh-Kuang Ueng and Guan-Zhi Chen, “Vision based multi-user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Vol. 75, pp.10059-10076, 2016. 

DOI: 10.1007/s11042-015-3061-z.(SCI) 

18. Ya-hui Chang, Yu-Te Liu and Yi-Yuan Tan, “Landmark-based Summarized 

Messages for Flood Warning”,Transactions in GIS, DOI 10.1111/tgis.12241, 

2016.(SCI) 

19. Yu-Hsuan Su, Ching-Chi Lin, D. T. Lee (2016, March). Broadcasting in Weighted 

Trees under the Postal Model.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621: 73–81. (SCI).  

20. H.H. Chern ,M. Fuchs, H. K. Hwang and R. Neininger, Dependence and Phase 

changes in random m-ary search trees Random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doi/10.1002/rsa.20659/full. V.1 for complete version and v.3 for publication 

version(arXiv：1501.05135)(SCI) 

21. Shih-Syun Lin, Chao-Hung Lin, Yu-Hsuan Kuo, Tong-Yee Lee, “Consistent 

Volumetric Warping Using Floating Boundaries for Stereoscopic Video 

Retarget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26, No. 5, May 2016, pp. 801-813. (SCI) 

22. Chuan-Jie Lin, Chien-Wei Pao, Yen-Heng Chen, Chi-Ting Liu, and Hui-Huang 

Hsu  Ellipsis and Coreference Resolution in a Computerized Virtual Patient 

Dialogue System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23. Tun-Wen Pai*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2-ALPHA PARTICIPATES IN 

THE REGULATION OF INTERSEGMENTAL VESSELS ANGIOGENESIS AND 

NEUROMAST DEPOSITION”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2):347-358 · April 2016(SCI) 

24. S Alghyaline, JW Hsieh, JZC La “EFFICIENTLY MINING FREQUENT 

ITEMSETS IN TRANSACTIONAL DATABAS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24卷 2 期 (2016 / 04 / 01) ， P184 – 191(SCI) 

25. Ueng SK, Luo CM , Tsai TY , Yeh HC “Human voice quality measurement in noisy 

environments” Technol Health Care. 2015;24 Suppl 1:S313-24. doi: 

10.3233/THC-151089(SCI). 

26. C.J.Chen, C.H.Liu, Y.J.Chen, Y.J.Shen “Evalu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Ground Vibration Prediction Model Induced by High-Speed Railway”Journal of 

Vibrati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ies. Vol 4(3) 2016(SCI) 

27. Ming-Lun Lee, Pei-Yih Ting, Tzong-Sun Wu:Photograph 

watermarking.”Multimedia Tools Appl.75(23): 16173-16189 (2016)(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90次 813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5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發表專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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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件 800萬元/ 

0件 0元 

25件 2,586.1萬元/ 

3件 7,653,617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5件，總金額計 25,861,245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3件，金額計 7,653,617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資工系 18  15,697,000  2  6,553,617  5  3,610,628  25  25,861,245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計劃主持人 計畫名稱 金額 

許為元 

設計、建構與部署新世代海洋資訊系統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deploying a next generation oceanic 

information system 

5,403,617 

許為元 
漁船航程資訊系統資料庫管理與分析 Managing and 

Analyzing the Voyage Data Recorder Database System 
1,150,000 

白敦文 

HIF、Survivin 與 Epo 基因網路調節氧化壓力與促進神

經分化的機制-斑馬魚胚胎時期 HIF2α、Survivin 與

Epo 的基因網路以及環境氧化壓力對胚胎基因轉錄體

和非編碼核醣核酸調控的影響(1/3) 

1,1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42萬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42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資工系 謝君偉老師 30 

2 資工系 蔡國煇老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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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次/ 5人 23人次/ 13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通訊系 15 7 8 6 23 1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通訊系 0 0 0 0 0 1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招生名額 2 名、聯合招生 2 名。僅個人申請 1

名同學報考。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利用網路工具，宣傳報考資訊提升報考率。 

2. 透過電子郵件/手機簡訊等方式，告知錄取同學本系相關升學及就業資訊等，以

提升同學就讀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5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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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5 0 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年度 通訊系 

104-2 1 

105-1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20 人 1隊/41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與電資學院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學

系）合辦「電資方城市—電資科學體驗營」，活動時間為 103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1日。 

具體

成果 

對參與學員進行滿意度調查，結果非常滿意達 70.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2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 年 6月 17 日基隆市三所高中(暖暖高中、安樂高中及八斗高中)蒞臨本校參

訪，鄭振發主任宣傳本學系並請卓志軒同學及陳虹如同學到場經驗分享。 

2. 105 年 10 月 28 日雲林縣立麥寮高中蒞臨本校參訪，吳家琪老師進行活動宣傳

及介紹本系通訊實習。 

具體

成果 
各高中同學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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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年 4月 30日舉辦 Hi-Young新鮮人活動。 

2. 105年 8月 20日舉辦 105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具體

成果 
參與活動之同學及家長反應良好。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通訊系 大學部 藍佑萱 105/08/29-105/12/31 韓國 釜慶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4人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出國遊學、交流及訪問等。 

具體

成果 

董書亞同學、呂家騏同學、林杰民同學及黃于修同學於 105 年 12月 1日到 3日至

福州大學參與第一屆工業 4.0的先進機械科學與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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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目前本系大學部同學多數參與推甄或報考研究所，擔心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影

響研究所推甄或報考時間。 

具體
改善
措施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助，鼓勵同學提出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出國遊學、交流及訪問等。 

具體

成果 
李博宇同學於 105年 7月份至美國俄亥俄州及紐約等地進行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34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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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參與報考各項英文檢定考試及校園多益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計有 34位同學報考英文檢定。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23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參與報考各項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計有 34位同學報考英文檢定，其中有 23位同學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門 4門 

執行單位 通訊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分別於暑期及學期中開設實習課程，提供同學選修。 

具體

成果 

1042學期：實務校外實習(二)(7學分)、實務校外實習(II)(5學分)  

1051學期：企業實習(暑期/2學分)、實務校外實習(一) (5 學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3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同學於在校期間參與企業實習，為踏入職場前進行預備，以更了解個人

職業性向。 

具體

成果 

1042學期  

卓志軒同學至微軟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全學期實習  

李嘉雋同學至香港機電工程署參與全學期實習  

鄒政諠同學至思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全學期實習 

1051學期 

呂東霖同學、林耘任同學、許馥軒同學及陳虹如同學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參

與暑期實習 

賴駿豪同學、李昱慶同學、黃浩庭同學及林易安同學至艾帝浦杰股份有限公司參

與暑期實習 

蔡昀霖同學及吳宗璘同學至智創物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暑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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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昱陞同學及徐識傑同學至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暑期實習 

鄒政諠同學至思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全學期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7家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與各提供實習機會之企業積極結盟。 

具體

成果 

結盟實習企業有：微軟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機電工程署/思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艾帝浦杰股份有限公司/智創物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勤崴

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3門/41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配合院上開設之創業課程，鼓勵學生選修。 

具體

成果 

學期 課程名稱 本系修課學生人數 

1042 傳承講座 11 

1051 電資前瞻產學講座 15 

1051 傳承講座 1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

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3人次 1隊/4人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同學參與競賽，亦舉辦校內專題研究暨成果展以提升學生參賽意願。 

具體

成果 

高健淇老師帶領專題學生藍佑萱同學、沈冠宇同學、林家宏同學及陳有孝同學參

與由學生美國創新中心(AIC)主辦以海洋為主題的黑客松-魚客松（fishackathon 

2016），通過初賽（為比實中最年輕的隊伍）及參與台北市資訊局和女人迷合辦的

性別駭客松（code for gender 2016），通過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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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篇 15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皆致力進行研究及各項研究成果論文發表。 

具體

成果 

本系 105 年度共計發表 15 篇論文(13 篇 SCI 及 2 篇 EI)，歷年 SCI 論文發表已達

108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0次 407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皆致力進行研究及各項研究成果論文發表。 

具體

成果 

本系教師發表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已達 407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件 600萬元/ 

1件 50萬元 

29件 2,044.9萬元/ 

18件 1,376.35萬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9件，總金額計 20,448,500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18件，金額計 13,763,5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通訊系 12 8,290,000  0  0  17  12,158,500  29  20,448,5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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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主持人 計畫名稱 金額 

