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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02 蘇所長偉成至沿近海資源研究中

心視察。  
930105 辦理 92 年度海洋科技計畫研究成

果發表會。 
930107 研商「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

水族生態展示館及澎湖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附屬水族館之營運管理

業務委託民間辦理」甄選專業顧問

公司，協助辦理評估與規劃作業相

關事宜第 3 次會議。  
930108 研討本所與台大海研所共同使用

之南向大樓 1 樓合約及相關門禁

管制事宜。 
930115 召開「水生物隔離設施規劃書」審

查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116 召開 93 年度社員代表大會。  
930116 農委會戴副主任委員振耀由本所

蘇所長偉成陪同至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視察白蝦養殖。  
930127 審議 93 年度績效目標設定列管表 

(農委會考評)，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30129 93 年度第一次理事及第一次監事

會議。  
930130 研商本所「台灣週邊海域漁場環境

監測」計畫生物採樣及測定技術等

相關事宜。 
930130 召開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

討會第 1 次籌備會，由蘇副所長茂

森主持。  
930130 舉行 93 年退休人員歡送茶會，會

中並轉頒行政院 92 年服務獎章，

獲獎人員有：秦研究員韶生、李副

研究員武忠、楊副研究員鴻禧、陳

副研究員守仁、林助理研究員志

遠、黃助理研究員德威、謝助理研

究員勝雄及吳助理研究員豐成。  
930202 海建號試驗船在基隆協同造船廠

股份有限公司上架歲修，至 3 月

15 日。  

930203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舉行「92 年

度研究成果發表會」暨專題討論

會，由蘇所長偉成及中心林主任俊

辰共同主持。  
930203 本所分別於 3、9 日審查「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澎湖支庫新建工程」

及「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

新建工程」招標相關書、圖預算單

價修定事宜。  
930204 召開「本所 92 年度計畫資本支出

預算執行評核作業」說明會，由劉

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30206 本所假生物技術組召開 93 年度水

產試驗所延續性產學合作計畫審

查「鮪魚之箱網養殖及種魚培育技

術之建立－小琉球地區」；24 日審

查「鮪類之箱網養殖與種魚培育技

術開發－車城地區」，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 
930213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設水族生態展示館及澎湖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族館」委託民

間參予經營招商作業規劃案。  
930213 召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興建魚

池工程」設計、監造服務採購案第

一次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  
930213 召開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

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930218 召開本所 93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審

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225 召開本所第 0028 次主管會報，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226 召開水產研究編輯會議。  
930301 生物技術組舉辦「海水電解消毒裝

置利用技術說明會」，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 
930304 蘇所長偉成分別於 4 日及 15 日前

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視察。  
930304 本所舉辦「DV 拍攝及應用研習營」，

至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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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305 蘇副所長茂森前往沿近海資源研

究中心討論有關「南方海洋園區計

畫」等事宜。  
930309 召開本所 92 年度自行列管計畫僅

編列經常門支出計畫複審會議，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309 召開本所 92 年度自行、委託研究

成果，參加行政院傑出研究獎評獎

遴選會議。 
930310 召開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與本所「合

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4 次座談會，

由海大黃研發長登福及本所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30312 92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在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315 審議本所 93 年實施績效獎金計畫

暨單位績效目標設定列管表，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318 舉辦「爆裂物之處置及應注意事

項」講習。 
930318 水試一號試驗船在高雄裕成船舶

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進行歲

修，4 月 24 日歲修完工，初次出

海  (高雄港外海域) 試俥；歲修完

工，4 月 28 日第二次出海試俥及

初驗；4 月 30 日歲修完工，出海

試俥及驗收。  
930322 假生物技術組舉行 92 年度科技計

畫期末考評會議，至 23 日。  
930324 研討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

港、澎湖二支庫新建工程」招標相

關事宜。  
930324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3

年度第 1 次會議。  
93032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族

館六周年館慶暨績優志工表揚。  
930330 本所漁業公務船舶儲備船員  (普

通船員 ) 甄試委員會第 1 次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331 召開本所第 0029 次擴大主管會

報、93 年第 1 次安全防護會報、

政風督導小組第 7 次會議及本所

93 年第 1 次考績委員會，由蘇所

長偉成主持。  
930406 召開 92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期未考

評事宜。  
930407 海安號試驗船在澎湖新興周造船

廠進行歲修，至 4 月 23 日。  
930414 舉辦「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支

庫新建工程」招標書圖審查。  
930415 海富號試驗船 93 年度歲修工程。 
930416 研商「行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

會」漁業部門有關本所分工事宜，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426 本所漁業公務船舶儲備船員  (普

通船員 ) 甄試委員會第 1 次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428 召開本所第 0030 次主管會報，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504 召開海洋漁業未來之研究方向座

談會。  
930504 本所邀請考試院考試委員張教授

正修演講「行政法人之展望」；10
日在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參

加人員包括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及台西試驗場、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生物技術組、沿近海資源研究

