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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1 本所會計室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

管理條例」修正公告，改稱為主計

室。 

1020116 本所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

水產生物種原庫會議。 

1020126 臺東地區 5 家農會利用海洋深層水

振興農業生產事業座談會，於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

舉行，由農委會陳主委保基主持。 

1020130 召開 102 年度第 1 次生物安全小組

會議，審查芝林企業有限公司「基

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遺傳特

性調查委託申請案」及「基因轉殖

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機構認可申請

書」修正版。 

1020130 召開海安號輪機長及大廚甄審會

議。 

1020130 召開本所第 131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20131 ISC 主席 Dr. Gerard DiNardo 偕同副

主席臺大海研所孫志陸教授至本所

拜會，同時捐贈 11 枚衛星標識器予

本所，由劉富光副所長代表接受，

雙方取得持續共同推動太平洋海域

多國性合作型旗魚類標識放流研究

之共識。 

ISC 主席 Dr. Gerard DiNardo 捐贈衛星標識器，由劉富光

副所長代表接受 

 

1020222 本所新建 300 噸級「水試二號」試

驗船驗收。 

1020226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科技計畫先期作

業會議。 

1020226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2

年度第 1 次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議。 

1020227 召開本所第 132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20305 本所假高雄市前鎮區公務碼頭舉行

新建「水試二號」試驗船交船典禮，

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 

「水試二號」試驗船全貌 

 

1020313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及

甄審會 (視訊會議)。 

1020314 召開本所 102 年度農委會創新育成

中心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1020318 102 年度水試一號試驗船歲修開工。 

1020322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蒞臨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視察。 

1020326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1 次「水產生

物種原庫聯繫會議」。 

1020327 召開本所第 133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20328 本所召開 102 年度 (第 6屆) 服務創

新精進實施計畫遴選會議。 

1020409 召開本所水試二號漁航員及輪機員

甄審會議。 

1020409 本所辦理 102 年度研發替代役甄選

會。 

1020410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例行

記者會，在水產養殖組林金榮組長

的引言後，由張錦宜研究員就「乳

酸鏈球菌快速檢測套組」的研發，

發表最新成果。 

1020410 農委會科技處李副處長紅曦、柯科

長勝智等 3 人蒞臨東港生技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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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討論科專計畫提送、研究技術移

轉座談會。 

1020423 召開 102 年度第 2 次生物安全小組

會議，審查海水養殖館「基因轉殖

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機構認可申請

書」第 2 次修正版及「基因轉殖水

產生物田間隔離試驗設施收費標

準」條文草案。 

1020424 召開本所第 134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20425 本所配合法務部廉政署假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附設小丑魚主題館辦

理「學生校外教學社會參與廉政宣

導」活動，參與民眾包括國立臺東

大學附設國民小學及臺東縣月眉國

小等師生總計 240 人。 

1020430 召開102年度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1

次推動小組會議。 

1020507 102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蝦繁養殖入

門班」假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

辦，學員 30 人，至 9 日止。 

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 
 
1020508 澎湖縣政府與本所澎湖中心合辦之

第 32 次救傷海龜野放，農委會陳主

委保基、林務局李局長桃生一行 10

人參與活動。隨後視察澎湖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種原庫相關研究設施與

成果。 

1020514 102 年度農民學院「觀賞魚繁養殖入

門班」假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舉辦，學員 29 人，至 16 日止。 

1020515 本所舉行 102 年度自衛消防編組訓

練。 

1020529 召開本所第 135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20531 本所與臺北海洋技術學院舉行學術

與教育合作協議書簽約儀式，由郭

慶老所長及唐彥博校長共同主持，

並分別代表雙方簽署協議書。 

與會人員於簽約儀式後合影 
 
 
1020601 日本長崎大學漁業科學與環境研究

所渡邊峻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進行雨傘旗魚標識放流合作計畫。 

1020604 102 年度農民學院「餌料生物培養與

應用入門班」假本所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舉辦，學員 30 人，至 6 日止。 

1020607 召開本所海洋漁業組約僱人員(職務

代理)遴選會議。 

1020611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自衛消防演

練。 

1020611 立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經濟委員會

蒞臨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

物種原庫考察。 

1020613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派員前來本所報告「本所 4 棟

建物耐震能力詳細評估工作簡報」。 

1020614 102 年度第 2 次「水產生物種原庫聯

繫會議」假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舉行。 

1020617 102 年度農民學院「觀賞魚繁養殖進

階班」假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舉行，學員 19 人，至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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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 

 

