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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04 召開 95 年度績效獎金年終考評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104 台南縣政府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召開「手牽手護沙洲」活動說明會。 
960105 召開本所新建「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

試驗船」規劃設計、監造之招標規範

及投標須知補充資料之審查會議。 
960105 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東港主

庫設計費用支付協商會議。 
960115 召開水產研究暨第 9 期電子報編輯會

議。 
960116 召開本所水產研究大褸外牆塗裝抗

裂透氣防水塗料及鋼構架補修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之

第 1 次評審委員會議。 
960116 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鹿港支

庫新建工程第 3 次履約爭議調解會前

研商會議。 
960117 劉主任秘書燈城一行 9 人至海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驗收基因轉殖水產生物

田間隔離試驗設施建置工程。 
960118 研商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

庫土地變更編定修改聯外道路路

線，變更開發計畫，廠商請求增加服

務費用事宜。 
960118 討論本所業務簡介資料；24 日進行腳

本內容修訂。 
960119 召開 96 年第 1 次甄審會暨考績會，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122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3 年級

學生一行 6 人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實習。 
96012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於台西試驗場

舉行「推動組織學習計畫讀書會」，

由葉主任信利主持。 
960126 蘇副所長茂森及林組長金榮至海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主持「96、97 年度

研究計畫發展及討論會」。 
960130 召開本所第 0061 次主管會報。 
960131 召開水產研究編輯委員會。 

960201 研商爭取高雄縣興達漁港港區(機九)
用地及其規劃案，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60206 行政院農委會假屏東農業生物技術

園區舉辦第 2 屆「農業技術交易展覽」

及「技術商談會」。本所配合本次活

動，篩選出包括「珍珠層萃取液&氧

化鈣粉及其製造方法」等具商品化潛

力的 13 項代表性技術參展，期藉此

技術交易展覽與技術商談之媒合，尋

求合作與技術移轉的契機。 
960207 討論本所業務簡介腳本內容。 
960214 召開本所第 10 期電子報編輯會議。 
960214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1 次會議。 
960227 召開本所第 0062 次主管會報。 
96030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與本所沿

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假本所 2 樓 205 會

議室舉行「學術與教育合作」簽約儀

式，中山大學由海科院陳院長陽益及

海洋事務所周所長秋隆代表參加；本

所則由蘇所長偉成帶領所內一級主

管以上人員及沿近海中心吳代主任

龍靜出席，並邀請財團法人農村發展

基金會戴董事長振耀及盧場長煌勝

與會觀禮。 

與會人員於簽約儀式結束後合影留念 

96030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歡送郭助

理研究員世榮先生退休茶會，由葉主

任信利主持。 
960303 台大海研所孫教授志陸帶領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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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港魚市場進行鮪、旗類生物學調

查並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相

關研究同仁進行座談。 
960305 總所工程督導小組一行 6 人至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進行「大型種魚池及維生

系統工程」查核督導。 
960306 召開本所 95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參加

行政院傑出研究獎評獎遴選會議。 
960308 召開本所「漁產品產銷履歷系統推動

小組」各品項工作小組第 6 次聯合研

商會議。 
960308 8、21 日召開本所業務簡介腳本內容

討論會議。 
960313 農委會為民服務評審小組召集人王

技監明來率李副處長舟生、蔡專門委

員金龍、范科長美玲、陳科長抄美及

盧技正淑華一行 6 人，蒞臨本所進行

95 年度服務品質獎實地評審。蘇所長

偉成親臨主持，並率一級主管於 7 樓

國際會議廳簡報。 

95 年度服務品質獎實地評審情形 

96031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自強活

動，由約聘行政助理廖佳韻小姐領

隊，至阿里山及嘉義大學參訪，至 16
日。 

960316 審查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提送

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

水族館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白沙養

殖場 ROT 整建規劃書」。 
960321 研商本所有關用地清查計畫事宜。 
960323 召開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基因

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驗設施建

置工程 (96 年度)」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採購文件檢討會議。 
960327 召開本所第 0063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60327 召開本所風險管理推動小組第 3 次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327 召開 96 年第 2 次甄審會暨考績會，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327 審議本所「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

