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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的話：生命．海洋

海洋孕育豐饒多樣的生命，也提供人類生活有用的服務與功
能。但海洋目前亦面臨許多威脅，如陸源污染、過度漁捕、海
洋棲地破壞及海洋酸化等。本所成立之宗旨，即希望透過適當
之規劃及管理，在資源保育及產業開發間尋求協調，以達「保
育及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之目標。

2019年欣逢本校建校66週年，而本所亦邁入第17年，所友會
刊–海資(之)星也出版第9期。在先前六屆所長的精心規劃及
戮力耕耘下，本所已奠定良好的學術研究及跨領域學習之基
礎，並逐步擴展涵蓋更全面之海洋事務主題內容。在海洋資源
保育、國際漁業管理、海域執法及海岸管理等議題，逐漸展現
研究成果。每年我們歡喜迎來新生的加入，期望各位能在海洋
事務與資源管理主題項目上，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充分發
揮新世代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嘗試解決問題，增進人類的知
識。

海洋及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有賴新生命(無論有形或無形)的
添加。人類能扮演的角色，亦復如是。希望在研究所的訓練，
可以讓大家留下海洋印象，並在心中描繪一幅有生命力的海
洋，伴隨你(妳)的未來。

(謝謝海資(之)星第9期辛苦的編輯群)

陳志炘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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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一英文演講比賽與聖誕節禮物交換總是有驚奇！



海資所從2002年成立至今已17年了，本所是結合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研究所，目標為培養海洋資源相關之海洋事務人才。
海洋資源與事務的範疇很廣，本所過去同學的論文也涵蓋自然
和社會科學許多面向，畢業之後也都在不同領域表現良好。海
洋相關事務常是國際性且為跨領域的議題，因此，鼓勵同學在
學期間能廣泛及跨領域學習，同時利用本所國際化的環境，積
極培養語言能力，未來能為海洋事務盡一份力量。

研究所的課程除了課堂學習也包括了邏輯及獨立思考、研究的
訓練，期望大家能主動學習，同時把握每一次上台發表及討論
的機會，多多培養論述的能力。未來無論你進入任何行業，這
些能力將會對有很大的幫助。祝福所有同學，加油!

個人認為大學是培養專業人才的起點，而研究所則是培養這些
專業人才從事獨立研究的開始。也因此求學的心態應有所不
同。前者著重在專業知識的吸收，後者則主要在探究你覺得有
趣而想要知道的議題。因此如果大學畢業後覺得沒有甚麼有趣
的議題可以吸引你想要進一步的探討，則似乎就無念研究所的
必要；不需要因 ”別人念所以我也要念”，或 ”我還不想就
業所以只好念”，或 ”念了碩士薪水較高”…等非”興趣”
使然的因素而念，不然就可惜了兩年的時間。

而念研究所既然是想進一步探討你覺得有趣的議題，當然，它
的訓練就會著重在培養同學遇到問題尋找答案與解決問題的相
關技術(包括表達)及邏輯思考的能力，而這些也正是碩士生在
進入職場時，會有較佳競爭力的原因。因此老師常勉勵同學，
論文的完成只是兩年訓練水到渠成的結果，該”學習的過程”
才是你一生受用最大的所在。所以，念研究所當然有其價值，
只是，當你毫無興趣勉強就讀，缺乏強烈動機時，那學習上就
只是”為過關”而學，自然也就無法如”為興趣動機”而學來
得成果豐碩了。期勉大家都能調整好學習心態，讓海資所的兩
年收穫滿盈。

老師的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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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光明教授

王世斌助理教授

在海資所過了一年，看到不少同學仍對海洋保持熱情，並努力
克服自己研究上的困難，很為你們感到驕傲！研究這條路不容
易，就像我們的大海面臨的困難一樣充滿挑戰，但是相信不畏
艱難、努力突破的你們，未來一定都能將這一路的喜怒哀樂轉
為人生的養分。也祝福新加入海資所的同學能夠享受這幾年的
學習時光！

郭庭君助理教授



研究生心裡話

不知不覺已成為碩二生，好多事情像是才剛開始，卻又即將要邁向
結束的感覺。在這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所接觸到的人事物、學
習到的知識，比我讀大學四年來得多很多，雖然在這過程中，遇到
很多挫折，也曾一度想放棄，但回想起自己讀研究所的初衷以及給
我很大動力的黑潮基金會，因為黑潮基金會讓我看到許多熱愛海
洋、想要為海洋盡一份心力的人，所以不管怎樣我都要堅持下去！
而且能無憂無慮好好讀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應該要好好珍惜這
得來不易的機會。莊佩純，107級

