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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10 召開本所 98 年第 1 次甄審會暨考績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113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3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114 遴選本所 98 年度服務創新精進執行

計畫會議。 
980116 研商「副研究員職等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調高為薦任第九至簡任第

十職等」事宜。 
980120 召開本所 98 年第 2 次甄審會，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120 召開本所第 33 期電子報審查會議。 
980121 召開本所第 0085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80212 審查本所業務簡介企劃書。 
980213 召開本所 98 年第 3 次甄審會，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26 日召開第 4 次甄

審會。 
980218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4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219 召開本所第 34 期電子報審查會議。 
980225 召開本所第 0085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80303 研商本所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進行

學術與教育合作契約書內容事宜，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302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一行

13 人，由水試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何源興副研究員陪同，至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觀摩討論種原庫魚、蝦、藻

類養殖設施規劃。 
980305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第 3 次

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309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第四屆菁英役

男訓練計畫曾思閔先生至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接受白蝦繁、養殖技術專業

訓練，至 4 月 10 日。 
980312 召開本所 98 年第 5 次甄審會；23 日

召開第 6 次甄審會，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80316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8 年

度第 1 次研管會。 
980317 舉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產

業策進辦公室業務交流。 
980317 召開本所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

資訊系統教育訓練會議。 
980325 召開本所第 0086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325 本所風險管理督導小組第 2 次會議 

(視訊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330 召開「第三屆世界牡蠣研討會」第 5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331 本所在知本種原庫基地舉行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新建工程開

工動土典禮，由蘇所長偉成親臨主

持，立法委員黃健庭、台東縣長鄺麗

貞、台東縣議長李錦慧等貴賓百餘人

應邀蒞臨參加。 
 

蘇所長與參加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新建工程開

工動土典禮的貴賓合影留念 
 
980402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98 年

度第 2 次研管會。 
9804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

蒞臨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視察。 
 

陳主委與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同仁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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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07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研發創新

養鰻管理技術暨改善鰻魚品質」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408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例行記者會，在蘇

副所長茂森引言後，由水產養殖組張

副研究員錦宜發表「水質總生菌數檢

測套組」研發成果。 
980409 召開 98 年度研發替代役甄選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417 召開「世界牡蠣研討會」第 1 次籌備

委員會，由牡蠣學會森  勝義理事

長、本所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420 召開 98 科技計畫執行情形及 99 年度

先期構想書審查會議。 
980423 97 年度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率查核

會議假本所七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429 召開本所第 0087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430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第 4 次

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505 召開本所「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試驗

船建造計畫」監造計畫書審查會議。 
980505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說明會。 
980506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6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508 本所「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

驗設施建置工程(96 年度)」驗收。 
980512 召開九孔產業振興研究小組分工會

議(視訊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513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5 次籌備會議(視訊會議)，由蘇所

長偉成主持。 
980514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行海葵魚

種苗生產模廠揭牌儀式，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 
98051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族生態展

示館重新開館營運，5 月 20 日於特展

區舉辦「曾興平教授畫展開幕茶

會」，與會貴賓共計約 50 餘人。 

海葵魚種苗生產模廠揭牌儀式後，蘇所長與中心同仁合

影留念 

 

980518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辦理

「駐外技術團儲備人員職前訓練課

程研習班」，研習學員為陳冠全先生

及黎俊廷先生，兩人於 5 月 18 日至

中心報到。研習時間自 5 月 18 日至 8
月 18 日共計 3 個月。 

980519 本所秘書室馬專員魁生、林雅靖先

生、陳奕森先生、會計室蔡良瑩小姐

至中心進行 98 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情形實地訪查。 
980520 召開本所第 0088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520 召開本所第 98 年第 7 次甄審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520 本所召開基隆市中正區和平段 565 地

號土地佔用案說明會。 
980601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6 次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17 日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營

運模式委託專業服務」第 1 次評審小

組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19 日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1 次諮詢會

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604 國科會數位典藏辦公室陳專案助理

秀華及王專案助理傢軍等一行 5 人，

由本所劉主任秘書燈城陪同至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拍攝數位典藏計

畫工作流程。 
980610 本所秘書室陳奕森先生、會計室周麗

卿及蔡良瑩小姐等一行 3 人至東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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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物研究中心執行 98 年度財產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及零

