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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8 次廠商
進駐審查會議。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第 12 次會議。
本所舉行蘇所長偉成、蘇副所長茂
森屆齡榮退歡送茶會。
召開本所 101 年度考績暨甄審委員
會「票選委員」之選舉作業。
本所舉行代理 (劉燈城)、卸任所長
(蘇偉成) 交接典禮。
召開本所第 119 次擴大主管會報。
工業技術研究院張經理榮輝及王管
理師豔冠於 2、16 日至東港生技研
究中心洽談農業科技研究成果產業
化及技術移轉。
泰籍貨輪 OBERON 於澎湖北部海域
擱淺後，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
合環境生態會勘及調查，至 3 月 12
日。
研議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
東支庫」新建工程承攬廠商中華工
程公司向本所提出異議案。
召開本所第 120 次主管會報。
琉球區漁會洪文良理事長、蔡寶興
總幹事等 3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洽談海木耳技術移轉事宜。
法務部調查局保防處「科研機關參
訪小組」
，由林處長先偉率員一行 14
人至本所參訪，與本所相關業務主
管座談並交換意見，劉代理所長燈
城簡報「水產試驗所業務概況」及
公務保密、安全維護工作執行情
形，並引導參訪各項研究成果及試
驗船。
本所假 7 樓國際會議廳舉行第 11 任
所長郭慶老博士佈達儀式暨代理與
新任所長交接典禮，由農委會胡副
主委興華蒞臨主持並擔任監交。
召開本所第 121 次擴大主管會報，
由郭所長慶老主持。

本所第 11 任所長佈達儀式暨交接典禮，由農委會胡副主
委興華擔任監交

1010316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假農業改良
試驗場澎湖分場辦理農委會澎湖地
區第一季農林漁牧聯繫平台會議，
由胡副主委興華主持，共 36 人與會。
1010318 監察院錢監察委員林慧君等一行 3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了解
海水觀賞魚研究概況。
1010321 中山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袁研究員良
彥一行 4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討論藻類養殖技術。
1010321 立大食品工業有限公司蕭顧問榮福
一行 3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討
論海膽養殖技術。
1010322 郭所長慶老至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視察。
1010323 農委會例行記者會，由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何副研究員源興報告，
主題為「水中金絲雀自然繁殖成
功」
。

本所水中金絲雀自然繁殖成功記者會，由郭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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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沙署長志一及台灣香蕉研究
所趙所長治平等陪同，至本所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視察。

1010327 本所遴選 101 年度服務創新精進執
行計畫會議。
101032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1
年度第 1 次研管會。
1010328 召開本所 101 年觀賞魚類研究團隊
－開發觀賞魚產業關鍵技術計畫海
洋大學合作案會議，由郭所長慶老
主持。
101033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保基
由黃副主委有才、曹處長紹徽、蔡
專委金龍、黃科長文意與台東區農
業改良場林場長學詩、吳課長昌祐
陪同，至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種原庫視察新建工程執行情形。
1010403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研發替代役甄選。
1010410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
主任劉富光陞任本所副所長職務，
並於本 (101) 年 4 月 25 日到職視
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之主任遺
缺由楊副研究員順德代理。
1010410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至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視察，由劉副所長富光接
待。
1010425 召開本所第 122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10425 內政部地政司蕭輔導司長率該司王
成基科長、陳杏莉視察、張則明視
察及李易隆先生等一行五人至本所
拜會，並與郭慶老所長就雙方合作
事宜交換意見。
1010503 總 所 秘 書 室 廖 專 委 瑞 琳 、 闕 組 員
慎、陳奕森先生、蔡良瑩小姐及會
計室周麗卿小姐等一行 6 人至各中
心執行 101 年度財產國有公用財產
管理業務實地訪查、招標案件及零
用金查核。
1010504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1
年度第 2 次研管會。
1010505 行政院農委會陳主委保基由胡副主
委興華、陳參事文德、陳專委婉琳、

郭所長與貴賓合影

1010508 101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蝦繁養殖入
門班」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
學員 30 人，至 10 日止；第 2 梯次
11 月 13－15 日，學員 30 人。

學員與講師合影

1010514 水試一號試驗船歲修，至 7 月 4 日。
1010515 101 年度農民學院「觀賞魚繁養殖入
門班」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
辦，學員 24 人，至 17 日止；22－
24 日舉辦第 2 梯次，學員 27 人。

