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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
2015-2020 年發展計畫
壹、 現況描述
本校 1980 年建校之初即將海洋科學領域列為發展重點，1981 年首先設立海
洋生物研究所，1986 年設立海洋科學學院。經過超過 30 年的發展，本院已成為
國內海洋科學、海洋工程與技術、海洋天然物及生物科技、海洋事務與政策之學
術重鎮，並具一定的國際知名度。
本院設立宗旨為：
(一) 推動海洋教育，培養我國海洋科技及事務高級人才；
(二) 從事海洋環境資源、工程技術及事務管理之基礎及整合研究；
(三) 進行海洋物理、生地化及生物多樣性整合觀測及研究；
(四) 建構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加強海洋生物科技研發；
(五) 建立與海洋環境利用與管理相關之工程技術；
(六) 研發先進之海下探測與觀測技術；
(七) 推動海洋法政社會科學學術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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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目前有 3 學系、2 獨立所及 1 博士學位學程，教師 53 人，職員 17 人，
組織架構如下圖。現有大學部學生 479 人，碩士生 265 人，博士生 134 人。
本院主要設施除座落在西子灣校區之研究、教學大樓外，並有海研三號研究船等
探海設備。
本院教師除進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外，並接受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署海
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外交部、教育部、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水產試驗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台灣電力公司等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構)、國營事業及各
縣市政府等的委託，進行各類計畫，促進國計民生之社會服務。同時亦透過海洋
前瞻科技推展中心與海洋教育及漁業推廣委員會，結合研究與服務，達到科技整
合與推廣之目的。
自 2006 年起，配合本校執行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設立「亞太海洋研究中心」
，以海科院研究績優人員為主體，並邀請校內、
校外或國外與海洋研究主題相關之傑出學者組成研究團隊，邁向頂尖海洋研究中
心，組織圖如下：

在科技部計畫的支持下，2012 年開始建置「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進行海
水酸化、內波、颱風、珊瑚礁及島嶼生物多樣性等主軸研究，目前已有美國、法
國、德國、俄羅斯、新加坡、以色列等多國學者前來進行研究，並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啟用實體建物。
本計畫透過整合校內各學院、跨校合作、國際交流、產學合作等策略，共享
人力教學與研究資源，並建立及落實自我檢討與持續改善機制，每年召開院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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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諮詢委員會，聘請校外諮詢委員提供建言，確保本院辦學品質與成效，冀讓海
洋科學領域成為本校特色之一。

貳、 願景與目標
一、

願景

成為具國際知名度之海洋研發及人才培育學院。

二、

目標

(一) 培養具海洋專業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領導人才。
(二) 建構發展成為完成之海洋教學研究體系。
(三) 持續推動亞太海洋研究中心，邁向世界一流海洋研究機構，並成為南海研
究之門戶。
(四) 運用本院海洋教研能量服務社會，培養國民海洋意識，協助海洋產業發展。

參、 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本院系所學程發展的 SWOT 分析說明如下：
S 優勢
1. 本院海洋自然科學、工程與法政
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全部俱全。
2. 教育部邁頂計畫中成立「亞太海
洋研究中心」進行卓越學術研究。
3. 國際學術論文數、科技部研究計
畫績效良好。
4. 特色領域包括：東沙研究、海洋
天然物與海下技術，全國僅有。
5. 本院各系所均有特點包括：海資
系唯一具海洋生物資源與藥物前
驅開發應用能量；海工系海洋現
場相關探測能力，產學結合密
切；海科系完整基礎海洋科學培
育，且研究成果豐碩；海下所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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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劣勢
1. 位居南部，學生畢業多往北部發
展。
2. 本校排名不及台、成、清、交等
知名大學，不易留住優秀學生。
3. 一般大眾對海洋認知不足。
4. 出海調查辛苦且有風險，降低學
生學習意願。
5. 海資系、海工系、海事所現有專
任師資難以應付未來海洋產業之
發展。
6. 海生技博因教師分處高北兩地，
教師又分屬不同單位，學生不易
對學程產生濃厚認同感。
7. 海 下 所 及 海 事 所 規 模 較 小 ， 學

一全員投入海下科技發展；海事
所與實務界連結強；海生技博與
中研院合作，培育高級研究人才。
O 機會
1. 院內師資團隊之整合正面臨快速
調整，年輕團隊有嶄新發展的機
會。
2.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海洋保育署
之設立及國研院海科中心遷至高
雄等發展政策，南部許多工程公
司積極投入海洋相關產業，有利
推廣海洋產學合作及吸引學生就
讀。
3. 學校積極推動，強化海洋產官學
領域結盟，有助本院學生進入產
業服務及就業。
4. 利用國立頂尖大學之優勢，積極
與本校各學院合作教研，也受到
校方的支持鼓勵。
5. 本校作為研究南海的門戶，有豐
富的研究題材，除具學術研究性
也有產業應用性。
6. 海生技博如能獲得讓社會注目之
研發成果，可能會吸引學生就讀。
7. 本校多樣性高若透過研究及研發
整合，垂直合作，可提高與產業
合作機會。

