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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80225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 
三樓會議室 

本所辦理衛星水溫圖資料庫使用者座談會，邀請日本及台灣

專業技術人員提出魷魚產量與水溫相關性之專題報告，並由

本所企劃資訊組曾副研究員振德與魷魚公會張總幹事叔彬

共同與遠洋業者作雙向經驗交流及答詢業者提問，與會人員

共計 25 人。 

98031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邀請桃園區農業改良場黃副場長益田作專題演講，演題

為「淺談農業研究報告之寫作」。 

980313 東港區漁會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舉辦主委下鄉訪查「東港櫻花蝦漁業自

律式資源管理宣導活動」座談會。 

980324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本所與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為促進我

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共同舉辦「褐藻醣膠 (Fucoidan) 抑
制腫瘤細胞研討會」，參加人員來自國內各生技公司及相關

研究單位。研討會由蘇所長偉成的致詞揭開序幕，接著分別

邀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吳博士彰哲、長庚醫院中醫科張主

任醫師晉賢、桃園安科診所林院長仲傑以及本所水產加工組

黃博士培安發表專題演講，並進行技術交流與討論。 

980325 美和技術學院 美和技術學院邀請蘇研究員惠美擔任「健康生技研討會暨產

學論壇」專題演講者，講題為「藻類的應用與養殖」。 

980409 西嶼鄉合橫國小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副研究員恆毅及呂逸林技師至西

嶼鄉合橫國小擔任教師研習會，主講「認識澎湖潮間帶及澎

湖珊瑚礁」。 

980415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為提升台灣養牡蠣養殖產業之全球競爭，了解各國牡蠣

最新研究現況，並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邀請世界牡

蠣學會 (World Oyster Society) 會長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

森  勝義 (Katsuyoshi MORI) 教授來本研究中心進行「澎湖

地區牡蠣養殖」專題演講。 

98050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 所 舉 辦 兩 岸 洽 簽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 農業宣導說

明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種子教師林組長金榮主講，與會

人數共有 85 人。 

980508 總所 318 會議室 98 年農業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移轉系列演講－「水產養殖相

關專利案例分析與審查經驗」，由智財局張科長仁平主講。

98051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主辦、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協辦「中

層人工浮魚礁聚魚效果之探討」座談會，假東部中心國際會

議廳舉辦，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貴賓包括綠島區漁會陳

總幹事良玉、台東區漁會李總幹事正元、新港區漁會蔡總幹

事富榮、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主任龍靜等共計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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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1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小松輝久教授以「日本流藻最新研究

動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980602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ECFA 農業宣導說明會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行，由海水

中心郭助理研究員仁杰擔任講師，與會同仁共 30 人。 

980617 
-19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理 98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

鳥築巢營「餌料生物培養及滋養」，學員共 30 人，為期 3
天。 

980619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長庚醫院感染科李主任細祥來所演講「新流感防

治」。 

980624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行政院研考會綜合計畫處陳副處長焜元來所演講

「行政院政府組織再造－兼談行政法人」。 

980706 
-1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中階實務

修習課程－水試所平台，邀請本所研究人員擔任講師，6－
10 日分別由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陳主任紫媖講授「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成立與沿革」；鄭研究員金華講授「蝦類 SPF 種苗

生產之理論與實務」；鄭研究員新鴻講授「水產養殖池生態

系管理與實務」；謝副研究員介士講授「水產養殖環境監測

之理論與實務」；蘇研究員惠美講授「餌料生物大量培養之

理論與實務」、「藻類應用研發理論與實務」、周副研究員瑞

良講授「水產飼料製造與投餌之理論與實務」、企劃資訊組

林副研究員志遠講授「水產品身分證與履歷之理論與實

務」、水產養殖組張副研究員錦宜講授「水產病原快速檢測

之理論與實務」、曾副研究員福生講授「水產生物基因轉殖

之理論與操作」、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副研究員講授「海

水觀賞魚類種苗生產之理論與實務」。13 日前往澎湖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由蔡主任萬生簡介該中心研究現況，並由中心研

究人員輔導進行鱟、烏賊、牡蠣及貝類之養殖實作。14－15
日至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由葉主任信利簡介該中心的沿革

及講授海水魚類種苗生產之理論與實務」、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劉主任富光講授「淡水魚類種苗生產之理論與實務」、

楊副研究員順德講授「水產飼料營養與配方設計之理論與實

務」。 

98070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深層海水實際運用計畫及台東

種原庫建置情形」座談會，由陳主任文義主持，與會貴賓包

括李立法委員復興、農業委員會方志雄先生、能源局簡坤亮

先生、台電公司陳据湖先生及總所廖專門委員瑞琳等 15
人，並於會後參觀小丑魚主題館。 

980715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 
三樓會議室 

本所假高雄前鎮區辦理 98 年度衛星水溫圖資料庫使用者第

二次座談會，由本所曾副研究員振德提出「衛星影像應用於

西北太平洋秋刀魚漁場動態研究」專題報告，並邀請日本馬

場正彥社長，說明秋刀魚漁海況之最新資訊，同時由本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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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公會代表共同與遠洋業者作雙向經驗交流及答詢業者

提問，與會人員共計 30 人。 

980716 嘉義中油公司煉研所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舉辦「2009 生質預處理與高價石化利用

技術整合研討會」，邀請蘇研究員惠美演講「藻類之應用與

養殖。」 

980721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鄭舜成老師演講「台灣歌謠賞析」。 

980722 
-2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協助台東區農業改良場辦理 98 年度

