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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座談會及講習會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5.03.29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由本所主辦的「農業生產力 4.0－智慧化養殖漁業發展座

談會」，在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會中邀集農委會、

漁業署、農科院、工研院以及相關學術單位、產業團體

與水產養殖等各界代表共 77 人與會。會議由陳君如所長

主持，農委會沙志一副主委特別蒞臨致詞。 

105.04.20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105 年至 108 年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說明會。 

105.05.02 
、05.09 
、05.16 
、05.23 

本所會議室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產業科技策略規劃實務與計畫書撰寫技巧入

門」研習課程，由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理學院李宜

映理事長擔任講師；2 日與 9 日於總所，16、23 日於沿

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105.05.3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臺灣鯛育種研討會」，由陳君如所長主持。本

研討會除本所劉副所長領導的研究團隊外，並邀請臺灣

海洋大學、嘉義大學、漁業署、臺南市南瀛養殖生產協

會等產官學界共同參與，與會人員包括養殖業者及同仁

共 52 位。 

105.06.13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24
次座談會在總所七樓國際會議廳召開。 

105.06.16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農業生產力 4.0－養殖產業座談會 (種苗與石

斑產業)，由陳君如所長主持，會中邀集漁業署繆自昌主

任秘書、水產種苗協會代表于乃衡榮譽理事長、陳育民

秘書長、劉繼源榮譽顧問、林邊區漁會陳玉玲股長及種

苗與石斑養殖業界等 41 人與會。 

「農業生產力 4.0－智慧化養殖漁業發展座談會」，本所

陳君如所長主持 
「臺灣鯛育種研討會」與會貴賓於遺傳育種館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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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3 本所會議室 

「2016 臺灣沿近海漁業資料蒐集論壇－從環境污染災

害事件談起」由臺灣水產學會主辦，本所及臺灣海洋大

學協辦，由本所陳君如所長主持，行政院顧問沙志一 (前
農委會副主委) 蒞臨致詞，產官學界代表近 70 人與會。

105.09.09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本所召開「養殖經營現況與寒害調查之執行」工作說明

會議，由陳君如所長主持，出席人員包括中華民國養殖

漁業發展協會、相關縣市養殖漁業發展協會及區漁會、

漁業署、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新竹縣政

府、嘉義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

府、花蓮縣政府等各單位代表。 

105.09.12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行 105 年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專題研討會暨專案

法紀講習及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法令宣導。 

105.10.21 
-10.22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第一屆臺灣智慧農業機械國際研討會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由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主辦、本所協

辦。 

105.11.09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國際會議廳 

知本種原庫 

本所舉辦臺東純海水養殖白蝦產品研發及推廣－白蝦養

殖技術與管理講習會，由何源興主任主持，與會貴賓包

括講師臺東縣動物防疫所鄭朝誠獸醫師、東港生技研究

中心周瑞良副研究員及臺東地區白蝦養殖業者及有意從

事白蝦養殖之民眾等，參與人數共計 67 人。 

105.12.0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105 年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回娘家」座談會，

由陳君如所長主持，出席人員包括辦理訓練課程的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楊順德主任、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

利主任，以及統籌本所農民學院業務的企劃資訊組林志

遠組長、相關承辦同仁與 20 餘位結訓學員等，共計 35
人參與。 

105.12.29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本所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25
次座談會。 

「2016 臺灣沿近海漁業資料蒐集論壇－從環境污染災害事件談起」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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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練 
 
(一) 農民學院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5.04.12 
-04.1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海水蝦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5.05.03 
-05.05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水產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5.05.16 
-05.1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淡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5.06.22 
-06.24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海水貝類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25 人。 

105.07.12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29 人。 

105.09.06 
-09.0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健康養殖安全管理進階選修班」，學員 30 人。

105.09.06 
-09.08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石斑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0 人。 

105.10.24 
-11.0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海水蝦繁養殖經營管理初階班」，學員 30 人。

 
 

(二) 其他訓練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5.04.20 
-04.21 

本所西側簡報室 
本所協助基隆市魚苗放流志工培訓工作坊，舉辦兩場次

宣導正確的資源保育與魚苗放流相關知識，共訓練志工

50 名。 

105.06.02 
-06.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辦理「水產育種及保存之基因標誌選殖實務操作課

