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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2 召開本所「建立石斑魚無特定病原

種魚培育與種苗量產模場工程」品

質及進度督導事宜。 

1030106 本所 102 年度第 4 次「水產生物種

原庫聯繫會議」假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舉行，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

總所、各中心及本中心種原庫相關

研究同仁與會。 

1030108 召開本所第 103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

議。 

103011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白志年助理研

究員協助彰化縣政府進行養殖魚類

死亡會勘。 

1030120 本所召開「申請國科會技術發展基

金補助計畫」計畫書審查會議。 

10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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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

理情形第 4 次研討會議。 

1030125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

「小丑魚主題館」為配合馬年特別

舉辦「馬到成功 十二生肖特展」活

動，展覽至 6 月 30 日止。 
 

民眾參觀「馬到成功 十二生肖特展」 
 

1030128 漁業署陳君如副署長由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楊順德代主任陪同至竹北

試驗場瞭解鰻苗放流事宜。 

1030206 研商本所水試二號試驗船履約爭議

仲裁事宜。 

1030207 「2014 宜蘭綠色博覽會」主辦單位

邀請本所劉富光副所長暨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中心同仁前往展示區實

地會勘，協助規劃養殖水耕的社教

展示。 

1030210 日本長崎大學盛田小姐至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進行鰹魚及鬼頭刀基

礎生物學試驗研究，至 14 日。 

1030226 召開本所第 142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0311 召開本所研究員及副研究員職缺內

陞書面審查會議。 

1030313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1 次甄審會及

第 2 次考績會。 

1030313 「2014 國際綠色產品展」在臺北世

貿一館展出，本所為展現漁業低度

利用資源之多元應用，在「綠色產

品區」設置並展示「漁業副產物萃

取胜肽之多元應用」及「生物廢殼

材之機能性胜肽萃取方法」2 項中華

民國發明專利，展期至 16 日。 

1030314 召開本所辦理員工伙食實施計畫修

訂會議。 

1030318 監察院調查處周陽山委員與錢林慧

君委員率同兩位調查官訪查本所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基因改造飼料使

用情況暨相關管理制度。 

1030326 召開本所第 143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30326 召開本所 103 年度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第 1 次會議。 

1030331 多年期整合型計畫－鰻魚資源復育

研究之執行情形檢討會議，假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由劉富光副

所長主持，楊順德代主任及各單位

相關人員共同與會。 

1030401 本所政風室葉佐鈺主任至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進行機關安全維護宣

導。 

1030402 召開本所第 7 屆服務創新精進實施

計畫遴選會議。 

103040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評審會

議。 

1030411 本所假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召開 103

年度第 1 次「水產生物種原庫聯繫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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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18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院長葉瑩

博士、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

究所副所長楊程堯博士一行 3 人至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參訪。 

1030421 舉行 103 年度防火防災演練。 

1030422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例行

記者會，由水產養殖組曾福生副研

究員簡報，主題為「選育優良品種

讓九孔養殖回春」。 
 

劉富光副所長接受記者採訪 
 

1030423 「淡水觀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

設施新建工程」於淡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辦理驗收事宜。 

1030428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種原庫無特定病毒養殖設施增建

工程」工程品質及進度督導事宜。 

1030429 召開本所研究職缺內陞書面審查會

議。 

1030430 召開本所第 144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0501 日本長崎大學河邊玲博士至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進行標識放流試驗。 

1030505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畫，辦

理「水產飼料及飼育技術進階選修

班」，學員共計 30 人，至 7 日。 

劉富光副所長與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留念 

1030509 總所秘書室謝志成專委、人事室許

復盛主任及政風室葉佐鈺主任赴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進行政令宣導。 

1030513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

畫，辦理「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

學員共計 27 人，至 15 日。 

1030514 103 年度「大型觀賞魚種原保種及育

種設施」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

務案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 

1030522 103 年鰻魚人工放流分工整合會議

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簡報室舉

行，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會議。 

1030522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協助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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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訓學員共計 8 位，至 24 日。 

1030522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澎湖

縣政府農漁局舉辦「為小小魚兒造

家－珊瑚苗移植活動」，邀請「澎

湖縣興仁國小」以及前來當地進行

城鄉交流的「臺北市東園國小」計

57 名師生共同參與。 
 

參與活動的師生移植珊瑚苗後合影見證 
 

1030526 召開本所風險管理與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會議。 

1030527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議。 

1030528 召開本所第 145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0529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種

原庫海水抽水設施改善工程終止契

約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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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3 103 年種鰻放流計畫假竹北試驗場