1020623 日本長崎大學古川誠志郎與東部中

心同仁進行雨傘旗魚標識放流計

畫。 

1020626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第

2 次會議。 

1020626 召開本所第 136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20626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2 次考績會。 

1020627 呂美玲議員與市黨部黃委員前來本

所視察。 

1020630 馬總統英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胡

副主委興華、行政院東部聯合服務

中心陳執行長良濬、林立法委員正

二、臺東縣政府黃縣長健庭及陳市

長建閣等一行 18 人，至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視察，

由陳主任文義簡報「水產試驗所臺

東水產生物種原庫業務報告」，並由

何研究員源興引導視察各項研究成

果及設施。 

馬總統與貴賓及本所同仁合影 

1020716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2 次研發成果

管理委員會會議。 

1020718 「2013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首

次假臺北世界貿易中心南港展覽館

舉辦。配合此次「農業生物技術產

業化發展」主題，本所推出「海水

觀賞魚」、「深層海水多領域應用」、

「以漁業副產物萃取胜肽之多元應

用」及「來自海洋的高纖蔬菜－海

木耳」等 4 項極具產業化潛力之研

發成果，展出至 21 日。 

102072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委保基、漁

業署沙署長志一及臺東縣議會饒議

長慶玲等一行 10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視察。 

陳主委與貴賓及本所同仁合影 

 

1020723 召開本所海洋漁業組助理研究員外

補書面審查會議。 

1020723 召開本所 101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計

畫「珊瑚礁生態系重要螺貝類復育

技術建立」期末審查會議。 

1020723 「農民學院深層海水多元化應用入

門班」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

產生物種原庫舉行，學員計 22 人，

至 7 月 25 日止。 

1020724 本所召開鮪魚、深層海水科技計畫

研商會議。 

1020727 基隆鎖管季假碧砂漁港舉行，由本

所與國立海洋科學博物館設置宣導

攤位，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亦共襄盛

舉，從漁村經濟的角度進行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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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30 召開 101 年度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附屬水族館擴整建營運移轉

案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議。 

1020731 召開本所第 137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20731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本

所水試二號試驗船二副甄審」。 

102080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小

丑魚主題館展出「觀賞性蝦虎科魚

類－舞蝦虎威特展」，至 12 月 31 日。 

1020808 政風室葉主任佐鈺，人事室周庭

萱，主計室黃主任梅玉，秘書室謝

專委志成等一行 8 人，至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執行本所 102 年度國有公

用財產管理業務實地訪查及人事業

務宣導。 

1020813 召開本所 101 年度「海水觀賞魚保

種育種設施」及「基因轉殖水產生

物田間隔離設施安全生物評估館實

驗室設備設施」工程招標預算未獲

保留通過檢討會議。 

1020816 本所假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新任(林金榮)、卸任(蔡萬生)主任交

接典禮，由劉副所長富光監交。 

本所長官與觀禮貴賓合影 

 

1020816 工研院張經理榮輝、洪良政及恆春

海洋養殖股份公司陳總經理佳宏等

一行 4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討

論海鱺技轉相關事宜。 

1020826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族

館委託民間參與經營案」訪視作

業，至 27 日。 

1020827 本所水產加工組辦理農民學院「創

新水產加工技術進階選修班」，參加

學員共計 25 位，至 29 日。 

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 
 
1020828 召開本所第 138 次主管會報(視訊會

議)。 

1020903 本所、農業試驗所及畜產試驗所的

創新育成中心假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及 5 日假高雄蓮潭會館辦理聯合招

商說明會。 

1020911 本所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

「101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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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度督導會議。 

1020916 本所假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今 

(102) 年度第 3 次水產生物種原庫

聯繫會議，由劉副所長富光主持。 

1020917 本所人事室許主任復盛、主計室黃

主任梅玉及秘書室陳奕森先生等一

行 7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及水產生物種原庫執行本所 102 年

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業務實地訪

查、人事業務宣導及零用金查核，

至 18 日。 

1020926 「2013 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於臺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館舉

辦。配合本次參展活動共展出了「褐

藻機能性成分之萃取系統開發與製

程整合技術」、「觀賞魚運輸技術」、

「豹鱠 (七星斑) 之繁殖技術」及

「海水觀賞生物養殖及量產技術」

等 4 項極具產業化應用之研發成

果，至 29 日。 

1020927 漁業署在南港展覽館辦理 2013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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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魚博覽會，本所協助珊瑚礁區

