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討會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10108

小琉球區漁會大樓 3 樓 本所舉辦「中層人工浮魚礁會議」，由蘇偉成所長主
持，與會漁民 28 位。會中針對漁民所提問題及需要
會議室
協助或改善之處進行討論，另，有關小型漁筏業者希
望將小琉球流失之中層魚礁重新補設，蘇所長則指示
配合船期調查後，重新予以補設。

101060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辦 GIS 簡介說明會，由互動科技公司專案工程
師主講，與會人數 16 人。

101061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種苗研究大樓 2 樓會
議室

本所舉辦「吳郭魚遺傳育種研商會議」，由劉富光副
所長主持，各單位相關研究同仁共 22 人與會。會議
特別邀請前畜產試驗所研究員黃裕嘉博士和農業試
所生物技術組組長吳明哲博士等二位育種專家蒞臨
指導。本所養殖組曾福生副研究員、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陳榮華助理研究員和張格銓聘用助理研究員等
分別就「吳郭魚基因標誌輔助選育技術研究」、「吳
郭魚育種保種及成長快速品系之研發」和「吳郭魚鑑
種及選育種技術之研究」等提出成果報告。

1010627

總所國際會議廳

本所召開與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16 次座談會。

101070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舉辦牛津電子期刊資料庫說明會，由牛津大學出版社
客服專員邱子翎小姐主講，共 15 人與會。

1010925

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館 海洋大學和本所聯合辦理「吳郭魚生產技術與產業發展研
全興國際廳
討會」，吸引產、官、學界百餘人熱烈參與。本所劉富光
副所長、曾福生副研究員和張格銓聘用助理研究員針對近
年來本所的研發成果，包括「吳郭魚的保種及遺傳育種」
、
「紅色吳郭魚的選育及品系建立」和「微衛星標誌鑑定吳
郭魚性別之研究」等作專題報告。

1011127

海洋大學行政大樓第一 「第 15 屆東亞鰻魚資源協議會」由海洋大學主辦、本所
演講廳
協助辦理，計有台、日、韓三國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百餘
人出席，至 29 日。

101 年 1 月 8 日舉辦之中層人工浮魚礁會議

101 年 9 月 25 日舉辦之郭魚生產技術與產業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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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1060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巫文隆博士
來所演講，講題為「海洋貝文化」
。

1010625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興大學行銷系教授李皇照博士來所演講，講題
為「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績效評估自評報告撰寫要
領」
。

1010822

總所 2 樓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考試院考試委員高明見先生前來總所演講，講題
為「腦血管疾病之防治」
。

1010919

總所 2 樓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秘書長何碧珍小姐前
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性別平等大步走－落實消除對婦女
一切形式歧視公約計畫」
。

1010921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台灣大學漁科所李英周博士前來總所演講，講題
為「傳統漁業轉型休閒漁業」。

1010926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漢神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江德敏先生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水產路，哪裡走？！」

1011003

總所 2 樓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台灣臨床心理師公會陳恩誠心理師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當大腦的好朋友－做最佳狀態的都會人」
。

1011023
、24

總所 318 會議室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本所邀請日本近畿大學熊井英水教授前來參訪，並以「The
full-cycle culture of bluefin tuna Thunnus orientalis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黑鮪之完全養殖及其展望)」為題於總所
及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各做一場專題演講。

1011024

總所 2 樓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盧國勳律師事務所盧國勳律師前來總所演講，講
題為「經營商業及投機事業與公務員之關係－從公務員服
務法第 13 條探討之」
。

101112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日本近畿大學家戶敬太郎副教授陪同熊井英水教授至東
港生技研究中心參訪並現場指導鮪類繁殖、育苗等各方面
之技術。在交流過程中，家戶副教授特為研究人員及業者
進行演講，講題為「近畿大學之海水魚選育研究 (Breeding
in marine finfish aquaculture in Kinki University)」
，內容係
針對近畿大學在海水魚育種之研究，並以實例說明其成效
及優缺點。

1011128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防醫學院周志中教授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
「生技產品研發－經驗分享」。

1011220

總所 318 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央健保局企劃組張鈺旋副組長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二代健保宣導說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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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活動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10105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舉辦養殖漁民參訪設施化養
殖活動，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朱永桐副研究員擔任講
師，講授石斑魚種苗生產技術之發展趨勢。

