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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副校長 Prof. Andrea Nolan
於 9 月 9 日上午 10 時參訪本院，Prof.
Nolan 為格拉斯哥大學教授獸醫藥理
學的老師，並於 1999 年擔任該校獸醫
學院院長，為英國首位女性獸醫學院
院長，2004 年接任該校副校長。參訪
當日由本院格拉斯哥大學獸醫學院系
友張雅珮老師與兩位藥理學老師：張
紹光老師與詹東榮老師協助接待，由
於該日外賓參訪行程緊湊，僅安排參
觀動物醫院，外賓對於動物醫院之環
境與設備十分讚賞，並期許未來能與
本院有更進一步的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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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Nolan（中）與張紹光老師（左二）
、張雅
珮老師（右二）及詹東榮老師（右）於動物醫
院合影留念

林中天教授當選亞洲獸醫眼科專科醫
師協會臺灣唯一創始院士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副校長 Prof. Nolan
參訪本院

編按：本篇文稿轉載自臺大校訊第 10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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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獸醫專業學院臨床動物醫學
研究所及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
醫院兼任主治獸醫師的林中天教授，
獲 當 選亞洲獸醫眼科 專科醫師 協會

獸醫眼科專科醫師協會(ECVO)權威國
際 SCI 專 業 期 刊 Veterinary
Ophthalmology 執行編輯及審稿委員
（唯一亞洲編輯委員）
，亞洲聯盟小動
物醫學會(FASAVA)諮詢委員及眼科授
課講師，為國內及亞洲中日韓臨床獸
醫師眼科繼續教育訓練課程授課講師，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CSU) 及
俄亥俄州立大學(OSU)獸醫學院附設
動物醫院眼科部客座教師。此外，林
教授近年來曾數次獲得本校生農學院
之教學優良獎以及國外 SCI 優良期刊
及傑出期刊論文發表獎勵，並數次獲
得中華民國獸醫學會之臨床獎及學術
論文獎，以及兩度獲得李崇道博士基
金會的「獸醫菁英獎」的臨床獎。

(Asian
College
of
Veterinary
Ophthalmologists, AiCVO)之臺灣唯一
創始院士的殊榮。亞洲獸醫眼科專科
醫師協會(AiCVO) 係由美國獸醫眼科
專科醫師協會(ACVO)及歐洲獸醫眼
科專科醫師協會(ECVO)所組成的亞洲
獸醫眼科專科認證委員會(Credential
Committee) ，共同嚴謹審核遴選亞洲
眼科醫師申請者各項專業資料及資歷
記錄，一致通過推薦林教授為亞洲獸
醫眼科專科醫師協會之創始院士
(Founder Diplomate)。
該項創始院士的申請標準極高且
條件要求很多，全亞洲有數百位獸醫
眼科工作者，但符合由美國獸醫眼科
專科醫師協會(ACVO)及歐洲獸醫眼
科專科醫師協會(ECVO)定出的亞洲獸
醫眼科專科協會創始院士的高申請標
準之亞洲獸醫眼科醫師申請者不到十
五人，最後經審查亞洲總共五位獸醫
眼科醫師(日本人 3，臺灣 1 人及韓國 1
人) 獲專科認證委員會審查通過推薦
為 AiCVO 的創始院士。
十月份林教授將赴韓國主辦的國
際獸醫眼科協會(ISVO)之大會接受頒
發亞洲獸醫眼科專科醫師協會之院士
證書，並將協助規劃建立亞洲獸醫眼
科專科醫師協會之制度章程及規劃亞
洲獸醫師的眼科繼續教育課程及研討
會。
林教授 1991 年畢業於本校獸醫學
系，1999 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獸醫眼科
博士。目前除了本職外，亦是美國獸
醫眼科專科醫師協會(ACVO)及歐洲

