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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約佔地球表面積的 70%，在交通運輸、資源開發、氣候變遷、生態

平衡等方面，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更是地球永續發展的憑藉。臺灣四面

環海，每一位國民的生活都與海洋息息相關。教育部有感於海洋教育的重要

性，特別在 2007 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並配合海洋教育現況於

2017年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修訂版，建立臺灣推動海洋教育的體系，

以期提升全民海洋意識及促進海洋領域產官學研之間的合作。

本中心配合教育部國家海洋教育政策發展，致力於海洋人力培育工作，

希望能夠幫助學生適性發展，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專業能力及多元實力的優質

海洋專業人士，以期進一步提升臺灣海洋產業的發展。

本手冊內容除了繪出海洋教育職業發展模型，還包括大專院校產業相關

科系分類介紹、升學進路方向與就業介紹，提供教師及家長可運用多元方式

輔導學生，亦提供學生規劃生涯發展時更多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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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類科
培養優秀的現代商船航行員，使其能執行航行當值、貨物裝卸、船舶維

護及船員管理等任務，並要求其專業技能符合世界標準。成為優秀之船舶導

航技術、港埠管理、海運管理、物流等專業技術人才，以結合產業用人需求。

亦可作為相關之航技教育訓練與研究人才、航運公司及海上運輸相關企業之

經理人才。

• 操作級與管理級航海人員，如商船船

副、大副、船長、引水人及航運公司

高階主管。

• 國際燈塔協會、驗船協會。

• 產物保險、貨物承攬業、船舶租傭等。

• 各大航運公司及電子導航相關產業。

• 航運、產物保險、貨物承攬業、船舶

租傭等相關公司之高階主管。

• 航技教育訓練與研究人員。

• 交通部航港局、環保署、海巡署、海

軍。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研究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航海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管理學群 - 運輸物流管理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海事群

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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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類科
輪機工程以動力系統操作、管理、維修及現代動力科技新知的專業技術，

成為發展航運重要支柱。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環保與節能減碳觀

念，已由學界的呼籲到政府的重視，更進一步是產業落實，輪機工程也以其

能源轉換及應用技術為基礎，投入相關能源與環保專業知識，朝綠色能源之

應用與開發。結合動力與能源科技，教育目標將致力於輪機系統的教學、研

究及服務，並培育其研發、設計、製造、運作及維護的專業人才。

• 航運公司、航空公司、造船公司、鋼

鐵公司、發電廠、焚化廠、生技公司

等。

• 航海、電機、機械等相關教育訓練、

研究人員及管理人員。

• 交通部航港局、港務公司、海巡署、

台電、中油、中鋼、臺灣造船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研究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研究所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工程學群 - 工程科學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海事群、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升學



航運管理類科
包含航業經營、港埠管理及航務行政；空運業包括空運經營、航站管理，

皆須備國貿、經濟、管理、法律及專業多方面之廣博學識才能成為出色之航

運企業家，因此培育目標對於海運、港埠、物流等航運相關產業的經營管理

與產業發展趨勢均有一定程度論述能力，是較企業管理學系畢業生更具就業

競爭力的人才。各種航運管理專業課程如：海運學、定期航運、不定期航運、

港埠經營與管理、港埠規劃、作業研究、航業經濟、海商法律、物流及全球

運籌等。

• 船舶運輸業、貨運承攬業、航空運輸

業、船舶經紀業與船舶買賣業、船務

代理業、報關行、貨櫃場及航運相關

產業。

• 港務公司、貿易公司、物流公司、保

險業等。

• 航運、商業管理相關學科研究人員。

• 航運、商業管理相關行業管理人員。

• 交通部航港局、海關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運輸科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研究所

運輸科學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供應鏈管理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研究所

供應鏈管理研究所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研究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管理學群 - 運輸物流管理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餐旅群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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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類科
培育學生具有水產繁養殖與育種、水族營養與飼料、產銷經營管理、資

源保育與永續利用等專業知識與應用技能，提升國內水產養殖技術與學術水

準，發展水產增殖及生物科技。

• 水產種苗繁殖、水產養殖、水族館、

海洋博物館、飼料公司、製藥公司、

生技公司、儀器公司、水產機械公司、

水產貿易公司及水產相關產業。

• 生物技術研究人員、繁殖場相關技術

研發人員。

• 水產相關行業管理人員。

•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水產試驗所、

各縣市政府漁業課或觀光課、全國各

區漁會。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就  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研究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研究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資源與養殖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研究所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生物資源學群 - 海洋資源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水產群、農業群 - 衛生與護理類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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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類科
培育生物技術的理論基礎及實務操作能力，教導海洋生物知識及水產生

