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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4 召開 107 年度「漁業科技研發綱要」

及「推動臺灣沿海藍色經濟成長綱

要」先期作業會議。 

1060105 召開臺灣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調查規

劃會議。 

1060109 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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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損壞工程」第 3 次工務會議。 

1060112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第 1 次考績會及

甄審會。 

1060116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60119 召開本所水產研究大樓及東棟及南

棟建築補強工程規劃會議。 

1060123 召開本所研究人員升遷書面資料審

查小組會議。 

1060125 召開本所第 176 次主管會報。 

1060125 舉辦 105 年度歲末聯歡活動。 

1060203 辦理「年金改革說明會」(視訊)。 

1060206 召開 107 年度遠洋漁業資源調查評

估科技計畫討論會議。 

1060206 本所與國立臺南大學在臺南大學誠

正大樓會議室舉行學術與教育合作

協議簽約儀式，由陳君如所長與黃

宗顯校長代表簽署。 

1060209 本所與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在海科

館潮境海洋中心舉行學術合作協議

書簽約儀式，由本所陳君如所長與

海科館吳俊仁館長代表簽署。 
 

簽約儀式後合影 

 

10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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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議約會議。 

1060217 召開本所 106 年第 2 次考績會暨甄

審會。 

1060217 召開 106 年度研管會第 1 次會議。 

1060220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記者

會，由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江偉

全副研究員發表「鬼頭刀往哪游？

臺日攜手解秘」。 

1060223 本所第 177 次主管會報，在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召開。 

1060302 召開本所「大樓耐震能力補強及維

護統包工程」基本設計審查 (初審) 

第 2 次會議。 

1060303 召開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臺西

試驗場耐震補強工程第 1 次評選會

議。 

1060316 本所與臺灣夢想文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舉行「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設水族生態展示館營運移轉案」

簽約儀式，由陳君如所長主持。 
 

簽約儀式後合影 

 

1060316 召開本所 106 年智慧農業 4.0 計畫

「智能化養殖技術之研發」第 1 次

進度會議。 

1060317 召開本所 104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計

畫「雙價病毒疫苗應用於石斑種魚

與稚魚」及「海水貝類優質種苗之

量產及其養殖推廣」期末審查會議。 

1060317 召開本所「沿近海漁業資源調查規

劃－拖網研究團隊會議」。 

1060320 召開本所106年度創新育成中心第1

次工作會議。 

1060321 「鰻魚資源復育之研究」計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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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會議於淡水中心會議室舉行，

由張錦宜副所長主持，與會者為計

畫相關研究人員。 

1060323 召開本所「大樓耐震能力補強及維

護統包工程」基本設計複審會議。 

1060331 召開本所第 178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60331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6 年

度第 2 次會議(視訊)。 

1060412 行政院林全院長在農委會翁章梁副

主委陪同下，蒞臨本所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視察，

隨行貴賓包括劉櫂豪立委、陳瑩立

委、谷辣斯．尤達卡立委、行政院

陳美伶秘書長、吳宏謀政務委員、

徐國勇發言人、莊麗蘭處長、高遵

處長、鄭純宜副主任、原住民族委

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行政院東

部聯合服務中心許傳盛執行長、經

濟部水利署陳肇成總工程司、南區

水資源局黃世偉局長、第八河川局

許金龍副局長與農委會臺東區農業

改良場陳信言場長等約 50 餘人，由

陳君如所長、何源興主任接待。 

1060413 召開本所 106 年度「農業資源循環 

 

暨農能共構之產業創新」計畫目標

共識會議。 

1060418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人工

育成的虎斑烏賊幼苗約 1 萬隻 (全

長 1－5 cm) 及萊氏擬烏賊幼苗約 1

千隻 (全長 1－3 cm)，於澎湖縣馬公

市青灣水產教育保留區海域實施放

流，由張錦宜副所長主持。 

1060420 召開氣象局與本所 107－110 年形塑

計畫之合作模式與規劃會議。 

1060421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第 3 次考績會及

甄審會。 

1060421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第 3 次研管會。 

1060425 本所與澎博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舉行「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

水族館擴建整建營運移轉案」簽約

儀式，由陳君如所長主持。 
 

簽約儀式後合影 

 

 
 
 
 
 
 
 

 

 

林全院長等貴賓與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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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7 召開本所第 179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60429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澎

