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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15 監察院章仁香召委、陳小紅委員及

江綺雯委員等一行 8 人，由本所陳

君如所長陪同蒞臨本所澎湖海洋生

物研究中心進行實地巡察督導。

另，澎湖縣政府曾慧香參議及漁業

署繆自昌主秘等一行 4 人也陪同列

席。 

1070116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新

(黃丁士)、卸(林金榮)任主任交接典

禮，由張錦宜副所長監交，澎湖縣

議會議長劉陳昭玲、澎湖縣農漁局

陳高樑局長、馬公市秘書洪長青、

農業改良場澎湖分場施純堅主任、

澎湖科技大學養殖系曾建璋主任、

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董瑞寶

主任與地方各界人士約百餘人到場

觀禮祝賀。 

1070122 本所召開 108 年度「漁業科技研發

綱要」及「農業綠能多元發展之整

合性關鍵技術研發與推動計畫」先

期作業會議。 

1070201 召開本所 108 年度「農業綠能多元

發展之整合性關鍵技術研發與推

動」計畫工作討論會議。 

1070207 召開本所 107 年度觀賞魚團隊整合

研發聯繫會議。 

1070208 召開本所第 188 次主管會報。 

1070208 本所舉行歲末聯歡活動。 

1070208 召開 107 年試驗船幹部船員內陞作

業甄審會議。 

1070208 召開育成中心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107020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1 次會議。 

1070213 召開本所「農業綠能多元發展之整

合性關鍵技術研發與推動」子項計

畫 108 年度先期構想書審查會議。 

1070301 召開約僱人員遴選會議。 

1070304 本所水產檢驗服務中心通過鎘和鉛

FAPAS 能力試驗；4 月 5 日通過甲

基汞 FAPAS 能力試驗。 

1070308 召開本所第 189 次主管會報。 

107030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2 次會議。 

1070312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2 次考績會暨

甄審會(視訊)。 

1070320 召開本所 107 年度各試驗船船員進

用第一次甄審會議。 

1070321 召開 107 年度臺西試驗場建築物耐

震能力補強及結構性損壞修復工程

評選會議。 

1070323 漁業廣播電臺至總所採訪三長。 

107032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創新育成中

心假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辦理

「科研成果暨產學育成媒合會」。

本次活動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各試驗所、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

會共同辦理，本所於活動當天現場

發表「小眼花簾蛤種苗人工繁殖生

產技術」、「遠海梭子蟹苗量產技

術」、「牡蠣殼珍珠層胜肽萃取技

術」及「藍刻齒雀鯛等五種雀鯛種

苗生產技術」等研究成果。 

1070329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1 次生物安全

小組會議。 

1070402 召開 107 年度本所「水試一號」輪

機長進用甄審會議。 

1070409 召開本所第 190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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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協商會議。 

1070410 召開水試一號延壽委託案評選會

議。 

1070416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3 次甄審會。 

1070416 召開「氣溫及養殖池水溫相關性研

究」聯繫會議。 

1070419 召開漁業氣象推廣教材知識研習會

議。 

1070427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3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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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7 召開 107 年度本所創新育成中心推

動小組會議。 

1070430 辦理本所 107 年度(上半年)防火防

災教育演練課程。 

1070509 召開本所創新產業旗艦計畫 107 年

執行進度檢視會議。 

1070510 召開本所第 191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70815 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屬水

族館促參委外澎博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重啟營運。 

107051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在高雄區農業改

良場澎湖分場舉辦第 6 次全國農業

會議地方草根會議，本所陳君如所

長代表農委會主持，近百位澎湖縣

產官學界代表與關心農業發展的民

眾齊聚一堂，共同討論在地農漁業

重要議題。 
 

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地方草根會議 
 

1070516 107 年度模範公務員表彰大會，由林

聰賢主任委員親自頒獎表揚。本所

水產加工組郭科良助理研究員榮獲

107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

關模範公務人員。 

1070516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主管業

務宣導，由曾振德主任秘書主持，

參與同仁包括人事室許復盛主任、

主計室林振庭主任及政風室張泰主

任等共 25 人。 

1070530 總所秘書室郝再隆專員、江貞憲先

生及會計室周麗卿小姐等一行 3 人

至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執行國有

公用財產管理業務實地訪查及零用

金查核。 

1070530 本所召開沿近海漁業資源評估專家

會議。 

1070604 本所 107 年度科技計畫執行進度報

告會議，分別於 6 月 4、20 日及 7

月 2、12 日在總所；6 月 4-5 日在海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6 月 14 日在淡

