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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大學 Collins博士來訪演說 

蔡沛學助理教授/大五麥振權 

系蔡沛學老師主持的繁殖生理實驗室藉由美國繁殖生理基

金會（Theriogenology Foundation）、科技部國際學者訪問

補助計畫以及臺大獸醫專業學院，於今年 9月下旬（9 月 22日至

26日）共同邀請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 Wynne Collins博士至本院

進行兩場專題演講。 

Collins博士於愛爾蘭獸醫學院取得獸醫學學位後，至美國加

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接受馬科動物繁殖生理專科住院

醫師訓練，於 2005 年取得繁殖生理專科醫師資格與美國 ACT 專

科醫師證照（American College of Theriogenologist Diploma）

後，受美國知名研究機構 Smithsonian Biology Institute 網羅，並

在繁殖生理權威 Steve Monfort 的指導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在

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由澳洲昆士蘭大學聘任，負責協助建立獸醫

學院的馬醫院與繁殖專科部門。 

Collins博士專精於馬科動物（尤其是非洲野

驢與亞洲野馬）與野生動物繁殖生理，透過不同

繁殖技術以達到物種延續及保育之目的。此次兩

場專題演講，不僅吸引系上許多學生踴躍參與，

其他各校相關授課老師及台北市立動物園也有許

多人員共襄盛舉。在兩場演講後，Collins博士也

與本院周晉澄院長討論未來合作、授課與學生交

換的可能性。Collins博士也應邀參觀台北市立動

物園，並與獸醫室的醫師們及動物繁殖保育組人

員討論園內繁殖相關計畫與工作，期望能結合台

大獸醫學院、台北市立動物園與昆士蘭大學獸醫

學院（Collins博士的實驗室）於繁殖生理方面之

專長，共同為台灣保育類動物盡一己之力。蔡沛

學老師實驗室成員也於演講後帶 Collins 博士參

觀了故宮博物院、龍山寺、華山藝文特區、101

等知名景點，並至台北市著名茶莊品茶，了解台

灣茶道文化，希望透過文化交流，促進彼此了解，

使學術研究的合作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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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博士專題演講後與大家合影 

Collins博士與本院周晉澄院長商談合作事宜 

與 Collins博士共遊台北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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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與清大生命科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 

林辰栖副教授 

前院務會議方才通過，我院與清大生命科學院簽訂雙邊合作備忘錄（MOU）一案。此案緣起

於清大生科院特聘教授──同時也擔任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執行長──李家維教授的居中

聯繫。李家維教授於 9 月底特地前來台大獸醫專業學院拜訪，與周晉澄院長晤談商議，促成雙邊的合

作機制。其目的乃希望結合彼此在教學研究上的強項，互取所需、共盛共榮。 

為了深化兩院情誼，10月 10日李家維教授特地邀請清大生科院與我院教師前往他位在苗栗南庄

的莊園，進行雙邊首度的聯誼聚會。當天風和日麗，南庄的景色宜人、李教授的莊園中更是佈置得出

色典雅，且有考古、藝術、宗教以及物種多樣性的各式收藏，令人眼界大開。其中尤以李教授所蒐集

齊家文化的出土文物最令人讚嘆，齊家文化是發源於中國甘肅省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當時的人類

已能熟稔運用銅器與陶器的冶作技術。因此，此次我們也有幸觀賞到隸屬於齊家文化的禮器與珍貴玉

璧等文物，令人印象深刻。 

當日台大的出席教師包括森林系系主任袁孝維教授、獸醫專業學院周晉澄院長、王汎熒教授、張

芳嘉教授伉儷、周崇熙副教授、

以及林辰栖副教授；清大方面全

球事務長陳信文教授、生科院江

安世院長、楊嘉鈴副院長、榮譽

講座教授伍焜玉院士、李家維教

授、王雯靜教授、呂平江教授、

張大慈教授、徐邦達教授、孫玉

珠教授、莊永仁教授，李家霖助

理教授等。此外，包括長庚大學

張中明生技系助理教授，以及遠

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也同來共

襄盛舉。在此聚會中，雙邊針對

未來對於課程的互相承認、與學

術研究的交流進行了具體的策略

研擬，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結合

各自的長處與需求，為兩院的長

遠發展更添利器。 

日 

(左起)清大生科院江安世院長、李家維教授與本院周晉澄院長
為雙邊合作奠基合影留念 

李家維教授收藏之齊家文化禮器。 

齊家文化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因主要遺址齊家坪而得名，分布

以甘肅省蘭州一帶為中心。1923 年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發

現，原以為早於河南仰韶文化，後由畢業於清大歷史系的考古

學家夏鼐更正，證明齊家文化在仰韶文化之後，約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為銅石並用階

段，其陶器以黃色陶器為主，有刻創紋路，並常有繩紋。此外，

大量動物骨的發現，可知動物馴養在齊家文化中甚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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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與清大雙方教師於南庄紀行聯誼會後留影紀念 