高健淇 針對水下感測網路以樹為基礎的多路徑路由(1/2) 475,000 

張麗娜 
結合適應性濾波和影像切割技術於 SAR影像海洋多元目

標偵測之研究 
577,000 

張淑淨 
以 S-100 海事共通資料模型建構海域空間規劃平台之先

期研究 
718,000 

張淑淨 國際標準電子航行圖檢核工作案 902,000 

張淑淨 
桃園離岸風力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航行影響

評估計畫 
300,000 

張淑淨 結合動態船舶與環境資訊之綠色航路智慧領航計畫(4/4) 1,100,000 

張淑淨 區塊開發對航運影響之累積效應評估與因應策略研擬 1,500,000 

張淑淨 電子航行圖教育訓練工作案 872,000 

張淑淨 
桃新離岸風力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航行影響

評估計畫 
390,000 

張淑淨 
雲林離岸風力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航行影響

評估計畫 
600,000 

張淑淨 娛樂漁船船位偵測暨通報系統程式設計暨修改 148,000 

張淑淨 漁船監控管理系統暨漁獲回報系統程式維護及資料蒐集 748,000 

張淑淨 
彰北離岸風力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航行影響

評估計畫 
480,000 

張淑淨 
海鼎離岸風場可行性研究計畫之航運安全影響評估技術

服務 
600,000 

張淑淨 
離岸風力發電場地規劃申請作業、工程資料補充調查、

工程可行性研究之作業工程航運安全影響評估 
420,000 

張淑淨 彰化#27、#28離岸風場工程可行性評估-航行影響評估 750,000 

張淑淨 
中軌道衛星搜救系統接收我國搜救責任區船舶遇難訊號

先期規劃及建置審驗委託專業服務案 
2,583,500 

張淑淨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離岸風力發電第二期計畫可行

性研究」之船舶碰撞風險評估 
6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150萬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15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金額(萬元) 

1 通訊系 張淑淨老師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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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光電科學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次/ 2人 4人次/ 3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光電科學研究所 2 2 2 1 4 3 
 

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造成本所報考及就讀人數(含本校學生)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鼓勵學生可以跨系所就讀”學碩 5年一貫”。 

2. 104 年 9 月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已開始招收大一學生，本所將會努力

鼓勵光電系同學未來可報考本所”學碩 5年一貫”或報考本校其他系所碩士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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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5 人 1隊/41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7月 11日至 7月 15日舉辦電資學院科學體驗營。 

具體
成果 

共計有 41 人參與科學體驗營活動，體驗科學的樂趣與奧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場次 0場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篇 8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教師與外國籍學者持續合作，擴展至與更多國外學者合作研究。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本所共計有 8篇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的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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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公告國際學術研討會資訊並鼓勵同學參與。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本所無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所學生以碩士班為主，學生的研究能量稍嫌不足，故本年度無學生參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能努力做研究，多多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增加自己的視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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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5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公告相關英檢資訊並鼓勵學生報考，本年度本所共有 5人報考英文檢定。 

具體

成果 

1. 余長鴻(全民英檢初級、中級初試) 

2. 趙晟佑(TQC Suildworks) 

3. 鄧彥箐(多益 650分) 

4. 趙升文(全民英檢初級) 

5. 羅彥翔(全民英文能力分級檢定測驗中級)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人 1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公告相關英檢資訊並鼓勵學生報考。 

具體

成果 

本年度本所共有 5人報考英文檢定，僅 1人通過。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學生因在研究上頗為繁忙，故在報名與準備上心態較為保守。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要性，並鼓勵同學報考，藉以增加自己本身的英文

能力。另外，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藉以刺激同學學習。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光電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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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3家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產業結盟公司分別為晶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件)、昱鐳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件)及工研院(1件)。 

具體

成果 

共計 3件產學合作案，執行金額為 2,800,00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4人次 1隊/8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參加第 8 屆大光盃排球賽，獲得第 4名。 

具體

成果 

此次參加大光盃排球賽由光電所及光電系組成聯隊，除了獲獎外，也藉此培養碩

士班學生及大學部學生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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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篇 43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 年共計發表 SCI論文 43篇。 

具體

成果 
本所研究的成果質與量都有實質的成長。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次 5,449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由WOS 查詢本所教師 SC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5449 次。 

具體

成果 
本所教師 SC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逐年增加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件 1000萬元/ 

0件 0元 

10件 1,331.5萬元/ 

1件 490,000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10件，總金額計 13,315,000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1件，金額計 490,0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光電所 8  10,815,000  0  0  2  2,500,000  10  13,315,0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計劃主持人 計畫名稱 金額 

林泰源 結合基礎與應用兼具海洋特色新穎綠能光電研究(2/3) 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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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0 0件/0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專利審查時程通常須經數年，時程難以掌控。有部分申請案仍未核定，或核定時

間不定，造成預估差異。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將在會議中鼓勵老師對研究成果提出申請案，所上也將通過會議紀錄或辦

法，對教師申請維護專利相關費用，一律支持分攤，無須以個案批駁。 

 

(五)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1隊/41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 7月 11日至 7月 15日舉辦電資學院科學體驗營。 

具體

成果 

共計有 41 人參與科學體驗營活動，體驗科學的樂趣與奧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年 4月 30日舉辦 2016 Hi！young 新生人說明會。 

2. 105年 8月 20日舉辦新生家長日。 

具體

成果 

此 2 場說明會皆由黃智賢主任親自向新生及家長說明光電系的現況及系所未來發

展，藉由現場的 Q&A 讓家長及新生能更快認識光電系。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6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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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共計有 6 人報考英檢。 

具體

成果 

1. 葉伃瑄(多益 680分)  

2. 張晏瑄(多益 705分 ) 

3. 黃葶芛(全民英檢 中級) 

4. 郭宸瑜(多益 675分) 

5. 李昀修(全民英檢 初級) 

6. 陳煜叡(多益 555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 5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共計有 6 人報考英檢，僅 5人通過系訂標準。 

具體

成果 

1. 葉伃瑄(多益 680分) 

2. 張晏瑄(多益 705分 ) 

3. 黃葶芛(全民英檢 中級) 

4. 郭宸瑜(多益 675分) 

5. 陳煜叡(多益 555分)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人次 1隊/8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參加第 8 屆大光盃排球賽，獲得第 4名。 

具體

成果 

此次參加大光盃排球賽由光電系及光電所組成聯隊，除了獲獎外，也藉此培養碩

士班學生及大學部學生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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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社院 

(一) 應用經濟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次/ 2 人 7 人次/ 3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應用經濟研究所 4 2 3 1 7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男二舍整修本校停收陸生交換新生一學年。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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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學年度計一名學生申請，然因該生資料審查未獲本所招生委員會通過，故未

予錄取。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配合國際處之相關招生策略。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0 人 1 隊/64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共同主辦「海洋文化觀光與產業行銷」特色營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未規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執行相關研究計畫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教師仍持續努力推動國際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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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Chin-Hwa Jenny Sun, Fu-Sung Chiang(2016, AUG), Patrice Guillotreau, Dale Squires, 

D. G. Webster, Matt Owens, Fewer Fish for Higher Profits? Price Response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Global Tuna Fisherie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62(1). (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應經所 碩士 李翊慈 105/09/01-105/12/21 韓國 中央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國外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

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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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其他 1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許凱荑參加多益檢定。 

學生李翊慈參加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opik 二級。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生未積極參與英文檢定。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院於 104 年 9 月 24 日公告「提升國際化補助要點」，其中包括：補助本院研究

生在學期間參加英語檢測報名費新臺幣伍佰元，本所亦訂有「學生提昇英文能力

獎勵要點」期能藉此，持續鼓勵學生提升自我外語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許凱荑參加多益檢定，通過進階級檢定。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應經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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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陳昱蓉、張毓恩赴海科館主計室協助主計業務(未納入畢業成績)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10 人 7門/超過 5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將課程內容加入與經濟相關之產業經驗，提供學生創新創業之額外知識。105 學

年度共執行 7 門課。包括江福松教授之「海洋經濟學」，詹滿色副教授之「時間數

列分析」、、「實證個體經濟分析」，黃幼宜教授之「產業經濟學」，張景福助理教

授之「勞動經濟學」與「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學」，陳清春教授之「漁產運銷專論」，

共 8 門課，佔本所教師授課比例約 30%以上，本所持續加入其他課程，以及目前

課程之分流深化，逐步邁向課程分流之目標，朝向創業課程以及產業實務課程而

修正。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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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7 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發表 

