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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海洋之法 

• 人類社會發展的開發與利用，為自然環境及生物帶來莫大壓力。在陸域環境之影響
及改變，通常顯而易見；相對而言，海洋環境之影響及變化，則較不易感知。本所
成立之宗旨，即希望以適當之管理措施，緩和人類對海洋之衝擊，並以海洋永續為
目標。 

 

    今年(2018)適逢本校建校65週年，而本所亦邁入第16年，所友會刊–海資(之)星
也出刊第8期。在先前六屆所長的辛苦建設下，已為本所之學術研究奠定良好基礎，並
逐步擴展更多元之專業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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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展現成果。每年此時，我們歡喜迎來新血的加入，望能循著前人的足跡，
在海洋相關議題上，找到自己有興趣的問題，繼續發揮無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海洋的變與不變，常引人深思。每日的潮起潮落，是宇宙恆常的節奏；無常的洶
湧暗潮，卻總是瞬息萬變的令人措手不及。面對海洋，你(妳)看到什麼? 你(妳)聽到
什麼? 試著發現你(妳)的海洋之法，並逐步實踐，成就一個有海味的人生。 

(謝謝海資(之)星第8期辛苦的編輯群)                               陳志炘 所長 

 



    海資所從2002年成立至今已16年了，因應所名從最初的「海洋資源管理」改為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本所的教育目標也從培養海洋資源管理人才擴大為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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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大家能把握每一次
上台發表及討論的機會，多多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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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光明 老師 

    不知同學們是否曾經思考過，你這一生努力的目標是甚麼呢?想當然爾應是追
求成功的人生，對吧! 但甚麼是成功的人生呢? 是做大官嗎? 是賺很多錢嗎?不然
又是為了甚麼呢? 其實「成功」並沒有所謂的定義，也沒有所謂的公式可以依循與
衡量! 有人賺了大錢卻感空虛與不快樂，但有的人錢賺不多卻過得很快樂充實；英
國小說家羅琳被拒絕了12次才發表了哈利波特系列，美國知名演員摩根佛里曼52歲
才達到演藝高峰 …. 所以，早成名的比較成功? 還是晚成名的? 賺大錢的才是成
功? 還是快樂的人才是? 真的難以評斷。 
    文中也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一段話，它說「並不是每一件算得出來的事都有意義，
也不是每一件有意義的事都能夠被算的出來」，人生之路充滿無限的可能，沒有固
定的公式；每個人機運不同，但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與節奏要走，重要的是，不要
讓別人擾亂了你的節奏，而是要勇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的、充滿意義的人生! 
然後學會用這些去影響、並點亮他人的生活 (i.e.,去造福他人)，那你就是個成功
的人。希望大家在追求人生目標的旅途上，這段分享也能對你/妳帶來一點啟示，
祝福大家。 
                                                             王世斌 老師 



    在國外唸書的時候，受到的第一個文化衝擊是，身邊的同學即使專業能力上不
一定比較厲害，但是每一個人都對所學的領域非常（極度）的有熱忱且相關經歷豐
富。相較於臺灣整體環境下習慣「念個研究所洗學歷」的風氣，我深深地感受到態
度和氣氛是如何影響人們互相學習和成長的幅度。 
    來到海資所以後，我發現許多同學也都對海洋抱持著極大的熱情，面對各種新
知和挑戰都很積極，我也每天都在和同學們的互動中得到很多成長，非常開心。研
究所這條路，真正的價值不是在知識、學歷或是論文本身，而是在這兩年中培養的
邏輯思維、組織、閱讀、表達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順應自己的好奇心去問一
個問題，並紮實地去尋找解答，就是美好的一仗了。希望大家都能享受這個過程！ 
                                                             郭庭君 老師 
 

