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講座教授簡歷 

一、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沙 志 一 英文姓名 
SHA CHIH-I 

(Last Name)(First Name) (Middle Name) 

二、主要學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國立海洋大學 
中華

民國 
水產製造學系 學士 民國 59 年 8月至民國 63年 6月 

國立海洋大學 
中華

民國 
水產製造研究所 碩士 民國 66年 8 月至民國 68年 6月 

羅得島大學 美國 海洋事務研究所 碩士 民國 76年 8月至民國 77年 5月 

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現

職： 
台灣水產協會 

 
理事長 

民國 102 年 9月 30日迄今 

台灣國際漁 

業發展保育協會 

 
理事長 

民國 105年 7月 22日迄今 

    
 

經

歷： 
行政院 

 
顧問 

民國 105 年 6 月至民國

105年 12月 

行政院農委會  
副主任

委員 

民國 103年 12月至民國 105

年 6月 

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署 署長 
民國 97 年 6 月至民國 103

年 12月 

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署 副署長 
民國 88年 7月至民國 97 年

6月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漁業局 局長 
民國 85年 12月至民國 88年

7月 

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處 副處長 
民國 85年 6月至民國 85年

12月 

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處海洋漁業科 科長 
民國 80年 10月至民國 85年

6月 

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處 專員 
民國 73年 9月至民國 80年

10月 

經濟部 農業局 專員 
民國 71年 1月至民國 73年 9

月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漁業局(駐開普敦) 專員 
民國 70 年 5月至民國 71 

年 1月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漁業局 技士 
民國 69年 1月至民國 70年 5

月 

四、專長 

1. 海洋政策 2. 國際談判 3. 漁業管理 4. 水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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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事蹟 

中華民國傑出外交人員獎(2002) 

海大傑出校友(2007)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延伸委員會(CCSBT)副主席(2004)主席(2005) 

亞太經濟合作漁業工作小組主事(Lead Shepherd )(2005~2007) 

四等景星勳章(105.4.11華總文勳四景字第 606號) 

一等農業專業獎章(105.4.27農人字第 1050110096號) 

特等服務獎章(105.11.30院授人獎字第 1050098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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