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2 年度傑出校友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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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系所

職稱

傑出事績
一、促進國際交流-自民國 85 年起
迄今-擔任台灣區遠洋鮪延繩
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理
事、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人
等職務，推動我國與國際間交
流。
二、大愛救災-民國 98 年-莫拉克
風災重創台灣，熱心投身公
益，捐錢出力，更號召同業將

江忠鴻

個人的小愛化身為大愛，投入
大愛村之建設。
三、義行可風-民國 100 年協助遭
民國 69 年 裕億祥漁業公司
海盜挾持一年多的泰源 227 號
水產製造科
董事長
漁船從海盜手中脫險，但該船
公司早已倒閉，無力支付後續
船隻脫險進港後與船員遣送之
費用。江董事長隨即聯絡斯里
蘭卡之代理商，允諾支付泰源
227 號之進港所有費用，並先
墊匯 3 萬美金給代理商運用；
後由鮪魚公會謝文榮理事長親
頒義行可風之獎匾。
四、熱心公益文教：捐贈本校春陽獎
學金，並號召本校校友及外界
捐款事宜。

在學術機構教育醫事專業人才，
並不斷充實自我，當餘有空
間時，更積極參與各種國內
外服務工作。舉列如下:
一、學術研究卓越，除個人於
SCI 國際期刊發表論文成績
民國 72 年
臺北醫學大學
林俊茂
亮麗，於著名學術機構發展
水產製造科 教授兼副研發長
獲得肯定，肩負研究推動重
責。並對於醫事人才之教育
竭盡所能，戮力以赴，作育
英才。
二、協助國家政策制定與執行，
以專家身分參與專利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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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草擬。自 82 年起擔任智慧
財產局專利審查委員，協助
國家專利案之審查。
三、協助國家舉薦發明創作人
才，多年來擔任國家發明
獎、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競賽之評審，舉薦之發
明作品皆獲認同。
四、擔任 SCI 國際期刊之編輯委
員工作(J Food Drug
Analysis)，及各種國際期刊
之文章審查工作，舉薦優良
的研究成果。
五、協助本國研究成果產業化商
品對國外的拓銷工作，配合
外貿協會，曾獲邀以團長身
分率團拓銷本國之牙科材料
至歐洲市場。 推動研究成果
產業化之產學合作工作，讓
研究成果不只是論文，進一
步加值成福利國民的產業。
一、77~93 年擔任今日儀器企畫
及國外部經理期間 至歐美國
家為台灣儀器界引進多達
300 種以上先進科技產品，
為此領域之先驅
二、著作:國家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儀器總攬「總有機碳分析
今日儀器股份有
儀」
、
「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
民國 71 年
蕭逸群
限公司
室出版量測資訊」
、「黏度量
水產製造科
副總/兼董事
測概論」
、
「ELGA Corp.純水
概論中文版」
。
三、民國 93 年捐贈母校包含超高
速離心機 大型高溫爐等近
50 項分析科學儀器設備。
四、94~102 年於美商艾默生電氣
公司任職為亞洲區唯一台灣
籍主管亞洲區域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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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9 年贊助母校陶壁案、100
年贊助母校「海洋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經費」
、「101 年
贊助母校全校性發展經費」
等。
六、102 年由今日儀器董事會聘
副總經理及常務董事一職。

吳怡達

民國 84 年
航海科

一、任職長榮海運海員課助理副
課長期間，吳先生本著於回
饋母校教育之恩及為海運業
培養新一代海運人才，為維
護母校航輪科系學弟/妹每年
皆有上船實習機會，每年積
極向公司本課主管極力爭取
航海、輪機科系實習生名額
以提供高海學弟、妹上船實
習機會，並與校外實習組長
蔣克雄老師保持密切聯絡，
隨時掌握航輪實習生動態，
以盡一份校友之心力。
長榮國際公司 二、任職長榮海運海員課助理副
助理副課長
課長期間，負責新進船員應
徵與輪機船員調派業務，為
提高母校畢業生就業機會，
招募了 49 位母校校友進長榮
海運公司擔任新進管輪職
務。
三、任職台北市校友會總幹事期
間，參與 2011 年母校厚生樓
陶壁募款捐贈計劃及每年配
合母校辦理學業、清寒獎助
學金不遺餘力。
四、於 98 年 2 月 21 日於首都台
北市成立高海科大校友會並
擔任第一屆副總幹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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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第三屆台北市高海科大
校友會總幹事期間，積極籌
劃參與台北市校友會各項會
務工作，並擔任高海科大總
會台北市發起人之一，高海
科大校友總會成立後擔任副
秘書長期間，對校友會與總
會業務推展，不遺餘力，值
得嘉許。
一、自校畢業後，秉持在校所學，運
用在工作並努力向上，多方吸
取經驗充實自己，多次通過國
家嚴格考試，現為高雄港引水
民國 76 年 高雄港引水公會
人，一份肩負起航安、港安、國
劉正義
航海科
引水人
安的工作，圍護船東、港口、國
家的利益，是個人責任與榮耀
的極大化。
二、平時熱心公益，參與活動，現為
航海協會監事。
一、現任岡山魚市場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為漁業界貢獻所
學，積極整頓魚市場攤販亂
象交通問題，改善魚市場環
境衛生品質；加強進場魚貨
藥物殘留檢驗工作，不斷改
善魚市場拍賣制度；推動老
舊魚市場遷建，提升市場機
民國 100 年 岡山魚市場股份
能。
黃俊順 漁業生產與
有限公司
二、當選本校漁業生產管理系系
管理所
總經理
友會第五屆理事、本校第十
一屆校友會監事、本校校友
總會第一屆會員代表，服務
校友，協助會務推動。
三、擔任社團法大高雄生命線協
會第七屆理事，協助 1995 自
殺預防、生命教育、安全性
教育及毒品危害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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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社區及廟宇舉辦在地文
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蔡玉志

一、深具愛心，投資馬來西亞期
間大量雇用貧困僑胞及困苦
馬來人，並以高薪雇用之，
潤茂興業有限公
頗獲當局及華人肯定、認
民國 70 年
司總經理
同。
航海科
潤邦企業(股)有 二、曾任台商會理事，屬台商至
限公司顧問
馬來西亞最早投資者，目前
有三間工廠，約 2500 員工，
公司規模及資本額，為馬來
西亞木材業最大投資公司。

林瑞欽

一、考取甲種船長證照。
二、曾於 APL 美國總統輪船服務
22 年，時任港區經理，現任
中國貨櫃臺中分公司副總經
理。

民國 62 年
駕駛科

中國貨櫃
副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