    很開心人生有這樣一段時光在海大海資所
求學，在這裡我很感激陳志忻老師在學業上對
我的耐心指導，靜瑜學姐和皓婷學姐對我生活
和學習上的照顧，最開心她們帶我去探尋台灣
各種道地的美食啦。短短幾個月時光，我和海
資所的同學也一起參加了很多活動，大家都是
很優秀很可愛的人。 
    海資所是一個很國際化的研究所，教授們
學術科研能力非常強，和指導教授的談話總能
打開我的研究思路；在我修讀的自然資源經濟
學課程中，我從郭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另外，我很喜歡海洋大學輕鬆自在的校園生活，
我在這邊也養成了運動的好習慣。假日的時候
會和朋友們一起出去旅行，感受台灣美麗的風
景和民宿風情。 
    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也將成為一段
美好的回憶，我會很珍惜這段和海資所的緣分。 
                             謝夢婷 同學 





邱靖淳： 
    距離大學畢業已經10年了，沒想到有
機會再踏進校門，因此格外珍惜念書的時
光。謝謝黃老師總是以開放的態度鼓勵我
們參與海洋事務及接觸國際議題。這一年
多來因執行海漂垃圾調查而多次出海，一
圓夢想時常出海、看海的願望！其中有幸
參與《黑潮20•島航》及跟隨中華鯨豚協
會出海調查，難得從海上看台灣輪廓並欣
賞美麗的海洋精靈-鯨豚，更珍貴的是認
識許多愛海、從事海洋保育或關注海洋汙
染的“海人”❤人生能持續探索、充實自
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期許未來能持續精
進，在海洋領域有所付出！ 

陳柏豪： 
    在這一年多的時光裡，不但每天要忙
碌本業與家庭工作，還要想盡辦法抽出時
間到校上課，閱讀與製作課程相關報告，
也深深覺得知識淺薄，尤其專題討論
(Seminar)這門課，更是讓人傷腦筋，很
想用功努力學習，但因英文能力不好，還
是相當吃力，不過每天吸收一點，也覺得
收穫不少，同時也多認識同學與老師，整
個生活圈充實許多，相信只要有信心，加
上老師細心的教導與講解，往後在學校會
吸收到很多知識與常識。感謝老師熱心用
心教導，謝謝！ 

尤膺豪： 
    雖然才剛進度第二年，但我覺得研究所最大的
收穫是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因為從找問題、分析、
提出解決方法都需要自己完成，在研究所還需要做
很多報告，能訓練自己的分析與統整能力。又因為
自己不是相關背景，所以在學習的時候，會需要更
主度去閱讀一些資訊，才有辦法獲得更大的知識。
海資所很溫暖，學長姊都會照顧大家，給我很多生
活或學業上的幫助，這裡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林美菲： 
    我是今年碩二研究生
林美菲，很高興來到海資
所學習與成長，因為愛海
洋，想要更深入了解海洋
知識與自我成長，在解說
方面更能得心順手。很快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學習
到師長給予豐富的海洋事
務與資源知識，從不懂到
懂，從懂到精懂，這些努
力不是一天、二天可以做
到的，在海資所更能看到
老師不厭其煩的教誨與指
導，讓我佩服得必需認真
去做，不敢怠慢。 

古希： 

    I love Taiwan very much. 

In the beginning, I could not 

receive taste of food and the 

weather in Keelung where 

almost every rainy day. But 

now, I can adapt. Study hard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open my mind. Teachers in 

schools are very friendly, 

care, professional and smart. 

Not only care for lesson, but 

for the problem with my life 

while in Taiwan. Friendly 

classmates are very helpful. 

I wish I could finish my 

study on time. 

洪銘佐： 
    光陰似箭，進來海資所學習
也已超過一年了。想當初在進來
就讀之前，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心情，記憶猶新！由於年紀最小，
經歷最淺，懂的也最少，在這過
程中，無比感恩教授們的指導與
所有同學們的包容，乃至已畢業
學長姊的經驗分享與鼓勵，讓我
漸漸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更有
勇氣去面對種種挑戰。最後，我
還是不後悔選擇就讀海資所，雖
然這一路上走得步履艱辛，但也
因為貴人多助，我才能夠有現在
這一點的小成果，而且持續地往
目的邁進。 

