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0 年度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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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事績
一、當年以職業學校畢業身份，努力認真考
取實踐大學得以繼續升大學，力爭上
游。
二、大學畢業後進入新聞界服務，以非新聞
科系畢業卻能獲得有新聞界桂冠榮譽
的新聞局金鼎獎以及全國十大傑出記
者榮譽。
三、服務新聞界 20 餘年，並獲派駐美國華
盛頓 DC，成為駐外特派員。

張秀瓊

民國 58 年
水產製造科

四、職場服務多年後，又繼續赴美國進修獲
高雄醫學
得碩士及博士學位(教育領導博士)。
大學口腔 五、克盡賢妻良母職責，相夫教子，一家五
衛生學院
兼任副教
授

口皆榮獲博士學位。夫婿傅勝利博士，
現任義守大學校長，長女傅儀琳及女婿
郭戰利博士為英國女王大學心理學及
材料科學博士，兒子傅宜康是國立交通
大學電信工程博士，現服務於新竹科學
園區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熱心社會公益，擔任許多國際女性社團
領導人，常代表台灣出國開會爭取國際
地位。
七、勤於筆耕，現已出版五本著作。『張老
師說』『成長的節』『心靈管理』『時
間領導學-如何甩掉拖拖拉拉惰性』
『會
議展覽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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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高雄縣商業會推廣業務、糾紛排除、
業務咨詢…等。
二、協助高雄縣政府推廣業務、並贊助交通
安全宣導經費、…等。
三、96 年 5 月 捐助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漁業
生產與管理系同學清寒獎學金。
民國 98 年 高輪貨櫃
四、96 年 5 月 捐助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漁業
王玉琳 漁業經營與
公司
生產與管理系同學獎學金。
管理研究所 董事長
五、98 年 10 月 捐助國立高雄海洋大學八
八水災同學清寒獎學金。
六、99 年協助高雄縣政府推廣業務、並贊助
交通安全宣導經費、…等。
七、捐助國立高雄海洋大學水圈學院公共藝
廊新台幣伍萬元整。
一、78 年～84 年間，領導所屬完成花蓮四
期擴建外港水域之挖泥疏濬工程，建置
無線定位水深測量系統，完成全港水
域、陸域水深測量。
二、84 年獲選省政府績優工程人員。
三 、 82 年 完 成 3,200HP 港 勤 拖 船 以 及
1,200HP 交通船規劃、監造與購建。
四、92 年完成 3,200HP 港勤拖船規劃、監造
與購建。
花蓮港務
民國 68 年
五、86 年～90 年，建置完成花蓮港務局
鄭益興
局
輪機工程科
client/server 系統，取代 PC Lan 系
總工程司
統。完成 SUN 主機、Sybase 資料庫、光
纖骨幹以及全局區域網路之建置；同時
規劃建置港灣、會計、公文、人事、差
勤、材料、郵件、網頁以及 Intranet 相
關應用系統等。
六、98 年迄今配合花蓮港務局經營型態轉
型，推動港區土地都市計劃細部計畫。
七、98 年迄今配合花蓮縣觀光，解決砂石車
問題，建興花蓮北濱地區外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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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於成立隔年,在工商時報的貿易運
出專輯內,列為優良的海空貨運承攬代
理,並先後得到第九屆金鋒獎,第五屆
國家品質保證金像獎,運輸輔助業第 28
名,並名列台灣地區 5000 大企業每年
提供寒暑假實習名額,先在航管系于惠
蓉副教授帶的班級擔任業界導師,並與
曾文瑞副教授合作三明治教學法,提供
三/四年級生業界實務的教育訓練及操

作機會。
二、以身作則推廣蔬食、資源回收、外食自
高歐國際
民國 68 年
備餐具,以求節能減碳。
程傳興
有限公司
造船系
三、88 水災後,為期數月假周末時間,前往災
總經理
區協助家園清理重建工作。
四、97 年~99 年間,為高雄市私立紅十字會
育幼中心募款建新大樓,並不定時探訪
育幼院,並受推選為該育幼院的董事。
五、遇四川地震、日本天災重大國際災害,帶
頭捐款、為災民祈福,並發動公司內部
募款。完成 SUN 主機、Sybase 資料庫、
光纖骨幹以及全局區域網路之建置；同
時規劃建置港灣、會計、公文、人事、
差勤、材料、郵件、網頁以及 Intranet
相關應用系統等。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0 年度傑出校友
照片