日期 
作者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

∕期數 

資料庫

名稱 

2016.3 黃幼宜 市場規模、廠商規模與城鄉失業 經濟論文，44(1) TSSCI 

2016.12 李篤華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and Financial 

Evaluation for Biobutanol, Algal Biodiesel and 

Biohydrogen during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SCI 

2016.12 李篤華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obutanol with 

reference to continental level: the rebound effec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SCI 

2016.2 詹滿色 
Impacts of Climatic Variability on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Outbreak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3, 

188 

SCI 

2016.5 張景福 
knowledge spillovers,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47(B), 214-232 

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46 次 261 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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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 150 萬元/ 

2 件 100 萬元 

3 件 156.9 萬元/ 

2 件/66 萬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明細資料分送

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 件，總金額計 1,407,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教育部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經所 1  907,000  1  500,000  1 161,500 3 1,568,500  
 

落後
原因
說明 

件數已符合，然因各補助機關經費，已逐年遞減。 

具體
改善
措施 

教師仍應積極爭取研究計畫之取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二) 教育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次/ 2 人 6 人次/ 2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教育研究所 4 1 2 1 6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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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教育研究所 1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2 月有 2 位來自印尼外籍生入學(莎莉及貝瑞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次/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師培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1.105年 7 月 18日至 29日赴八斗高中辦理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

教育服務計畫課業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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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辦理 1 場新生座談。 

具體

成果 

105 年 7 月 28 日辦理 1 場新生座談，除了邀請本所專任教師就本身專長作介紹，

也邀請學長姐進行經驗分享，提早對本所有所認識，提高就讀意願。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生無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之意願。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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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有 4 人次。 

具體

成果 

1.碩士班黃淑雯、鄭豪蒂及莎莉獲補助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赴日本參加

「2016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發表論文。 

2.碩專班賴麗真獲補助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赴日本參加「2016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發表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學生獲補助赴國外短期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4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4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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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2 人 

具體

成果 

1. 碩專班學生林子廉報考 105 年 1 月 9 日 TOFEL ibt 考試。 

2. 碩士班學生黃淑雯報考 105 年 12 月 18 日多益考試。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為鼓勵學生報考英檢通過率，訂定「本所提昇學生英文能力獎勵要點」，並分

於 105 年 2 月 15 日、4 月 18 日及 9 月 7 日 e-mail 周知學生並鼓勵學生踴躍報

考。 

2. 分於 105 年 3 月 2 日、9 月 7 日以 e-mail 將本校校園多益考試訊息轉知學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2 人 

具體

成果 

1. 碩專班學生林子廉報考 105 年 1 月 9 日 TOFEL ibt 考試(成績 71 分)，相當 B1

中級。 

2. 碩士班學生黃淑雯報考 105年 12月 18日多益考試(成績 675分)，相當B1中級。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教研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4 家 

執行單位 教研所/師培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與 4 所中小學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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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與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淡水區鄧

公國民小學及福建省連江縣立仁愛國民小學等 4 所學校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書，成

為實習合作學校，提供實習生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篇 19 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與業界(學校)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 19 篇。 

具體

成果 

1. 碩士班與業界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陸柏靜、周宛瑩、吳肯致、郭政傑、倪靜宜、

顧璇、周立昕等 7 篇。 

2. 碩專班與業界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陳亭潔、陳怡如、楊惠菁、郭建辰、陳俊榮、

廖依帆、鄭芷璇、何淑媛、游佳琳、戴偉琦、孫佳穗、陳進福等 12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 人次 1 隊/1 人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有 1 隊/1 人次。 

具體

成果 
本所碩士班邱瑞焜參加「2016 年全國能源科技教案設計競賽」，獲得學生組銅牌獎。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6 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6 篇 

具體

成果 

1. SSCI：張正杰副教授 2 篇、王嘉陵副教授 1 篇。 

2. TSSCI:、羅綸新教授/張正杰副教授 1 篇、王嘉陵副教授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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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2 次 534 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534 次。 

具體

成果 

1. 羅綸新教授 103 次、吳靖國教授 210 次、許籐繼副教授 131 次、王嘉陵副教授

53 次、張正杰副教授 9 次、林志聖助理教授 3 次、張芝萱助理教授 11 次、嚴

佳代助理教授 3 次。(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2. SSCI：張正杰副教授 11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件 120 萬元/ 

2 件 40 萬元 

6件 930.8萬元/ 

2 件 151.5 萬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6 件，總金額計 9,308,092 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 件，金額計 151.5 萬元 

具體

成果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教研所

(師培

中心) 
3  2,081,000  0  0  3  7,227,092  6  9,308,092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 

(1) 張正杰老師執行科技部「科普活動：大眾海洋科普遊戲式學習與推廣」，計

畫金額 96 萬元。 

(2) 王嘉陵老師執行科技部「生態自我概念及其教育意涵之探究」，計畫金額 55.5

萬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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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資培育中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師資生均係本校各學系學生，除原學系課程加上教育學程的學分，課業較繁重，

故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意願較低。 

具體

改善

措施 

1. 透過聯合班會宣導鼓勵。 

2. 本中心學生均來自各學系，為免資料重覆採計，未來目標值將修正為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11 門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

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開設 9 門實習課程。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開設 2 門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授「水產群教學實習」、「海事群教學實習」、「自然科教

學實習」、「土木與建築群教學實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商業與管理群教

學實習」、「食品群教學實習」、「資訊科技概論科教學實習」「機械群教學實習」。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授「教育實習」及「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63 人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學生人數計 29 人。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學生人數計 34 人。 

具體

成果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授「水產群教學實習」(2 人)、「海事群教學實習」(4 人)、

「自然科教學實習」(2 人)、「土木與建築群教學實習」(2 人)、「國民小學教學

實習」(10 人)、「商業與管理群教學實習」(3 人)、「食品群教學實習」(1 人)、「資

訊科技概論科教學實習」(4 人)「機械群教學實習」(1 人)。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授「教育實習」(24 人)及「國民小學教學實習」(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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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隊/2 人次 2 隊/5 人次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有 2 隊/5 人次。 

具體

成果 

1. 小學學程學生周緒華、楊凱如、陳力熒、林玉娟參加「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師

資培用聯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心教學演示競賽」，獲得佳作。 

2. 小學學程學生鄭詠文參加彰師大「優秀師資培育碩博士論文獎」，獲得師資生

第二名。 

 

(四) 海洋文化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1 人 0 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海洋文化研究所 2 0 0 0 2 0 
 

落後

原因

說明 

報考二位同學說明如下： 

1. 史俊庭為本所五年一貫學程之學生，因其大學學分未能如期修畢，故雖已錄

取，但喪失就讀資格。 

2. 周官佑之報考成績未能達到錄取標準。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加強五年一貫學程之宣傳。 

2. 舉辦多場演講，鼓勵本校學生報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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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落後

原因

說明 

受到政府處理兩岸事務之影響，促使陸生來台學習態度趨於保守之故。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加強宣傳，透過學術交流活動，鼓勵陸生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30 人 1 隊/64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7 月 27-29 日，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本所合辦「潮海遊－2016 海洋

文化觀光研習營」，本所黃麗生教授、卞鳳奎所長、安嘉芳副教授、林谷蓉副教授

擔任課程老師，蔡懷德、潘微安、陳怡君、欒佳琳研究生擔任工作人員及輔導員。 

具體

成果 

本所與學院合辦之暑期營隊「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已經邁入第 4 個年頭，今年

以「潮海游」做為行銷的 SLOGN，配合以往經驗和學院教師支援，舉辦具有海洋

人文社會特色的營隊，可以讓外界更加瞭解學院辦學的目標與特色，對招生亦有

實質宣傳作用。加上今年行銷加強了網路連結，提高了曝光度，參加對象也放寬

至高中生，果然總報名人數逾百人，最後篩選 64 位參與潮海遊活動，本所師生也

投入其中，活動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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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6 月 18 日，本所舉辦 105 級畢業茶會暨師生座談會，會中邀請新生與畢業

生和陸生家長廣為宣傳，並鼓勵報考本所。 

具體

成果 

本所舉辦 105 級畢業茶會暨師生座談會，邀請本所老師、所友、研究生、新生及

學生家長約有 30 人共襄盛舉。透過茶會及座談會的交流，使新生及家長認識本所

老師及學長姊，並相互交流，分享讀書經驗。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3 月 28 日，日本關西大學主辦，本所與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共同合辦「第