郭所長與第 2 梯次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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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5 人事室鄒主任麗華、賴組員巧舒及
傅秀卿小姐等一行 3 人，至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宣導有關行政院組
織改造相關事宜，並與同仁舉行業
務座談。
101060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今年首次打破農
漁畜牧的藩籬，結合轄下的水試
所、農試所及畜試所的創新育成中
心，分別假北、中、南各共同辦理
一場聯合招商說明會。第一場假本
所 7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由郭所長
慶老主持。

1010516 本所養殖科技計畫分工與整合研商
會議，由劉副所長富光主持。
1010522 郭所長慶老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視察業務並與同仁座談。
101052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主辦 2012
年的「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許海
洋一個未來」特展，本所受邀協辦，
以水產養殖生物的多樣性為展示主
題。展期從 101 年 5 月 22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1010523 召開本所第 123 次主管會報 (視
訊)，由郭所長慶老主持。
1010524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 (視
訊) 書面審查會，由劉副所長富光主
持。
1010528 本所舉行 101 年度自衛消防編組訓
練。
1010530 本所召開 101 年度第 2 次考績會暨
第 1 次甄審會，由劉副所長富光主
持。
1010602 配合 2012 年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的系列宣傳活動，本所與屏東縣政
府於鵬管處琉球管理站暨遊客中心
共同舉辦了「環保加分的黃鰭鮪箱
網養殖」記者發表會。記者會由本
所郭所長慶老與屏東縣曹縣長啟鴻
共同主持，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理
處吳處長茂盛、琉球鄉蔡鄉長天
裕、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主
任龍靜等亦同時與會。

創新育成中心聯合招商說明會與會人員合影

1010606 召 開 本 所 水 試 二 號 探 測 技 正 甄 審
會。
1010608 本 所 與 日 本 長 崎 大 學 假 基 隆 總 所
205 會議室簽訂學術與教育合作備
忘錄。日方簽約代表教授團包括長
崎大學前任副校長松岡 數充教
授、水產與環境科學研究院中田 英
昭院長、荒川 修副院長、水產學部
阪倉 良孝副學部長以及東海環境
資源研究所征史野 清所長與河邊
鈴副教授；本所則由郭所長慶老、
劉副所長富光、劉主任秘書燈城偕
同本所各單位主管以及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陳主任文義、江偉全博
士與會觀禮。

黃鰭鮪箱網養殖記者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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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與日本長崎大學簽訂學術與教育合作備忘錄

1010615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3 次考績會 (視
訊)。
1010616 2012 台沙農業技術訓練課程－「海
水魚繁養殖訓練班」假東港生技研
究中心辦理，沙國農業部相關領域
官員 3 人參與，為期 17 天，至 7 月
2 日。

1010628 本 所 假 海 水 繁 養 殖 研 究 中 心 辦 理
101 年 科 技 計 畫 審 查 會 議 ( 第 1
場)；29 日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辦
第 2 場；7 月 5 日假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舉辦第 3 場；9－10 日假澎湖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第 4 場。
1010629 辦理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
東支庫新建工程」第 4 次契約變更
議價(約)協議。
1010702 101 年度農民學院「觀賞魚繁養殖初
階班第一梯次」假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學員共 30
人，至 27 日。
1010705 郭所長慶老前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竹北試驗場業務視察。
1010709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2 次「水產生
物種原庫聯繫會議」
。
1010711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
1010712 本所舉行企劃資訊組陳組長世欽及
政風室張主任俊哲退休歡送茶會。
1010712 召開本所水試一號探測技正甄審會
議。
1010716 本所企劃資訊組組長遺缺由曾副研
究員振德代理。
1010724 召開本所海富號試驗船贈與馬紹爾
群島共和國案協商會議。
1010725 召開本所第 125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台沙農業技術訓練海水魚繁養殖訓練班學員與講師合影

1010622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等一行人至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視察基因轉殖水
產生物隔離試驗設施。
1010624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協助海洋國
家公園管理處進行西吉嶼海域除棘
行動，約 25 位參與，共清除棘冠海
星 143 隻。
1010627 召開本所第 124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10627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自衛消防演
練。
100