術、行政負擔較大。

T 危機
1. 學校教訓輔經費與研究計畫管理
費回饋近年來大幅減少，影響各
系所正常運作。
2. 海洋研究及產業風險事件影響人
才投入。
3. 其他大學積極爭取海洋相關研究
之領頭羊地位。
4. 大陸及國外研究團隊大力投資海
洋研究，對本院各系所現有計
畫、經費、人力，形成極大競爭
及威脅。
5. 地處南部，中央決策機關、人才
及系所多集中北部，影響海洋人
才進入本院系所服務或就讀的意
願。

由上述分析，配合本院願景與目標，設定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如下：

目標 1：培養具海洋專業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領導人才。
策略 1-1 推動海洋教育及海洋認知，提高年輕世代投入海洋專業之興趣及雄
心，並培育學生成為具國際視野之新興海洋產業人才。
1-1-1 鼓勵各系所（學程）發展特色領域教學及規劃創新課程，增強學
生學習海洋領域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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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參與教育部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開設海洋生物資源永
續發展群組課程，適時轉化成為本校跨領域具海洋特色之通識課
程。
1-1-3 持續推動學生海外交換、參訪、參加國際會議，訓練具國際視野
的海洋人才。
1-1-4 開設高階水下文化資產專業學程，結合跨院系所及跨校之專業師
資，培育跨領域海洋專業技術人才。
策略 1-2 建構優質教研團隊，整合現有師資，透過新聘擇才，發展整合創新。
1-2-1 積極延聘講座教授、傑出教師、研究及技術人員，平衡發展各系
所師資，提升師資教學與研發能量。
1-2-2 提供優質教研環境，透過辦理傳習教師、微型教學、新進教師研
習、研究設備補助等機制，增進新進教師所需的教學技能。
策略 1-3 強化跨領域學習機制，普及具海洋特色的通識教育。
1-3-1 與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合作，持續開設海洋相關跨科際及通識課程。
1-3-2 推動本校課程融入海洋元素，提升全校學生相關海洋知識，廣泛
培育跨領域海洋人才。
策略 1-4 加強產學合作關係，鼓勵學生業界實習，縮短學用落差，提高學生
就業能力。
1-4-1 配合政府施政計畫，開設海洋相關系列課程，結合本校跨院師資
及校外業界專家，兼顧理論與實務。
1-4-2 建立與國內海洋事務及產業機關(構)之夥伴關係，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

目標 2：建構發展成為完整之海洋教學研究體系。
策略 2-1 持續精進教學研究，培育海洋專業研究人才。
2-1-1 提昇海洋藥物研究至分子機轉層級。
2-1-2 利用細胞膜蛋白的生合成路徑訊息,研究綠藻生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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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配合教育部風能及海洋能聯盟中心，積極發展海事工程系列課
程，培育海事工程產業之學用合一人才，並以做中學之模式培養
學生跨領域整合應用能力，提升國內能源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2-1-4 致力開發海洋探測工具、技術與設備之開發以支援國內外海洋科
學研究。
2-1-5 使學程成為學術合作平台，加強與中央研究院相關學者共同指導
學生，擴大教研合作，精進學術發展，並培育專業人才。
策略 2-2 強化海洋產學研用之連結，協助國內海洋產業發展。
2-2-1 增加優質師資人力，強化海洋科學研究成果應用於海洋產業，促
進國內產業持續發展。
2-2-2 與校內外生物及醫學研究單位整合，開發生技產物如海洋藥物、
保健用品及生質能源，並協助相關生技產業之發展。
2-2-3 與科技部、國防部、產業界合作，協助國內海洋科技產業之發展。
策略 2-3 成為我國海洋事務及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
2-3-1 積極研究海洋環境變遷、人為污染及其防治對策，同時亦探究發
展海洋工程與資源有效利用的技術與制度，以永續利用自然資
源、提昇環境品質，建立一個健康而和諧的海洋環境。
2-3-2 持續提供海洋科學研究成果為國家政策法規訂定之依據。
2-3-3 鑽研海洋法政學理，貢獻於國家海洋政策形塑與海洋權益的維護。
2-3-4 串接漁業自然科學與管理科學，成為海洋生態研究與管理的橋樑。
2-3-5 精進海岸地區永續經營與治理，實踐人類與海洋的友善關係。