光陰似箭，我來到海資所學習已經一年了，想當初在進來之前我還
是抱持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呢，沒想到時間過得好快！在碩
一學習的過程中，謝謝各位老師們孜孜不倦的指導，以及同學們之
間的鼓勵與互相扶持，也很謝謝已經畢業的學長姊當時的給予我們
的經驗分享與鼓勵，讓我在碩一的生活中能更有勇氣地面對問題。
最後，歡迎碩一的學弟妹加入海資大家庭！希望接下來我的碩二生
活也能依舊精采，期許大家都能持續往自己的目標邁進，大家加
油！ 朱家萱，107級

時間過得很快，在海資所學習的時光也來到了第二個年頭，曾參與
過的各項活動，諸如藻礁的野外視察、聖誕節的各種驚喜配合有趣
的交換禮物等都讓我印象深刻，希望未來的一年同樣能夠與大家一
起共享這些時刻。在學業方面期許自己能夠更加積極學習，平時多
吸收領域相關的知識，並藉由課堂與過去文獻的回顧提升自己的論
文寫作能力，盡早完成學業。

武孟謙，107級

總是覺得就讀研究所的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也來到了第二年，
我覺得研究所的忙碌與大學時的忙碌相當的不一樣，在讀研究所時
一直有一個終極目標在那邊，那就是要完成論文，然後在這個終極
目標之外還會有很多的小任務必須完成，例如修課、考試、報告或
是幫忙老師計畫、處理樣本…等等的大小事，所以如果想要有自己
的休閒娛樂，或者想要發展嗜好(例如潛水登山與健身)，就要更及
早規劃時間且不可以有拖延病，總而言之這一年就像是不斷的在與
時間賽跑，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所有應該要做與想要做的事情。簡向農，107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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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一年，雖說增加了些對海洋與海岸的知識，其實更深感不足。
邱老師上課如古代學者，常常朗誦書本一段便天南地北講述那些他
親身經歷的故事。郭老師每每帶著學生穿梭於各種不同的爭辯之
間，這是做研究的樂趣。除了如毛毛蟲般慢慢啃食期刊文章，更深
刻的體驗來自實際走入漁港、試著與漁民攀談、聆聽他們的生命故
事。搭船出海見證一支支離岸風機豎起，卻也不禁疑惑：如果不能
兼顧漁民生計、漁業生產與生態保育，這樣的低碳能源「永續」
嗎？或許不會有答案，但即便孤獨一人，來回奔馳台61的旅程還要
繼續…

At IMARM, I have been not only able to expand my knowledge, but I have
also met many persons that als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about our ocean. I have met multitude of friends and ha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Studying in this institution provides a nice opportunity to
look at the hot topics related to marine affairs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with a holistic approach that combines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that
belong to IMARM.

If I ever have children, I wish for them to be able to enjoy the right to
a restored and healthy ocean. Well,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my own
children. I wish for all people from future generations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and feel full of wonder at the unrestrained beauty of our
ocean. We know that is not an easy task to accomplish.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of our generation, if not the greatest, will be to
try to curb the negative effect that human impact has had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吳斐竣，107級

楊樂達，107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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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嵌仔頂，探訪魚貨交易的密語。 巡航基隆嶼，迎接美麗的夕陽。



雖然剛來基隆的時候，就聽說很常下雨而且很潮濕，一切都得重新
適應～但謝謝所上的學長姊都很善解人意，讓我很快融入這個大家
庭！教授們也很樂意為我解答我的疑問，跟同學們的相處也越來越
好了，希望在海大這個倚山傍水的好地方，能好好的利用這兩年，
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再一起共同製造美好的回憶吧～～

這學期開始加入了海資院的大家庭，雖然五年一貫的生活較為忙
碌，首次的租屋體驗也讓我不太習慣，但這兩個月來老師和學長姐
的諸多幫助，同儕間的融洽相處都讓我一點點的適應了現在的生
活。在接下來的兩年，期許自己能孜孜不倦、認真學習，順利完成
論文。

從九月入學到現在，逐漸熟悉學校環境及各項學習資源，尤其老師們
耐心地教導海洋專業知識，並閱讀不少相關研究成果，對我有頗多引
導與啟發，確實獲益良多。未來希望透過海資所的訓練後，可以更精
進自己獨立思辯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涯方
向，與大家共勉。

很高興能進入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所這個大家庭，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怎麼會想離鄉背井，跑這麼遠來讀書?」，我覺得學習是不分距
離，重點是學習的資源與環境，才是有可能改變我們的觀念與態度。
進來之後就開始讀PAPER，才發現英文能力真的很重要~希望未來可以
如期完成學業，然後為海洋盡一份心力。

