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安 副校長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Ming-An Lee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理學博士

學術專長：
漁場學、遙感探測、氣候變遷與漁業、棲
地生態模式、漁村變遷與調適策略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特聘教授(2014/08～迄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漁系教授兼海洋科學與
資源學院院長 (2010/08～2015/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漁系教授兼系主任
(2000/08～2003/07、2005/08～2008/07)
國際泛洋遙測學會PORSEC副會長(2016～迄今)

台灣水產學會刊總編輯(2019/03～迄今)
台灣地球觀測學會理事長(2016～2019)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學會理事長(2010～2016)



莊季高 副校長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Jih-Gau Juang學 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智慧型系統、人工智慧、載具控制、機器人、
FPGA系統設計與應用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副校長(2016/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主秘 (2012/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院長
(2015/03~2015/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籌備主任 (2015/03~2015/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系主任
(2009/08~2012/07)
IEEE CSS Taipei Chapter Chairman (2019-
2020)



張志清 副校長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Chih-Chih Chang
學 歷：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法律
系博士

學術專長：
海商法、航港政策、航政法規、
航運經營管理、港埠經營管理

重要經歷：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教授(2003/08

迄今)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系主任

(2004/08~2007/07)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院長

(2008/08~2011/07)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2011/05~2012/07)
• 中華航運學會理事長(2008/06~2014/05)
•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4/09~2016/09)
•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理事長(2015/06迄今)



林泰源 教務長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Tai-Yuan Lin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博士
學術專長：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應用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特
聘教授(2019/08～迄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教務長兼教學中心主
任（2019/03～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2018/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副總務長
（2012/08～2016/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光電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7/08～2010/07)



呂明偉 副教務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Ming-Wei Lu

學 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資源博士

學術專長：
病毒學、免疫學、生物技術

重要經歷：
臺灣海洋生物技術學會秘書長
(2016/12~現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產學營運總中心 主任
(2018/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兼產
學技轉中心主任 (2017/08~2018/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
(2015/05~2016/09)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秘書長
(2014/05~2020/07)



李光敦 研發長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Kwan Tun Lee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學術專長：
地表水文學、河川水力學、都市防災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教授兼系主任

(1999/08 - 2002/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2003/03 - 2005/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2008/08 - )

國家實驗研究院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兼任資深顧問
(2009/01-2018/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特聘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2012/11 - 2018/11)



何宗儒 副研發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Chung-Ru Ho

學 歷：
美國德拉瓦大學應用海洋科學博士

學術專長：
海洋物理、環境遙測、全球變遷

重要經歷：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副館長(借調)
(2014/05~2016/04)
海洋學刊 總編輯 (2011/01~2013/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教授兼系主任(2005/08~2006/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2003/08~2005/07)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農學博士

學術專長：
海洋污染、生態毒理學、環境化學、污
染生物學、海洋環境監測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際事務處 處長
(2016/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
作組 組長 (2013/02~2016/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組長 (2009/08~2012/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 學術服務組
組長 (2006/08~2009/07)

鄭學淵 學務長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Sha-Yen Cheng



宋文杰 副學務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Wen-Chieh Sung

學 歷：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食品科學暨人類營
養學博士

學術專長：
穀類加工、食品加工、烘焙學、食品
冷凍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學務長
(2021/08~迄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衛保組組長
(2020/08~迄今)



顧承宇 總務長
Vice President

for General Affairs 

Cheng-Yu Ku

學 歷：
美國匹茲堡大學土木工程暨環境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大地工程、數值分析、坡地防災、水文
地質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2019/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2018/08~2020/07)

科技部自然司防災學門複審委員 (2018/0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計算與模擬中心主
任(2011/08~2016/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副系主任
(2013/3~2015/7)



許世孟 副總務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General Affairs

Shih-Meng Hsu
學 歷：
美國匹茲堡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地工災害調查與評估、工程水文地質、
防災科普教育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副教授 (2020/02~迄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2016/08~2020/01)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大地工程研究
中心 研究員兼組長(2008/11~2016/07)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大地工程研究
中心 研究員(2004/12~2008/10)



學 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智慧型系統、電腦視覺、機器學習、大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2006/02~現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2007/08~2010/07)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副
教授、教授 (1999/08~2006/01)
中華電信 電信研究所應用科技室 副研
究員(1992/10~1998/09)

鄭錫齊 圖資長
Vice President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yi-Chyi Cheng



丁培毅 副圖資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i-Yih Ting

學 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電機暨電
腦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資訊安全與密碼學、深度學習、數位語
音訊號處理、智慧型系統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2017/08~)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兼任副教授
(2008/08~2017/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
(副教授兼) (2000/08~2002/08)
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研究所副研究員
(1992/06~1996/07)



