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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00310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美國羅德島大學海洋研究所 Dr. Igor Belkin 來所

演講，內容主題包含「Fronts from satellite data」及「Fronts 
and fisheries」，與會人員 25 人。 

1000330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保訓會劉委員昊洲來所演講，講題為「談公務員

權利義務與應有的法治觀念」。 

1000421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金會陳董事長月卿來所演

講，講題為「每天清除癌細胞」。 

1000429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辦理之九十九學年度

以通識結構性課程培育具海洋知識之未來基層計畫「海洋

生命科學導論」，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擔

任「海洋植物」授課教師。 

1000503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亞洲企管顧問集團白總裁崇賢來所演講，講題為

「打造優質團隊」。 

100051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邱技正建智前來演

講，講題為「資訊安全講習會」。 

100051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長崎大學東海研究所副教授河邊玲博士前

來發表「澳洲西南海域南方黑鮪幼魚對於夏季棲地利用之

年間變動」之專題演講。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並邀請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孫志陸教授蒞臨指導，本所及台大海

研所師生共計 25 人與會。 

1000511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新莊地政事務所古秘書美和來所演講，講題為

「房地糾紛那裡問－不可不知的財產防身術」。 

1000520 屏東縣小琉球區漁會 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與屏東縣政府、琉球區漁會共同

召開「黃鰭鮪箱網養殖成果發表會」。 

1000607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 3
樓會議室 

舉辦 100 年度衛星水溫圖資料庫使用者第一次座談會，提

出 2011 年西北太平洋秋刀魚漁產量預測及其漁場分布與

衛星水溫圖相關性之專題報告，並與遠洋業者進行雙向經

驗交流及答詢業者提問，與會人員共計 30 人。 

1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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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來總所演

講，演講主題環繞 3 月 11 日發生規模達九級的超級強震

與後續的核災問題，以及該些災害對日本漁業的影響，由

劉主秘燈城擔任即席翻譯，與會人員共計 30 人。 

1000608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雄獅旅行社黃副總經理信川來所演講，講題為

「如何規劃優質與快樂的旅遊」。 

1000614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華視無毒家園教學專案中心胡主任弘明來所演

講，講題為「生活毒害防護之道及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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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14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美國邁阿密大學(UM)羅塞斯蒂海洋和大氣科學

學校(RSMAS) Nelson M. Ehrhardt 教授前來總所專題演

講，講題為「An ecosystem overview of billfish resources in 
the tropical eastern Pacific: coupl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data acquisition to understand billfish population 
dynamics」，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與會人員約 40 人。 

1000622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舉辦「100 年度動物防人員教育研

習會」，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研究員金華擔任「水產

動物生產醫學介紹」課程講師。 

1000629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名影評人黃英雄先生來所演講，講題為「電影賞

析－三隻猴子」。 

1000714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工研院技轉中心智權推廣業務組楊組長思源來

所演講，講題為「技術流通之風險管理實務」。 

1000718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召開「海藻及白蝦技轉座談會」，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與會人員包括恆春海洋養殖有限公司 6 人、力佳綠能

生技有限公司 2 人及東港生技研究中心研究員 3 位。 

1000727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速跑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劉董事長大潭來所演

講，講題為「用創意活出快樂人生－台灣發明大王談創

意」。 

100072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辦「Web of Scienc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OS-SCI) 資料庫試用說明會」，由 Government Science 
Asia Pacific, Thomson Reuters 施志阜先生擔任講師。 

1000819 總所 318 會議室 「國際農業數位知識庫說明會」由農委會主辦、本所協

辦，邀請探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朱天元先生擔任講師。 

100082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北海道大學齊藤  誠一教授  (Dr. Sei-Ichi 
Saitoh) 至總所技術指導 7 天，8 月 22 及 26 日分別就如何

利用衛星遙測影像及海洋地理資訊系統空間整合套疊及

地理統計分析技術，進行漁海況分析及淺海養殖區位選址

等相關研究分析及應用，進行兩場專題演講，與會人數共

計 75 人。 

1000825 台南市北門區公所圖書

館 
南縣區漁會舉辦「石斑魚繁養殖之防疫方法」研習會，聘

請鄭研究員金華擔任課程講師。 

1000831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長流畫廊黃董事長承志來所演講，講題為「古今

中外名畫賞析」。 

1000906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謝震武律師來所演講，講題為「說話與政策行

銷」。 

1000919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農委會會計室楊主任順成來所演講，講題為「健

全政府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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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0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國際海洋永續文化經濟及環境保護基金會張執行長崑雄

應邀至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演講，講題為「氣候變遷對

生態影響永續經營－保育的基本理念」。 

1000927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基隆署立醫院耳鼻喉科胡主任克信來所演講，講

題為「中西醫合壁的健康照護」。 

1001019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為「海洋生命科學導論」，

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研究員惠美擔任「海洋藻類」授

課教師。 

1001025 總所西側 2 樓簡報室 本所邀請輔仁大學法學院黃副院長宏全來所演講，講題為

「消費者保護探討性別主流化」。 

1001108 屏東科技大學綜合大樓

演藝廳 
「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討會」由本所、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國立台灣海洋大學以及屏東縣政府等共同主辦，農委

會胡副主任委員興華、屏東縣曹縣長啟鴻、台灣海洋大學

李校長國添、屏東科技大學戴副校長昌賢及農學院吳院長

明昌、美國夏威夷熱帶及亞熱帶水產養殖中心的李主任正

森及日本水產廳的Dr. Masakazu Oka等貴賓分別應邀上台

致詞。本次研討會共有來自 11 個國家，將近 600 位的專

家學者與養殖業者踴躍參加，36 場次的專題演講及 23 篇

的壁報論文展示，本所為了服務養殖漁民朋友，特別提供

了中英文同步口譯，於 10 日進行閉幕儀式。11 日邀請國

外學者專家參加參訪活動。 

1001207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到美國羅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海
洋研究所 Igor Belkin 博士至所專題演講，講題為「How to 
use frontal data in marine fisheries?」，與會人員共計 20 人。

1001214 高雄前鎮區魷魚公會 3
樓會議室 

本所辦理 100 年度衛星水溫圖資料庫使用者第二次座談

會，提出 2012 年西南大西洋海域魷魚漁場分布與衛星水

溫圖相關性之專題報告，並與遠洋業者進行雙向經驗交流

及答詢業者提問，與會人員共計 25 人。 

黃鰭鮪箱網養殖成果發表會 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