姓名

畢業年度

服務單位

系所

職稱

傑出事績

一、周船長從事海勤工作已約 28.5 年（含
之前益利及大統資歷），一步一腳印，
一路從三副升任至船長，學經歷相當豐
富，教導與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培育不
少優秀之新進船員。
二、對公司所交付之任務，無論是 ISPS(國
長榮海運
際船舶和港口設施安全法規)、ISM(國
民國 61 年
周東來
公司
際安全管理)等各項稽核作業、新造船
駕駛科
船長
接船、節省能源航行等事項，周船長均
能力求品質，不畏困難，戰戰競競，表
現優異，深獲肯定。
三、周船長不忘母校培育之恩，積極參與並
推動各項校友會活動，同時極力為母校
爭取航海、輪機科系實習名額，堪稱校
友典範。
一、1986 年獲得中華民國建築廣告【銀柱
獎】。
二、1987 年獲得中華民國建築銷售最佳【創
意金獅獎】。
三、1994 年獲得中華民國第十一屆建築【金
元味食品
獎】。
民國 65 年
公司
四、1996 年成立惠州泰元食品農牧有限公
柳述勇
輪機科 總經理(創
司，目前所產食品暢銷中國、馬來西亞、
始人)
美國、日本。
五、1996 年在惠州創建元味品牌連鎖食品
店，目前發展至廣東省、江西省、湖南
省共百家。
六、2010 年選為惠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惠
城東區台商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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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於 87 年漁業科，應屆插大考取國
立海洋大學漁業系。
二、89 年應屆推甄考取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
究所-海洋生物及漁業組碩士，並於 91
年取得台灣大學理學碩士學位，並隨即
考取博士班，就讀碩博士期間兼任漁業
署、國科會之學生研究助理，協助執行
漁業署及國科會研究計畫。
台北海洋
三、94-97 年受聘於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海洋
技術學院
民國 87 年
休閒觀光系兼任講師，及課程委員會委
江欣潔
海洋休閒
漁業科
員。
觀光系助
四、97 年取得國立台灣大學理學博士學位。
理教授
五、97-99 年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所-博士後研究員，期間執行國
科會研究計畫。
六、99 年擔任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並獲聘兼任研究發展處學術合作組組
長、學術審查委員。
七、99 年擔任台北市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友
會理事。
台灣赫伯
羅德
(HAPAG- 一、現任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理
民國 67 年
李新基
LLOYD)
事。
航海科
高雄分公 二、現任高雄市航海協會常務理事。
司營運部
經理
懷德保險
一、本校第八、九、十屆校友會理事。
代理公司
民國 67 年
二、本校航技系友會第一屆理事。
余銘輝
南區分公
航海科
三、本椁航技系友會第二、三屆常務理事。
司
四、本校航技系友會第四屆副理事長。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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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先生於 94-97 年任職於高雄縣政府期
間，主要業務為漁船筏檢查丈量，吳員
因主動協助漁民，戮力清查高雄縣轄內
漁船筏數量，並無懼油蟲威脅，因而間
接杜絕高雄縣轄內非法漁船流用事件，
頗受縣府及漁業署長官好評，並協助漁
業署規劃及辦理 96 年全國漁筏總清查
工作。
行政院農
二、於 98 年任職於漁業署期間，接辦農業
民國 82 年 業委員會
吳建勳
天然災害輔導業務，於莫拉克風災期
水產養殖科 漁業署
間，奉長官指示進屏東災區，協助災民
技正
清理災區有功，並持續辦理養殖漁業產
業輔導工作，協助災區養殖業復甦。
三、於 99 年接受漁業署長官指派，辦理全
國觀賞魚產業輔導工作，因工作努力且
充滿熱誠，受到相關產業團體配合，輔
導績效傑出，並於 99 年 10 月辦理 2010
年觀賞魚博覽會，成功展現全國觀賞魚
產業競爭力，獲農委會長官好評。

三商美邦
人壽保險
民國 83 年
柯怡如
股份有限
電訊工程科
公司
業務襄理

一、99 學年度技專院校評鑑，以校友身份協
助系上進行評鑑當日活動，使得評鑑活
動得以圓滿完成。
二、定期配合系上所舉辦之畢業校友經驗分
享座談會，與將畢業的學弟妹進行經驗
座談分享，經其經驗分享給學弟妹，以
供往後在職場就業或者升學的參考。
三、對於學校在校友系列之主題活動上，積
極且熱心的支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