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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項目
一.乙方針對甲方人才培育需求，協助規劃並開設符合政策及實務

需求之國際海洋法政碩士班課程，以供甲方推薦所屬人員進修
攻讀碩士學位。

二.甲方針對乙方開設之國際海洋法政碩士班課程，協助提供必要
之行政資源，並推薦所屬人員進修。

本備忘錄自雙方完成簽署之日起生效，效期五年；並得於雙方書面
同意時，延長或修正之。



本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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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法政社會科學為研究、
教學特色，發展成為頂尖的
海洋事務與政策研究所，

並以學術貢獻於國家海洋政策
之形塑及國家海洋權益之維護。

特色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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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能為國家及
海洋產業服務的
海洋政策與事務

專業人才

海洋產業

海洋產業
公/工會

非政府間
（國際）組織
（NGO/INGO）

國安會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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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師資

8

本所現有專任教師六人，其中五位教授具自然科學背景，目前
從事海洋法政社會科學或管理之領域；一位教授出身經濟學專
業，目前為海洋、海岸及小島嶼自然環境等領域專家。

本所專兼任教師之學術專業均具跨學門之背景與實力，故，本
所高度理解且鼓勵跨學門的努力，亦期盼來自不同領域之學生
在進入本所之後，能培育成為國家海洋政策各子領域中的專才。

提供法政管理知識、邏輯訓練、辨證能力、獨立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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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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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念祖特聘教授兼所長

專長：
海洋政策、海洋法、漁業政策、海軍政策、
國際法、公共政策、水下文化資產政策與
法律

授課課程：
海洋事務總論、公共政策、國際法、國際
外交實務、政府與公共政策、國際環境政
策與法律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所長 (103.08~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特聘教授 (108.03~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89.04~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水資源研究中心主任 (87.04~91.08)
海軍軍官校兼任副教授及教授 (78.01~85.12)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代主任及研究員 (77.11~91.07)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環境與政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76.08~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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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水鍇特聘教授

專長：
海洋資源保育、社區基礎資源管理、海洋保
護區、永續漁業管理

授課課程：
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管理、海洋保護區：規劃
與執行、科學化海洋與海岸管理、漁業生態、
海洋生態保育、生態資料處理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教授 (103.08~迄今)
北太平洋鮪旗魚國際科學委員會(ISC) 副主席 (106.09~迄今)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CSIRO 訪問學者 (107.10~108.07)
海岸巡防署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專業 諮詢委員 (105~107)
台灣國際漁業發展保育協會監事 (105.07~107.07)
台灣區遠洋鮪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第10屆、第11屆董監事會董事 (103~107)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副教授 (100.08~103.07)
美國華盛頓大學水產暨漁業學院訪問學者 (100.06~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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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政教授

專長：
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化理論與實務、全球
化與海洋事務、東亞區域發展

授課課程：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整合性海洋與海岸管理
（一）：理論層面、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
化與海洋事務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教授 (111.02~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主任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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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明副教授

專長：
海洋政策、海洋法、國際漁業法、南海議題、
離岸風電政策與法律

授課課程：
海洋政策、海洋法、漁業政策、海洋與環境
政策、離岸風電法律與政策、國際漁業組織、
國際漁業法、國際組織、南海議題特論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副教授（107.08~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助理教授（103.02~107.07）
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技術轉移中心 主任（109.08~110.07）
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合作組 組長（106.08~109.07）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推廣教育組 組長 (105.08~106.07)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約聘助理教授 (103.01~103.0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02.01~102.12)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0.1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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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懿副教授

專長：
海域空間規劃、海岸管理、漁業管理

授課課程：
整合性海洋與海岸管理（一）：實務層面、
海洋空間規劃、海洋環境與漁業資源、監控
與管理於海洋產業之應用、海洋與海岸環境
變遷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專任副教授（109.08~迄今）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106.08~109.07)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103.02~106.07)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 (101.02~103.0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99.08~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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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銘副教授

專長：
海岸與海洋環境價值評估與管理、
島嶼環境變遷與調適、質性研究與量化分析

授課課程：
資源經濟學、海洋政策與資源之經濟分析、
海洋產業經濟理論與實務、人類與海洋、海
洋環境變遷與南島民族、島嶼原住民傳統知
識與氣候變遷調適、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海洋
生物多樣性保育