技產業相關應用及研究，協助各界利用與保育海洋生物資源。

• 生物科技公司、環保公司、專利法律、

投顧評估、藥廠研究、行銷、研究儀

器公司專員等。

• 生物技術研究發展人員。

• 自然科學博物館、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洋科技博物館、漁業署、行政院農

委會水試所等相關單位。

• 自然科學博物館、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洋科技博物館、漁業署、行政院農

委會水試所等相關單位。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國立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生物資源學群 - 海洋資源學類、生命科學學群 - 生命科學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水產群、農業群 - 衛生與護理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研究所

海洋生物研究所

就  業

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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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科學類科
漁業產業經營主要仰賴海洋生物之自然資源，海洋生物為一種可再生資

源，在有效管理及合理利用制度下，海洋生物資源即可生生不息，永續利用。

將培育漁業生產技術、漁業生物研究、漁業資源保育、生產管理及休閒漁業

管理等之資源永續利用及產業經營管理知識與能力的專業人才。

• 漁會、漁業公司、航運公司、休閒觀

光事業管理或解說、跨國企業水產、

大型量販商場水產部等。

• 漁業科研機構之研究人員、相關公司

之管理人員。

• 漁業署、水產試驗所、各縣市政府漁

業行政人員、海巡署、國家公園管理

處、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海洋生物博

物館、環境保護署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漁業生產與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漁業生產與管理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生物資源學群 - 海洋資源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水產群、農業群、商業與管理群

升學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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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食品類科
培育食品產業各領域之技術、研究、管理人才，可研究如何賦予海洋資

源更高的價值並開發新用途，以及生物產業技術實用化的研究。

• 食品產業：冷凍食品廠、罐頭工廠、

飲料業、釀造業、烘焙業、空中廚房、

農畜水產品處理中心等。

• 生技產業：各大生技公司。

• 食品相關產業：餐飲管理業、食品貿

易與行銷業、食品香料等添加物公司。

• 漁業相關產業：飼料公司、漁業公司、

水產生物繁養殖場、漁業或水產工

會、漁會與漁市場等。

• 儀器藥品公司、檢驗認證公司、營養

師食品技師、化學公司、藥廠等。

• 農業委員會、衛生署、環保署、經濟

部工業局、國貿局、商品檢驗局、藥

物食品檢驗局、縣市政府農業局、衛

生局、漁業課；中央研究院、水產試

驗所、食品工業研究所、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中華穀類食品技術研究所。

• 漁業署、水產試驗所、各縣市政府漁

業行政人員、海巡署、國家公園管理

處、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海洋生物博

物館、環境保護署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研究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生物資源學群 - 海洋資源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水產群、農業群、商業與管理群

升學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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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
培養學生造船、輪機、機械、電機等專業知識，並進行工程系統之規劃、

設計開發、生產與計畫管理之能力及機電與自動控制、電腦資訊管理、結構、

熱流及船舶等任一子系統之設計整合能力。

• 機械、航太、汽車、鋼鐵材料、空調、

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產業外，海運相

關之造船工程師、驗船師及高級輪機

人員及半導體產業之廠務工程師、設

備工程師等。

• 船舶或機電系統及相關科技的研究、

創造與規劃人員，高級工程專業人

員。

• 港務局、船舶中心、台灣造船公司或

相關研究單位。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工程學群 - 機械工程學類、工程科學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機械群、動力機械群、機電與電子群、商業與管理群

升學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電訊工程學系

海事資訊科技系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研究所

系統工程暨造船研究所

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電訊工程學研究所

海事資訊科技研究所



培育學生具備海洋基礎科學、海洋及海岸工程、海洋環境保育、海洋環

境規劃與資訊之相關專業理論及技術，同時兼具實務操作及應用的能力。

• 工程顧問公司、建設公司、營造公司。 • 相關學術或公司單位擔任研究人員。

• 營建署、港務局、營建署、水利司、

捷運局、自來水公司、水庫管理局、

高速公路局、公路局、國道新建工程

局、水資源規劃委員會、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縣市政府及農田水利會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工程學群 - 水利 / 海洋工程學類、工程科學類、地球與環境學群 - 海洋科學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農業群 - 衛生與護理類、化工群

