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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臺大獸醫營報名情
形踴躍

本院 99 學年度校內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圓滿結束
4 月 21~22 日本院進行 99 學年度
校內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共有 5 位評
鑑委員參訪本院：林滄龍教授（美國
普渡大學獸醫學院；召集人）
、黃冠棠
主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張永富
教授（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
、簡
茂盛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及吳永惠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
醫學系）
，原聘請黃金城所長（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參與此
次評鑑，因實地訪評當日臨時須赴立
法院備詢而不克參與。
訪評第一天本校副校長包宗和教
授與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陳保基教
授蒞臨本院致詞，在聽取本院劉振軒
院長、吳應寧所長及龐飛院長簡報後，
委員們與院內教師進行意見交流，中
午用完餐後，便開始教學設備與軟硬
體設施訪視行程。
下午委員們首先參訪動物醫院及
相關教學研究設備，對於動物醫院優
質完善的環境給予極高評價，其後參
觀獸醫一、三館：學生活動中心、太
僕廳、412 組織及病理教室、電子顯微
鏡實驗室、解剖教室、305 討論室、電
腦教室、微生物實習教室及組織切片
影像數位化實驗室等等，評鑑委員對
於本院積極提供師生良好優質的教學

9. 獸醫之夜─“獸 What?!”
10. 汐止專案附屬動物醫院絕育及
救援數目統計
11. 其他重要訊息
 本系第 21 屆系友林仁壽教
授逝世
 本院郭欽賢老師卸任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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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學習環境深表肯定。
晚間委員與院內教師在獸醫三館
地下室中庭一同享用開平餐飲學校的
外燴，美味鋪陳在天公作美的送爽晚
風中與中庭柔和的燈光下，用餐氣氛
既溫馨又融洽。
訪評第二天主要進行教師、學生
與主管座談，評鑑委員與院內師生熱
陳保基院長蒞院致詞
烈討論，評鑑委員盛讚本院學生對臨
床診療有濃厚的興趣，在訪評行程結
束後，委員們對於本院持續不斷的進
步給予高度的肯定，對於目前院務發
展與系所現況也給予具體的建議，除
此之外，委員們認為本院成為獨立運
作的獸醫學院的客觀條件已水到渠成，
勉勵本院應持續努力，盡速馳點。
評鑑委員訪視教學動物醫院
在本院師生與同仁同心合力的合
作下，評鑑訪視順利圓滿結束，感謝
評鑑委員不辭辛勞提供本院鞭辟入裡
的建議，更感謝包副校長與陳院長百
忙之中撥冗前來，給予本院加油打氣，
希望本院持續不斷的努力與眾志成城
的意志，能早日完成設立獸醫學院的
目標。
郭宗甫老師介紹新改建解剖教室與塑化標本

包宗和副校長蒞院致詞
鄭穹翔老師介紹電子顯微鏡室先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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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除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如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食品藥
物管理局等，並有各養豬協會、產業
界等共110餘人參加。由中華民國獸醫
學會劉振軒理事長開場致詞，會議上
半場，第一至第三場演講由財團法人
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楊平政所長擔任主
持人，第一場由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
業學院詹東榮副教授主講萊克多巴胺
藥理學特性簡介；第二場由財團法人
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劉昌宇博士主講
從養豬產業發展看萊克多巴胺應用與
問題；第三場由國立交通大學倪貴榮
教授主講Codex食品安全國際標準與
WTO/SPS規範對我國管制萊克多巴胺
的法律意涵。會議下半場，第四至第
六場演講由劉振軒理事長擔任主持人，
第四場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所陳陸宏副所長主講食品原產地標示；
第五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吳焜裕副教授
主講食品安全評估面面觀；第六場由
銘傳大學唐雲明副教授主講消費者對
食品安全的認知。最後，由八位專家
學者與與會人員舉行綜合討論，圓滿
閉幕。

萬灼華老師介紹組織切片影像數位化實驗室

周崇熙老師介紹微生物實習教室

評鑑委員訪視太僕廳

中華民國獸醫學會「萊克多巴胺（培
林）面面觀」研討會 II
文／圖

郭佳燕

助理

中國民國獸醫學會主辦與國立臺
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財團法人臺灣
動物科技研究所協辦在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三館B01國際會議舉舉之『萊克多
巴胺(RACTOPAMINE)-II面面觀研討
會』已於5月6日圓滿結束。本次研討

