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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20321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 100－101年農民學院水產養殖訓練課程結訓

學員的「學員回娘家」座談會，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

農委會輔導處倪簡任技正葆真蒞臨指導，約 37 位學員

參加。 

1020517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 
研商漁業領域 104 年度科技研發重點座談會，由與會

之漁業領域諮詢專家提供相關意見並討論，後續完成

104 年度漁業科技研發優先議題參考資料，作為規劃

104 年度科技計畫之研究議題。 

1020529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產業化資源說明會」，邀請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科技處李國基技正擔任講師，並由臺灣經濟研究

院林映如小姐及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劉毓娉小姐進

行說明。 

102060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 
「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第 12 次業務聯繫會報」暨

「各農業試驗改良場所與農糧署及防檢局 102 年上半

年業務聯繫會議」聯席會議假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

心舉辦，由陳主任委員保基擔任主持人，包括會內及

所屬機關人員共計 60 餘人與會。 

102 年 3 月 21 日「學員回娘家」座談會由劉富光副所長

主持 
會後與會人員合影 

102 年 5 月 17 日研商漁業領域 104 年度科技研發重點座

談會由葉處長瑩主持會議 
102 年 6 月 4 日農委會會內及所屬機關人員與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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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06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個資法及安全實務講習會」，由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律研究所郭戎晉組長主講。 

1020628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國際農業數位知識交流網絡平臺說明會」，

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美月技正主持、探網科技謝菊蓁

小姐主講。 

1021104 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主辦，本所協辦之「第五屆國際旗

魚研討會」，於臺灣大學舉辦，至 8 日。 

1021120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微藻生質能源技術聯合成果發表會」，參加

人員約 100 人。 

102121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2 年水產試驗所－農民學院學員

回娘家暨通路媒合說明會」，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農

委會輔導處倪簡任技正葆真蒞臨指導，約 50 位學員參

加。 

1021226 海洋大學 本所與海洋大學舉辦「第 19 次合作推動研究計畫座談

會」。 

102 年 11 月 4-8 日「第五屆國際旗魚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102 年 12 月 11 日「農民學院學員回娘家暨通路媒合說明

會」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 
綜合座談學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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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2013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海洋生物博物館邱郁文助理研究員前來演講，講

題為「從生物多樣性的觀點看貝類資源的永續利用」。 

1020220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清華大學曾晴賢教授前來演講，講題為「從淡水

魚類生態研究到保育工程」。 

1020305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營養基金會吳映蓉執行長前來演講，講題為

「營養新星－蔬果植化素」。 

1020327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地球系統科學系余進義

教授前來演講，講題為「A Journey from Traditional El Niño 
to the New Type of Central-Pacific El Niño: A Historical 
Overview」。 

10204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和信醫院防癌中心詹光裕醫師前來演講，講題為

「生命教育：認識癌症」。 

1020530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弘光科技大學通識中心王清賢講師前來演講，講

題為「天然災害」。 

102053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龔紘毅助理教授前來演

講，講題為「新穎魚類肌肉專一性增強子/啟動子在基因

轉殖觀賞魚及其他應用潛力」。 

102053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凱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產品技術銷售主任黃玟寧受邀至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演講，講題為「NGS 結果驗證方法

－焦磷酸定序技術」。 

1020628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行政院外交部王四海秘書前來演講，講題為「英

語溝通與接待能力培養」。 

102070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漁業署簡任技正田士金博士前來演講，講題為

「漁會與經濟事業之發展」。 

10207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勵馨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郭雅真小姐前來演

講，講題為「開眼、看見、話性別」。 

102073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所長戴昌鳳博士前來演

講，講題為「氣候變遷對於珊瑚礁生態系的衝擊」。 

102081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邀請海洋大學助理教授黃之暘老師前來演講，講題為

「觀賞魚講座 淡水觀賞水族產業與研發」。 

1020828 本所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海洋大學潘崇良教授前來演講，講題為「海藻：

