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初審通過名單 

海運暨管理學院 (共通過 25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A-1 陳永爲 輪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平面聲源陣列聲場輻射探討與研究 

A-2 盧華安 航運管理學系 研究類 航空公司班表設計對機場資源需求之研究~以登機門及報到櫃台為例 

A-3 林瑞國 輪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船舶柴油機排煙脫硫器內部流場之研究 

A-4 王慧茹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類 員工建言行為：東西方員工的觀點 

A-5 何曉緯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類 探究 ESG評比與公司經營績效之相關性 ─ 以臺灣航運產業為例 

A-6 黃國銘 輪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微小型複合式發電模組於海堤及船舶之輔助應用 

A-7 吳繼虹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大學生對機車依賴程度之研究 

A-8 古忠傑 輪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非線性隨機系統之靜態輸出控制 

A-9 黃燦煌 運輸科學系 產學交流類 物流條碼 GS1標準於醫療產業未來推廣與應用問題之研究 

A-10 黃聖騰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港口改善與品質機能展開法之運用 

A-11 王榮昌 輪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臺灣離岸風力發電機風場環境之氣候影響 

A-12 翁順泰 商船學系 研究類 海上自主船舶趨勢與對海員的影響 

A-13 賴淑妙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類 台灣企業拼淨零碳排的決定因素與實質影響 

A-14 曾柏興 航運管理學系 產學交流類 我國國籍船員性別屬性差異分析之探討 

A-15 楊明峯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疫苗的存貨與發放管理 

A-16 蘇健民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利用深度學習演算法進行 GNSS衛星異常偵測 



A-17 高聖龍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卡爾曼濾波器用於玉山立方衛星的軌道估測 

A-18 蔡順峯 輪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貨櫃與散裝船航行中與波浪交互作用之研究 

A-19 薛朝光 商船學系 實作類 運用 AIS大數據分析探討基隆港大型郵輪進港之操航行為特性 

A-20 陳俊隆 輪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氣體感應器結合無人載具之應用 

A-21 黃俊誠 商船學系 研究類 我國船員職場友善工作環境研究 

A-22 曾維國 商船學系 研究類 大型貨櫃船貨損原因分析 

A-23 郭俊良 商船學系 研究類 與世隔絕的我們: Covid-19疫情造成商船船員長期無法下地的影響 

A-24 劉中平 商船學系 產學交流類 建立臺灣商港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評核指標與查核機制 

A-25 桑國忠 運輸科學系 研究類 海運快遞業者關鍵物流能力之研究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共通過 6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B-1 楊智傑 海洋環境資訊系 實作類 以線性淺水波模式探討地震延時對海嘯生成特性影響之基礎 

B-2 張英如 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究類 溢油環境之生物修復系統 

B-3 邱永嘉 地球科學研究所 實作類 應用鹽水示蹤劑搭配地電阻量測法探討高山河川與地下水之交互作用 

B-4 蘇楠傑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研究類 以機器學習法建構臺灣沿近海經濟魚種漁況預報模式 

B-5 姜智文 地球科學研究所 產學交流類 地球物理探勘技術之應用  

B-6 黃世任 海洋環境資訊系 實作類 利用衛星資料觀察澳洲森林火災及其復原狀況 

 

  



生命科學院 (共通過 23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C-1 鄒文雄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研究類 以總體基因體學分析基隆八斗子漁港海水的微生物群 

C-2 許富銀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研究類 製備鈦酸鍶/海藻多醣複合支架及其生醫應用 

C-3 張君如 食品科學系 實作類 
探討高壓加工輔助酵素製備蜆肉水解物之最適化條件並評估其應用於肌少

症之潛力 

C-4 廖柏凱 水產養殖學系 實作類 人工智慧水產品品質檢測裝置 

C-5 張祐維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低度利用金棗渣製成喉糖及分析其活性成分 

C-6 黃章文 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類 建立水產生物微量樣本基因組 DNA萃取 

C-7 林士超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類 以生物碳粒子作為抑制人類冠狀病毒感染之先驅抗病毒藥物 

