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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調 查 或 計 畫 名 稱 領隊及隨船人員 海 域 

水試一號試驗船 

95.01.03-01.12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副研究員陳慶聲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理陳彥民 
專業技工簡煌彬 

台灣周邊 

95.04.11 95 年度歲修初驗試俥 船長陳林耀 基隆外海 

95.04.19 95 年度歲修完工初驗 總輪機長許明仁 基隆外海 

95.04.25 95 年度歲修完工驗收 專員鄭楊珄 
政風主任游清富 
會計主任廖瑞琳 

基隆外海 

95.05.04-05.13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副研究員陳慶聲 
約聘研究助理陳彥民 
專業技工簡煌彬 

台灣周邊 

95.05.22-06.03 海科中心 MOSSAT 楊益博士等 (海科中

心) 
台灣東部 

95.06.12-06.18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電工洪國軒 

台灣西南 

95.06.30-07.08 南海時間序列研究 周文臣博士等人 (海
科中心) 

南中國海 

95.07.17-07.24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暨海

大環漁系學生出海實習訓練 
助理教授鄭學淵 
助理研究員李祐竑 
副研究員陳慶聲 
專業技工簡煌彬 

台灣周邊 

95.08.03-08.08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與 副研究員陳慶聲 
約聘研究助理林富家 
專業技工簡煌彬 

台灣周邊 

95.08.09-08.16 台灣東部海域人工浮魚礁投放暨

海大環漁系學生出海實習訓練 
副研究員吳春基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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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29-09.04 海科中心 MOSSAT 楊益博士(海科中心) 台灣東部 

95.09.07-09.11 台灣周邊海域鯖鰺仔稚魚分布調

查研究 
副研究員李嘉林 台灣東北部 

95.10.12-10.22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副研究員陳慶聲 
約聘研究助理陳彥民 
約聘研究助理陳郁凱 
專業技工簡煌彬 

台灣周邊 

95.11.06-11.14 花蓮及台東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東部 

95.12.11-12.14 台灣北部中小型漁業拖網資源調

查 
助理研究員黃士宗 台灣北部 

海建號試驗船  

95.01.14-01.15 台灣沿岸海域魚卵及仔稚魚資源

調查及評估研究 
約聘研究助理王友慈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台灣周邊沿

岸 

95.02.14-02.16 台灣東部海域大陸棚未利用資源

調查 
副研究員王敏昌 台灣東部 

95.03.23 95 年度歲修初驗出海試俥 總輪機長許明仁 基隆外海 

95.03.29 95 年度歲修驗收 專員鄭楊甡 基隆外海 

95.04.07 台灣周邊鯖鰺及仔稚魚調查 副研究員吳世宏 台灣北部 

95.04.18-04.22 東部未利用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王敏昌 台灣東部 

95.05.01-05.011 花蓮沿岸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及

西南海域人工浮魚礁預定投放地

點觀測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台灣東部 

95.06.21-06.26 東部海域未利用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王敏昌 台灣東部 

95.08.25-09.01 台灣周邊海域鯖鰺仔稚魚資源調

查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台灣東北部 

95.04-09.06 宜蘭外海櫻蝦資源調查 副研究員王敏昌 台灣東北部 

95.09.07-09.11 鮪類幼魚釣獲運輸及箱網養殖技

術之研發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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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9.13-09.15 鮪類幼魚釣獲運輸及箱網養殖技

術之研發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09.18-09.19 
95.09.21-09.24 

鮪類幼魚釣獲運輸及箱網養殖技

術之研發 
電工洪國軒 台灣西南 

95.09.26-09.29 花蓮及台東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 電工洪國軒 台灣東部 

95.10.09-10.14 鮪類幼魚釣獲運輸及箱網養殖技

術之研發 
副研究員吳春基 台灣東部 

95.10.17-10.19 台灣東部海域深海未利用資源調

查 
副研究員王敏昌 台灣東北部 

95.10.21-10.22 中層人工浮魚礁聚魚效益調查 代理主任吳龍靜 台灣北部 

95.11.09 網位測定儀測試驗收 專員鄭楊甡 基隆外海 

95.11.10-11.15 鮪類幼魚釣獲運輸及箱網養殖技

術之研發 
技工洪國軒 台灣西南 

95.11.16-11.18 花蓮及台東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東部 

95.11.20-11.21 台灣東部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 代理主任吳龍靜 台灣東部 

95.11.21-11.22 
95.11.27-11.28 

中層人工浮魚礁預定投放點調查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12.05-12.08 
95.12.12-12.14 
95.12.19-12.25 

