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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座談會及講習會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40608 
-0611 

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蘇格拉底廳 

本所在資策會邀請下，協助辦理「第五屆臺灣－科威特

先進科技聯合研討會」『水產養殖技術』(Aquaculture 
Technologies) 議題。 

1040609 本所國際會議廳 
本所與海洋大學舉辦「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22 次座談

會，由陳君如所長及海洋大學李選士副校長共同主持。

1040630 
-0701 

臺灣大學理學院 
思亮館國際會議廳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主辦，本所與海洋大學、科技部、

漁業署等共同協辦的「漁業資源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isheries Resources)，在臺灣大

學理學院思亮館國際會議廳召開，國內外產官學界代表

超過百人與會。 

1040727 
、0730 

彰化區漁會 

蘇澳區漁會 

本所與中央氣象局共同辦理「漁業氣象資訊應用與需求

座談會」，於 27、30 日分別在彰化縣及宜蘭縣召開。除

介紹與氣象相關的漁業資訊及研究外，並進一步瞭解業

者在養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1040827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臺西試驗場 

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臺灣養殖文蛤異常死亡

原因及相關因應對策研商」座談會，由陳君如所長主持，

邀請雲林養殖發展協會、嘉義養殖生產區協會、雲林動

植物防疫所和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機關之代表以及文

蛤繁、養殖業者共同與會。 

104091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 104 年專題研討會，中心

全體研究同仁與會。 

1041024 
-1025 

臺南大學啟明苑 

「2015 濕地生態產業論壇」在臺南大學啟明苑舉行，由

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臺南市紅樹林保護協會

主辦，本所與台江國家公園、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共同協辦，國內產官學界 200 餘人參加，會中交流

臺灣濕地生態產業現況與未來發展。 

「第五屆臺灣－科威特先進科技聯合研討會」與會人士合影 「漁業資源國際研討會」部分與會人士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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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10 
-1112 

臺灣海洋大學 

「臺灣-日本生物紀錄科學資料分析研討會」在臺灣海洋

大學舉行，由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與日本

長崎大學水產環境科學總合研究科學院附屬環東海環境

資源研究中心主辦，本所協辦。 

104111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北試驗場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辦「建立養殖水耕系統試驗

計畫」第一次研討會，由劉富光副所長主持。 

1041117 中央氣象局 

本所與中央氣象局共同辦理「漁業氣象資訊論壇」，本

所劉富光副所長及曾振德組長擔任與談人，吳龍靜主任

與楊順德主任分別以「海氣象資料在沿近海漁業資源研

究之應用」與「水產養殖對氣象預警之需求與運用」為

題進行專題演講。 

1041124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由臺灣水產協會主辦，本所與海洋大學共同協辦「智慧

化養殖發展研討會」，在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

邀請漁業署、地方縣市政府、相關學術單位、產業團體

以及養殖相關業者代表共同與會。 

1041127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在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104 年農民學院結訓學

員回娘家」活動。由陳君如所長主持，農委會輔導處倪

葆真簡任技正蒞臨指導，出席人員除東港中心同仁之

外，還包括統籌本所農民學院業務的企劃資訊組曾振德

組長、相關承辦同仁與 30 餘位結訓學員等，共計 50 人

參與。 

「建立養殖水耕系統試驗計畫」研討會會後參觀淡水中心

養殖水耕設施 
「智慧化養殖發展研討會」沙志一副主委致詞 

「104 年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回娘家」陳君如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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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練 
 
(一) 農民學院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40408 
-0410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

蝦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40504 
-0506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水

產飼料及飼育技術進階選修班」，學員 21 人。 

1040505 
-0507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水產

養殖入門班」，學員 29 人。 

1040714 
-071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海

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4 人。 

1040715 
-0717 

1041014 
-1016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臺西試驗場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海

水貝類繁養殖入門班」，共 2 梯次，每梯次學員

30 位。 

1040804 
-080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深

層海水多元化應用入門班」，學員 24 人。 

1040901 
-0903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淡

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41026 
-110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

蝦繁養殖經營管理初階班」，學員 30 人。 

1041117 
-1119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農民學院「石

斑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4 年 5 月 4-6 日水產飼料及飼育技術進階選修班師生合影留念 



 

115 
 

(二) 其他訓練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40319 水產養殖組 
本所在水產養殖組魚病室主辦經濟動物診療實習課程－

「文蛤生理解剖診療訓練」PBL 教學，共計 8 人參與。

1040512 
、0514 

本所會議室 

基隆市政府辦理「2015 iSea Keelung-珍愛海洋、魚樂基

隆-基隆嶼魚苗放流活動」，與本所共同進行志工行前教

育訓練，由海洋漁業組張可揚副研究員陳均龍助理研究

員分別講授「從流浪狗看野生動物保育」與「魚苗放流

及漁業永續經營」等課程。 

1040611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 104 年度農工職校學生職涯

探索與農業經營體驗，由何源興主任主持，與會人員共

30 人。 

1040814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 104 年度中高階公務人員種子任事與創新能力

訓練發展研習營。 

1040910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 104 年度內部控制教育訓練，由審計部教育農

林審計處莊韻樺科長擔任講師。 

1041002 
東部海岸風景管理處 
綠島遊客中心 

臺東縣府與本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共同辦理綠島硨磲

貝生態解說課程訓練活動。 

基隆市林右昌市長致贈本所及其他協辦單位感謝狀 志工培訓上課情形 

農工職校學生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同仁合照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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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演講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402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農委會林業試驗所林朝欽博士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科學研究的無形資產：數據之保存管理與

