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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06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第 3

次工作會議。 

99010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

度第 1 次會議。 

99012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

族生態展示館舉辦「與鯊共舞生態保

育特展」開幕活動，由陳主任文義主

持，與會貴賓包括台灣博物館蕭館長

宗煌、台東縣政府曾秘書金福、台東

縣美術教育學會曾理事長興平、成功

商水楊校長長鉿、成功鎮鎮民代表會

黃代表清睦、歐代表嘉惠、成功國小

張校長瑞群及師生等共 350 人。 
 

小朋友參觀與鯊共舞生態保育特展 

 

990125 本所舉行「經費核銷系統」項下擴充

增列「消耗品管制系統」使用者教育

訓練。 

990127 召開本所第 0096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128 TVBS 劉記者錦源、蘋果日報黃記者

瑞娟及中央社盧記者太城等 3 人，至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參觀並拍攝

黑金鋼小丑魚。 

99012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委由本所沿近海

資源研究中心，特別安排台視、民視

及年代電視台，假東港區漁會總幹事

辦公室及田媽媽料理教室，針對東港

櫻花蝦資源管理及真假櫻花蝦加工

產品之辨識方法等議題進行採訪。 

990204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第 4

次工作會議。 

990208 召開本所 99 年度第 1 次甄審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30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鮪旗魚

類標識放流國際研討會」第 1 次籌備

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310 召開「本所試驗船現職船員陞遷評選

作業要點 (草案)」審議會議。 

990319 召開本所遴選 99 年度服務創新精進

執行計畫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990324 召開本所第 0097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324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例行記者會，在蘇

副所長茂森簡單的引言後，由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陳助理研究員榮華就

「成長快速品系吳郭魚」的研發，發

表新近的研究成果。 

99041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國科會

數位典藏辦公室生活與文化工作小

組實地參訪工作流程」座談會，由劉

主任秘書燈城主持，參與貴賓包括中

研院數位典藏計畫小組計畫助理等

15 人。 

990419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9 次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419 本所召開研商「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

適政策會議」背景資料，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 

990420 召開本所 99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由

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421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廠商申請進

駐第二次審查會。 

990428 召開本所第 0098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429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南部採訪中心鍾尚宏先生等一行 3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採訪拍攝黃

鰭鮪繁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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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4 召開 100 年度產學合作構想書研提會

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505 召開「本所試驗船現職船員陞任評選

作業要點 (草案)」審議會議 (視訊會

議)。 

990505 召開本所 99 年度第 3 次甄審會 (視

訊)。 

990505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白沙鄉城

前村中間育成區海域放流 15 萬餘尾

沙蟹苗。 

990506 澎湖水族館經營權由原委外廠商南

仁湖育樂股份有限公司移交大東山

希望天地股份有限公司。當日在王縣

長乾發、林立委夫人張端美等 20 多

位政商名流見證下隆重開幕。 
 

全體與會貴賓於開幕儀式結束後合影留念 

 
 

990508 教育部委由澎湖科技大學辦理的樂

齡學習列車，學員 34 人至澎湖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參觀。 
 

樂齡學習列車學員合影留念 

990512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

度第 2 次會議。 

990518 召開 98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計畫 (水

產種苗繁殖用水處理模組之研發) 期

中審查，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519 研討本所辦理「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

－台東支庫新建工程」土地使用分區

暨使用地變更編定與設計及實際情

況之差異。 

990521 日本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小松

輝久教授一行 3 人，前來本所進行馬

尾藻研究交流，並就合作事項進行討

論。 

990522 「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嘉年華」在台

北市植物園舉行，本所配合展出各種

原庫保存物種資料及執行生物多樣

性領域之計畫成果發表。 

990525 召開本所第 0099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 

990602 召開本所 99 年度第 4 次甄審會議，

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604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

度第 3 次會議。 

990609 召開「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

新建工程」第 25 次月工務會報暨第

103 次週工務會報。 

990610 召開本所會計室約僱人員 (職務代理

人)外補甄選會議。 

990610 召開「鮪旗魚類標識放流」國際研討

會第 2 次籌備會，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622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假台灣大學會議

中心辦理 99 年度第 1 場招商說明

會，發表近期內的重要研究成果，同

時舉行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和順

大生技企業社兩家廠商進駐簽約儀

式。 

99062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99 年度產業

別進階訓練班「餌料生物培養及滋

養」，學員 30 人，至 25 日。 

990623 召開本所第 0100 次擴大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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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所長與進駐廠商於簽約儀式後合影留念 

 

990624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澎湖縣

政府辦理嵵裡海龜保育野放活動。 

990630 「2010 農業技術交易展」在臺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舉行，本所選出牡蠣完

全利用、微型數位魚探  (聲納) 模

組、水產生物餌料微藻之生產以及象

牙鳳螺仔螺量產技術等 4 項具代表性

技術參與展出活動。 

990701 召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度第 4 次

會議。 

990705 本所假 318 會議室召開 99 年科技計

畫第 1 組期中審查會議；第 2、3 組

分別於 6 日及 12 日假 318 會議室；

第 4 組於 16 日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第 5 組於 19 日假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舉辦。 