用金查核。 
980612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國

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新建工程第 13 次

月工務會議暨第 54 次週工務會議，

由中興工程公司余經理信遠主持，與

會者包括台東農業改良場王副場長

仕賢、蘇科長炳鐸、中華工程公司陳

所長鐘亮及中興工程公司陳工程師

潔如、孫工程師連和及總所郝專員再

隆等一行 16 人。 
980617 98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

築巢營隊學員 30 人假本所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辦理「餌料生物培養及滋

養」研習課程，為期 3 天。 
980617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假澎湖

縣馬公市嵵裡里北面內灣 (10 月 12
日在青灣海域)實施沙蟹幼苗 (16 餘

萬尾) 放流活動。與會的貴賓包括澎

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謝副處長、澎湖

縣政府農漁局謝技士、李技士、嵵裡

里里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嵵裡

國小校長率領全校師生以及記者朋

友與里民等一行約百人參加。 
 

參與活動的小朋友小心翼翼地將蟹苗趕入海中 

 
980618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7 次籌

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618 召開本所 98 年第 8 次甄審會，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623 所召開第 0089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
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624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屬水族館 97 年度委外營運績效評估

委員會議。 
980624 2009 農業技術交易展在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所選出具代表性

的 5 項技術參與展出活動，包括：水

質總生菌數檢測套組、深海寡胜肽作

為肌膚保養品之應用、象牙鳳螺高密

度養殖系統及技術、水產生物餌料微

藻之生產以及微型數位魚探模組。 
980626 本所科技計畫 98 年期中審查會議 

(第 1 組) 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

行，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第 2 組於

29、30 日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行。 
980708 本所於 8、9、10 日舉辦 98 科技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 
9807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 年度財產管理

情形實地訪查。 
980713 召開本所「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送審作品審查會」。 
980713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南向 1 樓以及

東側 4 樓辦公室整建工程施工前協調

會議。 
9807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

蒞臨本所視察，並於 7 樓國際會議廳

聽取蘇所長偉成就本所研究現況與

展望提出簡報。 
 

陳主委蒞臨本所視察，與蘇所長及本所一級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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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22 本所召開 99 年度農業科專計畫漁業

領域策略規劃會前會。 
980723 第 7 屆「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假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盛大舉

辦。本所負責規劃「台灣淡水原生種

魚類」櫥窗，以台灣淡水原生種魚類

之復育為主要展示內容，同時以海報

方式配合展出本所近年來的研發成

果。 
980729 召開本所第 0090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805 基隆市張市長通榮蒞臨本所拜訪蘇

所長。 
 

基隆市張市長蒞臨本所參觀，與蘇所長及本所一級主管

合影留念 
 
980805 召開本所「水產試驗所業務簡介影片

製作」採購案審查會。 
980806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南向 1 樓以及東側

4 樓辦公室整建工程施工前協調會

議，分別於 6、13、21、27 日召開。 
980814 本所舉辦自強活動暨親子活動。 
980818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8

次籌備會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0818 召開本所 98 年第 9 次甄審及第 4 次

考績會。 
980821 日本東海大學大學部 4 位實習生至沿

近海資源研究中心研習「台灣西南海

域多齒蛇鯔及花班蛇鯔胃內容物」、

「梓官及東港漁港底拖漁船漁獲物

調查」，至 9 月 24 日。 
980826 召開本所第 0091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827 召開本所業務簡介影片毛片修正會

議。 
980828 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製小丑

魚短片期中審查會議。 
980902 研商本所研發成果收入繳稅事宜會

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902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7 次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903 討論本所簡介中文毛片調整及確認

英日語配音人員。 
980904 本所「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

驗設施及養殖池加深等雜項工程委

託設計及監造服務」開標。 
980904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南向 1 樓以及

東側 4 樓辦公室整建工程協調會議。 
980905 本所舉行「中元節普渡」活動。 
980908 動物實驗管理查核小組蔡博士倉吾

等一行 4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進行動物實驗管理相關業務督導。 
980914 本所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

第 9 次籌備會議；21、29 日召開工作

會報。 
980916 召開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製

小丑魚影片期中審查複審會議。 
980923 本所召開第 0092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0923 召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與本所「合作

推動研宄計畫」第 12 次座談會，由

海洋大學李校長國添及本所蘇所長

偉成主持。 
980923 為審理本所經管之珍珠貝殼等 6 件珍

貴動產是否仍具文化性、歷史性與藝

術性等價值，特召開相關會議，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80924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假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展出。本所

配合展出具代表性的二項技術：「水

質生菌數檢測套組」及「深海寡胜肽

作為肌膚保養品之應用」。開幕儀式

中，海妮雅國際美容事業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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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林董事長惠蘭以及本所蘇所長偉

成於現場進行「深海寡胜肽作為肌膚

保養品之應用」技術授權之簽約儀

式。 
98092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協助澎湖縣

農漁局種苗繁殖場放流白棘三列海

膽苗 3,000 顆及象牙鳳螺苗 20,000
顆。 

981006 辦理「水產試驗所業務簡介影片製

作」期末審查。 
981008 本所 99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廠商

資格審查。 
981009 召開「澎湖海洋生物多樣性」特刊編

輯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1013 召開「第三屆國際牡蠣研討會」第 10

次籌備會議。 
981014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例行記者會，在蘇

副所長茂森引言後，由海洋漁業組研

究助理蕭聖代就「牡蠣生命條碼資料

庫」之建置，發表新近的研發成果。 
981015 舉辦 98 年度差勤管理系統座談會。 
981019 舉行會計室新卸任主任交接典禮。 
981021 召開本所第 0093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1022 召開 42 期電子報編輯會議。 
981027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第 2