分享」。 

1040320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謝淑玲教

授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水產保健食品功能評估及植

化物在水產應用之探討」。 

104042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勵馨基金會教育宣導講師郭育吟老師前來總

所演講，講題為「性別議題你我他」。 

10404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郭金泉教授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日本栽培漁業 50 年回顧」。 

1040512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人權公約施行監督聯盟召集人黃嵩立教授前

來總所演講，講題為「無知之幕與人權保障：John Rawls
的正義理論」。 

104051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魯謹萍博士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利用分子

生物技術鑑定旗魚種類及解析太平洋劍旗魚之族群結

構」。 

10407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吳朝

榮所長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西北太平洋與黑潮之時

空變化」。 

104081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 EQ 大師研習中心總講師林猷寧先生來所演

講，講題為「溝通與協調」。 

1040826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呂廷璋所長來

所演講，講題為「食品化學中的樂高積木遊戲」。 

10409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基隆心身心精神科診所孫振愷院長前來總所

演講，講題為「組織改造員工權益保障暨壓力調適」。 

1040910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林恩仲博士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育種選拔及相關的數量遺傳」。

10409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王慧瑜博士進行演

講，講題為「漁業引起的黑鮪生殖週期變化對於其成魚

族群結構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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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活動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40519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雲林縣水產獸醫師公會參訪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由葉

信明研究員及賴繼昌副研究員分別就「永續漁業發展策

略」及「氣候變遷對臺灣海洋漁業的影響」進行專題演

講。 

1040530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臺灣沿近海漁業資源利用與管

理暨教師廣度研習會」，邀請葉信明研究員演講，講題為

「臺灣沿近海底棲魚類資源永續利用與管理及漁業相關

重大議題」。 

1040605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辦「104 年循環水養殖技術推廣講

習」，聘請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循環水與魚病防疫課程」

講師。 

1040611 屏東農科園區 
屏東農科園區聘請楊順德主任擔任「建置水產動物生產

醫學平台教育訓練」講師。 

1040727 彰化區漁會 
彰化區漁會舉辦「漁業氣象資訊應用與需求座談會」，邀

請楊順德主任演講。 

1040728 
、0730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舉辦「澎湖優鮮認證養殖戶暨休閒漁

業推廣教育訓練講習」，聘請許鐘鋼副研究員及黃丁士研

究員分別擔任「海馬繁養殖技術實務」與「象牙鳳螺繁

養殖技術」講師。 

1040730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臺西試驗場 

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聘請戴仁祥副研究員及陳鴻

議助理研究員擔任「海水繁養殖研習活動」講師，介紹

「牡蠣以及新興貝類養殖技術」。 

1040729 蘇澳區漁會 

氣象局與蘇澳區漁會合辦「漁業氣象資訊應用與需求座

談會」，邀請本所海洋漁業組藍揚麒副研究員、陳郁凱副

研究員及王友慈聘用助理研究員擔任引言、專題演講人

及與談人。 

1040825 五條港安西府活動中心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聘請何雲達副研究員擔任「文蛤種苗

生產技術和管理課程」講師，講授「因應氣候變遷如何

調節文蛤繁養殖法」。 

1040826 臺南市北門圖書館 
臺南市區漁會聘請陳鴻議助理研究員擔任「養殖技術講

習會」講師，講授「臺灣新興鹹水塭養貝類簡介」。 

1040917 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辦理「2015 年澎湖縣島嶼生物多樣性與入

侵種管理研討會」，邀請冼宜樂先生演講，講題為「澎湖

青螺濕地紅羅灣海域環境魚類資源現況調查」。 
 



 

118 
 

1040919 澎湖縣文光國小 
澎湖縣文光國小聘請謝恆毅研究員擔任「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精進教學子計畫」講師，講授「澎湖常見造礁珊

瑚介紹以及目前遭逢之海洋環境問題解析」。 

1040923 臺中市外埔農會 
臺中市外埔農會聘請水產養殖組鄧晶瑩副研究員擔任

「水產動物生產醫學講習會」講師，講授「養殖魚貝類

疾病防治、水產品安全用藥簡介」。 

1041002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辦理「2015 綠島硨磲貝生態解說課程」，聘請

冼宜樂先生擔任「澎湖潮間帶劣化棲地改善與硨磲貝復

育」講師。 

1041008 臺南市北門區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與臺南養殖漁業發展協會聘

請陳鴻議助理研究員擔任「漁村產業經營推廣講習會」

講師，講授「文蛤繁養殖技術」。 

1041014 臺灣海洋大學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之「海洋事務

概論課程」聘請陳均龍副研究員擔任「沿近海漁業之產

業經營課題」講師。 

1041027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臺西試驗場 

彰化區漁會聘請戴仁祥及何雲達副研究員擔任「海水魚

貝類繁殖講習會」講師，分別講授「牡蠣繁養殖技術發

展」與「文蛤繁養現況」。 

1041027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聘請冼宜樂先生擔任「澎湖優先認證

養殖戶暨休閒漁業推廣教育訓練講習」講師，講授「澎

湖潮間帶劣化棲地改善與硨磲貝復育」。 

1041028 臺南市北門區 
臺南市動保處聘請周昱翰助理研究員擔任「文蛤養殖之

水質管理課程」講師，講授「文蛤養殖管理」。 

1041030 
漢寶養殖漁業生產區協

會 
漢寶養殖漁業生產區協會聘請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職

場安全暨水產衛生教育講習會」講師。 

1041218 臺灣鯛協會 
臺灣鯛協會聘請陳榮華副研究員擔任「104 年臺灣鯛教育

訓練」講師。 

1041218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請黃美瑩副研究員講授

「益生菌在水產上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