詹東榮副教授主講萊克多巴胺藥理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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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昌宇博士主講從養豬產業發展看萊克多巴
胺應用與問題

唐雲明副教授主講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認知

專家學者與與會人員綜合討論
倪貴榮教授主講 Codex 食品安全國際標準與
WTO/SPS 規範對我國管制萊克多巴胺的法律
意涵

非人類靈長類動物研究人才培育成果
發表會
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
動物中心、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國家
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及本校主辦
之非人類靈長類動物研究人才培育成
果發表會，於100年4月26日在本校應
用力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舉行，本院
萬灼華老師參與此成果發表會，並以

陳陸宏副所長主講食品原產地標示

“Yerkes NHP Resident Training Program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lanning on NHP Research”為題
發表演講，會中更邀請3位國外專家學
者：Dr. James Else (Emory Univ.)、Dr.
David Smith (UC-Davis)及Dr. Denyse
Levesque (Emory Univ.)來台提供相關
經驗，以利我國靈長類 應用於生物醫
學研究之發展。

吳焜裕副教授主講食品安全評估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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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前來使用電子顯微鏡之學員其
實驗都能順利進行。

萬灼華老師於會中分享其赴美國 Emory 大學
Yerkes 靈長類研究中心培訓心得
鄭穹翔老師答詢與會學員問題

非人類靈長類動物研究人才培育成果發表會
會後合影
黃維德工程師介紹能量分散光譜儀

電子顯微鏡研習會
文／圖

泰國坤敬大學(Khon Kaen University)
學者來訪本院研習大動物及野生動物
診療

鄭穹翔老師

本院於民國 98 年 6 月購置數位穿
透式及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後，即陸續
舉辦過 3 梯次電子顯微鏡使用訓練講
習，系列講授電顯原理簡介、穿透電
顯製備簡介、掃瞄電顯原理及功能介
紹，分別有 24 位、52 位及 56 位學員
參加，希望對擬使用電顯進行論文研
究的學員有所助益。本次講習係第四
梯次，於 4 月 29 日在獸醫一館 212 教
室舉行，共 23 位學員參加，內容為掃
瞄電顯生物樣品製備原理及使用，以
及能量分散光譜儀在掃瞄電顯的應用，
會中由本院鄭穹翔老師、捷東公司應
用部門郭育秀與黃維德工程師進行原
理功能及儀器操作說明，希望能幫助
學員瞭解儀器之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5

泰 國 坤 敬 大 學 (Khon Kaen
University)自 98 年起與本院交流頻繁，
今年年初泰國坤敬大學獸醫學院院長
Prof. Suneerat Aiumlamai 來信本院，希
望本院提供該院學者在大動物及野生
動物領域學術交流的機會，幾經協調
訂於 4 月 24 日~5 月 5 日由該院
Assistant Prof. Sompoth Weerakhun 與
Dr. Nitiwadee Lertithikul 兩位學者來台
進行為期兩週的訪問。
此次坤敬大學來訪學者主要想了
解本院大動物及野生動物診療實習的
情形，本院由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吳
應寧所長、季昭華教授及大動物及野
生動物組實驗室研究生協助接待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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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行程除參觀本院與教學環境與
設備外，更一同參與動物醫院非犬貓
門診、臺北市立動物園、馬場及牛場
等診療實習，相信此次參訪行程不僅
加深本院與泰國坤敬大學獸醫學院之
間的情誼，未來本院持續與國外獸醫
相關學院的交流，也將使本院更加國
際化。

張永富教授演講神情

越南農林大學 Prof. Nguyen Tat Toan
參訪本院
5 月 4 日上午越南農林大學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Prof. Nguyen Tat Toan 與世強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黃欽成總經理（本系第
21 屆系友）蒞臨本院參觀訪問，本院
因劉振軒院長適逢公出，委由王金和
教授接待，王老師在簡介本院後，與
Prof. Nguyen Tat Toan 就臺灣與越南當
地禽病流行與防治現況、目前禽病診
斷及檢驗設備相互討論、交流，會後
王老師並陪同外賓參觀本院及動物醫
院。