湖縣政府辦理望安國小建校 100 年

校慶暨海龜保育宣導活動，在望安

鄉網垵口仙史宮前沙灘舉辦「龜鄉-

歸鄉」之海龜野放，共野放 11 隻綠

蠵龜。 

1060503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將人工

育成的 15 萬尾遠海梭子蟹稚蟹 (平

均甲殼寬為 0.7－2 cm)，於澎湖縣馬

公市重光海域實施放流，由林金榮

主任主持，並邀請重光里陳天成里

長、海岸巡防署周子琳巡防官及其

同仁等共襄盛舉。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海域實施放流遠海梭子蟹稚蟹 

 

1060508 召開本所 107 年度旗艦計畫子項計

畫先期審查會議。 

1060513 基隆市政府主辦「2017 珍愛潮境 魚

樂基隆－潮境保育區周年慶活

動」，本所協助辦裡魚苗放流活動。 

1060517 本所育成中心辦理創育廠商標竿學

習觀摩會，參訪屏東農業生物技術

園區、芝林企業有限公司。 

1060519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60524 辦理本所 106 年度第二次船員 (幹

部內陞及輪機長、漁航員、輪機員) 

甄審會議。 

1060525 辦理本所 106 年度防火防災演練。 

1060525 召開本所第 180 次主管會報。 

106052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聰賢主委由翁

章梁副主委及黃金城副主委陪同蒞

臨本所業務視察，隨行貴賓包括科

技處張致盛處長、企劃處蔡昇甫處

長、國際處林麗芳處長、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基隆分局邱垂章分局長及

漁業署陳添壽署長，陳君如所長率

同張錦宜副所長、曾振德主任秘書

及各單位主管接待。 

106060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聰賢主委由漁

業署陳添壽署長陪同蒞臨本所澎湖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視察，隨行貴賓

包括農委會主委室張經緯簡任技

正、漁業署企劃組林國平組長、漁

業署企劃組陳文深研究員，由陳君

如所長及林金榮主任接待。 

1060610 海岸巡防署於基隆港東碼頭及外海

辦理 106 年度海安九號演習暨世界

海洋日，本所應邀於「親親海洋推

廣區」設置攤位，特別製作了「認

識鎖管」、「鎖管的生殖與成長」、

「鎖管產卵場研究與保護」及「即

時鎖管加工技術」等容以鎖管為主

題的海報，並辦理立型紙雕 DIY 及

在 FB 按讚送好禮等活動。 

1060619 召開本所106年度農業科技計畫第2

階段研提計畫審查會議。 

1060619 召開本所約僱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6062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聰賢主任委員

在劉櫂豪立法委員陪同下，蒞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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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室張經緯簡任技正、企劃處蔡

昇甫處長及黃志堅技正、科技處李

紅曦副處長及洪偉屏科長、漁業署

林國平組長、臺東區農業改良場陳

信言場長、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李文權院長及水產科技研究所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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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廉所長、臺東縣政府農業處許瑞

貴處長及陳文泰科長等 20 餘人，由

陳君如所長、何源興主任及種原庫

同仁共同接待。 

1060626 召開本所第 181 次主管會報。 

1060628 召開本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台

西試驗場文蛤養殖池提供設置地面

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案」議約會議。 

1060628 中央氣象局舉辦局慶開放參觀活動

‒「生活有氣象之有備 (bear) 而來‒

氣候應用特展」，本所應邀配合辦

理明信片彩繪魚 DIY，FB 按讚送立

型紙雕等活動，至 7 月 2 日。 

1060629 2017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在南港世貿

展覽館舉行。本所配合展出雀鯛種

苗生產技術、海水觀賞蝦量產技術

－紅斑活額蝦、鯖魚加工副產物製

備抗發炎生物製劑、麴菌在水產食

品之應用等 4 項技術，至 7 月 2 日。 

1060707 研商臺灣養殖吳郭魚品系調查及分

工及本所內部吳郭魚湖泊病毒之監

控與防疫措施會議。 

1060711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會議。 

1060712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60712 召開「水試一號」於臺東外海碰撞

案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717 研商「因應養殖文蛤大量死亡相關

事項」會議。 

1060726 本所主辦之「106 年度農業創新育成

中心科研成果技術發表會」於高雄

蓮潭會館召開，邀請農林漁牧相關

研究人員進行技術簡介，藉此提供

具有商品化潛力之農業技術發表及

展示平台，進而達到產學(研)雙方資

訊交流目的，共有 58 間廠商參與。 

1060727 召開本所第 182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60816 召開 106 年度第 1 次水產種原庫聯

