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院創立於1989年本校改制為國立大學

時，原為「水產學院」，下設漁業學系、水產食

品科學系、水產養殖學系，當時教師28人，職員

12人(含助教)，學生575人。2001年更名為「生命

與資源科學院」，時有漁業科學學系、食品科學

系、水產養殖學系、海洋生物研究所、漁業經濟

研究所、水產生物技術研究所，此時教師81人，

職員24人(含助教)，學生1,981人。2005學年配合

本校教學單位架構調整，更名為「生命科學院」至今，同時環境生物與漁

業科學學系、海洋資源研究所改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經濟研

究所改隸「人文社會科學院」，並新增生命科學系，成為食品科學系、水

產養殖學系、生命科學系、海洋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三系二所的

教學單位。2013年起，為因應少子化及提昇行政效率，達到師資專長互

補、教學資源共享，推動生命科學系與生物科技研究所合併為「生命科學

暨生物科技學系」，並自2014學年起開始招生。

2015年8月1日整合本校養殖系、食科系、海生所、環態所師資與中研

院研究人員合作設立之「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提供學生更廣泛而深入的學習機會與環境。

另外，為落實離島高等教育均衡發展，於馬祖地區成立「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為了傳遞正確的食品安全

觀念與認知，整合食品專業知識及產官學界資源，成立「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兩者於2017學年度開始招生。

本學院現有食品科學系（所）、水產養殖學系（所）、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所）、海洋生物研究所、食品安

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3學系2獨立所2學位學程；生物技術教學

與研究中心、陸生動物實驗中心2個院級研究中心；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中心、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水生

動物實驗中心、電子顯微鏡中心4個系級研究中心，共有73位教師、23位職員、1,661位學生（包含進修部學生、國際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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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組織成員

包括國際學生：博士班9人、碩士班16人、大學部12人

(2018年7月資料)

本學院各系所教師人數（共73人）
■教授37人 ■副教授22人 ■助理教授14人

食品
科學系

水產養殖
學系

生命科學
暨生物科
技學系

海洋生物
研究所

本學院各系所學生人數（共1,661人）

■博士班88人 ■碩士班336人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139人 ■碩士在職專班

(2018年3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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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綉美 教授 彭家禮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授  課：
分  機：分  機：
E-mail：E-mail：

海洋真菌學、分子生態學、真菌系統海藻分子系統分類學和地理演化、
學、環境微生物學紅藻胚胎發育學、海藻生態
真菌分類學、嗜極微生物學生物學實驗
53195324
klpanglinsm

張正 教授 陳義雄 教授借調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副

館長
專  長：

專  長：授  課：

授  課：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浮游植物生
魚類系統分類、分子演化、魚類生態族群與群聚生態學、生態學、浮游
學、溪流及河口生態學植物與海洋環境、生物統計學
魚類保育遺傳學書報討論、海洋生物5308
多樣性、魚類系統分類學特論、魚類jengchang
適應與演化特論

5305

isc

態

陳歷歷 教授兼海生所所長 呂健宏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動物學、微生物學、水產病毒 甲殼類動物疫病學、分子生物學、蝦
學、分子生物學 類病毒
病毒學、普通微生物學、病毒學 電子顯微鏡特論、重組DNA技術
研究法、無脊椎動物免疫學研 5316
究、酵母菌雙雜合實驗 jiholeu
5302

joechen

學

邵奕達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魚類生理、環境生理、內分泌
氣候變遷生物學書報討論、魚類
生理學、海洋生物學特論、生物
學實驗設計與分析、基礎生物實
驗技術、海洋生態學

5327

itshao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游舒涵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統計資料分析系統模擬、食品健
康風險評估
食品流行病學、風險分析軟體實
作、健康風險評估特論

5171

shyou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康利國 助理教授 陳永茂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海洋分子生態學、浮游植物生理 石斑魚繁養殖、石斑魚精液凍結、魚
生態 類緊迫環境免疫生理、水產生物技術
生態學、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 生物化學、微生物、分子生物學、細
生物科技與產業 胞生物學

5801 5802

lkkang ymc868

教學團隊



本學院教師2013-2015年發表之SCI論文篇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海洋生物研究所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本學院教學情形

本學院自2006年起已陸續完成陸生動物實驗中心、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生命科學院館等館舍的新建，學校正

規劃籌建海洋生物培育館與海洋海事館，以逐步更新與增

建教學研究空間。整體而言，生命科學院向來是學校的標

竿，教學、研究、服務均被國內外所肯定。今後配合學校

政策，推動改進方案，課程講究多元化，充實基礎課程，

並發展重點學程，整合特色研究團隊，建立重點研究中

心，推動產學合作平台，建立國內外學術交流機制，及增

進國際學術合作和學生交流，打造本學院為海洋生物科技

特色之國際學術機構。

未來展望

教育目標與宗旨

本學院為國內研究水域生物相關科技與學術最為完

整的學府，具有規劃完整之海洋生物、生命科學等資源與

水域生物原料生產基礎科學與技術，以及水產養殖、食品

科學及生物技術等與水域生物培育、利用、加工及生物科

技之科學與技術；設立宗旨在培育海洋生態與生物、生物

科技、資源保育、養殖技術與經營管理、資源利用與安

全、食品科學與營養、食品與流通管理等之研究專業人

才，並從事生命科學領域之教學、研究與服務。

教育目標在增進學生人文素養及社會責任感、厚植

學生生命科學與技術相關領域專業知能、培養學生為產官

學專業人才、培育學生跨領域規劃及創新能力、提昇學生

國際化視野。

在課程方面，除了四大領域的專業科目外，並有

「生物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學生可依

自己興趣和社會需求，選擇學程以培養第二專長，提昇自

我社會競爭力。

究員等國內獎項，以及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食品科

學學會院士、國際食品科技聯盟院士、亞洲水產學會榮譽

終 身 會 員 、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Fish and Shrimp委員、國科會「臺法科技獎」、美東華

人學術聯誼會傑出專業成就獎、太平洋科學會Shinkishi 

Hatai Metal Award等國外獎項。其三為畢業校友表現傑

出，有曾任立法院長、內政部部長、農委會主委、漁業署

署長、國立大學校長、海博館主任、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國科會處長、農委會副處長、工業局副局長、經濟部創研

中心主任、企業總裁、董事長、總經理、立法委員、縣長

等。

食品科學領域

水產養殖科學領域

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領域

海洋生物科學領域

特色

在研究方面，2014~2016年間，本學院獲得科技

部、農委會及其他公私立單位補助的研究件數達1,675

件，研究經費達5億8千7百萬元。而這些研究所得到的成

果也發表在許多著名的國際期刊，在2013~2015年，本學

院教師有545篇的論文發表在SCI的期刊。

在人力方面，其一為設有國際學生碩/博士班，國際

交流較為頻繁。其二為教師研究甚為傑出，曾獲得總統

獎、中研院院士、終身國家講座教授、國家講座教授、教

育部學術獎、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

本學院系所2014-2016年計畫金額

百
萬

元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
學系

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教學團隊生命科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

程一駿 教授兼院長、海洋生技博士 陳天任 特聘教授
學程主任、海洋生技學士學程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甲殼類動物學、海洋無脊椎動物、動
底棲生態、海洋資源保育 物行為、演化論
動物生理生態專題研究、底棲生 分類命名學、演化生物學、海洋動物
態學、海洋生物、海洋生物資源 地理學、深海生物學
保育 5306
5303 tychan
b0107

林秀美 教授兼生科系主任 林翰佳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生物化學、生殖生理、基因轉殖、動X-ray、TEM、EXAFS、奈米化學
物學分子生物學、普通化學、奈米檢測
進階分子選殖實驗法、生技產業財務技術特論
及法務管理概論、生物技術操作、生5562
物化學、生物學hmlin
5507

hanjia

許邦弘 副教授 陳秀儀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以質譜分析方法為基礎之蛋白質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精神藥理
體學 學
質譜資料分析、有機化學、普通 生物學、生理學、生命科學研究計畫
化學、質譜技術於蛋白質體學上 撰寫、細胞生物學特論
之應用 5519

5567 sherry0930
phsu

黃培安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海洋活性天然物、海洋生物技術開
發、生物技術智財權
生物科技與產業、藻類活性物質暨
生醫概論、專利分析與技術授權實
例

5570

amperehwang

蘇正寬 助理教授 王志銘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析化學、超微量化學、無機質 無機化學、材料化學、X光結晶結構
譜、元素分析 化學、配位化學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無機化學導論

5571 5569

chengkuan cmwang

邵廣昭  講座教授 黃將修 特聘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物系統分類學、海洋生態學、魚 浮游動物與珊瑚礁生物行為與生態、
類分類學、魚類生態學、演化生物 雷射光學科技在海洋生物上之應用、
學 海洋生物攝食生態
-- 浮游動物學
02-27899545轉200 5304
zoskt@gate.sinica.edu.tw jshwang

【海洋生物研究所】



本系教師教

學及研究工作並

重，過去的研究涵

蓋食品化學、食品

加工、生物科技、

食品微生物、營養

及食品工程。在本

系完善而先進的空

間和設備下，培育

許多優秀學生，近

年研究重點包括：1)食品醱酵生物 技術；2)幾丁質與幾

丁聚醣；3)保健與機能性食品；4)水產毒物學；5)食品風

味與工程技術；6)奈米食品技術；7)疾病與營養；8)藻類

資源開發應用；9)新產品開發，期待能保持在傳統與新世

代水產資開發利用上之特色。

大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曾有2位獲選

為教育部農科領域的終身國家講座教授，分別是蕭錫延講

座教授與江善宗講座教授，並且已有4位教授獲得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故本系在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上，均已深獲

產官學各界和社會大眾的肯定。

現有23位專精

於食品科學各個次

領域的專任教師，

就讀本系的同學大

多可以依照自己的

興趣，選擇本系或

學院已有的學程由

淺入深學習，以培

養未來繼續攻讀碩

博士學位或直接就

業的專業實力。而就讀本系碩博士班的同學們亦可以依照

自己的興趣適性發展，於畢業取得碩博士學位後，不論繼

續進行學術研究、到各級學校任職、或選擇到食品產業服

務，均可以有良好的發展成果。

大學部 (食品科學組及生物科技組)：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修滿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成績優良者得提前畢業。