1010817 召開本所漁業科技計畫分工與整合
研商第 2 次會議。
1010823 召開本所「100 年度淡水觀賞魚種原
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新建工程」工
程品質及進度督導事宜。
1010829 召開本所第 126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10831 本所水試二號試驗船工務會報。
1010831 本所舉行人事室新 (許復盛)、卸
(鄒麗華) 任主任交接儀式。
1010907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研究機關績效評
估自我評估報告研提討論會議 (視
訊)；21 日召開審查會議。
1010911 101 年度農民學院「石斑魚繁養殖入
門班」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
辦，學員 19 人，至 13 日止。

1010726 「2012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假
台北世貿展覽 1 館展出，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特別規劃了「農業科技主
題館」參與此次的盛會。為配合本
次的「農業科技之產業化」主題，
本所水產種苗團隊及觀賞魚團隊提
出了極具市場價值與產業化潛力的
「虎斑魚苗生產暨高產能養殖技
術」、「虎龍斑魚苗生產暨高產能養
殖技術」、「海水觀賞魚種苗量產模
廠」、「海水觀賞蝦量產模組技術」
及「庫達海馬養殖及量產技術」等
五項技術參展，其研究重點與目標
均在促進我國石斑魚與觀賞魚產業
之精進與發展，至 29 日。
1010728 基隆鎖管季假碧砂漁港盛大舉行，
基隆市政府特別邀請本所與國立海
洋科學博物館共同設立生態專區，
結合活體展示、專業解說、趣味問
答與彩繪活動等，希望以寓教於樂
的方式，讓參觀民眾瞭解到鎖管與
所有的海洋生物資源一樣，並非取
之不盡、用之不竭，而是需要大家
一起來保護。
1010730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1
年度第 3 次研管會。
1010801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研究機關績效評
估自我評估報告撰寫原則暨資料彙
集討論 (工作小組) 會議；10 日召
開第 2 次資料彙集討論會議；29 日
召開研提討論會議。
1010813 召開本所薪資作業系統整合會議。
1010814 本 所 假 台 北 市 南 港 軟 體 科 學 園 區
(關貿軟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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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0815 召開 101 年度第 2 階段研提款新辦
計畫審查會議。
1010816 召開本所養殖科技計畫分工與整合
第 2 次會議。

學員與講師合影

1010913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4 次考績會暨
第 3 次甄審會。
1010920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假農委
會農業館展出，本所共有褐藻機能
性多醣萃取技術於皮膚外用劑之應
用、海木耳養殖技術、海藻萃取物
及其衍生產品之應用技術及多功能
農漁養殖田間監測紀錄通訊器等 4
項技術成果參展，至 30 日。
1010926 本所與基隆市政府完成海建號試驗
船點交作業。
1010927 召開本所「白蝦及石斑魚種苗生產
技術作業程序」研商會議。
1010928 召開本所第 127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10928 召開農業科技潛力案件商品化事業
化評估報告現地查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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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28 本所與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簽訂學術
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假該校行政
大樓三樓第一會議室舉行，由北科
大姚校長立德與本所郭所長慶老共
同主持，林副校長啟瑞、黎研發長
文龍以及本所劉副所長富光、劉主
任秘書燈城及各單位主管等約 30 人
與會觀禮。

1011011

1011018

1011024

1011025
本所與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意向書

1011003

1011005

本所假農委會舉辦例行記者會，主
題為「海木耳藻是個寶，營養美味
又環保」
，由劉副所長富光主持，東
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報
告。
蘇澳區漁會辦理 2012 鯖魚節－鯖出

1011030

1011031

於南嘉年華－珊瑚礁生態文化館，
介紹台灣常見的石珊瑚種類、型
態、分布與疾病等相關知識，本所
協助展出至 7 日。
本所應外交部所請，將除役之海富
號試驗船贈送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該國羅亞克總統親率外交部長等
人，參加假本所國際會議廳舉行的
贈送典禮。
芝林企業有限公司人員至海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參觀基因轉殖水產生物
隔離試驗設施並討論申請進駐試驗
相關事宜。
本所召開研商 103 年度「鰻魚資源
復育之研究」計畫整合分工事宜會
議。
本所召開「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
間試驗機構認可申請書」暨「基因
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離試驗設施收
費標準」審查會議。
102 年度農委會養殖漁業推動小組
科技計畫書草案審查會假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召開。
召開本所第 128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羅亞克總統親率外交部長等人參加海富號試驗船贈送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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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1
1011101