進行鰻魚標識作業，參與人員有林

天生、陳冠如、白志年副研究員，

黃德威、董聰彥助理研究員及黃瀛

生聘用助理研究員與中心全體技工

及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王

佳惠助理教授與學生。 

1030604 召開本所 103 年度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第 2 次會議。 

1030605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種

原庫深層海水取水異常處理情形第

五次研討會議。 

1030606 103 年度鰻魚資源復育暨放流宣導

活動假新竹縣舉行，劉富光副所長

帶領本所多位同仁與台大韓玉山副

教授及海大王佳惠助理教授等研究

團隊合作執行此次放流作業，並邀

請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協辦。新竹縣

邱鏡淳縣長、台灣區鰻魚發展基金

會郭瓊英董事長、台灣區鰻蝦生產

合作社聯合社顏樹根理事主席、新

竹區漁會童錦杰總幹事及新竹縣農

業處陳奕煌處長等人也應邀參與本

次的宣導活動。 

1030610 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

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畫，辦理

「餌料生物培養進階選修班」，學

員共計 30 人，至 12 日。 

1030610 行政院科技會報丁詩同副執行秘

書、科技部錢宗良次長、前瞻及應

用科技司陳宗權司長等一行蒞臨本

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

種原庫參訪，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文德副主任委員率同本所劉富光

副所長、陳文義主任及臺東區農業

改良場林學詩場長等親自接待。 

1030616 「淡水觀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

設施－生態循環養殖設施新建工

程」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第 1

次工務會議；23 日辦理工程品質及 

 

展示即將放流之種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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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度督導，由劉燈城主任秘書主持

會議，並聘請高健章委員、鄭宗淋

委員進行督導，總所及中心工程相

關同仁會同聯合打開建築師事務所

及明聖營造有限公司人員等與會。。 

1030619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3 次甄審會議。 

1030625 召開本所第 146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3062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自衛消防演

練。 

1030626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2 次水產生物

種原庫聯繫會議。 

1030704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1 次生物安全

小組會議 (視訊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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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因轉殖

水產生物田間隔離設驗設施收費標

準」條文草案。 

1030707 「淡水觀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

設施－生態循環養殖設施新建工

程」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第 2

次工務會議。 

103072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之創新育成

中心為充分發揮服務能量，增加業

者與研究同仁合作之機會，今 (103) 

年度首次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共同合作，分別於 7 月 24、31 日

及 8 月 7 日假台北、台中及高雄各

辦理 1 場聯合成果發表暨招商說明

會，活動參與人數超過 200 人。 
 

 

頒發紀念獎牌給進駐期滿之畢業廠商 

1030724 2014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假臺北

世貿南港展覽館舉辦。配合「農業

科技館」的「水產養殖」及「農業

技術多元應用」主題區，本所展出

「分子育種平臺之水產生物養殖應

用」、「深層海水在發酵調味料之

應用」、「超雄性(YY)尼羅吳郭魚」

及「淺蜊人工繁養殖技術」等研發

成果，活動至 27 日。 

1030725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4 次甄審會議。 

1030725 召開本所「水試一號輪機長甄選」

與「修訂試驗船現職船員陞任評選

作業要點」會議。 

1030726 配合基隆市政府辦理鎖管季系列活

動，本所於碧砂漁港進行鎖管漁業

資源與保育之解說教育活動。 

1030729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

畫，辦理「深層海水多元化應用入

門班」，學員共計 21 人，至 31 日。 
 

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留念 

 

1030730 召開本所第 147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0806 召開本所水試二號漁航員及輪機員

甄審會議。 

1030811 國合會為協助巴拉圭發展淡水白鯧

繁養殖產業，擬派遣資深專業人員

劉恆信技師前往執行本計畫，行前

特安排劉技師前來本所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接受有關淡水白鯧繁養殖

及種魚培育等相關專業課程訓練。

本訓練課程至 22 日。 

1030813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科技計畫第 2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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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提款新增計畫審查會議。 

103081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3 年

度第 3 次會議。 

1030819 召開本所助理研究員職缺外補書面

審查會議。 

1030827 召開本所第 148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30827 召開本所 103年度 5次甄審會及第 3

次考績會。 

1030827 召開本所 103 年度廉政會報。 

1030829 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至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查核「淡水觀賞魚種