林中天教授攝於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眼科研
究室

林中天教授實施眼科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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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398 株，而非 ST9 亞洲株。
MRS 是全球性的問題，人類發生
的病例相當多，不過多數在已開發國
家地區，尤其是歐洲與美、加、日較
為重視，顯示公共衛生及醫療福利是
與國家富有相關的。上述國家不僅僅
是重視人的醫療而已，也從動物的層
面來探討公共衛生的問題，找出應對
方式，減少人畜共通問題的發生。這
個層面更值得我們省思，尤其是獸醫
公共衛生研究人員當更自我警惕，不
要因為政策層面的不及而忽略了可能
的風險。
大會嚴格限制人員的進出，開幕
時僅有加拿大的大會主席簡短介紹三
臺大校訊刊載本院林中天老師獲選為亞洲獸
分鐘，也未給贊助的 USDA 說一句話，
醫眼科專科醫師協會院士消息
就直接進入主題研討，顯示對專業的
尊重，如此勿需勞師動眾些不怎麼相
911 十周年華府專業會議
干的政治人物來致詞，讓學術純學術，
不要納入浮誇與奢華，的確呈現出好
文 周晉澄院長
的學術研討會的一面。研討會會場與
海報展示處不准錄影與照像，除了保
9 月 8 日至 11 日我到美國華府參
護學術主權與專屬外，也是對我們研
加美國微生物學會舉辦的動物抗
究者最高的尊敬。
Methicillin 葡萄球菌(MRS)在獸醫與公
今年剛好是美國 911 恐怖事件十
共衛生的研討會。MRS 尤其是金黃色
周年，華府多處相當緊張，時有警報
葡萄球菌 MRSA 是我這幾年的研究重
聲，不過還是安全得很，所以我回覆
點，去年與大前年分別前往加拿大多
兒子家舜電子郵件恐怖攻擊是沒有的，
倫多與丹麥哥本哈根參與並發表論文，
然而前兩天陰暗下雨，晚上不見月亮，
今年則以臺灣肉品市場分離 MRSA 的
幾個學生信件中詢問中秋外國月亮有
分子生物學特性提出論文發表。
沒有比較圓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早年
這一次的會議主題非常明確，邀
留學的經驗告訴我，美國過去石化開
集了人數不到兩百人的 MRS 專家共聚
採與使用太多，空氣不佳，月娘多遮
討論，與其他多數大拜拜的會議有很
面，近年環保綠色較注重，相對廢氣
大的不同。不過比較遺憾的是亞洲僅
排放比例與臺灣比較有減少，有可能
有泰國與韓國各一名專家及臺灣我一
會較亮，但是經濟不景氣，大家精神
人參與，中國雖有報名但是自始至終
不濟，眼底的月亮在各處都可能僅只
海報欄都是空的，也未看到相關的研
朦朧而已。
究人員。所以重點圍繞在歐美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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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庭、張雅珮

歡迎 100 學年度獸醫學系所、臨床動
物醫學研究所及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
學研究所新生加入大家庭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14 名
黃鈞奕、吳志純、張瑋倫、涂瑋瑛、
王舒郁、邱柏喻、溫琮斐、姚鈞瑋、
游秉燁、郭 璇、毛祈鈞、李彥霖、
顏鉅宇、駱君樺

獸醫學系所
大學部一年級：64 名
杜冠毅、林怡甄、闕壯理、何彥緯、
王仁哲、吳子翔、韓憫湘、林郁夫、
葉加恩、林俊谷、許瑋庭、黃雋恩、
彭信翔、張佳琪、江粲陽、陳軍霖、
石佩琪、楊昆樺、許嘉馨、陳惠如、
李昕晏、胡譽懷、楊宗叡、施晶梅、
康世宣、曾怡璇、端木君豪、林加峻、
林于智、陳贊宇、林家宏、宋怡潔、
謝旻憬、郭冠玲、李主謙、高睿君、
袁毓秀、簡維萱、溫嘉偉、黃柏堯、
翁祖永、戴雨柔、葉小寧、葉子寧、
蔡佳倫、蔡晶玫、莊采凡、吳婷容、
陳亭嗞、林湘婷、黃安珣、簡釆甄、
楊 晴、王楷婷、潘盈臻、荊 蕙、
余美寶、梁偉耀、陳妍蓉、陳姬雪、
陳進軒、麥振權、吳育嘉、賴郁婷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10 名
黃 崢、林嫥嫥、簡耀君、黃威翔、
張權星、徐子婷、董彥君、李伊嘉、
楊智麟、陳怡彣
100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
文／圖

