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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保基主任委員

前來本所視察。 
 

與本所一級主管共同座談 
 
 

1050111 召開研發成果管理小組105年度第1

次會議。 

1050111 召開 105 年度科技計畫第 2 階段研

提款新增計畫審查會議。 

1050113 召開「宜蘭灣櫻花蝦漁業之資源評

估與管理」專題報告會議。 

1050118 監察院張博雅院長暨財政及經濟監

察委員一行 49 人，巡察東港生技研

究中心業務執行成效暨海水魚、蝦

養殖設施。 

1050120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暨

甄審會。 

1050125 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彰化辦事處至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進行海埔段國

有土地擬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

管案會勘。 

1050126 召開本所第 164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50201 召開 105 年度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第 1 次會議。 

1050203 辦理本所水試一號試驗船輪機長甄

審會。 

1050226 召開本所第 165 次擴大主管會報。 

1050307 新竹縣邱鏡淳縣長至淡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竹北試驗場參訪，由劉富光

副所長接待。 

105030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陳建斌處

長一行 2 人至東港生技研究中心參

訪。 

1050308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記者

會，由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黃丁

士研究員發表「虎斑烏賊與萊氏擬

烏賊的完全養殖技術」。 
 

黃丁士研究員接受採訪 

 

1050308 召開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補遴選會議。 

1050308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2 次考績會暨

甄審會。 

1050312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榮獲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林務局頒發 2015 年度推

動生命教育特優楷模獎，由許鐘鋼

副研究員代表接受表揚。 

1050315 召開 105 年度科技計畫資本門第 2

階段研提款新增計畫審查會議。 

1050325 「鰻魚資源復育之研究」細部計畫

執行會議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

行。 

1050328 本所第 166 次主管會報在澎湖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召開。 

1050419 召開本所 106 年度換新 (競爭型) 

子項計畫審查會議。 

1050421 本所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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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動物管理小組會議暨種原庫營運

檢討會議。 

1050425 本所第 167 次主管會報在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召開。 

1050428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

105 年度第 2 次會議。 

105042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5 年

度第 2 次會議。 

1050428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50502 召開本所生物安全小組105年度第1

次會議。 

1050511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2 階段研提款

新增計畫 (協助養殖產業因應寒害

之策進研究) 聯繫會議；18 日召開

審查會議。 

1050512 105 年度農業創新育成中心聯合研

發成果發表會暨商談會假高雄蓮潭

會館辦理，參加人數共 111 人 (業者

54 人，研究單位 35 人)。 

1050517 劉燈城主任秘書、海洋漁業組葉信

明組長、企劃資訊組曾振德組長及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龍靜主任等

一行 4 人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與同仁就本所沿近海漁業調查規劃

進行座談。 

1050520 召開本所促參業務適用新法與後續

辦理方式說明會。 

1050524 召開本所第 168 次主管會報。 

1050525 本所舉辦 105 年度防火防災演練實

施計畫。 

1050527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水

產試驗所成功建立遠海梭子蟹及善

泳蟳之繁養殖技術」記者會。 

1050606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屬水族館委託營運契約終止後履約

保證金使用研商會議。 

105061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5 年

度第 3 次會議。 

1050613 召開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組

105 年度第 3 次會議。 

1050614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3 次考績會暨

甄審會。 

1050623 召開本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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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624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 105 年度

「水產生物種原庫聯繫會議」。 

1050624 臺東市張國洲市長等一行 25 人至東

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

庫參觀訪問。 
 

參觀種原庫鮪魚池 
 
 

1050628 本所第 169 次主管會報在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召開。 

1050630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 20 尾小虎

鯊將配置號碼籤，其中兩條一公一

母的小虎鯊背部配置迷你型衛星標

識器，於臺東基翬外海進行標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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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國家地理頻道全程記錄，並於

全球播放。這將是全世界首次解析

小虎鯊的生態習性與移動行為特徵

的研究創舉，資料將提供未來虎鯊

資源評估的重要基礎。 
 

小虎鯊標識放流與會人員合影 

 

