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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調 查 或 計 畫 名 稱 領 隊 及 隨 船 人 員 海 域

水試一號試驗船 

97.01.04-01.14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暨

海洋大學學生海上實習 
助理研究員李忠憲 
約聘研究助理藍揚麒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梁宏彥 
專業技工簡煌彬 
海大研究生吳念胤、王河順 

台灣周邊 

97.03.13-03.23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暨

海洋大學學生海上實習 
助理研究員李忠憲 
約聘研究助理藍揚麒 
約聘研究助理莊世昌 
約聘研究助理蕭聖代 
專業技工簡煌彬 
海大研究生吳念胤等 3 人 

台灣周邊 

97.06.16-06.23 台灣近海鮪類資源之漁海況調

查 
組長吳繼倫 
助理研究員賴竹蘭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約聘研究助理莊世昌 
專業技工簡煌彬 
專業技工陳玉姬 

台灣東部暨

龜山島 

97.07.03-07.14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暨

海洋大學學生海上實習 
助理研究員李忠憲 
約聘研究助理藍揚麒 
專業技工簡煌彬 
海大研究生吳念胤等 22 人 

台灣周邊 

97.07.22-07.31 全國高中生東沙國家公園海上

巡禮 
約聘研究助理王友慈 
約聘研究助理蕭聖代 
專業技工陳玉姬 
台大海研所教授唐存勇等 18 人

東沙島 

97.08.22 台視拍攝「農業多媒體簡介及書

面簡介」－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

境監測 

助理研究員李忠憲 
約聘研究助理藍揚麒 
約聘研究助理蕭聖代 
約聘研究助理莊世昌 
專業技工簡煌彬 
記者翁英修、朱家瑩及楊智仁等

3 人 

台灣北部 

97.08.24-08.29 我國大陸礁層調查(內政部) 海洋大學李昭興教授等 11 人 台灣北部及

東部外海 

97.09.02-09.06 我國大陸礁層調查(內政部) 海洋大學李昭興教授等 11 人 台灣北部及

東部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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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10-09.16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專業技工洪國軒 
海洋大學何平合老師及學生等

12 人 

台灣西南及

東部 

97.10.06-10.08 我國大陸礁層調查(內政部) 內政部柯雷雨、徐位豐、詹政順

先生 
台灣東北部

97.10.14-10.23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約聘研究助理蕭聖代 
約聘研究助理莊世昌 
聘用助理研究員潘佳怡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梁宏彥 
專業技工簡煌彬 
專業技工楊佩芬 

台灣周邊 

97.10.28-11.10 我國大陸礁層調查(內政部、海

洋大學) 
海洋大學李昭興教授及內政部

人員等 7 人 
南海北部 

97.11.30-12.02 我國大陸礁層調查(內政部、海

洋大學) 
內政部徐位豐先生等 3 人 東海暨釣魚

台 

海富號試驗船 

97.01.07-01.10 台灣北部海域中小型拖網漁業

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吳全橙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台灣北部 

97.02.21-03.01 人工浮魚礁拖帶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台中沿海 

97.03.26-03.29 台灣周邊海域鯖鰺仔稚魚分布

之調查研究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梁宏彥 

台灣東北部

97.06.18-07.02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群聚生

態調查及其在漁業管理之應用

研究 

副研究員葉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台灣西南 

97.07.03-07.09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群聚生

態調查 
副研究員葉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台灣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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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01-08.06 台灣北部海域中小型拖網漁業

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吳全橙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台灣北部 

97.09.17-09.26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群聚生

態調查及其在漁業管理之應用

研究 

副研究員葉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台灣西南 

97.11.06-11.08 台灣北部海域中小型拖網漁業

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吳全橙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台灣西北部

97.12.02-12.21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群聚生

態調查及其在漁業管理之應用

研究 

副研究員葉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副研究員陳守仁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研究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研究員程嘉彥 

台灣西南 

海建號試驗船 

97.01.03-01.12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中山大學研究生洪銘昆 

台灣西南 

97.06.27-07.04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暨水中

魚體大小測量系統開發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台灣西南暨

東部 

97.07.14-08.04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暨水中

魚體大小測量系統開發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台灣西南暨

東部 

97.08.29-09.06 台灣沿岸海域魚卵及仔稚魚資

源調查及評估 
約聘研究助理王友慈 
助理研究員康偉福 

台灣沿岸 

97.09.25-10.19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副研究員吳春基 龜山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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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暨水中

魚體大小測量系統開發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專業技工洪國軒 

灣西南及東

部 

97.10.25-10.31 1.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

礁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暨

水中魚體大小測量系統開發

2.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群聚

生態調查 

副研究員葉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助理研究員賴繼昌 
助理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理黃建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訓儲人員程嘉彥 
專業技工洪國軒 

龜山島、台

灣西南及東

部 

97.11.14 台灣沿岸海域魚卵及仔稚魚資

源調查與評估 
約聘研究助理王友慈 
聘用助理研究員潘佳怡 

台灣西南 

97.12.10-12.11 台灣北部海域中小型拖網漁業

資源調查研究 
約聘研究助理莊世昌 龜山島 

97.12.20 台灣西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

區鰹鮪標識放流之研究 
王瑞霖 台灣西南 

海安號試驗船 

97.01.08-01.09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1.10-01.11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2.18 凍斃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南部 

97.02.19 凍斃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內海 

97.02.21 凍斃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內海 

97.02.22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2.25 凍斃魚類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2.29 澎湖北部海域扒網漁業現況調

查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北部 

97.03.24-03.25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3.26-03.27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3.27-03.28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3.31-04.02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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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08-04.09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4.10-04.11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4.14-04.17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4.21-04.22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4.23-04.25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4.29-04.30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5.05-05.06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5.07-05.09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5.12-05.13 寒害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內灣 

97.05.19 澎湖丁香魚扒網漁業資源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澎湖北部 

97.05.2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5.23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5.26-05.27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6.02-06.03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6.04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6.05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6.06 97 年度海龜救護收容研究計畫 助理研究員許鐘鋼 望安 

97.06.09-06.10 南溝底拖漁場魚類群聚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南溝 

97.06.11-06.12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6.18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7.01-07.02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7.04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07.08-07.09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97.07.1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7.1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08.04-08.06 澎湖海域生物多樣性之調查 副研究員謝恆毅 內垵 

97.08.07-08.08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97.08.11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08.27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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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03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09.05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09.09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09.17-09.18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青灣外海 

97.09.19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97.09.25-09.26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97.09.30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內垵 

97.10.01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虎井 

97.10.0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之研究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內垵 

97.10.21 澎湖丁香魚扒網漁業資源調查 專業技工黃文卿 北海 

97.10.22-10.23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10.27-10.28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專業技工冼宜樂 青灣外海 

97.10.29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青灣外海 

97.12.01-12.02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青灣外海 

97.12.03-12.04 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調查 助理研究員鐘金水 澎湖東南方

97.12.09-12.10 象牙鳳螺幼螺放流成長試驗 專業技工冼宜樂 青灣外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