990705 2010 臺沙農業技術訓練班－「水產養

殖之生物餌料培育」假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辦理，沙國農業部相關領域官員

共 6 人參與，至 15 日，為期 11 天。 
 

沙國農業部受訓學員與講師合影留念 

990705 本所協辦 99 年度「教育部辦理大學

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中

階實務修習課程「養殖暨生物科技實

務教育平台」訓練，參與學員 25 人，

分別於 5－9 日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10－14 日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15－17 日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

辦。 

990713 研商「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本所參

展事宜，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722 本所舉行 99 年度防火防災演練實施

計畫。 

980722 「2010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在

台北世貿中心展覽館一館舉行，本所

負責規劃包括：「建立雀鯛及刺尾鯛

種苗生產技術」、「建構石斑優質種魚

培育技術」、「葡萄藻及馬尾藻保健保

養品」及「保養素材－海洋大型藻與

微細藻」實體展示櫥窗，展出時間至

25 日。 

990726 前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

場實地查核 99 年產學合作計畫「炭

在水產飼料的應用」。 

990727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一行 20 人至本

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視察，由謝

副研究員恆毅簡報「棘冠海星在澎湖

海域危害珊瑚調查研究報告」，並由

蔡主任萬生引導參訪各項研究成果

及設施。 
 

胡副主委興華參訪各項研究成果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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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728 召開本所第 0101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728 召開本所試驗船 99 年度輪機員甄選

甄審會議。 

990730 勞工安全衛生聯合查核「台東支庫」。 

990731 「2010 基隆鎖管季」，本所配合展出

海報及解說服務，向社會大眾宣導鎖

管資源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990802 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

所陳分所長瑞祥、化驗藥品檢定研究

系林主任文華及國立嘉義大學獸醫

系王建雄教授，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討論「水產生物藥物試驗」事宜。 

990803 「2010 國際漁人論壇」在台北舉行，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配合展出海報。 

990812 召開本所全球資訊網更新內容說明

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99081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 99 年

人文素養美聲研習北區美聲複選假

林業試驗所國際會議廳舉辦。經過激

烈的比賽，本所脫穎而出，榮獲個人

組及合唱組的雙料冠軍。 

990816 水試二號試驗船於高雄旗津三陽造

船廠舉行龍骨安放典禮，由蘇所長偉

成主持。 

 

蘇所長等人參加水試二號試驗船龍骨安放典禮 

 

990818 召開有關基隆市中正區和平段 565-

地號等 4 筆國有土地變更非公用財產

乙案後續移交作業說明會。 

990819 本所配合農委會在暑假期間辦理一

系列的農業一日體驗活動。19 日「浪

鰻一夏~抓蝦猴」在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熱鬧登場，共 32 人參加；23 日

及 9 月 9 日「蝦兵蟹將摸魚樂」在總

所舉行，分別有 50 及 40 人參加；26

日「藻回信心－養殖秘笈」假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辦理，共 10 人參加。9 月

8 日「小丑魚主題館－丑姿百態」假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族生態展

示館辦理，共 50 人參加。8 月 31 日

「漁人相愉」假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辦理，將研究成果以淺顯易懂的方式

介紹給民眾認識。 
 

在總所舉行之「蝦兵蟹將摸魚樂」體驗活動 

 

990820 研商本所組織法規 (草案) 會議 (視

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825 召開本所第 102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

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82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澎湖縣

政府辦理望安海龜保育館海龜保育

野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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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30 本所舉行創新育成中心與中華海洋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進駐簽約儀式。 
 

與會人員於簽約儀式後合影留念 

 

990831 召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度第 5 次

會議。 

990901 海建號試驗船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准除役。 

990907 本所水產加工組組成的「海洋生技研

發團隊」榮獲「2010 台灣生醫暨生農

產業選秀大賽潛力新秀獎」，頒獎暨

表揚大會於 7 日假香格里拉台北遠東

國際大飯店三樓宴會廳舉行。 

990914 本所假農委會 1011 會議室召開研商

「2010 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農業

科技大展」漁顯神通展區裝潢佈置事

宜會議。 

990916 監察院杜委員善良、黃委員武次等一

行 5 人至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視

察。 

990917 技轉本所「細胞電壓注射器」的芝林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2010 台北

生技獎」技術移轉獎銀獎，於 17 日

在國泰金融大樓會議廳舉行頒獎典

禮暨成果發表會。 

990929 召開本所第 103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

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990930 「2010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在台北世貿中心展覽館一館展出，本

所展示內容豐富且多樣化，包括牡蠣

完全利用、褐藻萃取物做為皮膚外用

劑之應用技術及即食鎖管加工技術

等 3 項實體展示，至 10 月 3 日。 

991004 召開本所 99 年度第 5 次甄審會。 

991006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

度第 6 次研管會。 

991008 召開「鮪旗魚類標識放流國際研討

會」第 4 次籌備會。 

991013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例行記者會，由沿

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主任龍靜就「從

一組中層人工浮魚礁讓漁民半年賺

進千萬元」為題，發表本所過去在人

工浮魚礁的研究成果與其為漁民帶

來的經濟效益。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例行記者會 

 

