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陸  研討(講習)會、專題演講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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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5012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鄭石岩博士以「說話藝術」為題發表演講。 

9502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舉行「虱目魚、蝦飼料研發改進會議」，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及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相關研究人員共

10 人與會。 

95022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際禮儀協會黃秘書長士雀演講，講題為：「婚、

喪、喜、慶的禮儀」。 

95022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度高屏地區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共有來自產官學研各界代表，約 101 人參與。 

950309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

巡防局澎湖機動隊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城助理研究員振誠應邀參加海岸巡

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隊辦理之澎湖章魚認定講

習，並擔任講師。 

950310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

巡防總局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95 年度安檢幹部工作研

習，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專業技工冼宜樂擔任講師，講

演「澎湖地區非法漁業簡介」，與會人員計有 119 位。 

950316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銓敘部莊專門委員淑芳以「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

理化改革方案暨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為題發表演講。

95032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南僑關係企業會陳會長飛龍以「半世紀的變革與

藍海策略體驗」為題發表演講。 

950411 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會

議室 
本所舉行 95 年度北基宜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會議，由劉主任秘書燈城主持，有來自各單位代表及產銷

班幹部共 63 人與會。 

95042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世界宗教博物館館長漢寶德教授演講，講題為

「建築美學」。 

950427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行 95 年度同仁專業知識及經驗分享座談會 (第二

場次)。 
 

95 年度高屏地區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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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05 青灣種原庫 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洪主任檢察官培根、洪庭長碧雀及

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司法官班第 45期台中學習組學習司

法官一行 35 人至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參訪並舉辦講

習，由專業技工冼宜樂以「澎湖地區非法漁業行為之探

討」發表專題報告。 

95051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北試驗場三樓會議室

本所舉行 95 年度桃竹苗地區水產養殖產銷座談會，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產官學研代表 64 人與會。 

950523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基隆市攝影學會學術主委、基青攝影學會榮譽

理事長陳立人先生演講，講題為「傳統與數位攝影」。 

950620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通識教育中心洪助理教

授淑宜演講，講題為「我國國防科技的展望」。 

950627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勳業聯合法律事務所盧律師國勳演講，講題為

「公務員應有之法律認知」。 

950705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舉辦「鰻魚族群遺傳、資源評估及復育國際研

討會」，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劉主任富光應邀參加並發表

「台灣日本鰻魚的資源保育」。 

95072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立法院法制委員會專門委員劉昊洲博士演講，

講題為「行政法人解析與行政中立」。 

950802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一)在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

活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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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04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會

議室 
95 年度嘉南地區漁業產銷幹部座談會，在海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舉行，約 80 人參加，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50810 高雄市蝦業繁養殖協會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辦理「95 年度水產繁養殖技術研討會」

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研究員金華主講「無病毒蝦類繁

養殖」、謝副研究員介士主講「繁養殖場用水水質之改善」。

950810 總所 318 會議室 舉辦本所「公文、財產、採購及政風業務」講習。 

950817 
-18 

 
 

950818 

高雄國賓飯店 
 
 

 

屏東科技大學熱農系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張研

究員賜玲、鄭研究員金華擔任「水產養殖研習班」的外籍

學員之講師，張研究員分別於 17、18 日主講「石斑魚繁養

殖技術」及「箱網養殖」。 
鄭研究員主講「海水蝦繁養殖技術與管理」。 

950823 總所 410 室 本所邀請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楊智強博士來所

擔任經皮吸收之解說與實務操作之講師，與會人員共 19 人。

950829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全球華人防癌長鏈倡導人梅襄陽醫師演講，講題

為「與健康有約」。 

950829 高雄遠洋漁業開發研究

中心 
本所舉辦衛星影像資料庫使用及推廣應用研討會，會中除

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外，並充分與遠洋業者作雙向經

驗交流及答詢業者提問，與會人士為 24 人。 

95090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二)在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活

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0906 農工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劉主任富光應邀至農工中心講授「淡