修滿 學分 (含論

文 學分，必修 學

分，選修 學

分)。

修滿 學分 (含論

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

分)。

修滿 學分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選

修 學分)。

128 28

71 29

30

6 4

20

30

12

4 14

128 18 54

56

本系以發展農漁資源利用之技術與理論，並培育食

品科學與生物科技之專門技術與研究人才為目標。大學部

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研究所之授課則

以獨力研發與邏輯思考為教學導向。

沿革

1957年成立，前身為水

產教育科；1959年更名為水

產製造科；1964年改制為水

產製造學系，並成立夜間

部；1975年成立水產製造研

究所；1983年水產食品科學系及暨研究所；1985年增設博

士班；1990年大學部增為雙班；1998年更名為食品科學

系；1999年招收碩士在職進修專班；2004年大學部分食品

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

特色

研究項目

學制

教育目標 聯絡資訊：

系辦公室：食品科學館一樓

電話：(02)24622192轉5101、5134

E-mail：D0140@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 fs.ntou.edu.tw/

2016年畢業茶會

食品科學營全體合影

食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ood cienceF S食品科學系

教學團隊

許富銀 教授 黃志清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醫材料、組織工程、奈米材料 毛細管電泳分析、生物影像、分子適
智慧財產管理與專利分析、生醫 合體、生物奈米感應器
材料、組織工程特論、普通化 奈米生物技術特論、分析化學、儀器
學、普通化學實驗 分析、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

5565 5517

fyhsu huanging

2015.06.26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成立揭牌儀式

林富邦 教授 鄒文雄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微生物生物技術、蛋白質工程 生物資訊、結構生物、基因調控網路
基因與蛋白質技術學、普通化學、 蛋白質結構入門、試算表在數據處理
普通化學實驗 的應用、生物資訊學、結構生物學、

生物資訊科學計算、程式設計及資料5505
處理、生物序列分析fpl5505
5522

wstzou

黃振庭 助理教授 李孟洲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養殖經濟學、養殖管理學、統計 藻類學、藻類分子生物學、水產養殖
學、實驗設計與分析 學、免疫學
市場調查與分析、養殖經濟學、實 觀賞水草、魚菜共生原理、藻類生質
驗設計與分析、生物統計學、多變 能 源 特 論 、 大 型 藻 類 繁 養 殖 學 實
量統計學、生態學 驗 、 栽 培 漁 業 、 大 型 藻 類 繁 養 殖

學、藻類分子生物學特論5207
5239cthuang
mengchoulee

唐世杰 教授兼總務長 胡清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子細胞生物學、生物技術、癌 胚胎發育學、分子毒物學、基因調控
症、酵素工程、基因治療 基因調控、低氧緊迫環境適應與胚胎
分子生物學導論、細胞生物學、生 發育、進階低氧緊迫環境適應與胚胎
物化學、生命科學導論、生物科技 發育、生命科學論文資訊與科學研究
產業概論、生命科學研究計畫撰寫 5506

chhu5510

tsj

 

吳金洌 講座教授 許濤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病毒學、分子生物、分子發育生物 環境基因生物學、藻類分子生物學
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有機化

02-2789-9534 學、分子生物學、應用免疫學、生物
jlwu@gate.sinica.edu.tw 技術學、生物化學、藻類生物復育技

術、分子毒理學、分析化學

toddhsu

551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廖柏凱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系統生物學、細胞與分子生物學、
生物物理學、胚胎發育學
基礎生物數位影像處理及製圖、生
物物理特論、環境生理學、胚胎發

育學、程式設計與資料處理

5242

liaobk



黃章文 助理教授 邱品文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遺傳學、育種學、分子生物、動物 海洋生物技術、基因轉殖魚技術、免
生技 疫學、病毒學
遺傳育種學、生物學、魚類基因體 海洋生物科技特論、魚類病毒學、分
選拔特論、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子免疫學、生物技術在永續水產發

展的作用5238
5215cwhuang
ppchiou

教師研究方向包括：養殖生態系統管理及工程，水

族生理、生化、分子

生物、生殖內分泌、

遺 傳 育 種 及 抗 病 基

因，營養與飼料，水

族病理、微生物，水

生植物學及水產養殖

經濟及管理等方向；

且與業界保持良好互

沿革

本 系 成 本 立 於

1974年 ， 並 於 1987年 成

立碩士班，1991年大學

部成立雙班，1992年成

立博士班，2003年成立

友邦專業人士水產養殖管

理碩士班（並於2012年更名為國際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

士班）。

學制

大學部：

碩士班（含國際學生）：

博士班（含國際學生）：

修滿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128 28

71 29

30 6 3 21

30 12 4 14

聯絡資訊

系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201室

電話：(02)24622192轉5201、5203

E-mail：yjlin@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aqua.ntou.edu.tw/

以「理論與實際並重」為特色，開設課程領域甚

廣，在課程內容方面可區分為養殖與環境學門、水產生物

學門、營養飼料學門、病理與免疫學門、管理與系統分析

學門、分子生物技術學門等六大專業課程。除了涵蓋一般

的傳統水產養殖科學

領域外，希望未來更

能積極配合生物科技

的技術來提昇國內水

產養殖產業的轉型，

使水產養殖產業能永

續經營。

教育特色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成為水

產養殖與生物科技之

專門技術與研發人

才。大學部以基礎養

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

主軸，研究所則以獨

立研發與邏輯思考為

教學導向。

動，實際地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界，協助解決業者所面

臨及遭受的問題，包括養殖現場魚病之診斷、飼料配方之

改良、水質環境監控與檢測、養殖生物品系之鑑定、養殖

生物品種之改良、循環水系統之研發與改良、養殖技術之

研發；並配合國家農業發展需要及農業結構之改變，積極

整合強化現有農業教學系統，以滿足農業人才需求；設立

之『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也將持續積極配合

政府政策，推動養殖水產品上市前衛生品質之監視檢驗與

輔導措施並協助進行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工作，以提昇國

內水產品衛生安全。

另藉由招收友邦水產養殖人士碩士專班（92學年度

由本學系與國合會合辦）開設水產相關外文課程，除提昇

本系研究生們的外文能力及國際觀外，並助於我國外交之

推展及本校之國際參與。

教學團隊
食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eAqua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發票

龔紘毅 副教授 陳榮祥 助理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基因調控、分子生物學、轉基因檢測發育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
水產品導論、營養基因體學、進階水分子生物學、基因轉殖魚類模式
產品特性、進 微生物學實生物學、魚類模式動物學、細胞
驗、核酸變異導論、海鮮品質導論、生物學
水產品特性、生物技術操作5224
5234hygong
ronshan

階水產品、

黃之暘 副教授 吳貫忠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水生無脊椎、觀賞水族、水產養 水生生物生理與內分泌、水生生物生
殖 殖與魚類性別調控、分子生物技術、
觀賞水族概論、養殖與食魚文 表觀遺傳調控
化、活魚運輸、觀賞魚照護管 魚類生理學、魚類生理學實驗、水生
理、貝類學、水族館經營與管 動物生殖操作概論、內分泌與生殖生
理、生物學 理、比較生殖生物學

5218 5223

cyhuang gcwu

呂明偉 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機：

E-mail：

病毒學、免疫學、生物技術
魚類病毒學特論、魚類免疫學、 營
分子病毒學、水產病毒檢測及疫 養與飼料學實驗、
苗開發、生物學

5206

mingwei

劉擎華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動物營養飼料、養殖管理
養殖經營與管理、營養與飼料學、

養殖學、高等營養
學、全興國際水產講座

5210

chliou

黃沂訓 副教授兼養殖系主任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脂質化學、環境生理
脂質化學、環境生理學、養殖學
實驗

5219

yshuang

林正輝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有機化學、遺傳工程、實
驗生物學

5220

chenghui

陸振岡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生物技術、分子生物、
生物化學
水產養殖企業管理、水產養殖生
物技術特論、分子生物學、分
子生物學實驗、生物化學、生
物化學實驗

 

5236

F0008

陳鴻鳴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魚類學、系統分類學、水產養殖學
魚類學、魚類分類學特論、魚類分類
學、水生生物學特論、水產資料庫應
用、水生生物實驗

5232

hmchen



聯絡資訊

系/所辦公室：

電話：(02)24622192轉5561、5501

E-mail：dbb@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dbb.ntou.edu.tw/

綜合一館204室

與國內其他學校相關科系相比，海大生科系的特色

是『海洋資源』+『生物科技』+『應用化學』的跨領域整

合。

在教學上，本系專任師資包含海大具有之海洋生

物、胚胎發育、分子生物、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生物資

訊、生化科技、材料科技、奈米科技、分析化學等領域的

專業師資，因此在課程上特別加強海洋生物資源與化學領

域的專業知識。此外本

系亦與中央研究院合作

進行分子整合生物計畫 

(Molecular Integrative 

Biology, MIB)，引進中

研院的師資與資源，使

得本系學生的學習空間

更加寬廣。

在研究上，本系教師具有堅強的研發能量。各類研

究計畫經費每年約有一千六百三十八萬元，加上系所原本

就十分充實的大型研究設備，如質譜儀、高效液相層析

儀、共軛焦顯微鏡等等，足以提供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學

生良好的實驗與實作能力訓練。此外，本系教師也積極整

合進行跨領域的應用研究，在應用層面上主要的研究領域

包含了以下四大跨領域研究主題：(1) 奈米仿生材料、(2) 

合成生物與遺傳工程、(3) 環境逆境檢測分析以及 (4) 酵素

與蛋白質工程。本系整合了海洋、生技、化學與材料等不

同領域專家，使得參與相關研發計畫的學生可以學習到跨

領域的知識，跟上最新科技的潮流，成為未來產業不可或

缺的跨領域人才。

沿革

本系前身為1993年成立之水產生

物科技研究所，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

生物科技專業研究所，迄今已有 24 年

歷史。於1995 年整併本校共同科的普

通化學教學小組，為本系增添了化學

教學與研究的特色。嗣後於1996年奉

准成立博士班。2012年更名為生物科技研究所。2015 年

支援成立海大生命科學系學士班，將優良的教學傳統向下

紮根。

自2014年 8 月起，海大生命科學系與生物科技研究

所整併成海大『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透過系所的

整併，重新建構大學部到研究所碩、博士班的生物科技連

貫課程，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與產業的需求。

系所特色

學制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修滿128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28學分，專業