99101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99 年度

第三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 

991021 本所 100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合作廠商

資格審查。 

99102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假總所辦理 99

年度擴大鰻魚放流計畫工作小組研

商會議。 

991022 召開本所績效考評追蹤檢討會議。 

991022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10 次會議。 

991026 召開本所 99 年度科技賸餘經費新增

計畫之細部計畫說明書審查會議。 

991027 召開本所第 104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

訊會議)。 

991029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蔡主任萬生

榮獲 99 年優秀農業人員獎。 

991029 「2010 台灣觀賞魚博覽會」在世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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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展覽館三館舉行，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配合參展示藍刻齒雀鯛、摩鹿

加雀鯛及灰刻齒雀鯛種苗，至 11 月 1

日止。 

991101 本所召開 100 年度科技計畫構想書審

查會議，共計辦理七場，日期為 1、5、

12、16、18、19 日。 

991105 本所舉辦「魚池隔堤改建及排水溝整

建工程 (第二期)」工程品質及進度督

導事宜。 

991105 教育部海洋知識活動日在中正紀念

堂展出，展期至 7 日。本所展出主題

為養殖暨生物科技特展，呈現本所在

海水觀賞魚的研究成果與許多海洋

生物趣聞。 

991110 2010 農業技術交易展－南部展，假行

政院農委會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舉行，本所參展項目包括：「牡蠣完

全利用」及「臺灣小葉蕨藻-海葡萄養

殖技術」。 

991110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招商暨農業業界

科專說明會，假行政院農委會屏東農

業生物科技園區舉行。 
 

創新育成中心招商暨農業業界科專說明會 

 

99111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2010 年

東海岸旗魚祭」活動，提供小丑魚主

題館入館門票優待及海洋教育宣導

解說活動，至 14 日。 

991115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99 年

度第 7 次會議。 

991123 召開本所 99 年度政風督導小組會議

暨 99 年度安全維護會報。 

991123 召開本所 99年度第 6次甄審會及第 2

次考績會。 

991124 召開本所第 105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

訊會議)。 

991124 研商「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

案會議。 

991127 由澎湖縣解說協會主辦、本所協辦之

海洋生態現況於漁業發展解說研習

活動在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行。 

991127 台東區農業改良場舉辦「2010 樂活農

業體驗報－農業 DIY、創新烘焙優質

農特產品展示」，東部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配合展出自行繁殖之台灣五種

小丑魚、摩鹿加雀鯛雀鯛等六種雀鯛

及海洋生物觸摸等體驗活動。 

99113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委武雄由本

所蘇所長偉成陪同至國家水產生物

種原庫台東支庫視察；12 月 1 日至東

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關心觀賞魚研

究之進展情況。 
 

陳主委參訪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並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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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06 99 年種鰻放流計畫假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竹北試驗場進行鰻魚標識作

業；7 日劉主任富光率中心同仁偕同

地方保育人士至新竹鳳山溪選定地

點進行種鰻放流。 
 

種鰻標識作業現場工作概況 

淡水中心劉主任富光與台大韓玉山教授一起在新竹縣

鳳山溪下游放流鰻魚 

 

991206 行政院 2010 前瞻農業產業科技策略

會議「農業研發成果展」在台北福華

飯店演講廳舉行，本所配合展出魚病

及水質微生物檢測套組、點石成金－

水產資源的加值利用、海水觀賞魚人

工繁殖技術海報及實體。 

991215 召開本所 99年度第 7次甄審會及第 3

次考績會。 

991215 召開本所 99 年度水試二號船長、輪

機長暨水試一號漁航員甄選甄審會

議。 

991220 召開本所 99 年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第一場於 20、21 日假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舉行；第二場於 24 日，第

三場於 27、28 日在總所舉行。 

991223 本所海洋漁業組假宜蘭縣東港榕樹

公園主辦「99 年度鰻魚資源復育暨種

鰻標識放流宣導活動」，由本所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漁業

科學研究所以及宜蘭縣漁業管理所

協助辦理。共放流 1,500 尾鰻魚，約

百餘人參與。 
 

參與鰻魚資源復育暨種鰻標識放流宣導活動人員合影 

蘇所長與台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郭董事長一同進行種

鰻放流 

 

991229 召開本所第 106 次擴大主管會報。 

991230 農委會年終記者會，本所由水產加工

組報告，展示主題為－牡蠣完全利用

與褐藻萃取物作為保健/保養品之應

用技術。 

991231 「2010 台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的農業

科技大展於爭艷館展出，「漁顯神通」

展區由本所統籌，另有農委會漁業

署、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生物技術

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及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等單位共同參與展

出，展期至 100 年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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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舉辦之「2010 國際生物多樣性嘉年華」 

   

6 月 30 日舉辦之「2010 農業技術交易展」 

 

7 月 22-25 日舉辦之「2010 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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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舉辦之「2010 基隆鎖管季」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舉辦之「2010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12 月 31 日至 100 年 1 月 30 日舉辦之花博農業科技大展－漁顯神通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