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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授來訪
2 月 20 日(三)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Suphot Wattanaphansak 、 Pornchalit
Assavacheep 2 位教授前來本院進行
參訪。陪同有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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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岳鵬國際業務總監、葉日青技術經
理及郭彥麟業務主任等人。其間由周
晉澄院長一一介紹台大獸醫專業學
院，組織架構、歷史沿革、獸醫學系
歷屆系主任、歷年專任教師，系館及
家畜醫院歷年建築物模型及臺大獸醫
系系友文教基金會歷屆董事等。

本期要目：

並於會議室中，對於雙方學術研

1.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獸醫學院教授

究內容及進展進行深入的對談及了

來訪

解，討論未來可否有合作的空間和可

2. 第十七屆亞太獸醫師會 FAVA 聯

能合作的方式。

盟年會

會後雙方互贈禮物及合照。

3. 「獸醫臨床在美國，臺灣及大陸的
發展現況及未來的展望」座談會
4. 新聘教師簡介
☆陳慧文 專案助理教授
☆李雅珍 助理教授
5. Dr. Page 演講心得分享
活動預告

左起為周晉院長，介紹獸醫專業學院

演講公告：4 月 9 日（星期六）下
午 3 點 30 分，獸 3 館 B01 演講廳。
由林柏蒼博士演講，主題為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ailorMade vaccines：A new trend in US
pig industry

歡迎踴躍參與

兩院互贈友誼禮物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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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亞太獸醫師 FAVA 聯盟年會
第十七屆亞太獸醫師會聯盟年

士以及亞太地區對於研究獸醫相關

會(FAVA)，於 1 月 4 日下午二時假台

醫學的學員研討，主要課題為獸醫醫

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

療。此次來自亞太地區與台灣各地的

共 30 多名會員國與學生扺台參加本

獸醫師於此齊聚一堂，並有超過 40

次國際年會，大會由亞太獸醫師聯盟

家優質廠商也共襄盛舉。本次國際性

會長江世明主持，包含全國各地獸醫

會議活動，由全國獸醫師團結合作，

師共計約 1 千二百人就全球公共衛生

同時爭取到外交部、農委會、經濟部、

與動物醫療議題進行為期三天的討

台北市政府等機關補助，廠商熱心贊

論與研習。貴賓包括：中華民國副總

助及四所國立大學獸醫學院及系所、

統吳敦義、世界獸醫師會(WVA)會長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等支持協助，得

Dr. Fauozi Kechrid、亞太獸醫師聯盟

以讓大會圓滿成功。

秘書長 Dr. Achariya Sailsauta、農委會

此次連續三天的盛會中，特別邀

主委陳保基、副主任委員王政騰、北

請了 Editor-in –chief of the Journal of

京小動物行業協會理事長劉朗、行政

Wildlife Diseases，Dr. James N. Mills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副局

演 講 ， 主 題 為 ： wildlife health

黃國青、彰化縣縣長卓伯源、中華民

professionals today：the chance and

國養豬協會理事長楊冠章等人。邀請

challenge。由周晉澄院長擔任介紹人，

包括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獸醫學博

期間與 James 一同與與會人座談。

周晉院長與野生動物疾病雜誌首席編輯 James N. Mills 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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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臨床在美國，臺灣及大陸的發展現況及未來的展望」座談會
圖/文 江宜倫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及財

須具備的能力;張元醫師分享在上海開

團法人台大獸醫系系友文教基金會於
民國 102 年 3 月 2 日在獸醫一館 B01
演講廳舉辦「 獸醫臨床在美國，臺灣
及大陸的發展現況及未來的展望」座
談會。與會來賓涵蓋美、中、台各地
的動物醫院院長及獸醫師：美國愛屋

