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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104 召開 93 年度研究人員陞遷人事甄審

會。 
940111 研商 94 年度科技計畫細部計畫暨 95

年度科技計畫重點相關事宜，由蘇所

長偉成主持。 
940112 召開本所 94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初

審，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118 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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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120 審查本所澎湖水族館 ROT 案及東部

水族生態展示館案最優申請廠商提

送之營運管理執行計畫書及討論後

續相關履約管理等事宜。 
94012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主辦 94 年度第

一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議。 
940121 召開本所員工消費合作社93年度第4

次理監事會議。 
940125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

庫」籌建事宜第 1 次會議。 
940126 召開本所第 0037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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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月工務會報。 
940127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館委託民間參予經營案」

委託契約簽約儀式，於二樓會議室舉

行，由蘇所長偉成與德河貿易有限公

司吳董事長仁謀代表共同簽訂。 
940128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海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興建魚池工程」施工查核

督導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131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

族館委託民間參予經營案」委託契約

簽約儀式，於二樓會議室舉行，由蘇

所長偉成與南仁湖育樂股份有限公

司楊總經理慶南代表共同簽訂。 
94020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安全防護

會議，由林主任明男主持。 
940204 召開「基因轉殖水產生物隔離田間試

驗施建置計畫」構想書審查暨委託設

計、監造技術服務之採購評選委員第

1 次會議。 
940221 水試一號試驗船前往台中港進行年

度歲修工程。 
940221 海建號試驗船進行年度歲修工程。 
9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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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月工務會報。 
940223 召開本所第 0038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40223 召開本所 93 年度自行研究成果參加

行政院傑出研究獎評獎遴選會議，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302 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召開 94 年

度第 1 次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302 研商本所澎湖水族館 ROT 案及東部

水族生態展示館 OT 案之履約執行及

營運管理要點草案會議。 
940303 研商「種鰻放流計畫」事宜。 
940304 台東法院法官、黃律師秀貞、總所鄭

專員楊甡及黃技工家修等一行 10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協助土

地被佔用拆屋還地案。 
940307 研討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及鹿

港支庫新建工程各棟建物外觀配

色，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315 召開海洋深層水相關技術討論會。 
940316 本所 93 年度部會列管計畫資本門預

算執行結果檢討暨擬提建議獎勵項

目審查。 
9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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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次月工務會報。 
940330 蘇所長偉成前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

心巡視及商討產學合作計畫等事宜。 
940331 海洋漁業組召開周邊海域航行會議。 
940401 召開本所第 0039 次擴大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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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01 召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與水

產試驗所第 5 次聯繫會議，由漁業署

謝署長大文及本所蘇所長偉成共同

主持。 
940403 德河公司於台東海生館辦理開幕茶

會，與會貴賓包括江鎮長文隆、東管

處陳副處長昱宏、台東縣政府旅遊局

王課長崇瑋、台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

羅分局長光中及本所東部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陳主任文義等。 
940404 本所與台灣區魷魚公會及鮪魚公會

「衛星水溫圖推廣應用與學術合作」

簽約儀式假高雄舉行，由蘇所長偉成

與魷魚公會張理事長志育及鮪魚公

會鰹鮪圍網委員會蔡主委定邦共同

主持，列席貴賓包括兩個公會之總幹

事、執行秘書及本所企劃資訊組與沿

近海資源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940406 苗栗縣傅縣長學鵬與農業局黃局長

俊銘、漁業課林課長澄清等到所拜訪

蘇所長，感謝本所在該縣海域設置中

層人工浮魚礁嘉惠漁民，並商談該縣

擬辦理海洋嘉年華活動，邀請本所協

助展示活動事宜，后由所長陪同參觀

水試一號試驗船。 
940406 海富號試驗船前往高雄港歲修工

程，至 7 日。 
940407 舉辦防火牆功能介紹及實作操演課

程。 
940407 所長於 7、12 日分別視察「澎湖國家

水產生物種原庫」及「鹿港國家水產

生物種原庫」工程進行情形。 
940407 生物技術組舉理 94 年度第 2 次南區

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 
940420 於農委會舉行記者會，介紹『原麗采

沛海藻美容保養品』。 
940421 召開本所「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

離試驗設施建置」工程設計諮詢委員

第 1 次諮詢會議。 
94042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七股水產

品檢驗服務中心」開幕啟用典禮，參

加人士包括侯立委水盛、台南縣政府

蘇縣長煥智等貴賓 160 餘人，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4042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舉