必修56學分，選修44學分)。

修滿30學分 (含論文6學分，必修7學分，選修17學分)。

修滿30學分 (含論文12學分，必修7學分，選修11學分)。

教育理念

本系曾獲得海洋大學 2016、2017 年度全校最優良單

位的殊榮，全系教、職員多人曾獲得優良教師、優良導師

以及優良行政人員的肯定。對於學生細心關懷但亦嚴格要

求，積極輔導但也尊重學生獨立自主，目標是希望本系學

生能成為具有兼具海洋視野與誠樸博毅人文素養之科技

人 。 為 達 成 教 育 目 標 ， 本 系 訂 定 了 『 生 命 科 學 藍 海 

LEADER 培育計畫』之課程配套規劃，計畫的目標為使

生科系的學生在學習能力、學習態度上予以正確之指導。

為培育出具有競爭力和開創性之學生，除專業知識外，仍

須具備就業力和團隊合作等社會智能。藍海 LEADER 計

畫的核心是Learning，目標是建立一套輔助的學習系統以

培育出具有 Efficient (有效率的學習)、Active (活力的學

習)、Devoting (貢獻的學習)、Employable (就業力的學

習)、Re-creating (創新力的學習) 等領具袖氣質之大學

教育特色

本系積極引進創

新的教學方法，例如

及時上課反饋系統、

翻轉教室以及問題導

引式教學等等。還特

別設立本系專屬之網

路教學平台，收錄主

要學科的上課影音資

料庫，可提供學生上

網反覆預習與複習。其中本系開設之生物化學課程還被收

錄於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網站，廣受社會上自學人士之好

評，並曾獲得北一區教學聯盟的獎勵肯定。嚴謹、學生關

懷、多元彈性與高科技是本系課程的特色與目標！

師生參訪活動

教師群拜訪SGS洽談學生實習事宜

食品科學系 D B

B

epartment of ioscience and 

                                iotechnology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教學團隊

張清風 國家講座教授(校長） 郭金泉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子生物、分子內分泌學、生殖 低溫生物學、魚類生理生態、電子顯
生理生化、魚蝦類生理 微鏡、遺傳育種
-- 遺傳育種學、低溫生物學、論文寫作
5209 5213
b0044 gwo

【水產養殖學系】

李國誥 教授 周信佑 教授兼海洋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細菌性魚病與免疫、微生物 魚類病毒學及動物組織培養
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實驗、細菌 組織學、動物組織培養、水族病理學
性魚病學、水產微生物學、水族 實驗
病理學、水族病理學實驗、細菌 5214
性毒素學 hychou

5216

b0092

沈士新 教授 陳衍昌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水產生物飼料營養、餌料生物 藻類生物技術，藻類學，生物電子顯
餌料生物學、營養與飼料學、營 微鏡學
養與飼料學實驗、非介量統計學 經濟藻類生物學、微細藻培養學、微

細藻培養學實驗、藍綠藻養殖學、微5211
細藻養殖學特論、水產植物學shin
5221

ycchen

劉秉忠 教授兼水生動物實驗中心主 冉繁華 教授兼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

任 驗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魚病、水質分析與管理、水產養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物生理、免疫激
殖、生物防治 活、水產養殖、產銷履歷 

蝦類養殖經營管理、水產品藥物檢測
與儀器分析、栽培漁業特論、養殖
學實驗、水質學實驗、水產概論、
重 金 屬 儀 器 分 析 、 養 殖 場 實 務 管5217
理、水產無脊椎動物學C0034

養殖學、水質學、水質學實驗、
藥理學、繁殖技術、分析化學、
分析化學實驗

5231

蕭心怡 副教授 凌明沛 副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
鍊管理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機率風險分析與
模擬
生物統計學、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食品加工學、食品微生物學實
品衛生與安全、風險治理與溝通特驗、食品工廠管理、水產概論、
論、風險評估實務、生物統計學品質管制、食品企業研究方法、
5128微生物風險評估、食品供應鏈管
mpling理實務

5139

hi.hsiao

陳冠文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 . 超高壓加工技術
保健食品概論、高壓食品加工、
食品保存技術、食品冷凍學、非
熱加工技術

5135

chengw



吳彰哲 教授兼海洋中心副主任 蔡敏郎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分  機：
E-mail：E-mail：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物分子生物學、病毒學、免疫學、生
食品加工學、食品加工學特論、生物物技術學
聚合物、新穎食品加工技術、農產品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概論、生物
加工、創新的食品科學與技術、食品技術學、生物技術學實驗、生物科
加工實習技與產業、免疫學、科學新知導論
51225137
tmlcjwu本所身為臺灣研

究海洋生物科學之最高

學府之一，師生人數雖

少，但卻是一個小而美

的研究教學單位，我們

積極從事海洋生物基礎

研究，推動國內外學術

研究合作以培育高級海

洋生物人才，並提昇我

國海洋生物研究之國際

水準。教學課程涵蓋五

個類別，包括：1.海洋

生物之基礎生物學，含

行為、生理、生化、生

活史等。2.海洋生物系

統分類、地理分佈。

3.海洋生物之生態與進化。4.海洋生物資源之保育。5.海

洋生物之應用與環保科技。

本所的教育宗旨則在於：1.有效訓練培育高級研究人

才。2.加強基礎研究提昇我國海洋科學學術地位。3.重視

理論與實際應用之結合，以協助政府利用與保育海洋生物

資源。4.支援本校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或理工學院各系所之

生物教學及推動跨系所之合作研究。

沿革

本所成本立於1991年8月，由專精

於 海 洋 分 類 和 生 態 各 領 域 的 教 師 組

成。本所成立之宗旨在積極從事海洋

生物基礎研究，推動國內外學術研究

合作以培育高級海洋生物人才，並提

昇我國海洋生物研究之國際水準。

教育特色

學制

本所教師的專長涵蓋海洋生物之病毒、微生物、浮

游植物、浮游動物、海洋真菌、海洋無脊椎動物、海藻、

魚類及底棲生態等各領域，同時亦各兼具生理、行為、生

化、分子生物、統計、遺傳、電腦、環境、海洋等不同學

門的專長，不但可傳授學生完整之海洋生物知識，同時亦

可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整體之海域生物或生態、資源等之

調查、研究與評估工作。

海洋生物種類甚多，

國內在分類與生態方面基

礎研究之專門人才不足，

故本所未來將持續以分類

與生態為本所研究與發展

之特色，以支援國內各項

與海洋生物相關之漁業、

工業、醫藥、教育、環

保、經建等相關之研究發

展與資源之開發利用。並將研究區域由國內擴展至其他地

區、以求以全球性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所關心的問題，除了

獨立進行研究外，亦將尋求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

未來發展

聯絡資訊

所辦公室：綜合二館4樓402室

電話：(02)24622192轉5301

E-mail：imb@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imb.ntou.edu.tw/

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展示比賽

學生野外實習課程

碩士班：

博士班：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30 6 8 16

30 12 4 14

食品科學系
I M Bnstitute of arine iology海洋生物研究所

教學團隊

張正明 副教授兼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 廖若川 副教授
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藥物化學及生物有機學
食品加工、禽肉與蛋品加工、食品 中藥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
衛生與安全、生化營養 儀器分析、中藥食療學
食品危害分析實務、水產食品安

5142
全、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市場

york
學、食品安全特論

5110

pcmc

黃意真 教授 龔瑞林 教授兼食科系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組織工程、生醫材料、藥物傳輸 細胞免疫學、代謝症候、保健食品
系統 健康食品特論、生物化學實驗、免疫
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組織 學、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操作技術、
工程學、生物醫學材料 分子免疫學

5119 5130

ychuang kongzl

 

柯源悌 副教授 宋文杰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食品酵素分子技術、功能性蛋白 冷凍食品加工、烘焙學、風味化學
質體 食品科學概論、食品加工學、食品加
食品生技論文之寫作與發表分 工實習、穀類加工學特論、烘焙食
析、普通微生物學、澱粉特論 品、烘焙加工、飲料調製與管理、巧

克力加工學、食品產業特論5132
5129irisko
sungwill

林泓廷 副教授 張君如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
化學 
生物技術學實驗、食品生物技術
概論

5121

營養學、傳統醫藥學、生物資訊
營養學、保健膳食開發、生物化學、
膳食療養及實驗、團體膳食管理及實
驗、高齡食品特論

5107

HL358 chunju

陳泰源 副教授兼食科系副主任 張祐維 副教授兼食安所所長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蛋白質體學、食品化學、水產化
學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質、食品化學
分子料理學、食品科技英文、質譜分
析特論、蔬果加工特論、水產化學、食品化學、高等食品化學、水產
食品分析化學、生物化學實驗、食品過敏

學、蛋白質體學、蛋白質體學特
論

5152

bweichang

5124

tychen

張克亮 教授 方翠筠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食品工程、奈米生物技術

5125

klchang

微生物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化學
奈米生物技術特論、食品產業投 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實驗、蛋白質工
資概論、基礎食品工程學 程、酵素工程特論、食品微生物學

實驗

5141

tyfang



本所的教學研究具備多元領域的特色與潛力，其中

包括海洋生物、水產養殖、物流資訊工程、運輸工程、生

命生態工程、食品安全、機能食品工程、食品檢驗、系統

整合、管理、食品安全法律與政策等相關課題，跨理學、

農學、工學、人文、社會科學與法政領域的結合，以科學

管理食品，強化風險溝通、保障民眾健康，培育具備食品

安全與風險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

臺灣過去十年所發生的一連串食品安全事件，導致

臺灣政府與人民對食品的議題高度關切，然而面對報章媒

體針對食品議題一知半解的報導，有形無形中，更加深人

民對食品安全的誤解，有鑑於此本所於民國106年教育部

核定成立，藉由國家社會發展及需求，整合食品相關跨領

域專業知識，結合產官學界資源，促進全民身心健康與福

祉為使命！

聯絡資訊：

所辦公室：海事大樓1樓113室

電話：(02)24622192轉5153

E-mail：chiayu@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ifsrm.ntou.edu.tw/