1011104
1011106

1011109

1011109

1011113

1011113

召開本所 101 年度廉政會報 (視訊
會議)。
宜蘭縣立蘭陽博物館舉辦「白金傳
奇－鰻魚展」，本所為協辦單位之
一。參與展出內容包括本所及國內
外歷年來有關鰻魚的研究成果以及
產業的重要性，並推廣鰻魚資源保
育觀念予社會大眾，展期至 102 年 5
月止。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4 次研發成果
管理委員會。
本所召開 102 年度「水產種苗暨觀
賞魚推動小組」科技計畫書草案審
查會議；7 日召開「沿近海漁業推動
小組」農委會科技計畫書草案審查
會議；12 日召開「漁業領域/水產物
利用及品質安全推動小組」和「食
品領域/水產食品加工推動小組」科
技計畫書草案審查會議。
本所召開「建立石斑魚無特定病原
種魚培育與種苗量產模場工程 (100
年度)」工作協商會議。
本所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協助漁
業署辦理「2012 台灣觀賞魚博覽會
－珊瑚礁區展覽」
，展出小丑魚、雀
鯛及刺尾鯛等由本所繁殖成功之多
種海水觀賞魚，至 12 日止。
教育部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辦理愛
與新生－海洋生物的繁衍活動，本
所提供「窈窕奶爸－海馬」及「曼
妙家族－小丑魚」等影片於特展中
播放。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行水產生
物種原庫落成暨揭牌典禮，由劉副
所長富光主持，與會貴賓包括劉櫂
豪立委服務處劉主任文等、台東縣
政府吳參議慶榮、行政院東部辦公
室張副執行長家銘、台東區農業改
良場林場長學詩、國立成功商水師
生及其他貴賓等共計 200 餘人。

水產生物種原庫落成落成剪綵

1011116
1011119

本所舉行「101 年度地震防災教育訓
及演練」
。
基隆市政府承漁業署委託將本所於
99 年底報廢之海建號試驗船製作成
人工魚礁，投放於望海巷人工魚礁
禁漁區。基隆市政府特別舉行了盛
大的慶祝活動，邀請漁業署、本所、
海洋大學、海科館、媒體記者及海
洋志工分別搭乘巡護船、大小遊艇
共 7 艘出港全程參與，見證海建號
船礁爆破下沉之歷史紀錄。

海建號船礁爆破下沉

1011119
1011120
1011120

103

本所召開 300 噸級多用途漁業試驗
船 (水試二號) 初驗事項討論會議。
本所舉行會計室新任黃梅玉主任佈
達典禮。
由經濟部能源局、本所與工業技術
研究院共同舉辦的「微藻生質能源
技術聯合成果發表會」假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舉行。

1011121

1011124

1011126

1011127

1011128
1011203
1011204
1011204

本所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簡報室
舉行 101 年度第 3 次「水產生物種
原庫聯繫會議」
。
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良場舉辦農業
藝起來—「農業創藝展」活動，辦
理「農村產業與臺東地區百大精品
手工農創產品」展示，本所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也應邀參與活動。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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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辦理「101 年度鰻魚資源復育暨
種鰻放流宣導活動」
，假宜蘭縣東港
榕樹公園舉行，本活動邀請產官學
各界人士以及在地鄉親一同參與，
共計百餘人。
召開本所第 129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本所舉辦環境教育－「海洋資源保
育」影片觀賞，至 7 日。
本所與漁業署共同召開第 10 次聯繫
會議。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1

1011205
1011210
1011211
1011212
1011213
1011214
1011224

1011225
1011226
1011226
1011227
1011227

年度第 5 次研管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海水觀賞
魚保種育種設施」新建工程驗收。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自衛消防演
練。
召開本所 101 年生物安全小組第 2
次審查會議。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
本所與海洋大學舉辦「第 17 次合作
推動研究計畫座談會」
。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申請行政院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補助計畫審查會
議。
本所辦理內部控制研習班。
召開本所第 130 次擴大主管會報。
本所假 7 樓餐廳舉行 101 年度歲末
聯歡活動。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第 6 次考績會。
召開本所水試二號試驗船二管輪甄
審會。

101 年度鰻魚資源復育暨種鰻放流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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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5 月 22 日至 8 月 31 舉辦之「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許海洋一個未來」特展

101 年 7 月 26-29 日舉辦之「2012 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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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7 月 28 日舉辦之基隆鎖管季

101 年 9 月 20-30 日舉辦之「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101 年 11 月 9-12 日舉辦之「2012 台灣觀賞魚博覽會－珊
瑚礁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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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11 月 24 日舉辦之「農業藝起來—農業創藝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