1010306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療工業發展推動小組舉辦「台灣
褐 藻 醣 膠 (Fucoidan) 生 理 機 能 調 節 研 發 技 術 研 討
會」
，聘請水產加工組黃培安聘用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306

澎湖科技大學水產養
殖系

澎湖科技大學所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
副研究員擔任「澎湖海洋生態與水產養殖運用」講師。

1010322

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
區寰宇大樓

高雄師範大學辦理「以通識結構性課程培育具海洋知
識之未來教師計畫－海洋文化總論」課程，聘請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0323

高雄市林園區漁會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舉辦「輸出入防檢
疫事項及生物安全宣導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周瑞良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418

屏東縣里港鄉立圖書
館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舉辦「益生菌應用
及水質管理」，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究
員擔任講師。

1010425

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教育大學辦理「100 學年度以通識結構性課程培
育具海洋知識之未來基層教師計畫」－海洋生命科學
導論課程，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擔任
「海洋植物」課程教師。

1010425

財政部財稅人員訓練所

財政部財稅人員訓練所辦理「101 年度海關審核(調查)班」
訓練課程，聘請海洋漁業組吳全橙副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051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動植物防治所高雄分所辦理「種苗生產講座」，聘請海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研究員兼主任擔任講師，講授石斑
魚種苗生產。

101052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雲林縣政府舉辦講習會，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郭仁杰
助理研究員擔任「貝類養殖相關技術與發展」講師。

1010523

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所辦理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環境教
育推廣，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擔任
講師。

1010602

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
校漁撈科

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冼宜樂技工擔任「環境變遷與污染對澎湖漁業之衝
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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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7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縣政府辦理富山資源保育區志工隊教育訓練，聘請何
源興副研究員擔任「台東縣海洋資源保育」課程講師。

1010608

澎湖縣風櫃國小

澎湖縣風櫃國小舉辦鄉土環境教學認識澎湖潮間帶
活動，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副研究員擔
任講師。

1010626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高雄市梓官地區辦理「拖網產銷班研習會」聘請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吳春基副研究員擔任「台灣西南海域拖網漁業
之漁況與資源保育探討」講師。

1010626

鎖港港北面潮間帶

澎湖縣五德國小辦理健走認識鄉土活動，聘請澎湖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張戴陽聘用技師擔任「鎖港潮間帶地形與海洋
生物」講師。

1010628
1010710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辦理台江國家公園志工訓練，聘請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研究員兼主任擔任講師，講解南
台灣近海養殖業發展與變遷。

1010630

台灣博物館

台灣藻類學會舉辦「藻類學會研習營」，聘請水產加工組
黃培安聘用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703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舉辦 101 年度轉譯農學水產養殖產業教學計畫
「高階跨領域課程－水產養殖企業管理」，聘請水產加工
組黃培安聘用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710
-11

國立嘉義大學

嘉義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農學學程，聘請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711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邀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
研究院第四研究所
惠美研究員擔任「微藻養殖與利用」課程講師。

1010715

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教育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
導型計畫－水產養殖業領域」，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
惠美研究員擔任「提升餌料生物品質之生技產品應用」課
程講師。

1010716

澎湖縣風櫃國小

澎湖縣風櫃國小風櫃國小辦理潮間帶活動，並利用人力做
潮間帶海洋生物調查，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張戴陽
聘用技師擔任講師。

1010719

嘉義大學

嘉義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
計畫－水產養殖業領域」，聘請何源興研究員擔任「海水
觀賞魚研發理論與實務」課程講師。

1010719

屏東縣里港鄉農會果菜 台灣甲魚養殖協會辦理 101 年度「發展水產種苗及重點養
中心－農業推廣教育訓 殖產業計畫」－「種苗及養殖產業輔導計畫」，聘請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究員擔任益生菌應用及水質管
練中心
理課程講師。

92

1010719
、0908

澎湖縣大池國小

澎湖縣大池國小辦理「海洋環境教育研習」，聘請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呂逸林聘用技師擔任講師。

1010719

澎湖縣地質公園管理處

澎湖縣地質公園管理處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呂逸
林聘用技師擔任「澎湖瀕臨絕種生物的保育」講師。

1010722

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
導型計畫－水產養殖產業領域」，聘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
副研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0724

成功大學資訊大樓

成功大學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擔任「水產
生物飼料營養與代謝體」課程講師。

1010725
、2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
畫「觀賞魚繁養殖初階班第一梯次」，聘請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楊順德副研究員及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
究員擔任「水產飼料」課程講師。

