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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6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 

1040112 本所舉行卸任 (郭慶老)、新任 (陳

君如) 所長交接典禮。 
 

沙副主委、陳所長與蒞臨觀禮的部分貴賓合影留念 

 

1040119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科技計畫先期作

業會議。 

1040120 陳君如所長就任後於 1 月 20 日至 2

月 16 日與本所各行政、業務單位及

各研究中心舉行業務座談會。 

1040121 召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

族館委託營運契約終止先期研商會

議；2 月 3 日召開委託營運契約終止

資產返還協商會議 

1040128 召開本所第 153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40213 「建立養殖水耕系統試驗」第三次

檢討會在竹北試驗場召開，出席人

員包括農委會科技處劉兆烘技正、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廖乾華場長與臺

南區農業改良場鄭安秀課長等與本

所相關研究人員。 

1040225 召開本所第 154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40303 本所召開種原庫無特定病毒養殖設

施增建工程督導會議。 

1040310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1 次甄審會及

第 2 次考績會。 

10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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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驗收會

議。 

1040312 基隆市林右昌市長、林永發副市長

及多位局處首長前來本所參訪拜

會，希望能進一步了解本所的職掌

與研發成果，尋找可相互結盟與合

作的議題，促進基隆市在水產、文

化教育、觀光旅遊產業的發展，落

實推動「海洋城市」的願景。

基隆市林右昌市長等一行興趣盎然的觀賞本所水族館中展示的各式魚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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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317 召開農業委員會所屬創新育成中心

104 年度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1040318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海

中鮮貝－大蛤養殖有成」暨「臺灣

本土小眼花簾蛤人工繁殖成功」例

行記者會，由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謝恆毅研究員與海水繁養殖研究

中心陳鴻議助理研究員就淺蜊與小

眼花簾蛤的人工繁殖技術發表最新

的研發成果。 

104032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所召

開「竹北試驗場建築物耐震能力補

強及結構性損壞修復工程」施工前

會議。 

1040323 本所大樓屋頂防水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案，採購

評審小組第 1 次會議。 

1040330 召開本所第 155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4040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4 年

度第 1 次會議。 

1040615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為小

小魚兒種一畝田－海草移植活動」。 

1040415 本所召開「104 年度第一次生物安全

小組會議」，討論邰港公司基因轉

殖動植物田間試驗遺傳性調查申請

案。 

1040421 本所大樓屋頂防水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案評審會

議。 

104042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淡水觀

賞魚種原保種育種及研發設施－大

型觀賞魚種原保種及育種設施」設

計圖修正及預算書審查會議。 

1040422 立法院經濟委員會王惠美委員由農

委會陳文德副主委陪同，至淡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考察，陳君如所長親

自接待並進行業務簡報。 

1040506 召開本所104年度第1次船員 (水試

一號試驗船輪機員、水試二號二管

輪及海安號大副) 甄審會議。 

立法委員王惠美參觀淡水中心試驗研究養殖設施 

 

1040507 召開本所第 156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40508 召開本所研究職缺內陞書面審查小

組會議。 

1040514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1 次推動

小組會議。 

1040514 召開 104 年本會研究機構績效評估

自評報告撰寫要領說明會。 

1040517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辦理「海草

移植及沙蟹放流說明會」。 

1040521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人工育成

的 10 萬隻遠海梭子蟹稚蟹，於澎湖

縣馬公市重光海域實施放流。放流

活動由本所陳君如所長主持，澎湖

縣鄭長芳副縣長、馬公市葉竹林市

長、澎湖區漁會蔡月嬌總幹事、農

改場施純堅主任、澎湖縣農漁局陳

晶卉技正等蒞臨共襄盛舉。 
 

澎湖縣各界在風雨中放流沙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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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22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1 次廉政會報 

(視訊會議)。 

10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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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固事宜協商會議。 

1040602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第 1 批培

育之幼蟹另控留 2 萬尾，在陸上 200

噸圓池經 10 天中間育成培育後，幼

蟹甲殼寬長至 2－3 公分，數量約 1

萬餘隻放流於澎湖重光海域。 

1040603 召開本所第 157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40609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4 年

