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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宗旨/系所願景成立宗旨/系所願景

1.教育目標-培育具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能
力之專業人才力之專業人才

2.自我定位-結合自然與社會科學領域，專
業知識與實務運用並重之研究所業知識與實務運用並重之研究所

3.基本素養-具備邏輯思考、主動學習、國
際觀與解決問題之能力

4.核心能力-具國際競爭之海洋資源管理與4.核心能力 具國際競爭之海洋資源管理與
海洋事務的專業及社會關懷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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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Faculty

2. 本所師資

師資 Faculty
教師人數: 9 位 研究興趣:資源生態、魚類族教師人數: 9 位

專任教師: 6 位 王世斌 副教授兼所長
Assoc. Prof. Shyh‐Bin Wang

群動態、資源管理、廢棄網
具影響評估、保護區規劃等

研究興趣 族群動

劉光明 特聘教授
Prof. Kwang‐Min Liu

研究興趣 漁業

陳志炘教授
Prof. Chih‐Shin Chen 

研究興趣:族群動
力學、生物統計學、
漁業生物學、海洋
資源管理

研究興趣:漁業
生態學、頭足類
生物學、族群生
態學

郭庭均助理教授
Assist. Prof. Ting‐Chun Kuo

黃向文教授
(借調海保署署長)
Prof. Hsiang‐Wen Huang

張文寧助理教授
Assist. Prof. 
W Ni Ch

研究興趣:漁業生態學、
野生動物貿易與永續、
漁業資源評估與管理、
遠洋漁業混獲研究等

研究興趣:海洋事務、
漁業資源評估、國
際漁業政策與管理、
漁業混獲物種(海鳥、

研究興趣:國際海
洋法、國際環境
法、漁業政策、

Wen‐Ning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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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混獲研究等漁業混獲物種(海鳥
海龜)保育、海洋廢
棄物研究

國際公法



師資 Faculty

2. 本所師資

師資 Faculty
教師人數: 9 位教師人數: 9 位

講座/名譽教授: 3 位

前農委會副主委 前海委會副主委 前立委及環保署副署長

邱文彥 榮譽講座教授

研究興趣:海洋經濟與休
閒產業、海洋政策與空間

莊慶達 榮譽講座教授
Chair Prof. Ching‐Ta Chuang

邱文彥 榮譽講座教授
Chair Prof. Wen‐Yan Chiau李健全 講座教授

Chair Prof. Jen‐Chyuan Lee
研究興趣:海洋政策、海岸管理、
濕地保育、環境保護、都市與區域

研究興趣:魚類生態 、魚
類遺傳育種 、漁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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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產業 海洋政策與空間
規劃、農業經濟與社區發
展、島嶼永續與生態保育

規劃、水下文化資產保護、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海洋資源保育事務

類遺傳育種 、漁業管理、
漁業資源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課程地圖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課程地圖

核心必修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1.漁業生物學特論
2.地理資訊系統在海洋資源管理的應用
3.漁業科學與管理
4.海洋資源生態與管理

1.專題討論
2.海洋資源總論
3 海洋事務總論

A.資源評估與管理

5.個案研究- 魚類族群為何變動?
6.臺灣沿近海漁業資源管理之個案研究
7.國際漁業資源評估個案
8.國際漁業管理實務

3.海洋事務總論
B.海洋生態系變動與評估 ……………………………

C.海洋社會科學

D海洋政策與法規

請參閱本所課程介紹 ……

……………………………D.海洋政策與法規

E.海洋、海岸與溼地管理
1.氣候變遷與海洋災害應變
2.溼地與島嶼特論
3 水下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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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下文化資產



本所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本所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

跨領域與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自然科學 海洋資源與管理 海洋生態系評估 海洋生態與資源保育 海洋空間區劃 自然科學:海洋資源與管理、海洋生態系評估、海洋生態與資源保育、海洋空間區劃