二回 東亞青年海洋文化國際論壇，本所及研發處補助 4 名學生與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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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姓名 論文題目 

蔡懷德研究生 日本殖民時期觀光「意象」之探討-以基隆地區為中心 

邢繼萱研究生 海洋文化的數位呈現ー以臺灣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文

化廳為例 

蔡雅如研究生 金鑛與移民--日據時代金瓜石人口之研究 

陳怡君研究生 置入與迎拒-日治時期臺灣島內展覽會之研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665



298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文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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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老師致力於教學研究，雖未有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相關論文，但出

版專書，並積極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所老師持續努力完成預定目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 -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無法估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件 100 萬元/ 

3 件 60 萬元 

6 件 346.1 萬元/ 

3 件 176.1 萬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明細資料分送

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6 件，總金額計 3,461,0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3 件，總金額計 1,76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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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文所 6  3,461,000  0  0  0  0  6  3,461,0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名細如下： 

教師 計畫名稱 金額 

黃麗生教授 
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II)-明代海

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島嶼與航行(II) 
1,084,000 

應俊豪教授 
一戰後美日在華對立問題： 以美國對 1919 年天

津美日衝突事件的態度為例 
338,000 

卞鳳奎副教授 
殖民時期的走私樣態：以基隆與八重山地區為中

心探討（1895-1943） 
339,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五) 應用英語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0 人 1 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應用英語研究所 1 0 0 0 1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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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

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年無大陸交換生申請本所。 

具體

改善

措施 

配合本校招生策略，繼續鼓勵大陸交換生至本所修讀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

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年無外籍生申請本所。 

具體

改善

措施 

配合本校招生策略，鼓勵外籍生就讀本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

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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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無辦理營隊。 

落後

原因

說明 

應英所 104 年(含)前辦理之營隊，為大一新生暑期英文營，辦理時間為每年八月，

招收對象為大一新生。為配合學校相關招生策略，進修組每學年已定期開設英語

文相關課程，應英所自 105 年暫不辦理暑期英文營，但仍支援進修組開設英語文

相關課程之師資。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配合學校招生策略，持續支援進修組開設英語文課程之師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應英所於 2016 年 8 月 16 日在人文大樓 302A 研討室，舉辦 105 學年研究所新生

歡迎暨家長座談會活動。 

具體

成果 

本所全體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座談，讓師生與家長都能面對面與本所教師溝

通，增進彼此瞭解，協助新生儘早熟熟悉、適應新學習環境。整體而言，學生與

家長對這項活動的反應積極、熱烈。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落後

原因

說明 

應用英語或相關領域之學者，一般而言，單獨完成論文乃常見現象。有些學校，

甚至要求升等著作必須是單一作者之論文。 

具體

改善

措施 

繼續鼓勵老師，尤其是已經升等的老師，參酌國際化以及被引用次數，多多與外

國學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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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

■其他 0 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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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有 1 名研究生陳美華報考多益測驗。 

*教務處審核為 3 人 

具體

成果 
陳美華同學測驗分數為 575 分。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有 1 名研究生陳美華報考多益測驗。 

*教務處審核為 3 人 

具體

成果 

陳美華同學測驗分數為 575 分。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應英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6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6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應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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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畢業生陳佳君(1051 學期畢業)研究瑞芳高工與基隆海事學生之英語聽力焦

慮，並與本校學生之英語聽力焦慮進行比較。 

具體

成果 

碩士論文一本：Listening Anxiety in Language Learning: Dimensionality, Gender, and 

Proficiency 

研討會發表論文一篇：Listening Anxiety: Dimensions, Gender, and Levels of 

Proficiency (The 2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應英所 105 年 1 篇 TSSCI：林甫雯助理教授。 

具體

成果 

林甫雯助理教授 1 篇 TSSCI：。 

Lin, Fu-Wen; Lin, Wen-Ying; Yu, Ching-Yun. (2016). On What Rational Cloze 

Tests Can Measure: A Revisit Apply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課程與教學), 19 (3), 205-236.(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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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次 73 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應英所教師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73 次。 

具體

成果 

1. 應英所蕭聰淵教授： 

(1) Hsiao, T.-Y., & Oxford, R. L. (2002). Compar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6, 

368-383.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50 次)。 

(2) Hsiao, T.-Y., & Chiang, S.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tatistics anxiety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9, 41-42.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2 次) 

2. 應英所黃馨週教授： 

(1) Huang, H.-c. (2015). From web-based readers to voice bloggers: EFL learners’ 

perspective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8 (2), 145-170.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1 次)。 

(2) Huang, H.-c. (2013). Online reading strategies at work: What teachers think and 

what students do. ReCALL, 25 (3), 340-358.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1

次)。 

(3) Huang, H.-c. (2013). E-reading and e-discussion: EFL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an 

e-book reading program.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6 (3), 

258-281.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4 次)。 

(4) Freiermuth, M., Huang, H.-c. (2012). Bringing Japan and Taiwan closer 

electronically: A look at an intercultural online synchronic chat task and its effect 

on motivatio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6(1), 61-88.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5 次)。 

3. 應英所黃如瑄助理教授： 

(1) Huang, J. C. (2014). Learning to write for publication in English through 

genre-based pedagogy: A case in Taiwan. System, 45, 175-186. (Google scholar 

被引用 7 次) 

(2) Huang, J. C. (2011). Attitudes of Taiwanese scholars toward English and Chinese 

as languages of public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1(2), 115-128. 

(被引用 3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 110 萬元/ 

1 件 25 萬元 

4 件 188.5 萬元/ 

1 件 73.9 萬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明細資料分送

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4 件，總金額計 1,885,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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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英所 4 1,885,000  0  0  0  0  4  1,885,000  

與海洋相關(計畫金額為：739,000 元)  

黃馨週教授： 

計畫名稱：閱讀與寫作:整合線上教學及跨文化合作之成效研究 。其中，線上閱

讀與寫作課程內容與海洋英文主題相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六)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入學 

管道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繁星 

推薦 

運動績優

學生 

特殊 

選才 

身心障礙

招生 
合計 

文創系 2 0 0 0 0 0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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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

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

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

學期統計)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1 隊/64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5 年 7 月 27 日（三）~29 日（五），共三天兩夜。 

具體

成果 

由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本系、海文所、

應經所共同合辦，暑期營隊「海洋文化

觀光研習營」已經邁入第 4 個年頭，今

年以「潮海游」做為行銷的 SLOGN，配

合以往經驗和學院教師支援，舉辦具有

海洋人文社會特色的營隊。今年行銷加

強了網路連結，提高了曝光度，參加對

象也放寬至高中生，果然總報名人數逾

百人，最後篩選 64 位參與潮海遊活動，

本院各單位師生、同仁也投入其中，活動順利圓滿。 

臉書粉絲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funocean/?ref=book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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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2 月 28 日顏智英主任、莊育鯉老師與安樂高中吳主任秘書進行文宣初步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4 月 30 日配合校辦理「2016 年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共計 20 位新生及

家長參與。 

2. 8 月 20 日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活動，共計 31 位新生及家長參與。張校

長、黃院長特別出席本系座談會與家長學生熱切互動，並由顏智英主任簡介本

系，大一導師莊育鲤助理教授介紹設計相關課程與帶班計畫。 

具體

成果 

1. 4 月 30 日「2016 年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黃院長特別出席本系座談會與

家長學生熱切互動。 

  

2. 8 月 20 日 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活動，共計 31 位新生及家長參與。 

張校長、黃院長特別出席本系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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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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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李欣芳同學報考 12 月份多益測驗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李欣芳同學測驗成績為 625 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李欣芳同學報考 12 月份多益測驗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李欣芳同學測驗成績為 625分。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文創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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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1 家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12 月 14 日本系與「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簽訂捐贈獎助學金合

約書，每年 20 萬元整。 

具體

成果 

105 年 12 月 14 日本系與「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簽訂合約書，毎年捐

款新台幣 20 萬元整。本系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9 日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位學程

(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辦理財

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推廣獎學金實施辦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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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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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一)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次/ 3 人 5人次/ 2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系所       管道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報考人次 就讀人數 

海洋法律研究所 2 1 3 1 5 2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為獨立所，且甲組亦限制法律系畢業學生報考，故於五年一貫之招生上較為