目標 3：持續推動亞太海洋研究中心，邁向世界一流海洋研究機構，並
成為南海研究之門戶。
策略 3-1 透過後邁頂計畫調整，持續推動「亞太海洋研究中心」卓越研究。
3-1-1 持續發展海洋全球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海洋生技葯物、海洋
科技及工程技術、及海洋事務為核心的海洋卓越研究。
3-1-2 鼓勵教師參與國際合作計畫，組成跨國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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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3-1-4 提升海洋研究能力，配合科技部，提昇海研三號為 500 噸級研究
船。
策略 3-2 持續加強經營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並整合生物多樣性及環境變遷
之研究。
3-2-1 積極與科技部、內政部營建署國家海洋公園管理處合作，成為國
際級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環境變遷研究重鎮。
3-2-2 邀請國際專家登島，配合國內學者參與東沙環礁物種多樣性研
究，與國際研究團隊共同合作。
3-2-3 安排學生東沙島實習，提供學生實地接觸海洋研究的機會。
策略 3-3 推動跨院及跨校研究及產學聯盟，擴大研究實力。
3-3-1 跨院結合本校理、工學院發展海下科技；結合本校社科、管理學
院發展海洋事務；跨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
心、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國家海洋公園管理處等研究機構，建
立聯盟合作關係，加強學術產學整合發展。
3-3-2 比照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攻頂聯盟，推動本校與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之揚帆聯盟。

目標 4：運用本院海洋教研能量服務社會，培養國民海洋意識，協助海
洋產業發展。
策略 4-1 加強海研三號研究船經營與管理。
4-1-1 訂定海研三號研究船管理辦法。
4-1-2 加強研究船探測儀器設備，提昇其研究能力，使其成為海洋教學
研究之重要船舶。
策略 4-2 推廣海洋教育及海洋產業。
4-2-1 建立與政府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關係，成為國家的海洋智庫。
4-2-2 協助各級漁業機關推動漁業推廣工作。
4-2-3 辦理海洋推廣教育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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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經費規劃(含自籌)
2016 年度估算數

年度
2015 年
度預算數
科目名稱

金額

預估較
前一年
成長率

單位：百萬元

2017 年度估算數
預估較
前一年
成長率

金額

2018 年度估算數

2019 年度估算數

預估較
前一年
成長率

金額

2020 年度估算數

預估較
前一年
成長率

金額

預估較
前一年
成長率

金額

教學訓輔

17

16

-6%

16

0%

16

0%

15

-6%

15

0%

海研三號

20

20

0%

20

0%

20

0%

20

0%

20

0%

科技部計畫收
入

137

140

2%

140

0%

145

3%

145

0%

145

0%

產學合作收入

60

64

6%

64

0%

64

0%

66

3%

66

0%

邁頂計畫收入

34

30

-13%

-

-

-

-

-

-

-

-

268

270

0.7%

240

-12.5%

245

2%

246

0.4%

246

0%

合計

伍、 評估指標
一、

量化指標
現況

指標項目

(2012-2014 平均)

交換生人數
5
出國參訪或參加夏令營學生人數
20
參加國際研討會學生人數
16
延攬國外客座研究人員/教師人數
4
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次數
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3
獲得科技部專題計畫件數/金額
54 / $140,433 仟元
SCI、SSCI 總篇數
174
近 10 年論文受高度引用率 HiCi 篇數
21
發表於 SCI、SSCI 前 10%期刊論文篇
31
數
11. 產學合作計畫(非政府部門)件數/金
18 / $15,092 仟元
額
12. 產學合作計畫(含政府部門及非政府
46 / $66,634 仟元
部門)件數/金額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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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目標
10
40
19 (成長 20%)
6 (成長 50%)
2 (成長 50%)
4 (成長 50%)
成長 5%

191 (成長 10%)
成長 10%
成長 10%
成長 10%
成長 15%

13. 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登島研究人次
14. 海研三號研究船出海服務天數

二、

175
193

262(成長 50%)
200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課程與教學

研究與產學
合作
延攬人才
推動國際化

自我分析與
檢討機制

1. 培養學生跨領域整合應用能力。
2. 規劃連結產業需求之創新課程。
3. 發展海洋相關跨科際及通識課程。
4. 開設總結性課程，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5. 加強支持系統，確保教師研究表現。
6. 強化研究成果應用於海洋政策形成與產業發展
7. 建立院內系所間、跨院、跨校及跨國聯盟合作關係。
8. 積極延聘國際優秀人才，提升教學與研發能量。
9. 謹慎遴選新聘教師，重構優質團隊。
10. 鼓勵教師參與國際科學組織之國際合作計畫，組成跨國研
究團隊。
11. 持續推動學生海外交換、參訪、參加國際會議，訓練具國
際視野的海洋人才。
12. 與國外知名大學及研究單位策略結盟，提供學術交流合作
平臺。
13. 配合學校自我評鑑，建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並擬定具
體可行之自我改善策略與作法。

陸、 結語
從全球逐步重視海洋議題的趨勢來看，展望未來，透過決心與毅力，在全院
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院做為我國海洋研究的重鎮，繼而向世界頂尖海洋研究機
構邁進，是願景也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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