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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60212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台灣周邊海域拖網漁業資源調查標準

化會議」，針對本所於西南及北部海域執行之拖

網計畫的工作項目及作業方法，予以整合、規

劃，並訂定標準化的調查與作業方法。計畫執行

單位包括海洋漁業組李組長定安、沿近海資源研

究中心吳主任龍靜及相關之研究人員齊聚一

堂，共同研討、交流。 

960213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本所召開「FiSAT 軟體操作及其在漁業管理上之

應用」研習會，由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葉信明博

士主講，參加人員計有海洋漁業組、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及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等

相關研究人員計 24 人。 

960323 總所 318 會議室 日本遠洋水產研究所熱帶鮪魚資源組組長本多

仁博士 (Dr. Hitoshi Honda) 來台參加 2007 年

「ISC 旗魚及劍旗魚工作小組聯合會議」期間，

應邀至本所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日本漁業資

源復育計畫之簡介」 (Fisheries Stock Recovery 
Program in Japan)。 

960328 
、2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種原 DNA 的移地備份系統及國際交

換計畫」第 4 次會議，由畜試所吳明哲組長及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劉主任富光共同主持，共有 11
人與會。 

960410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化學與生

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龔國慶博士蒞所發表專題

演講，主題為「台灣深層海水的發展現況及水質

特性與標準」。 

FiSAT 軟體操作及其在漁業管理上之應用研習會 日本遠洋水產研究所熱帶鮪魚資源組組長 Dr. Hitoshi 
Honda 來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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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411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一)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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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12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資源評估研習

會」，邀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

學學系王助理教授勝平以及該中心特聘研究員

江偉全博士擔任講師，本所海洋漁業組、沿近

海資源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以及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漁業領域研究人員共

14 人與會。 

96041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假竹北試驗場會議室召開

「竹炭在水產養殖之利用研究」會議，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參加人員計有林業試驗所、本

所企劃資訊組、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等相關

研究人員共計 10 人。 

96041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假竹北試驗場三樓會議室

召開「研商建立養鰻模場暨開發人工飼料」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6041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謝志豪博士

來所發表演講，講題為「 Fisheries and the 
environment–Lesson from the CalCOFI」。 

960508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行政院衛生署委辦「水產食品業衛生管理技術

實務」，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謝副研究員介士

擔任「台灣水產養殖區域水質監測與現況」課

程之講師。 

960509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二)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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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炭在水產養殖之利用研究計畫會議 研商建立養鰻模場暨開發人工飼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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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14 彰化區漁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副研究員世鈴應邀參加

保證責任臺灣區鰻蝦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舉辦

「鰻魚產銷履歷訓練講習會」，並擔任講師。 

960523 海洋大學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廳 舉行海洋大學與本所「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9
次座談會。 

960604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本所與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於 6 月 4－9 日共同

舉辦「2007 太平洋旗魚國際研討會」。除了國內

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踴躍參與之外，更有來自

日本與美國的 4 位專家應邀出席盛會，與會人

數約 80 人，總共發表 25 篇論文。本所蘇所長

偉成應邀以「台灣近海旗魚漁業概況及標識放

流」為題發表演講。6 日前往本所東部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召開雨傘旗魚標識放流技術講習會，

由陳主任文義主持，與會貴賓包括美國夏威夷

大學著名的旗魚標識放流學者 Dr. Michael 
Musyl 等 10 人。7 日至三仙台定置網漁場，由

Dr. Musyl 指導東部研究中心相關人員，實地進

行標識放流試驗。 

960604 
-0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推動農業漂鳥築巢營－石斑魚苗培育營

學員一行 30 人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開訓，為期

3 天。上課內容包括：陳主任紫媖的「石斑魚繁

養殖現況」、張研究員賜玲的「石斑魚繁殖」、「仔

魚培育管理」、「石斑魚受精卵孵化及仔魚孵育

實作」、蘇研究員惠美的「餌料生物在種苗繁殖

之應用」、「餌料生物培養實作」、周助理研究員

瑞良的「石斑魚中間育成」、鄭研究員新鴻的「橈

足類之培養及實作」、張研究員正芳的「疾病種

類檢視及防治」及謝副研究員介士的「水質管

理及簡易型水質分析實作」。 

96061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三)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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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太平洋旗魚國際研討會 96 年度推動農業漂鳥築巢營－石斑魚苗培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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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613 台南市區漁會 台南市區漁會為輔導各漁事班員及漁友業者，