C-8 黃崇雄 食品科學系 實作類 
燕麥奶希臘式優格之製作及其於小鼠模式中調節免疫調節與腸道菌叢之功

效評估 

C-9 李柏蒼 水產養殖學系 實作類 蘇氏海木耳水萃物對白蝦血球細胞的免疫激活與調控 

C-10 呂健宏 海洋生物研究所 研究類 
點帶石斑魚 (Epinephelus coioides) CC趨化素 EcSCYA103的生物活性和相

關免疫功能之鑑定 

C-11 徐德華 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類 台灣蟬蟹的飼養試驗及粒線體基因組全序列定序 

C-12 吳貫忠 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類 海洋酸化對萊氏擬烏賊 Fem-1、性別分化與性別轉變之影響探討 

C-13 陳冠文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高壓輔助發酵鮭魚副產物之水解物對 HMG-CoA reductase 和 ACE 抑制

能力的影響 

C-14 張凱奇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類 
Synthesis of pillararenes and application of hybridization with metal 

nanoparticles via host–guest interactions 

C-15 林詠凱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實作類 四維列印蛋白質複合膠體最適參數及樂齡食品應用性探討 

C-16 黃意真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溫感型石蓴多醣凝膠的開發及性質研究 



C-17 林泓廷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可溶性石蓴多醣微針攜帶海葡萄萃取物之製備及性質評估 

C-18 蔡震壽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基隆山藥的乳化與增稠特性之研究 

C-19 宋文杰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添加乾燥後磨成粉之水果皮和蝦殼對鬆餅品質之影響 

C-20 李孟洲 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類 
發展新穎組織切片與螢光染色技術檢測塑膠微粒及市售牡蠣塑膠微粒污染

調查 

C-21 蔡敏郎 食品科學系 研究類 微生物法製備幾丁質的發酵液應用及不同溶劑所製備的幾丁質薄膜之特性 

C-22 潘彥儒 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類 用 AI影像辨識計算一種橈足類並統計其大小及數量 

C-23 許淳茹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研究類 
斑馬魚與克雷白氏肺炎桿菌:天然化合物應用於斑馬魚中克雷白氏肺炎桿

菌臨床抗藥性株治療之潛力 

 

 

 

電機資訊學院 (共通過 32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D-1 鄭于珊 電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數位控制鋰離子電池充電機製作 

D-2 陳永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實作類 中熵合金氮化物硬膜共濺鍍堆疊機制 

D-3 梁元彰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實作類 低成本奈米氧化物光陽極片製程開發與製作 

D-4 蔡宇軒 資訊工程學系 實作類 ai帶你走進動畫世界 

D-5 陳志榮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手機變壓器實作 

D-6 嚴茂旭 資訊工程學系 實作類 RISC-V核心架構設計 

D-7 鄭智湧 電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基於視覺影像之智慧便攜可拆式輪椅驅動模組 

D-8 謝易錚 電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基於深度學習之自駕車影像品質增強應用於陰雨環境 

D-9 李丕耀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實作類 以非晶質合金為負極材料之新型鈕扣狀鋰電池製做研究 



D-10 曾敬翔 電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多天線符元偵測之定、浮點數演算法比較 

D-11 開物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研究類 鋁化改質對 CoFe與 CoNi二元合金抗氧化行為之研究 

D-12 趙志民 資訊工程學系 研究類 CSI室內定位技術之研究與應用 

D-13 黃智賢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實作類 常壓大氣電漿應用於鍍膜之探討 

D-14 王榮華 電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AR於智慧海洋之應用－水下生物互動體驗 APP之實作 

D-15 李東霖 電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使用單鏡頭熱成像之船舶航行測距演算模組 

D-16 張忠誠 電機工程學系 實作類 影像辨識應用在無人載具 

D-17 張欽圳 資訊工程學系 實作類 利用擴增實境與機器視覺手部追蹤實作虛擬樂器體感操作 

D-18 林修國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長距離低功耗數據傳輸技術 LoRa (Long Range)實際數據測試與韌體改善 

研究 

D-19 李啟民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研究類 B5G/6G無線通訊通道特性及多工技術分析 