困難。 

具體

改善

措施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於 104 學年度正式成立，本所未來亦將加強五年一貫之宣

導，期將海洋法政人才續留本校就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未單獨針對僑生有具體之招生策略。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之相關招生策略及管道，加強對僑生之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未單獨針對陸生有具體之招生策略。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之相關招生策略及管道，加強對陸生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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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修系所 
研修學生人數 

1042 1051 總計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並未單獨針對外籍生設定招生策略。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之相關招生管道及策略進行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並無辦理特色營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研究所學生應已能為自己負責，故本所僅舉辦新生說明會。本所已於 105 年度舉

辦 1場新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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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本所於 105年 9月 3日舉辦 105學年度新生說明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教師於 105年度無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年度並無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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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 年度並無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年度並無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5年度並無學生出國遊學或交流訪問。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無人赴海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4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本所共有 4位同學報考多益考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4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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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本所共有 4位同學報考多益考試。 

具體

成果 
本所共 4 位同學報考，同學多益成績分別為：465分、365 分、280分及 260分。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海法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並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無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並無與相關產業結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無開設創業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雖有碩博士論文發表但無與業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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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隊/0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年度無學生參與校外競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篇 3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5 年度發表於 SCI/SSCI/TSSCI/THCI Core/EI之論文： 

1. 陳荔彤教授，論臺灣海域爭端之政策發展暨國際與兩岸關係，法學叢刊(與陳貞

如合著)，61(3)：1-40，2016.07。(TSSCI) 

2. Michael Sheng-ti Gau, “The Sino-Philippine Arbit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the Taiwan Factor”, IX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2, 

pp. 479-496 (2016, published by Yijun Press in Korea). (SSCI-listed Paper) 

3. Michael Sheng-ti Gau, “The Agreements and Disputes Crystalized by the 2009-2011 

Sino-Philippine Exchange of Notes Verbal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h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n 15(2)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417-430 (2016 Jun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SCI-listed Paper) 

具體

成果 
本所 105 年度計有 3篇發表於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之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次 -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5

年 

執行

情形 

此部份無法取得相關資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 100萬元/ 

2件 100 萬元 

3件 93.39萬元/ 

2件 87.39萬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5件，總金額計 1,895,460 元。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件，金額

1,7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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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建教計畫 其他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法所 0  0  2 860,000  1  73,900  1  933,900  

本所 105 年度共有五件計畫執行： 

1. 陳荔彤教授，「我國如何維護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外交部（計畫起訖日

期：105/2/1-105/11/30，800,000 元）。 

2. 許春鎮副教授，「漁港法律地位之研究-兼論漁港法之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計畫起迄日期：105/01/01-105/12/31，73,900元）。 

3. 許春鎮副教授，「105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教育部，（計畫起訖日

期：105/3/30-105/12/31，60,000元）。 

※未來仍鼓勵本所教師持續申請科技部等單位之研究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二)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教務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5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  5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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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0 人 2隊/116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第二屆海大觀光營隊」舉辦於

7 月 13-15 日，營隊活動包含課程

講座(邀請臺師大運動休閒與餐旅

管理研究所王國欽教授)、遊基隆港

及進行水上活動(含帆船、獨木舟及

風浪板)。此次營隊共有 53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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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觀光系及法政系系學會聯合

辦理新生宿營活動「法政觀光宿營

“恐龍法觀"」，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假桃園美好農場(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辦理。當日大一生參與人數

29 人、大二生參與人數 29 人及大三

生參與人數 5 人，總共 63 人參與此

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5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於 6 月 17 日基隆 3 所高中(安樂、暖暖、八斗)約有 31 名學生及 1 名老師至本

系參訪。 

2. 林谷蓉副教授應新北市秀峰高中邀請，於 9 月 22 日至秀峰高中擔任海洋探索

課程講座，主講：「海洋觀光休閒遊憩」（一）。 

3. 林谷蓉副教授應基隆市中山高中、八斗高中、安樂高中與暖暖高中等四校完全

中學邀請，於 9月 23日至中山高中擔任海洋探索課程講座，主講：「海洋觀光

新亮點」（一）。 

4. 本系林谷蓉副教授應新北市秀峰高中邀請，於 10月 27 日至秀峰高中擔任海洋

探索課程講座，主講：「海洋觀光休閒遊憩」(二)。 

5. 本系林谷蓉副教授應基隆市中山高中、八斗高中、安樂高中與暖暖高中等四校

完全中學邀請，10月 28日至中山高中擔任海洋探索課程講座，主講：「海洋觀

光新亮點」(二)。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105年 4月 30日舉辦「Hi! Young 新鮮人活動」； 

2. 105年 8月 20日在海洋大學沛華大樓 3F(301 教室)舉辦「105年新生入學說明

會暨新生家長日」 

具體

成果 

1. 105年 4月 30 日共有學生 3人及家長 5

人陪同，學生及家長共有 8人共襄盛舉。 

 

 

 

 

 

 
 

690



323 

 

2. 105年 8月 20 日：共有 25位新生及家

長共襄盛舉。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2人。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 學校 

1 觀光系 大學部 廖翌伶 105/08/30-105/12/31 韓國 釜慶大學 

2 觀光系 大學部 黃梓綺 105/08/24-106/01/10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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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1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國外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

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8人 35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與英商康年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公主郵輪）進行產學合作，並於 4月 21

日舉辦「黃金公主號行前說明會」。於 5月 23至 26日由鍾政棋系主任、王彙喬老

師及李篤華老師一同帶領本系大一學生 27名及大二 8名學生，赴黃金公主號進行

四天三夜郵輪船上實習，船上實習課程有「船上主管座談」、「部門領班見習課程」、

「海上學府」等，以落實課堂所學降低產學落差。為促使本次實習更加圓滿及精

彩，英商康年華旅行社特別邀請公主郵輪/皇后郵輪特約領隊阮守仁先生蒞臨本系

並向學生做說明。感謝校長大力支持，使本系學生能有如此珍貴之實習機會。 

 

 

 

 

 

具體

成果 

陳威諦、張兆廷、郭閎睿、林家和、徐筱郡、潘英哲、劉慶均、久明莉、林青樺、

翁瑄賀、楊季倉、林季嫻、廖翌伶、張晴雯、許瀞文、余雅琪、鍾佰瀚、梁育愷、

洪啟論、陳孟瑋、林暄融、李妍潔、洪銘佐、王陽傑、黃旭、賴鈺安、謝亞恬、

葉桂岑、張婕妤、吳芳綺、黃詩喬、江哲禹、羅東霖、李宜玲、王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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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1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9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共 5人通過英檢。 

*教務處審核為 9人 

具體

成果 

1042學年度共 1名學生通過英檢：葉桂岑 

1051學年度共 4名學生通過英檢：李念諮、紀怡臻、陳怡安、賴巧玟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2門 

執行單位 觀光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1郵輪服務實習 I(1 年級)，課號 B76012BB 

1051郵輪服務實習 II(2年級)，課號 B76022BB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43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審核為 43人 

1. 本系 6 名學生於 12/18 漁會舉辦的<2016 本港漁夫嘉年華>活動實習(1.李念諮

2.何依潔 3.王孝綺 4.余筱郡 5.江哲禹 6.余雅琪) 

2. 2名學生(李東霖、久明莉)於 2016/07/01-08/27 期間赴日本石垣島 Sea Technico

浮潛公司(日本沖繩縣石垣島、小浜島)實習兩個月(包住及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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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內容：認識漁會門市的產品、如何銷售漁會以及漁會環境。 

2. 內容：帶領華人遊客介紹導覽當地的地理 

環境和水域遊覽、提供浮潛裝備的使用教 

學、水域環境之戒護監視遊客安全、船舶 

和浮潛設備等的清潔和保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 □落後  

□其他 1家 2家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與金界旅行社進行「黃金公主號」郵輪地接服務之產學合作，共合作 27

個航次，27個工作天。 

2. 本系與雄獅旅行社進行「海洋航行者號」郵輪地接服務之產學合作，共合作 5

個航次，6個工作天，分別為 5月 18日、5月 21日、5月 27日、5月 30日、

6月 4日及 6月 7日。 

具體

成果 

1. 5月及 6月航次分別為 5/5、5/8、5/14、5/17、5/20、5/23、5/26、6/2及 6/5。 

2. 5/16 舉辦「海洋航行者號行前說明會」；學生將於 5月 18日起進行第一次實習，

直到 9 月 4日結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門/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0 人次 2隊/10 人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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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洪啟論同學 10月 27-30日赴中國大陸深圳大亞灣參加中國杯帆船賽 HKPN A

