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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座談會及講習會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60407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2017 臺灣周邊海域鎖管生物學及漁業資源評

估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官學界的先進共同討論，由陳

君如所長主持。 

1060411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沿近海漁業資源研討會」，邀請國內學者共

同討論。 

1060626 本所國際會議廳 
本所與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合作推動研究計畫」第 26
次座談會。 

1060710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本所 105 年度重要研究成果發表觀摩會」，

邀請過去一年內，在 SCI 期刊發表、技術移轉以及出國

考察等方面具有實績的同仁擔任主講人，包含 7 篇 SCI
報告、8 項技術移轉及 3 篇出國報告的心得分享，由陳

君如所長主持，至 11 日。 

106080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吳郭魚種原防疫管理研商會議，由張錦宜副所

長主持，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及家畜衛生試驗所與淡水

中心吳郭魚組相關同仁共同與會，會後前往竹北試驗場

勘查。 

1060831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本所辦理農業新南向工作小組－漁業領域業者座談會，

參加人數 51 人。 

1060901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智慧農業 4.0－養殖漁領航產業 Workshop」由本所與

農試所智慧農業 4.0 專案辦公室共同主辦，邀集智慧農

業 4.0 計畫 SIG 成員、各領航產業執行秘書、漁業署及

產業界人士等產官學研代表約 34 人出席。 

106111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本所協助辦理「第七屆海峽兩岸水產學術論文研討會‒
創新水產生物科技：養殖與休閒漁業」，邀請 11 位於養

殖與休閒漁業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擔任主講人，與會者

約 120 人。 

智慧農業 4.0－養殖漁領航產業 Workshop 與會人員合影 第七屆海峽兩岸水產學術論文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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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2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ICOIAM‐TAIWAN 2017 國際研討會，在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召開，本所共同籌辦「新農業農能共構產業創新論

壇」，討論有關農漁綠能共構共享、離岸風能設施等議

題。 

1061204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本所舉辦「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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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

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主任、東港生物技術研究中心陳

紫媖主任，以及相關承辦同仁與 27 位結訓學員等，共計

33 人參與。 

10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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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次座談會。 

陳君如所長主持「106 年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回娘家」座談會 

 
 

二、教育訓練 
 
(一) 農民學院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60411- 
041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蝦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5 人。 

1060502- 
0504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餌料生物培養與應用入門班」，

學員 35 人。 

1060516- 
0518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健康養殖安全管理進階選修

班」，學員 23 人。 

1060621- 
0623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貝類繁養殖入門班」，學

員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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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1- 
0713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

學員 35 人。 

1060829- 
0831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淡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

學員 29 人。 

1060905- 
0907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石斑魚繁養殖入門班」，學員

35 人。 

1061023- 
1103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辦理 106 年度農民學院「海水蝦繁養殖經營管理初階

班」，學員 35 人。 

106 年 5 月 16-18 日辦理之健康養殖安全管理進階選修班 106 年 7 月 11-13 日辦理之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入門班 

 
 

(二) 其他訓練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603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辦理 R 軟體在漁業科技計畫與報告撰寫上之應用課

程，由海洋漁業組金建邦助理研究員擔任講師，張可揚

副研究員及黃閔裕技佐擔任助教。 

1060325-26 
1060506-07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本所協助辦理國立成功商水「106 年度學習區免試入學

教育資源挹注計畫」水產養殖學程特色課程活動。 

參與水產養殖學程特色課程活動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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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2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 DVD 數位影片學習，題目為「性別主流化對

換冤家」。 

1060621 
1061106 

臺中市鹿寮國中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認識在地水產生鮮食

材」與「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鮮技術」，學員 30 人。 

1060719 本所會議室 辦理 106 年度專案法紀宣導課程。 

1060719  本所會議室／各中心 
本所邀請德國曼海姆大學法學博士謝榮堂教授至本所演

講「人權教育」；中心以錄影方式觀看學習。 

1060804 本所會議室 農委會蒞所辦理農業重大政策推廣講習。 

1060913 臺中市忠信國小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認識在地水產生鮮食

材」與「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鮮技術」，學員 30 人。 

1061014 羅東博愛醫院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

鮮技術」，學員 44 人。 

1061018 
1061101 
1061115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認識在地水產生鮮食

材」與「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鮮技術」，學員分別為 20
人、34 人、36 人。 

