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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院赴該校進行大學校
系介紹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已
獲通過成立獸醫學院
嘉義大學召開籌備成立獸
醫學院座談會
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金會
太僕獎學金開始申請
陳煒富教授紀念獎學金開
始申請
第 50 次比較病理學研討會
預定於 11 月 20 日舉辦
觀賞魚用藥品檢驗登記簡
化措施說明會商借本院會
議室
臺大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
金會將於 12 月 4-5 日舉辦
臨床研討會及系友大會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參
訪本院
文／圖

蔡向榮教授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
局為進行實驗室改造與相關業務之提
升，特別聯繫本校環安衛中心安排觀
摩學習事宜，於 10 月 22 日由黃國修
課長率領一行四人蒞臨獸醫專業學院
進行參訪活動。
首先由環安衛中心邱舜綾小姐介
紹本校環安衛中心之職掌，與對實驗
室設立之評鑑等規範，接著由周崇熙
老師針對食品衛生安全 BSL2 實驗室
之空間規劃、安全防護及實驗類型等
加以報告。最後則由人畜共通傳染病
研究中心蔡向榮主任從 BSL2+實驗室
設立之緣由、空間規劃、人員資格要

(UCLA)Prof. Shane S.
Que He 參訪本院並發表演
講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李淑仁主任將於 12 月 8
日前來本院參訪
本院研究所碩士班甄選口
試結束
本院畢業系友捐款本院系
所發展基金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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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管理等方面進行介紹。新竹分局也
由黃課長簡介其業務，及其改善之需
求與所受到之限制。
雙方簡報之後即到兩個實驗室實
地參訪，進行細部之經驗交流，最後
在總結會議中圓滿完成此次參訪。

參訪活動結束雙方合影

陝西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及秦嶺青年使
者團參訪日記（二）
領隊老師：劉振軒
團員：余品奐、李炎道、
張曉堅、余成康、張鈞皓
參訪日期：2010/7/14-7/31

環安衛中心 邱舜綾小姐簡介環安衛中心之職
掌

終於出發往秦嶺了，天氣相當晴
朗，藍天白雲，太陽的熱力透過天空
不斷向我們發送。山區生活一切從簡，
午餐的菜色，有包子和饅頭(在陝西稱
為饃)，以及涼皮(一種像是台灣粄條的
食物)。用過餐後稍做歇息，我們三點
鐘出發前往認識觀音山保留區一帶村
落的環境。這裡的住家分布零散，一
處一處幾戶人家，間隔或數百公尺，
或超過一公里，村民經常拉著拖車載
運貨品往來移動。這一帶的村落普遍
種植玉米、栖紅柿(番茄)、土豆(馬鈴
薯)、豇豆等作物，也有少數的中藥材
如山茱萸，以及小規模的養雞、養蜂，
在這裡餐餐都有土豆。國道延著溪谷
蜿蜒，住宅、小面積的耕地就在公路
旁，大部份的房屋是老舊的磚瓦屋，
其中有許多已經廢棄，貼上了封條；
此外也有少數鋼筋水泥瓷磚樓房，這
些是數年前經過大洪災之後重建的。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到訪之四位來賓
聽取簡報