組榮獲第二名。 

林季燕副教授於 105年 9月 26日至 9月 31日帶觀光系學生參加 2016亞洲帆協杯

重型帆船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次 0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0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 0元/ 

0件 0元 

2件 342.1萬元/ 

2件 342.1萬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明細資料分送

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件，總金額計 3,420,750元，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與前同。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觀光系 0  0  0  0  2  3,420,750  2  3,420,75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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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法政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0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由國際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105 年度原已錄取 1 位澳門學生陸艷雯同學，然該生因故沒來法政系報到，故執

行情形為 0人。 

具體

改善

措施 

106年度已錄取 2位香港學生，將主動聯繫報到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0 人 2隊/50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 「執法政後群」暑期營隊：為提供高中生認識海洋法政學習領域的管道，法政

系於 105 年 7月 4日至 7月 6 日舉辦「執法政後群」暑期營隊。暑期營隊以較

貼近生活的海洋法政議題為主軸，啟發高中生對於海洋法政領域的學習興趣。 

2. 「恐龍法觀」新生宿營活動：法政系與觀光系於 105 年 9月 30日至 10月 2 日

假桃園美好農場共同舉辦「恐龍法觀」之新生宿營活動。本次活動法政系大一

生參與人數 25人、大二生參與人數 15人，總共 40人參與此活動。 

具體

成果 

1. 「執法政後群」暑期營隊：辦理暑期營隊的主要目的即是引領高中生關注海洋

法政議題，進而以學習海洋法政領域為第一優先志向。此次營隊雖然只有 5名

學員，但法政系同學細心規劃營隊活動，也安排了軟性課程，於美麗的校園內

進行大地遊戲，讓參與學員與學校更進一步接觸，留下美麗校園的回憶，加深

就讀學校的意願。最後一天的心靈分享，更是讓夥伴們離情依依，期待再次相

聚。而營隊結束後工作人員也進行心得反思，期許參與學員成長，工作人員也

成長。（法政社群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ntoubpolp/） 

 

 

 

 

 

 

 

 

 

 

此次營隊於廟口舉辦闖關比賽，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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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龍法觀」新生宿營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次 3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結合海法所法服社法治教育宣導，同時進行招生說明事宜。105 年度共至 3 所高

中進行招生說明會。 

具體

成果 

三所高中招生說明會舉辦時間及參與人數分別為： 

1. 105年 11月 01日輔大聖心高中： 

共 87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50、女

37。 

 

 

 

2. 105年 12月 05日國立基隆女中： 

共 66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0、女 66。 

 

 

 

 

3. 105年 12月 14日國立基隆高中： 

共 62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62、女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2016「恐龍法觀」新生宿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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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執行

情形 

配合各入學管道放榜期間，分別於 4月(申請入學)及 8月(考試分發)各辦理 1場與

新生及家長互動座談會。 

具體

成果 

 

 

 

 

 

 

 

 

 

3.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3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國際處統計為 3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3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報考人數為 2人。 

*教務處審核為 3人。 

具體

成果 

105年度法政系學生報考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共 2人，其成績表現優異。江宇璿

同學 940 分，陳昱文同學 865分。 

落後

原因

說明 

法政系目前僅 2屆，共 63位同學。約有 1/3 同學於高中時即已報名相關英檢測驗，

但仍有 2/3 同學尚未參與相關英檢測驗，可能尚未有畢業資格審核壓力，爰報考

人數不多。 

具體

改善

措施 

宣導學校英文畢業門檻規定，並適時提醒同學報考校園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1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申請英文畢業門檻認證（教學務系統自動認證）同學共 11 人，皆合於認

證標準。 

 

 

進行系所簡介 

 

參觀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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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學生姓名 考試類別 考試結果 通過標準 

莊培顥 多益測驗(TOEIC) 685 550以上 

邱奕瑄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林昕 多益測驗(TOEIC) 595 550以上 

林鈺婷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陳俞瑄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吳倬澐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鄭平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王詩函 全民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GEPT) 

中級複試 中級複試以上 

周承翰 多益測驗(TOEIC) 580 550以上 

張价萱 多益測驗(TOEIC) 870 550以上 

陳昱文 多益測驗(TOEIC) 865 550以上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1門 

執行單位 法政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 年 1 月 5 日於本校畢東江博士國際會議廳辦理法政系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

林分署簽署實習合作協議書典禮，由張校長與士林分署洪志明分署長共同簽署。

雙方同意共同合作推動學用合一，自 105 年開始，由士林分署行政執行官或書記

官擔任實習導師，法政系學生可利用暑假期間至該署進行「司法實務_行政執行法

實際演練」實習課程。第一年實習於 105年 8月 1日至 105 年 8月 10日辦理，法

政系獲選參與實習同學為邱奕瑄同學、許致嘉同學、陳懿佳同學、江敏同學及古

貿任同學。本次實習內容除實務教學外，並隨書記官至現場觀摩查封土地程序及

筆錄記載實習等，進行基礎實務訓練。 

具體

成果 

第一年實習於 105年 8月 1日至 105年 8月 10日辦理，法政系獲選參與實習同學

為邱奕瑄同學、許致嘉同學、陳懿佳同

學、江敏同學及古貿任同學。本次實習

內容除實務教學外，並隨書記官至現場

觀摩查封土地程序及筆錄記載實習

等，進行基礎實務訓練。 

 

 

 

 

 

結業式與士林分署洪志明分署長、 

導師們及法政系陳俊榕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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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人 5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法政系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簽署之「司法實務_行政執行法實際演練」實

習課程，第一年實習於 105年 8月 1日至 105年 8月 10 日辦理，共 5位同學參與

實習。 

具體

成果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實習內容除實務教學外，並隨書記官至現場觀摩查封

土地程序及筆錄記載實習等，進行基礎實務訓練。獲選參與實習的五位同學（邱

奕瑄同學、許致嘉同學、陳懿佳同學、江敏同學及古貿任同學）獲益良多，也由

於同學傑出認真的表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特頒授實習證明，以表嘉獎

鼓勵之意。 

法政系許主任轉發實習課程

證書予實習傑出同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考量其業務負荷量，105 年度僅給予法政系 5 名實習

名額。 

具體
改善
措施 

法政系因系所屬性之故，目前合作實習單位以公家機關為主，可提供實習名額甚

少，將持續努力爭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家 1家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5

年 

執行

情形 

法政系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簽署之「司法實務_行政執行法實際演練」實

習課程，第一年實習於 105年 8月 1日至 105年 8月 10 日辦理，共 5位同學參與

實習。 

具體

成果 

為了使學校教育能與實務運作更緊密的結合，避免學生畢業後因欠缺社會歷練及

實務經驗，而產生與社會脫節的弊病，法政系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簽署

合作開設實習課程，自 105年度起進行「司法實務_行政執行法實際演練」實習課

程。此實習課程主要提供學生有關於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稅捐、勞健保費、查封土

地、罰鍰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執行工作，透過此一實習合作機會有助於

學生理解學習與運用間的關係，落實理論學習與實務應用結合的重要性。105 年

度獲選參與實習的五位同學（邱奕瑄同學、許致嘉同學、陳懿佳同學、江敏同學

 

700



333 

及古貿任同學）獲益良多，也由於同學傑出認真的表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

分署特頒授實習證明，以表嘉獎鼓勵之意。 

 

 

 

 

 

 

 

                       與實習指導老師之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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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共教中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30萬元 1件/58 萬元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總計 1件，金額為 580,000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共教 

中心 
曾聖文 

環境紅利促進經濟發展？中國大陸太

陽能發電與區域發展(2/2)(奧地利) 
580,000 科技部 

105/8/1~ 

106/07/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未有教師與國外專家共同發表。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門/600人 39門/2,171人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105年度(1042、1051)本中心開設 39班創業課程，修課人數共計 2,171人。 

具體

成果 

105年度(1042、1051)本中心開設創業課程如下： 

※1042開設 18班、計 867人修課，修課人數如下： 

「生涯規劃與投資理財」56人、「創業育成實務」49人、「創業與管理」46人、「創

業管理之實務運用」14人、「創意行銷實務」62人、「職場中的多元文化」54 人、

「台灣海洋文化與全球化流行趨勢」63人、「創業與事業經營管理」31人、「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A 班 61 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B 班 64 人、「經濟與人生」50