升學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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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類科
國立中山大學
海下科技研究所

海洋環境及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研究所

材料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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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有國際觀、海洋觀光管理與實務的從業人員，或是海洋運動休閒

產業、運動觀光產業之規劃與實務人才。

• 郵輪專業人才及船務代理、海岸觀

光、近海觀光與水上休憩及海洋運動

休閒專業人才。

• 觀光服務相關行業管理人員或教育訓

練人員。

• 中央及地方觀光事業主管機關。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研究所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研究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研究所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系

台北市立大學
水上運動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 : 管理學群 - 觀光事業學類、休閒管理學類、遊憩與運動群 - 體育學類

／ 技術型高中可選擇：商業與管理群、餐旅群、外語群英語類、食品群、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升學

就  業

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觀光休閒系

海洋遊憩系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海洋休閒觀光系

海洋運動與休閒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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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類科
培育海洋生物、海洋地質、海洋化學、海洋物理等相關科學研究及產業

研發之高級人才，如探測瞭解海洋環境、開發海洋資源、保育海洋生態等，

並建立其參與資源開發、防災、環保與工程建設等專業能力。

• 環境檢測、工程規劃、海上測量、電

腦輔助設計、程式設計、網路工程等

工程師。

• 海洋專業研究人員或技術人員。

• 中央氣象局、海巡署、環保署、中央

研究院研究員、工研院研究員、海洋

科技研究中心技術員、地科相關大學

系所研究員、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等。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地球與環境學群 - 海洋科學學類

升學

就  業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研究所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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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海洋環境汙染與變遷、海洋環境資訊分析、海洋資源之規劃與管理

之相關研究人才，同時也可參與研究國家海洋相關的公共政策或國家政策，

包含：海軍政策、漁業政策、海運政策、國際海洋法政策、海洋環境政策、

海洋科學研究政策、海洋礦物資源政策、海岸地區管理政策、水下文化遺產

政策等。

• 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農漁會、漁

業公司、水產貿易公司、漁業水產資

材公司 、水產養殖或飼料公司、海

洋工程公司、水族館等。

• 海洋相關學術研究與教育單位，從事

學術研究。

• 農委會漁業署、海岸巡防署、環境保

護署、縣市政府、海洋博物館、海洋

院校及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等行政及管

理人員。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 普通高中可選擇：法政學群 - 法律學類

升學

就  業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
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學位學程

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海洋與邊境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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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臺灣海洋社會與移民歷史的變遷與文化現象。培養海洋法與國際公

法學與私法學的專門研究人員，鑽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理論與實務，確保

國家對海洋的掌握與維護應有的權益。或是培養海洋文學、藝術與社會科學

之研究與文化創意產業人才。

• 文教出版事業人員、教育顧問事業人

員、補教業人員、教育訓練師、法務

人員。

• 政府智庫、外交與談判政策人員、國

家戰略與經濟研究學者。

• 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法官、檢察官、

律師、從政公職。

產業界： 產業界／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升學

就  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育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所

海洋法律研究所

應用經濟研究所

海洋人文類科

／ 普通高中可選擇：藝術學群、文史哲學群、教育學群、法政學群、財經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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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學與就業關係

給學弟妹的話

當初高中指考在選填分發學校時，我還並不清楚未來的志向在

哪。因此，選擇了大學畢業後，容易直接進入產業工作的科系。這樣

考量的優點是：1. 學校所學較易與產業銜接 2. 更容易取得工作機會，

最後我選填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在就學階段，可以發現就讀此科系，因大學所學的課程內容專業

也廣泛，讓我在畢業後可以有更多元的就業選擇。大學四年期間，不

僅可依照不同相關的課程領域來學習外，更可探索及培養自己的興

趣。因此，我選擇船體結構相關的課程來學習，也獲得了優異的成績。

大四的階段，我決定繼續就讀系上的研究所，同時取得系上合作廠商

嘉鴻遊艇所贊助的菁英獎學金資格。這個獎學金資格讓我在就讀研究

所期間，每個月有一萬元的獎學金補助，畢業後更能直接進入嘉鴻遊

艇工作。

在大學就學期間，自己對每個科目雖然不是都有興趣，但依然努

力認真學習。我鼓勵你們，隨時把自己準備好，有時就是一個契機，

只要你能把握機會，就有美的收穫，因為「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嘉鴻遊艇

股份有限公司
船體結構分析工程師

陳兆杰／ 105 年畢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公司名稱 主要工作內容工作年資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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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學與就業關係