實地參觀食品衛生安全 BSL2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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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的屋頂，經常可以看見政府補助
的太陽能熱水器。
村落最密集的地方，有小學、村
辦公室、活動廳(廢棄)、衛生所(紅十
字會)。最特別的是，河床邊有一個頗
具規模的養殖魚池，有系統的飼養「中
華鱘魚」
。魚池全都是水泥的，沒有鋪
任何底材，室外池養大魚，室內池養
魚苗(有幫浦供氧)，水源直接引自旁邊
的溪水，另也有專門的鱘魚飼料。最
大的鱘魚，目測有一米五左右。這個
魚池的總公司在湖南，魚養成了之後
就會送到公司製成魚子醬外銷。飼育
人員透露，成魚價值人民幣上萬元。
在觀音山調研的過程，我們從每
一戶人家的每一個故事中，深入了解
秦嶺的周邊環境與人民的生活。
我們探訪的第一戶人家受訪屋主
是一個 37 歲的阿姨。她一家四口，育
有一兒一女，大兒子念高中，女兒念
初中。我們來到探訪的時候，看見她
正在種土豆，而她的丈夫上山採藥去
了。因為兒女都要念書，雖然女兒念
初中不用付學費，但是兒子的學費和
兒女的生活費對於他們來說負擔亦不
少。他們的年收入大概只有七、八千
人民幣，連付兒女的生活費和學費也
不太夠，要跟別人借，丈夫上山採藥
也是為了兒子的學費。我們有問過阿
姨他們有沒有想過要搬出去城市居住，
她說她和丈夫都沒有念書，別說想不
想搬出去，就算真的要搬出去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之後我們探訪了另一位男士的家。
他比剛剛那位阿姨要年輕，大概二十
多歲，他有要到城市去闖一下的打算，
他的姐姐已經在城市打工十五年了。
他告訴我們雖然自己有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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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先考慮自己家庭
的狀況。他現在住的房子建的時候要
貸款，再多想做的事也要先把家顧
好。
我們來到一家路邊的商店，裡面
有一位 66 歲的王婆婆，她以前是從楊
凌那邊搬過來的，在這邊做生意已經
做一輩子了。除了經營這間商店以外，
她有養些雞、種些疏菜，都是供自己
吃的。
就這樣我們訪問了好幾戶人家，
聊聊天，了解他們日常的生活以及面
對到的問題。當每訪問完一個家庭，
我們都會送一些有關種植蔬菜或者飼
養禽畜的書籍給他們，希望能對改善
他們的生活提供一點助力。短短幾小
時的探訪，已經讓我們幾個生活在大
城市中的大學生對農民有更深的了解，
相信這次探訪，不管是對農民，還是
對我們來說都有很不錯的收獲！利君
小學是村裡最大的建築物，樓高兩層，
本來是由善心人仕捐贈所建，可是現
在因收生不足已經荒廢了。第一戶村
民的小男孩叫孫淇，他的父親去年因
腎衰竭過世了。媽媽才二十多歲，現
在在廣州打工，為家裡賺取生活費，
小孩就留在村裡讓爺爺和奶奶照顧。
第二户人家的小男孩叫曹浩，現在是
上小學的年紀，每個月單是小孩的支
出便需要大約 15,000 台幣。小孩從一
歲起父母就都出外打工去了。小孩只
好托付給村裡的外公、外婆照顧，有
時一、兩年父母也不能回來和小孩見
面。
在大坪峪景區，2 公里的山路一行
人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金
絲猴的餵食地點金猴谷。據林業局的
人說他們是今年的一月才發現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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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的金絲猴，一共有一、兩百隻，
共分五、六個族群。他們利用水果和
逐漸接近的方式去和猴群建立關系。
時至今年三月，才成功把猴群由海拔
二千米以上的山區引到現在一千五百
米的餵食區，供遊人參觀。
回程的早上飄起了茫茫細雨，日
後得知原來這天之後秦嶺山區即發生
水災及洪災；帶點細雨及雲霧的秦嶺
更增添此山脈飄渺之感，若可保持不
受人為干擾現狀的繼續保育，我想此
山系的難以捉摸自有保持物種生存的
能力。回程路上隨處可見落石，到達
陽 凌 後心總算放下了一大半， 由於
WWF 的活動及下鄉行程就此告一段
落，因此在陽凌的居留處由學校宿舍
移至學校的迎賓旅館，終於見到久違
多日的馬桶以及浴室，大夥自然難免
表露出激動欣喜之情。洗了個舒服的
澡，與台灣美庭公司共享他們所招待
的晚餐後，愉快的結束秦嶺探訪的行
程。
回到陽凌的首日參觀西北農林大
學的動物醫院、動物牧場、及各實驗
室，雖然動物醫院的規模尚不如台大
動物醫院，但由於每年約有 1000 例的
大動物求診病例，所以有一台先進的
數位化大動物 x 光機；牧場則是近年
才新建的，所以規模整齊、巨大、分
工仔細；實驗室方面則有世界著名、
大陸重點培養的克隆相關的基因工程
實驗室，實驗室座落於新校區的實驗
大樓中，設備新穎先進，由此可看出
大陸對重點科目大力栽培扶植的堅決
心意。
回陽凌後的第二天西農大高老師
請劉老師替「動物醫學系」和「動物
科技系」的同學做了兩場演講：（一）

