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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產學會 112 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暨會員大會  通知 

敬啟者: 

本學會 112 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暨會員大會，訂於 1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舉行。承蒙各位產、官、學、研先進的支持，近年來參與學術論文

發表均十分熱絡，發表論文的質與量逐年提升，本學術論文發表會除質量兼顧外，並

鼓勵壁報展示發表，在此誠摯歡迎各位先進繼續踴躍參加 112 年度的盛會。另在學會

會務工作上，除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外，並將同步進行屆期理、監事的改選作業。本次

活動採取網路報名，非會員者亦歡迎同時入會成為會員，報名截止日期為 111 年 12

月 14 日。  

敬祝 

研安 

                                               台灣水產學會  敬上 

                                        民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 

主辦單位：台灣水產學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產養殖學系、食品科學系、生命科

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海洋生物研究所）、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

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經費贊助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籌辦成員： 

台灣水產學會理事長李明安、秘書長蔡敏郎 

籌辦委員會 

主任委員：許濤（生命科學院院長） 

籌辦委員：廖正信（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院長） 

林正輝（水產養殖學系主任） 

吳彰哲（食品科學系主任） 

許富銀（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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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禮（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 

王佳惠（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主任） 

王世斌（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 

張景福（應用經濟研究所） 

 

台灣水產學會會務聯絡人：劉修銘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5143 

E-mail:  hmliu@mail.ntou.edu.tw 

研討會聯絡人：黃謝田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5203 

E-mail:  hthuang@mail.ntou.edu.tw 

論文摘要上傳審查聯絡人：徐志宏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5002 

E-mail:  chhsu@mail.ntou.edu.tw 

台灣水產學會帳務及繳費聯絡人：吳奕智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5134 

E-mail:  d0140@mail.ntou.edu.tw 

研討會網站系統相關問題：劉修銘     

聯絡電話：02-24622192 轉 5143 

E-mail:  hmliu@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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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產學會 112 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暨會員大會注意事項 

一、學術論文發表會時間：1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 

二、場地規劃： 

（一）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行政大樓及人文社會科學院館 

（二）暫定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及地點 

08:40-09:30 報到（行政大樓展示廳） 

09:30-12:00 分組報告 I  

12:00-13:00 午餐 

13:00-14:40 

海洋廳 

台灣水產學會會員大會暨專題演講 

論文發表會學生壁報比賽頒獎 

13:00-16:00 

三樓會議室 

理監事開票

作業 

14:40-15:00 交誼茶點時間（行政大樓展示廳） 

15:00-17:00 分組報告 II 

17:00 賦歸 

（三）會員大會及專題演講：行政大樓第一演講廳 

（四）壁報展示場地：行政大樓與人文社會科學院館連通之山海迴廊及人社院

館二樓大廳。 

三、學術論文主題 

（一）養殖工程、養殖技術、生理 

（二）水產生物生態 

（三）漁業資源及管理 

（四）食品科學、水產飼料 

（五）水產生物技術、水產疾病及微生物 

（六）漁業政策、經濟、文化、休閒觀光 

備註： 

1. 口頭論文發表因場地及時間限制，以 150 篇論文為限，超過 15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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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由籌辦單位依實際狀況與投稿領域，重新指定投稿文章為口

頭報告或壁報展示。 

2.壁報展示因場地空間因素，以 120 篇論文為限，超過 120 篇時，籌

辦單位可拒絕接受投稿。 

四、報名系統及繳費：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報名及線上繳費方式。 

報名截止日期：111 年 12 月 14 日 17 時。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mMN4M  

（二）繳費：年費、研討會註冊費 

 會員 非會員 新會員 

學生 500 元 

註冊費 100 元 

學生會員年費 400 元 

800 元 

註冊費 800 元 

800 元 

註冊費 100 元 

學生會員年費 400 元 

入會費 300 元 

一般人士 1,200 元 

註冊費 600 元 

會員年費 600 元 

1,500 元 

註冊費 1,500 元 

1,500 元 

註冊費 600 元 

會員年費 600 元 

入會費 300 元 

備註： 

1.會員以單一作者身分投稿 2 篇以上口頭報告或壁報展示，僅收取一份

報名註冊費用。 

2.報名及繳費完成，經帳務人員確認繳費狀態後會 email 通知報名者。

未完成報名繳費者，無法排入議程，敬請見諒。 

 

五、摘要及簡報檔 

（一）電子檔案（Word、PowerPoint、Excel）製作以 Microsoft Office 2010 版電

https://reurl.cc/ymMN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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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文書處理軟體。 

（二）口頭論文報告以使用 PowerPoint 軟體與會場電腦和投影機為限（不接受

個人電腦播放）。 

（三）簡報資料彙整處：簡報資料應於每個時段報告前繳交至各發表場地負責

工作員，講者應告知組別及時間。簡報檔規定以 PowerPoint 2010 版本建

立（*.ppt 或 *.pptx），不得用網路，一律以 USB 碟傳遞，防止因網路問

題而衍生之狀況。 

六、研討會論文集編輯 

（一）研討會會議手冊包括會議議程、專題演講全文（或 ppt 簡報檔）及廣告頁。

口頭發表和壁報展示摘要部分，將製作成 PDF 格式存放至大會附贈隨身

碟。 

（二）投稿中文摘要字數以 300 字為限，英文摘要字數以 250 字為限，演講者或

壁報負責作者姓名右上方請以「*」註明。 

（三）每篇論文口頭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報告時間 12 分鐘，討論時間 3 分鐘，