1061021 
1061028 

藥物毒物試驗所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

鮮技術」，學員分別為 77 人、66 人。 

1061030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 Wiley 全文資料庫試用說明會。 

10611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智財權系統說明。 

1061104 輔英科技大學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

鮮技術」，學員 117 人。 

1061111 新竹馬偕醫院 
辦理 106 年度食農教育推廣活動「水產品保存期限及保

鮮技術」，學員 43 人。 

1061114 本所會議室 
本所舉辦計劃書撰寫技巧與個案分享，由臺灣農業科技

資源運籌管理學會李翎竹博士擔任講師。 

 
 

 

三、專題演講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60203 本所會議室 
本所人事室許主任復盛講解年金改革相關草案並舉辦

「年金改革說明會」。 

106030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百優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許耿豪副總經理前

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次世代定序之技術演進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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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8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自由生態影像與環境教育工作者金磊先生前

來總所演講，講題為「拍鯨•悸動」。 

1060421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邀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水產養

殖學系徐振豐助理教授演講，講題為「海藻繁養殖現況

及未來發展」。 

10605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理事長黃瑞汝女士前

來總所演講，講題為「CEDAW 與施行法」。 

106061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客座教授 Dr. Mikko 
Heino 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Fisheries-induced evolution 
(談漁業導致魚類演化)」。 

1060712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張正明副教授前來

總所演講，講題為「水產品衛生安全品質及產銷履歷制

度之介紹」。 

1060719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丘臺生教授前來總

所演講，講題為「白話魷魚資源評估」。 

1060824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林千祥博士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魚類耳石

之多樣性：從化石紀錄到生態保育之應用」。 

1060928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海洋大學養殖系黃章文副教授前來總所

演講，講題為「從基因體、轉錄體及表現體到吳郭魚選

拔」。 

1061026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科博館張鈞翔研究員前來總所演講，講題為

「冰原奇跡－臺灣哺乳動物的起源與發展」。 

106110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長崎大學阪倉良孝教授前來總所演講，講

題為「魽鰺屬魚類之初期生活史 (Early life history of 
Seriola spp.)」。 

1061101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張鈞翔博士前來總所演

講，講題為「冰原奇跡－臺灣哺乳動物之起源與發展」。

1061108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蕭泉源教授前來總

所演講，講題為「鱻事」。 

1061205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日本長崎大學河邊玲教授前來總所演講，講題

為「大型漂浮式離岸風機場域之漁業栽培增殖計畫」。

1061206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義美食品公司高志明總經理前來總所演講，講

題為「期望開創水產界的「香蕉、菜頭葉」傳奇」。 

1061226 本所會議室 
本所邀請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陳君厚所長前來

總所演講，講題為「矩陣視覺化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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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活動 

日 期 地 點 內 容

1060113 屏東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董聰彥助理研究員協助辦理

CITES 附錄列管物種珍珠鱉(附錄 III)人工繁殖場出口現

場查證。 

1060210 
1060505 

臺北 
高雄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蕭玉晨助理研究員協助辦理

CITES 附錄列管物種異型(附錄 III)人工繁殖場出口現場

查證。 

1060704 
1061020 

澎湖文光國小 
文光國小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研究員

擔任環境教育研習時數講師，進行澎湖海洋生態演講。

1060728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公民基金會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謝恆毅

研究員擔任科普演講講師，進行硨磲貝生態及養殖演講。

1060729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樂先

生擔任「生物多樣性」講師。 

1060812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冼宜

樂先生擔任「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1060814 彰化區漁會 
財團法人農業研究研究中心邀請本所企劃資訊組黃世鈴

研究員擔任「應用益生菌優化文蛤養殖場之生態養殖」

講師。 

1060908 
1061207 
1061208 

臺北、桃園 
臺中 
臺南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冠如副研究員協助辦理

CITES 附錄列管物種魟魚(附錄 III)人工繁殖場出口現場

查證。 

1060912 海巡服務澎湖區 
106 年度海巡服務澎湖區座談會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冼宜樂擔任講師。 

1061007 臺中市科工館 
國立科學工藝館邀請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陳冠如副

研究員擔任臺灣農業的故事專題講者。 

1061117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屏科大水產養殖學系邀請企劃資訊組黃世鈴研究員擔任

「水產動物疾病防疫」講師。 

1061204 屏東 
本所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董聰彥助理研究員協助辦理

CITES 附錄列管物種亞洲鱉(附錄 III)人工繁殖場出口現

場查證。 

1061208 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呂逸林先

生擔任「海洋酸化與塑膠微粒」講師。 

1061211 
1061228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邀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呂逸林先

生擔任「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及「重建島嶼拼圖」

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