很開心來到了海資所大家庭，一開始學長姐的熱情歡迎，讓我對於新

環境也不會感到陌生，感謝老師們細心耐心的教導，使我更了解海洋

資源，同學們相處起來非常融洽，讓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期許自己能

更好，找到自己的專業，朝著目標前進。未來兩年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呂紀嬋，108級

研究生心裡話

徐維品，108級

徐詩涵，108級

陳均穎，108級

李函臻，10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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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大家好，很開心可以在工作第八年的時候，有機會能再回到學
校讀書，真的格外珍惜能學習的機會，雖然我是特教背景出身，對
於海洋領域所知幾近於零，但感謝所上師長耐心給予指導，讓我能
有更多機會去開拓不同的視野，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努力學習新知，
逐步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期許自己能夠在海洋事務領域當中貢獻
一份心力。

呂家瀅，108級



Hello, I am Teereta Roota, 24 years of age and I come from a small
island nation called Kiribati in the Pacific region. I am a recent graduate
from USP with a bachelor degree in BSc Marine Science. I am pursuing
my Master study here in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o
learn how to be a better custodian and manager of our diverse marine
resources. I am hoping that with my study here I can contribute to my
country toward research prospective in assessment of our fisheries
stock and be able to implement management measures toward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marine resources. It’s a pleasure an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here at NTOU and in this department and I look
forward to successful learning. Cheers!!!

Hi! 大家好。I'm Liyana Yamin (李亞娜) from Kuala Lumpur, Malaysia,

currently pursuing doctoral studies on Oce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reason I chose the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MARM) for my study department

is that it provides me with a niche in climate policies and integrates the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M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on climate resilience, adap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Studying

in Taiwan is a challenge yet full of opportunities. Although I have just

arrived here for two months, I have explored so many places in the

Northeast of Taiwan and hiked 4 mountains. I have always enjoyed

Taiwan due to the mountainous area as I love to hike and loves the

diverse bubble tea flavours available in Taiwan. People here are

extremely kind and accommodating. Ultimately, I hope to be fluent in

中文 and living my life to the fullest in Taiwan.

實施藻礁保護計畫。馬崗漁港蒐集飛魚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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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reta，108級

李亞娜，108級博士生

鄭明修研究員專題演講。



學長姐的話

林美菲

尤膺豪

時間猶如白駒過隙，七百多
天的日子，說短不短，說長
也不常，但在我心中卻留下
深刻的痕跡。我可以肯定的
說，海大海資所，是一個非
常溫暖的大家庭。因為在研
究所的求學生涯中，受到所
上許多老師、助理們的各種
無微不至地照顧，也受到許
多可愛且友善的朋友們、學
長姐、活潑的學弟妹們照顧
與鼓勵，這一路走來，或許
有點跌跌撞撞、或許仍還有
懵懵懂懂，但始終朝著一個
目標邁進，這目標帶領著我
順利完成學業與論文。除此
之外，老師們在課堂上、活
動上與生活上分享的人生大
道理，也讓我們受益良多。
當然自己在許多方面也常讓
老師們提醒與叮嚀，這是我
最感謝海資所帶來的溫暖。
未來想成為怎麼樣的人，投
入什麼樣的工作，希望你們
在研究所的生活中，不斷去
學習，甚至親自去體驗接
觸，希望可以幫助你們找到
自己未來的方向與目標。

兩年前的夏天，工作多年的
我再度踏進校園，是人生的
轉捩點。回首研究生涯，仍
覺得精彩踏實！能夠加入海
資所是件幸福的事，所上的
每位老師們各個學術專精且
無私傳授，並且總是給予我
們機會與舞台嘗試，學長姐
們也樂於分享所學、互相鼓
勵，讓我在這裡重啟對知識
的熱情，同時也結交許多善
良正直且一起成長的朋友
們。學弟妹們，歡迎你們加
入海資所大家庭！敞開心胸
學習、謹慎求知、虛心求
教，祝福你們也在此留下求
學生涯中最精彩豐富的一
頁！

海資所所學的海洋知識從
國際到在地，需要自己不
斷地獨立思考、尋找研究
所須資料。例如：我的研
究訪談對象包含漁民、漁
業專家學者與海洋教育學
者等，訪談之中，發現無
論從事海洋什麼行業，不
外乎和海洋產業、海洋資
源、海洋保育都有關連
性，可見海洋對於人類是
多麼的重要性。讓「海資
所」一起為海洋保育及永
續加油吧！感謝海資所所
有師長成員及學弟妹們，
美菲在此深深一鞠躬，也
祝福碩二生明年順利拿到
碩士學位。

邱靖淳

新生迎新，熱情歡迎~水產學會發表論文練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