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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海洋調查和探測技術概述

 Email: shih@mamr.gov.tw or spj10@ms35.hinet.net (施義哲)

 電話：0937-483035

 Line ID: yicheshih (Danny Shih)

 教室：水利系館4650

 時間：PM 14:10-17:00

 課程概述：

 21世紀是以海洋為發展重點的世紀，海洋資源的開發及利用、海洋環境的安全及保
護，已成為各沿海國經濟發展與科技競爭的重點。為因應新的情勢和新的挑戰，各
國皆投入海洋研究與發展海洋技術，爭取海洋競爭的契機與主導地位。國際海洋的
競爭實質上是海洋科技技術的競爭，是國家整體國力的競爭。面對國際日益複雜的
政經情勢，海洋的調查與探測技術，發展海洋科技技術，邁向海洋、走進海洋，建
設海洋國家已是我國的既定目標。本課程提供學生未來海洋技術發展策略研究，相
關的海洋規劃與計畫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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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一週：課程介紹；海洋調查和探測技術概述

 第二週：海洋探測新高科技的需求與發展

 第三週：主要海洋國家的海洋科技計畫與發展略(

美、加、歐盟)

 第四週：主要海洋國家的海洋科技計畫與發展略(

日本、韓國、新加坡)

 第五週：國外海洋科技技術發展-海洋環境監測技
術介紹

 第六週：國外海洋科技技術發展-海洋油氣與礦產
資源探勘

 第七週：國外海洋科技技術發展-海洋生物資源開
發利用技術

 第八週：國外海洋科技技術發展-無人載具技術開
發與應用

第九週：海洋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技術

第十週：特種船舶設計與建造技術

第十一週：我國海洋科技發展介紹

第十二週：海洋環境監測技術

第十三週：海洋環境監測技術與應用

第十四週：海岸地區環境遙測原理與應用

第十五週：學期報告及簡報

第十六週：學期報告及簡報

第十七週：我國海洋科技計畫的趨勢介紹與分析

第十八週：我國海洋科技計畫的趨勢發展與未來



評量方式

學期表現 25 %

課堂出席 35 %

學期報告+簡報+簡報提問 40 %



授課資料

海洋探索期刊文章
 國家海洋研究院致力於海洋政策、資源、文化、科學、產業、工程跨學科領域之學術研究，以「整合國家海

洋研究量能、開拓海洋研究視野」為辦刊宗旨，爰發行專業期刊「海洋探索」，英文名稱為Marine 
Research。於109年發行試刊號。

本期刊可於官網首頁【主題網站】超連結期刊專屬網站，每篇文章可至期刊專屬網站瀏覽下載，並同步於華
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及HyRead ebook服務平台同時登載《海洋探索》期刊全文，以開放存取（
Open Access）方式供讀者免費閱讀下載。

 http://marres.namr.gov.tw/

http://marres.namr.gov.tw/
https://reurl.cc/mGdp0j
https://reurl.cc/Opb6zD
http://marres.namr.gov.tw/


Ocean White Papers

各國白皮書與聯合國秘書長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



2020 海洋政策白皮書

第柒章海洋科研與技術發展

第一節整合海洋科研資訊

第二節完善海洋基礎調查

第三節引領海洋產業升級
 https://www.oac.gov.tw/ch/home.jsp?id=232&parentpath=0,2

https://www.oac.gov.tw/ch/home.jsp?id=232&parentpath=0,2


國家海洋研究院同仁們講座 (題目暫定)

姓名：余采倫博士
日期：3/2 

預計講授時數：2.5小時
講授主題：海洋化學調查技術與應用

姓名：王博賢博士
日期：3/16 

預計講授時數：2.5小時
講授主題：海洋生地化調查技術與應用



姓名：賴堅戊博士
日期：3/23  

預計講授時數：2.5小時
講授主題：海洋雷達遙測及其產出應用

姓名：陳麗雯博士
日期：4/13  

預計講授時數：2.5小時
講授主題：海洋地質地物探勘應用

姓名：傅科憲博士
日期：X/X 

預計講授時數：2.5小時
講授主題：海洋物理現場觀測技術與應用



自主開發與建立海洋觀
測、數值模擬之數位孿
生技術(Digital Twin)

國家海洋研究院研究團隊能量

水文模擬團隊 地形底質團隊 資料庫團隊 生態調查團隊

全面普查並發展資料分
析技術應用於海底構造
演化與海底資源探勘之
研究

自主維運海洋資料中心及
全國海洋資料庫，海洋資
料品管及分析100%

精進環境變遷與人為活動
對海洋生物影響之研究、
提供水質分析技術及諮詢

洋流能團隊

建置深層海水科技研發
平台，有效銜接至下游
的產業應用，提升產品
價值

深層水團隊

研發防蝕技術、建置海
洋能示範電廠及國際海
洋能測試場，將海洋綠
能關鍵技術本土化

船模團隊 海政文化團隊 海洋人培團隊

自主進行船模各項試驗
，建立試驗與實海測試
關連數據庫，強化研發
專業人才

以SDG為基礎，發展海
洋政策及文化資產庫整
合應用、研究及公眾參
與海洋永續發展機制

完善海洋產業、海
洋執法、海洋保育
專業技術人力之訓
練與發證





飼料

養殖環境情況

沉積物

沉積物中的氧氣被消耗殆盡，產生缺氧
條件，進而沉積物動物群消失



箱網下底泥沉積狀況圖

環境監測

箱網下底泥沉積狀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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