水循環水養殖」課程。 

950918 總所 318 會議室 舉辦「ScienceDirect 電子資源資料庫教育訓練講習」及「總

所台灣水產技術文獻全文檢索系統」使用說明會，分別由

Elsevier教育訓練顧問師邱美靜小姐及本所企劃資訊組徐雅

各博士擔任講師。 
 

95 年度嘉南地區漁業產銷幹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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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923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辦理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95 年度「推

動養殖水產品上市前安全管理措施計畫－漁業養殖戶特約

獸醫師訓練班」，聘請張正芳副研究員主講「水產動物疫苗

應用專題討論」。 

950926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95 年度台灣漁海況自動監測系統研發技術交流座談會，由

吳代理主任龍靜主持，產官學研各界共 54 人出席。 

950926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人事行政局前副局長、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講師歐

育誠先生演講，題目為「會議管理」。 

95092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鮪旗類標識放流研究，由美洲

熱帶鮪魚委員會高級科學家 Dr. Kurt M. Schaefer 主講，參

與人員包括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孫教授志陸及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同仁 20 人。 

9510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三)在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活

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100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台西試驗場 

雲林縣獸醫師公會辦理「水產品安全講習研討會」，聘請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周助理研究員昱翰主講「水產品之養殖

衛生與管理」。 

951020 總所 424 室 漁業管理制度在我國專屬經濟區中之應用評估及阿拉伯國

家漁業現況簡介研討會。 

951023 總所 318 會議室 美國西南漁業科學研究中心 (Southwest Fisheries Science 
Center) 之資深科學家 Dr. Nancy C. H. Lo 到所演講，講題：

A coast-wide survey from Baja California, Maxic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in April-May 2006。 

951024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副研究員儀深演講，

講題為「兩年來的憲改議題觀察」。 

 

95 年度台灣漁海況自動監測系統研發技術交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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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25 
-27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行「經濟水產生物分類鑑定研討會」，由蘇所長偉成

主持，本所特聘請中研院巫文隆博士、海洋大學教授陳天

任、莊守正、何平合、台灣大學教授戴昌鳳、清華大學教

授曾晴賢、國立科博館趙世民博士等學者專家及本所李研

究員定安及吳副研究員全橙講授分類系統及鑑定技術，課

程中搭配生鮮或浸液標本等實務操作，擴增並提昇同仁之

研究格局與水平。參加對象僅限本所各組及中心相關同

仁，超過 120 人(次)與會，盛況空前。 

95102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95 年度澎湖地區水產養殖產銷幹部座談會，共 50 人與會。

951031 總所國際會議廳 法務部調查局洪主任秘書廷祿率領 95 年固安工作聯合督訪

小組，蒞臨本所督訪並舉行座談，座談會由本所蘇所長偉

成主持，與會人員共 35 人。 

951031 
-1102 

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

中心會議中心 
由本所與國立台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日本

氣候影響及應用研究會協辦的「東亞地球溫暖化影響評估

及損害危險機制解析」研討會  (Symposium on Impact 
Evalua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Approach to Risk Analysis 
in East Asia)，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假國立台灣大學會

議中心舉行。除了國內相關領域的學者專家踴躍參與之

外，加拿大、德國、澳洲、日本、韓國、印度等國之學者

亦應邀出席盛會，與會人數約 160 餘人。 
 

經濟水產生物分類鑑定研討會 

 
「東亞地球溫暖化影響評估及損害危險機制解析」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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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31 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副研員世鈴應邀參加南投縣家畜疾

病防治所舉辦之南投縣水產養殖場衛生管理講習會，並擔

任講師。 

95111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四)在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活

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1114 台北國賓飯店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副研員家富應邀參加於台北國賓飯

店舉辦之「2006 年度第二次台．日鰻魚民間協議會」，並做

簡報。 

9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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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辦理