重要經資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10.02~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106.08~110.0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100.02~106.07)
開南大學關光與餐飲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96.08~100.01)



主聘單位 姓名 專長領域/授課課程

合聘
教師

(5位)

政治經濟學系 辛翠玲教授
政治與傳播、國際關係、區域整合/
政治研究概論、國際關係與海洋事務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林新沛教授
環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從心理學探討如何促進
民眾的環境行動

海洋科學系 陳孟仙教授
重金屬汙染、水生生態毒物學、魚類生物學、動物
性浮游生物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張揚祺教授 環境系統分析、水資源管理、區域空間規劃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郭育仁教授
日本政治經濟與產業政策、日本外交政策、美日關
係與軍事同盟/

兼任
教師

(2位)

漁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黃明和助理教授
行政法、海事行政管理、海岸帶規劃與管理/
行政法、漁業法規

海洋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 吳培福講師

水下文化遺產政策與法律、水下文化遺產保存保護
與管理、行政法、海巡法規/
國際水下文化遺產法、水下文化遺產保存、保護與
管理、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令、水下文化遺產
再利用

合、兼聘師資

本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原則上由本所教師 (含合聘教師) 擔任，
若指導教授為所外教師，則需與一位本所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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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4
教室、研討室

教學
演講
研討

1
實驗室

5
教師研究室

1
行政空間

辦公
接待來賓

1
交誼廳
師生討論
休憩

本所空間配置

本所109年8月完成增設多功能遠距
即時互動教學教室3間，包括小型階
梯講堂、國際會議室、小型研討室，
可與不同地點的視訊設備以網路方
式串聯，進行即時同步且互動之教
學或研討，此3空間亦可彼此串聯同
步互動，提供彈性之人員增減所需
空間，用以
(一)克服學生因交通距離而放棄報
考及就讀本所之意願與機會；
(二)提供教學以外之國內與國際視
訊會議等多功能使用。



18

教學研究環境 小型階梯講堂

2018 海洋事務青年領袖研習營 2017聖誕交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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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國際會議室

2017南海漁業資源與管理研討會 2017國家管轄區域外海洋生物多樣性
保育與永續利用國際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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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小型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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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小型演講廳

2021水下文化資產微學程演講 2019國際漁業管理學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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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海之濱師生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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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環境 師生交誼廳

2018 海洋事務青年領袖研習營

2017南海漁業資源與管理研討會 2017國家管轄區域外海洋生物多樣性
保育與永續利用國際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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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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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碩士學位新制

在進入本所後，完成本所畢業要求學分，再加修政研所指定之12學分課程，
並通過論文提案及論文口試後，就能以一本學位論文，同時取得本所與本校
政治學研究所的雙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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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專業學程

申請及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教務處―學生專區―學程專區網頁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8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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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程

申請及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教務處―學生專區―學程專區網頁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89.php?Lang=zh-tw

歡迎對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遺產法律體制或水下文化遺產涉外事務有興趣的
大三及大四同學選修本微學程，作為滿足畢業門檻的選擇，並同時獲取一項
國家需要，但卻少有人會的專業，更因此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與視野。

建議修課時程與進度表



28~~歡 迎 踴 躍 報 考~~

在Eduniversal 2019年公布的全球最佳50名碩士班排名中，在「海
事管理」（Maritime Management）領域中，本所排名為全球第24，
全國第1，若去除海運、港埠、物流等相關研究所，以及與海運相

關且排名第6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商法碩士班後，本所是全亞
洲第1名最佳的海洋事務或海洋法政碩士班，超越排名第
41的美國東岸老牌之羅德島大學海洋事務系所。此辦學品質於中
山大學與海委會簽署「國際海洋法政暨談判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儀式中，受到海洋委員會李仲威主委高度讚許。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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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時程 考試時程
簡章公布 9月上旬 10月中旬
報名 9月下旬~10月上旬 12月上旬~12月中旬
考試 11月上旬 隔年2月上旬
考試項目 書面資料審查 50%、

面試 50%
筆試（專業英文）30%、
面試 70%

放榜 11月中旬 隔年2-3月
報到 11月下旬 隔年3月中旬
入學 最快可於隔年2月入學 隔年9月入學

其他招生相關資訊請依本校招生簡章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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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所介紹及相關辦法
請詳見本所網頁

https://gima.nsysu.edu.tw/index.php

Thank you

https://gima.nsys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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