試驗船規劃設計及監造」勞務採購案

之「投標須知之補充說明」、「契約條

款之補充說明」、「評選小組審議規

則」等。 
960328 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劉召集委員文雄

率該會劉專門委員昊洲、李主任秘書

秋美、蔡專員江城以及銓敘部侯首席

參事景芳、黃專門委員新雛、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人力處懷副處長敘、教育

部社教司陳專員宗志、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席專門委員時芬一行 12 人，蒞

臨本所考察。蘇所長偉成親臨主持，

並率一級主管等於七樓國際會議廳

簡報。蘇所長就本所員額編制、人力

運用情形以及研究業務現況與展望

提出扼要報告後，由與會人員和本所

主管座談。 
960410 召開 96 年第 3 次甄審會暨考績會，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411 召開 96 年度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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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412 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驗設

施建置工程(96 年度)設計、監造技術

服務；24 日舉辦開標。 
960414 召開本所水產研究大樓外牆塗裝抗

裂透氣防水塗料及鋼構架補修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基

本設計第 1 次簡報，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60419 本所假台東市建農里活動中心，辦理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

聯外道路拓寬工程公聽會」，由劉主

任秘書燈城主持，出席人員包括各土

地所有人及利害關係人、台東縣議會

王飛龍議員、台東縣政府、台東市公

所、本所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及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相關人員。 
96042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2 次會議。 
9604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研發成

果輔導團」前來總所進行計畫之技術

諮詢服務，俾利加速研發成果商品

化。 
960424 召開本所第 0064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60425 水試一號試驗船 96 年度歲修及追加

工程驗收。 
960425 農業委員會檔案業務訪查小組前來

總所視察。 
960501 辦理本所研究大樓停車場廣場及附

屬設施等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案，第一次評審委員會

議。 
960504 召開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籌建

暨營運評估報告」諮詢會議。 
960505 高屏地區參訪團之農業記者由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長官陪同一行 30 人，

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視察高效能蝦

類生物防疫養殖系統研發及重要海

洋箱網養殖魚類育種研發。 

960510 召開本所水產研究大樓外牆塗裝抗

裂透氣防水塗料及鋼構架補修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細

部設計第 2 次簡報，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60510 協商國科會與本所水試一號試驗船

執行合作計畫之船期、費用以及繼續

合作事宜。 
960510 本所於 10、22 日召開基因轉殖水產

生物田間隔離試驗設施建置工程設

計、監造技術服務開標。 
960511 中華民國養殖發展協會假本所澎湖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馬公會議室舉行

水產養殖生產履歷籌建與未來研習

會，邀請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水產養殖

系谷鎮鈞老師主講，並廣邀澎湖地區

漁民參加。 
960514 召開本所第 13 期電子報及水產研究

期刊編輯委員會議。 
960515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3 次會議。 
960515 召開 96 年度單位績效評估及新提科

技計畫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60520 本所接受屏東縣政府委託，在小琉球

東南方 2.5 浬設置 1 組中層人工浮魚

礁。為配合五二○志工日，縣府特別

邀請 陳總統水扁蒞臨屏縣擔任海

洋志工，除出海瞭解人工浮魚礁投放

情形外，並演練海洋污染防治，呼籲

大家重視海洋生態保護。 

吊起浮魚礁，準備投放入海中。前方為陳總統等搭乘的「吉

祥如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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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21 召開「台灣水產技術知識加值網系

統」評審簡報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60530 召開本所第 0065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60604 本所召開「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

試驗船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委託專

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評選會議；12 日

與最優勝廠商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

計發展中心辦理議價。 
960606 本所召開「研究大樓停車場廣場及附

屬設施等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乙案評審會議。 
960607 本所舉辦台東、澎湖水族館履約監督

等服務案評審。 
960611 中信局購料處代辦本所「國家水產生

物種原庫台東支庫新建工程委託專

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案議價事宜。 
960614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4 次會議。 
960621 召開本所「漁產品產銷履歷系統推動

小組」各品項工作小組第 7 次聯合研

商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621 農委會假本所 7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農委會暨所屬機關農業統計業務

研討會」，至 22 日。 
960622 本所 96 年度科技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第一組)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

開，至 23 日；26、27 日於本所分別

召開第二組及第三組期中審查會議。 
960625 召開本所 96 年第 4 次考績委員會，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627 召開本所第 0066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60627 本所辦理 97 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

「票選委員」投票。 
960628 蘇所長偉成率本所一級單位主管至

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觀摩學習。 
960706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屬水族館 95 年度委外營運績效評估

委員會議。 
960710 本所 96 年度科技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第四組) 於 10、11 日召開；16 日假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第五組) 召開。 
9607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推動小組第

28 次幹事會議假本所國際會議廳召

開，由農委會企劃處林貞科長主持，

本會所屬各機關單位共 43 人出席，

討論 VPN 網路、資安管理、中文字

碼、農業無線感測應用等事項。 
960713 本所召開「研究大樓外牆塗裝抗裂透

氣防水塗料及鋼構架修補工程」廠商

及監造單位簡報施工計畫及外牆色

彩規劃會議。 
960719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與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假

