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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40117 生物技術組 「黃鰭鮪之養殖技術與南方海洋園區計畫推動研討

會」假生物技術組舉行，共計有專家、學者及業者約

150 人與會。 

940120 生物技術組 辦理「優質石斑魚苗生產與 VNN 等病害防治措施產學

研座談會」，共計專家、學者及業者 67 人與會。 

940304 宜蘭縣大塭觀光休閒養殖

區會議室 
辦理「94 年度北基宜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

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共有 50 人與會。 

940415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主辦，本所協辦之「農業智慧財產

權系列宣導講座」假本所舉行，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邀請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閻副理啟泰演講，講題

為「生物技術專利侵害鑑定實務解析」。 

940420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舉辦「篩選具有商品化潛力之研發成果評估指標」說

明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工研院施經理純榮作專題

報告。 

940422 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國際會議廳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假遠洋漁業開發中心國際會議

廳，辦理「94 年度人工浮魚礁之現況與未來展望座談

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黃鰭鮪之養殖技術與南方海洋園區計畫推動研討會 



 

 99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40428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日本東北大學水圈修護學講座谷口 旭教授應邀來所

演講，講題為「最近日本東北大學海洋微小生物生態

學在實驗室中之研究進展」。 

940509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

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專業技工宜樂應邀至海岸巡

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演講，講題為「淺談非法漁業

行為」。 

94051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5 月 17－19 日及 6 月 7－9 日分二梯次辦理「林務人

員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習班」，參與人員分別為 31 及

38 位。 

940519 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水產養殖組鄭副研究員達智應邀至屏東科技大學水產

養殖系演講，講題為「生物技術在水產養殖的應用」。

940520 生物技術組 辦理「94 年度高屏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共有 126 人與會。 

940527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為提升同仁英文能力並瞭解全民英檢內涵，俾利準備

及參加應試事宜，本所特別邀請常春藤講師沈筱雯前

來演講，講題為「我把英文獻給你」。 

940621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應邀來所演

講，題目為「認識自我－建構優質人生」。 

940624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邱志淳教授應邀來所演講，題

目為「領導藝術與管理技巧」。 

940628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辦理「94 年度基北地區燈火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共有 60 人與會。 

940701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川崎 健博士應邀來所演講，講

題為「變貌する漁業‧水產業の就業構造と勞動力問

題—外國人就業を中心として」，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台灣海洋大學蔣國平教授協助現場同步口譯。 

940706 烏山頭養殖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林主任明男應農工中心邀請參加

「循環水養殖技術之推廣與訓練講習」，講授「室內

養蝦研究(一)」。 

940713 烏山頭養殖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林主任明男應農工中心邀請參加

「循環水養殖技術之推廣與訓練講習」，講授「室內

養蝦研究(二)」。 

94071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理「94 年度嘉南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會」，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專家、學者及養殖業者共 80 餘人

與會。 

94072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 

辦理「台灣農產品外銷大陸政策宣導暨養殖技術講習

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人士計 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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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726 宜蘭縣頭城區漁會      
大會議室 

辦理「94 年度台灣櫻蝦漁業之現況與展望座談會」，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共有 60 餘人與會。 

940727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李家雄中醫師應邀來所演講，講題為「健康贏家的丿

步」。 

940805 生物技術組 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聘請生物技術組

研究人員擔任「水產魚類疫苗檢定設施技術之建立」

課程之講師。 

940809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舉辦「公文橫式書寫作業」、「財產管理」及「採購

作業」講習。 

940812 
  1201 

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國際會議廳 
辦理「94 年度遠洋漁業鮪魚及魷魚產業暨衛星水溫圖

推廣應用座談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815 
16 
17 
1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生物技術組 
總所三樓會議室 

日本東北大學遺傳學教授木島 明博博士應邀來所指

導及演講，由水產養殖組林組長金榮及張錦宜、鄭達

智兩位副研究員陪同，於 15－18 日參觀國家水產生物

種原庫鹿港、澎湖支庫、生物技術組及總所，並分別

於參訪時發表演講。18-19 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會

議，各中心及各組共約 30 名相關研究人員與會，由木

島教授提出其參訪心得及建議，演講結束後，研究人

員與木島教授分別就研究心得及相關問題熱烈討論。 

940819 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國際會議廳 
辦理「94 年度水產加工產銷幹部座談會」及試驗成果

技術交流，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824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國際禮儀協會黃秘書長士雀應邀來所演講，講題為「有

禮走遍天下－淺談國際禮儀」。 

940904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聘請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賜玲為

「海水魚類繁養殖」課程之講師。 

940906 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李助理研究員榮涼應台南縣生態

旅遊發展協會之邀請，講授「彈塗魚生態習性」。 

940907 台南縣北門鄉海埔管理中

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葉研究員信利受邀參加台南縣養

殖漁業發展協會舉辦之會議，並講解「台南縣發展石

斑魚養殖之構想」。 

940913 
14 
21 

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 
藥品檢定分所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分別於 13、14、及 21 日聘請