次工作會議。 
98102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種原資訊

管理及資料庫整合系統簡介與操作

說明會」，由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呂逸林技師擔任講師，中心全體同仁

與會。 
981030 召開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製

小丑魚影片製作期末審查會議。 
981105 召開本所 99 年科技計畫構想書審查

會議 (第 1 組)。 
981106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廠商進駐申

請審查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1106 2009 台灣觀賞魚博覽會於 6－9 日假

台北世貿三館盛大舉行。本所配合台

灣觀賞魚博覽會活動，負責規劃『海

水觀賞魚』展示區，包括 8 種小丑魚、

海葵、藍倒吊、黃三角、觀賞蝦、海

馬及鱟等人工培育的海洋生物。 
981109 海洋大學主辦、本所協辦之「AFAS 

2009 亞洲水產音響及漁業永續應用

國際研討會」於 9－10 日在海洋大學

舉行。 
981117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由農委會科技處

方副處長國運及蘇所長偉成共同揭

牌，隨後在 7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恆春

海洋養殖、藍海生技及海妮雅國際美

容事業三家公司進駐本所育成中心

的聯合簽約儀式，並舉行育成中心成

立首場招商說明會，出席廠商及貴賓

計 84 人。 
 

方副處長與蘇所長共同為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揭牌 
 
981118 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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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

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報告書 (修正版) 
及招商文件 (草案) 審查會議，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81119 召開本所 98 年第 10 次甄審會及第 5

次考績會(視訊會議)，由蘇副所長茂

森主持。 
981119 98 年種鰻放流計畫於竹北試驗場進

行鰻魚標識作業。 
981120 98 年度種鰻放流活動假新竹縣舉

行，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鰻魚工作團

隊在劉主任富光的帶領下，配合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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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團體與河川巡守隊共同於新竹

縣鳳山溪執行放流作業。國內鰻魚資

源研究專家，台大漁科所曾萬年教授

也參加放流活動。 
 

曾教授與劉主任等人於鳳山溪執行種鰻放流 
 
981123 召開本所 43 期電子報編輯會議。 
981124 召開本所第 0094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1125 本所假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舉

辦創新育成中心南部招商說明會，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陳主任建斌、大仁科技大學歐校長善

惠蒞臨指導，出席廠商及貴賓計 68
人。 

981202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

進行執行績效查證，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與會人員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王技監明來、陳技監炳輝、劉專員

淑芳、王簡任技正賢杰、中華工程公

司陳所長鐘亮、中興工程公司余經理

信遠及總所廖專委瑞琳等一行 40 人

參與。 
981203 召開本所水產研究編輯會議。 
981208 本所於 8、9、11、14、15、18 日召

開科技計畫 98 期末暨 99 構想書審查

會議。 
981208 水試二號試驗船於高雄旗津三陽造

船廠舉行開工典禮，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81215 「魚池隔堤改建及排水溝整建工程 

(第 1 期) 案」工程品質及進度督導事

宜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理，由劉

主任秘書燈城主持會議，與會人員有

劉主任富光及中心相關同仁、塗能誼

建築師事務所塗建築師及監工 2 人、

朝立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先生鴻

嘉及監工技師 4 人及總所政風室張主

任俊哲、秘書室闕慎小姐及會計室方

瓊德小姐，另請工程督導委員高委員

健章及鄭委員宗淋與會督導，會後並

至現場查驗。 
981216 召開「水產種苗生產管理系統」期末

報告驗收審查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81216 召開本所員工伙食交接相關事宜會

議，由劉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81216 召開本所 98 年第 11 次甄審會及第 6

次考績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81218 舉行本所 98 年度防火及災演練實施

計畫。 
981222 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

為製播「98 年度休閒漁業電視節目－

漁樂新視界」節目，前來總所水產陳

列館拍攝取景。 
981222 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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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文件 (草案) 審查會議，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 
981223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8 次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1223 召開本所第 0095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81223 本所於 23 日及 99 年 1 月 25 日舉辦

經費核銷系統項下擴充增列消耗品

管制系統管理員及使用者教育訓練。 
981224 本所於 7 樓員工餐廳舉辦「98 年度歲

末聯歡」活動。 
981224 舉辦本所 99 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

「票選委員」之選舉作業。 
981224 召開 98 年第 12 次甄審會 (視訊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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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舉辦之「2009 農業技術交易展」 
   

7 月 23 日舉辦之第 7 屆「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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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27 日舉辦之「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11 月 6-9 日舉辦之「2009 台灣觀賞魚博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