當天與會人士與齊家文物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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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臺大獸醫專業學院人事異動與學生入學概況 

本學期已於 9 月 14日開學，新的學年度，除了新生以外，老師們也有新氣象，簡述如下： 

 林辰栖老師晉升為副教授； 

 新聘陳慧文老師為助理教授； 

 新聘武敬和老師為助理教授； 

 新聘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張照勤教授為兼任教授； 

 新聘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腫瘤治療科主任季匡華醫師為兼任教授； 

 新聘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林翰佑副教授為兼任副教授。 

此外，目前本院正在進行教師甄選，徵求獸醫病理學教師、獸醫免疫學教師，以及獸醫解剖學及

胚胎學教師各一名，詳情請見本院官方網站（http://www.vm.ntu.edu.tw/DVM/）公告。 

在學生的部分，大學部新生有 59名、碩士班新生有 37名、博士班新生有 7名（如下圖）。歡迎

新生加入獸醫專業學院的大家庭中，並祝福大家的學業與研究都能有好的開始。 

 

圖、104學年度本院學生分布情形： 

 大學部學生共 337人，其中 59名為新入學學生。 

 碩士班學生共 89人，其中，獸醫學研究所（簡稱獸醫所）有 43 人，新入學 18人；分子暨比較

病理研究所（簡稱比病所）有 14人，新入學 8人；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簡稱臨床所）有 32

人，新入學 11 人。 

 博士班學生共有 37人，其中 7人為新入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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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獸醫系迎新大會 

 
  

為協助本系新鮮人能更快融入獸醫系的大家庭中，系學

會特地於 9 月 19 日於獸三館 B01 會議室舉行迎新大會。

除了讓大學部各家族與新進成員互動外，系學會也準備

了精彩的活動環節，熱絡會場氣氛，使大會圓滿落幕。

希望新生們能因此更享受嶄新的臺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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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計畫執行近況 

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計畫自 2007年 10月 9日，由臺大與郭台銘先生簽訂捐贈

備忘錄以來，今年邁入第八個年頭，一貫秉持著「關懷生命、愛護動物」的核心價值，在流浪

動物議題上繼續耕耘。本年度計畫總共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偏鄉地區的犬貓絕育，以及流浪動物獸醫

師培育，另一方面，為了從根源解決流浪動物問題，所設計及規劃的流浪動物福利教育宣導，以及動

物福利交流平台的推廣。 

在偏鄉絕育的部分，今年與桃園、台南、屏東等

地的動保機構與組織合作，除絕育手術以外，也同時

利用民眾等候手術完成的時間，舉行動保宣導活動，

希望民眾能更了解並體會動物福利的真正意義。此外，

憑藉臺大獸醫專業學院的專業能力，由臨床老師率領

對流浪動物有興趣的住院醫師與獸醫學系學生，到偏

鄉絕育的現場了解實際情形，教學相長，除了解偏鄉

絕育因條件限制而克難的醫療技術以外，也嘗試提升

偏鄉絕育手術的水準。 

在教育方面，承續去年的成果，今年夏天與關懷

生命協會合作，舉辦了動保教育教師環島研習營，將

動保教育往下紮根，從中小學環境教育著手，期望下

一代從小就能有正確的動保觀念，從而減少流浪動物。

此外，本專案計畫的「動物思潮讀書會」，今年邁入

第三年，除了持續探討國內外動物保護、動物福利相

關的學術文獻以外，同時也邀請關注動保議題的各領

域專家學者加入，使得動保的概念有更寬廣的視野。

今年動物思潮讀書會也將於 12 月舉辦研討會，歡迎

有興趣的朋友前來共襄盛舉。 

另外，臺大獸醫學系也開設關懷生命課程，從一開

始帶領獸醫系學生進入收容所，實際體會收容所的真實

情況，並學習如何善用自身所學來幫助流浪動物。今年

則是擴展課程，開放外系學生也有機會體驗及學習。雖

然外系學生並不具備獸醫專業，但收容所內仍有一些業

務可以讓非獸醫系學生執行，如帶收容動物放風等。畢

竟流浪動物並不只是動物醫師們的責任，這是一個必須

由全民一起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 

本專案計畫開始至今，流浪動物議題已經逐漸開始

轉變，不再只有某些人關心，社會大眾也逐漸改變觀念，

甚至嘗試伸出援助之手。雖然路還很長，但相信只要能

繼續努力，未來一定能有流浪動物不再流浪的一天。 

臺 

偏鄉絕育實況 

臺大學生至收容所實習 

為持續拓展本院系所事務，特設立系所發展基金專戶，歡迎諸位先進系友捐款本院，用以增進學

術發展及提升教學研究品質、改善學生學習環境，並進一步促進本院邁向國際，使本院成為國際

獸醫教育及研究重鎮，捐贈方法請參見本院網站 http://www.vm.ntu.edu.tw/DVM/。 

http://www.vm.ntu.edu.tw/DV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