度第 2 次會議。 

1040615 本所秘書室和督導小組委員至竹北

試驗場進行「竹北試驗場建築物耐

震能力補強及結構性損壞修復工

程」工程品質及進度督導。 

1040617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2 次甄審會及

第 3 次考績會。 

1040625 本所第 158 次擴大主管會報在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會後至彰化

區漁會參訪。 

1040626 科技部海洋科技發展規劃會議於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由劉富光

副所長主持會議。 

10407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辦理 104 年度動

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計畫，由

財團法人臺灣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

安排查核小組成員 4 人實地查核。 

1040713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深

層海水無法取水原因鑑定結果說明

會議；23 日召開深層海水取水管無

法正常取水保險理賠說明會議。 

1040721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人工育

成，幼蟹甲殼寬約 2 公分，數量為

10 萬隻遠海梭子蟹稚蟹，於澎湖縣

馬公市重光海域實施放流。 

1040723 召開本所水試一號試驗船 2 號主機 

故障處置及後續管運諮詢會議。 

1040723 本所秘書室及主計室分別於 7 月

23-24 日、8 月 25-26 日、9 月 16-17

及 23-24 日，前往各中心進行 104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業務實地訪

查及零用金查核。 

1040723 「2015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假

臺北世貿南港展覽館盛大舉辦。配

合「農業生技主題區」的展示宣傳

主軸，本所選出「抗水產病原弧菌

之益生菌及其保存與培養技術」、

「漁業低度利用資源之多元應

用」、「鱸鰻藥膳產品之開發」、

「石斑魚養殖模場技術研究」及「海

水觀賞蝦人工繁養殖技術」等 5 項

極具市場潛力的農業研發成果與產

品參展，至 26 日。 

1040725 配合基隆市政府辦理「2015 基隆鎖

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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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30 召開本所第 159 次主管會報 (視訊

會議)。 

1040731 召開研商「水產試驗所試驗船海上

事故緊急通報標準作業程序  (草

案)」會議。 

1040731 創新育成中心假農委會和平辦公大

樓辦理「104 年度農業創新育成中心

聯合畢業成果發表會」。 
 
 

陳保基主委與農業創新育成中心畢業業者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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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06 召開「象牙鳳螺種苗繁殖技術與高

密度養殖系統套組案共識會議」。 

1040810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4 年

度第 3 次會議。 

1040810 召開本所 103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計

畫「建立養殖水培系統試驗計畫」

期末審查會議。 

1040811 立法院葉津鈴委員及周倪安委員為

了解本所水產科技研發現況及因應

問政需求前來總所考察；19 日至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由劉富光副所

長接待；27 日至竹北試驗場，由楊

順德主任接待。 

1040824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科技計畫第 2 階

段研提款新增計畫審查會議。 

1040825 召開本所 104 年度機關績效評估自

評報告討論會議。 

1040831 召開本所第 160 次主管會報。 

1040901 104 年「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

計畫」在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 

1040904 召開本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暨內

部稽核組) 第 4 次會議。 

1040904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3 次甄審會。 

1040918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研究機關績效評

估自評報告審查會議。 

1041001 「2015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於臺北世貿中心展覽館舉辦，

開幕當天，由農委會陳文德副主任

委員、本所水產養殖組張錦宜組長

及聖鯛水產科技公司黃壹聖董事長

進行「海水吳郭魚養殖及運用」之

技術授權簽約造勢活動。配合本次

參展活動，本所推出了「水產附著

期幼苗培育系統」、「海水吳郭魚

養殖及運用」、「Zigbee 水質微氣

候多點監控系統技術」、「象牙鳳

螺高密度養殖系統及技術」及「象

牙鳳螺仔螺量產技術」等 5 項研發

成果，展期至 3 日。 

1041002 本所與東吳大學之學術與教育合作

協議書簽約儀式於該校舉辦，陳君

如所長與潘維大校長代表雙方簽署

協議書。 
 

與東吳大學簽署學術與教育合作協議書 

 