學 歷：
英國布理斯托大學海洋生物學系博士

學術專長：
魚類系統分類學、魚類生態學、分子演化、
演化遺傳學、分子地理親緣學、分子生態學

重要經歷：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副館長
(2016/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
(2014/08~2016/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
(2009/08~2015/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
(2008/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合聘教授 (2018/08~)

陳義雄 國際長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hiung Chen



學 歷：
英國卡地夫大學物流暨作業管理博士

學術專長：
國際物流管理、航運管理、供應鏈管理、
國際貿易實務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主任 (2016/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運暨管理學院院
長 (2016/04~2019/0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系主任
(2010/08~2012/02)

桑國忠 副國際長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Kuo-Chung Shang



黃智能 體育室主任

Director,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h-Neng Huang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及術科專長：
動作技能學習、運動訓練法、游泳、
桌球、羽球、網球、高爾夫球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體育室主任(兼) 

(2016/08~現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體育室活動組組長
(2004~2008)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體育室教學組組長
(2008~2009)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體育室活動組組長
(2009~2015)



林正平 主任秘書
Secretary-General

Chang-Pin Lin
學 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電腦整合製造、智慧製造、機械設計、
專利分析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總務長
兼環安組組長
(2018/08~迄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註冊課務組組長
(2013/08~ 2018/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招生組組長
(2012/08~ 2013/07)



方天熹 中心主任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Direct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enter 

Tien Hsi Fang

學 歷：
英國Southampton大學海洋系博士

學術專長：

海洋微量元素地球化學、海洋污
染、海洋環境調查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主任
(2009/08~2012/07, 2018/08~2021/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國際組組長
(2006/08~ 2007/07)



學 歷：
日本九州大學食糧化學工學博士

學術專長：
保健食品開發驗證、深層海水應用、奈
米包覆技術、細胞免疫醫療

重要經歷：
臺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2019/03~)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常務監事
(2017/01~2019/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2013/08~2019/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組組
長(2009/08~2011/07)

龔瑞林 中心主任

產學營運總中心
Director, Operations Center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Zwe-Ling Kong



學 歷：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大地工程博士

學術專長：
藍色國土空間規劃利用、水下文化資產、
環境影響評估、防災科技、環境風險評
估、海洋再生能源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工學院副院長(兼) 
(2018/11~現任)

環保署第13屆環評委員(現任)
台灣風能協會理事長 (現任)
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秘書長(現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兼系主任(2009/08~2012/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校友服務中心 主任
(2003/02~2005/09)

簡連貴 校友中心諮詢專家
Advisory Consultant

Alumni Service Center

Lien-Kwei Chien



學 歷：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士

學術專長：
自動控制、智慧控制、船用電機與設備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長
(2016/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2014/08~2018/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副教務長
(2008/08~2016/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學中心主任
(2005/08~2016/07)

張文哲 處長
馬祖行政處

Director, Matsu Administration Office

Wen-Jer Chang



學 歷：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學術專長：
明清詩文、海洋文學、女性敘事、客家
文化與文學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秘書室出版中心主任
(2017/06～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
育組組長(2016/08~2020/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華語中
心主任(2014/08~2016/07)

謝玉玲 中心主任

共同教育中心
Direct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Yu-Ling Hsieh



郭俊良 中心主任

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Director, Maritime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Center

Jiunn-Liang Guo

學 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博士

學術專長：
航海、海上人力資源、組織行為與人力
資源、質性研究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
主任 (2017/08~現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主任
(2016/05~2019/0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訓中心主任
(2016/06~2017/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習暨就業輔導組組
長 (2010/03~2015/09)



學 歷：
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科學教育博士

學術專長：
海洋教育、數位學習、資訊教育

重要經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主任 (2018/01~現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整合傳播組組長 (2017/08~2017/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政策發展組組長 (2013/09~2014/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齡希望小學教學
主委(2016/02~現任)

張正杰 中心主任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Director, Taiwan Marine Education 

Center

Cheng-Chieh Chang



黃志清 中心主任
海洋中心

Director,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the Oceans

Chih-Ching Huang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博士

學術專長：
奈米藥物、奈米感測器、生物顯影、綠
色能源

重要經歷：
科技部分析化學小組召集人
(2020/08~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博士後
(2006/01~2008/07)



蔡加正 中心主任
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Director,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Ocean Engineering

Chia-Cheng Tsai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博士

學術專長：
海洋工程、海域大地工程、工程力學、
工程數學、科學計算

重要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合聘教授
(2016/08~2021/07)
澳洲葛里菲斯大學黃金海岸校區訪問教授
(2016/08~2017/02)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波動力學研究中心研究
教授(2014/01~2017/1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
系主任(2012/08~201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