未來糧食、生質能源、碳交易與塑膠基礎料源之應用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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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91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法務部廉政署種籽講師李志強博士前來演講，講

題為「廉政倫理與案例解析」。 

1020917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戴章皇總經理前來

演講，講題為「農漁產品行銷管理兼論農漁業的轉型行

銷」。 

1021015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盛發水產生技有限公司曾志翔博士前來演講，講

題為「臺灣沿近海白帶魚的親緣關係」。 

102102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韓國釜慶大學漁業科學院教授 Dr. Chang Ik 
Zhang 前 來 演 講 ， 講 題 為 「 Potential yield an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for Korean Yellow Sea 
fisheries」。 

102110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中市議會總務組陳有政主任前來演講，講題為

「政府採購常見的犯罪模式及錯誤態樣」。 

102111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家畜衛生試驗所疫學組李淑慧組長前來演講，講

題為「人畜共通傳染病與人類健康之關係」。 

1021127 本所西側簡報室 本所邀請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李健全教

授前來演講，講題為「臺灣漁業的變遷和展望」。 

 

 

 

 

三、相關活動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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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聘請海洋漁業組吳全橙副究員主講「臺灣沿近海漁業資源

培育與管理」。 

1020320 嘉義大學蘭潭校區 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系辦理「養殖水生生物疾病與寄生蟲的

關係」，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

師。 

1020329 成功商業水產學校 成功商業水產學校辦理 101 學年度水產養殖學程校內教

師研習活動，聘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源興研究員擔

任「臺灣石斑魚養殖現況與展望」及「鞍帶石斑之人工繁

殖研究」課程講師。 

1020430 花蓮縣政府 花蓮縣縣政府辦理鱘魚、鱸鰻養殖教育訓練，聘請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林天生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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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08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辦理 102 年度高雄市農業產銷班評

鑑，高雄市茄定區水產養殖產銷班第 3、4 班、永安區石

斑魚銷班第 13 班及林園區水產養殖產銷班第 3 班，聘請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究員擔任評鑑人員。 

102051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水產生物種原庫 
臺東女中假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生命科學實

驗」課程，聘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源興研究員擔任

「深層海水之多元利用」講師。 

1020516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理水產養殖產業研討會，聘請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主講「藻類之培養與應用」。 

102052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水產生物種原庫 
成功商業水產學校辦理 102 年度海事與水產群科中心學

校水產養殖教師研習活動，聘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何

源興研究員擔任「深層海水在水產養殖之多元利用」課程

講師。 

1020530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辦理創新林產品生產技術研討會，聘請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楊順德代主任主講「竹炭於水產養殖之應用」。

1020618 漁業署高雄遠洋開發中

心國際會議廳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辦理稽核及分類估價人員研討會，聘

請海洋漁業組吳全橙副究員主講「經常進口魚類之外表辨

識」。 

1020618 
102091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雲林縣口湖鄉公所會議

室 

雲林縣動物防治所辦理雲林縣 102 年度第二次水產動物

生產醫學及養殖戶推廣教育宣導會，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周昱翰助理研究員主講「文蛤養殖之池塘管理」。 

1020619 南市區漁會 南市區漁會辦理之產銷班研習課程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戴仁祥副研究員主講「牡蠣養殖病蟲害防疫及環境影

響」。 

1020802 新竹縣 新竹縣高冷魚類養殖水產品產銷班聘請水產養殖組鄧晶

瑩副研究員擔任「水產品安全用藥簡介」講師。 

1020805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辦理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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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核苷酸指紋分析技術在養殖

漁業上的應用」。 

1020806 

1020809 

成功大學 

海洋大學 

教育部聘請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究員擔任 102 年轉譯

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水產養殖產業領域之授

課講師。 

1020812 嘉義大學 教育部聘請水產養殖組張錦宜研究員擔任 102 年轉譯醫

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水產養殖產業領域之授課

講師。 

1020823 
1020830 

嘉義區漁會過溝辦事處

財團法人農業研究研究

中心 

財團法人農業研究研究中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

世鈴副研究員擔任「循環水與魚病管理」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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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2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辦理「永續水產養殖合作平臺－國際