人、「基隆在地產業創新創業綜論」31 人、「漁村學習與公民行動」15 人、「國際

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41人、「專利與創意」45人、「地方文化產業與海洋節慶

活動」64 人、「社會企業經營與行銷」61人、「全球化與社會創新」60人。 

※1051開設 21班、計 1,304人修課，修課人數如下： 

「企業家素養與創業精神」30人、「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104、「創業育成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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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專案管理實務」89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63 人、「優質企業人系列講

座」111 人、「網路行銷暨物聯網應用」A 班 60 人、「網路行銷暨物聯網應用」B

班 56人、「數位漁村與社會實踐」15人、「廣告與台灣社會變遷」68人、「全球化

與台灣產業創新」A班 65人、「全球化與台灣產業創新」B班 64人、「職場安全」

64 人、「全球化與社會創新」A 班 65 人、「全球化與社會創新」B 班 65 人、「跨

國營運設計與管理」69人、「創意行銷企劃實務」51人、「創新海洋生物產品開發

技法與實務」55 人、「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A 班 57 人、「臺灣海洋文化與

觀光產業」B班 57人、「文創之美：茶文化與創新」67 人。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總篇數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篇 3篇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本中心僅兩位老師發表。 

具體

成果 

1. 王正松，MAGNETIC SIMULATION FOR POSSIBLE CAUSES OF THE 

VANISHING OF THE HIGH MAGNETIC ANOMALY BELT IN CENTRAL 

TAIWAN 

2. 顏智英，〈一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文天祥海洋詩歌文化意涵探悉〉，《漢學研

究》，34:3=86，2016.09[民 105.09]，頁 285-318。(TSSCI) 

3. 胡雲鳳，〈說畝〉，《東吳中文學報》，32，2016.11[民 105.11]，頁 293-307。(TSSCI)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中心教師積極發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5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 19次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5

年 

執行

情形 

共計有曾聖文助理教授三篇論文被引用 19次。 

具體

成果 

作者 篇名 刊名 日期 
歷年被 

引用次數 

Wang, 

Jenn-Hwan, 

Tseng, 

Sheng-Wen 曾

聖文, and 

Zheng, Huan 

The Paradox of 

Small Hydropower: 

Local Govern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年 11月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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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美、曾聖文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

對東協經濟發展影

響 

問題與研究 1995 年 5-6

月 

被學位論

文引用次

數：14 

魏艾、曾聖文 中國大陸財政支出

與經濟成長--因果

關係的驗證 

中國大陸研

究 

1993年 11-12

月 

被學位論

文引用次

數：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 20萬元/ 

1件 10 萬元 

8件 794.6萬元/ 

4件 223.4萬元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

資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5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8件，總金額計 7,946,000元。 

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4件，金額計 2,234,0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共教 

中心 
4  1,911,000  0  0  2  1,235,000  6  3,146,000  

華語 

中心 
0  0  0  0  2  4,800,000  2  4,800,000  

總計 4 1,911,000 0  0  4 6,035,000 8 7,946,000 

與海洋相關計畫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姓名 專案案名 計畫金額 

吳智雄 
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Ⅱ-明代海洋經理

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經典與經世Ⅱ 
488,000 

顏智英 
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Ⅱ-明代海洋經理

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海戰詩Ⅱ 
511,000 

謝玉玲 遨遊四海專書寫作計畫 300,000 

吳靖國 親海．聽海．說海－航向關懷海洋之境 935,000 

- - 2,234,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5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件/0元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研發處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5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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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105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落後說明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

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 

教務處,航管系,

輪機系,食科系,

環漁系,海洋系,

海資所,光電所,

海文所,海法所 

1. 應係考試錄取的本校學生中有

許多亦同時錄取他校，故造成學

生流失。 

2. 部分男性考取考生會先服兵役，

故先辦理休學，等服完兵役再復

學，希望可以無縫接軌尋找工

作。 

3. 學生赴業界實習得到表現評價

甚高，故企業會請實習同學畢業

後續留公司直接成為正職員工，

導致部分考上研究所的學生直

接選擇進入職場。 

4. 有鑑於少子化影響與大環境的

經濟不景氣，學生畢業以就業為

優先考量。 

5. 部分系所為獨立所，且限制畢業

學生報考科系，故於五年一貫之

招生上較為困難。 

1. 為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就讀

研究所，除放寬五年一貫申請條

件及名額、發給五年一貫獎學

金，並額外獎勵成績優良之學生

(大學班排名前 20%)。 

2. 報名期間針對有意願攻讀碩士

學位之應屆畢業生告知各研究

室之研究特色，另瞭解其他學生

取得學士學位後之生涯規劃。 

3. 公布錄取之名單後，積極與錄取

學生連繫，增加對系所之向心

力。 

4. 系上老師及同仁向學生宣導、辦

理講座說明或利用社群網站宣

傳，鼓勵學生續讀專業性之重要

及讓學生了解五年一貫之優勢。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環漁系,

海洋系,造船系,

通訊系,海法所,

法政系 

僑先部結業生多習慣使用聯合分

發管道，然而因聯合分發管道要求

各梯次分配人數不得低於前年錄

取人數，且僑先部為第四梯次，所

以導致海外聯招會名額分配上較

1. 提升單獨招生使用率，空出個人

申請管道留給僑先部學生。 

2. 每年個人申請開始前至僑先部

舉辦招生說明會，加強宣導個人

申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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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前幾梯次少，使僑先部學生未能申

請上本校。 

3. 每年參加僑先部舉辦之國際教

育博覽會。 

4. 每年邀請僑先部師生至本校參

訪及參加本校活動。 

5. 確認各管道錄取名單後，除本校

電話、電郵、郵寄等方式聯繫外，

透過海外校友會協助幫忙聯繫

及本校僑聯社學生協助，提升與

學生的互動，以增加僑生報到人

數。 

6. 商請系所教師於出國學術訪問

或開會，加強與僑生就讀之高中

或大學聯繫，鼓勵僑生申請至本

系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 

7. 加強系所英文網頁各項報考資

訊的完整性。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 

國際處,商船系,

食科系,海法所 

1. 105學年度全臺陸生研究所招生

總人數呈現下滑，報名人數減

少，導致全臺錄取人數從 866人

降為 806人，共減少 60人。 

2. 大陸地區學生於台灣取得海事

教育學位及相關船員證照，面臨

中國大陸未能予以承認且換發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及

註冊人數，針對大陸地區姐妹校

師生已表達擬來校就讀意願之

系所，做為提報招生計畫系所排

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 mail 方式週

知曾來校交換(研修)之大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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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執照困難而退卻。 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生

宣傳及公告。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國際處,輪機系,

食科系,生科系,

應地所,海資所,

機械系,電機系, 

資工系,應經所,

應英所 

1. 105學年福州大學 3+1聯合人才

培養專案來臺學生人數相較104

學年人數減少 27名。 

2. 因應學校宿合床位不足，自 104

學年起受理各大陸地區姐妹校

交換(研修)學生申請人數減半，

104-2交換生降至 44名；105年

學生宿舍修繕關閉，大陸姐妹校

學生短期交換(研修)計畫暫停

一年。 

視男二舍修繕進度，預定將於 106

學年度再度啟動大陸姐妹校學生

短期交換(研修)計畫。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

生人數 

國際處,養殖系,

生科系,海生所,

河工系,資工系,

應經所,應英所,

海法所 

1.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為重點招生

時程，本次申請表件、系所錄取

比例、複審通過率與獎學金通過

率與過去同期數目相同且部分

增長，唯獨在報到率上較以往

低。經詢問後發現全台大學均遭

遇類似情況，中國與澳洲不斷推

出高額的獎學金制度導致瓜分

了原有的東南亞市場，加上部分

學生因經濟因素申請延後春季

3. 獎學金放榜的時程須加速：獎學

金會議紀錄因需層層上報審核

較為耗時，導致優秀學生先拿到

他校獎學金者會放棄本校的機

會。建議未來鈞長與各送會單位

能優先以最速件處理獎學金簽

呈，並給予國際處指示，以利穩

定錄取學生的意願。 

4. 延長招生教育展時間以利拜會

當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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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班入學，導致秋季班(第一學期)