105063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召開「淡水中

心建築物耐震能力補強及結構性損

壞修復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服務」初步研商會議，林育信土木

結構技師事務所及中心工程相關人

員與會。 

1050707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科技計畫期中審

查會議。 

10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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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自提規劃構想書之政策需求評

估審查會議。 

1050715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5 年

度第 4 次會議。 

1050715 本所舉辦劉富光副所長、劉燈城主

任秘書、水產加工組吳純衡組長與

馮貢國助理研究員及所長室余淑真

小姐榮退茶會暨總所同仁慶生會。 

1050720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建築物耐震

能力補強及結構性損壞修復工程」

規劃報告於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會

議室舉行。 

陳所長與劉副所長等退休人員及同仁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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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 「2016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

南港展覽館舉辦，農委會農業科技

館以「創新智慧新農業、永續共享

新價值」為展示主軸，整合所屬單

位可供商品化之研發成果，並結合

育成輔導農企業及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之廠商，展現在農業科技研發從

上游到下游的成績，塑造農業新經

濟型態。配合本次參展活動，本所

推出觀賞水草創新栽培－炫彩培養

基栽培技術等 6 項極具產業化及商

品化應用價值之農業研發成果與產

品參展，展出至 24 日。 

1050725 總所秘書室及會計室人員一行 3 人

執行 105 年度財產國有公用財產管

理業務實地訪查及零用金查核，25

－26 日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

水產生物種原庫。 

1050728 召開本所第 170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50729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短

棘鰏資源復育與放流」記者會，由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何珈欣助理研

究員及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朱永桐

副研究員就短棘鰏最適放流地點及

養殖概況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陳所長接受採訪 
 

1050730 配合基隆市政府辦理「2016 基隆鎖

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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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04 本所召開協助養殖產業因應寒害之

策進研究計畫第 3 次聯繫會議；25

日召開第 4 次聯繫會議。 

1050808 本所召開「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屬水族館擴建整建營運移轉案」

民間自提規劃構想書初審會議。 

1050812 2016 年農業育成中心聯合畢業成果

發表會假林業試驗所舉辦，以畢業

業者成果發表為主題，共頒發 9 家

業者畢業證書、4 家畢業業者經驗分

享、12 家優質業者實體成果展示以

及創投公會介紹農企業進入資本市

場之說明。 

育成中心聯合畢業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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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6 「淡水中心建築物耐震能力補強及

結構性損壞修復工程」細部設計審

查會於淡水中心會議室舉行。 

1050819 本所召開 106 旗艦計畫綠能子項共

識會議。 

1050825 本所第 171 次主管會報在海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召開。 

1050830 本所召開 106 年度農委會創新產業

旗艦計畫「農業綠能固碳及再生循

環之技術整合開發」外部諮詢會議。 

1050908 召開本所 105 年第 4 次考績會。 

1050909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設水族生態展示館民間自提營運移

轉案第 1 次甄審委員會。 

1050910 105 年度「農業產學育成中心聯合展

售會」假臺北希望廣場舉行，活動

至 11 日止。 

1050913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研發成果管理暨

運用稽核作業會議。 

1050922 召開本所 105 年內陞書面審查小組

暨職代甄選會議。 

1050926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5 次研管會議。 

1050926 召開本所第 172 次主管會報。 

1050926 本所召開協助養殖產業因應寒害之

策進研究計畫第 5 次聯繫會議。 

1050929 「2016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於臺北世界貿易中心一館舉

辦，展出至 10 月 1 日。 

1050930 「2016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假高雄

展覽館熱鬧登場，展覽活動至 10 月

3 日。農委會特於 9 月 20 日舉辦

「2016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展前記者

會」，本所應邀展示擬刺尾鯛繁養殖

技術成果，除了為活動造勢之外，

也藉機讓媒體了解本所在海水觀賞

魚人工繁殖方面的努力。 

1051004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4 次甄審會議。 

10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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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