業所遇到的問題:包括與當地人思維邏

動物醫院李學文醫師及謝豐義醫師、
上海申生動物醫院張元醫師、台北王
朋動物醫院江亞倫醫師、高雄博聯動
物醫院梁碩麟醫師及楊姮稜醫師。與

如英、美、日、韓的獸醫師在上海開

會獸醫師和 70 多位大學部同學們分享
各地獸醫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各地獸醫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與會來

座談會由李學文醫師開場。李醫

歡迎同學們於課餘時間到醫院實習，

師分享從台大畢業後到美國求學的過

熟悉醫院運作模式的同時並磨練自己

程，認為美國獸醫課程紮實且完整。

的專業能力。

輯差異可能造成的溝通問題、以及對
當地法規不熟悉、與土地租賃的相關
細節等。此外，張醫師認為上海已是
高度國際化城市，已有許多來自國外，
業。因此，不停精進自己的專業能力
是必要的。張醫師也鼓勵同學到海外
開拓眼界，提升自己的能力。分享完
賓簡單介紹自己的動物醫院，並十分

並說明美國目前的獸醫醫療重視服務，
醫師與畜主為平行的溝通討論關係，

座談會最後由楊姮稜醫師代表華
夏動物醫療專業協會（ Sino Animal

而非以醫師為主的醫療;醫院裝設也考

Medical

Specialists

Association,

慮畜主及寵物，規畫對其較方便的動

SAMSA) 說明目前正在執行的獸醫師

線及溫馨環境。而在醫療系統方面，

輪迴訓練計畫：協會欲招募即將畢業

美國獸醫專業分科精細，令獸醫師在

的獸醫系學生及已持執照的獸醫師，
其專業領域能專注探索新的醫療技術。 經由跨台、中、澳門三地的動物醫院
李醫師建議台灣未來的獸醫醫療可借
的輪迴訓練，以扎實、漸進的訓練課
鏡美國的服務態度及專業分科制度。

程及實習，期許培養出具國際競爭力

緊接著，台灣地區由高雄博聯動物醫

的獸醫師們。

院梁碩麟醫師代表分享;梁醫師首先分

最後，感謝與會的來賓分享自己

析台灣目前的獸醫學制及市場現況，

的求學經歷及創業過程，並給在學同

認為台灣目前的動物醫院已趨飽和，

學許多建議。此次座談會參與的同學

並建議學生不僅需提高自己的專業能

達 70 多位，顯示許多同學關注獸醫未

力，並須具領導能力及合作精神。經

來的發展，希望此座談會讓同學對獸

短暫的中場休息後，由張元醫師分享

醫發展有所了解，進而以更全面的考

在上海開業的經驗及海外開業獸醫師

量規劃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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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文醫師分享美國動物醫院現況

張元醫師分享上海開業經驗

本活動亦進行會後參與者之滿意度及建議問卷調查，共有 41 份回收，包含
37 位學生、2 位臨床醫師、1 位教師及 1 位業界人士。
問卷評比項目包含：主題是否符合需求、活動內容是否預期、活動對未來規
劃是否有所助益、活動進行方式、活動時間地點的安排及整體活動的滿意度。
結果顯示：整體而言，與會人士對此活動有正面的評價，總結回饋意見認為
得知各地獸醫界的現況及舉辦的進修管道對其未來規劃有幫助，另外對於各地薪
資、工作內容、如何去工作、真正的利與弊等議題，希望未來能有更深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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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簡介
獸醫學系(所)新聘教師-陳慧文助理教授
陳慧文老師於 2010 年自本系研究

