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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蔡向榮教授赴義大利參加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新興家
禽疾病流行病學與控制訓練課
程」

2.

「兩岸三地大貓熊保護教育學
術研討會」於北京動物園舉行

3.

2009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Asian society of
zoo and wildlife medicine in
Seoul, South Korea 參訪心得
本院邀請香港海洋公園吳乃江
經理發表演講

4.
5.

汐止專案附屬動物醫院絕育及
救援數目統計

6.

葉力森老師卸任臨床動物醫學
研究所所長

7.

98 學年度研究生迎新入學座談
「食醫住行學」

8.
9.
10.
11.
12.

教學環境改善
98 學年度獸醫學系迎新宿營
98 學年度大獸盃由本院主辦
服務學習心得：世界動物日
高等考試三級公職獸醫師放榜

13. 其他重要訊息
 98 學年度大學系所評鑑實
地訪評改至 11 月 16-17 日
 本院成立「分子暨比較病
理生物學研究所」案於行
政會議通過
 本院購置數位穿透式及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
 台灣動物協會邀請本院參
與世界動物日
 朱瑞民老師受聘為動物癌
症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吳應寧老師與徐久忠老師
正式升等為教授
 遠見雜誌採訪本院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陳世
平組長帶領外賓參訪本院
 本院系友韓立祥獸醫師來
訪本院
 本院系友朱玉經理致贈本
院 DVD
本院蔡向榮教授赴義大利參加「地理
資訊系統應用於新興家禽疾病流行病
學與控制訓練課程」
文／圖

蔡向榮教授

獸醫專業學院蔡向榮教授於今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19 日赴義大利參加「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所舉辦之「地
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新興家禽疾病流行
病學與控制訓練課程」(GIS training
course on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emerging avian diseases)，本國際訓練
課程係由位於義大利的「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新興家禽疾病流行病學與控制
合 作 中 心 (OIE Collaborat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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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pidemiology, training and control of
emerging avian diseases) 」 Istituto
Zooprofilattico
Sperimentale
delle
Venezie (ISVZ)所主辦，講師陣容堅強，
除該中心專家外，尚包括來自世界動
物衛生組織總部(法國) 動物衛生資訊
部 門 (Animal Health Information
Department) 的 Dr. Laure WeberVintzel 、 丹 麥 哥 本 哈 根 大 學 的 Dr.
Annette Kjar Ersboll、與英國 Open GIS
Consortium (Europe)的 Gunther Pichler
GIS 國際訓練課程的主辦單位 ISVZ
等專家。
本國際訓練課程由於電腦演練課
程佔了極大比例，因此招收學員名額
限定為 20 人，機會十分難得。在五天
半的課程中除了 GIS 原理與應用介紹、
電腦演練 GIS 的製圖與應用外，也包
括了到養雞場現場收集全球定位系統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數據。
蔡向榮教授表示參與此課程收穫良多，
希望在返國後能實地應用於流行病學
參與本 GIS 國際訓練課程之國際學員與講師
研究中，也歡迎獸醫專業學院其他對
合影
GIS 應用有興趣的老師共同切磋合作
相關研究事宜。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GIS 國際訓練課程的簡章
封面

蔡向榮老師參與 GIS 國際訓練課程之結業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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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大貓熊保護教育學術研討
會」於北京動物園舉行
大貓熊為世界級瀕臨絕種的保育
類動物，目前圈飼保育約 270 隻及野
外生存約 1500 隻，合計不到 2000 隻，
為拯救大貓熊免於絕種，北京動物園
於 9 日 3 日及 4 日舉辦第一屆「兩岸
三地大貓熊保護教育學術研討會」
，會
場位於動物園內曾經是清末慈禧太后
休憇而具古色古香的「暢觀樓」
，本院
劉振軒院長與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及
數位同仁應邀與會，會中劉院長並主
持一個階段的論文發表會。會中参與
人員有來自大陸、臺灣及香港共 45 個
單位，85 位學者及管理人員，共發表
了 50 篇論文報告，涵蓋野外保育、圈
養管理、生殖育種、疾病防治及教育
推廣等多項議題，成果豐碩。第二屆
研討會預定於 2011 年 9 月由臺北市立
動物園舉辦。

研討會於北京動物園內的「暢觀樓」舉辦

劉院長主持論文發表會

2009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Asian society of zoo and wildlife
medicine in Seoul, South Korea 參訪
心得
文／圖