請須知及投資契約草案審查會議。 

1051012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臺東

縣政府假國立臺東專科學校舉辦

「臺東純海水養殖白蝦產品研發及

推廣－調理包研發試吃品嚐會」，由

陳君如所長主持，臺東縣政府由許

家豪副處長與羅淑圓秘書代表與

會，其他的貴賓包括國立臺東專科

學校陳禎祥校長、黃建裕副校長、

漁業署陳建佑組長、臺東區農業改

良場陳信言場長、農糧署東區分署
 

「臺東純海水養殖白蝦產品研發及推廣－調理包研發試吃品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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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河主任、林文揚課員、林務局

臺東林區管理處林孟怡課長、財團

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林志善總經理以及媒體記者等，總

計 50 餘人前來共襄盛舉。 

1051020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生

命條碼為臺灣蚵仔正名 海洋保育

與產業發展雙贏」記者會，由海洋

漁業組蕭聖代聘用助理研究員與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戴仁祥副研究員

發表最新研發成果。 

1051024 105 年種鰻放流計畫在淡水繁養殖

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進行鰻魚標識

作業；26 日至新竹鳳山溪選定地點

進行種鰻放流。 
 

種鰻標識作業 

 

1051025 海洋漁業組假宜蘭縣壯圍鄉東港村

榕樹公園舉行鰻魚放流宣導活動，

由陳君如所長主持，約 60 位民眾、

漁民朋友和工作人員參加。 
 

陳所長與來賓進行鰻魚放流 

1051027 辦理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51031 本所第 173 次主管會報在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召開。 

1051031 本所在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協

助養殖產業因應寒害之策進研究計

畫第 6 次聯繫會議。 

1051101 經濟部水利署 11 月 1 日於中正紀念

堂中正演藝廳，舉行「105 年度愛水

節水表揚大會」。本所因節水成效卓

著，從評比中脫穎而出，獲選為本

年度的「節約用水成效績優單位」。 
 

本所獲「節約用水成效績優單位」，曾主任秘書代表接受

表揚 

 

1051104 辦理本所水試一號試驗船船員進用

甄審會議。 

1051108 召開本所大樓耐震能力工程會議。 

1051114 陳君如所長與企劃資訊組林志遠組

長赴日本參加智慧漁業觀摩參訪行

程，並與日本長崎大學簽署 MOU 延

續協議。 

1051118 辦理本所約僱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51118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及

甄審會。 

1051121 本所召開協助養殖產業因應寒害之

策進研究計畫第 7 次聯繫會議。 



 

121 

 

1051129 召開本所第 174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51129 召開本所「農業資源循環暨農能共

構之產業創新」會議。 

1051208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設水族生態展示館民間自提營運移

轉案評選會議。 

1051209 召開本所 105 年第 6 次考績會。 

1051209 召開 105 年度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小

組第 4 次會議。 

1051209 召開研管會 105 年度第 6 次會議。 

1051214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審

查會議，14－16 日在沿近海資源研

究中心，19－20 日在總所辦理。 

1051217 農委會曹啟鴻主委由陳君如所長陪

同至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水

產生物種原庫視察，隨行貴賓包括

農委會黃麗霞專門委員與曾美玲秘

書、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王志輝分

局長與徐弘明副分局長、臺東區農

業改良場陳信言場長與陳昱初副場

長、臺東大學深層海水產業研究發

展中心劉烱錫主任等 10 餘人。 

1051220 召開本所約僱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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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

會議。 

1051221 召開本所 106 年大樓耐震能力補強

及維護工程案評選會議。 

1051222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設水族生態展示館民間自提營運移

轉案議約會議。 

1051226 本所第 175 次主管會報暨大型引種

計畫研商會議在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召開。 

105122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主

辦鰻苗放流活動，漁業署人員及臺

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韓玉山教授

參與。 
 
 

曹主委等貴賓與陳所長一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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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7 月 21-24 日舉辦之「2016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105 年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舉辦之「2016 年臺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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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舉辦之「2016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