陳老師在進入基礎研究生涯之前，

所取得博士學位，研究主題為家禽冠

曾取得中興大學獸醫臨床碩士學位，

狀病毒之分子流行病學調查、診斷試

擔任教學醫院獸醫師，亦曾通過高考

劑開發及血球凝集特性分析，畢業之

三級考試，分發於農委會動植物防疫

後前往 美國加 州大學 聖地 牙哥分校

檢疫局擔任公職獸醫師。2013 年 2 月

(UCSD)醫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研發

加入母校獸醫學院之後，陳慧文老師

能快速鑑定攜帶抗藥性基因的流行性

的研究方向為動物病毒疾病(如禽流感

感冒病毒診斷晶片，以及抗流感病毒

等)之病毒分子生物特性分析、流行病

藥物的研發與機制研究；隨後通過競

學、抗病毒藥物以及病原宿主的分子

爭激烈的計畫審查與面試，獲得行政

免疫機制，並維持與美國一流研究大

院國科會的海外博士後研究獎助金，

學或機構的國際合作，歡迎有共同研

轉至全世界免疫研究機構排名第五的

究興趣的同學加入實驗室行列。陳老

La Jolla Institute for Allergy and

師的個人理念為，每一個個體都有著

Immunology 進行登革病毒的分子免疫

無限的可能性，天助自助者、機會是

機制研 究，在 美國研 修期 間計兩年

給準備好的人，唯有不斷的投資自己

半。

(專業知識、英文、寫作等)並相信自己，
才能往夢想之路邁進。

陳慧文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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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學系(所)新聘教師-李雅珍助理教授
民國八十年進入中興大學獸醫系

早期診斷方式的開發、疾病預後的評

就讀，於八十五年取得學士學位及考

估及與疾病機制的探討和遺傳疾病的

取獸醫師執照，民國八十七年由中興

檢驗。

大學獸醫系臨床組碩士班畢業。同年

於今年(民國一百零二年)二月進

進入台中市地方動物醫院工作，開始

入台灣大學生農學院動物臨床醫學研

臨床的工作生涯。次年(民國八十八年)

究所擔任助理教授並兼任台灣大學動

回到中興大學獸醫教學醫院擔任小動

物醫院小動物內科獸醫師，非常榮幸

物內科獸醫師。在職期間自民國九十

能加入台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這學

五年起申請進入中興大學獸醫系博士

期教授的課程包括:小動物急診加護專

班就讀，民國九十九年取得博士學位。

題討論、獸醫臨床病理學、診療實習、

且自民國九十七年開始兼任中興大學

臨床討論、專題討論、伴侶動物診療

獸醫系講師，參與教學工作。而研究

實習等。未來希望能竭盡所能，努力

的方向主要為犬貓的腎臟疾病，包含

致力於教學、診療與研究工作。

李雅珍助理教授

Dr. Page 演講心得報告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碩二 黃鈞奕
身為腫瘤科研究生，聽到小動物腫瘤

更是我目前指導教授 李繼忠以前的老師

界大名鼎鼎的 Dr. Rodney L. Page 要來台

之一，也就是我的祖師爺了！身為徒子徒

演講真是雀躍不已，Dr. Page 是科羅拉多

孫的我們一接到消息，二話不說直接全體

大學獸醫學院 Flint 動物癌症中心所長，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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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ge 是一位親和力十足的教授，

啊！現在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讓人回味

臉上總是帶著微笑，談吐間散發著一股大

不絕。

師的風範。

除了專業的學術探討，第三天晚上

來台一周的時間我們在 李繼忠老師

李繼忠老師帶著 Dr. Page 與腫瘤科的我們

的安排下與 Dr. Page 進行了好幾次的專題

一起聚餐打打牙祭，大家閒話家常，酒足

討論，Dr. Page 不吝給予我們任何指教，

飯飽，就跟一個大家庭一樣，好不溫馨。

只要我們有問題，Dr. Page 總是能夠用淺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系友文教基金會

顯易懂的方式讓我們了解，Dr. Page 甚至

幫我們找到這麼棒的講師，不論在課程安

親臨我們的門診直接與我們進行臨床指

排、場地與餐點都花了好多心力，另外也

導與病例探討，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經驗

要謝謝 李繼忠老師的安排，才能讓我們

啊！如此近距離接觸大師、直接與大師溝

在短短的七天，帶著滿滿的收穫而歸。

通，即便花大錢飛去國外還不一定遇得到

大合照

Dr. Page 與師生共進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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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