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任委員簡歷 

林彬委員 

 

現職 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教授 

專長 
船舶航行安全、海難搜救、海上交通服務系

統 

經歷 
★長榮海運公司船長 

★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授 

學歷 英國普利茅斯大學博士 

吳東明委員 

 

現職 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教授 

專長 造船暨海洋工程、航海暨輪機工程 

經歷 

★歐盟國際工程技師(EUR ING, FEANI) 

★英國皇家工程技師(CEng, U.K.) 

★美國國家工程技師(PE, U.S.A.)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水動力實驗室研究員 

★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工程師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資訊服務計畫專案工

程師 

★考試院航海人員特考典試委員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委員 

★行政院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工程類

科評鑑委員 

★行政院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公費留考口試

委員 

學歷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造船暨海洋工程博士 

 



邱逢琛委員 

 

現職 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執行長 

專長 
流體力學、船舶運動與操縱、水下載具動力

學、水下技術 

經歷 

★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 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 

★IEEE/OES Taipei Chapter 會長 

★韓國釜山國立大學造船海洋工學科訪問

教授  

★台灣大學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系主任  

★日本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 客座研究

員  

★台灣大學造船工程學系副教授 

★台灣大學造船工程學系講師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船舶工學博士 

馬國鳳委員 

 

現職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暨地球物理研究所教

授兼地科中心主任 

專長 
地震海嘯、震源力學、地震地體 

構造 

經歷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 

學歷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 



徐月娟委員 

 

現職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所)兼任副教授 

專長 
大氣及海洋環境數值模式、海氣象監測及預

報、大氣科學、海洋物理 

經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監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評審委員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大氣科學

博士 

陳彥宏委員 

 

 

現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技術系副教授 

專長 

海事安全、海事保安、海難調查與鑑定、船

舶安全管理與認證、海事教育與訓練、航海

技術與模擬、國際運輸系統 

經歷 

★海下技術季刊 主編 (第 19卷 第 1期「海

洋事務」2009、第 20卷 第 1期「國土安

全－海洋科技之應用」2010) 

★澳大利亞海運學院國家港埠與航運中心

副教授兼中心副主任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委員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航海系操船模擬中心 

主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航海系海事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 

學歷 
英國威爾斯大學卡地夫學院海洋事務與國

際運輸學系博士 

 



宋燕輝委員 

 現職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專長 國際海洋法、海事安全、國家海洋政策 

經歷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

際事務處處長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 

★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委員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博士 

王冠雄委員 

 現職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長 國際海洋法、國際關係、南海問題 

經歷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 

★ 倫 敦 國 際 法 學 會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永續發展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法律系博士 

姜皇池委員 

 現職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專長 國際海洋法、國際公法、國際關係 

經歷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副教授 

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國際法法

學博士 

 

 



魏靜芬委員 

 

現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教授 

專長 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海洋環境保護法 

經歷 

★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教授 

★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德國慕尼黑大學國際法研究所訪問研究

員 

★國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

員會委員 

★臺灣海洋事務策進會理事長 

學歷 日本九州大學法學博士 

鄭明修委員 

 

現職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長 海洋生態學、河海生態保育、甲殼類動物學 

經歷 

★澎湖縣共生藻協會理事澎湖縣共生藻協

會第二、三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珊瑚礁學會第四、五屆理事長 

★海巡署教育訓練發展審查會第一屆委員 

★行政院永續會河海小組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法諮詢小

組委員 

★核能四廠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珊瑚礁學會常務理事台灣水產

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貝類學會理事 

學歷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 

 



劉秀美委員 

 

現職 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 

專長 海洋環境與污染、海洋微生物 

經歷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環保署生物branch約聘科學家 

★美國喬治亞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後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客座教授 

★日本大洋漁業公司研究開發部職員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農學系博士 

周秋隆委員 

 現職 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教授 

專長 
海洋事務、海洋污染偵測、分析化學、環境

資源及保育、海洋環境影響評估及永續指標 

經歷 

★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之創所所長兼

教授 

★加拿大聯邦政府漁業及海洋部高等專業研究

員 

★加拿大華人科技學會副會長 

★Canadian delegate to the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uncil [APEC] marin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round table meeting 

★Canadi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CES) 

on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statistical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oard member of the Asian Environmental 

Council 

★Invited Canadian delegate to the Democratic 

Pacific Assembly 

學歷 加拿大 DALHOUSIE大學分析化學博士 

 



葉毓蘭委員 

 

現職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副教授 

專長 
警察教育訓練、社區警政、政策評估、公共

政策 

經歷 

★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主任 

★圖書館兼世界警察博物館館長 

★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博士 

蘇彩足委員 

 

現職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專長 公共政策、財務行政、行政學 

經歷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卡納基美隆大學公共政策博士 

 



 

陳振文委員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專長 
船舶緊急醫療救護及內科、腎臟科、家庭醫

學科、安寧療護科等 

經歷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總住院

醫師、腎臟科主治醫師、家醫部社區醫學

科主任…等 

★台北榮民總醫院畢業後住院醫師社區訓

練計劃主持人 

★美國密蘇里大學內科部腎臟科醫師腹膜

透析研究室研究員 

★國立陽明大學家醫學科副教授兼任主

任、醫學院醫學教育改革委員會委員 

★國立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 

★市立關渡醫院副院長 

學歷 陽明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黃文吉委員 

 

現職 開南大學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教授 

專長 
港埠及物流規劃、商（漁）港規劃與管理、

公共建設規劃與管理、國土計畫、系統評估 

經歷 

★海洋大學教授（運籌管理研究中心召集人

及港埠與物流規劃研究室主持人） 

★立德大學城鄉與資產計劃學系、運籌與行

銷管理學系教授 

★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基隆市離島綜合建設促進會召集人 

★資源與環境保護服務基金會董事 

★ASCE/東亞運輸學會（EASTS）論文審查委

員 

★中華物流協會監事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研究委員會委員 

學歷 日本九州大學建設都市學科博士 



邱坤玄委員 

 

現職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長 
中美與兩岸關係、中共外交、國際關係理

論、東北亞問題 

經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美國陳香梅辦公室兼任助理 

★美國白宮公共關係室亞裔事務辦公室實

習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兼僑外室主

任 

★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中華歐亞基金會副執行長 

學歷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