行「台西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開幕

啟用典禮，參加人士包括林立委重

謨、蘇前立委治芬等貴賓 50 餘人，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427 召開本所第 0040 次主管會報。 
940427 本所 94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業者資格

第二階段審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40427 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召開 94 年

度第 2 次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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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月工務會報。 
940428 研議「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

庫」新建工程第 1 次設計變更提案。 
940429 召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館「94 年度第 1 次業務聯

繫會報」暨「水族生態展示館財產點

交座談會」，由本所秘書室陳專門委

員金陵主持，與會貴賓包括德河貿易

有限公司、張館長仁謀、陳經理鈺洳

等一行 10 人。 
940510 舉行人事室新 (鄒麗華)、舊 (周大福)

主任交接典禮。 
940517 林務局委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與澎湖縣共生藻協會分別於 5 月

17－19 日及 6 月 7－9 日辦理「林務

人員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研習班」。 
940519 立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陳召集委

員進丁一行前來總所考察。 
940524 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召開 94 年

度第 3 次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524 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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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品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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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度。 
9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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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月工務會報。 
940525 召開本所第 0041 次主管會報。 
940525 海安號試驗船在澎湖內海進行主機

俥試 。 
940526 召開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基因

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離試驗設施建

置」工程設計第 2 次諮詢會議。 
94052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於台東海生

館召開第 1 次業務座談會會報，由陳

主任文義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德河貿

易有限公司台東營業所張館長仁

謀、陳經理鈺汝及該中心何副研究員

源興等 8 人。 
940528 「雲林縣社區關懷研討會」於海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舉行，參加

人士 50 餘人，由雲林縣政府林副縣

長源泉主持。 
940530 舉行本所約聘(僱)研究助理面試及甄

審暨考績委員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40601 召開「水產研究」期刊編輯會議。 
940602 研討「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

庫」新建工程廠商申請履約爭議調解

事宜。 
940604 本所參加由農委會主辦，假總統府前

南北廣場及凱達格蘭大道舉行之「健

康台灣，優質農業」活動，展出項目

包括美容保養品、安全飼料及食品安

全檢測等，至 5 日。 
940606 研討本所西側大樓無障礙電梯細部

規劃會議，由劉主任秘書燈城主持。 
940610 海安號試驗船在澎湖內海測試 3 組

RCM 海流儀。 
94061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東部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生物技術組及企

劃資訊組，分別於 13、14、17、23、

27 日舉行 94 年農業科技計畫期中審

查會議。 
94061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土地變更

編定案期中報告，由劉主任秘書燈城

主持，與會貴賓包括羅委員文奇、陳

委員金陵、莊委員進中及羅建築師勤

城等 12 人。 
940615 召開本所「魚鱗膠原蛋白衍生公司相

關計畫書撰寫標案」審查會，由蘇副

所長茂森主持。 
96061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國家水產

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新建工程公

共藝術設置案邀請比件說明會及設

置地點現場勘查。 
940621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

土地變更編定案期中規劃報告審查

會議。 
940624 召開本所第 0042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62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同仁專業知識及

經驗分享第 3 場次座談會，假本所召

開。 
940628 舉行「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

庫」新建工程第 11 次月工務會報。 
940630 本所假中央氣象局會議室召開「2006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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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籌