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召開「海洋深層

水應用於藻類培養之規劃設計」會

議，由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主任

文義主持，共 11 人與會。 
960719 2007 農業技術交易展假台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 2 樓大禮堂舉辦，本所配

合活動篩選出具代表性商品化潛力

的技術計 9 項參展，希望藉此技術交

易展覽與技術商談之媒合，尋求合作

與技術移轉的契機。開幕典禮由農委

會蘇主任委員嘉全主持，同時進行

「農業科技研發成就獎頒獎」儀式，

本所 95 年度成功技轉之「魚鱗膠原

蛋白萃取技術及相關專利」獲頒「特

殊貢獻」獎。 
9607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副主委健全帶

領 96 年農業績優人員一行至本所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參觀青灣種原

庫。 
960723 行政院農委會假該會 5 樓大禮堂辦理

「2007 大暑又到、涼補一夏－虱目鱻

發表會」，並於會中發表本所出版的

「虱目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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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所長偉成接受記者訪問 

960726 2007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 26－
29 日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盛大舉辦。農委會以「農業生技主題

館」參與盛會，規劃九大主題為主

軸，以海報、實物及產品，展示各項

農林漁牧的生技研發成果，其中本所

展示的「海馬及鱟」獲頒最佳人氣獎。 
960726 本所召開「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

離試驗設施建置工程(96 年度)」工程

設計第 1 次諮詢會議。 
960731 召開本所第 0067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6080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館 95 年度委外營運績效

評估委員會議。 
960802 召開本所研究大樓停車場廣場及附

屬設施等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乙案，細部設計第 1 次

簡報。 
960803 本所於 7 樓餐廳舉行 96 年度親子活

動，有 17 位同仁以及 28 位眷屬參加。 

參與親子活動的同仁合影留念 

960805 農委會假總統府前舉行「全民逗陣

來，台灣農業亮起來」農業施政成果

展。本所特別挑選現在最熱門的即溶

寒天粉及其衍生產品，以及海洋面

膜、精華液等相關研發成果參展。 
960807 召開本所 97 年度科技計畫細部計畫

說明書審查會議 (養殖)，至 8 日。 
960811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陳主任紫媖當選

國際同濟會台灣區總會第 31 屆十大

傑出農業專家，於 11 日假高雄圓山

大飯店舉行表揚大會，由陳總統頒發

當選證書、呂副總統披彩帶、農委會

蘇主委贈予獎座、同濟會會長致贈扁

額。 
960816 召開本所「研究大樓外牆塗裝抗裂透

氣防水塗料及鋼構架修補工程」施工

品質及進度督導會議。 
960822 日本東海大學水產學部魚谷逸郎教

授率 5 位學生蒞臨沿近海資源研究中

心參訪，該 5 位學生留置本中心進行

為期 3 個月之畢業論文實習。 
960823 召開遴選本所 96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

績效優良單位評審會議，由劉主任秘

書燈城主持。 
960824 召開「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計

畫」96 年第 1 次檢討會。 
960825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

庫」聯外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取得會

議。 
9608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科學應用機

構查核小組黃教授鴻堅率專家楊程

堯博士及轄區地方政府動物保護檢

查員張凱芝小姐，至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查核實驗動物管理小組執行情

形；30 日前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查

核。 
960828 召開本所伙食委員會 96 年度第 2 次

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60828 召開本所第 0068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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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82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5 次會議。 
960830 研商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白

沙養殖場研究大樓安全鑑定結果暨

附屬水族館委託民間參與經營案－

白沙養殖場 ROT 整建規劃書後續相

關檢討處置等事宜。 
9608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實驗動物倫理會

委員蔡教授清恩、中華實驗動物專家

蔡專家慶榮及台東縣防疫局動物保

護科赫課長合奇等一行 4 人，至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查核實驗動物相關資

料及現場評鑑；9 月 4 日至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查核。 
9609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記者訪問團

一行 25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拍攝小丑魚人工繁殖研究之成果。 
960905 本所召開 97 年度科技計畫細部計畫

說明書審查會議 (漁業、生物多樣性

及 E 化領域)，至 6 日；11 日為食品、

環保、自動化及國際合作領域。 
960907 本所召開漁產品產銷履歷系統推動

小組第 9 次研商會議，由蘇副所長茂

森主持。 
960907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

庫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結果

規劃報告書」審查會議。 
960907 邰港公司方總經理祖豪至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了解與本中心合作之

