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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4 召開本所 99 年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第四場於 4－5 日假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舉行；第五場於 7 日假東

港生技究中心舉行。 

100011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魚池隔

堤改建及排水溝整建工程（第二

期）」竣工。 

1000112 本所召開「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

討會」第 1 次籌備會議。 

1000113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對澎湖地區

漁業從業人員發出寒害預報，成功

減少因連續低溫所引起之漁業損失。 

1000118 舉辦本所 100 年度自衛消防編組訓

練。 

1000119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1 次甄審會及

第 1 次考績會。 

1000125 舉行本所及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

學校之學術與教育合作簽約儀式，

由本所蘇偉成所長及成功商業水產

職業學校楊校長長鉿共同簽署協議

書，與會人員共計 15 人。 
 

簽約儀式結束後，與會人員合影留念 

 

1000126 召開本所第 107 次擴大主管會報(視

訊會議)。 

1000126 召開「本所 100 年度海安號漁航員

甄選」甄審會議。 

1000128 召開「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討會」

第 1 次籌備委員會議。 

1000214 本所召開「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

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 

1000215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魚池隔

堤改建及排水溝整建工程(第二期)」

初驗。 

1000217 台灣鯛協會李理事長一道前來總所

拜訪蘇所長偉成。 

1000223 召開本所第 108 次擴大主管會報(視

訊會議)。 

100022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水產生

物種原資訊管理系統操作說明

會」，由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呂技

師逸林主講。 

1000301 本所海建號試驗船除役。 

1000302 屏東縣琉球鄉蔡鄉長天裕及工研院

南分院陳昶源先生等一行 6 人，至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洽談小琉球海藻

養殖事宜。 

1000316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11 次會議。 

1000316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廠商申請進

駐第 5 次會議。 

1000317 召開本所「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

討會」第 3 次籌備會議。 

100031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0

年度第 1 次會議。 

1000321 本所與漁業署第 9 次署所聯繫會議

假漁業署台北辦公區第一會議室舉

行，由沙署長志一及蘇所長偉成共

同主持。 

1000323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及

第 2 次考績會議。 

1000328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推薦駐貝里斯

技術團水產養殖計畫彭經理靖婷至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研習，研習時

間自 3 月 28 日至 4 月 15 日。 

1000329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本所由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報告，展示主題為－海

鱺吃大蒜促進成長又健康。 

1000330 召開本所第 109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00330 本所召開水試一號試驗船大副甄審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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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330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0

年度第 2 次會議。 

1000407 召開本所 100 年度政策型產學合作

計畫合作廠商資格審查會議。 

100041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研商解決

本所經管彰化縣鹿港鎮海埔段 1082

等 14 筆國有公用土地分割事宜。 

1000412 召開本所 100 年度服務創新精進執

行計畫遴選會議。 

1000419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100年第1

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議。 

1000426 總所秘書室陳奕森先生、蔡良瑩小

姐、會計室黃詩涵小姐及周麗卿小

姐等一行 4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執行 100 年度財產國有公用

財產管理業務實地訪查及零用金查

核。 

1000427 召開本所第 110 次擴大主管會報 

(視訊會議)。 

1000427 召開「西北太平洋秋刀魚漁場海水

輻射偵檢計畫」航前座談會。 

1000510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0

年度第 3 次會議。 

1000514 日本長崎大學東海研究所副教授河

邊玲博士由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江聘用副研究員偉全等一行 5 人陪

同，至三仙台定置網進行標識放流。 

1000518 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完成遷

建，新建大樓正式落成啟用。 

1000519 本所召開「2011 石斑魚養殖國際研

討會」第 2 次籌備委員會議，由蘇

所長偉成主持。 

1000519 召開「本所 100 年度身心障礙漁航

員甄選」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

持。 

100052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魚池隔

堤改建及排水溝整建工程(第二期)」

驗收。 

1000525 召開本所第 111 次擴大主管會報(視

訊會議)，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1000603 本所分別於 3 日、27 日假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21 日假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竹北試驗場；22 日假總所；

28 日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

100 年科技計畫期中審查會議。 

1000607 工研院材料與化工所李麗鳳博士至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討論「農工合作

研究事宜」。 

1000613 召開「本所 100 年度一等輪機長暨

輪機員甄選」會議，由蘇副所長茂

森主持。 

1000613 召開「本所非超額技工 1 名遞補甄

選」會議，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1000614 100 年度農民學院水產養殖入門班

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第一梯

次學員 30 人，為期 3 天。 
 

學員於結訓後與講師合影留念 

 

1000627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舉行新辦公大

樓揭牌儀式，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蘇所長偉成主持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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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29 召開本所 112 次擴大主管會報(視訊

會議)。 

1000629 召開本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 1 次

會議(視訊會議)。 

1000630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3 次甄審會及

考績會。 

1000701 本所於 1 日、8 日分別假總所及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召開 100 年科技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 