 社會科學: 海洋政策與法律、海洋與海岸管理、海洋資源經濟、海洋文化與教育、
海洋休憩產業的發展

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外籍生/英語化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會議等 外籍生/英語化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等

理論與實務並重的海洋專業訓練
 漁業管理、資源保育、海洋生態系服務評估、海域執法、海洋廢棄物影響評估、水

下文化資產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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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與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自然科學

海洋資源與管理、海洋生態系評估、海洋生態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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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海洋空間區劃、幽靈漁業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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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與多樣化的學習機會跨領域與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社會科學
海洋政策與法律、海域執法、海洋與海岸帶管理、海洋資

社會科學
海洋政策與法律 海域執法 海洋與海岸帶管理 海洋資
源經濟、海洋文化與教育、海洋休憩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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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專業訓練
漁業管理、資源保育、海洋生態系服務評估、海域執法、海洋廢棄物
影響評估、水下文化資產管理等

APEC圓桌會議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9臺灣水產學會年會 永續水產品研討會



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專業訓練理論與實務並重的專業訓練

校外教學參訪行程 研究場域實地考察

英語演講比賽 豐群水產公司實習英語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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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學習環境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外籍生/英語化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等

兩岸島嶼永續發展論壇
–中國廈門

外籍生/英語化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會議等

中國廈門

與東京大學和羅德島大學暑假與東京大學和羅德島大學暑假
研習營 11



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來自不同國家的同學 共同學習 交流文化

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來自不同國家的同學，共同學習，交流文化

China

Korea

J

Guatemala

Belize Haiti

St Lucia
Vietnam

Vanuatu

Hong Kong
Japan

Panama
Honduras Malaysia Vanuatu

Indonesia

Somaliland

Philippines

來自17個國家來自17個國家

Chile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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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與獎助學金
Graduate student & Scholarships

碩士班 (Master program)
甄試入學: 6名

• 榜首獎學金: 甄試及考試入學
榜首：每名 5,000 元甄試入學: 6名

考試入學: 3名

*僅資料審查

榜首 每名 , 元

• 教育部助學金:
每月 3 000 ~ 4 000元不等*僅資料審查

五年一貫申請入學

每月 3,000   4,000 元不等

• 研究室助學金:
每月 4 000 ~ 10 000元不等

基本獎助學金：20,000元
成績優異加發：

每月 4,000 ~ 10,000 元不等

前10%：20,000元
10%~20%：15,000元
15%~30%：10,000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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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表現優異獎勵其他表現優異獎勵

 英語能力檢定• 優秀論文獎: 每屆 2 名：每名
3 000 元 在學期間通過英語能力

檢定：視通過級別，發
給最高 5 000元獎金

3,000 元
• 論文發表: 學生發表期刊論文：
比照學校獎勵辦法 給最高 5,000 元獎金

 其他相關競賽

比照學校獎勵辦法

• 於國內、外之學術研討會
發表論文(含壁報論文)：最 參加校內、外競賽獲前

三名者，發給獎金 1,000
元；佳作(或優秀)者，發

發表論文(含壁報論文)：最
高補助 10,000 元 (實際金額
由所務會議決議） 元；佳作(或優秀)者，發

給 500 元
由所務會議決議）

14



就業 Employment就業 Employment

學術單位 教學研究機構 24%
Academic Institution

公務機關
漁業署、水試所、海洋委員會 30%

Public Service

公務機關

相關產業 區漁會、海科館、漁業/水產/船務公司 30%
Industry

相關產業 區漁會 海科館 漁業/水產/船務公司 30%

Others
物流/服務/直銷等 16%物流/服務/直銷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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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學習研究所的學習:
應該是過程導向而非結果導向應該是過程導向而非結果導向

海資所給您的承諾:

熱忱的教學態度!

海資所給您的承諾:

熱忱的教學態度!
和諧快樂的學習環境!
理論與實際並用的多元化專業知識理論與實際並用的多元化專業知識
培養勇於接受挑戰、自信面對未來的能力!

我們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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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