動物醫學與人類生活、
（二）人畜共通
傳染病，分上下午講課，雖已放暑假，
參與的學生仍相當踴躍。
藉由這兩個課程，劉老師向西農
大的學生介紹了台灣獸醫系的學制、
獸醫師的出路、社會地位、寵物市場
等概況；除此之外當然也簡介了台大
獸醫系的課程、設備、師資、研究成
果，以及其在兩岸三地的優勢。西農
大的學生對這些題目相當感興趣。
大陸除了少數第一第二線經濟發
展較高的城市，飼養伴侶動物的民眾
仍是相當少數，內陸地區寵物市場更
是狹窄，動物醫學系的學生畢業後除
了「考研(念研究所)」，多半只能進入
畜牧相關行業工作。且在大陸社會觀
感下，獸醫師的社會地位仍低下，這
情況就如同數十年前的台灣一樣，進
入動物醫學系所就讀的學生無法得到
週遭親友的支持，對自己的未來更是
徬徨。老師以台灣的經驗，告訴西農
大的同學，未來獸醫師的發展空間是
相當寬廣。老師對西農的同學承諾，
選擇獸醫系絕對不是條會讓人後悔的
路，隨著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獸醫師
的地位和經濟實力必然水漲船高。老
師也提出以下兩點，是目前大陸最需
要努力的方向：
（一）建立獸醫師專業證照考試制度
目前大陸地區獸醫師無專業證照
考試制度，因此非動物醫學系畢業者
亦可從事獸醫執業相關工作，獸醫師
得不到尊重，故而社會觀感也不覺得
專業證照值錢。目前僅有少數省份擬
開始實施獸醫師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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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獸醫師畢業學位改為 DVM
(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目前大陸動物醫學系多歸屬於農
學院，畢業後授予農學士。同樣使獸
醫師的行業無法得到應有的地位和尊
重。
除了這兩點，老師也向西農大動
物醫學系建議，可以仿照台大獸醫系，
替學生舉行「授服典禮」
，在正式進入
實習前，舉行正式的儀式，並宣讀誓
詞，由師長給學生批上醫師的白袍，
以此典禮彰顯對獸醫師這項神聖工作
的尊重和認同，也藉此建立起學生對
自己專業的尊嚴和信心。
老師的演講，激起西農大同學的
熱烈迴響，他們提出了許多關於台灣
寵物市場、私人動物醫院、經營方式、
資本等相關問題，看得出來劉老師的
一席演講，影響力已經在他們的心中
慢慢發酵。
（待續）

參觀西北農林大學動物醫學院之動物醫院

新聘教師徵選公告
本院新聘小動物臨床醫學講師以
上教師 2 名及獸醫臨床病理學及實習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1 名已公告徵選，
詳細公告內容請參考本院網頁，
http://www.vm.ntu.edu.tw/DVM/。
師大附中數理資優班來訪本院
10 月 15 日下午 3 時，師大附中數
理資優班學生約 30 名，在導師的帶領
下前來本院欲了解本院獸醫學系的特
色及未來發展，本院由闕玲玲老師接
待簡介，在闕老師深入淺出的介紹後，
同學們獲益甚多，會後發問踴躍、互
動甚佳。

在秦嶺下鄉調研前的小組討論

闕玲玲老師介紹本院臨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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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專案附屬動物醫院絕育及救援數
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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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育數量(2008 年 12 月 16 日起)
專案附設動物醫院

1.