1000706 本所舉辦會計室新 (林冠伶)、卸任 

(汪立芳) 主任交接典禮。 
 

新、卸任會計主任交接典禮，由農委會會計室楊主任

順成與本所蘇副所長茂森擔任監交 

 

1000707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6 次廠商

進駐審查會議。 

1000711 農委會國際處安排泰國學者一行 5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研習海鱺養

殖，至 15 日。 

1000712 100 年度農民學院水產養殖入門班

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第二梯

次學員 30 人，為期 3 天。 
 

學員於結訓後與講師合影留念 

1000713 教育部辦理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

實務人才計畫之「養殖暨生物科技

實務教育平台」學員 28 人至本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為中階實務修習課程

授課，至 14 日。 

100071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 100 年度

地震防災教育及地震初期緊急避難

演練。 

1000721 「2011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

台北世貿展覽 1 館舉辦。開幕當天，

蕭副總統蒞臨參觀，並主持剪綵開

幕儀式。本所規劃了「成長快速品

系吳郭魚之研發」、「台灣紅色吳郭

魚之育種」、「耀眼星斑」、「健康安

全食用海藻」及「白蝦零換水養殖」

等 5 個展項參展，展期至 24 日。 

1000722 本所假總所 7 樓餐廳辦理 100 年度

親子活動。 
 

蘇所長偉成與參與親子活動與會人員合影留念 

 

1000723 「2011 基隆鎖管季」本所提供海報

展示及解說服務。 

1000727 本所召開第 113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蘇所長偉成主持。 

1000728 監察委員錢林慧君、錢橙山醫師及

本所海水中心前主任林明男至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參訪，並討論石斑魚

繁養殖研究進展事宜。 

1000729 本所新建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試驗

船「水試二號」假高雄市三陽造船

廠舉行下水典禮，由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親自主持，並

由主委夫人進行擲瓶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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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水試二號下水典禮貴賓合影留念 

 

1000801 本所召開水試二號儲備觀測技正甄

審會。 

1000801 原於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展覽之

『石斑魚的斑斑點點~海洋教育的

點點滴滴』特展，部分內容移至本

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之小

丑魚主題館展覽，特展內容包括『斑

斑的故事』、『斑斑的秘密』、『吃的

放心，放心的吃』與『抽屜養石斑』

四大主題與『小金鋼』、『吳郭魚』

與『垂直養殖系統』等影片，展出

至 101 年 7 月 31 日。 

1000806 本所舉行 100 年度地震防災教育及

演練。 

1000810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11 日舉辦

「2011 突棘行動－澎湖南部海域棘

冠海星人工移除」活動，並假馬公

試驗場 2 樓會議室舉辦行前教育說

明會。 

100081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淡水觀

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工

程」規劃報告。 

1000812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假沿近海資源研

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 100 年度招

商暨農業業界科專說明會，吸引了

50 多位業者參加。 

1000816 本所舉行 100 年度地震防災教育訓

及演練。 

1000824 本所召開第 114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00824 本所召開水試二號電信員等陞任甄

審會。 

1000830 本所召開聘用職務代理人甄選會。 

1000901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主辦、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協辦「農業概論研習

班」，研習台灣的水產養殖等相關水

產養殖課程，學員共 21 人。 

1000914 召開本所「開放日暨漁業研究成果

展」第 1 次籌備會議。 

1000914 召開本所「水試一號二管輪暨水試

二號漁航員甄選」會議。 

1000916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淡水觀

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工

程」細部設計報告會議。 

1000920 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7 次廠商進駐

審查會議。 

1009022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科技計畫先期作

業會議。 

1000922 召開本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 2 次

會議。 

1000922 本所舉辦環境教育，由台灣電力公

司安排講師至所就節能減碳之用電

安全、用電常識及認識電磁波對環

境及人體造成之影響等題目進行專

題演講。 

1000927 本所舉辦 100 年度政府採購實務講

習暨財產管理人員教育訓練。 

1000927 本所舉辦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

線上傳輸系統使用者教育訓練。 

1000928 召開本所第 115 次擴大主管會報(視

訊會議)。 

1000928 召開本所水試一號電信員及三管輪

甄選會議。 

1000929 「2011 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假台北世貿展覽 1 館舉辦。本

所此次展出「魷魚皮機能性胜肽作

為保健食品之應用技術」、「褐藻萃

取物做為皮膚外用劑之應用」、「即

食鎖管加工技術」及「營養強化炭

粉做為水產飼料添加劑技術」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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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極具市場開發潛力之研發成果，