「中草藥及保健產品研發成果發表會」，本所以「海藻機能

性保健食品」、「牡蠣(牡蠣殼)保健、保養品」兩項參展，並

以「萃取海藻機能性成分以應用於保健食品」與「傳統中

藥〝牡蠣(牡蠣殼)〞於保健品之應用」為題發表演講。 

95111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蘇所長偉成、劉主任秘書燈城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視

察礁岩性魚類及陸上鮪魚養殖等相關研究，並由蘇所長主

持員工座談會議。 

951117 嘉義區漁會 本所舉辦 95 年度牡蠣衛生品質與加工利用技術交流座談

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人數 59 人。 

951120 
-22 

澄清湖青年活動中心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辦理「水產種苗品質認證輔導人員

訓練課程」，聘請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謝副研究員介士主

講「環境衛生水質管理介紹與管制點的分析導入」、張研究

員賜玲主講「優質種苗 (魚) 的辨識」、蘇研究員惠美主講

「餌料生產管理介紹，管制點分析及缺失改進」、張副研究

員正芳主講「疾病防治介紹與管制點的分析導入」。 

951122 屏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辦理 95 年第二次輸出水

產動物疾病監測訓練，聘請張副研究員正芳主講「輸出水

產動物常見疾病防治」。 

951127 
-29 

澄清湖青年活動中心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辦理「水產種苗品質認證輔導人員

訓練課程」，聘請謝副研究員介士主講「環境衛生水質管理

介紹與管制點的分析導入」、蘇研究員惠美主講「餌料生產

管理介紹，管制點分析及缺失改進」、張副研究員正芳主講

「疾病防治介紹與管制點的分析導入」。 

951129 總所 318 會議室 美國馬里蘭大學 Elizabeth North 博士應邀來所演講，講題為

「Fish larvae and physics: combing field observations and 
models to investigate biological-physical interactions in an 
Estuarine Turbidity Maximum」，由劉主任秘書燈城主持，共

有 40 餘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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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129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基隆市政府消保官黃美瓏小姐前來總所演講，講

題為「消費權益保護」。 

95120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五)在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活

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1212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5 年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雲雀營(六)在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進行水產初體驗、繁養殖場參訪及水產達人夜談等活

動，參加學員共 20 人。 

951211 總所國際會議廳 舉行台灣海洋大學與本所「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8 次座

談會，由海洋大學李校長國添及本所蘇所長偉成共同主持。

951211 台東縣議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江特聘研究員偉全應邀參加台東縣

議會辦理之『海洋深層水水產生物園區說明會』，並就『深

層海水在水產養殖與精緻農業之應用』進行簡報。 

951215 高雄遠洋漁業開發研究

中心 
本所舉辦衛星影像資料庫使用及推廣應用研討會，會中除

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外，並充分與遠洋業者作雙向經

驗交流及答詢業者提問，與會人士為 30 人。 

951218 總所 205 會議室 本所舉行成功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與本所合作研究座談

會，由成功大學楊所長惠郎及本所蘇所長偉成主持。 

951220 總所 318 會議室 台灣女人連線秘書長蔡宛芬小姐受邀前來總所演講，講題

為：從性別觀點看病人安全。 

951220 總所 318 會議室 日本遠洋水產研究所西田勤博士受邀前來總所演講，講題

為：Outline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Far Seas Fisheries 
(Japan)。 

951221 總所 318 會議室 日本東海大學海洋學部教授魚谷逸朗、組合長宮城島、林

副組合長受邀前來總所演講，並由海洋大學蔣教授國平同

步翻譯，講題為：靜岡縣におけるシラス漁業实態と問題

点，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人士共 45 人。 

95122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實施安全防護防火逃生安全講習。 

951229 總所 318 會議室 美國 University of Maine School of Marine Sciences 的 Dr. 
Yong Chen 受邀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A study of 
fabricated bait on catch rates of haddock and Atlantic cod in a 
longline fishery in the northeastern USA」、「An evaluation of 
changes in Kuwait prawn fishery after the 1991 Gulf War」、
「Publishing an SCI paper」，由海洋漁業組李組長定安主

持，與會人士共 3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