中心及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同

仁等共 74 人，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505 召開 93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第一季

考評會議。 
930506 研討本所組織架構事宜。  
930510 「行政法人的展望」專題演講會在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由考試

委員張正修教授主講，參加人員包

括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及台西試

驗場、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生物

技術組、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及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本所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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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4 人，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518 辦理海洋漁業組、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秘書室及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等

約聘僱職缺甄選面試事宜，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30519 召開「地球溫暖化影響評估及損害

危險機制解明」國際研討會籌備會

議。  
930526 召開第 0031 次主管會報，由蘇所

長偉成主持。  
930526 舉行本所合併整合成立「行政法人

國家農業研究院」員工權益座談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526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由蘇所長偉成

主持，主題『鮪魚養殖---一種更具

挑戰性的高科技  (原在海洋高度

洄游的鮪魚也可在海上箱網進行

養殖，養成的魚更富含油脂，生魚

片更棒)』，由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

賜玲報告，陳組長紫媖出席參加。 
930527 召開 93 年度新提產學合作計畫審

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527 召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族

生態展示館及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附屬水族館委託民間參與經

營招商作業規劃會議。 
930601 研商「漁業現況調查」相關事宜，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601 召開「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601 召開 93 年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1 次

會議。  
930601 第 2 次研討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

原庫新建工程」相關因應事宜。  
93060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邀請彰化縣

警察局專家講授「爆裂物之處置及

應注意事項」。  
930609 舉行「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升級教育

訓練」及「採購電子作業講習」。 

930609 諮商本所試驗船購置「溫鹽深儀及

採水系統」事宜。  
930610 召開水產研究編輯會議。  
930614 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支

庫新建工程」監造計畫書審查。  
930617 舉辦「行政中立訓練的理論與實

務」專題演講及「防癌鏈營養醫學

健康講座」。  
930620 蘇立法委員治芬至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辦理雲嘉南濱

海國家風景區雲林發展定位說明

會，參加人員約 80 人。  
930623 本所與漁業署第 4 次聯繫會議假

本所 7 樓國際會議廳舉行。  
930624 召開第 0032 次擴大主管會報。  
93062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3

年度第 2 次會議。  
930629 審查本所 93 年績效目標之期中執

行進度檢討表。  
930707 苗栗縣政府漁業課林課長澄清前

來總所拜訪蘇所長，商談有關

2004 苗栗海洋嘉年華活動本所研

究成果展覽事宜。  
930707 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

庫新建工程」監造計畫書審查。  
930708 本所於 8－9、12－14 日召開 93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期中考評會。  
93071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

程開工動土典禮；27 日舉行新建

工程施工前會議；30 日正式開工。 
930714 「丁主任雲源榮退暨歡迎新主任

林明男茶會」於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舉行，與會人士包括錢林立委慧

君、台灣大學廖教授文亮、前台南

分所周分所長清溪、黃分所長丁郎

等近百人參加，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  
930716 「水產試驗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新卸任主任交接典禮」於海水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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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舉行，與

會人士包括雲林縣林議員源泉、雲

林縣政府張局長明聰、雲林縣農權

會楊會長丁選等約 60 人參加，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張主任秀芳監

交。  
930728 召開本所第 0033 次主管會報，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729 辦理本所企劃資訊組、海洋漁業

組、水產加工組、生物技術組等約

聘職缺甄選著作及專長評審事

宜，由蘇副所長主持。 
930729 檢討「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興建魚

池工程」相關事宜。  
930804 討論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

討會籌備相關事宜；21 日召開第 4
次籌備會議，由蘇副所長主持。  

930805 討論「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興建魚

池工程」標案內容調整事宜。  
930806 「雲林縣政白皮書座談會」假海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舉

行，與會人士包括本中心林主任明

男、雲林科技大學教授等約 10
人，由蘇立委治芬主持。  

930811 企劃資訊組謝助理研究員日豐及

黃助理研究員繼興至生物技術組

拍攝黃鰭鮪養殖情況。 
930813 本所假屏東縣東港鎮張家食堂進

行水產試驗所箱網養殖黃鰭鮪之

肉質品嚐會及改進檢討。  
930816 召開 93 年第 2 次人事甄審委員會。 
930817 研討「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  (包含

東港主庫、台南、鹿港、澎湖支庫) 
新建工程設計監造服務」酬金給付

契約修正  (變更) 事宜。  
930821 配合苗栗縣政府於 8 月 21 及 22

日辦理「2004 海洋嘉年華  情定愛

情海」活動，本所利用水試一號試

驗船在苗栗外埔漁港外海投放一

組人工浮魚礁，並於外埔區漁會大

樓舉辦「娛樂魚樂--水產試驗所研

究成果展」。  

「2004 海洋嘉年華  情定愛情海」開幕儀式  

930825 召開「研商行政法人國家農業研究

院組織章程草案會議」。  
93083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

程第 1 次月工務會報。 
930906 本所出版之「澎湖的魚類」榮獲行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之

