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99 年度傑出校友
照片

姓名

吳柔鋒

畢業年度

服務單位

系所

職稱

傑出事績

一、民國 87.88 年分別考取考試院保險專業經
紀人之人生及財產兩張專業證照。
理柏國際 二、95 年加入本校校友會擔任理事學習會費
民國 67 年
股份公司
運作及略盡校友之責任。
漁撈科
處經理 三、97 年獲獅子會世界國際總會頒發傑出會
長獎及 300E .區頒發特等釣獅獎。
四、98 年擔任本校魚管系系友會理事長。

一、68 年榮獲高雄市音樂比賽(教育局主辦)
成人個人組古箏獨奏第一名。
二、68 年榮獲全國音樂比賽(教育局主辦)成
人個人組古箏獨奏第一名。
三、70 年應國樂學會聘參加"港台名家"聯合

林國棟

演奏會。
四、70 年著作;古爭曲集(樂府出版社●登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1974 號)
民國 93 年 高雄箏樂
五、79 年率領高雄市港都箏樂團 全國巡迴演
航技系
團團長
出(台北、高雄、台東、嘉義、屏東)
六、83 年參加"兩岸國樂交響化研討會"發表
論文。
七、95 年獲選本校第八屆校友會常務理事。
八、97 年獲選本校第九屆常務監事。
九、98 年以貴賓身分應聘參加"北京國際古箏
音樂節"。
十、99 年獲選本校第九屆常務監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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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 69 年班漁撈科。
二、民國 70 年至民國 76 年在遠洋漁船工作，
擔任漁航員約五年時間，持有遠洋漁船
長執照。
三、76 年至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技術系就
讀，以全班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航海人
員船副考試及格。
四、77 年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聘任技士，
擔任國科會海洋物理、化學、地質、漁業
海洋科學研究工作。
五、79 年參加全國公務人員交通技術航海科
高等考試及格，派交通部基隆港務局高

張朝陽

員級技士，監管船員、引水人、船舶進出
港、海事調查、評議等業務。
交通部基
六、81 年至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
民國 69 年 隆港務局
所就讀，在考試錄取人員中，唯一為非法
漁業科 副長級技
律系畢業學生，
正
七、85 年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
八、88 年擔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技術系
系友會會長。
九、91 年擔任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港口國管制
官(PSC)。
十、95 年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油污
染防治執法研習」代表交通部至美國研
習。
十一、95 年升任交通部基隆港務局副長級技
正。
十二、98 年擔任台北市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
友會副理事長。
十三、98 年擔任台北市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
友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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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於國立高雄海專 76 年班航海科。
二、民國 76 年長榮海運公司之貨櫃船服務，
於 82 年升任船長一職；
三、79-81 年在國立海洋大學航運技術研究所
進修，希望藉此能在學術上不斷得到新
知，能與自己工作經驗相互印證，並希望
藉此多認識海運與學術業界先進，為航
運界略進薄力。
四、由於在職期間表現優異，榮獲考試院選聘

方信雄

基隆港引
專技人員特考命題暨閱卷委員。
水人辦事 五、由於在職期間表現優異，榮獲交通部基隆
民國 76 年
處
港務局於 98-99 年選聘海事評議委員。
航海科
副主任引 六、參與研究計劃項目:
水人 (一)80-81 年受國科會之委託以執行人身份
參與冷凍貨物海上運送之研究。
(二)89-90 年受高雄港務局之委託以研究員
之身份參與高雄港水域航路錨區及船舶
航行規則研究。
(三)90-93 年受交通部之委託以研究員之身
份參與研訂海上交通安全法必要性之研
究。
(四)93 年受交通部運研所之委託以研究員之
身份參與台北港海域安全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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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於省立高雄海專 62 年班駕駛科。
二、民國 64 年退役後進入海運公司任職貨櫃
船三副，於民國 76 年升任長榮海運船長
一職；
三、由於表現優異於 73 年經公司挑選調岸服
務；
四、先在基隆港東 10 碼頭貨櫃場擔任駐埠船
長乙職，主要安排船舶裝卸貨事宜；
五、由於表現優異榮獲上級主管青睞及栽培

長榮海運
高滋農

民國 62 年 股份有限
航海科
公司
課長

成為長榮海運未來管理階層主管，於民
國 74 年服務期間，調派巴拿馬 CRISTOBAL
港協助港務局建造貨櫃碼頭；民國 86 年
調派沙烏地阿拉伯吉達港代表；民國 94
年調派日本長榮分公司擔任運務部門工
作，並履創佳績；
六、由於表現優異民國 96 年經公司挑選，調
回台北總公司業務本部 租船部門任職
服務，主管集團內租船相關業務業務至
今；
七、於 94-98 年在國立海洋大學商船研究所進
修，希望藉此能在學術上不斷得到新知，
能與自己工作經驗相互印證，並希望藉
此多認識海運與學術業界先進，為航運
界略進薄力。
八、民國 88 年以榜首姿態錄取基隆港引水人
服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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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7 年創立開元報關行，開元報關股份
有限公司，中科開元報關股份有限公司
陸續成立。
二、1988 年先業界使用 CBS 電腦報關作業系
統，獲頒海關績優報關行表揚。
三、1997 年協助台中港與\美國西雅圖港締結
為姊妹港，獲台中港務局表揚。
開元報關
四、1998 年榮聘為台中市市政顧問。
民國 61 年 股份有限
五、2000 年協助西雅圖 TACOMA 市與台中市締
水產製造系
公司
結為姊妹市，獲頒台中市政府表揚。
董事長
六、2006 年榮聘為台中縣報關公會顧問。
七、2007 年獲頒財政部『開立統一發票績優
營業公司』:蟬聯國貿局「便捷網 e 網」
績優廠商。
八、2009 年榮聘台中市商業總會首席顧問。
九、2009 年鼎立協助成立台中市高海科大中
區校友分會。

王再福

一、95 年 11 月高雄市年度績優公會獎(高雄
市魚輪商業同業公會)。
二、96 年 12 月獲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企業服務志工)全國服務績優獎。
興裕漁業
民國 98 年
三、87 年獲高雄市第 12 屆伏羲獎，當選十大
股份有限
漁管系暨研
傑出魚民。
公司
究所
四、77 年～95 年所屬漁船億樺(11、12 號)、
董事長
興裕(11、12)多次榮獲高雄市政府及區
漁會績優及漁業增產競賽前三名。
五、98 年 7 月當選 98 年度全國模範漁民，榮
獲總統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