給學弟妹的話

目前工作的內容會涉及船舶航行安全之事項，比較常用到的專業

知識諸如：地文航海、航海儀器、國際公約、船舶通訊等，都仰賴學

校所教的課程；但有關各種航儀更深入的探討、國際公約及通函的規

範，仍需要自己再花時間去研讀，而後續學習的成效好壞則建立在對

專業認識的基礎。

從事海運或船舶有關的陸勤管理工作，實務操作的經驗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具備足夠的船舶實務資歷，工作不僅能夠理解實際上的限

制與困境，也能在制定規範或提出相關建議時更貼合實務。

高中原本是讀文組的我，雖然是在家人的推薦下選擇了商船系，

但在得知本科系是屬於工學士時，心裡仍然面對了很大的驚嚇與壓

力。我認為大學是連接未來工作的一個階段，無論是否從事與所學相

關的工作，各種必選修、通識課、講座、社團活動，以及最重要的實

習，其中都有能夠成為未來某項能力的關鍵，因此「有心」及「用心」

決定了自己是否能在大學這個階段得到新的知識與能力。進了商船系

後，非常幸運的，我熱愛有關航海的專業課程，因此對於攝取各種新

鮮的觀念與知識充滿熱忱，準備作業及考試也多了一份衝勁；或許有

的人無法選擇你所愛，也無法愛你所選擇，但是把學校課業顧好、all 
pass，可以讓你有更多時間及機會投入在自己更有興趣的部份，學習

到課堂以外的寶藏。最後，如果未來想要從事跟所學有關的話，一定

要爭取機會去企業實習，如果努力學習，儘管只有一點實務經驗，依

然可以讓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交通部航港局

1.辦理海事評議
2.航安政策研擬

0.9年技士

王詩媛／ 105 年畢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系

公司名稱 主要工作內容工作年資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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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學與就業關係

給學弟妹的話

取得水產養殖系碩士學位對於現階段的工作來說，著實幫助非常

大。今年初畢業以前，一直在屏科大林鈺鴻博士的研究室研修，研究

領域偏向魚類飼料營養，學習內容包括基本的生物化學、營養學、飼

料配方設計與製作、養殖管理以及各種免疫或營養性指標分析，乍看

都是些學術知識，但融會貫通的結果是，將了解到怎麼樣的原料或飼

料將會導致如何的生理反應，這些理論時不時都會在我的工作上有用

武之地。

目前我擔任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的產品經理，公司產品是飼料

原料的一種「發酵豆粕」，定位為功能性原料，經常必須向客戶解釋，

產品有甚麼優勢 ? 能為客戶獲得甚麼效益？如何應用？並且客戶群均

為畜水產飼料廠或養殖戶，過去所學的養殖管理及實作經驗，亦能作

為與客戶拉近距離的工具。進入職場後，我一直深信，水產養殖專業

人士在業界具有極大優勢，原因很單純，因每年從學界進入職場的專

業人士不多，所以被重用、被看見的機會就遠比其他行業高出許多，

此外，我也經常發現同業中有許多非專業背景的人加入這行業，這也

顯現本科系專業人士的重要性。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碩士班的訓練」，

碩士這兩年教會我如何積極進取、如何做對的選擇及如何解決問題，

以上的這些都對我往後的就業有很大的幫助。

我常問自己一句話：如果我現在不做，我以後會不會後悔 ? 如果

會，就不要猶豫地去做。這句話也與各位學弟妹共勉，不要認為在學

期間的所學，以後完全用不到，你怎麼知道哪天老闆不會問你魚要怎

麼養呢 ? 你怎麼敢確定你以後的公司哪天不會突然要投資一塊養殖用

地，你現在所學都將是你的財富。最後，謹記把握每個機會，積極追

求及挑戰，大膽的思考和假設，冷靜地執行，承受壓力固然難受，但

跨過高牆你會獲得更多，祝所有學弟妹鵬程萬里。

達邦蛋白

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技術服務

研發成果發表

產品開發

產品經理 半年

江志杰／ 106 年畢業

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公司名稱 主要工作內容工作年資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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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華民國考選部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大學課程資源網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UCAN 大 專 校 院 就 業

職能平台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技職課程資源網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大學校院職涯輔導資訊平臺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   參考網站 ...........   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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