92 年度政府出版服務評獎－優良

政府出版品獎  (圖書類)。研考會

於 6 日假台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

辦理「92 年度政府出版服務評獎

頒獎典禮暨聯合觀摩會」。  

92 年度政府出版服務評獎頒獎，由企劃資訊組陳組

長世欽代表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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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06 召開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

討會第 5 次籌備會議，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 
93090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3

年度第 3 次會議。  
930909 研討國家農業研究院採購作業實

施要點  (草案) 會議。 
930913 辦理人事室約聘職缺及秘書室、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約僱職缺口

試評分；企劃資訊組、生物技術

組、水產加工組、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約

聘職缺甄選著作及專長審查評

分，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0916 討論本所整合型計畫「振興九孔養

殖業之研究」相關事宜。  
93091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族

館參觀人次突破二百萬人。  
930922 召開本所第 0034 次擴大主管會

報，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0922 研商漁業署與本所任務區隔事

項，由漁業署謝署長大文及本所蘇

所長偉成主持。  
930922 召開本所 93 年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93092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

程第 2 次月工務會報。 
930929 召開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

討會第 6 次籌備會議，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  
931001 全國首座基因轉殖

水產生物隔離田間

試驗場動土典禮在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舉行，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與會人士包

括台南縣長蘇煥智

等 60 餘位貴賓參

加。  

931012 召開 2004 年 APO 永續水產養殖研討

會第 7 次籌備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31013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

建工程」工程督導小組至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督導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

支庫新建工程之品質及進度。 
931019 舉行本所漁業公務船舶儲備船員 (普

通船員－輪機員) 甄選作業，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31026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產

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程第 3
次月工務會報。 

931027 召開本所第 0035 次主管會報。 
93102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水族生

態展示館委託民間參與經營案之招

商說明會。 
93102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招商說

明會。 
931101 召開「東亞地球溫暖化影響評估及損

害危險機制解明」國際研討會第 1 次

籌備委員會議。 
931103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共 2 場，由蘇副所

長茂森主持，第 1 場『海膽繁養殖成

功、帶動海洋牧場新產業』，由生物

技術組鄭副研究員金華報告，陳組長

紫媖出席參加、第 2 場『點「鱗」成

金－魚鱗膠原蛋白的萃取與利用』，

由水產加工組蔡助理研究員慧君報

告，吳組長純衡出席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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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04 本所舉辦「筆硯系統公文書製作教育

訓練」。 
931108 研商「臺灣養殖漁業現況調查」相關

事宜，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1110 召開「本所東部海羊生物研究中心附

設水族生態展示館及澎湖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附屬水族館委託民間參予

經營招商作業案」之招商相關文件審

查會。 
931109 舉行 93 年第 1 梯次員工自我成長座

談會暨業務座談，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 
931111 舉辦「心理紓壓」及「消費者保護之

認識」宣導講座。 
93111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查核「國家

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程」

之品質及進度。 
931116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3 年

度第 4 次會議。 
931116 93 年度農委會列管績效獎金計畫年

終考評。 
931117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南支

庫」設計費用補償暨「國家水產生物

種庫澎湖支庫」建照執照重新申請代

辦費用協商事宜。 
931119 93 年第 2 梯次員工自我成長座談會，

假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舉行。 
931122 農委會工程督導小組前往澎湖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視察國家水產生物種

原庫工程業務。 
931122 93 年第 3 季考評第 1 組會議，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31129 研討 93 年度緊急迫切需求補助之優

先順序案。 
931129 本所研究大樓、南向大樓及東、西側

大樓主體建物結構安全鑑定評估及

補強計畫技術服務案鑑定報告及審

查會會議。 
93113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產

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程第 4
次月工務會報。 

931201 舉行副研究員陞任研究員面試評審

作業，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31201 本所於 1、2 及 3 日舉行助理研究員

陞任副研究員面試評審作業及 93 年

度船員、約(聘)人員年終考核，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31204 本所參加「魚躍雲林－國際嘉年華

會」展覽活動，至 5 日。 
931206 本所與國家科學委員會召開漁業試

驗船合作運用協商會議。 
931207 93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第 3 季考評第 2

組會議及 93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養殖

組期末審查會議於 7 日及 20-21 日在

生物技術組舉行。 
931215 93 年度績效獎金年終考評第 2、3 次

會議，分別於 15、22 日舉行，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31217 辦理 93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生技與養

殖組期末審查會。 
931217 研討「籌建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

湖支庫、鹿港支庫工程進度相關事

宜。 
93122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九十三年

度專題討論暨成果發表會」。 
931224 研商「台以農業工作小組會議水產養

殖技術合作」本所之因應對策會議。 
93122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產

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程第 5
次月工務會報。 

931229 召開澎湖水族館 ROT 暨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附設水族生態展示館 OT
甄審會。 

931230 召開本所第 0036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31230 召開本所第 8 次政風督導小組會議及

93 年第 2 次安全防護會報。 
931231 本所於七樓餐廳舉辦 93 年員工慶生

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