丁宇星獸醫師

八月中有幸至南韓首爾參加第三
屆亞洲野生動物的醫學研討會，會期
一共三天兩夜；頭兩天為學術會議及
討論，最後一天則為首爾動物園的參
觀。在這短短的三天中，不僅遇到許
多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野生動物獸醫，
以及在學的大學生與研究生，也第一
次在國際研討會中做報告，此趟旅程
不單單開拓了自己的視野，也更見識
到大家熱愛動物的心，以及韓國食物
又酸又辣的威力。
前兩天的會議行程，內容相當精
彩豐富。報告主題除了野生動物的臨
床病例、病理解剖病例的分享、診斷
與診療技術的介紹、野生動物行為學
與流行病學的觀察外，更多的時間則
著重於野生動物保育的部分。首爾大
學獸醫學院也介紹了院內目前已穩定
的動物複製技術，並期望能將之運用
於野生動物保育工作上。此外，會中
也討論如何維持其棲息地或是復育後
的照顧工作。看見來自各個不同國家
的與會者，都那麼熱愛野生動物，盡
自己最大的努力來保育及照顧這些野
生動物，實在讓人感動，也不禁讓人
想見賢思齊多為動物們盡一份保育的
心力。
最後一天的行程則較為輕鬆，由
主辦單位帶我們參觀了首爾動物園及
其內的診療中心，之後則參觀首爾市
最大的水族館。首爾動物園相當的大，
3

2009 年 10 月

園內有一些台北動物園沒有的動物，
像是動物星球頻道很常見到的狐獴，
本尊相當的可愛。園裡面甚至還包括
了海洋世界，當然也有海豚和海獅的
表演，相當地精彩。此外，讓我比較
驚奇的是，園內診療中心的解剖房，
旁邊竟然就有焚化爐的設備，可以在
解剖完動物後，立刻快速輸送並焚化
屍體，省去不少搬運的工夫。
參加完這次會議後，感受到那麼
多人對動物的熱情，才驚覺自己要多
回想當初選擇成為一名獸醫的初衷，
相信這樣會讓自己不管是在學習或是
工作上，有更多的動力、也有更正面
的態度來面對生命。
附註:會議結束後，我自己又在首
爾市旅遊了幾天，提醒要去韓國的學
弟妹，他們當地人真的是餐餐離不開
又酸又辣的泡菜阿!

丁宇星同學在病理討論會的報告照片

丁宇星同學會後與日本和韓國獸醫學生合照

本院邀請香港海洋公園吳乃江經理發
表演講
10 月 5 日下午四點本院邀請香港
海洋公園動物行為及環境豐富經理吳
乃江先生前來本院以“現代動物訓練
的趨勢”為題發表演講，吳經理對於動
物行為訓練及動物習性有相當深入的
了解，演講過程中，吳經理將傳統的
動物訓練與現在提倡的動物訓練做一
比較，並舉許多例證，讓與會師生清
楚了解不同之處，除此之外，更播放
許多香港海洋公園動物實際訓練與獸
醫師醫療相互配合的情形，以實際的
影像展現現代正向的動物訓練所帶來
的穩定良好的動物配合醫療，例如：
在不施打麻醉藥且無綑綁的情形下，
幫大貓熊、海獅、鸚鵡等抽血，甚至
於替海豚取精，影片中的動物皆無驚
恐、掙扎、或受逼迫的情形，反之，
更呈現平和、自願的神情，像是安置
於籠中的大貓熊，雖然鐵籠門未關上，
也未見其有離開鐵籠的欲望，而是乖
乖的一邊一隻手伸出鐵籠、握緊把手
讓獸醫師抽血，一邊與訓練員嬉戲，
以上短片無不令在場師生瞠目結舌，
直呼不可思議。
吳經理提到現代動物訓練最重要
的是建立起人與動物之間的信任感，
藉由信任感的建立，提升訓練行為的
穩定度，獸醫師如能一同加入動物訓
練，將會增加其後醫療行為的完成度，
並減少困難度，動物與人之間可在和
諧的氣氛中取得雙贏，演講最後的問
與答，與會師生皆踴躍提問，而吳經
理也十分詳盡的加以回答，吳經理對
於動物訓練員與獸醫師的關係提出了
關鍵性的看法：
「了解動物行為與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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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動物訓練員，了解動物健康與醫
療的是獸醫師，兩者需盡力協調溝通，
尋求共識。」最後吳經理期許正面且
充滿信任的動物關係，就從我們開始
做起。
整場演講毫無冷場，原訂下午 5
點結束的演講，因與會師生踴躍的提
問，直至 5 點 20 分才在劉院長的提醒
下畫下句點，經過吳經理的演講，想
必大家一定收穫滿滿，對於動物訓練
的實際情形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於動
物與人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體認。

汐止專案附屬動物醫院自籌備成
立以來，免費協助流浪犬貓絕育數量
及緊急救援數量如下表：
1. 絕育數量(2008 年 12 月 16 日起)
專案附設動物醫院
汐止院區

下 鄉

截止日期

9/30

9/30

484

262

220

1278

756

644

978

94

64

1503

184

132

1

0

小

計

4244

0
1326

總

數

犬
貓
羊

2.