報到率下滑。 

2. 養殖系外籍生主要來源為「國際

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

本專班係以邦交國之學生為主

要招生來源，105學年度就讀學

生人數未達預定目標之原因，可

能由於目前政府外交困境、邦交

國減少以及國合會援外計劃（如

漁技團）減少，而影響申請案數

量。 

5. 獎學金推薦制度：建議須由一級

主管以上層級主動至東南亞重

點學校與姊妹校拜會並簽訂獎

學金推薦制度，將可確保獎學金

的預算不會因為受獎人未報到

而浪費，也可以確保就讀學生的

品質。 

6. 拓展交換生英文課程與合作姊

妹校數：藉由提供優質的學士交

換生課程，讓交換生有初步對台

灣海洋大學的認識。並視交換生

為未來潛在碩士學位生生源重

點照顧，鼓勵交換學生未來求學

以本校為優先。 

7. 透過畢業系友協助加強「國際水

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士班」之招

生宣傳。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

生人數 

食科系,生科系,

河工系 

可能礙於部分系所之專業性，對

外籍生吸引稍低，同時可能宣傳

不足，以致招生新生如數不足。 

1. 對現有外籍生積極加強其課業

與生活之輔導，建立系所之學習

口碑。 

2. 藉由教師至國外參與研討會、進

行學術交流時，鼓勵外國學生申

請就讀本校系所。 

3. 加強英文網頁製作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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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輪機系,養殖系,

生科系,應英所 

1. 全國大專院校為增加招生來源

及校系宣傳成效，各校系辦理

各種營隊之數量與日俱增，所

以各營隊招生之排擠效應難免

增加。 

2. 輪機系因學會會長剛交接，故

本次營隊招生只針對基隆的高

中及基隆海事作宣傳，宣傳方

式為放學時間至校門口發放宣

傳單，但是效率不高，只有兩

位基隆人參加本屆輪機營。 

1. 多利用網路方面作宣傳。 

2. 亦請高中職學校協助營隊之招

生宣傳。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

金額 

食科系,應經所 系所與國外單位有進行合作，但尚

無計畫進行。 

鼓勵專任教師邀請國外研究單位

學者專家來訪，進行合作。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商船系,輪機系,

食科系,海資所,

應英所 

1. 系所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繁，

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時間，

但仍保持合作關係。 

2. 近年應聘新任教師多，鼓勵教師

多參與其他國家合作研發。 

3. 應用英語或相關領域之學者，一

般而言，單獨完成論文乃常見現

象。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升等著

作必須是單一作者之論文。 

 

持續鼓勵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

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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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

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人數) 

食科系,環漁系,

應地所,機械系,

造船系,河工系,

教研所 

1. 大學部學生及碩士班研究生擔

心短期赴國外研修恐無法如期

畢業；博士班研究生因近年來

招生人數銳減，再加上研究時

程規劃另有安排，導致無人申

請。 

2. 部分學生考量家庭經濟問題導

致無人申請。 

3. 由於申請資格限制較多，大部

分學生選擇海大補助經費出國

學習。 

1. 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或班級社群

聯絡網站加強宣導。 

2. 請指導教授鼓勵碩士班、博士班

研究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

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

修。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商船系,海洋生

技博士學程,光

電所,海洋工程

科技博士學程 

1.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對將來之職

涯發展之認知，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不踴躍。 

2. 博士學位學程剛成立，學生人數

尚少。 

3. 部分碩士班學生的研究能量稍

嫌不足，故無學生參與國際學術

研討會。 

鼓勵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協助

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流研究。並持

續配合學校政策，宣導學生申請各

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鼓勵學生

利用這些機會，培養國際觀，增廣

見聞。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

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商船系,機械系,

通訊系 

1. 大學部同學預準備航海人員測

驗或準備研究所考試，擔心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影響研究

所推甄或報考時間，另方面期

張貼相關活動於系內公布欄，並於

社群網站上張貼學校相關活動連

結，讓更多學生獲得相關訊息，增

加學生選擇性。並加以宣導鼓勵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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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商船系,機械系,

河工系 

能早日考取證照，提早上船實

習就業，所以申請意願不高。 

2. 河工系 105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

短期研修情況以大陸地區為主。 

士班研究生至他國進行研修交流，

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申請

並把握機會，增廣見聞。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

流、訪問人數 

海洋生技博士

學程 

本學程 105年度有 3名博一生於 8

月入學，正在參與實驗室的實習。

只有 1名博二生因家庭因素暫停學

習，故造成落後。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

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商船系 育英二號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

的實習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

次 76 名學生的實習機會，未抽中

簽的學生僅能等其他海事學校有

缺額才能做遞補。另外，近年航運

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額，致使

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的機會亦

減少。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實

習機會，諸如這次的中國海事學校

育鯤輪與育鋒輪。另外並努力使現

有的實習管道增加額度。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海資所,應經所,

法政系 

1. 學生未積極參與英文檢定。 

2. 法政系目前僅 2屆，共 63位同

學。約有 1/3同學於高中時即已

報名相關英檢測驗，但仍有 2/3

同學尚未參與相關英檢測驗，可

能尚未有畢業資格審核壓力，爰

1. 人社院訂定「提升國際化補助要

點」，其中包括：補助本院研究

生在學期間參加英語檢測報名

費新臺幣伍佰元，應經所亦訂有

「學生提昇英文能力獎勵要點」

期能藉此，持續鼓勵學生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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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報考人數不多。 我外語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 

2. 宣導學校英文畢業門檻規定，並

適時提醒同學報考校園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海資所,材料所,

光電所 

1. 學生測驗成績未達俱就業競爭

力之標準(多益 550分)。 

2. 研究所學生因在研究上頗為繁

忙，故在報名與準備上心態較為

保守。 

1. 擬積極鼓勵所屬學生研修本校

相關英語補強課程。 

2.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

要性，並鼓勵同學報考，藉以增

加自己本身的英文能力。另外，

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藉

以刺激同學學習。 

3 縮短 

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

數 

造船系 「船舶監造實務」課程為與財團法

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合作

開設之課程，本年度由於該中心未

提出實習需求，故該課程無開課。 

積極與業界單位洽詢是否有各種

可供本系學生實習之機會，並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且叮囑學生在外實

習期間務必積極學習。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生科系 系學會與其他同學未組隊參與校

外競賽。 

鼓勵同學組隊參與校外競賽，如

「生物產業創新創業競賽」。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商船系,海資所,

海文所 

1. 專任教師退休，聘任教學型專案

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本系於研

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2. 老師致力於教學研究，雖未有相

關論文，但出版專書，並積極參

與研討會發表論文。 

擬積極鼓勵教師發表國際期刊。並

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

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

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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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

數及金額 

商船系,河工系,

應經所 

1. 專任教師退休，聘任教學型專案

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研究發表

上有所影響。 

2. 教師同時兼任其他中心主管，故

執行之計畫有部分未列入系所

計算中。 

3. 件數已符合，然因各補助機關經

費，已逐年遞減。 

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

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

師分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

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的，以提升本

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

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研發處,食科系,

養殖系,生科系,

造船系,光電所 

1. 媒合數件技術移轉，老師技術開

發程度，無法符合廠商商品化的

期程，改以產學合作方式執行，

致使技轉金未達預期目標。 

2. 專利審查時程難以掌控，造成預

估差異。 

1. 持續開發新客戶，主動發掘校內

具商品化技術。 

2. 持續鼓勵老師們將其研究成果

申請專利或進行技轉，將研究

成果應用於產業。 

5 校務

行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總務處 1. 氣候受地球暖化影響，溫度比往

年高，造成冷氣用電量增加。 

2. 校務成長、各項會議活動及社團

營隊等均較往年增加。 

3. 增設教學單位、增加教學研究設

備用電。 

4. 學生數、外籍生、交換生等均較

往年增加。 

5. 餐廳重新招商改建後，客源增

1. 新購冷氣機出廠前即設定最低

溫僅能低至 25℃。 

2. 建議逐年汰換逾使用年限、效能

較差之冷氣機、冷凍冷藏設備。 

3. 利用各項會議宣導隨手關燈、關

冷氣。 

4. 宣導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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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加，用電量亦隨之增加。 

6. 海事大樓結構補強後，產學技轉

中心廠商陸續進駐，亦造成用電

量增加。 

7. 場地活化，會議空間等場地外借

亦較往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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