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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99011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吳組長明哲先生蒞臨演講

「基因選種 (Genomic Selection)」，由蘇所長偉成主持，各

單位同仁約 30 餘人與會。 

99012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台西試驗場 

台西試驗場舉辦「文蛤養殖技術座談會」，由葉主任信利主

持，與會人員共 13 人。 

99020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吳郭魚育種研討會」，由蘇副所

長茂森主持，邀請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陸副教授

振岡和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吳組長明哲作專題演講，與

會同仁共 31 位。 

990301 總所 7 樓國際會議廳 本所為加強水產養殖國際合作研究與交流，邀請以色列農

業部農業研究組織的 Gideon Hulata 和 Sheenan Harpaz 兩位

教授來台參訪，並分別以吳郭魚遺傳育種和有機水產養殖

兩個主題作專題演講，與會人員共計 40 餘人。 

9903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水產養殖災後復建與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由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主持，共有 101 人與會。 

990324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行政院研討會綜計處張專門委員富林來所演講

「行政院組織改造四法及實施期程解析」。 

990414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基隆市消防局唐局長鎮宇來所演講「天然災害生

命財產防護之道」。 

990414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澎湖地區箱網養殖種苗需求座談會」，邀集澎湖

產、官、學水產養殖相關學者與從業人員進行合作關係與

產業面臨問題的探討。 

990428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趨勢科技台灣區資深技術總監戴燊來所演講「雲

端運算－引爆下一波科技契機」。 

990503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講師 Mr. Steve Wallace 演

講「How to write an abstract for a journal or conference」，提

供本所研究人員如何撰寫摘要方法。 

990526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科見美語侯副總經理光杰受邀來所演講「活力創意思維」。

99060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彰化地區鰻魚養殖座談會」，由

蘇所長偉成主持，計有彰化區漁會張理事長平順、陳總幹

事諸讚、台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郭董事長瓊英、台灣區鰻

蝦生產合作社聯合社顏理事主席樹根、和彰化、雲林、嘉

義地區鰻蝦生產合作社理事主席等漁業團體代表、漁民朋

友以及本所同仁共 48 人與會。 

990607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勞工保險局基隆辦事處張主任演煌來所演講「勞

工退休金新舊制改選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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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61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99 年數位典藏生活及文化工

作小組工作會議」，由主題召集人潘英海所長主持，並由本

所數典計畫主持人劉燈城主任秘書致歡迎詞；陳組長亞寧

演講「A Digital Approach to Oral History Materials from 
Metadata Perspective」。 

990623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考試院黃秘書長雅榜來所演講「團隊管理」。 

990624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 本所企劃資訊組假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三樓會議室辦理

「衛星水溫圖資料庫使用者座談會」，邀請日本及台灣專業

技術人員提出2010年秋刀魚產量預測及其與水溫圖相關性

之專題報告，並與遠洋業者進行雙向經驗交流及答覆業者

提問，與會人員共計 22 人。 

990628 
-29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主辦、本所協辦之「近海碳循環、生物幫浦及 CO2

儲存國際研討會」，由本所劉主任秘書燈城代表致詞。 

990707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台北醫學大學臨床心理師張維揚老師來所演講

「為自己把關－現代人的身心健康管理」。 

990713 總所 7 樓國際會議廳 本所召開與漁業署第 8 次聯繫會議，由蘇所長偉成及沙署

長志一共同主持，農委會科技處研發科王簡任技正慶一蒞

所指導，本所及漁業署各一級主管全部與會，雙方就試驗

研究與行政業務需共同配合推動事項，進行廣泛討論。 

9907028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李教授家維來所演講

「科學新知」。 

990817 台北縣貢寮區漁會 本所舉行「九孔種苗生產技術座談會」，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 

990824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行「2010 年台日水產動物用藥品管理交流座談會」，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人士除了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動物防疫組邱垂章組長、動物藥品科劉雅芳科長、楊仕