食品科學系 I F S
R M

nstitute of ood afety 
     and isk anagement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蔡震壽 教授 潘崇良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學、食品物性學 微生物學、微生物遺傳學、食品醱酵
食品膠體、食品機械概論、食品 學、食品生物技術
加工學 食品醱酵學、高等食品生物技術、食

5126 品加工實習、微生物學實驗
tasijs 5116

b0037

蔡國珍 教授兼副校長 江孟燦 教授兼陸生動物實驗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學、營養學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微生物學實 營養生化、疾病營養學、營養學
驗、醱酵技術學 5118

5150 a0071
b0090

廖一久 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學、水族生理生態學
--

2934

icliao

【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E-mail 帳號請加上 @mail.ntou.edu. tw

孫寶年 講座教授 鄭森雄 講座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化學、肌肉生化學、水產酵 海洋生物化學、環境化學海洋生物化
素學、水產加工化學 學、環境化學
食品化學 細胞分子生物學特論

5112 5102

bonnie jengss

黃登福 終身特聘教授 邱思魁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毒物學、環境毒物學 水產生物化學、食品風味學
毒物學、高等毒物學、毒物學特 食品風味學、食品品評學
論、食品添加物 5114
5103 chioutk
dfhwang

蕭錫延 講座教授 江善宗 講座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營養學、營養生理學、魚蝦類營 水產生物化學、食品冷凍工程、食品
養 生物技術
-- 冷凍學特論

5106 5127

syshiau sjiang

食品科學系
Faculty教學團隊

成立背景

教育目標

學制

本所教師的專長涵蓋食品加工、食品營養、食品化

學、食品分析檢驗、毒理學、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與

溝通、養殖、運輸物流工程、智慧系統整合(大數據)、國

際與國內食品法規與管理等專業，將建立與相關產、官、

學、研界和地方社區的合作及實習之管道，促進學生實作

與實習機會，獲取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之經驗，鍛鍊職涯規

劃能力。本所的發展重點為：(1) 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

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2) 建立食品安全與風險溝通的管

道(3) 建教合作。

發展方向

2017.10.22工研院綠能所及統一湖口廠校外參訪

碩士班：

修滿30學分(含論文6學分，必修10學分，選修14學分)。

因本研究所學程涉及公共安全相關議題，故非食品及醫學

相關科系畢業或未修習相關基礎課程之學生，應至本校食

品科學系大學部修習指定基礎課程。

2017.09.30食安所揭牌

2018.06.13參訪物流共和國



1.以水產專業特色教學與研究型頂尖大學為後盾 

本校乃我國水產教學與研究的領航員，以「海洋海事水

產」優勢不止獨步全台，更列為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

刊2011-2012世界大學排行榜之全球前四百大名校。本校

設有海運?管理學院、生命科學院、海洋科學與資源學

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

與政策學院等所有海洋相關學院。所有學院經營多年的成

果，不僅有助於水產科技系設立之師資、設備和課程內

容，更將豐富近期成立的水產科技學系之內涵。此外，本

系專業增能課程師資主要來源為本校生命科學院之「水產

養殖學系」、「食品科學系」、「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

系」及「海洋生物研究所」，整體發展規模與環境資源可

謂海洋生物科技學位學程孕育的溫床，以及堅實的後盾！ 

2.具國內水產相關產官學研界長久合作與共識之利基 

本校自1953創校至今已逾一甲子，在歷任校長卓越領導與

全體師生積極努力下，已長期與國內外水產相關公、私部

門(如國內漁業署、水產試驗所、海洋科技博物館、漁

會、漁業公司、食品公司、生技公司等)機構與組織交

流，因而建立良好合作與共識。本校之校友遍布全球，兢

兢業業於海洋的耕耘，也是本系在發展歷程中相當重要的

人力物力支持來源。 

3.單一學位學程培養三種不同領域專長之人才培養模式 

本校由於既有條件與各項豐富資源，海洋生物科技專業增

能課群的整合規劃將開闊學生視野，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統

整學習海洋生物科技基礎知識，並自三大學群：生命科

學、水產養殖科技、食品科技，擇其一修畢所需專業課程

取得第二專長，並強調產官學研合作與實習，促進學生提

早進入社會學習，亦鼓勵參加海洋生物相關公、私部門的

考試，或取得海洋生物相關專業證照或執照。每一位畢業

生除具備海洋生物科技基礎知能外，並兼具一項第二領域

實務專長，從單一科系中培養多元人才的需求。

大學部：

修滿128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含共同必修28學分，專業

必修70學分，選修30學分）。

本系上課實施地點原則上大一在基隆校區，大二在馬祖校

區，大三大四在基隆校區。

成立背景

連江縣(馬祖) 由南竿、北竿、東引、西引、東莒、

西莒、高登、亮島、大坵、小坵等36個島與組成，總面積

約36平方公里，被譽「閩江口外天上灑下的一串珍珠」。

與澎湖、金門兩離島的比較，馬祖地區之高等教育完全缺

乏，居民高中畢業後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就讀大學，造

成人口的外移，也影響離島的社會與經濟，故長期以來居

民渴望設置一所大學。 

馬祖人口僅1萬餘人，以成本效益的考量，設立獨立

的大學有其困難，較可行的方式是以現有的大學成立分

校，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共用校本部教學研究資源，才

可能達到經濟效益。本校為國際知名的海洋專業大學，海

洋相關科系完整，故在連江縣府縣長及立法委員的請託

下，擬配合以成立分校的方式在馬祖設立大學系所，解決

馬祖偏鄉的高等教育問題，培養馬祖當地最需要的人才，

創造就業服務的機會。 

本校規劃在馬祖校區設立三個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

物科技、海洋工程科技、海洋經營管理)，整合校本部的

教學資源，強調跨領域、整合性與專業性。

本 系 業 經 教 育 部 2015年10月16日 臺 教 高(三)字 第

1040139513號函核定自106學年度（2017年8月）開始招

生。

學制

聯絡資訊：

學程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310室

電話：(02)24622192轉5002

E-mail：cls@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bmb.ntou.edu.tw/

本系教學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基礎理論之專業力

與分析力」、「國際化與產業觀之洞察力」、「海洋生物

科技調查研究知實證與實作力」、「海洋生物政策與產業

發展之規劃力」、「海洋生物相關產業之就業力、學習力

與調適力」等五大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食品科學系 B
M B

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arine iotechnology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

(4) 

 極端環境與特殊生物領域

龜山島下1200公尺深的海底有火山口大量分布其

間，特殊的「熱湧泉生態」是研究非地表生命圈的寶藏。

本領域將就熱湧泉生態生物採樣與其生化特性分析及開發

生物活性物質，是極具特色的生命科學研究。

水生動物疾病防治與疫苗開發

有鑑於新興傳染症成為限制水產養殖產業發展的重

大瓶頸，本領域結合免疫學、病毒學、分子生物學、水產

養殖學、生物資訊與機電工程等專長師資，由基因調控及

功能研究為起點，導入疾病防治策略、疫苗開發、分子育

種等產業應用課題。研發符合產業需求之產品，並積極發

展以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培育高抗病、成長快速、環境適

應力強之優質品系。

(5)海洋新資源素材開發與檢測領域

針對海洋環境資源的整體開發與永續性，將結合生

物活性之篩選純化、分離分析、結構鑑定、生物資訊、生

物製程、功能評估、安全毒理、永續管控等專業師資，並

將海洋新開發之資源素材密切結合藥物開發、保健食材、

機能飼料等相關產業，使理論成果轉化為產學績效。

博士班：

博士班，畢業學分30學分，包含必修5學分，實驗技術實

習(Lab Rotation) 1學分，選修12學分及博士論文12學

分。

沿革

全球變遷嚴重干擾海洋系統的正常運作，有鑑於海

洋生物資源的生產與利用，是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的眾多師資，在長年投入

教育部推動之「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生物

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轉譯醫學以及農學

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後，基於為海洋科技產業培育多元

且具國際競爭力之高階研發人才，擴大結合跨領域的研究

能量，共同設立本學程。

學制

聯絡資訊：

學程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310室

電話：(02)24622192轉5002

E-mail：cls@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ddpmb.ntou.edu.tw/

(1) 

(2) 

魚類分子生理領域

因應全球變遷對環境的衝擊，本領域於分子、細

胞、組織與個體層次上探討海洋生物(魚類、甲殼類、頭

足類和珊瑚)環境適應對生殖、發育、成長等生物恆定等

分子機制，包括：生殖策略、神經內分泌系統對性別分化

之影響、體內酸鹼平衡的調控機制、胚胎對環境因子變化

之適應性等的基因調控與訊號傳遞等。

生態與演化生物學領域

從分子技術到野外觀測訓練探討各種時間與空間尺

度下海洋生物的分布與變化，以及產生這些變化的機制、

過程與影響。包括：生物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族群動態、

群聚組成的多樣性與穩定度、生態系結構與功能，以及物

種的分化與演變，生物類群的親緣關係等。

以發展海洋生物科技並應用於產業為主要目標，提

供專業、前瞻與創新的教學課程，培育宏觀且能將專業知

識轉化成為創業軟實力、積極投入資源開發之高階研發人

才，最終達成綠色海洋永續產業發展的目標。

教育目標

上圖為珊瑚排卵與雌珊瑚之卵巢觀察相；下圖為黑鯛生殖腺
各種生質相關基因的抗體染色結果。

全世界第一隻以新穎斑馬魚CKMb 2.7kb增強子/啟動子表現台灣軸孔
珊瑚紅色螢光蛋白之中型觀賞魚粉紅神仙魚。

食品科學系 D D P
M B

octoral egree rogram 
     in arine iotechnology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發展重點