Assistant Prof. Sompoth Weerakhun（左二）
、Dr.
Nitiwadee Lertithikul（右二）與本院劉振軒院
長（左）、動物醫院龐飛院長於獸醫三館前合
影

本院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張永富教授
演講
張 永 富 教 授 （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edicine and Diagnostic
Sciences,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ornell University）為美國康
乃爾大學獸醫學院教授並擔任本院 99
學年度校內系所評鑑委員，趁此難逢
的機會，本院邀請張永富教授於 4 月
20 日上午 10 點以“The secret weapons
of Leptospira spp.”為題發表演講，會
中張教授分享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與心
得，使本院師生獲益良多。

100 學年度學士班甄選入學分發名單
100 學年度學士班甄選入學分發
結果已公告於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0/10
0applyEntrance_k/En_html/result_html/
common/apply/001412.htm，申請分發
至本系的學生名單如下，並恭喜新的
一批生力軍加入本院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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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 名

錄取別

0002847

莊采凡

正取

0002855

黃安珣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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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862

簡釆甄

正取

0002848

邱湘懿

正取

0002826

戴雨柔

正取

0002830

簡維萱

正取

0002840

葉子寧

正取

0002835

陳韋廷

正取

0002861

林湘婷

正取

0002820

王楷婷

正取

0002823

翁祖永

正取

0002846

蔡晶玫

正取

0002821

葉小寧

正取

0002870

楊

晴

正取

0002829

袁毓秀

正取

0002839

蔡佳倫

正取

0002824

黃柏堯

正取

0002842

吳婷容

正取

0002857

陳亭伃

備取第1名

0002837

溫嘉偉

備取第2名

術，皆由學生共同參與製作。為了將
一個活動從無到有的建立起來，本系
學生從寒假便開始籌備，在獸醫系繁
忙的課業之餘，全心投入活動的準備
過程，這也成為獸醫之夜的另一個意
義，那便是凝聚獸醫系學生的向心
力。
獸醫之夜每年的主題不盡相同，
通常觀眾往往將獸醫系與動物聯想得
過於緊密，而忽略了本系學生其他方
面的可能性，今年為了提升外界的期
待度，特別將主題定為「獸 What?!」，
希望傳達給觀眾「我們擁有什麼樣的
才藝、將帶來怎樣的表演，請當天跟
著我們一窺究竟吧！」這樣的訊息，
盼營造出一種懸疑又令人無限聯想的
氛圍。
各節目歷經了多次的驗收及綵排，
在正式演出時都獲得了不少掌聲與不
錯的評價。值得一提的是，大一舞劇
「獸 charming，獸 easy」由第一次參
與獸醫之夜的大一新生共同演出，帶
來了融合爆笑及淚水的歌舞劇，不僅
劇情緊湊、絕無冷場、笑點層出不窮，
在劇中更加入了從未出現過的寶萊塢
式舞蹈，令觀眾大開眼界，也為明年
的獸醫之夜打響名聲。
音效劇「疫驥回憶錄」營造了當
天晚上許多的高潮，也是今年獸夜深
受好評的節目。此節目由大一學生李
品毅一手打造，劇情是由許多電影、
廣告、歌曲中的對白串連而成，演員
雖無須講任何台詞，但肢體語言及精
準度卻是一大挑戰，在每個演員的賣
力演出之下，不僅爆笑聲、尖叫聲從
未停止過，許多角色也在觀眾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類表演雖稱不
上創舉，但「疫驥回憶錄」此種形式