程－以吳郭魚為例」，共有 6 名中心同仁報名參加。 

105.07.07 本所西側簡報室 
本所辦理「性別主流化－不存在的女兒」DVD 數位學

習。 

105.07.18 
-07.19 

本所會議室 本所辦理「人權教育－救救菜英文」DVD 數位學習。 

105.09.2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常見進口水產品之分類與辨識」講習。 

105.10.12 本所會議室 本所辦理「國防教育－火線殺機」DVD 數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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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7 
-10.28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國立成功商水主辦、本所協辦之山海體驗營訓練班，參

加學生及老師計 52 人。 

105.11.08 
-11.10 本所會議室 

本所辦理「105 年度個人資料保護 (含資通安全)」教育

訓練課程。 

 
 

三、專題演講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5.03.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賴玨光技術總監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循環水養殖系統應用現況及未

來發展」。 

105.03.2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東晟水產有限公司葉哲維總經理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鱸魚精產品研發現況及展望」。 

105.05.10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生合生物科技公司林金生所長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乳酸菌的產業應用－以生合生物科技公司

為例」。 

105.05.1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千葉縣立中央博物館的主席研究員宮 正
樹博士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利用萬用引子 MiFish
進行環境 DNA 中魚類的複合條碼定序：以數據資料分

析魚類群聚」  (Environmental DNA metabarcoding of 
fishes using universal PCR primers MiFish: A data-driven 
approach for fish community)。 

105.05.30 本所會議室 

本 所 邀 請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SIRO) Dr. Shi Jie Zhou 前來總所

演講，講題為「Reconciling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fisheries production」、「Manuscript preparation, review, 
operation of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the editor's 
perspective」。 

105.07.20 本所會議室 
為強化廉潔風氣，型塑同仁廉政倫理觀念，特邀請法務

部廉政署種籽講師李志強博士來所講授「廉政倫理及公

務倫理」。 

105.08.12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中興大學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林正忠

副教授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組織病理切片原理及鏡

檢介紹－以魚類與甲殼類為例」。 

105.10.17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溫國彰助理教授前來總

所演講，講題為「水產養殖在珊瑚礁研究的重要性」。 

105.10.1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澳洲昆士蘭藻類生技實驗室代表 Mr. Elvis T. 
Chua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High-efficiency microal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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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ing for animal feed, biofuel and human health 
products」。 

105.11.1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衛生福利部嘉義醫院趙梅芬營養師前來總所

演講，講題為「三高的飲食原則性」。 

105.11.23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東京海洋大學學術研究院北田修一教授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種苗放流之效果及其對野生族

群之影響：日本之現狀與展望」。 

 

 

四、相關活動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5.04.13 
、04.27 
、05.30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邀請水產養殖組同仁吳嘉哲擔任「水

生植物學實習課程」業界協同教學講師。 

105.04.26 臺南區農業改良場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德威助理研究員應邀擔任「魚菜

共生系統技術觀摩會」講師。 

105.05.10 
、05.17 
、05.24 

臺南市養殖漁業發展協

會 
高雄市彌陀區漁會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邀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黃世鈴副研究員擔任「循環水與魚病防疫」講師。 

105.06.27 嘉義縣鰻魚發展基金會 
嘉義縣鰻魚發展基金會邀請本所劉富光副所長及淡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楊順德主任擔任「鰻魚品質向上講習座

談會」講師。 

105.07.15 
、08.05 

雲林區漁會 
雲林區漁會邀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員

擔任「光合菌、益生菌培養」講師。 

105.10.05 臺中市動物保護處 
105 年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推廣講習會，邀請水產養殖組

鄧晶瑩副研究員擔任「淡水養殖魚貝類疾病防治」講師。

105.10.27 農業科技研究院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舉辦「觀賞水族暨周邊資材產

學研聯盟」第 2 次座談，邀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許

鐘鋼副研究員擔任「庫達海馬繁養殖技術實務」講師。

105.11.10 高雄展覽館 
魚菜共生學會邀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黃世鈴副研究

員擔任「光合菌、益生菌培養」講師。 

105.12.01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邀請水產養殖組許晉榮組長擔任「水生生

物組織及生理學」講師。 

105.12.02 林務局 
林務局舉辦「2016 護生與環境永續論壇」，聘請澎湖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許鐘鋼副研究員擔任「澎湖海龜的救護

與收容」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