D-20 盧晃瑩 電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多輸入多輸出系統下經特殊排列的 QR分解在接收解碼上的研究與模擬 

D-21 馬尚彬 資訊工程學系 實作類 程式麻瓜的私人家教 - 專為自學者設計的資料整合聊天機器人 

D-22 王和盛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研究類 量子計算在機器學習演算法之應用 

D-23 吳家琪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研究類 非正交多重接續方法(NOMA)之 SCMA與 PDMA的比較和關聯 

D-24 吳宗達 電機工程學系 研究類 波導管雙工器之設計與分析 

D-25 張麗娜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利用 FPGA研製 5G NR調變訊號傳收與接收系統 

D-26 卓大靖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使用 5G NR規格 PSS和 SSS訊號實現基地台編號辨識 

D-27 鍾耀梁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基於深度學習架構之車輛行駛安全警告系統 

D-28 葉春超 資訊工程學系 實作類 改善學校之教學務行政系統 

D-29 梁興弛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研究類 週期性脈衝激發下被動式 Q開關固態雷射魔梯現象之研究 

D-30 藍文浩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使用 3GPP 5G規格參考訊號實作下行同步之方位辨識 

D-31 邱智煇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實作類 NB-IOT系統在 5G與 LTE上下行共享通道訊號傳通率(Throughput)模擬 

D-32 林泰源 光電暨材料科技學系 產學交流類 具延展性之金屬氧化物材料(Stretchable Metal-oxide materials )之開發 



工學院 (共通過 24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E-1 林鼎傑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感潮河口處之潮汐水動力特性及其不對稱現象 

E-2 關百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潔能發電—水共振之波浪能源發電 

E-3 葉為忠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石材淤泥再利用之評估 

E-4 張建智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廢沸石觸媒再利用之評估 

E-5 范佳銘 河海工程學系 研究類 水工混凝土抗磨損性能之研究 

E-6 蘇恆毅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研究類 以機器學習方法為基礎預測與分析鋰離子電池之能量狀態 

E-7 陳泰安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碳封存技術運用於混凝土之性質分析 

E-8 高瑞祥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高速艇螺槳設計工具程式開發 

E-9 張文桐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實作類 
以 Delta 三角機器人進行二維輪廓尺寸精度之自動化影像量測：硬軟體整

合架構規劃與可行性測試 

E-10 簡連貴 河海工程學系 研究類 氣候變遷下海岸地區災害風險評估與管理 

E-11 許維倫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波浪能發電 

E-12 楊仲家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水泥基質材料生物相容性試驗 

E-13 翁維珠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利用雙遙控船進行水面垃圾蒐集實作 

E-14 陳正宗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土壤粒徑篩分析談 Fourier 級數分析頻率與波數內涵 

E-15 郭世榮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混凝土平衡酒架 

E-16 溫博浚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實作類 無人船之環境監控研究 

E-17 余興政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小型自主綠電之自動輔助駕駛船開發 

E-18 周昭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實作類 熔融沉積成型之雙材料列印技術開發 

E-19 蘇元風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利用衛星遙測探討高山積雪融化與海平面上升的關係 

E-20 周一志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旋轉質量式波浪能轉換器的設計與實作 



E-21 李耀輝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小型遙控式水下無人載具 

E-22 辛敬業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實作類 設計與實作一可結合浮式風力發電機的振盪水柱式波浪能轉換器 

E-23 蕭松山 河海工程學系 實作類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於港灣構造物消波工檢測之研究 

E-24 李基毓 海洋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實作類 實驗室尺度 3D波浪動態量測與建模實做 

 

 

 

人文社會科學院 (共通過 3件) 

編號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學系 申請類別 計畫題目 

F-1 嚴佳代 教育研究所 實作類 透明魚體驗融入食魚教育之體驗課程教案開發 

F-2 張芝萱 教育研究所 實作類 魚你共學-與和平島平寮社區的教育創生計畫 

F-3 王彙喬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產學交流類 休閒娛樂漁船如何有效轉型並兼顧生計-以玉龍捌號漁船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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