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賜玲為「魚類育種及優質種苗生

產技術」、「魚類繁養殖技術」；蘇研究員惠美、周

助理研究員瑞良為「餌料生物培育」、「海水魚苗中

間育成」以及張副研究員正芳為「海水魚病害與防

治」、「疫苗應用專題討論」等課程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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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915 屏東縣琉球區漁會四樓會

議室 
屏東縣琉球區漁會聘請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賜玲演

講，題目為「建構自治式海洋牧場的芻議」。 

940916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台西試驗場 

辦理「94 年度彰雲嘉水產養殖產銷幹部座談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與會人士共 40 餘人。 

94092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 

新竹縣高冷養殖水產品產銷班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人員於試驗場會議室舉行養殖座談會。 

940926 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國際會議廳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辦理「93 年度研究成果發表及技

術交流座談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928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劉專門委員昊洲應邀來所演講，講

題為「行政法人解析」。 

941007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舉辦「鑑價實務面面觀」講習，針對目前農委會智審

會經常討論之「各單位授權金與衍生利益金等究竟應

該訂多少？如何初估？」議題，等邀請業界專家法瑪

智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鑑價師達開講授實務技巧與

實例解析。 

941012 台南縣北門鄉海埔管理中

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林主任明男應台南縣養殖漁業發

展協會邀請參加「經營管理教育訓練講習會」，講授

「水產養殖新技術開發」。 

941026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專任講師陳怡蒨應邀來所演

講，題目為「中國音樂賞析」。 

941028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白

沙養殖場會議室 
辦理「94 年度澎湖地區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共有 70 人與會。 

941030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聘請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賜玲為

「海鱺及黃鰭鮪之繁養殖」課程講師。 

941114 台南縣北門鄉海埔管理中

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葉研究員信利受台南縣養殖漁業

發展協會邀請演講，講題為「台南縣發展石斑魚養殖

之管理與技術」。 

941118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馬

公會議室 
中央研究院陳副研究員昭倫應邀演講，講題為「珊瑚

礁生物多樣性知多少？不知有多少？多少無法知？

DNA 條碼與環境基因體學應用」。 

941123 總所南向四樓 王如玄律師應邀來所演講，題目為「性別主流化」。 

941123 
-24 

台南縣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學甲鎮公所、七股鄉

公所、安平漁港管理中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助

理研究員敏隆，擔任「養殖水產品安全用藥管理」宣

導教育講習之講師，講授「安全養殖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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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23 
 

941124 
941215 

宜蘭縣養殖協會 
壯圍鄉補天宮 
蘇澳區漁會五結辦事處 
花蓮縣三民鄉活動中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水產養殖組曾助理研究

員福生擔任「養殖水產品安全用藥管理」宣導教育

講習會之講師，講授「安全養殖管理」課程。 

94112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理「94 年度中彰投地區水產養殖產銷班幹部座談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共有 81 人與會。 

941129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聘請生物技術組謝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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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209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辦理「94 年度台灣東部漁業現況與展望座談會」，共

有 62 人與會。 

941213 高雄縣永安鄉公所 
高雄縣湖內鄉農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生物技術組張副研究員正芳

擔任「養殖水產品安全用藥管理」宣導教育講習之講

師，講授「安全養殖管理」課程。 

941214 總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銓敘部退撫司莊專門委員淑芳應邀來所演講，為同仁講

解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說明會。 

94121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台西試驗場 

召開「單體牡蠣繁養殖現況研討會」，由林主任明男主

持，台南市區漁會共 40 人與會。 

941219 
2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總所 

日本「深層海水協會」理事長中島敏光教授應邀來所指

導及演講。19 日由水產養殖組林組長金榮、鄭副研究員

達智及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主任文義陪同，參訪東

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台東知本深層海水基地，中島教

授以「海洋深層水利用的現況」作專題演講，說明深層

海水在日本之開發利用現況及經驗；20 日至總所參訪，

並演講「深層海水利用技術」。會後蘇所長特別致贈感

謝狀予中島教授。 

941220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生物技術組張研究員賜玲擔

任「養殖水產品安全用藥管理」宣導教育講習之講師，

講授「安全養殖管理」課程。 

941221 屏東縣林邊區漁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生物技術組周助理研究員瑞

良擔任「養殖水產品安全用藥管理」宣導教育講習之講

師，講授「安全養殖管理」課程。 

941221 屏東縣鹽埔仕絨村      
活動中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聘請生物技術組鄭研究員金華擔

任「蝦類安全養殖管理技術」課程之講師。 

94122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舉辦「94 年度台東地區九孔養殖技術講習會」，共有 38
人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