水繁養殖研究中心；6 月 21-22 日在

東港生技研究中心；6 月 28-29 日在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7 月 4 日在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7 月 20 日

在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召開。 

10706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轄下各試驗所及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創新

育成中心，假行政院新莊聯合辦公

大樓 B1 美食區舉辦「107 年度農業

育成聯合展售會」。本所輔導之廠

商亦熱烈參與本次的活動，並推出

多項讓消費者食指大動的產品，活

動至 15 日止。 

1070612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白沙鄉後

寮村放流 10 萬隻沙蟹苗。 

1070613 本所召開 107 年度第 4 次甄審會。 

1070613 本所召開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4 次會議。 

1070621 本所第 192 次主管會報，在東港生

技研究中心召開。 

1070713 辦理農科院委辦計畫期中審查。 

1070716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3 次考績會及

第 5 次甄審會。 

1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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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侑

勖助理研究員發表「解密生殖技

術：水試所成功繁殖高經濟溫水性

魚類－牙鮃」。 

1070719 「2018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於臺北

南港展覽館舉辦，本所以「微型生

態海水魚套組開發」、「紅藻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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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成功繁殖高經濟溫水性魚類牙鮃記者會 
 

應用技術之研發」、「新興養殖二

枚貝－簾蛤繁養殖技術」3 項技術參

展，展期至 22 日。 

1070724 本所與國立成功大學假該校辦理學

術與教育合作協議書簽約儀式，由

陳君如所長及陳東陽副校長代表雙

方簽署。 

1070726 基隆市政府在基隆市碧砂漁港舉辦

2018 基隆鎖管季活動，本所應邀設

攤推廣鎖管保育概念。 

1070726 「2018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臺灣農

業形象館」於臺北世貿一館舉辦，

本所以「鋸緣青蟹獨立盒養殖系統/

蟹堡－螃蟹養殖盒」技術參展，展

期至 28 日。 

1070727 召開第 193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70806 召開本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

屬水族館完工營運前研商會議。 

 

1070813 召開本所農科院計畫查核小組會

議。 

1070829 召開水產養殖用藥安全科技研發計

畫統籌會議。 

1070830 召開第 194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70903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4 次考績會及

第 6 次甄審會。 

107090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5 次會議。 

1070904 辦理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附設水

族生態展示館營運移轉案營運品質

管理會議，由召集人張錦宜副所長

主持，與會人員包括陳文義委員、

蔡吉郎委員、黃博昌委員、何源興

委員、台灣夢想文化科技(股)公司潘

俊煌董事長及十方都市開發顧問有

限公司沈威志經理等一行 20 人。 

1070906 「107 年度農業創新育成中心聯合

畢業成果發表會」在農委會 5 樓大

禮堂舉行，由本所、農業試驗所、

林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及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共

同辦理。本所輔導的畢業廠商－聖

鯛水產科技的黃壹聖董事長應邀分

享進駐期間的心路歷程。 

1070907 本所召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種

原庫深層及表層海水取水設施營運

移轉案初審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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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13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東部

中心種原庫辦理「東部海洋生物研

究中心種原庫深層及表層海水取水

設施營運移轉(OT)案」公聽會。會

議由東部中心何源興主任主持，與

會貴賓包括行政院許志雄顧問、經

濟部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黃

子航主任、國立臺東大學李俊霖教

授、臺東縣深層海水利用發展協會

吳茂雄理事長、東藻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曾思閔主任及麗島深層海水股

份有限公司李興明總經理等 20 餘

人。 

1070918 召開本所 107 年創新產業旗艦計畫

光電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1070919 由本所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共同主辦的

「107 年智慧水產養殖技術工作

坊」，在經濟部南部創新園區服務

館召開。本次活動呈現了本所參與

智慧農業 4.0－養殖漁產業方面的部

分成果，並進行跨領域之技術交

流，希望能儘速達成養殖漁產業翻

轉升級的目的。 

1070927 「2018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

發展館」於臺北世貿一館舉辦，本

所以「產葡聚糖及寡糖之乳酸菌保

存及培養技術」、「魚鱗粉及其製

造方法」等 2 項技術參展，展期至

29 日。 

1071001 本所第 195 次主管會報於淡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竹北試驗場召開。 

