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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17 召開本所 97 年第 1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118 蘇所長偉成前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視察並與中心人員舉行座談。 
 

蘇所長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同仁座談 
 
970129 召開本所第 0073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0131 召開本所 97 年度「擴大產銷履歷水

產品驗證輔導」第 1 次研商會議，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212 召開本所「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

試驗船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期末

報告審查會議。 
970219 召開本所 97 年度「擴大產銷履歷水

產品驗證輔導」第 2 次研商會議，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220 台南縣政府主辦「2008 台灣燈會農特

產區之農業成果展」，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應邀參展，活動至 3 月 2 日。 
970222 召開本所 98 年度科技計畫先期作業

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0226 召開本所第 0074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0226 召開「牡蠣之市場調查、技術鑑價、

經濟效益及產業化評估、公開競標專

屬技術授權等專業服務」審查會議。 
970227 召開「本所漁業發展基金 98 年度預

算初審案」審查會議。 
970229 召開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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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白沙

養殖場 ROT 整建修正版規劃書」初

審會議。 
970310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派駐

薩爾瓦多技術團陳名光先生至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研習海水蝦養殖技

術，至 4 月 18 日。 
970312 基隆市和平國小教師及家長 30 人至

本所體驗深層海水乳液製作。 
970317 蘇副所長茂森與陳組長世欽至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視察研究紀錄簿執

行情形，並召開「研究紀錄簿宣導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21 日至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70318 本所 97 年產學合作計畫業者第二階

段審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318 召開本所 97 年度第 1 次研管會。 
970321 政風室張主任俊哲、秘書室鄭專員楊

甡、闕慎小姐、會計室陳詠雪小姐至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驗收植栽土壤

改良及排水改善案。 
97032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97 年度第

1 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議」，由

劉富光主任主持。 
970325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設水族生態展示館委託營運管理契

約修改協商會議」。 
970328 協商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魚池

隔堤改建及排水溝整建工程」設計監

造相關事宜。 
9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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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白沙

養殖場 ROT 調整規劃書」。 
970331 召開本所 97 年第 2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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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及

進度等第 2 次督導事宜。 
970401 本所於 1、2 日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 4 樓會議室召開第 0075 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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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會報，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0402 召開本所風險管理推動小組第 5 次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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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品質查

核。 
970409 本所張主任俊哲、鄒主任麗華、鄭專

員楊甡、馬專員魁生及秘書室黃家修

先生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進行 97
年度事務管理工作實地檢核。 

970410 中央研究院細胞及個體生物學研究

所吳特聘研究員金洌，率領實驗室研

究人員一行共 8 人，至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與吳郭魚小組人員進行「吳郭

魚高成長標記基因群之檢測研究」合

作計畫會議。 
970415 召開本所電子報編輯會議。 
970429 召開本所第 0076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0506 本所人事、會計、政風室主任及相關

業務人員一行 7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進行事務管理工作實地檢核與

座談。 
970509 蘇主委嘉全蒞臨本所視察。 

蘇主委與本所一級主管合影留念 

 
970509 召開本所第 0077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514 召開本所 97 年第 3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514 召開本所電子報編輯會議。 
970519 瑪佳有限公司接受教育部委託製作

「台灣名文誌」，由葉毓亭小姐一行 5
人至本所標本室，錄製有關軟骨魚類

及鄧故所長火土發現的新種標本。 
97052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97 年度

事務管理工作實地檢核，由本所鄭專

員楊甡主持，參與長官包括人事室鄒

主任麗華、政風室張主任俊哲等 6 人。 
970523 水試一號歲修驗收。 
970529 召開 96 年度「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附屬水族館委外營運績效評

估會議」。 
970602 召開水產研究編輯會議。 
970609 召開 RFID 評審委員會。 
970610 召開「APO 水產品加工與行銷之安全

管理訓練課程」第 1 次籌備會議；18
日召開第 2 次籌備會議。 

970611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海葵魚

模廠新建工程第 2 次協調會，由陳主

任文義主持，參與人員包括聯合打開

建築師事務所陳建築師俊銘、明聖營

造有限公司標主任宗揚及大益科技

有限公司胡文騫等一行 8 人；26 日舉

辦第 3 次協調會，包括聯合打開建築

師事務所吳監工淑雯、明聖營造有限

公司標主任宗揚等一行 7 人與會。 
970616 本所假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召開整

合水產種苗科技研究團隊研商會議。 
970618 舉行海洋大學與本所「合作推動研究

計畫第 11 次座談會」會議。 
970624 財團法人國合會委由中國生產力中心

承辦之「駐外技術人員精進研習班－

淡水魚(臺灣鯛)養殖管理班」假本所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理，至 27 日，學

員為駐宏都拉斯技術團劉恒信先生及

駐多明尼加技術團宋增淦先生。 
970625 召開本所第 0078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70701 本所召開「水產品行銷安全管理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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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外服務第 1 次評審會議。 
970704 本所召開「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