未來展望



1.以水產專業特色教學與研究型頂尖大學為後盾 

本校乃我國水產教學與研究的領航員，以「海洋海事水

產」優勢不止獨步全台，更列為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

刊2011-2012世界大學排行榜之全球前四百大名校。本校

設有海運?管理學院、生命科學院、海洋科學與資源學

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

與政策學院等所有海洋相關學院。所有學院經營多年的成

果，不僅有助於水產科技系設立之師資、設備和課程內

容，更將豐富近期成立的水產科技學系之內涵。此外，本

系專業增能課程師資主要來源為本校生命科學院之「水產

養殖學系」、「食品科學系」、「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

系」及「海洋生物研究所」，整體發展規模與環境資源可

謂海洋生物科技學位學程孕育的溫床，以及堅實的後盾！ 

2.具國內水產相關產官學研界長久合作與共識之利基 

本校自1953創校至今已逾一甲子，在歷任校長卓越領導與

全體師生積極努力下，已長期與國內外水產相關公、私部

門(如國內漁業署、水產試驗所、海洋科技博物館、漁

會、漁業公司、食品公司、生技公司等)機構與組織交

流，因而建立良好合作與共識。本校之校友遍布全球，兢

兢業業於海洋的耕耘，也是本系在發展歷程中相當重要的

人力物力支持來源。 

3.單一學位學程培養三種不同領域專長之人才培養模式 

本校由於既有條件與各項豐富資源，海洋生物科技專業增

能課群的整合規劃將開闊學生視野，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統

整學習海洋生物科技基礎知識，並自三大學群：生命科

學、水產養殖科技、食品科技，擇其一修畢所需專業課程

取得第二專長，並強調產官學研合作與實習，促進學生提

早進入社會學習，亦鼓勵參加海洋生物相關公、私部門的

考試，或取得海洋生物相關專業證照或執照。每一位畢業

生除具備海洋生物科技基礎知能外，並兼具一項第二領域

實務專長，從單一科系中培養多元人才的需求。

大學部：

修滿128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含共同必修28學分，專業

必修70學分，選修30學分）。

本系上課實施地點原則上大一在基隆校區，大二在馬祖校

區，大三大四在基隆校區。

成立背景

連江縣(馬祖) 由南竿、北竿、東引、西引、東莒、

西莒、高登、亮島、大坵、小坵等36個島與組成，總面積

約36平方公里，被譽「閩江口外天上灑下的一串珍珠」。

與澎湖、金門兩離島的比較，馬祖地區之高等教育完全缺

乏，居民高中畢業後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就讀大學，造

成人口的外移，也影響離島的社會與經濟，故長期以來居

民渴望設置一所大學。 

馬祖人口僅1萬餘人，以成本效益的考量，設立獨立

的大學有其困難，較可行的方式是以現有的大學成立分

校，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共用校本部教學研究資源，才

可能達到經濟效益。本校為國際知名的海洋專業大學，海

洋相關科系完整，故在連江縣府縣長及立法委員的請託

下，擬配合以成立分校的方式在馬祖設立大學系所，解決

馬祖偏鄉的高等教育問題，培養馬祖當地最需要的人才，

創造就業服務的機會。 

本校規劃在馬祖校區設立三個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

物科技、海洋工程科技、海洋經營管理)，整合校本部的

教學資源，強調跨領域、整合性與專業性。

本 系 業 經 教 育 部 2015年10月16日 臺 教 高(三)字 第

1040139513號函核定自106學年度（2017年8月）開始招

生。

學制

聯絡資訊：

學程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310室

電話：(02)24622192轉5002

E-mail：cls@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bmb.ntou.edu.tw/

本系教學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基礎理論之專業力

與分析力」、「國際化與產業觀之洞察力」、「海洋生物

科技調查研究知實證與實作力」、「海洋生物政策與產業

發展之規劃力」、「海洋生物相關產業之就業力、學習力

與調適力」等五大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食品科學系 B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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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rine iotechnology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

(4) 

 極端環境與特殊生物領域

龜山島下1200公尺深的海底有火山口大量分布其

間，特殊的「熱湧泉生態」是研究非地表生命圈的寶藏。

本領域將就熱湧泉生態生物採樣與其生化特性分析及開發

生物活性物質，是極具特色的生命科學研究。

水生動物疾病防治與疫苗開發

有鑑於新興傳染症成為限制水產養殖產業發展的重

大瓶頸，本領域結合免疫學、病毒學、分子生物學、水產

養殖學、生物資訊與機電工程等專長師資，由基因調控及

功能研究為起點，導入疾病防治策略、疫苗開發、分子育

種等產業應用課題。研發符合產業需求之產品，並積極發

展以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培育高抗病、成長快速、環境適

應力強之優質品系。

(5)海洋新資源素材開發與檢測領域

針對海洋環境資源的整體開發與永續性，將結合生

物活性之篩選純化、分離分析、結構鑑定、生物資訊、生

物製程、功能評估、安全毒理、永續管控等專業師資，並

將海洋新開發之資源素材密切結合藥物開發、保健食材、

機能飼料等相關產業，使理論成果轉化為產學績效。

博士班：

博士班，畢業學分30學分，包含必修5學分，實驗技術實

習(Lab Rotation) 1學分，選修12學分及博士論文12學

分。

沿革

全球變遷嚴重干擾海洋系統的正常運作，有鑑於海

洋生物資源的生產與利用，是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的眾多師資，在長年投入

教育部推動之「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生物

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轉譯醫學以及農學

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後，基於為海洋科技產業培育多元

且具國際競爭力之高階研發人才，擴大結合跨領域的研究

能量，共同設立本學程。

學制

聯絡資訊：

學程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310室

電話：(02)24622192轉5002

E-mail：cls@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ddpmb.ntou.edu.tw/

(1) 

(2) 

魚類分子生理領域

因應全球變遷對環境的衝擊，本領域於分子、細

胞、組織與個體層次上探討海洋生物(魚類、甲殼類、頭

足類和珊瑚)環境適應對生殖、發育、成長等生物恆定等

分子機制，包括：生殖策略、神經內分泌系統對性別分化

之影響、體內酸鹼平衡的調控機制、胚胎對環境因子變化

之適應性等的基因調控與訊號傳遞等。

生態與演化生物學領域

從分子技術到野外觀測訓練探討各種時間與空間尺

度下海洋生物的分布與變化，以及產生這些變化的機制、

過程與影響。包括：生物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族群動態、

群聚組成的多樣性與穩定度、生態系結構與功能，以及物

種的分化與演變，生物類群的親緣關係等。

以發展海洋生物科技並應用於產業為主要目標，提

供專業、前瞻與創新的教學課程，培育宏觀且能將專業知

識轉化成為創業軟實力、積極投入資源開發之高階研發人

才，最終達成綠色海洋永續產業發展的目標。

教育目標

上圖為珊瑚排卵與雌珊瑚之卵巢觀察相；下圖為黑鯛生殖腺
各種生質相關基因的抗體染色結果。

全世界第一隻以新穎斑馬魚CKMb 2.7kb增強子/啟動子表現台灣軸孔
珊瑚紅色螢光蛋白之中型觀賞魚粉紅神仙魚。

食品科學系 D D P
M B

octoral egree rogram 
     in arine iotechnology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發展重點

未來展望



本所的教學研究具備多元領域的特色與潛力，其中

包括海洋生物、水產養殖、物流資訊工程、運輸工程、生

命生態工程、食品安全、機能食品工程、食品檢驗、系統

整合、管理、食品安全法律與政策等相關課題，跨理學、

農學、工學、人文、社會科學與法政領域的結合，以科學

管理食品，強化風險溝通、保障民眾健康，培育具備食品

安全與風險管理能力之專業人才。

臺灣過去十年所發生的一連串食品安全事件，導致

臺灣政府與人民對食品的議題高度關切，然而面對報章媒

體針對食品議題一知半解的報導，有形無形中，更加深人

民對食品安全的誤解，有鑑於此本所於民國106年教育部

核定成立，藉由國家社會發展及需求，整合食品相關跨領

域專業知識，結合產官學界資源，促進全民身心健康與福

祉為使命！

聯絡資訊：

所辦公室：海事大樓1樓113室

電話：(02)24622192轉5153

E-mail：chiayu@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ifsrm.ntou.edu.tw/

食品科學系 I F S
R M

nstitute of ood afety 
     and isk anagement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蔡震壽 教授 潘崇良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學、食品物性學 微生物學、微生物遺傳學、食品醱酵
食品膠體、食品機械概論、食品 學、食品生物技術
加工學 食品醱酵學、高等食品生物技術、食

5126 品加工實習、微生物學實驗
tasijs 5116

b0037

蔡國珍 教授兼副校長 江孟燦 教授兼陸生動物實驗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微生物學、食品生物技術 疾病營養、脂質生化學、營養學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微生物學實 營養生化、疾病營養學、營養學
驗、醱酵技術學 5118

5150 a0071
b0090

廖一久 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學、水族生理生態學
--

2934

icliao

【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E-mail 帳號請加上 @mail.ntou.edu. tw

孫寶年 講座教授 鄭森雄 講座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化學、肌肉生化學、水產酵 海洋生物化學、環境化學海洋生物化
素學、水產加工化學 學、環境化學
食品化學 細胞分子生物學特論

5112 5102

bonnie jengss

黃登福 終身特聘教授 邱思魁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食品毒物學、環境毒物學 水產生物化學、食品風味學
毒物學、高等毒物學、毒物學特 食品風味學、食品品評學
論、食品添加物 5114
5103 chioutk
dfhwang

蕭錫延 講座教授 江善宗 講座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營養學、營養生理學、魚蝦類營 水產生物化學、食品冷凍工程、食品
養 生物技術
-- 冷凍學特論

5106 5127

syshiau sjiang

食品科學系
Faculty教學團隊

成立背景

教育目標

學制

本所教師的專長涵蓋食品加工、食品營養、食品化

學、食品分析檢驗、毒理學、公共衛生、健康風險管理與

溝通、養殖、運輸物流工程、智慧系統整合(大數據)、國

際與國內食品法規與管理等專業，將建立與相關產、官、

學、研界和地方社區的合作及實習之管道，促進學生實作

與實習機會，獲取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之經驗，鍛鍊職涯規

劃能力。本所的發展重點為：(1) 打造北臺灣食品安全教

育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2) 建立食品安全與風險溝通的管

道(3) 建教合作。

發展方向

2017.10.22工研院綠能所及統一湖口廠校外參訪

碩士班：

修滿30學分(含論文6學分，必修10學分，選修14學分)。

因本研究所學程涉及公共安全相關議題，故非食品及醫學

相關科系畢業或未修習相關基礎課程之學生，應至本校食

品科學系大學部修習指定基礎課程。

2017.09.30食安所揭牌

2018.06.13參訪物流共和國



吳彰哲 教授兼海洋中心副主任 蔡敏郎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分  機：
E-mail：E-mail：