「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班」築巢營，學員總計 31 人。 

980727 小琉球區漁會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假小琉球區漁會辦理「中層人工浮魚礁

效益」座談會。 

980728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台灣漫畫家兼創意家劉興欽老師演講「千斤力不如

妙點子」。 

980728 總所 318 會議室 日本環境模擬研究所伊藤喜代志 (Kiyoshi Itoh) 博士應邀

至本所就「Marine Explorer 地理資訊系統之應用研究」發表

演講，共有來自本所各組及研究中心之同仁 26 人參加。 

980806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消防署林專門委員金宏演講「活著離開—消防安全

的正確認識」。 

980820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理 98 年度教育部先導計畫「海蝦

養殖的過去與未來」會議，敬邀鄭研究員金華擔任「無特定

病毒白蝦的養成」課程講師。 

980820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異數宣言(股)呂副總經理家玢演講「從公共藝術看

歐洲城市特色」。 

980903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銓敘部退撫司莊淑芳小姐演講「公務人員退休法修

正草案解析」。 

98091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邀請日本女子大學西村一之博士演

講「日治時期東台灣漁業移民與旗魚漁業」，與會人員共 25
人。 

980911 宜蘭縣礁溪鄉大塭觀光

休閒養殖區 
本所假宜蘭縣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辦理九孔種苗生產技術

座談會，由水產養殖組林金榮組長主持，特別邀請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及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源興副

研究員與本組曾福生副研究員分別以「藻類在九孔繁養殖之

應用」、「九孔種苗生產及種貝培育」及「九孔近親交配問題

及對策」等發表專題演講。另外，林金榮組長也藉機宣導

ECFA 政策對農業的影響。 

980917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張律師菊芳演講「兩性平權－兼談結婚、離婚及夫

妻財產」。 
 



 

93 
 

980922 
、30 

980923 
、25 

屏東科技大學 
 
嘉義大學 

「98 海水養殖人才培訓班」於 22 日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李聘用副研究員彥宏講授「水產繁殖技術應用實習」；23 日

蘇研究員惠美講授「水產餌料植物培養」、「水產餌料動物培

養」；25 日鄭研究員金華講授「海水甲殼類繁養殖」；30 日

蘇研究員惠美講授「餌料生物學」。 

98092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牡蠣苗生產技術座談會」，共有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劉組長景毅、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吳主任龍靜、本所相關研究人員及嘉南地區牡蠣養殖業者等

數十人與會。 

981001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盧律師國勳演講「公務人員廉政倫理及案例解析」。

981001 
981007 

屏東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 

「98 海水養殖人才培訓班」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研究

員金華講授「海水蝦繁殖」、「海水蝦養殖」。7 日邀請該中

心蘇研究員惠美講授「餌料生物學」。 

981014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科學人雜誌總編輯清華大學李教授家維演講「從生

命科學到探索外太空」。 

981016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舉辦 98 年度「澎湖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會」，共有

39 人與會。 

981019 
-2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APO 水產養殖先進技術之應用多國性研習會」假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召開，APO 會員國十國代表 19 位以及國內學者

專家、水產養殖業者共約 50 餘人應邀與會。 

981023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長庚醫院癌症中心主任王正旭醫師演講「有關癌症

的迷思與防治」。 

981026 
990125 

總所西側 2 樓簡報室 本所邀請東吳大學法律系鄧教授衍森演講「人權大步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 

981030 嘉義大學 「97 年度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傳

統食品產業生物科技化製程提升與行銷管理人才培育計畫」

之藻類學研討會，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主講

「養殖藻類之應用」。 

981102 
-3 

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本所與世界牡蠣學會 (World Oyster Society, WOS)、海洋大

學及亞太糧肥技術中心共同主辦「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Oyster Symposium, IOS3)，世界牡蠣

學會理事長森勝義教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

雄、海洋大學李校長國添、亞太糧肥技術中心李主任健全及

本所蘇所長偉成等均應邀與會，共襄盛舉。本次的研討會議

程涵蓋牡蠣養殖管理、疾病、育種、環境污染控制、天然採

苗與人工苗生產、牡蠣加工與利用、牡蠣與人類健康及牡蠣

產業文化等領域，包括美國、日本、澳洲、韓國、越南、菲

律賓、法國、烏克蘭等，共有 11 個國家，150 餘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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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6 嘉義大學 「綠色能源育成網路南區研討會－水圈環境問題與綠色環

保資源再利用」研討會，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

美主講「微藻固碳與有機廢水利用」。 

981112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 100 年計畫構想書研討會，與會人

員共 24 人。 

98111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暨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宣導座談會，與會學者專家、水產養殖業者共 56
人。 

981204 高雄縣阿蓮鄉農會 98 年度水產養殖常見病害及安全用藥講習會，邀請周副研

究員主講「虱目魚養殖方式介紹」、「虱目魚常見病害及防治

方法」、「虱目魚常見病害及安全用藥」。 

981217 高雄縣梓官區漁會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假高雄縣梓官區漁會舉辦「台灣西南海

域底拖網研究成果宣導」座談會。 

98122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暨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 (ECFA) 宣導座談會。 
 

5 月 15 日「中層人工浮魚礁聚魚效果之探討」座談會 9 月 29 日「牡蠣苗生產技術」座談會 

10 月 16 日澎湖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10 月 20 日水產養殖先進技術之應用多國性研習會 11 月 2-3 日國際牡蠣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