活動期間至 10 月 2 日。 

1000929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由本所水產加

工組報告，主題為－觀賞魚活運大

突破強化產業國際競爭力。 

1001004 召開本所研究員暨副研究員陞遷之

書面資料審查會議。 

1001012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由本所水產養

殖組報告，主題為－紅色吳郭魚 TsR

品系的育成。 

1001014 召開本所100年度第2-2階段研提款

新增計畫審查會議。 

1001014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4 次甄審會及

考績會。 

1001021 召開本所聘用職務代理人遴選會

議。 

1001025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0

年度第 4 次會議。 

1001026 召開本所第 116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01027 召開本所 100 年度宿舍管理委員會

第 1 次常會。 

1001031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科技計畫書草案

審查會議(水產種苗暨觀賞魚推動小

組/第 1 場)。 

1001101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科技計畫書草案

審查會議(水產種苗暨觀賞魚推動小

組/第 2 場)。 

1001102 李立委復興及廖立委國棟、國會辦

公室洪主任天順至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參訪。由蘇副所長茂森陪同

視察「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

支庫新建工程」執行進度。 

1001104 本所辦理「公務員赴陸交流安全作

為」專題宣講。 

1001105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協助國科會

假澎湖科技大學辦理「行動國科

會、新興與綠能科技展」，本所提供

海馬與觀賞蝦各三種參展，以增加

展示內容物之活潑、多樣，同時也

展示本所養殖研究成果，至 6 日。 

1001105 「100 年海洋知識活動日」假台灣科

學教育館盛大開展。本所以「海洋

水文環境與漁業資源監測及預警能

力」作為展示主軸，並設計了極具

啟發性的「海洋表水溫衛星影像圖

砂畫」，本活動非常適合親子同樂及

校外教學實作，成功的吸引民眾前

來體驗及學習海洋知識，至 13 日。 

1001116 農委會委託管科會於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舉辦「產學合作商機媒合

交流會」，本所以簡報發表 Zigbee

養殖水質及微氣候監測系統、多功

能監測紀錄通訊器及介紹本所創新

育成中心並與會中廠商交流。23 日

於高雄蓮潭國際會館舉辦，本所至

會場介紹本所創新育成中心並與會

中廠商交流。 

1001123 召開本所第 117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01124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5 次甄審。 

1001125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視

訊)。 

1001201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6 次甄審會及

考績會。 

1001203 本所假基隆總所舉辦創所八十三年

以來的首次開放日參觀活動－水產

嘉年華，除了展示本所最新的研究

成果外，亦針對漁業、加工與養殖

產業等各項主題進行解說並開放水

試一號參觀。當天特別邀請北一女

民俗體育社與基隆市和平國小帶來

精采的傳統民俗技藝與龍魚陣表

演。現場還有園遊會，推廣在地最

新鮮的漁產美食，另有本所自製的

海藻冰淇淋供民眾品嚐、闖關蓋章

遊戲與有獎問答活動。 

1001206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0

年度第 5 次研管會。 

1001207 本所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國際

會議廳舉辦「行政院農委會所屬試

驗研究機關第六次業務聯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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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由科技處葉處長瑩及蘇所長偉

成主持，與會貴賓包括科技處梁科

長淑嫻、黃科長文意、湯技正惟真

及張簡任技正孝仁等一行 35 人，會

後並由蘇所長偉成陪同參訪「小丑

魚主題館」。 
 
 
 
 

與會人員合影留念 

 

1001209 本所召開 100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

101年度科技計畫書草案暨102年度

科技計畫構想書審查會議。9、12、

13、14、20、26 日假總所；16、19 

 

日假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20 日假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01214 100 年鰻魚放流計畫於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進行鰻魚標識

作業。 

1001215 100年度種鰻放流活動於 12月 15日

上午 7 時假新竹縣鳳山溪舉行放

流；12月16日則於高屏溪舉行放流。 

1001220 召開本所 100 年度宿舍管理委員會

第 2 次常會。 

1001220 本所舉行 100 年度歲末聯歡會。 

1001221 召開本所第 118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01226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申請行政院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補助計畫之計畫

書審查會議。 

1001226 召開本所聘用職務代理人遴選會議。 

1001226 召開本所 100 年度第 7 次考績會；

28 日召開第 8 次考績會。 

1001226 召開本所 100 年度廉政會報暨安全

維護會報，由蘇副所長茂森主持。 

1001227 舉行本所與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之

學術及教育合作簽約儀式，由本所

蘇所長偉成及台大理學院張院長慶

瑞共同簽署協議書，共 21 人與會。

簽約儀式結束後，與會人員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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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7 月 21-24 日舉辦之「2011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之「石斑魚的斑斑點點~海洋教育的點點滴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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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9 月 29 至 10 月 2 日舉辦之「2011 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100 年 11 月 5-6 日舉辦之「行動國科會、新興與綠能科技展」 

100 年 11 月 5-13 日舉辦之「100 年海洋知識活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