吳乃江經理詳盡回應在場師生的疑問

吳乃江經理會後與與會來賓及院內老師於院
長辦公室合影

汐止專案附屬動物醫院絕育及救援數
目統計
文

陳珮菁獸醫師

5570

汐止院區緊急救援數量(200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內科 外科
總數
犬

210

146

356

貓

100

94

194

總數

310

240

550

3.

專案附設動物醫院協助各縣市絕
育數量統計(200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汐止院區 下鄉 總數

台北縣

1584

38

1622

台北市

1950

0

1950

基隆市

306

0

306

宜蘭縣

18

0

18

桃園縣

345

972

1317

新竹縣

9

0

9

苗栗縣

7

0

7

台中縣市

7

120

127

彰化縣

17

0

17

嘉義縣市

0

83

83

台南縣市

0

58

58

高雄縣市

1

0

0

4244

1271

5515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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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力森老師卸任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所長
葉力森老師自今年 7 月 31 日卸任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所長一職，葉老
師對於推動成立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不遺餘力，並於任內確立了臨床教育、
專科醫師等制度，感謝葉老師對本院
經年累月、無怨無悔的貢獻與付出。

本院致贈精緻陶瓷動物塑像、感謝卡及卸任獎
牌

中另頒發本院專設 SCI 論文獎的獎狀
及獎學金給數位得獎同學，並鼓勵在
場同學只要肯努力，就有機會獲此獎
勵。會後於獸三館外庭準備豐盛的餐
點供與會師生享用進行交流。

老師們致詞神韻

98 學年度研究生迎新入學座談「食醫
住行學」
文／ 圖

蕭妘珊技士

9 月 29 日下午舉辦一場研究
生迎新入學「食醫住行學」座談活動，
為了讓大多數在本校就讀的新生，即
早適應學校生活、善用研究資源及安
心求學，特規劃了本次活動，此次約
有 130 位師生共襄盛舉。首先由院長
介紹院況與未來發展，接著由臨床動
醫所吳應寧所長作系所介紹、動物醫
院龐飛院長作院務介紹，緊接著由各
組召集人輪流上台發言（基礎組－王
金和老師、病理組－龐飛老師、公衛
組－周崇熙老師、動福組－費昌勇老
師）
，作各組介紹及發言勉勵同學，會

本院 SCI 論文獎頒發情形

會後於獸醫三館外庭舉辦 buffet，師生一同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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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改善
文／ 圖

劉峻旭技士

本院一館 305 研究生討論教室與
412 實習教室，因樓地板、牆壁壁癌，
及門、窗等多處毀損，不堪使用，且
教室燈光不足，305 教室亦無天花板，
412 教室天花板多處毀損，對學生受教
權益影響甚鉅，為使師生能有較舒適
優良之授課與研討環境，感謝學校及
母院生農學院協助，305 室及 412 教室
獲得整修。兩間教室均委託張珩建築
師事務所設計監造，由皇國室內裝修
企業有限公司施作，於 9 月底完工啟
用；另獸醫一館公共樓梯間因年久失
修，壁癌嚴重，委由坤寶土木包工業，
進行壁癌刮除與油漆粉刷施作，亦已
完工。目前 305 教室、412 實習教室與
一館公共樓梯間都已煥然一新，希望
提供師生更好的學習環境，也請大家
珍惜使用。

整修後的 305 教室

改建為階梯式的 412 教室

98 學年度獸醫學系迎新宿營
文／ 圖

系學會會長齊奕榮同學

2009 年的 9 月 6 號到 9 月 8 號，
對於全體工作人員和 98 級的新血來說，
真是一段難忘的回憶！
工作人員一大早就搬著道具和器
材往坪林鄉移動，這次的場地是位於
北宜公路 47K 處的「青山農場」
，不但
好山好水風景優美，並且硬體軟體設
備應有盡有，這都要感謝何之遠同學
不辭辛勞的來往溝通，才能使大家有
這麼美好的一次活動。
除了基本的自我介紹之外，這次
安排了所謂的「假小隊」
，看到學弟妹
自我介紹完卻發現身邊的人不是自己
的隊員的時候，表情只能用「囧」字
來形容。其中當然少不了學長姐與新
生之間的互動。還有有趣刺激的團康
遊戲，一方面凝聚團體意識，另一方
面也在遊戲中了解獸醫系的運作方式；
分隊進行的大地遊戲對抗，在寒冷的
夜晚圍在營火旁邊進行的營火晚會，
工作人員搏命演出的 RPG，緊張刺激
的夜追蹤…最後是歡樂的水球大戰，
這次的宿營就在歡樂的氣氛之下結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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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優美的青山農場

