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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70103 總所 318 會議室 林業試驗所金所長恆鑣博士、趙副所長榮台、林主任秘書

國銓及林業推廣組林組長朝欽等一行人應邀至本所專題演

講，題目分別為：「台灣的生態環境與森林研究」(主講人：

金恒鑣博士)、「林業試驗所的研究管理」(主講人：趙榮台

博士) 與「生態資訊學及其應用」(主講人：林朝欽博士) 等。

970324 總所 318 會議室 美國 NOAA/PIFSC 所長 Dr. Samuel Pooley 應邀來所演講，

講題為「Overviews of the Pacific Islands Fisheries Science 
Center Research Portfolio」，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共有 40
餘人參加。 

970326 台糖公司台糖研究所 台糖研究所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擔任「藻

類的培養與應用」課程講師。 

970327 竹北市拔仔窟漁獲處理

場二樓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理「97 年度烏魚水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輔導訓練座談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0430 宜蘭縣員山鄉農會視聽

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97 年度香魚水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輔導訓練座談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共有養殖業者

35 人參加。 

970506 台北縣金山鄉公所 本所舉辦「97 年度擴大產銷履歷水產品驗證輔導訓練座談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508 
14 

屏東縣鹽埔鄉 
屏東縣崁頂鄉 

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分別於 8、14 日舉辦「97 年淡水長

臂大蝦 TGAP 水產品輔導訓練座談會」。 

970512 

 
13 
27 

嘉義縣養殖漁業生產區

發展協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高雄縣永安鄉鄉公所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於 12、13、27 日與嘉義大學辦理「97
年擴大產銷履歷水產品驗證輔導訓練座談會」，由劉主任富

光主持。 

97052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馬公試驗站會議室 
台灣省漁會假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行 97 年度漁事

推廣教育訓練，共計 43 位漁業推廣員參加，由本中心蔡主

任萬生主講青灣種原庫建置及澎湖海洋生物相關研究，林

慧秋小姐主講澎湖地區水產品加工與利用，黃副研究員丁

士主講觀賞蝦、海馬、象牙鳳螺及三棘鱟養殖實務等課程。

9706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 97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

營－雲雀營隊，6 月 3 及 17 日、7 月 1 及 15 日等 4 梯次的

學員人數均為 20 人；8 月 19 日、9 月 9 日、10 月 21 日等

3 個梯次則分別有 32、24、26 人參加。 

970609 總所 318 會議室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谷口 旭教授應邀至本所演講，題目為

「Regime Shift 對海洋初級生產力的影響」。 

970618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 97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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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水產試驗所築巢營隊，學員 30 人在該中心進行海水蝦

繁養殖體驗活動，至 20 日。 

970623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辦「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計畫諮詢檢討會」，

邀請加拿大西南漁業中心教授 Nancy Lo 女士、海洋大學李

明安、蔣國平、龔國慶、鄭學淵教授及中山大學羅文增教

授進行專題演講。與會人員與本所海洋漁業組與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人員就本計畫執行現況共同研討交流。 

970723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 
全國 97 年度國立暨台灣省私立職業學校水產群教師研習聘

請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擔任「藻類之應用

與培養」課程講師。 

970807 西側 2 樓簡報室 陳培仁律師應邀來所演講「公務人員應有的法律認知及廉

政倫理」。 

970818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 97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

鳥營－燕鷗營隊，學員 29 人在該中心進行海水魚繁養殖體

驗活動，至 20 日。 

970829 西側 2 樓簡報室 陽明大學潘教授懷宗應邀來所演講「免疫力的提昇與保

健」。 

97091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97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

築巢營－臺東區築巢營隊「海水觀賞魚類繁養殖實務班」，

學員 32 人，至 19 日。 

970923 西側 2 樓簡報室 劉敬蓉健康教育中心負責人應邀來所演講「飲食保健密

碼」。 

970925 
3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總所 318 會議室 

世界牡蠣學會會長、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森 勝義由本所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葉副研究員信明一行 2 人陪同，至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發表演說，講題為「Oyster Cultures in the 
World- Let the Sea Live and Let Us Live with the Sea」，並針