獸醫之夜─“獸 What?!”
文／圖

獸醫系大二 王之均同學

2011 年 4 月 26 日，如果你剛好經
過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的話，你可
能會聽到陣陣的重低音伴隨一些尖叫
聲從禮堂傳來，這天對於你來說，或許
只是某個上完通識課沒事做的晚上，但
對於獸醫系的學生來說，裡面正上演
的故事，是努力了三個月換來的三個
小時。
獸醫之夜通常在下學期舉辦，它
是一個由大二學生主辦、大一學生協
辦的晚會，節目內容包括樂團、舞蹈、
戲劇、合唱團、樂器演奏…等，主要
提供獸醫系學生一個自由不設限的舞
台。除經費由系學會補助之外，從燈
光音響、場地租借、宣傳、公關、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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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戲劇，卻是首度出現在獸醫之夜。
當天晚上壓軸登場的是由大二學
生共同參與的「A-team」大二劇。延
續去年的形式，每段舞中間以影片作
為串連，將影片與舞蹈做了一個完美
的結合，流暢度及氣氛營造也頗受好
評。練舞的過程十分艱辛，在獸醫系
如此繁重的課業中要擠出大家都能配
合的時間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大家
都排開其他行程互相體諒，由此可看
出學生們為獸醫之夜的熱忱、決心及
努力。
今年獸醫之夜吸引了許多的觀眾
共襄盛舉，其中不乏許多師長及學長
姐的捧場，才能令現場高朋滿座。雖
然活動順利圓滿的結束了，相信其中
仍有許多不足及待改進之處，但值得
驕傲的是，我們每一年都以非常期盼
且認真的態度看待獸醫之夜，即使準
備的過程困難重重，我們仍秉持著一
股熱血排除所有困難，也希望往後的
獸醫之夜能夠一年比一年精采，讓外
界更加認識臺大獸醫系學生充滿活力
的一面。

大一舞劇「獸 charming，獸 easy」結合了精采
的戲劇及歡樂的舞蹈，獲得一致好評

活動結束後全體學生於舞台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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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
專案附設動物醫院

1.

汐止院區

下 鄉

4/30

4/30

雄性

1,218

674

雌性

3,911

2,311

雄性

3,064

372

雌性

4,690

731

雄性

5

0

12,888

4,088

截止日期
犬
貓
羊

獸醫之夜於活大禮堂舉行，圖為門口佈置

小

計

總

數

2.
8

16,976

汐止院區緊急救援數量(2008 年

2011 年 5 月

12 月 16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
內 一 車 捕 受 頸 總數
科 般 禍 獸 虐 圈
外
夾
/
科
橡
皮
筋
犬

501

258

124

70

5

7

965

貓

273

202

59

44

0

3

581

總
數

774

460

183

114

5

10

1,546

3.

1. 本系第 21 屆系友林仁壽教授於 4
月 22 日不幸逝世，本院師生均深表
哀慟，預定於 5 月 21 日假第二殯儀
館懷源廳舉行公祭。
2. 本院郭欽賢教授自 100 學年度起卸
任兼任教授赴美定居，本院由劉振
軒院長代表全體師生致贈感謝牌一
面，以感謝郭老師為本院長年作育
英才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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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4 月 30 日)
汐止院區 下鄉
總數

台北縣

4,913

119

5,032

台北市

4,881

87

4,968

基隆市

989

0

989

宜蘭縣

108

214

322

桃園縣

1,856

1,976

3,832

新竹縣

63

0

63

苗栗縣

14

0

14

台中縣市

10

248

258

南投縣市

0

325

325

彰化縣

51

0

51

雲林縣市

0

309

309

嘉義縣市

1

439

440

台南縣市

0

58

58

高雄縣市

0

0

0

花蓮縣

2

0

2

臺東縣

0

194

194

澎湖縣

0

119

119

12,888

4,088

16,976

總數

其他重要訊息

本院致贈郭欽賢老師“桃李滿門”感謝牌一面

3. 恭賀本院詹東榮老師、蘇璧伶老師、
周崇熙老師及鄭穹翔老師申請教師
升等案，經由本院 99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暨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通過，現已送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審查。
4. 恭賀本院張芳嘉老師、徐久忠老師
榮獲 99 學年度校教學優良教師；王
金和老師、蘇璧伶老師、周崇熙老
師、林中天老師榮獲 99 學年度生農
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5. 由本院系學會主辦於每年暑假開放
給全國高中生參加的營隊─臺大獸
醫營，自上個月開放報名後，不到
半個月旋即額滿，報名相當踴躍，
9

2011 年 5 月

因為這次的報名人數遠超過預期，
主辦單位僅能以抽籤決定錄取名額，
活動錄取名單已公告於系學會網頁：
http://sites.google.com/site/ntudvm/z
ui-xin-xia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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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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