花蓮及台東海域漁場造成之研究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東部 

海富號試驗船  

95.02.11-02.15 中層人工浮魚礁預定投放點調查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台灣西南 

95.02.20-02.23 
95.03.03-03.05 

西南海域拖網漁獲試驗 副研究員吳春基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03.07-03.11 中層人工浮魚礁預定投放點調查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台灣東部 

95.05.05-05.05 95 年度歲修完工試俥 船長許鶴齡 基隆外海 

95.05.15-05.15 95 年度歲修完工驗收 專員鄭楊甡 基隆外海 

95.05.23-05.26 台灣北部海域拖網漁業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黃士宗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台灣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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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6.01-06.05 台灣北部海域拖網漁業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黃士宗 台灣北部 

95.06.12-06.19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副研究員陳守仁 
副研究員吳春基 
專業技工陳秋月 
專業技工周慈慧 

台灣西南 

95.06.21-06.28 台灣北部海域拖網漁業資源調查 研究員秦韶生 台灣北部 

95.07.04-07.12 
95.07.19-07.21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恆春 

95.07.28-07.31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副研究員吳春基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08.01-08.06 台灣西南海域拖網試驗 副研究員吳春基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09.01-09.03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花瓶嶼 

95.09.04-09.05 中層人工浮魚礁預定投放點調查 代理主任吳龍靜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西南 

95.09.09-09.10 中層人工浮魚礁魚群探測 代理主任吳龍靜 台灣西南 

95.09.18-09.21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台灣東部 

95.10.18-10.23 台灣北部海域拖網漁業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黃士宗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台灣北部 

95.11.08-11.10 台灣北部海域中小型拖網漁船資

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黃士宗 台灣北部 

95.11.13-11.18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台灣西南 

95.11.21-11.22 台灣西南海域拖網網目選擇性試

驗 
副研究員陳守仁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台灣西南 

95.11.29-11.30 台灣西南海域拖網漁業資源監測

及管理之研究、台灣西南部海域生

物多樣性調查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台灣西南 

95.12.06-12.07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助理研究員翁進興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台灣西南 

95.12.08-12.09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台灣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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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3-12.14 中層人工浮魚礁投放 約聘研究助理葉信明 台灣西南 

95.12.19-12.25 台灣西南海域拖網網目選擇性試

驗、台灣西南海域生物多樣性調查

副研究員陳守仁 
副研究員吳春基 

台灣西南 

海安號試驗船  

95.01.03 
95.02.13 

澎湖研海資源現況調查 專業技工洗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灣 

95.02.14-02.15 萊氏擬烏賊產卵聚引設施投放 專業技工洗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青灣海域 

95.04.04 特檢試俥 主任蔡萬生 
助理研究員許鐘鋼 
約聘技師張戴陽 
專業技工劉淑群 
專業技工洪有隆 

澎湖內灣 

95.04.18 出海試俥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灣 

95.04.27 澎湖丁香魚資源現況調查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北部 

95.04.30-05.22 台灣沿海魚卵及仔稚魚計畫 約聘研究助理王友慈 台灣周邊 

95.05.24 
95.06.19-06.20 

澎湖沿海資源現況調查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灣 

95.06.22-06.23 
95.07.11-07.12 

澎湖外圍海域資源現況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灣 

95.07.19-07.23 台灣沿岸仔稚魚資源調查 約聘研究助理王友慈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陳人平 

台灣西部 

95.07.31-08.13 台灣沿海魚卵及仔稚魚計畫 助理研究員康偉福 台灣周邊 

95.08.15-08.16 聚引設施誘導頭足類產卵及人工

孵化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冼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08.17-08.18 
95.08.28-08.29 

澎湖海域外圍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鍾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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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30 聚引設施誘導頭足類產卵及人工

孵化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冼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08.31-09.02 表層人工浮魚礁修護 約聘研究助理黃建智 
洪國軒 

澎湖 

95.09.04-09.05 
95.09.18 

聚引設施誘導頭足類產卵及人工

孵化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冼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09.20-09.21 澎湖本島外圍海域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0.02-10.03 箱網養殖區海流觀測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0.17-10.18 澎湖本島外圍海域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0.19-10.20 種苗放流地點評估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1.09-11.10 
95.11.13 

澎湖本島外圍海域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1.14 澎湖內灣海域種苗放流地點評估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冼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1.17 
95.11.23 

澎湖本島外圍海域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冼宜樂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 

95.12.07 澎湖本島內海海域資源調查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海 

95.12.25-12.26 澎湖本島外圍海域資源調查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外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