王唯儒： 
    我是唯儒，時光飛逝已經一年多，體會許多正式的、忙碌的生
活，回顧這段時間，研究所與我原本所想像的不太一樣。最初所認
為的生活是交雜在讀文獻和做實驗中，並沒有想過所上還會有各式
各樣的活動可以參加，使研究生活不會平淡無味。從非相關科系進
入這裡說實話並不容易，任何知識都是新接觸，不多看幾遍根本記
不得，但這種新挑戰對我來說反而更有趣，畢竟對任何新事物都會
感到好奇，且能夠獲取到不一樣的想法。最後期許自己未來能順利
完成研究。 



朱家萱： 
    很開心能夠加入海
資所這個大家庭，當時
從環漁系畢業來到海資
所，一開始很擔心不熟
悉的環境，但是多虧所
上常常舉辦活動，跟班
上同學很快就打成一片，
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整
個海資所都很親切也很
熱情。期許在未來碩班
兩年，我們班的相處一
直都能這麼融洽，並運
用在海資所所學到的相
關知識及思維，期許畢
業後將其投入在海洋管
理領域當中。 

武孟謙： 
    在環漁系畢業後來到海資
所繼續學習海洋，在這裡的時
間雖然還不長，卻已經受到海
資所滿滿的活動和校外學習機
會影響，深深的愛上這裡。同
學們之間相處很融洽，期待日
後還能跟你們一起學習一起發
瘋。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是能夠
將所學應用到未來的工作領域，
祝大家都能早早順利畢業！ 

簡向農： 
    原本不是讀漁業背景的我這兩個月來感覺到非常的新鮮，
很感謝老師的細心教導，不會因為我不懂就不耐煩；除了學習
上的事情之外，也有了一些有趣經驗，例如在實驗室要解剖樣
本，取內臟量重量、取耳石…等等，也有了跟著老師去漁港與
漁民聊天、拿樣本的經驗；同時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我也稍微
有了未來的論文方向，關於針對廢棄籠具的研究；另外我覺得
這個所的同學都很親切也很有趣，很高興認識大家。 

楊世熙： 
    Hello, I am Sehee Yang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Before I came her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the other department. And at the time I felt in her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y is great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or 

and student is closer and more comfortable than my country. Even though my 

Chinese is not good enough, many people including professors and classmates 

help m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and care about me. Also, I feel 

all the conditions are in place, the result is depending on my effort.  

莊佩純： 
    之所以會來念研究
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
我熱愛海洋、想為海洋
做些什麼，我想去尋找
不同的資源，而我知道
學校就是個資源豐富的
地方，因此，這就是驅
使我努力不懈的原因！
這一路走來，我想我就
是靠著一股傻勁才堅持
到現在，不害怕失敗、
不害怕挫折、也不害怕
丟臉。最後，我希望不
管遇到多少困難或挫折，
我能一直堅持自己的夢
想，也不要忘記當初是
為了什麼而來的，絕對
不能輕易說放棄！ 

吳斐竣： 
    自入學以來，在老師的帶領
下逐漸熟習海洋資源相關議題以
及研究方法。跨領域研究確實充
滿挑戰，加上所上同學背景多樣、
關注的主題也有很大不同，每次
的專題討論都拓展了知識視野。
自我期許經過兩年的學習後，能
夠掌握海與海岸管理的核心議題，
同時關懷社會議題，為日後台灣
離岸風電與漁業共存，略盡棉薄
之力。 

蔡其恆： 
    不知不覺在海洋事務研究所學
習了快一學期，老師上課都十分用
心，讓我獲益良多，海洋的知識廣
泛，期許自己在這兩年之中可以學
到更多的新知，讓自己有更不一樣
的視野去領略海洋事務這塊領域。
從所上許多的專題演講和充實的戶
外教學之中，也讓我從課堂之外學
到很多不同的知識，希望自己可以
秉持努力不懈的決心，繼續汲取新
知，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努力前
進。 

楊樂達： 

    Entering this institute has helped me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cs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So far 

I have greatly enjoyed and benefited 

from the advice and instruction from our 

professors. The focus of m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ill be on studying the 

fisheries biology of the Taiwan picnic 

seabream. In this way I hope I can 

contribute to the greater task of ensuring 

food safety for the people whose 

livelihood depend on marin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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