食品加工、生物聚合物分子生物學、病毒學、免疫學、生
食品加工學、食品加工學特論、生物物技術學
聚合物、新穎食品加工技術、農產品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概論、生物
加工、創新的食品科學與技術、食品技術學、生物技術學實驗、生物科
加工實習技與產業、免疫學、科學新知導論
51225137
tmlcjwu本所身為臺灣研

究海洋生物科學之最高

學府之一，師生人數雖

少，但卻是一個小而美

的研究教學單位，我們

積極從事海洋生物基礎

研究，推動國內外學術

研究合作以培育高級海

洋生物人才，並提昇我

國海洋生物研究之國際

水準。教學課程涵蓋五

個類別，包括：1.海洋

生物之基礎生物學，含

行為、生理、生化、生

活史等。2.海洋生物系

統分類、地理分佈。

3.海洋生物之生態與進化。4.海洋生物資源之保育。5.海

洋生物之應用與環保科技。

本所的教育宗旨則在於：1.有效訓練培育高級研究人

才。2.加強基礎研究提昇我國海洋科學學術地位。3.重視

理論與實際應用之結合，以協助政府利用與保育海洋生物

資源。4.支援本校生命與資源科學院或理工學院各系所之

生物教學及推動跨系所之合作研究。

沿革

本所成本立於1991年8月，由專精

於 海 洋 分 類 和 生 態 各 領 域 的 教 師 組

成。本所成立之宗旨在積極從事海洋

生物基礎研究，推動國內外學術研究

合作以培育高級海洋生物人才，並提

昇我國海洋生物研究之國際水準。

教育特色

學制

本所教師的專長涵蓋海洋生物之病毒、微生物、浮

游植物、浮游動物、海洋真菌、海洋無脊椎動物、海藻、

魚類及底棲生態等各領域，同時亦各兼具生理、行為、生

化、分子生物、統計、遺傳、電腦、環境、海洋等不同學

門的專長，不但可傳授學生完整之海洋生物知識，同時亦

可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整體之海域生物或生態、資源等之

調查、研究與評估工作。

海洋生物種類甚多，

國內在分類與生態方面基

礎研究之專門人才不足，

故本所未來將持續以分類

與生態為本所研究與發展

之特色，以支援國內各項

與海洋生物相關之漁業、

工業、醫藥、教育、環

保、經建等相關之研究發

展與資源之開發利用。並將研究區域由國內擴展至其他地

區、以求以全球性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所關心的問題，除了

獨立進行研究外，亦將尋求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

未來發展

聯絡資訊

所辦公室：綜合二館4樓402室

電話：(02)24622192轉5301

E-mail：imb@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imb.ntou.edu.tw/

研究生研究成果壁報展示比賽

學生野外實習課程

碩士班：

博士班：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30 6 8 16

30 12 4 14

食品科學系
I M Bnstitute of arine iology海洋生物研究所

教學團隊

張正明 副教授兼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 廖若川 副教授
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藥物化學及生物有機學
食品加工、禽肉與蛋品加工、食品 中藥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
衛生與安全、生化營養 儀器分析、中藥食療學
食品危害分析實務、水產食品安

5142
全、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市場

york
學、食品安全特論

5110

pcmc

黃意真 教授 龔瑞林 教授兼食科系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組織工程、生醫材料、藥物傳輸 細胞免疫學、代謝症候、保健食品
系統 健康食品特論、生物化學實驗、免疫
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組織 學、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操作技術、
工程學、生物醫學材料 分子免疫學

5119 5130

ychuang kongzl

 

柯源悌 副教授 宋文杰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食品酵素分子技術、功能性蛋白 冷凍食品加工、烘焙學、風味化學
質體 食品科學概論、食品加工學、食品加
食品生技論文之寫作與發表分 工實習、穀類加工學特論、烘焙食
析、普通微生物學、澱粉特論 品、烘焙加工、飲料調製與管理、巧

克力加工學、食品產業特論5132
5129irisko
sungwill

林泓廷 副教授 張君如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
化學 
生物技術學實驗、食品生物技術
概論

5121

營養學、傳統醫藥學、生物資訊
營養學、保健膳食開發、生物化學、
膳食療養及實驗、團體膳食管理及實
驗、高齡食品特論

5107

HL358 chunju

陳泰源 副教授兼食科系副主任 張祐維 副教授兼食安所所長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蛋白質體學、食品化學、水產化
學 

食品分析、食品蛋白質、食品化學
分子料理學、食品科技英文、質譜分
析特論、蔬果加工特論、水產化學、食品化學、高等食品化學、水產
食品分析化學、生物化學實驗、食品過敏

學、蛋白質體學、蛋白質體學特
論

5152

bweichang

5124

tychen

張克亮 教授 方翠筠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食品工程、奈米生物技術

5125

klchang

微生物學、蛋白質工程、蛋白質化學
奈米生物技術特論、食品產業投 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實驗、蛋白質工
資概論、基礎食品工程學 程、酵素工程特論、食品微生物學

實驗

5141

tyfang



聯絡資訊

系/所辦公室：

電話：(02)24622192轉5561、5501

E-mail：dbb@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dbb.ntou.edu.tw/

綜合一館204室

與國內其他學校相關科系相比，海大生科系的特色

是『海洋資源』+『生物科技』+『應用化學』的跨領域整

合。

在教學上，本系專任師資包含海大具有之海洋生

物、胚胎發育、分子生物、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生物資

訊、生化科技、材料科技、奈米科技、分析化學等領域的

專業師資，因此在課程上特別加強海洋生物資源與化學領

域的專業知識。此外本

系亦與中央研究院合作

進行分子整合生物計畫 

(Molecular Integrative 

Biology, MIB)，引進中

研院的師資與資源，使

得本系學生的學習空間

更加寬廣。

在研究上，本系教師具有堅強的研發能量。各類研

究計畫經費每年約有一千六百三十八萬元，加上系所原本

就十分充實的大型研究設備，如質譜儀、高效液相層析

儀、共軛焦顯微鏡等等，足以提供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學

生良好的實驗與實作能力訓練。此外，本系教師也積極整

合進行跨領域的應用研究，在應用層面上主要的研究領域

包含了以下四大跨領域研究主題：(1) 奈米仿生材料、(2) 

合成生物與遺傳工程、(3) 環境逆境檢測分析以及 (4) 酵素

與蛋白質工程。本系整合了海洋、生技、化學與材料等不

同領域專家，使得參與相關研發計畫的學生可以學習到跨

領域的知識，跟上最新科技的潮流，成為未來產業不可或

缺的跨領域人才。

沿革

本系前身為1993年成立之水產生

物科技研究所，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

生物科技專業研究所，迄今已有 24 年

歷史。於1995 年整併本校共同科的普

通化學教學小組，為本系增添了化學

教學與研究的特色。嗣後於1996年奉

准成立博士班。2012年更名為生物科技研究所。2015 年

支援成立海大生命科學系學士班，將優良的教學傳統向下

紮根。

自2014年 8 月起，海大生命科學系與生物科技研究

所整併成海大『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透過系所的

整併，重新建構大學部到研究所碩、博士班的生物科技連

貫課程，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與產業的需求。

系所特色

學制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修滿128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28學分，專業

必修56學分，選修44學分)。

修滿30學分 (含論文6學分，必修7學分，選修17學分)。

修滿30學分 (含論文12學分，必修7學分，選修11學分)。

教育理念

本系曾獲得海洋大學 2016、2017 年度全校最優良單

位的殊榮，全系教、職員多人曾獲得優良教師、優良導師

以及優良行政人員的肯定。對於學生細心關懷但亦嚴格要

求，積極輔導但也尊重學生獨立自主，目標是希望本系學

生能成為具有兼具海洋視野與誠樸博毅人文素養之科技

人 。 為 達 成 教 育 目 標 ， 本 系 訂 定 了 『 生 命 科 學 藍 海 

LEADER 培育計畫』之課程配套規劃，計畫的目標為使

生科系的學生在學習能力、學習態度上予以正確之指導。

為培育出具有競爭力和開創性之學生，除專業知識外，仍

須具備就業力和團隊合作等社會智能。藍海 LEADER 計

畫的核心是Learning，目標是建立一套輔助的學習系統以

培育出具有 Efficient (有效率的學習)、Active (活力的學

習)、Devoting (貢獻的學習)、Employable (就業力的學

習)、Re-creating (創新力的學習) 等領具袖氣質之大學

教育特色

本系積極引進創

新的教學方法，例如

及時上課反饋系統、

翻轉教室以及問題導

引式教學等等。還特

別設立本系專屬之網

路教學平台，收錄主

要學科的上課影音資

料庫，可提供學生上

網反覆預習與複習。其中本系開設之生物化學課程還被收

錄於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網站，廣受社會上自學人士之好

評，並曾獲得北一區教學聯盟的獎勵肯定。嚴謹、學生關

懷、多元彈性與高科技是本系課程的特色與目標！

師生參訪活動

教師群拜訪SGS洽談學生實習事宜

食品科學系 D B

B

epartment of ioscience and 

                                iotechnology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教學團隊

張清風 國家講座教授(校長） 郭金泉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子生物、分子內分泌學、生殖 低溫生物學、魚類生理生態、電子顯
生理生化、魚蝦類生理 微鏡、遺傳育種
-- 遺傳育種學、低溫生物學、論文寫作
5209 5213
b0044 gwo

【水產養殖學系】

李國誥 教授 周信佑 教授兼海洋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細菌性魚病與免疫、微生物 魚類病毒學及動物組織培養
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實驗、細菌 組織學、動物組織培養、水族病理學
性魚病學、水產微生物學、水族 實驗
病理學、水族病理學實驗、細菌 5214
性毒素學 hychou

5216

b0092

沈士新 教授 陳衍昌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水產生物飼料營養、餌料生物 藻類生物技術，藻類學，生物電子顯
餌料生物學、營養與飼料學、營 微鏡學
養與飼料學實驗、非介量統計學 經濟藻類生物學、微細藻培養學、微

細藻培養學實驗、藍綠藻養殖學、微5211
細藻養殖學特論、水產植物學shin
5221

ycchen

劉秉忠 教授兼水生動物實驗中心主 冉繁華 教授兼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

任 驗中心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魚病、水質分析與管理、水產養 無脊椎動物、水產生物生理、免疫激
殖、生物防治 活、水產養殖、產銷履歷 