1071001 本所舉辦 107 年度下半年防火防災

教育演練課程。 

1071002 召開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種原庫深層及表層海水取水設施營

運移轉(OT)案」第 1 次甄審委員會。 

1071005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5 次考績會及

第 7 次甄審會。 

1071008 召開 107 年度本所創新育成中心第

三次推動小組會議。 

1071008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6 次會議。 

1071018 召開本所 107 年度旗艦計畫風機及

產業分析推動小組工作會議。 

107102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副主委在

行政院許志雄政務顧問及本所張錦

宜副所長陪同下，蒞臨本所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水產生物種原庫視

察，隨行貴賓包括國立臺東大學劉

炯錫教授、農委會陳玲岑科長、劉

婉君技正、陳平軒秘書及羅于雯秘

書、農糧署翁震炘主任秘書、陳啟

榮分署長、吳秉叡主任及郭瑞郎主

任、臺東區農業改良場陳信言場長

與漁業署陳家勇技正等 20 餘人。 

1071030 召開本所「漁業科技研發綱要」及

「農業綠能多元發展之整合性關鍵

技術研發與推動」等計畫 109 年度

先期作業會議。 

1071030 本所於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16 日分

別召開 107 年第 6 次及第 7 次書面

審查小組會議(聘用人員外補案)。 

1071031 召開本所第 196 次主管會報。 

1071103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良食

方舟特展」於臺中花博外埔園區智

農館舉辦，本所以石斑魚、臺灣鯛、

海水觀賞魚、淡水觀賞魚等 4 項技

術參展，展期至 25 日。 

1071106 召開本所水產種原庫規範草案會議。 

1071108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6 次考績會(視

訊)。 

1071115 防疫型白蝦養殖及繁殖示範場甄選

會議於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舉行，共

入選防疫型白蝦養殖示範場 5 家、

一般型養殖對照場 2 家及防疫型白

蝦養殖及繁殖示範場 1 家。 

1071116 本所於 15 及 22 日分別召開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深層水營運移轉案

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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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1 「2018 臺灣國際漁業展」於高雄展

覽館舉辦，本所以「牡蠣完全利用

技術」、「SPF 白蝦繁養殖技術」、

「漁電共生試驗模組」等 3 項技術

參展，展期至 23 日。 

1071126 本所 107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審查及

108 年構想書審查會議，分別於 11

月 26、27 日與 12 月 7 日在總所；

12 月 4、5、10、11、12 日在沿近海

資源研究中心召開。 

1071129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舉辦臨時人

員甄審會，由蔡惠萍研究員主持，

與會同仁 15 人。 

1071129 召開本所第 197 次主管會報(視訊)。 

1071129 「2018 臺灣醫療科技展－農業健康

館」於南港展覽館舉辦，本所以「鮪

魚血合肉機能性食品之開發」、「微

型生態海水魚缸套組開發」等 2 項

技術參展，展期至 12 月 2 日。 

1071201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神農

奇技特展」於臺中花博外埔園區智

農館舉辦，本所以「水產養殖設施

感控聯網可視化管理系統」技術參

展，展期至 23 日。 

1071204 本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種原庫

深層及表層海水取水設施營運移轉

(OT)案舉行簽約儀式，由本所陳君

如所長及寶順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林寶樹董事長代表雙方完成簽署。 

1071206 本所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記者

會，由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葉信利

主任發表「漁電共生－養殖光電共

構雙贏」。 

1071206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8 次甄審會。 

1071213 召開本所研發成果管理小組 107 年

度第 7 次會議。 

1071218 屏東縣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舉辦「農

業循環技術研發成果展示暨研討

會」，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提供魚

菜共生模組參展。 

漁電共生-養殖光電共構雙贏記者會 

 

1071219 召開本所 107 年度第 7 次考績會。 

1071220 召開本所 107 年度「農場之綠能、

固碳及再生循環標章制度建立」委

辦計畫期末審查會議。 

1071221 本所第 198 次主管會報於海水繁養

殖研究中心舉辦。 

1071222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舉行百週年慶

暨智慧與綠能水產養殖研討會，除

百週年慶紀念儀式與研討會之外，

也安排了研究文物靜態展與紀念影

片播映。行政院農委會主任秘書張

致盛、科技處處長王仕賢、前所長

廖一久、蘇偉成、前分所長黃丁郎、

丁雲源、林明男、水試所各研究中

心主任及產官學代表共 200 多人到

場祝賀。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百週年慶與會人員合影

 

1071228 召開本所 107 年度業務委外專案小

組會議(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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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7 月 19-22 日舉辦之「2018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 
 
 

107 年 9 月 27-29 日舉辦之「2018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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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1 月 3-25 日舉辦之「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良食方舟特展」  
 
 

107 年 11 月 21-23 日舉辦之「2018 臺灣國際漁業展」 
 
 

107 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舉辦之「2018 臺灣醫療科技展－農業健康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