師大附中同學們神情專注、仔細聆聽

汐止院區

下 鄉

10/21

10/21

雄性

1051

569

雌性

3224

1768

雄性

2321

272

雌性

3647

532

雄性

1

0

10244

3141

截止日期
犬
貓
羊
小

計

總

數

13385

闕玲玲老師耐心回答學生問題

2.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學生發表
SCI 論文獎勵頒獎
本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發表
SCI 論文獎勵辦法』，共計有 7 位通過
審核。分別獲頒獎狀及獎勵金，得獎
名單如下：
獎項

汐止院區緊急救援數量(200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1 日)
內 一 車 捕 受 頸 總
科 般 禍 獸 虐 圈 數
外
夾
/
科
橡
皮
筋

犬

455

221

95

61

5

6

843

得獎同學

指導教授

貓

230

175

54

37

0

3

499

一般論文

張家宜

王汎熒

總數

685

396

149

98

5

9

1342

一般論文

張家宜

王汎熒

傑出論文

李

璠

王汎熒

傑出論文

李

璠

王汎熒

傑出論文

鄭明珠

王金和

傑出論文

鄭明珠

王金和

台北縣

3709

159

3868

優良論文

謝立恩

闕玲玲

台北市

4068

47

4115

基隆市

776

0

776

宜蘭縣

77

49

1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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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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21 日)
汐止院區 下鄉
總數

2010 年 11 月

桃園縣

1132

1729

2861

新竹縣

60

0

60

苗栗縣

7

0

7

台中縣市

10

175

185

南投縣市

0

343

343

彰化縣

48

0

48

雲林縣市

0

233

233

嘉義縣市

1

267

268

台南縣市

0

58

58

高雄縣市

1

0

1

花蓮縣

2

0

2

臺東縣

0

81

81

10244

3141

13385

總數

友林雅哲醫師捐款本院獸醫學系系
所發展基金 1 萬元，感謝各位系友
對於母系的支持與愛護。
5.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針對該校學
生選系意願舉行大學校系介紹，邀
請本院劉振軒院長 11 月 12 日下午
至赴該校簡介本系現況及招生情
形。
6.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已於該校校
務會議中通過成立獸醫學院，恭喜
屏科大的師生。
7. 嘉義大學召開籌備成立獸醫學院座
談會，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許天來局長及本
院劉振軒院長等一同與會，許局長
表示將推動全國獸醫教育改制為獸
醫學院（或動物醫學院）
，修業年限
改為 6 年。

其他重要訊息
1. 本院周晉澄教授邀請其在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指導教
授 Prof. Shane S. Que He 於 10 月 29
日 以 Sampling and Analysis in
Biological Monitoring 為題來院發
表演講，並於會後參訪本院及拜會
劉振軒院長。
2.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預定明
年來訪並考察本院，該局李淑仁主
任將於 12 月 8 日前來本院參觀並預
作明年考察安排參考。
3. 本院獸醫學研究所、臨床動物醫學
研究所、分子暨比較病理研究所碩
士班甄選口試已於 11 月 5 日結束，
考試結果預計 11 月 16 日公告於本
校教務處招生網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許天來
局長及本院劉振軒院長一同參與嘉義大學籌
備成立獸醫學院座談會

8. 本院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金會太僕
獎學金開始申請，申請辦法及相關
表 格 請 參 考 本 院 網 頁

4. 本院不具名系友捐款獸醫學系系所
發展基金日幣 100 萬元，指定作為
增進本院中日學術交流使用，另系

http://www.vm.ntu.edu.tw/DVM/ne
ws/id_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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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煒富教授紀念獎學金開始申請，
申請辦法及表格請參考本院網頁

B01 會議室舉辦“觀賞魚用藥品檢
驗登記簡化措施說明會”，該會由
邱垂章組長主持，會中多名動物用
藥人員與會。

http://www.vm.ntu.edu.tw/DVM/ne
ws/id_102.html。
10. 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預定於 11
月 20 日假獸醫三館 B01 會議室舉
辦第 50 次比較病理學研討會。

12. 臺大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金會將於
12 月 4 日舉辦 2010 年臺大獸醫學
系系友文教基金會臨床學術研討會，
並於隔日 12 月 5 日舉辦臺灣大學獸
醫專業學院院系友大會。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動物防疫組與本院商借獸醫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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