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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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1.07-01.19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助理研究員陳郁凱 
聘用副研究員陳威克 
聘用助理研究員莊世昌 
研發替代役研究員王凱毅 
海洋大學研究生王河順及

鐘偉銓 

台灣周邊 

99.03.23-03.23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研究員兼組長吳繼倫 
助理研究員陳郁凱 

基隆外海 

99.04.08-04.20 台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 助理研究員陳郁凱 
聘用助理研究員蕭聖代 
聘用助理研究員潘佳怡 
國防工業研究助理梁宏彥 
海洋大學研究生王河順及

王采玉 

台灣周邊 

99.05.04-05.15 我國大陸礁層調查(內政部) 海洋大學教授李昭興等 14
員 

東海南部 

99.06.10-06.13 海洋氣象浮標投放 中央氣象局海測中心滕春

慈先生等 12 員 
台灣東南部

99.06.17-06.25 我國大陸礁層調查(內政部) 海大研究生徐位豐等 4 員 東海南部 

99.09.27-10.07 台灣周邊海域魚場環境監測 聘用助理研究員陳人平 
聘用助理研究員潘佳怡 
專業技工陳玉姬 
海洋大學研究生王河順、李

葶瑜、林厚宇 

台灣周邊 

99.11.08-11.12 台灣北部海域底棲魚類資源之調查與

管理 
副研究員吳全橙 
聘用副研究員陳威克 
聘用助理研究員莊世昌 

彭佳嶼、棉

花嶼及花瓶

嶼附近 

99.12.02-12.06 台灣北部海域底棲魚類資源之調查與

管理 
聘用助理研究員王友慈 
聘用助理研究員陳人平 
研發替代役研究員王凱毅 
技佐陳瑞谷 

台灣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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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號試驗船 

99.03.12-04.18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類群聚生態調查

及其在漁業管理之應用研究、台灣周邊

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區黃鰭鮪標識

放流之研究 

研究員陳守仁 
副研究員葉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副研究員翁進興 
助理研究員賴繼昌 
國防工業研究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研究員程嘉彥 
聘用助理研究員黃建智 
專業技工洪國軒 
專業技工陳秋月 
專業技工張麗美 

台灣西南及

東部 

99.04.28-05.03 台灣北部海域底棲魚類資源之調與管

理 
聘用副研究員陳威克 
聘用助理研究員莊世昌 

台灣北部 

99.05.26-05.28 台灣北部海域劍尖槍鎖管資源指標及

評估研究 
助理研究員陳郁凱 
聘用助理研究員陳人平 
研發替代役研究員王凱毅 

彭佳嶼周邊

99.06.22 99 年歲修完工初驗試俥 研究員兼組長吳繼倫 
總輪機長許明仁 

基隆港外 

99.06.25 99 年歲修完工驗收試俥 研究員兼組長吳繼倫 
總輪機長許明仁 
主任張俊哲 
專員郝再隆 
專業技工李建陸 

基隆港外 

99.07.01-07.08 台灣北部海域劍尖槍鎖管資源指標及

評估研究 
研發替代役研究員王凱毅 
聘用助理研究員陳人平 

彭佳嶼周邊 

99.09.10-09.17 台灣北部海域劍尖槍鎖管資源指標及

評估研究 
研發替代役研究員王凱毅 
聘用助理研究員莊世昌 
聘用助理研究員陳人平 

彭佳嶼周邊

99.10.11-10.14
99.10.25-10.27
99.10.29-10.30
99.11.01-11.03
99.11.11-11.13
99.11.18-11.18
99.11.29-11.30
99.12.01-12.03
99.12.10-12.13
99.12.21-12.23
99.12.27-12.28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類群聚調查及其

在漁業管理之應用研究、黑鮪魚人工養

殖、台灣周邊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區黃

鰭鮪標識放流之研究 

副研究員葉信明 
副研究員吳春基 
副研究員翁進興 
助理研究員賴繼昌 
聘用助理研究員黃建智 
國防工業研究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研究員程嘉彥 
專業技工洪國軒 

台灣東部以

及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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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號試驗船 

99.01.07 青灣內外灣水質監測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青灣內外灣

99.01.15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內灣及

北部 

99.01.19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黃文卿 澎湖內灣 

99.01.20 
99.02.0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東南方

99.02.03 青灣內外灣水質監測 專業技工冼宜樂 青灣內外灣

99.02.05 青灣內外灣水質監測 專業技工黃文卿 青灣內外灣

99.02.08 
99.02.15 
99.02.25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北部、

內灣及東南

方 

99.03.26 99 年歲修驗收試俥 副研究員黃丁士 澎湖內灣 

99.03.3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3.31 
99.04.0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內灣 

99.04.0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4.2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內灣 

99.04.30 
99.05.04 

銀河歡聚引設施誘集萊氏擬烏賊產卵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東南方

及內灣 

99.05.06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東南方

99.05.07 
99.05.10-05.11
99.05.12 
99.05.13 
99.05.14 
99.05.17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5.18 
99.05.25 

銀河歡聚引設施誘集萊氏擬烏賊產卵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觀音亭

99.05.19-05.20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5.27 銀河歡聚引設施誘集萊氏擬烏賊產卵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青灣內外灣

99.06.01 
99.06.02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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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6.09 銀河歡聚引設施誘集萊氏擬烏賊產卵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青灣外灣 

99.06.10-06.11
99.06.14 
99.06.15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6.17-06.18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隘門及

赤崁 

99.06.2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尖山 

99.06.24-06.25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吉嶼

及六尺礁 

99.06.28-06.29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查母嶼

及香爐嶼 

99.06.30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桶盤嶼

99.07.12 
99.07.13-07.14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7.15-07.16 澎湖周邊海域環境監測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專業技工黃文卿 
專業技工冼宜樂 

澎湖姑婆嶼

及七美 

99.07.19 
99.07.29-07.30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7.2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8.05-08.06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六尺礁

及船帆礁 

99.08.16-08.17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查母嶼

及嵵裡 

99.08.18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虎井嶼

99.08.23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西嶼 

99.08.24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雞籠嶼

99.08.25-08.2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尖山及

鎖港 

99.09.08 
99.09.09 
99.09.13-09.14
99.09.15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南方

99.09.1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尖山及

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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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1 澎湖近海底棲魚類群聚分析之研究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西嶼 

99.10.12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嵵裡及

雞籠嶼 

99.10.13 澎湖周邊海域環境監測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姑婆嶼

99.10.14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虎井嶼

99.10.15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外垵 

99.11.03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西嶼及

內垵 

99.11.04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西嶼及

外垵 

99.11.05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嵵裡 

99.11.1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虎井嶼

99.11.1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望安 

99.11.12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香爐嶼

99.11.3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望安 

99.12.01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桶盤 

99.12.06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望安 

99.12.08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西嶼 

99.12.09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嵵裡 

99.12.1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東吉嶼

99.12.13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六尺礁

99.12.14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桶盤嶼

99.12.20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查母嶼

99.12.22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外垵 

99.12.23 大型海藻藻場造成計畫 助理研究員鐘金水 澎湖查母嶼

海建號試驗船 

99.01.27-02.08 台灣周邊南海域中層人工浮魚礁區黃

鰭鮪標識放流之研究 
副研究員吳春基 
副研究員翁進興 
助理研究員賴繼昌 
國防工業研究員謝泓諺 
國防工業研究員程嘉彥 
專業技工洪國軒 

台灣東部及

西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