備會，由台灣大學全球變遷中心柳主

任中明主持，出席會議代表共 20 人，

日本方面特別推派東北大學名譽教

授川崎健博士來台參加本次籌備會

議。 
940706 審議本所及農委會列管之 94 年績效

目標期中執行進度檢討表，由劉主任

秘書燈城主持。 
940711 虱目魚及 BOT 案諮詢會議於海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40712 召開 94 年上半年退離人員歡送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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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71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之「2005 農業

技術交易展」在農委會大樓舉行，本

所亦配合辦理展出。 
940718 討論本所與日本之水產相關研究機

構合作計畫規劃事宜，由蘇所長偉成

主持。 
940720 舉行台灣海洋大學與本所「合作推動

研究計畫」第 6 次座談會，由本所蘇

副所長茂森及海洋大學黃研發長登

福共同主持。 
940721 本所與台灣海洋大學及經濟部生物

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共同

主辦「2005 海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說

明暨展示會」，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大禮堂舉行，本所以「海洋機能性保

健、保養品及休閒食品之研發」為參

展主題。 
940722 召開本所 94 年度優質英語生活環境

執行報告審議，由劉主任秘書燈城主

持。 
940722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主辦之

「2005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在

台北市貿中心舉行，本所亦配合辦理

展出研究成果海報等，至 23 日。 
94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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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次月工務會報。 
940726 舉辦約聘 (僱) 行政助理甄試。 
940727 召開本所第 0043 次主管會報，由蘇

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728 召開 94 年第 3 次甄審會暨考績會，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728 舉辦約聘人員甄試。 
940729 台北縣政府及淡水區漁會主辦之「九

十四年漁民節系列慶祝活動」，在淡

水漁人碼頭舉行，本所亦配合辦理展

出海藻冰淇淋等產品。 
940801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舉辦「黑潮探

險及體驗之旅」活動，除國科會海洋

科學中心所屬的海研 1、2、3 號研究

船之外，本所也派出「水試一號」試

驗船共襄盛舉，活動至 3 日。 
940806 苗栗縣政府於 6、7 日假外埔漁港舉

行「2005 苗栗海洋嘉年華」系列活

參與「黑潮探險及體驗之旅」活動的學員於水試一號試驗船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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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本所配合舉辦「水產試驗研究成

果展」，展示及推廣本所研究成果。 
940810 研商 95 年度科技計畫資本門預算相

關事宜。 
940810 辦理 94 年員工親子活動。 
940817 召開本所「養殖漁產品產銷履歷系統

推動小組」會議；22 日召開各品項工

作小組聯合研商會議。 
940818 召開本所 94 年度第 3 次考績委員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0820  
940823 舉辦 94 年度本所漁業公務預算船舶

儲備船員公開甄選複審  (面試) 會
議。 

940824 辦理虱目魚創意食譜試吃餐會。 
940824 研商「2006 年東西地球溫暖化影響評

估及損害危險機制解明」國際研討會

論文發表事宜。 
940825 本所於 8 月 25－26 日及 9 月 7－9 日

辦理 94 年度第 1、2 梯次員工文康旅

遊活動，旅遊地點分別為台中清境與

新竹綠世界及馬祖。 
9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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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次月工務會報。 
940830 研商 94 年度「振興九孔產業計畫」

執行事宜。 
940831 召開本所第 0044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40902 研議修訂「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試驗

所公有宿舍管理要點」暨審核借用本

所公有宿舍申請人資格，由蘇副所長

茂森主持。 
940908 研商 94 年度第 2 次「種鰻放流計畫

執行事宜」。 
940912 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召開 94 年

度第 4 次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91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國家水

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土地變更

編定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由蘇所長

偉成主持，與會人員包括本所劉主任

秘書燈城、陳專門委員金陵及羅委員

文奇、羅建築師勤城等一行 12 人。 
940915 「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離試驗