1010802

鳳山植物防治所高雄分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舉辦 101 年度建置水產動物生產
所
醫學平臺教育訓練，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郭仁杰助理
研究員擔任講師，講解關於水產養殖產業的發展與趨勢。

1010804

澳門

澳門預防醫學會舉辦「2012 國際中西醫藥腫瘤治療研討
會」
，聘請水產加工組黃培安聘用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806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
計畫－水產養殖產業領域」，聘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
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0807

台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家畜衛生試驗所辦理 101 年度建置水產動物生產醫學平
臺教育訓練，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榮華助理研究員
擔任講師。

1010807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辦理「澎湖海洋生態環境教育研習」，聘請澎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807
、09

澎湖縣明穗幼兒園

澎湖縣明穗幼兒園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副
研究員擔任「海洋生態」講師。

1010809

宜蘭家畜疾病防治所

動植物防治所宜蘭分所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
研究員兼主任擔任「石班種苗培育之發展」講師。

1010809

雲林區漁會箔子寮辦事 財團法人農業研究研究中心辦理「循環水養殖技術推廣訓
處
練講習」，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
彰化區漁會王功辦事處 講師。
嘉義區漁會過溝辦事處
台南市北門區圖書館

、16
、23
、30
1010812

台東林區管理處

台東林區管理處於成功鎮信義社區聘請何源興研究員擔
任「海洋生物資源與保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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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5
、22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辦理 101 年度「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
計畫－水產養殖產業領域」，聘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
究員及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815

興達港海濤園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舉辦「101 年水產種苗產業研討
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擔任「石斑魚
餌料生物」主講人。

1010816

台南海事職業學校

台南海事職業學校辦理「101 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
類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謝副研究員恆毅擔任「海洋生態」講師。

1010816

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台南海事職業學校辦理「101 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
類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謝恆毅副研究員及呂逸林聘用技師擔任「海洋生態」、
「極端氣候下箱網養殖漁業的新思惟」講師。

1010824

香港

香港世貿中心舉辦「2012 亞洲天然產品博覽國際研討
會」
，聘請水產加工組黃培安聘用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905

台東林區管理處

台東林區管理處辦理「海 blue！海洋生態保育研習活
動」，聘請何源興研究員擔任「台東縣海洋生物資源與保
育」課程講師。

1010908
、0912
、1009

澎湖縣馬公國小、吉貝 澎湖縣馬公、吉貝、中興國小邀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國小、中興國小
冼宜樂技工擔任「潮間帶的美麗與哀愁－環境變遷與污染
對潮間帶環境影響與海洋生態之衝擊」講師。

101091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雲林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辦理「101 年度水產動物疾病防治
與生物安全措施教育宣導講習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陳榮華助理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912

屏東農業科技園區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舉辦觀賞魚從業人員訓練課程，聘請何
源興研究員擔任「海水觀賞魚研發理論與實務」課程講師。

1010913

家畜衛生試驗所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金會舉辦「101 年度觀賞魚
水產獸醫師教育訓練」，聘請何源興研究員擔任「海水觀
賞魚人工繁養殖」課程講師。

1010914

新竹縣高冷養殖班

新竹區漁會辦理「101 年養殖漁業產輔導推廣講習」，聘
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0916

東嶼坪潮間帶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所辦理「澎湖國中小教師研習營」，
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擔任「東嶼坪潮間
帶生態」講師。

1010918

家畜衛生試驗所

家畜衛生試驗所辦理「101 年度會議室建置水產動物生產
醫學平台」－「認識海水微細藻類」教育訓練課程，聘請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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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8
1011105

澎湖縣七美鄉、雙湖國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辦理海洋環境教育宣導列車，聘請澎
小
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擔任「散落在澎湖南方四
澎湖縣將軍國小
島的珍珠－澎湖南方四島海洋生態」講師。

1010919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辦理「101 年度水產基因轉殖生技發展實況」，
聘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0921

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辦理師生研習活動，聘請何源興研
究員擔任「小丑魚人工繁養殖介紹」課程講師。

1010924

水產種苗協會

水產種苗協會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朱永桐副研究員
擔任「石斑魚種苗生產技術研發與未來發展」講師。