提昇水產養殖管理技術及減少疾病產生，聘請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張研究員正芳擔任「海水魚

疾病防治」課程講師。 

960614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劉主任富光應邀赴大成長

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演講魚類營養飼料專題。 

960625 本所二樓西側簡報室 本所敦聘徐氏穴道指壓健康服務推廣團隊創辦

人徐廷印老師來所演講「穴道健康新觀念」。 

960629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鄭研究員金華講授「水產養殖之生物防疫生產

模式之建立」。 

960703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產官學講座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

研究員惠美主講「藻類之培養與應用」。 

96070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四)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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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72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2007 赤嘴園七股潟湖生態旅遊研討會假海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舉行，該研討會由台南縣政府主

辦、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協辦。 

96072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五)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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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72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邀請 Supervisory Fishery 
Biologist, NOAA PIFSC之Dr. Robert Humphreys
至該中心進行演講。 

96081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周助研究員瑞良擔任「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

班」築巢營講師，主講「魚類之飼料與餌料」。

96081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行公文、財產、採購作業及政風政令宣

導講習，至 16 日。 

96081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六)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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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822 總所 511 會議室 本所舉辦 96 年「資通安全技術研習會」，由企

劃資訊組陳組長世欽主持。 

96090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七)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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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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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0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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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度第 1 梯次新農業運動漂鳥築巢營－

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班，學員 25 人。 

960905 
-12 

桃園農工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劉主任富光應邀擔任 96 年

度循環水養殖技術之推廣會議講師。 

960906 
-13 

桃園農工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副研究員世鈴應邀擔任

96 年度循環水養殖技術之推廣會議講師。 

960914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雲嘉南地區水產養殖

產銷幹部座談會，由蘇副所長主持，與會人士

約 100 人。 

96092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副研究員世鈴應邀參加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舉辦之 96 年度水產動物防疫

暨防範水產品藥物殘留講習會，並擔任講師。 

9609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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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度第 2 梯次新農業運動漂鳥築巢營－

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班，學員 25 人。 
   

雲嘉南地區水產養殖產銷幹部座談會 
   

96 年度新農業運動漂鳥築巢營－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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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27 總所 318 會議室 企劃資訊組邀請李彥璋先生來所講解 Acrobat 8 
Professional 的功能與特色。 

961002 三樓 318 會議室 淡江大學榮譽教授楊維楨博士應邀來所演講，

題目為「科技發展技術」，約 40 人與會。 

9610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96 年度「農業人力培育計畫」－漂鳥雲雀營(八)
學員一行 20 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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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0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資訊安全管理與概

論」訓練。 

961012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行「分子育種研究心得

交換會議」，由劉主任富光主持，並分別邀請水

產養殖組曾副研究員福生及淡水中心張約聘研

究助理格銓作專題報告。與會者包括水產養殖

組、東港生技研究中心、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同仁共 18 位與會；下午蘇副所長茂森特別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黃特聘教授木秋

針對「水產動物之分子生物育種」發表專題演

講，共 28 人與會。另水產界先進漢神國際實業

有限公司江董事長德敏、江副董事長德陽及劉

總經理瑞生參與研商吳郭魚育種事宜。 

96110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海岸巡防

總隊、第七二大隊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專業技工冼宜樂應南部

地區巡防局第七海岸巡防總隊邀請演講，講題

為「毒電炸魚漁獲辨識與認定」，澎湖各安檢、

海八及查緝隊等約 100 人與會。 

961107 潮州鎮水產養殖協會 屏東縣政府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張研究員正

芳、謝副研究員介士主講「魚蝦病害防治」及

「水質管理」課程。 

961116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行「九十六年度中彰投

地區水產養殖產銷幹部座談會」，由蘇所長偉成

主持，共有來自各單位代表、產銷班幹部與養

殖業者 64 人與會。 

961129 總所三樓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勵馨基金會陳專員思宜來所演講，講

題為「性別主流化及性騷擾防治」。 

961210 本所 7 樓國際會議廳 召開本所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

計畫」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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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