設施建置工程」公共藝術設置執行小

組會議，在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

行，由林主任明男主持。 
940921 為落實行政院政宣導之六減運動實

施計畫，本所舉行簡化措施相關作業

流程說明。 
9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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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次月工務會報。 
940928 召開本所第 0045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0928 貝類養殖戶一行 20 人至海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協商養殖源頭管理模式之

相關事宜。 
940929 經濟部、國科會、農委會、國防部聯

合主辦之「2005 年台北國際發明暨技

術交易展覽會」，在台北市貿中心舉

行，本所亦配合辦理展出，至 10 月 2
日。 

94100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水產品檢

驗中心有關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4100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假苗栗縣新東

大橋畔舉行「94 年度增進種鰻資源鰻

魚放流儀式」。 
941013 舉辦第 3 次員工文康旅遊活動，至 14

日。 
941025 召開本所員工消費合作社 94 年度社

員代表大會。 
941025 舉行約聘人員口試，由蘇副所長茂森

主持。 
9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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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月工務會報。 
941026 召開 0046 次主管會報，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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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26 召開 94 年第 5 次甄審會，由蘇副所

長茂森主持。 
941031 召開桃園外海化學輪船難事件本所

相關之分工作業及處理事宜。 
941103 海富號試驗船於 3 日及 18－26 日在

台灣西南海域進行拖網絞俥校正及

測試。 
941102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澎湖支庫」

完工。 
941105 本所配合「2005 年台灣海洋東海岸旗

魚季」活動，舉辦「水產研究成果

展」。 
941107 召開「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離試

驗設施建置計畫構想書」審查會議。 
941108 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召開 94 年

度第 5 次會議。 
94111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安全防護

防火演練」，由林主任明男主持。除

請立安公司講解滅火器使用方法，中

心全體員工亦進行實際演練。 
941115 「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

完工。 
941117 94 年度「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離

試驗設施建置計畫」之「公共藝術工

程評選及議價會議」在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舉行，有 6 位委員出席，由陳

泰元老師主持。 
94111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行「數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實地訪查，由劉主任

秘書燈城主持，與會貴賓包括數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分項計畫執行秘書許

雅婷小姐等一行 7 人。 
941118 內政部地政司人員、台灣海洋大學理

學院李院長昭興及海科中心劉主任

家瑄前來總所拜訪蘇所長，商談「大

陸礁層調查計畫」事宜。 
941123 本所 94 年度政風督導小組會議及安

全維護會報，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1124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鹿港支庫

新建工程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941125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行水族館

第 3 次業務座談會議，同時進行年度

財產盤點工作。 
941130 召開本所第 0047 次主管會報，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941202 召開本所 94 年度第 4 次考績委員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1205 94 年度農業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分別於 5 日假生物技術組；7 日

假水產養殖組；8 日假水產加工組；

8、9 日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12
日假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12、13 日

假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15、16 日

假企劃資訊組暨海洋漁業組；21、22
日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22、23 日

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 
941206 召開「水產研究」期刊編輯會議。 
941210 台東市鐵道藝術村舉辦「2005 台東釋

迦節暨發展農業產業文化系列活

動—釋迦嘉年華」，本所配合舉辦水

產試驗所研究成果展。 
941212 本所辦理高中生黑潮探險及體驗之

旅活動，榮獲 2005 台灣海洋年績優

活動，並由海洋漁業組李組長定安代

表蘇所長出席『2005 台灣海洋年成果

發表會』暨受頒感謝狀。 
941227 本所 94 年績效獎金年終評核暨 95 年

實施績效獎金及績效管理計畫 (草案) 
之審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41227 農委會 2005 年終記者會，本所參加

主題「雙喜『鱗』門--氫氧基磷灰石

與膠原蛋白」、「來自深海的禮讚--海
洋面膜系列保養品」及「文蛤養殖生

產履歷系統」。 
941228 召開本所第 0048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41228 本所假基隆柯達大飯店舉行 94 年度

歲末聯歡。 
941229 召開本所 94 年度第 5 次考績委員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