合作研究暨培訓計畫」研討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

金華研究員主講「蝦與石斑之繁殖技術」。 

1020827 臺灣養殖漁業發展基金

會 
臺灣養殖漁業發展基金會辦理鱘魚、鱸鰻養殖教育訓練，

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林天生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20912 臺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 臺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辦理鰻魚品質向上講習座談會，聘

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楊順德代主任主講「異種鰻的養殖

管理」。 

1020928 南港展覽館 「2013 觀賞魚博覽會」主辦單位，聘請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何源興研究員主講「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實務」課程。

1021001 南縣區漁會 臺南縣區漁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

擔任「水產養殖防疫及益生菌利用」講師。 

1021002 臺北火車站 林務局舉行「守鱟的人」DVD 影片首映記者會，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黃丁士研究員受邀參加，並發表歷年來本

所在三棘鱟培育成果及保育推廣教育活動。 

1021003 臺大漁推會 臺大漁推會辦理「漁業副產物再利用推廣講習會」，聘請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21011 臺大漁推會 彰化區漁會暨臺大漁推會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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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17 花蓮縣動植物防疫所 花蓮縣動植物防治疫所辦理 102 年度水產動物生產醫學

推廣講習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榮華助理研究員

主講「臺灣鯛之飼養與管理」。 

1021017 臺南市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辦理「養殖白蝦之衛生管理」水產

動物防疫講習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鄭金華研究員擔

任講師。 

1021024 新竹區漁會 新竹區漁會與新竹家畜防治所辦理 102 年養殖漁業產輔

導推廣講習課程，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家富副研究

員擔任講師。 

1021024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忠義辦公室 3 樓會議室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辦理 102 年度「水產動物養殖管理

及疾病防治」講習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周瑞良副研

究員主講「養殖管理及飼料營養」。 

1021029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蘇澳區漁會辦理「102 年度漁民團體產銷輔導計畫」研習

會，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蘇惠美研究員主講「認識海水

微細藻」。 

102103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水產養殖組張錦宜研究員受邀擔任102年農民學院石斑魚

繁養殖初階班之授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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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1 漁業署高雄遠洋開發中

心國際會議廳 
漁業署遠洋開發中心辦理「臺日漁業科研合作研討會」，

聘請東港生技研究中心李彥宏聘用副研究員主講「黃鰭鮪

養殖現況」。 

1021112- 
120112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辦理沙烏地阿拉伯水產養

殖技術研習班，聘請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主任、許

晉榮研究員等 5 人，教授石斑魚繁養殖相關課程。 

1021128 
1021205 

 
1021212 

嘉義區漁會 
臺南市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 
彰化區漁會芳苑多功能

漁民活動中心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辦理魚菜共生系統之應用與

發展課程，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德威助理研究員擔

任講師。 

1021129 
1021206 

嘉義區漁會 
臺南市漁業發展協會 

嘉義區漁會辦理 102 年度循環水養殖技術之推廣講習

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21129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

事務與產業管理學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理「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培訓課

程」，聘請海洋漁業組陳均龍助理研究員擔任講師 

1021209 雲林區漁會 雲林區漁會聘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

任該會所屬單位之諮詢輔導工作講師。 

1021210 彰化縣芳苑鄉區漁會信

用部 
農工中心辦理循環水養殖技術推廣講習課程，聘請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講師。 

1021213 臺東女中 臺東女中辦理「生物技術專題演講」課程，聘請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黃侑勖助理研究員主講「臺灣東部地區深層

海水簡介與實際應用」。 

102122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水產生物種原庫 
臺東女中假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生物技術」

專題演講，聘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黃侑勖助理研究員

擔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