離試驗設施建置工程(95 年度)」工程

督導交通事宜。 
97070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海葵魚

種苗生產模廠新建工程督導施工查

核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與會貴賓包括賴委員光政、鄭委員宗

淋、聯合打開建築師事務所陳建築師

俊銘、明聖營造有限公司徐總經理明

智及大益科技有限公司胡主任文騫

等計 22 人。 
970711 本所於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召開研商

整合水產種苗科技研究團隊會議。 
970716 「2008 農業技術交易展」於臺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所配合參展。 
970716 召開本所 97 年度期中審查會議。 
970717 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觀賞魚研究

團隊整合計畫研商會議。 
970717 召開本所 97 年度第 2 次研管會。 
970719 97 年全國漁民節系列活動於瑞芳區

漁會深澳漁港舉行，本所應邀共襄盛

舉，舉辦水產研究成果展。 
970722 本所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種

苗研究團隊整合計畫研商會議。 
970722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海葵魚

模廠新建工程第 4 次協調會，由陳主

任文義主持，參與人員包括聯合打開

建築師事務所吳主任淑雯、明聖營造

有限公司標主任宗揚等一行 7 人。 
970724 97 年度第二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

調會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行。 
970724 召開本所澎湖水族館及東部水族生

態展示館民間機構參與經營案之履

約財務監督管理服務招標案之評選

會議。 
970729 召開本所 97 年第 4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729 召開本所「水產品行銷安全管理研討

會專業服務」評審會議。 

970730 召開本所 97 年度「擴大產銷履歷水

產品驗證輔導」第 3 次研商會議，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730 召開本所第 0079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0731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支庫管

理大樓新建工程」案於工地現場(澎湖

青灣)辦理驗收事宜。 
970806 召開本所 97 年第 5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8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

由農糧署陳署長文德與李分署長蒼

郎陪同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視

察，由蘇副所長茂森及劉主任富光負

責接待與業務簡報。 
970816 甘比亞漁業人員至本所海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接受牡蠣養殖

訓練，至 11 月 1 日。 
970819 研商「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

物種原庫」基地聯外道路管理維護移

撥事宜。 
970821 本所召開「牡蠣之市場調查、技術鑑

價、經濟效益及產業化評估、公開競

標專屬技術採權等專業服務」審查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0822 本所舉辦親子活動，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 
970822 本所召開 0080 次主管會報。 
970827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西嶼

鄉內垵、北港以及馬公市虎井里與桶

盤里之間的兩處海域進行象牙鳳螺

放流。王縣長乾發、農漁局鄭局長明

源、縣府工作人員及澎湖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蔡主任萬生與相關研究人員

分別搭乘二艘漁筏及本所海安號試

驗船出海執行任務，分別投放了 20
萬粒幼螺、10 萬粒成螺。 

970905 召開水產種苗研究團隊整合計畫研

商會議。 
970911 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種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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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魚研究團隊整合計畫研商會議。 
970915 召開電子報審查會議。 
970916 本所召開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承

製本所海馬短片期中審查。 
970922 召開本所第 0081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0922 召開本所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第 1 次會

議，研討節能減碳計畫。 
970925 「2008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由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行

政院國科會及農委會共同主辦，並委

由外貿協會、工研院及台灣技術交易

整合服務中心規劃，本所選出具代表

性的 3 項技術參與展出活動，包括：

貝殼有機質及抗菌物質萃取方式及

其應用、藻寡糖於保健食品之應用以

及裸鰮萃取物之應用，展出至 28 日。 
97093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進行「海葵魚

種苗生產模廠新建工程」初驗相關事

宜，參與人員包括聯合打開建築師事

務所吳主任淑雯、明聖營造有限公司

標主任宗揚等一行 7 人。 
971006 本所召開研商農委會水產種苗及觀

賞魚研究團隊中程計畫書事宜。 
971008 本所召開 96 年度之委外營運績效評

估會議。 
97100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水族館

委外營運績效評估會議，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參與委員、貴賓包括戴委

員正雄、李委員玉芬、劉委員燈城、

廖委員瑞琳、德河貿易有限公司吳總

經理智謀、巫經理繼倫等一行 20 人。 
971013 蘇所長偉成前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視察，並與研究人員座談。 
971013 召開本所法制化議題會議。 
971013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主任龍靜等

一行 7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討

論鮪魚標識放流等事宜。 
971015 召開 APO 水產品加工與行銷安全管

理訓練課程第 6 次籌備會議。 

971015 本所會計室廖主任瑞琳陪同審計部

盧審計紹均前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查核「台東分所試驗設施擴建工

程」使用情形。 
971017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 97 年 10 月 15

