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MARM)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你(妳)是否想過… 

• 漁業資源狀態與管理措施? 

• 遠洋漁業的混獲物種? 如何管理? 

• 國際漁業管理組織與外交? 

• 海洋廢棄物與人類生活? 

• 海洋生態系的服務功能與評價? 

• 海洋休閒活動與影響? 

• 水下文化遺產管理? 

• 海域執法與稽查?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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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Development 

• 成立 

• 2002年成立：海洋資源管理研究所 

• 2007年更名：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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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所簡介 



成立宗旨 

社會
科學 

海洋永續 

自然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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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生物

資源為體 

以海洋社會
科學與法政

為用 

培育海洋資源管理之專業人才 
(國際化) 



特色 

• 跨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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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發展 

• 國際化 
• 外國籍學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等 

• 海洋永續與管理專業人才 
• 國際漁業管理、海洋生態系服務評估、水下文化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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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Faculty 

• 教師人數: 8 位 

• 專任教師: 5 位 

• 講座/名譽教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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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所師資 



黃向文  教授 (借調海洋保育署署長) 

Prof. Julia Hsiang-We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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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漁業保育與管理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Incidental catch by Taiwanese distant-

water tuna longline Fisheries 

• Analysis of  Taiwan coastal and 

offshore longline fisheries 

• Management strategy on marine 

fisheries economy analysis of various 

countries 

• ICCAT & bycatch related international 

meetings 



郭庭君  助理教授 
Assist. Prof. Ting-Chun 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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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海洋資源管理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Wildlife trade management 

• Data-limited fisheries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 Bycatch issues 

• Fisheries ecology 



王世斌  助理教授 
Assist. Prof. Shyh-Bi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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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漁業與魚類族群動態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Planning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based on resources perspective 

• Feasibility of impact assessments and 

ecological fisheries of coastal fisheries 

resources development  

• Bottom trawling fisheries bycatch 

survey 

• Resource condit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albacor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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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炘  副教授 
Assoc. Prof. Chih-Shin Chen 

• 海洋資源生物與生態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Population biology and ecology  of 

cephalopods 

•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exploited 

squids 

• Climate change and fisheries 

• Strategies for fisheries management 



劉光明  教授 
Prof. Kwang-M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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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資源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Fishery biology, stoc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elasmobranches 

• 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and marine conservation issues 

• ISC and ICCAT shark working group 

• APEC & shark related meetings 



李健全  講座教授 
Chair Prof. Jen-Chyuan Lee 

• 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policy 

• Marine governance and policy 

•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 Marin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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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彥  講座教授 
Chair Prof. Wen-Yen Ch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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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政策規劃與管理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Marine affairs and policies 

• Marine and coastal management 

• Wetl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莊慶達  名譽教授 
Honorary Prof. Ching-Ta Chuang 

• 海洋經濟與環境政策研究室 

[研究主題 Research Interest] 

• Marine economic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 Marine sociolog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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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碩士班 (Master program): 招生人數 11 名 

• 甄試入學:  8名 

• 考試入學: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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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學生 Foreign student 
不同國家的同學，共同學習，交流文化 

來自 15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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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emala 

Panama 

Belize Haiti 

St Lucia 

Honduras 

Chile South Africa 

Vietnam 

Malaysia Vanuatu 

Indonesia 

Hong Kong 

China 

Korea 

Japan 



獎助學金 

• 榜首獎學金 

• 甄試及考試入學榜首：每名 5,000 元獎金。 

• 教育部助學金 

• 每個月 3,000 ~ 6,000 元不等。 

• 研究室助學金 

• 每個月 4,000 ~ 8,000 元不等。(依各研究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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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獎勵 

• 優秀論文獎 

• 每屆 2 名：每名 3,000 元獎金 

• 論文發表 

• 學生(須為第一作者)發表期刊論文：SCI/SSCI期刊
獎勵3,000元，其它期刊比照學校獎勵辦法 (申請
期限須於畢業後二年內) 

• 於國內、外之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含壁報論文)：
最高補助 10,000 元 (實際金額由所務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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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優異獎勵 

• 英語能力檢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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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競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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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 500 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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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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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公務機關 

產業 

(教師、研究助理) 

(漁業署、水試所、海洋委員會) 

(區漁會、漁業公司) 



課程活動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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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演講比賽 

校外教學參訪行程 

校外教學實地考察 

豐群水產公司暑期實習 



研討會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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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圓桌會議 

臺灣水產學會年會 永續水產品研討會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歡   樂    
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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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  Ocean, For Future 



Supp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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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M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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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京大學和羅德島大學暑假
研習營 

國際化視野-  
學術活動 

兩岸島嶼永續發展論壇 –
中國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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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承諾 

海洋日活動與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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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書籍 

Marine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Marine Recreation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arine Coast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Taiwan’s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Reducing 
Incidental Catch of Seabirds in Tuna Longline Fisheries 

General Topics on Marine Affairs 

Ocean Sightsee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ission Antarctic 

Marine Culture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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