盃除了原來傳統的體育項目以外，預
計會加入許多新的交流活動，讓四所
學校的獸醫系學生彼此更加熟絡，並
且在活動時間的安排上有所改變，讓
大家能多多參與各式各樣不同的項
目！
我們的籌畫小組在執行總召楊邦
平的帶領之下已經悄悄的啟動了，身
為臺大獸醫的一份子，絕對不要錯過
這個機會，希望大家都可以積極參與，
一起幫忙籌畫，共同完成這項創舉，
讓明年的大獸盃成為大家心中一個無
法抹滅的回憶！
服務學習心得：世界動物日
文

小隊輔及大一新生隊員合影

晚會中的營火把夜照得通紅

98 學年度大獸盃由本院主辦
文／ 圖

系學會會長齊奕榮同學

一年一度全國大專院校獸醫學系
的體育盛事─「大獸盃」，將於 2010
年 3 月在臺灣大學舉行！這次的大獸

大二班代王久仁同學

今年大二 A 班的服務學習很與眾
不同，因為我們參加了世界動物日的
活動。每年的十月四號是世界動物日，
而今年雖然颱風要來了，但是在台北
的市府廣場，這裡充滿著不分國籍的
愛動物人士，不畏風雨，牽著心愛的
寵物來這裡遊行，一起和我們呼籲愛
護動物的重要。
而我們台大獸醫專業學院也愛心
不落人後，即使芭瑪颱風帶來不小的
雨勢，我們還是無私的奉獻自己平日
所學的知識，為各位主人們介紹貓狗
常見的疾病、寄生蟲、及疫苗，還有
介紹貓狗的營養學與自製的寵物零食
及食品，還提供了試吃的服務，果然
吸引了不少人潮來到我們的攤位光
顧。
如果你很愛動物，也想養寵物，
那就從領養這一步做起，愛他，就不
要棄養他。負起責任，千萬不能虐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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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從自己做起，把愛傳出去。
高等考試三級公職獸醫師放榜
5.
98 年度公務人員高考本系系友及
研究生上榜共計 8 名。名單如下：
張志堅、裘君耀、賴盈君、丁宇星、
陳加宗、劉正吉、鄭純純、方雨蓁。
其他重要訊息

6.
7.

會中本院更提供本院紀念領帶供大
會義賣，所得全數捐獻該會從事動
物慈善活動。
本院朱瑞民老師受聘為動物癌症醫
學研究中心主任。
恭喜本院吳應寧老師與徐久忠老師
正式升等為教授。
遠見雜誌記者范榮靖來訪本院，針
對目前少子化，使得飼養寵物者越
來越多，而獸醫系也愈來愈受歡迎
的現象進行採訪，其中訪談本院劉
振軒院長及學生數名，並參觀解剖
學授課情形。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陳世平組長於
10 月 8 日帶領外賓澳大利亞莫道克
大學獸醫及生物醫學院院長 Prof.
John Edwards 參訪本院。

1. 原訂於 11 月 23-24 日進行的大學院
校系所評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來
電表示，因評鑑委員時間無法配合， 8.
希望本院能同意將評鑑時間提前
一週，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系所
評鑑將改至 11 月 16-17 日，還請各
位老師、同學、同仁及系友繼續給
予支持與協助。
2. 本院新設立「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
學研究所」案已於 9 月 8 日第 2589
次行政會議、9 月 15 日專案審查委
員會會議及 9 月 18 日校發會會議通
過。
3. 本院於 98 年度購置數位穿透式及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並於 9 月 11
陳世平組長(左)、Prof. John Edwards （中）
與劉振軒院長（右）於院辦公室合影
日假獸醫三館 B01 會議室舉行研習
會，會中由本院鄭穹翔老師與捷東
9. 本院系友諾華股份有限公司韓立祥
公司應用部門洪英傑副理及工程師，
獸醫師及林斐英部長來訪本院，尋
進行儀器介紹及操作使用說明。
求與本院產業合作機會。
4. 今年 10 月 4 日世界動物日，本院在
10. 本院系友先靈葆雅動物藥品股份有
台灣動物協會的邀請下，由大二 A
限公司朱玉經理來訪本院，並贈送
班學生參與此一盛會，進行服務學
“寵物基本眼睛檢查”DVD 一片，
習，本院劉振軒院長並獲邀於會中
供本院師生借覽。
致詞，暢談動物領養─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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