繫會議。 

1060816 召開 106 年度創新育成中心第 1 次

推動小組會議。 

1060825 召開本所第 183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60828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外

補遴選會議。 

1060905 「106 年度農業創新育成中心聯合

畢業成果發表會」在農業委員會 5

樓大禮堂舉辦，由主任委員林聰賢

親自頒贈畢業獎牌給本年度 11 家育

成畢業業者。另為展現農業創新育

成中心輔導成果，於會場設置畢業

業者育成成果展，並邀請 3 家畢業

廠商經驗分享及與 7 大策略聯盟夥

伴締盟簽署，見證農業育成能量及

農企業之蛻變成長。 

1060909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烏崁

社區辦理『烏崁海膽保護區』保育

宣導，包括社區民眾、海巡單位及

學生共計 50 名參與。 

1060913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甄審會。 

1060914 召開本所 105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計

畫「整合九孔幼苗培育流程之研發

與產業應用」及「硬殼淺蜊人工繁

殖技術建立」期末審查會議。 

1060915 召開本所生物安全小組106年度第1

次會議。 

1060919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第 4 次考績會。 

1060919 本所配合經濟部假臺北世貿一館辦

理「2017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展前記者會，由海水繁養殖研

究中心吳育甄副研究員發表「鋸緣

青蟹獨立盒養殖系統」。 

1060920 召開旗艦計畫分項計畫工作會議。 

1060922 「2017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於南港

展覽館隆重登場，本所展示項目包

括世界第一的鱟繁養殖技術、臺灣

西南海域遠海梭子蟹繁殖週期調查

與人工繁養殖技術建立、鋸緣青蟹

獨立盒養殖系統、具特殊食性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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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水族缸的油彩蠟膜蝦 (海星蝦) 

