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98 年度傑出校友
照片

姓名

徐吉田

畢業年度

服務單位

系所

職稱

傑出事績

一、83 年(29 歲)榮獲震旦行股份有限公
司 最佳幕僚人員獎。
二、86 年(31 歲)擔任高士服飾連鎖店 經
營管理顧問群 主持人。 (當時高士
服飾連鎖店全國擁有 85 家門市及百
貨專櫃)
三、88 年(34 歲)創立漫畫國度(漫畫王
國)連鎖店，兩年成立 12 家店。 打
民國 75 年 力暘國際企
敗全國第一品牌南台灣店數及營業
造船工程 業有限公司
額，成為台中以南第一品牌
科
總經理
四、93 年(39 歲)獲選 亞太漫畫協會第
二屆理事 (任期 9 三、5-9 五、4)。
五、95 年(41 歲)、97 年(43 歲) 獲選 國
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校友會第八、
第九屆理事。
六、｢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統計至 98
年 6 月，徐吉田碩士論文被引用 16
次。
一、目前擔任長龍貿易公司董事長。
二、本公司通過 ISO-22000-95 認證(目

胡秀龍

前僅有兩家公司通過此項認證，另
一家為統一飼料公司)。
三、98 年穫選社團法人高雄縣生命線協
會常務理事。
長龍貿易有 四、飼料公會理事。
民國 67 年
限公司 五、扶輪社理事及職業主委。
漁撈科
董事長 六、97 年獲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
友會常務理事。
七、93 年獲選高雄市海洋漁業推廣協會
理事長。
八、91 年擔任國立岡山高級中學家長會
副會長。
九、84 年擔任前鋒國小學生家長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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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擔任台塑海運工務副處長。
二、98 年獲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北
區校友會理事。
三、96 年獲選船舶輪機機械工程學會理
事職務。
四、96 年獲允公司升遷為工務處副處長
之職務，負責公司工務處及船上所
有業務。
五、由於海上服務優異，經公司挑選調岸
回總公司上班，任職駐埠輪機長職
務。
六、77 年進入台塑海運服務，由於服務

劉茂春

民國 63 年
輪機科

表現良好，經過公司篩選甄試以優
異成績通過新船監造職務，參與新
台塑海運
船監皂與公司另一主管前往日本監
副處長
造，陸續監造 9 艘新船，並接任新
船輪機長之職務。
七、75 年以優異成績考取海洋大學第一
屆輪機工程技術系，並以班上第二
名優異成績畢業。
八、74 年以優異成績考取輪機長職級，
為班上第一位考取。
九、68 年進入基業海運公司任職三管輪
服務於明星輪(Lucid Star)，航行
主機故障，奉輪機長指示命令率領
大管輪等人修理主機及調整燃油凸
輪噴油定時，讓主機恢復正常航行，
獲得台北公司肯定與日本昭和海運
表揚，並對高雄海專學校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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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0 年因表現優異經公司挑選，奉派
長榮英國公司主管歐洲運輸方面業
務，直至 94 年調回台北總公司運航
部擔任部門主管至今。
二、於 95-97 年在國立海洋大學商船研
究所進修，碩士論文以如何使用貨
櫃安全裝置以減少貨物被竊，進而
有效防堵國際恐怖份子使用貨櫃進
行犯案為文，頗受業界與安全單位
之重視。
三、薛先生所負責之業務無論國內、國外
公司皆與貨櫃運輸有極大關聯性，

薛安國

長榮海運公
民國 62 年
司
駕駛科 運航部副協
理

貨櫃運輸進出口業務可以視為國內
經濟景氣好壞與否的指標；長榮海
運世界船公司排名第四名，亞洲亦
是屬一屬二船公司；在總公司任職
期間，主要業務掌控長榮海運船期
準確性，讓國內進出口貨櫃能準時
依計劃完成，並對高雄港在國際港
口排名競爭能往前更上一層樓有正
面的效果。
四、87 年經公司挑選，調回台北總公司
企劃室主管聯營業務。
五、由於表現優異榮獲上級主管青睞及
栽培成為長榮海運未來管理階層主
管，於 81~85 年服務期間，調派企
劃室主管船期與船隊規劃事宜、日
本長榮分公司、長榮海運經營品質
室擔任課長一職、青島長榮集箱裝
公司擔任首任 合資公 司總經理一
職，主要管理青島碼頭與內陸運輸
相關之業務，並履創佳績。
六、77 年因表現優異經公司挑選調岸服
務，於台北總公司運務課擔任駐埠
船長，主要安排船舶裝卸貨事宜。
七、64 年退役後進入長榮海運公司之貨
櫃船服務，於 73 年升任船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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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擔任嘉新航運股份有限公司船
長。
二、98 年 4 月 3 日嘉新一號輪完成國輪
首航張家港裝載之任務。
三、98 年 3 月嘉新一號輪於舟山南洋船
廠完成塢修工程。
四、96 年 3 月嘉新一號輪於菲律 賓
Batangas 船廠完成塢修工程。
嘉新航運股
民國 79 年
五、94 年 9 月行運輪於新加波 Jorong 船
份有限公司
航海科
廠、95 年 2 月力運輪及 95 年 8 月勤
船長
運輪於泰國 Unithai 船廠，連續三
船順利完成塢修工程。
六 、 93 年 9 月 康 運輪 於 新 加 波 St.
Marine 船廠順利完成塢修工程。
七、93 年擔任嘉新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中
油船隊船副。
八、91 年擔任信福航業大副。
九、89 年擔任高雄中船總廠修船工程師。
一、目前擔任高雄市體育會理事。
二、獲選中華民國第八屆十大傑出農村

陳有慶

青年。
三、曾任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
會委員。
四、曾任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監察人、董
行政院衛生
事。
民國 92 年
署
五、曾任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
漁業系 健保監理委
練協會諮詢委員。
員
六、曾任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
七、曾任高雄市海洋漁業推廣協會常務
理事。
八、曾任高雄市海洋漁業推廣協會常務
理事。
九、曾任救國團旗津團務委員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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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勝三

畢業年度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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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航空貨
民國 94 年 運代理股份
航運管理 有限公司
暨研究所 副董事長兼
總經理

傑出事績
一、目前擔任三陽航空貨運代理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暨總經理。
二、98 年受聘於本校航運管理系暨研究
所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兼任講師。
三、多年來持續協助本校學生之就業與
實習，並協助本校碩士在職專班之
招生與宣導。
四、大力支持本校各類善款之捐贈。
五、94 年畢業於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暨研究所在職專班。
六、曾任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
七、曾任高雄市商業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