蝦類養殖經營管理、水產品藥物檢測
與儀器分析、栽培漁業特論、養殖
學實驗、水質學實驗、水產概論、
重 金 屬 儀 器 分 析 、 養 殖 場 實 務 管5217
理、水產無脊椎動物學C0034

養殖學、水質學、水質學實驗、
藥理學、繁殖技術、分析化學、
分析化學實驗

5231

蕭心怡 副教授 凌明沛 副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食品物流管理、供應
鍊管理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機率風險分析與
模擬
生物統計學、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食品加工學、食品微生物學實
品衛生與安全、風險治理與溝通特驗、食品工廠管理、水產概論、
論、風險評估實務、生物統計學品質管制、食品企業研究方法、
5128微生物風險評估、食品供應鏈管
mpling理實務

5139

hi.hsiao

陳冠文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食品加工 . 超高壓加工技術
保健食品概論、高壓食品加工、
食品保存技術、食品冷凍學、非
熱加工技術

5135

chengw



黃章文 助理教授 邱品文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遺傳學、育種學、分子生物、動物 海洋生物技術、基因轉殖魚技術、免
生技 疫學、病毒學
遺傳育種學、生物學、魚類基因體 海洋生物科技特論、魚類病毒學、分
選拔特論、水產生物分子育種 子免疫學、生物技術在永續水產發

展的作用5238
5215cwhuang
ppchiou

教師研究方向包括：養殖生態系統管理及工程，水

族生理、生化、分子

生物、生殖內分泌、

遺 傳 育 種 及 抗 病 基

因，營養與飼料，水

族病理、微生物，水

生植物學及水產養殖

經濟及管理等方向；

且與業界保持良好互

沿革

本 系 成 本 立 於

1974年 ， 並 於 1987年 成

立碩士班，1991年大學

部成立雙班，1992年成

立博士班，2003年成立

友邦專業人士水產養殖管

理碩士班（並於2012年更名為國際水產養殖科技暨管理碩

士班）。

學制

大學部：

碩士班（含國際學生）：

博士班（含國際學生）：

修滿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修滿 學分 (含論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128 28

71 29

30 6 3 21

30 12 4 14

聯絡資訊

系辦公室：生命科學院館201室

電話：(02)24622192轉5201、5203

E-mail：yjlin@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aqua.ntou.edu.tw/

以「理論與實際並重」為特色，開設課程領域甚

廣，在課程內容方面可區分為養殖與環境學門、水產生物

學門、營養飼料學門、病理與免疫學門、管理與系統分析

學門、分子生物技術學門等六大專業課程。除了涵蓋一般

的傳統水產養殖科學

領域外，希望未來更

能積極配合生物科技

的技術來提昇國內水

產養殖產業的轉型，

使水產養殖產業能永

續經營。

教育特色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成為水

產養殖與生物科技之

專門技術與研發人

才。大學部以基礎養

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

主軸，研究所則以獨

立研發與邏輯思考為

教學導向。

動，實際地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界，協助解決業者所面

臨及遭受的問題，包括養殖現場魚病之診斷、飼料配方之

改良、水質環境監控與檢測、養殖生物品系之鑑定、養殖

生物品種之改良、循環水系統之研發與改良、養殖技術之

研發；並配合國家農業發展需要及農業結構之改變，積極

整合強化現有農業教學系統，以滿足農業人才需求；設立

之『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也將持續積極配合

政府政策，推動養殖水產品上市前衛生品質之監視檢驗與

輔導措施並協助進行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工作，以提昇國

內水產品衛生安全。

另藉由招收友邦水產養殖人士碩士專班（92學年度

由本學系與國合會合辦）開設水產相關外文課程，除提昇

本系研究生們的外文能力及國際觀外，並助於我國外交之

推展及本校之國際參與。

教學團隊
食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eAqua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發票

龔紘毅 副教授 陳榮祥 助理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基因調控、分子生物學、轉基因檢測發育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
水產品導論、營養基因體學、進階水分子生物學、基因轉殖魚類模式
產品特性、進 微生物學實生物學、魚類模式動物學、細胞
驗、核酸變異導論、海鮮品質導論、生物學
水產品特性、生物技術操作5224
5234hygong
ronshan

階水產品、

黃之暘 副教授 吳貫忠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水生無脊椎、觀賞水族、水產養 水生生物生理與內分泌、水生生物生
殖 殖與魚類性別調控、分子生物技術、
觀賞水族概論、養殖與食魚文 表觀遺傳調控
化、活魚運輸、觀賞魚照護管 魚類生理學、魚類生理學實驗、水生
理、貝類學、水族館經營與管 動物生殖操作概論、內分泌與生殖生
理、生物學 理、比較生殖生物學

5218 5223

cyhuang gcwu

呂明偉 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機：

E-mail：

病毒學、免疫學、生物技術
魚類病毒學特論、魚類免疫學、 營
分子病毒學、水產病毒檢測及疫 養與飼料學實驗、
苗開發、生物學

5206

mingwei

劉擎華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動物營養飼料、養殖管理
養殖經營與管理、營養與飼料學、

養殖學、高等營養
學、全興國際水產講座

5210

chliou

黃沂訓 副教授兼養殖系主任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脂質化學、環境生理
脂質化學、環境生理學、養殖學
實驗

5219

yshuang

林正輝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有機化學、遺傳工程、實
驗生物學

5220

chenghui

陸振岡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水產養殖生物技術、分子生物、
生物化學
水產養殖企業管理、水產養殖生
物技術特論、分子生物學、分
子生物學實驗、生物化學、生
物化學實驗

 

5236

F0008

陳鴻鳴 副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魚類學、系統分類學、水產養殖學
魚類學、魚類分類學特論、魚類分類
學、水生生物學特論、水產資料庫應
用、水生生物實驗

5232

hmchen



本系教師教

學及研究工作並

重，過去的研究涵

蓋食品化學、食品

加工、生物科技、

食品微生物、營養

及食品工程。在本

系完善而先進的空

間和設備下，培育

許多優秀學生，近

年研究重點包括：1)食品醱酵生物 技術；2)幾丁質與幾

丁聚醣；3)保健與機能性食品；4)水產毒物學；5)食品風

味與工程技術；6)奈米食品技術；7)疾病與營養；8)藻類

資源開發應用；9)新產品開發，期待能保持在傳統與新世

代水產資開發利用上之特色。

大學部分為食品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曾有2位獲選

為教育部農科領域的終身國家講座教授，分別是蕭錫延講

座教授與江善宗講座教授，並且已有4位教授獲得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故本系在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上，均已深獲

產官學各界和社會大眾的肯定。

現有23位專精

於食品科學各個次

領域的專任教師，

就讀本系的同學大

多可以依照自己的

興趣，選擇本系或

學院已有的學程由

淺入深學習，以培

養未來繼續攻讀碩

博士學位或直接就

業的專業實力。而就讀本系碩博士班的同學們亦可以依照

自己的興趣適性發展，於畢業取得碩博士學位後，不論繼

續進行學術研究、到各級學校任職、或選擇到食品產業服

務，均可以有良好的發展成果。

大學部 (食品科學組及生物科技組)：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修滿 學分得授予學士學位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成績優良者得提前畢業。

修滿 學分 (含論

文 學分，必修 學

分，選修 學

分)。

修滿 學分 (含論

文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

分)。

修滿 學分 (含共同必修 學分，專業必修 學分，選

修 學分)。

128 28

71 29

30

6 4

20

30

12

4 14

128 18 54

56

本系以發展農漁資源利用之技術與理論，並培育食

品科學與生物科技之專門技術與研究人才為目標。大學部

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研究所之授課則

以獨力研發與邏輯思考為教學導向。

沿革

1957年成立，前身為水

產教育科；1959年更名為水

產製造科；1964年改制為水

產製造學系，並成立夜間

部；1975年成立水產製造研

究所；1983年水產食品科學系及暨研究所；1985年增設博

士班；1990年大學部增為雙班；1998年更名為食品科學

系；1999年招收碩士在職進修專班；2004年大學部分食品

科學組與生物科技組。

特色

研究項目

學制

教育目標 聯絡資訊：

系辦公室：食品科學館一樓

電話：(02)24622192轉5101、5134

E-mail：D0140@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 fs.ntou.edu.tw/

2016年畢業茶會

食品科學營全體合影

食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ood cienceF S食品科學系

教學團隊

許富銀 教授 黃志清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醫材料、組織工程、奈米材料 毛細管電泳分析、生物影像、分子適
智慧財產管理與專利分析、生醫 合體、生物奈米感應器
材料、組織工程特論、普通化 奈米生物技術特論、分析化學、儀器
學、普通化學實驗 分析、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

5565 5517

fyhsu huanging

2015.06.26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成立揭牌儀式

林富邦 教授 鄒文雄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微生物生物技術、蛋白質工程 生物資訊、結構生物、基因調控網路
基因與蛋白質技術學、普通化學、 蛋白質結構入門、試算表在數據處理
普通化學實驗 的應用、生物資訊學、結構生物學、

生物資訊科學計算、程式設計及資料5505
處理、生物序列分析fpl5505
5522

wstzou

黃振庭 助理教授 李孟洲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E-mail：

                                  E-mail：

養殖經濟學、養殖管理學、統計 藻類學、藻類分子生物學、水產養殖
學、實驗設計與分析 學、免疫學
市場調查與分析、養殖經濟學、實 觀賞水草、魚菜共生原理、藻類生質
驗設計與分析、生物統計學、多變 能 源 特 論 、 大 型 藻 類 繁 養 殖 學 實
量統計學、生態學 驗 、 栽 培 漁 業 、 大 型 藻 類 繁 養 殖

學、藻類分子生物學特論5207
5239cthuang
mengchoulee

唐世杰 教授兼總務長 胡清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子細胞生物學、生物技術、癌 胚胎發育學、分子毒物學、基因調控
症、酵素工程、基因治療 基因調控、低氧緊迫環境適應與胚胎
分子生物學導論、細胞生物學、生 發育、進階低氧緊迫環境適應與胚胎
物化學、生命科學導論、生物科技 發育、生命科學論文資訊與科學研究
產業概論、生命科學研究計畫撰寫 5506

chhu5510

tsj

 

吳金洌 講座教授 許濤 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病毒學、分子生物、分子發育生物 環境基因生物學、藻類分子生物學
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有機化