閔技正及台日交流協會陪同人員外，台東縣、花蓮縣、苗

栗縣及新竹縣動物防疫所等以及本所各相關單位均派員參

加。會中由日本專家農林水產省消費 安全局水產安全室小

牟田曉專門官及日本農林水產省動物藥品檢查所木島

總括上席研究官擔任講座。 

990825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蘇律師友辰來所演講「法律案例解析」。 

990827 總所 318 會議室 企劃資訊組蔡聘用助理研究員振源為同仁作專題演講，講

題為「與媒體記者做朋友」。 

990827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生技

園區籌備處三樓國際會

議廳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傾聽觀賞魚產業的聲音

暨技術交流座談會」，由本所蘇所長偉成主持，與會者包括

本所蘇副所長茂森、漁業署養殖科陳科長建佑、屏東縣觀

賞水族生產協會王理事長國中、台灣觀賞魚養殖協會王秘

書長森泉及中華民國水族協會周秘書長旭明等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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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903 屏東縣琉球區漁會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假屏東縣小琉球區漁會舉辦「台灣西

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效益座談會」。 

990913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東北大學名譽教授川崎健博士演講「科學推

動政治的時代」，由蘇所長偉成主持，劉主任秘書燈城協助

擔任口譯，與會人員共 35 人。 

990920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澎湖地區養殖漁業發展座談

會」，與會人員共 18 人。 

990923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銓敘部退撫司莊副司長淑芳來所演講「公務人員

退休法暨撫卹法解析」。 

991006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台西試驗場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舉辦「文蛤養殖座談會」，

與會人員共 20 人。 

99100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北試驗場 

國合會主辦、本所協辦之「農業概論研習班」，在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研習吳郭魚育種及保種、水產生物活體保存與

遺傳育種研究、養殖技術與產銷履歷之相關性等課程，與

會人員共 23 人。 

991012 海洋大學行政大樓 4 樓

會議室 
舉辦本所與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13 次座談會。

991012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美國西南漁業中心統計專家 Dr. Nancy Lo 演講

「Application of daily egg production method (DEPM) to 
Pacific sardine (Sardinops sagax) of west coast of US」。演講

結束後，隨即與海洋漁業組就「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

測(TaiCOFI)」計畫目前執行的情形進行座談。 

991014 海洋大學 
總所 7 樓國際會議廳 

本所與海洋大學共同舉辦國際泛洋衛星遙測國際研討會

(PORSEC 2010-Pan Ocean Remote Sensing Conference)。 

991027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國立傳統藝中心柯主任基良來所講演「傳統藝術

之美」。 

99102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舉辦「99 年度澎湖地區漁業產銷班幹部座談會」，就產銷班

現階段面臨的困難進行討論，並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案。 

991103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三

樓會議室 
本所辦理「衛星水溫圖資料庫使用者座談會」，邀請日本及

台灣專業技術人員提出2011年西南大西洋海域魷魚產量預

測及其與水溫圖相關性之專題報告，並與遠洋業者進行雙

向經驗交流及答覆業者提問，與會人員共計 25 人。 

991107 

-12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舉行「鮪旗魚標識放流國際研討會」，由蘇所長偉成主

持，國內外貴賓包括：ISC 主席 Dr. Gerard DiNardo、ICCA
劍旗魚工作小組主席 Dr. John Neilson、國立海洋大學李校

長國添、台灣大學海研所孫教授志陸、中央研究院生物多

樣性研究中心邵研究員廣昭等共百餘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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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22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台北市教育大學黃副教授煥榮來所演講「性別主

流化發展與運用」。 

99112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協助澎湖縣解說協會辦理「海洋生態現況於漁業發展

解說研習」，希望能夠擺脫多年來以飲食文化為主的觀光導

覽方式，改以思考如何與海洋共存的解說方式，來降低觀

光對於海洋環境的衝擊。 

991202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亞洲企管顧問公司董事長白崇賢來所演講「效率

決定競爭力」。 

991208 台南生活美學館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2010 石斑魚精緻養殖研討

會」，水產養殖業者共 400 餘人與會。 

 

 
1 月 25 日文蛤養殖技術座談會 6 月 3 日彰化地區鰻魚養殖座談會 8月 24日 2010年台日水產動物用藥品

管理交流座談會 
   

 

10 月 14 日國際泛洋衛星遙測國際研

討會 
10 月 29 日 99 年度澎湖地區漁業產銷

班幹部座談會 
12月 8日 2010石斑魚精緻養殖研討會

 

11 月 7-12 日鮪旗魚標識放流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