蕭妘珊技士

9 月 4 日(日)在本院獸醫三館 B01，
舉辦「100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本次
活動約有 1/3 的新生家長出席，人數逾
50 人。當天本院舉辦簡單而隆重的歡
迎會，首先由臨床動物醫學所吳應寧
所長、動物醫院劉振軒院長為家長們
作本院與動物醫院現況詳盡的介紹，
接著由新生導師張紹光老師、萬灼華
老師及林辰栖老師在自我介紹後，分
別致詞歡迎同學們加入獸醫學系這個
大家庭，其後為使新生家長了解本院
學生活動運作，由系學會會長王翔昕
同學，作本系學生會介紹，而在最後
的親師座談與茶會中，老師們與家長
們進行雙向溝通，氣氛相當熱絡。本
院期盼能藉由本次活動與家長及新生
們分享如何以正確態度規劃五年的大
學生活，而得以在繁忙的課業中，又

碩士班一年級：31 名
李易諺、王柏翔、李佳怡、蘇亭伊、
陳光瑜、李健源、張菁菁、溫琦琦、
葉庭君、林均豫、王廷輔、陳煌元、
陳姿伶、呂慧明、杜牧融、郭立傑、
黃郁雅、黃勁達、陳彥伯、李鈞倫、
張美仙、廖昱婷、施芷華、張琇琳、
胡崇玟、王柏偉、陳立桓、唐 維、
許為云、陳宗承、洪麗瓊
博士班一年級：6 名
許愛萍、童凱彪、邱怡昌、洪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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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各項多彩多姿的活動。同學們
未來想要成為動物醫學領域的生力軍，
除了自身應具備專業醫療知識外，也
必須抱持著善心與盡力負責的態度。
相信經過此次活動，能讓家長與新生
更加了解本系，對於未來的人生方向
也可儘早作出適當調整及規劃。

獸醫學系介紹、大動物診療、Hill’s 營
養小學堂、流浪動物議題、影像診斷
學、開業醫師甘苦談、市立木柵動物
園參訪、獸醫學系附設動物醫院參訪、
獸醫與鯨豚、微生物實習、理學檢查、
外科、犬種及其好發疾病介紹…等。
在課堂之外的時間則有工作人員
籌備許久的各項遊戲，例如：大地遊
戲、RPG、夜市、夜追蹤，絕對可以
讓報名參加的小隊員滿載而歸。
本次營隊開放報名後第二天立即
額滿，可以顯示出高中生們對獸醫系
的嚮往與憧憬。希望小隊員於活動結
束之後，對動物能有更深層的了解，
並能將學到的知識應用在生活中。

吳應寧所長向新生家長介紹太僕廳

希爾思營養小學堂課程結束後，小隊員們迴響
熱烈，排隊請教講師問題

家長們聚精會神的聆聽系所簡介

2011 年臺大獸醫營
文／圖

大四李柏穎同學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營是一個為全
國高中生舉辦的營隊，其目的是使更
多高中生了解獸醫系的課程內容、未
來出路，並透過實作的課程讓學員們
親自體驗以獲取前所未有的經驗，進
而啓發對動物醫療的興趣，並誘導學
員積極建立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態
度。
五天四夜的營隊課程內容包含了