1041016 「2015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在高雄

展覽館盛大展開，短短 4 天 (16－

19) 的展期，參觀人數突破 11 餘

萬。本所負責規劃「水產科技館」

展區，創新育成中心也配合展出，

將本所與觀賞魚相關且刻正辦理技

轉的各項研發成果呈現給國人。 

1041016 本所第 161 次擴大主管會報在沿近

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 

1041017 臺中市政府於臺中市松柏漁港海岸

舉行小眼花簾蛤復育活動。此次復

育活動放流的 100 萬顆蛤苗係由本

所海水中心無償提供。陳君如所長

代表本所贈予主辦單位蛤苗，表達

本所對此復育活動的重視及對臺灣

特有生物資源復育的關心。 

 

蛤苗贈送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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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2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大型觀賞魚

種原保種及育種設施」辦理工程品

質及進度督導，由楊順德主任主持

會議，並聘請余榮山委員及張玉明

委員進行督導。 

1041022 召開本所小科管平台運作第 2 次研

商會議及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

組第 2 次會議。 

1041023 由本所、農試所、林試所、畜試所、

農科院及管科會共同規劃及辦理

「2015 農產品特展」，於臺北圓山

花博園區爭艷館舉行，主要目的在

協助進駐育成及技轉的業者進行宣

傳及推廣活動，共計 31 家業者參

與，至 25 日。 

1041029 104 年種鰻放流計畫假竹北試驗場

進行鰻魚標識作業；30 日於宜蘭縣

進行鰻魚標識放流活動。 

1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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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參與廉政宣導活動週」活

動，邀請臺東縣初鹿國小師生共同

參與，活動期間 (至 11 月 6 日) 參

與反貪連署活動人數約 180 人。 

1041105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屬水族館擴建整建營運移轉案」

初審會議。 

1041110 第四屆卡達國際農業展在杜哈展覽

中心隆重揭幕，共計有 180 家來自

全球各地的業者參展。我國由農委

會所屬試驗機構、公協會及 11 家業

者組成代表團參展。本所展出內容

為海水魚類繁養殖之創新技術，至

12 日。 

1041111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科發基金研發成

果收入運用計畫書審查會議。 

1041112 吳敦義副總統由臺東縣議會饒慶鈴

議長及陳金虎副縣長陪同，蒞臨本

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

種原庫視察。 

1041124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由行政院東部聯

合服務中心張家銘執行長陪同，視

察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

種原庫。 

1041126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1 次汰換超額

聘用人員小組會議。 
 
 
 

鰻魚標識放流活動與會人士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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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8 臺東區農業改良場舉辦 104 年度 

「產地餐桌在地好食」活動。本所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應邀展示

「人工繁殖綠色海水觀賞魚」等研

發成果，並舉辦「魚卵孵化實況

秀」、「吸管蝦 DIY」及「彩繪九

孔殼」等現場活動。 

1041130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4 年

度第 4 次會議。 

1041130 召開本所第 162 次主管會報。 

1041130 召開澎湖水族館 OT 初審複審會議。 

1041208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 4 次考績會。 

1041208 召開本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暨內

部稽核組) 第 5 次會議。 

1041214 本所 104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 (水產養殖團隊) 在沿近海資源

研究中心召開，至 15 日；水產品及

漁業資訊團隊與海洋漁業團隊計畫

之審查會則分別於 21、22 日在總所

召開。 

1041224 第 12 屆「國家新創獎」於 24 日舉

行頒獎典禮，總計有 56 項臨床、企 

 

業與學研項目獲獎。本所的「褐藻

機能物質之萃取系統開發及於生醫

保健應用」在激烈競爭中脫穎而

出，贏得殊榮。 
 

本所褐藻研發團隊獲頒學研新創獎 
 
 
 

1041229 本所第 163 次擴大主管會報在東港

生技研究中心召開。 

1041230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第二次生物安全

小組會議。

 

吳副總統敦義與貴賓及本所同仁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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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7 月 23-26 日舉辦之「2015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104 年 10 月 1-3 日舉辦之「2015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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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10 月 16-19 日舉辦之「2015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 

104 年 11 月 10-12 日舉辦之「第四屆卡達國際農業展」 104 年 11 月 28 日舉辦之「產地餐桌在地好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