展出，至 30 日。 

1021002 研討本所配合行政院推動「政府機

關及學校四省 (省電、省油、省水、

省紙) 專案計畫」事宜。 

1021004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

產生物種原庫深層海水取水管保固

事宜研討會議。 

1021007 日本長崎大學漁業科學與環境研究

所河邊玲副教授及古川誠志郎一行

4 人，前來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進

行鬼頭刀標識放流共同計畫。 

1021008 本所於 102 年 10 月 8 日至 9 日舉辦

標竿學習參訪活動，由劉副所長偕

劉主任秘書率一級主管參加。參訪

單位計有行政院農委會農業生物科

技園區籌備處、芝林企業有限公

司、中華生技公司及力佳綠能生技

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 

1021009 本所第 139 次擴大主管會報，假東

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2100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創新育成中心於

9 日與 17 日舉辦聯合參訪活動。 

1021014 研議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

產生物種原庫深層海水取水管原工

作井開挖相關事宜。 

1021014 102 年農民學院「石斑魚繁養殖初階

班」於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

理，至 11 月 8 日。 

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 
 
1021025 召開本所 102 年度廉政會報 (視訊

會議)。 

1021025 本所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日

本鰻苗資源調查研究執行會議，由

劉富光副所長主持會議，楊代主任

順德、本所及其他中心相關人員共

同與會。 

1021025 本所舉行 102 年度地震防災教育訓

及演練。 

1021106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例行

記者會，由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

助理研究員榮華簡報，主題為「世

界吳郭魚產業發展的新趨勢－超雄

性 (YY) 吳郭魚研發成功」。 

1021108 本所召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

產生物種原庫深層海水取水管故障

排除技術研討會議。 

1021112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協助辦理「沙

烏地阿拉伯水產養殖技術研習

班」，參訓學員包括沙國官員、研究

人員等共 10 人，課程內容係關於石

班魚卵之管理與培育相關知識及技

術，包括石斑魚卵質判斷與管理、

飼料生物與營養及養殖與水質管理

等，至 25 日。 

1011113 102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蝦繁養殖入

門班」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參加學員 30 人，至 15 日。 

102111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轄下的創新育成

中心於 14、21、28 日及 12 月 28 日

共同舉辦農業育成系列講座。 

1021118 本所舉行環境教育－「海洋資源保

育」影片觀賞，至 22 日。 

1021119 本所召開 103 年度農委會科技計畫

書草案審查會議，19 日沿近海漁業

推動小組；20 日養殖漁業推動小

組；21 日水產種苗暨觀賞魚推動小

組；22 日水產物利用及品質安全推

動小組與水產食品加工推動小組。 

1021119 本所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

「彰化縣鹿港鎮海埔段 1131-5 等 11

筆國有土地占用處理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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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22 召開本所「102 年度第 9 次公共建設

推動會報」。 

1021122 本所第 53 次種鰻放流活動分別在宜

蘭縣及新竹縣舉行。劉富光副所長

帶領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多位同

仁，偕同臺大韓玉山副教授及海大

王佳惠副教授等，共同執行此次的

放流作業。 

102112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 102

年度第 3 次會議。 

1021127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3 次推動

小組會議。 

1021127 召開本所第 140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21204 召開本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暨內

部稽核組) 第 3 次會議。 

1021205 召開本所 102 年度業務委外專案小

組會議 (視訊)。 

1021210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第 3 次考績會。 

1021210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4 次推動

小組會議。 

1021210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科技計畫先期作

業會議。 

1021212 本所召開鮪魚養殖計畫研商會議。 

1021217 行政院江院長宜樺、教育部蔣部長

偉寧、研考會宋主席餘俠、簡副秘

書長太郎、南區服務中心江執行長

玲君會同農委會陳主委保基、澎湖

縣王縣長乾發等一行 25 人，至澎湖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參訪種原庫支庫

營運成果，由林主任金榮簡報，並

引導視察各項研究成果及設施。 

1021223 研商「多年期整合計畫－鰻魚資源

復育之研究」細部計畫分工整合會

議，於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 

1021224 召開本所 102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審

查會議暨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金補助計畫期中審查會。 

1021225 召開本所第 141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11225 本所假 7 樓餐廳舉行 102 年度歲末

聯歡活動。

 
 
 
 
 
 
 
 
 
 
 
 
 
 
 
 
 
 
 
 
 
 

                                             劉副所長和新竹區漁會童總幹事於

新竹縣鳳山溪放流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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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4 月 25 日舉辦之「學生校外教學社會參與廉政宣導」活動 
 
 

102 年 7 月 18-21 日舉辦之「2013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102 年 7 月 27 日舉辦之「基隆鎖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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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9 月 26-29 日舉辦之「2013 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