一聲長鈴，立即結束報告）。 

七、壁報展示格式、學生壁報比賽評審及頒獎原則如次： 

（一）壁報展示 

1.論文壁報展示規格以全開直式橫書壁報為限（約 85 cm × 113 cm）。 

2. 壁報展示應於會議當天上午 9 時 20 分前張貼完成，10-12 時解說（如需

解說，請參加者自行準備），下午 4 時前拆除。請依給予之編號張貼（大

會提供張貼材料）。 

（二）學生壁報比賽： 

1.論文壁報展示規格以全開直式橫書壁報為限（約 85 cm × 113 cm）。 

2.壁報展示應於會議當天上午 9 時 20 分前張貼完成，10-12 時解說（如需解

說，請參加者自行準備），下午 4 時前拆除。請依給予之編號張貼（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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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張貼材料）。 

3.參賽資格： 

（1）第一作者應為學生或應屆畢業生（請註明學制別，如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另應註明指導教授。  

（2）論文內容為學生的畢業論文或實驗研究成果。  

（3）參加者需按規定繳交註冊費用。 

4.壁報比賽得獎名額參酌各領域參展壁報作品數量再行決定，得獎名額以 

1-3 名為原則，同時錄取佳作數名，其得獎名次及佳作名額，由評審委員

會議決定之，並於會員大會專題演講之後頒獎。 

5.優勝得獎壁報作品，每幅頒發中英文獎狀乙紙及獎金（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500 元、第三名 1,000 元）；另得獎佳作數名，頒發中英文獎狀

乙紙。 

6.上述獎項依參賽隊伍數，主辦單位保有更改權利。 

7.海報比賽得獎作品由參賽作者一人代表領取獎狀及獎金（代表人需準備身

分證明文件）。 

8. 發表之論文亦歡迎投稿至本會會刊（https://www.ipress.tw/J0205），不收取

刊登費。。 

八、學會理監事選舉： 

（一）會員報到、領票、投票地點：展示廳 

（二）投票時間：112 年 1 月 7 日 8 時 40 分-13 時 

（三）開票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四）開票時間：112 年 1 月 7 日 13 時-16 時  

九、因應新冠肺炎之各項防疫措施，悉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辦理。 

十、交通資訊： 

https://www.ipress.tw/J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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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經基隆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到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搭乘火車：搭乘往基隆的各級列車抵達終點站基隆（往蘇澳、花蓮或臺

東等北迴線的各級列車，不經過基隆，請勿搭乘），（南站）出站後請

由站前廣場方向下樓，計程車招呼站就在正前方，搭乘公車請左轉至陽

明海運大樓上車（約 10 點鐘方向），徒步距離約 350 公尺左右。 

2. 搭乘客運 

(1)快捷公車基隆－臺北【1579】 

(2)基隆客運「士林 9006」、「臺北 1550 基隆」、「基隆 1558－木柵動

物園」 

(3)臺北客運「板橋 1070 基隆」 

(4)國光客運「臺北車站（東三門）1813 基隆」、「臺北車站（北一門）

1812 南方澳」、「臺北車站（北一門）1811 羅東」、「三重站 1802

基隆」、「石牌（國立護校）1801 基隆」、「中崙 1800 基隆」 

(5)福和客運「新店 1551 基隆」 

(6)首都客運「捷運劍南路站 1573 基隆火車站」、「羅東（經汐止）1880

基隆火車站」等國道客運在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下車，此時基

隆火車站在車行方向左前方，搭乘公車請沿著國門廣場至陽明海

運大樓上車（車行方向約 1 點鐘方向），徒步距離約 280 公尺左

右。 

（二）基隆火車站搭乘公車到校資訊 

1. 於公車總站搭乘市公車（基隆市公車處）：請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濱

海校門】下車，可選擇之公車包括：103 八斗子、104 新豐街、108 八

斗子（經潮境公園）等 3 路基隆市公車。 

2. 搭乘基隆客運（站址位於國道客運基隆火車站下車地點對面人行天橋

下）1051 基隆-八斗子-瑞芳、791 基隆（國家新城）-福隆（於海洋大 

http://www.railway.gov.tw/tw/index.aspx
http://www.kl-bus.com.tw/index.aspx
http://www.tpebus.com.tw/index6.php
http://www.kingbus.com.tw/index.php
http://www.fuhobus.com.tw/
http://www.capital-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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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濱海校門站下車）。 

3. 搭乘計程車：由基隆火車站至本校濱海校門口，車資約新臺幣 200 元

（未考慮延滯計時、夜間旅次及折扣優惠等條件）。  

（三）自行開車：本校濱海校區校門 WGS84 經緯度座標：121°46’ 34.25” E 

25°9’ 2.53” N，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四）本次研討會無接駁車，請自行前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十一、住宿資訊： 

飯店 電話 地址 

長榮桂冠酒店 02-24279988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2-1 號 

柯達飯店 02-2423011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 號 

北都大飯店 02-24227899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319 號 

阿樂哈大飯店 02-24227722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292-1 號 

東岸之星旅店 02-24223777 基隆市中正區信三路 20 號 

萊茵商旅 02-24257766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77號 17樓 

蔚藍海岸旅店 02-24692169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50-6 號 

集好旅店 02-24201166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 215 號 

恆昌商旅 02-24225186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 24 號 5 樓 

華帥海景飯店 02-24223131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 108 號 

馥嘉商務旅店 02-24224667 基隆市仁愛區忠四路 11 巷 5 號 

華國商務飯店 02-24267101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 49 巷 18 號 

華都飯店 02-24202277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 307 號 

華星飯店 02-24223166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 54 號 

享住旅店 02-24261026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56 號 

香草藝術旅店 02-24254688 基隆市信義區義三路 6 號 

備註：  

1.住宿者請自行聯絡。 

2.主辦單位將與長榮桂冠酒店、柯達飯店、北都大飯店洽談最優惠住宿價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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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區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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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行政大樓及人社院大樓平面圖 

 

行政大樓一樓 

 

行政大樓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