對本所目前牡蠣相關計畫逐一給予建議。26 日至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參訪及座談；30 日至總所發表演說「The World 
Oyster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yster Symposium」，並討

論 2009 3rd International Oyster Symposium 由本所主辦的相

關事宜。 

971001 嘉義大學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應邀至嘉義大學專題演

講，題目為「藻類之培養與應用」。 

971004 成功漁港遊客服務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副研究員源興應邀至成功漁港遊

客服務中心參加 97 年度漁業資源志工培訓活動並擔任講

師，講題為「台東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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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07 
09 

本所 318 樓會議室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際

會議廳 

本所特別邀請日本北里大學海洋生命科學系小河久朗教授

來台就「大型藻類藻場造成之技術」進行指導，分別就：(1)
適宜的大型藻種之篩選；(2)藻場人工造成之技術指導；(3)
藻體∕藻場之維護管理及實際應用；(4)目前最新之發展方

向及未來具發展潛力之課題等提出寶貴建言，並以

「 Important role of seaweeds to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為題，於 7、9 日在總所及澎湖科技大學辦理

專題演講。 

971013 
-17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之農業科技合作工作小組在台灣

召開「改進與推動農業遺傳資源風險管理國際研討會」。此

次會議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主辦，本所協辦。本所由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劉富光主任代表出席會議，並發表以「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水產種原庫吳郭魚的保種與育種

(Broodstock conservation and selective breeding of tilapia at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 bank of FARC)」為題的「國家報

告」。另，主辦單位安排與會之 12 個國家地區的所有代表

於 15 日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參觀訪問。 

971028 西側 2 樓簡報室 泰山文化基金會吳董事娟瑜應邀來所演講，講題為「身心

安頓－職場 0 壓力」。 

971031 博愛國小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台東縣博愛國小辦理「97 年

度海洋教育－教師東海岸地質暨海洋教育體驗研習」，由江

約聘研究員偉全講授「東部漁業資源與保育」、何副研究員

源興講授「小丑魚繁養殖研究」，並帶領種子教師參觀海水

觀賞魚繁養殖設施。 

971108 台東大學附設小學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副研究員源興應邀擔任『台

東地區富山禁漁區與杉原海洋生態社區體驗營』講師，講

授主題為「尋找台灣小丑魚」及「海洋生態復育」。 

971110 本所 2 樓簡報室 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張主任戎凜及勞工保險基隆辦事處張

主任演煌應邀來所進行演講「菸害防制法」宣導及說明「勞

保年金暨國民年金制度」。 

971117 
-22 

本所 7 樓國際會議廳 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在
台灣舉辦「APO 水產品加工及行銷之食品安全管理訓練課

程」，此次訓練課程由農委會主辦，委由本所執行辦理，共

計 8 個國家、29 位代表與會，開幕式中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1121 高雄縣阿蓮鄉農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助理研究員瑞良應邀主講「水產養殖

管理」課程。 

971121 總所 7 樓餐廳 台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江所長愛華博士應邀來所演講

「形塑學習型組織－從台灣歌謠欣賞開始」。 

97112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理「97 年度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

談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共有 86 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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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26 大仁科技大學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應邀至大仁科技大學專題

演講，題目為「藻類之應用與養殖」。 

971204 
-0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設水族生態展示館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至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

理「97 年職員教育訓練」，本中心江約聘研究員偉全講授「台

灣東部海洋環境與漁業」，何副研究員源興講授海葵魚生殖

生態與仔魚培育」及「海洋水族生態解說」，並帶領來賓參

觀海水觀賞魚繁養殖設施及水族館。 
 

農委會陳主委武雄與所有 APEC 與會代表合影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劉主任富光向APEC與會代表解說

自動化種苗生產系統 
APEC 與會代表參訪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種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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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 水產品加工及行銷之食品安全管理訓練課程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APO 與會人員參觀本所展示室 APO 與會人員參訪同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漂鳥營活動，教導學員海水蝦繁

養殖技術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漂鳥營活動，參與學員聚精會

神的學習海水魚繁養殖相關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