1010928

台南市劍橋大飯店會議 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辦理「101 年度漁船汰建與漁業證
室
照核發制度南部場次講習會」，聘請海洋漁業組王敏昌研
究員擔任拖網圍網釣具及其他漁業船型漁撈設備漁具漁
法課程講師。

1011001

台南市北門區圖書館

1011003

彰化縣王功漁協發展協 台大漁推會辦理「漁業副產物再利用推廣講習」，聘請淡
會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1004

興達港海濤園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舉辦「101 年水產種苗產業研討
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金華研究員擔任「SPF 石
斑魚繁養殖技術－100%的疾病預防方法」講師。

1011008

台南市學甲區

動植物防檢局舉辦「輔導養殖業者正確生物安全措施及防
疫觀念講座」，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沈子耘聘用助理
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100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雲林縣政府舉辦「101 年度水產動物生產醫學及養殖戶推
廣教育宣導講習」，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鴻議助理
研究員擔任「文蛤養殖之池塘管理」講師。

1011011

彰化區漁會王功辦事處

彰化區漁會暨台大漁推會辦理魚蝦貝類之養殖管理技術
研習會及職場安全衛教講座，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
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1016

台灣省漁會會議室

台灣省漁會辦理「漁村社區經營策略及方針研習主管
班」，聘請海洋漁業組王敏昌研究員擔任「漁業資源現況
及管理」講師。

1011019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理「101 年度吳郭魚遺傳育種」，聘
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究員擔任課程講師。

1011026

枋寮鄉東海村社區活動 屏東縣養殖漁業發展協會舉辦「海水養殖環境管理講習
中心
會」
，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台南縣區漁會辦理「水產養殖防疫及益生菌利用研習」，
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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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6

台北市北投區熱海大飯 漁業署委託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辦理「101 年度漁船汰
店會議室
建與漁業證照核發制度北部場次講習會」，聘請海洋漁業
組王敏昌研究員擔任拖網圍網釣具及其他漁業船型漁撈
設備漁具漁法課程講師。

1011106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農漁局所辦理 101 年度澎湖休閒農業人才庫教育
訓練，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至擔任「漫
談澎湖的漁業」、「環境變遷與污染對澎湖漁業之衝擊」、
「散落在澎湖南方四島的珍珠－澎湖南方四島海洋生態」
講師及呂逸林聘用技師擔任「知覺到行動－談永續漁業的
實踐」講師。

101110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雲林縣獸醫師公會舉辦水產獸醫師、公所獸醫人員訓練及
養殖業者教育宣導計畫講師，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
鴻議助理研究員擔任「貝類之池塘管理」講師。

1011111

澎湖縣旅遊處

澎湖縣旅遊處辦理「101 年大倉嶼旅遊解說及探訪教育訓
練」，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至擔任「澎
湖內灣棲地環境變遷、污染與漁業行為對海洋生態之衝
擊」講師。

1011119

嘉義縣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
宜蘭縣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
永安區漁會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雲
林區漁會

為執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年農業資訊專員培育計
畫，由財團法人養殖漁業發展基金會辦理教育講習會，
19、23 日聘請企劃資訊組陳高松助理研究員擔任講師，
介紹本所任務執掌與研究發展現況。27 日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林峰右聘用助理研究員講授漁業美建生產管理與
討論。12 月 3 日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
員及黃瀛生聘用助理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1120

澎湖縣文光國中

澎湖縣文光國中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呂逸林聘用
技師擔任「污染與海洋生態」講師。

1011121

澎湖縣吉貝國小

澎湖縣吉貝國小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技工
擔任「澎湖的海洋生物－龍宮中的蝦兵蟹將」講師。

1011122

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辦理校慶系列活動，聘請何源興研究員擔任
「海水觀賞魚研發理論與實務」課程講師。

1011127

澎湖海事水產高級專職 澎湖海事水產高級專職學校聘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學校
張戴陽聘用技師擔任「自然科學教育講座－海洋嘗鮮毒
家」講師。

1011221

基隆市安樂高級中學

基隆市安樂高級中學辦理「親近海洋，走讀海洋」海洋議
題講座，聘請海洋漁業組吳全橙副究員擔任「台灣遠洋漁
業資源探勘現況與發展」講師。

1011130

宜蘭縣冬山鄉鄉公所

宜蘭縣漁業管理所辦理「101 年養殖漁業產輔導推廣講
習」
，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11123
1011127
10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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