國科會計畫執行進度，並擔任築巢營

講師，課程主題為「世界觀賞魚趨勢

與展望」。 
9609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陳副處長

君如一行 3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了解「促成生技成功案例」計畫

執行進度。 
960919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6 年

度第 6 次會議。 
960919 召開本所第 0069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60919 召開本所 96 年度政風督導小組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927 本所配合「200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活動，在世界貿易中心展出

各項研發成果，同時舉辦了現場造勢

活動及有獎問答。另外主辦單位於會

場主舞台區辦理簽約造勢活動，由台

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黃主任祺

雄、農委會林技監學正、美得水產股

份有限公司王董事長麗卿以及本所

吳組長純衡於大會現場進行技術授

權之簽約儀式。 
960928 召開本所 96 年第 4 次甄審會暨第 5

次考績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至

29 日。 
960928 96 年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假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青灣種原庫會

議室舉辦，共 20 人與會。 
961002 審查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

支庫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提送之結果規劃修正報告書。 
961009 海葵魚種苗生產模廠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技術服務 (第二次開標)。 
961017 海葵魚種苗生產模廠委託規劃評審

委會會議。 
961024 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

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之

結果規劃報告書(修正稿)複審會議。 
961030 召開本所第 0070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61101 研商本所 97 年度服務規劃機關創新

整合專案。 
961101 召開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

支庫管理大樓新建工程」品質及進度

等督導事宜。 
961107 96 年度種鰻放流計畫假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竹北試驗場進行標識作

業；11 月 8 日上午 8 時，由劉主任富

光率淡水研究中心同仁會同新竹縣

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人員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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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頭前溪選定地點 (由上游至下游

分別為增昌橋、隆恩堰及新竹空軍基

地北邊) 進行放流作業，並有三立電

視台人員前來拍攝放流作業情形。 
961108 研商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屬水族館委託民間參與經營案－白

沙養殖場 ROT 整建規劃案，擬與南

仁湖協商相關處置作業。 
961108 本所研究大樓外牆塗裝抗裂透氣防

水塗料及鋼構架修補工程完工後舉

行大樓揭幕儀式。 

舉行大樓揭幕儀式後合影 

96110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理96年度第2
梯次員工自強活動，至雲林古坑地區

參訪觀賞魚養殖場。 
961110 台灣農業交流協會假本所 7 樓國際會

議廳召開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 
961114 召開 96 年第 5 次甄審會暨第 6 次考

績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1114 召開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基因

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驗設施建

置工程(95 年度)」標案底價審議會議。 
961116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張科長漢卿

由本所會計室廖主任瑞琳陪同前往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洽訪。 
961127 召開本所第 0071 次主管會報。 
961204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96 年度

農業委員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履約訪查，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黃主任秘書裕星主持，與會貴賓

包括胡副處長忠一、鄧主任雅文、德

河貿易有限公司巫經理繼倫、潘主任

彥玲及本所蘇副所長茂森、林組長金

榮等一行 26 人。 
961205 召開本所 96 年度第 7 次考績委員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20 日召開

第 8 次考績委員會。 
961207 召開本所水產生物種原庫資料庫內

容規劃會議。 
961212 研究「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試驗船」

契約變更相關事宜。 
961213 農委會科技處陳副處長君如、梁科長

淑嫻、郭技正坤峰蒞臨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視察水產生物技術相關試驗研

究並與研究人員討論農委會農業生

技發展方向及策略。 
961214 舉行本所與農委會漁業署第 7 次聯繫

會議。 
961217 召開本所「水產生物種原資訊管理資

料庫系統」採購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61220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吳處長國英

等及農委會會計室陳主任慧娟、施科

長欣蘋等一行 6 人，由本所蘇所長偉

成與會計室廖主任瑞琳陪同至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視察參訪。 
961224 召開本所 97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審查

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1224 民視等電視台至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採訪黃臘鰺 TGAP 養殖。 
961225 本所在 7 樓餐廳舉行 96 年度歲末聯

歡活動。 
961225 召開本所第 0072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61227 召開本所風險管理推動小組第 4 次會

議。 
961228 召開本所澎湖水族館委託民間參與

經營案－白沙養殖場 ROT 整建規劃

案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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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舉辦之「2007 農業技術交易展」 
 

 

7 月 26－29 日舉辦之「2007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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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舉辦之「全民逗陣來，台灣農業亮起來」 
 

 

 

9 月 27 日舉辦之「200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