大動物診療這門課安排於動科系所，講師生動
的講解以及現場的直腸觸診，都讓小隊員們印
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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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遊戲，由負責人謝佳晉同學帶領 12
位關主讓新生們藉由各項遊戲認識彼
此，可惜的是遊戲過後的午餐不甚美
味，幸好緊接著的 RPG 活動一掃午餐
的遺憾，負責人徐啟軒同學主演的前
劇非常爆笑，新生們在跑關時也非常
順利。匆忙的吃完晚餐後，就是眾所
期待的營火晚會了!!!負責人陳謙豪同
學設計籌畫了許多精采絕倫的節目，
讓這個晚會不只是熱血，更充滿著學
長姐們傳達給學弟妹們的溫馨感動氣
氛，晚會最後在全部人一起手牽著手
跳土風舞中結束，接著就是夜追蹤負
責人蘇偉銘同學帶領一群精心佈置關
卡的關主們，準備讓新生嚐嚐被驚嚇
的滋味，第一天活動全部結束的時候
已經將近凌晨 3 點，大夥兒喝著綠豆
湯吃著泡麵，就這樣度過疲倦又充實
的一天。
儘管第一天的活動到凌晨才結束，
第二天大家依舊得早起，早操負責人
郭育雯同學和劉洪廷同學非常賣力的
帶動新生們一起跳「歡迎光臨」趕走
瞌睡蟲，之後享受自助式的好吃早餐!!
其後團康王林義培同學率領的一群賭
徒、陪酒女郎等等由學長姐扮演的各
式各樣角色們接著登場，讓小隊員成
為 RPG 中的玩家，體驗「虛擬人生」。
午餐享用烤肉之後，一句「我要成為
海賊王」的台詞揭開郭育雯同學、劉
洪廷同學及其他許多關主帶給新生大
海遊戲的序幕，在每個遊戲結束之後
都充分享受到遲來的夏日清涼暢快!!!
活動最後所有人手牽著手，閉著眼睛
踩下踏實的每一步，跟著水球負責人
陳柏宇同學，來到了無情的戰場，一
睜開眼睛隨即遭受瘋狂工作人員無情
的水球攻擊，新生們無力抵抗，只能

理學檢查在講師充分地講解與教導之下進行，
每一個小隊都有一隻隊狗可以實作演練

大地遊戲設計的目的為增進各小隊員之間的
互動

2011 年臺大獸醫迎新宿營
文／圖

系學會王翔昕會長

不同於去年和前年的迎新宿營辦
在青山農場，今年改到了宜蘭羅東的
山坡上─一處可以觀賞到宜蘭寬闊的
草原的香格里拉休閒農場。第一天集
合時間超早，早上 7 點整，看到工作
人員和新生臉上的倦容其實有點捨不
得，但這都是為了讓新生能在兩天一
夜中體驗到完整的營隊活動。在前往
宜蘭的遊覽車上，靠著兩位團康王－
林義培同學和李品毅同學的幫忙，讓
枯燥的旅程變得十分有趣，遊覽車抵
達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後，馬上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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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勢結束後，拖著濕淋淋的身軀回
去盥洗。營隊活動結束後，遊覽車將
大家載回到臺大門口，我們一句「歡
迎來到獸醫系」結束這兩天一夜的旅
程。
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總召的角色，
很多事情都沒有處理的非常好，因此
很感謝香格里拉的工作人員一直很有
耐心的接受我的反反覆覆、還有系上
的同學、學弟妹們的包容，才能順利
的完成這短短兩天一夜卻累到爆的迎
新宿營。

1. 財團法人台大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
金會系友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 年獎
學金申請獎項如下，10 月 31 日截
止申請：

獎項

服務貢
獻獎

陳煒富教授病毒
學獎學金

頒發
對象

大學部

大學部

研究生

名額

二名

二名

四名

金額

新台幣
三千元

新台幣
一萬元

新台幣
一萬元

條件
限制

對於推
動獸醫
學院對
病毒學
外活動
成績優
與提升
秀者
知名度
有具體
貢獻者

發 表 獸
醫 病 毒
學 SCI 論
文者

備註

可
生
推
由
推
可

由獸醫
學院內
院外病
毒學相
關領域
老師書
面審查

由 獸 醫
學 院 內
院 外 病
毒 學 相
關 領 域
老 師 書
面審查

RPG 角色扮演遊戲

由
自
薦
別
薦

學
己
或
人
皆

2. 台北市立動物園葉傑生園長於 9 月
1 日榮退，將由本系系友金仕謙副
園長接任園長一職，葉園長任內台
北市立動物園與本院交流頻繁、互
動良好，感謝葉園長對於本院不遺
餘力的支持與鼓勵。

晚會精彩舞蹈表演

其他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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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