日函送仲裁判斷書，判定確認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族生態展示

館委託營運契約之法律關係自民國

97 年 8 月 5 日起不存在，仲裁庭依民

法第 227 條之 2 情勢變更原則之規

定，判定本契約效力應為終止。 
971017 天母國中家長成長班邀請本所蘇所

長偉成至天母國中演講。 
971022 召開本所 98 年產學合作計畫業者第

二階段審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024 召開牡蠣籌備會議。 
971024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參加台

東區農業改良場主辦「台東縣農業試

驗單位研究成果展」，展示內容水產

養殖部分包括新開發完成國外品系

之黑公子小丑、澳洲藍帶小丑及藍鰭

雀，漁業部分展示內容為雨傘旗魚衛

星標示放流及東部魚類多樣性成果

展示，至 25 日。 
971027 召開本所 99 年度新興科技中程計畫

研商會議。 
971029 召開本所第 0082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110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館原委外經營之「德河貿

易股份有限公司」經仲裁判斷後提前

終止合約，水族生態展示館自本(97)
年 11 月 1 日起由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接回管理。 
971103 本所舉行國防工業訓儲用人單位考

核評鑑。 
97111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水族館

委外營運績效評估會議，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參與委員、貴賓包括戴委

員正雄、李委員玉芬、劉委員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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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瑞琳、德河貿易有限公司吳總

經理智謀、巫經理繼倫等一行。 
971112 97 年種鰻放流計畫於 11 月 12-13 日

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進行鰻魚標

識作業，14 日至苗栗後龍溪及新竹鳳

山溪選定地點進行放流。17 日假東港

鎮東港溪南岸舉行「97 年度鰻魚放流

暨種鰻資源保育宣導」儀式，由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主辦、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協辦，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儀式，

共有貴賓 80 餘人參與。 
9711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假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啟動每

一天看顧每一刻：生物多樣性推動方

案成果展」，本所應邀展示相關研究

成果，並於現場舉辦問答互動以及推

廣品贈送等活動。 
971118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承製本所海

馬短片期末審查。 
971118 審查德河公司所提之本所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族生態展示館

資產返還計畫書及研商該館後續營

運接管事宜。 
971119 召開本所「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

試驗船案」計畫修訂諮詢會議。 
971120 召開本所 97 年笫 5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121 中華民國鯨豚協會與台東縣成功國

小假台東縣成功國小舉辦台東縣「海

洋鯨豚嘉年華」闖關活動，本所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應邀展示「尋找台

灣小丑魚」實物及看板，讓小朋友認

識台灣周邊海域產之 5 種小丑魚，參

加闖關小朋友總計約 1 千餘人。 
97112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館配合台東縣政府主辦

2008 旗魚暨海洋博覽會開放水族生

態展示館供民眾參觀，至 30 日，參

觀人次總計達 8,047 人。 
971125 舉行「會議室、車輛管理系統」建置

說明會。 
971125 召開電子報編輯會議。 
971126 召開本所第 0083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71126 召開本年度伙食團年終檢討會及下

年度承辦單位籌備會。 
971127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第 1

次籌備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127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71210 召開本所 97 年第 6 次甄審會及考績

會。 
971211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2 次籌備會議 
971211 召開本所與德河貿易有限公司針對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館委託營運管理案之設

備返還等爭議協商會議。 
971216 本所 98 年度科技計畫構想書審查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218 開始辦理本所科技計畫 97 期末暨 98

構想書審查會議，其他場次分別於

19、22-23、25-26、29 日假總所、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召開。 
97122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觀賞用

海洋生物量產技術與海洋生技產業

模式促成專案計畫」期末審查會議，

由農委會科技處方委員國運主持，參

與委員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

處梁委員淑嫻、郭技正坤峰、國立海

洋大學冉委員繁華、邰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林研發長學廉等一行 15 人。 
971224 召開本所第 0084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71224 召開本所風險管理督導小組第 1 次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224 召開本所 97 年度政風督導小組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71224 本所舉辦 97 年度歲末聯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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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舉辦之「2008 台灣燈會農特產區之農業成果展」 

 
 

   

 
7 月 16 日舉辦之「2008 農業技術交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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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舉辦之 97 年全國漁民節系列活動 
   
   

 
  

 
9 月 25 日舉辦之「2008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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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舉辦之「台東縣農業試驗單位研究成果展」 

 
 

 
11 月 16 日舉辦之「啟動每一天看顧每一刻：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成果展」 

 
 

 
  

 
11 月 21 日舉辦之「海洋鯨豚嘉年華」闖關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