原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生態循環

養殖設施新建工程」，由農委會陳

炳輝召集人及吳耀琪先生領隊，並

聘請查核委員吳瑞山委員、李木青

委員進行查核，中心楊順德主任與

工程相關同仁及秘書室闕慎小姐會

同聯合打開建築師事務所及明聖營

造有限公司人員等與會。 

1030901 本所辦理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至5日。 

1030902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畫，辦

理「海水貝類繁養殖入門班」訓練

課程，分別於 9 月 2－4 日、10 月

21－23 日在台西試驗場舉辦二梯

次，學員均為 30 人。 
 

第一梯次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留念 
 

1030909 農業科技研究院葉瑩院長前來總所

拜訪劉副所長商討有關試驗研究合

作事宜。 

1030911 劉富光副所長、人事室許復盛主任

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進行試驗及行

政業務督導。 

1030912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新 (何

源興)、卸 (陳文義) 任主任交接典

禮。 

1030912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課陳鴻裕及

郭源軒技士一行 4 人，至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實地查核實驗動物管理養

殖面積。 

1030912 2014 觀賞魚博覽會於台北南港展覽

館舉辦，東部海洋研究中心配合展

出。 

1030915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畫，辦

理「石斑魚繁養殖進階班」訓練課

程，學員共計 20 人，至 26 日。 
 

全體學員及講師合影留念 
 

1030918 「2014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在臺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 1 館

舉辦。農業科技館開幕當天，由農

委會陳文德副主任委員主持並公開

表揚「102 年度本會農業科技研發成

果管理及運用獎助」獲獎者。本所 4

個評選項目：「優質農業研發成果

管理單位獎」、「技術移轉菁英獎」、

「成果管理權責人員貢獻獎」、「智

慧財產權運用獎」全部獲獎。 

1030923 召開本所農民學院水產養殖訓練課

程規劃小組之專家會議。 

1030924 召開本所第 149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20925 行政院農委會科技處柯勝智科長、

楊舒涵技正、楊承叡技士、陳怡之

委員、黃世英博士、林維君經理一

行 8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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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103 年度法人科專「海木耳魚

藻整合養殖暨養殖藻體功效評估」

計畫。 

1020929 召開本所「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

東支庫新建工程深層海水取水異常

處理情形第 6 次研討會議」。 

1031002 召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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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08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研發成果管理及

運用稽核作業會議。 

103101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3 年

度第 4 次會議。 

1031014 召開本所 103 年度農業委員會所屬

創新育成中心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 

1031014 召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淡水觀

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生

態循環養殖設施新建工程」工程品

質及進度督導事宜。 

1031016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3 次水產生物

種原庫聯繫會議。 

1031020 本所為強化機關的清廉形象，提升

民眾的信賴度，並響應法務部廉政

署推動廉政宣導及社會參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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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廉政宣導活動周，參與人員包

括台東縣太平國小、新興國小等之

師生 200 餘人，活動至 24 日。 

1031027 海軍大氣海洋局局長崔怡楓上校、

科長滕運達中校及林榮鋒中尉等人

蒞臨本所參訪。本次會談由劉燈城

主任秘書主持，吳繼倫組長、曾振

德組長及相關研究人員共同與會。 

1031029 召開本所第 150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1103 本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配合 103 年

度農民學院－農民訓練計畫，辦理

「海水蝦繁養殖經營管理初階班」

訓練課程，學員 30 人，至 14 日。 

1031112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與日本國

立熊本大學沿岸域海洋環境科學研

究中心假海水中心台西試驗場簽訂

「研究交流協定」，簽約儀式由葉信

利主任與逸見泰久所長共同主持。 
 

簽訂「研究交流協定」後與會人員合影留念 
 

1031113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6 次甄審會及

第 4 次考績會。 

1031117 召開本所 103 年度業務委外專案小

組會議 (視訊)。 

1031119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例行

記者會，由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吳雅琪助理研究員簡報，主題為「利

用深層海水成功繁殖條石鯛」。 

1031126 召開本所第 151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31126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2 次生物安全

小組會議 (視訊會議)。 

1031206 畜產試驗所舉辦「2014 農畜聯合開

放日暨第 18 屆種苗節活動」，本所

協助技轉廠商翹船長企業社推廣海

木耳商品。 

1031209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 

1031209 召開本所 103 年度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第 2 次會議。 

1031209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研發成果管理小

組第 5 次會議。 

1031218 本所於 15、16 及 18 日分別假沿近

海資源研究中心與總所辦理 103 年

度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議。 

103122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自衛消防演練。 

1031230 召開本所第 152 次擴大主管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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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參與的各項研究成果展 
 

103 年 3 月 13-16 日舉辦之「2014 國際綠色產品展」 
 
 

103 年 7 月 24-27 日舉辦之「2014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108 
 

103 年 9 月 18-21 日舉辦之「2014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103 年 10 月 20-24 日舉辦之「社會參與廉政宣導活動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