與紅線鞭腕蝦 (薄荷蝦) 及對環境

友善的雀鯛及小丑魚等環保珊瑚

魚。此外，也將育成中心的服務項

目及可技轉的觀賞魚相關技術，向

有興趣的廠商業者進行介紹廣宣。

現場還準備了資料夾、立型紙雕、

AR 明信片及書籤等文宣品贈送，以

增加與參觀民眾的互動，至 25 日。 

1060928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臺東

縣政府在臺東市共同舉辦「臺東好

蝦記者會」，廣邀記者及縣內白蝦

養殖業者參加，當天由郭主義主廚

示範「避風塘鮮蝦」及「啤酒香蝦」

兩道料理，並結合產地餐桌的概

念，由臺東在地餐廳一起展現拿手

的白蝦料理供來賓試吃。 

1060928 由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

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共同主辦的

「第 13 屆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

展」假臺北世貿一館舉辦。農委會

負責規劃之「農業館」，今年共計

選出 45 項創新且可技轉業界運用之

農業科技研發成果亮點技術參展。

本所配合本次參展活動，推出了「水

產微脂體製備及其霧化態微脂體應

用」、「牡蠣殼珍珠層胜肽萃取技

術」、「鋸緣青蟹獨立盒養殖系統」、

「紅斑活額蝦種苗量產技術」等 4

項極具產業化及商品化應用價值之

研發成果參展，至 30 日。 

1061012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配合澎

湖縣政府辦理第 41 次海龜野放保育

宣導活動，共野放 8 隻綠蠵龜。 

1061013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記者

會，由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張格銓

聘用助理研究員發表「化不可能為

可能-100% 全雄性臺灣鯛魚苗之選

育」。 

1061019 召開 106 年度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第二次會議。 

1061021 2017 基隆城市產業博覽會假基隆港

西二、西三碼頭倉庫舉辦，本所配

合展出環保珊瑚魚及海水觀賞蝦等

水族，至 29 日。 

1061030 召開本所 106 年業務委外專案小組

會議。 

1061031 召開 106 年度本所創新產業旗艦計

畫執行進度檢視會議。 

1061031 召開本所第 185 次主管會報。 

1061101 召開本所汰換超額聘用人員審查小

組會議。 

1061104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與臺東

縣政府在高雄市共同舉辦「臺東好

蝦試吃暨展售會」，現場有臺東地

區白蝦養殖戶與小農設攤展售。活

動當天邀請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理

系劉文得副教授進行主廚料理秀，

示範「柚香白蝦蔬食」、「黃皮白

蝦燒賣」及「上肉白蝦煎餅」等三

道料理。 

1061107 召開本所生物安全小組106年度第2

次會議。 

1061108 召開 106 年度第 5 次甄審會。 

1061109 「2017 臺灣國際漁業展」假高雄展

覽館舉辦。本所配合展出超雄性

(YY)臺灣鯛選育技術、牡蠣殼珍珠

層胜肽萃取技術及漁業加工副產物

產製調節免疫保健產品等 3 項技

術，至 11 日。 
 

陳所長主持記者會，展示全雄性臺灣鯛  



 

128 
 

1061111 基隆市政府鎖管季主題活動「2017

漁你同樂－漁夫嘉年華」假基隆市

碧砂漁港辦理。本所配合設置解說

攤位，介紹鎖管、花枝、魷魚等市

場上常見的頭足類漁獲。 

10611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良

場與當地之農委會所屬機關共同舉

辦開放日活動，以「農好食光有夠

讚」為主題，結合農村產業百大精

品農創產品推廣，本所東部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應邀展示海水觀賞魚及

漁業資源調查成果，並配合附設水

族館 OT 案廠商宣傳臺東海洋夢想

館。 

1061120 本所於宜蘭河畔的東港榕樹公園舉

辦「106 年度種鰻標識放流暨鰻魚資

源復育」放流儀式，由本所張錦宜

副所長帶領海洋漁業組、水養產養

殖組和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多位同

仁與台大韓玉山教授的研究團隊合

作執行放流作業；另外，台灣區鰻

魚發展基金會蔡董事長秋棠、台灣

區鰻蝦生產合作社聯合社顏理事主

席樹根、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

會廖理事長耀宗等養鰻界貴賓應邀

參與活動，日本公共媒體 NHK 也全

程拍攝放流過程。 

1061120 本所辦理研發成果管理小組會議。 

1061122 本所假臺北和平辦公大樓 1002 會議

室研商 108 年度新興重點政策額度

計畫綠能領域共識會議，由陳君如

所長主持。 

1061126 本所陳君如所長與淡水區漁會總幹

事等搭乘遊艇至淡水河口放流本所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台西試驗場培

育之蛤苗。本所此次成功繁殖淡水

河口文蛤除可提供新北市作為資源

復育用，亦將篩選部分種苗養成作

為種貝，透過人工繁殖與放流，重

現淡水河文蛤昔日盛況。 

1061127 召開本所第 186 次主管會報  (視

訊)。 

1061207 「2017 臺灣醫療科技展」假南港展

覽館舉辦。本所配合展出牡蠣殼珍

珠層胜肽萃取技術、海洋卵磷脂－

腦部保健的明日之星及魚鱗膠原胜

肽萃取技術等 3 項技術，至 10 日。 

1061211 106 年中華民國農學團體聯合年會

展示活動假國立中興大學舉辦，本

所配合展出牡蠣殼珍珠層胜肽萃取

技術、永續循環生產之魚菜共生系

統等 2 項技術，並協助邀請本所合

作廠商彰化縣王功農漁牧生產合作

社，展出煅燒牡蠣殼粉項目。 

1061213 召開本所 106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 

1061215 本所 106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分別於 15、18、25 日在總所召

開；20－22 日在沿近海資源研究中

心召開。 

1061220 水試一號歲修驗收試俥。 

1061221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受邀參

加農委會農糧署東區分署在臺北市

辦理之「東部產業六級化 農商合作

創商機『當歸、丹參、紅糯米跨域

加值』」成果發表記者會，推廣臺

東養殖白蝦。 
 

何源興主任講解本所推廣臺東養殖白蝦成果 

 

1061226 召開本所聘用人員 (職務代理) 遴

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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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舉辦之「生活有氣象之有備 (bear) 而來‒氣候應用特展」 
 
 

106 年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舉辦之「2017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 

106 年 9 月 22-25 日舉辦之「2017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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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9 月 28-30 日舉辦之「第 13 屆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106 年 11 月 9-11 日舉辦之「2017 臺灣國際漁業展」 

106 年 12 月 7-10 日舉辦之「2017 臺灣醫療科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