02-2789-9534 學、分子生物學、應用免疫學、生物
jlwu@gate.sinica.edu.tw 技術學、生物化學、藻類生物復育技

術、分子毒理學、分析化學

toddhsu

551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廖柏凱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系統生物學、細胞與分子生物學、
生物物理學、胚胎發育學
基礎生物數位影像處理及製圖、生
物物理特論、環境生理學、胚胎發

育學、程式設計與資料處理

5242

liaobk



本學院教師2013-2015年發表之SCI論文篇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海洋生物研究所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本學院教學情形

本學院自2006年起已陸續完成陸生動物實驗中心、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生命科學院館等館舍的新建，學校正

規劃籌建海洋生物培育館與海洋海事館，以逐步更新與增

建教學研究空間。整體而言，生命科學院向來是學校的標

竿，教學、研究、服務均被國內外所肯定。今後配合學校

政策，推動改進方案，課程講究多元化，充實基礎課程，

並發展重點學程，整合特色研究團隊，建立重點研究中

心，推動產學合作平台，建立國內外學術交流機制，及增

進國際學術合作和學生交流，打造本學院為海洋生物科技

特色之國際學術機構。

未來展望

教育目標與宗旨

本學院為國內研究水域生物相關科技與學術最為完

整的學府，具有規劃完整之海洋生物、生命科學等資源與

水域生物原料生產基礎科學與技術，以及水產養殖、食品

科學及生物技術等與水域生物培育、利用、加工及生物科

技之科學與技術；設立宗旨在培育海洋生態與生物、生物

科技、資源保育、養殖技術與經營管理、資源利用與安

全、食品科學與營養、食品與流通管理等之研究專業人

才，並從事生命科學領域之教學、研究與服務。

教育目標在增進學生人文素養及社會責任感、厚植

學生生命科學與技術相關領域專業知能、培養學生為產官

學專業人才、培育學生跨領域規劃及創新能力、提昇學生

國際化視野。

在課程方面，除了四大領域的專業科目外，並有

「生物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學生可依

自己興趣和社會需求，選擇學程以培養第二專長，提昇自

我社會競爭力。

究員等國內獎項，以及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食品科

學學會院士、國際食品科技聯盟院士、亞洲水產學會榮譽

終 身 會 員 、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Fish and Shrimp委員、國科會「臺法科技獎」、美東華

人學術聯誼會傑出專業成就獎、太平洋科學會Shinkishi 

Hatai Metal Award等國外獎項。其三為畢業校友表現傑

出，有曾任立法院長、內政部部長、農委會主委、漁業署

署長、國立大學校長、海博館主任、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國科會處長、農委會副處長、工業局副局長、經濟部創研

中心主任、企業總裁、董事長、總經理、立法委員、縣長

等。

食品科學領域

水產養殖科學領域

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領域

海洋生物科學領域

特色

在研究方面，2014~2016年間，本學院獲得科技

部、農委會及其他公私立單位補助的研究件數達1,675

件，研究經費達5億8千7百萬元。而這些研究所得到的成

果也發表在許多著名的國際期刊，在2013~2015年，本學

院教師有545篇的論文發表在SCI的期刊。

在人力方面，其一為設有國際學生碩/博士班，國際

交流較為頻繁。其二為教師研究甚為傑出，曾獲得總統

獎、中研院院士、終身國家講座教授、國家講座教授、教

育部學術獎、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

本學院系所2014-2016年計畫金額

百
萬

元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
學系

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教學團隊生命科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

程一駿 教授兼院長、海洋生技博士 陳天任 特聘教授
學程主任、海洋生技學士學程主任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甲殼類動物學、海洋無脊椎動物、動
底棲生態、海洋資源保育 物行為、演化論
動物生理生態專題研究、底棲生 分類命名學、演化生物學、海洋動物
態學、海洋生物、海洋生物資源 地理學、深海生物學
保育 5306
5303 tychan
b0107

林秀美 教授兼生科系主任 林翰佳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生物化學、生殖生理、基因轉殖、動X-ray、TEM、EXAFS、奈米化學
物學分子生物學、普通化學、奈米檢測
進階分子選殖實驗法、生技產業財務技術特論
及法務管理概論、生物技術操作、生5562
物化學、生物學hmlin
5507

hanjia

許邦弘 副教授 陳秀儀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以質譜分析方法為基礎之蛋白質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精神藥理
體學 學
質譜資料分析、有機化學、普通 生物學、生理學、生命科學研究計畫
化學、質譜技術於蛋白質體學上 撰寫、細胞生物學特論
之應用 5519

5567 sherry0930
phsu

黃培安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海洋活性天然物、海洋生物技術開
發、生物技術智財權
生物科技與產業、藻類活性物質暨
生醫概論、專利分析與技術授權實
例

5570

amperehwang

蘇正寬 助理教授 王志銘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分析化學、超微量化學、無機質 無機化學、材料化學、X光結晶結構
譜、元素分析 化學、配位化學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無機化學導論

5571 5569

chengkuan cmwang

邵廣昭  講座教授 黃將修 特聘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生物系統分類學、海洋生態學、魚 浮游動物與珊瑚礁生物行為與生態、
類分類學、魚類生態學、演化生物 雷射光學科技在海洋生物上之應用、
學 海洋生物攝食生態
-- 浮游動物學
02-27899545轉200 5304
zoskt@gate.sinica.edu.tw jshwang

【海洋生物研究所】



本學院創立於1989年本校改制為國立大學

時，原為「水產學院」，下設漁業學系、水產食

品科學系、水產養殖學系，當時教師28人，職員

12人(含助教)，學生575人。2001年更名為「生命

與資源科學院」，時有漁業科學學系、食品科學

系、水產養殖學系、海洋生物研究所、漁業經濟

研究所、水產生物技術研究所，此時教師81人，

職員24人(含助教)，學生1,981人。2005學年配合

本校教學單位架構調整，更名為「生命科學院」至今，同時環境生物與漁

業科學學系、海洋資源研究所改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經濟研

究所改隸「人文社會科學院」，並新增生命科學系，成為食品科學系、水

產養殖學系、生命科學系、海洋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三系二所的

教學單位。2013年起，為因應少子化及提昇行政效率，達到師資專長互

補、教學資源共享，推動生命科學系與生物科技研究所合併為「生命科學

暨生物科技學系」，並自2014學年起開始招生。

2015年8月1日整合本校養殖系、食科系、海生所、環態所師資與中研

院研究人員合作設立之「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提供學生更廣泛而深入的學習機會與環境。

另外，為落實離島高等教育均衡發展，於馬祖地區成立「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為了傳遞正確的食品安全

觀念與認知，整合食品專業知識及產官學界資源，成立「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兩者於2017學年度開始招生。

本學院現有食品科學系（所）、水產養殖學系（所）、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所）、海洋生物研究所、食品安

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3學系2獨立所2學位學程；生物技術教學

與研究中心、陸生動物實驗中心2個院級研究中心；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中心、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暨檢驗中心、水生

動物實驗中心、電子顯微鏡中心4個系級研究中心，共有73位教師、23位職員、1,661位學生（包含進修部學生、國際學

生）。

院 系

簡 介生命科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發行單位：生命科學院
總編輯：程一駿
編輯：林素連、徐志宏
創刊：2007年9月16日
出版：2018年7月12日
地址：202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電話：(02)24622912 Ext. 5000
傳真：(02)24629125
E-mail：cls@mail.ntou.edu.tw
網頁：http://www.cls.ntou.edu.tw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沿革

組織成員

包括國際學生：博士班9人、碩士班16人、大學部12人

(2018年7月資料)

本學院各系所教師人數（共73人）
■教授37人 ■副教授22人 ■助理教授14人

食品
科學系

水產養殖
學系

生命科學
暨生物科
技學系

海洋生物
研究所

本學院各系所學生人數（共1,661人）

■博士班88人 ■碩士班336人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139人 ■碩士在職專班

(2018年3月資料)

海洋生物
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 水產養殖
學系

生命科學
暨生物科
技學系

海洋生物
研究所

海洋生物
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食品安全
與風險管
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
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食品安全
與風險管
理研究所

林綉美 教授 彭家禮 教授

專  長：專  長：

授  課：授  課：
分  機：分  機：
E-mail：E-mail：

海洋真菌學、分子生態學、真菌系統海藻分子系統分類學和地理演化、
學、環境微生物學紅藻胚胎發育學、海藻生態
真菌分類學、嗜極微生物學生物學實驗
53195324
klpanglinsm

張正 教授 陳義雄 教授借調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副

館長
專  長：

專  長：授  課：

授  課：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浮游植物生
魚類系統分類、分子演化、魚類生態族群與群聚生態學、生態學、浮游
學、溪流及河口生態學植物與海洋環境、生物統計學
魚類保育遺傳學書報討論、海洋生物5308
多樣性、魚類系統分類學特論、魚類jengchang
適應與演化特論

5305

isc

態

陳歷歷 教授兼海生所所長 呂健宏 副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E-mail：
分  機：

E-mail：

動物學、微生物學、水產病毒 甲殼類動物疫病學、分子生物學、蝦
學、分子生物學 類病毒
病毒學、普通微生物學、病毒學 電子顯微鏡特論、重組DNA技術
研究法、無脊椎動物免疫學研 5316
究、酵母菌雙雜合實驗 jiholeu
5302

joechen

學

邵奕達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魚類生理、環境生理、內分泌
氣候變遷生物學書報討論、魚類
生理學、海洋生物學特論、生物
學實驗設計與分析、基礎生物實
驗技術、海洋生態學

5327

itshao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游舒涵 助理教授

專  長：

授  課：

分  機：

E-mail：

統計資料分析系統模擬、食品健
康風險評估
食品流行病學、風險分析軟體實
作、健康風險評估特論

5171

shyou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康利國 助理教授 陳永茂 助理教授

專  長： 專  長：

授  課： 授  課：

分  機： 分  機：

E-mail： E-mail：

海洋分子生態學、浮游植物生理 石斑魚繁養殖、石斑魚精液凍結、魚
生態 類緊迫環境免疫生理、水產生物技術
生態學、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 生物化學、微生物、分子生物學、細
生物科技與產業 胞生物學

5801 5802

lkkang ymc868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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