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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至獸醫專
業學院進行參訪
5 月 3 日(五)，天氣十分宜人，風
徐徐的吹著，歡迎海報樹立在院辦公室
門邊，期待著即將到訪、來自香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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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郭位校長。
本校國際事務長袁孝維教授陪同
香港城市大學郭校長蒞臨，獸醫專業學
院，本院師長們熱絡迎接，並交換名片
寒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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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五月份周晉澄院長將參與美國微生物
學會，同時回訪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獸
醫學院，並至華盛頓州拜訪馬里蘭大
學獸醫學院。
*六月份本院國際計畫執行長張芳嘉教
授，將前往日本麻布大學進行友誼互
訪，以促成合作計畫。
*6 月 1 日(六)上午 10 點於獸醫 3 館 B01
演講廳舉辦獸醫學系暨實習獸醫師宣
誓典禮。
*6 月 2 日(日)即將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召開中華民國獸醫學會暨臺
灣省畜牧獸醫學會 春季聯合學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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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隨即邀請郭校長參觀並介紹
獸醫專業學院歷史、建築、組織架構，
及回覆郭校長所提的問題。
在獸醫專業學院辦公室與談師
長，有吳應寧所長、郭宗甫老師、王汎
熒老師、闕玲玲老師、張芳嘉老師、萬
灼華老師、蘇壁伶老師等人。
會議中同時進行學術交流，增進香
港大學與獸醫專業學院之間的了解及
相關學術現況及經驗交流。
會後，周院長率同院內各位師長陪
同前往臺大附屬動物醫院參訪，瞭解動
物醫院沿革、醫師、門診安排、院內設
備、就診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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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到訪 起為郭宗甫老師、袁國際事務長孝維、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本院周晉澄院長

熱情歡迎及互相交換名片 本院闕玲玲老師、袁國際事務長孝維、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本院周晉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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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院長介紹本院組織架構 左起本院周晉澄院長、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本院吳應寧所長、
王汎熒教授、袁國際事務長孝維

周院長解說本院歷史建築模型

大合照 左起周晉澄院長、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袁國際事務長孝維、王汎熒老師、張芳嘉老師、
吳應寧所長、蘇璧伶老師、萬灼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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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現 H7N9 首例
臺大獸醫系
賴秀穗名譽教授
一位李姓台商被確診為台灣第一例 H7N9 的重症病患，提供了很多有關
H7N9 感染人的寶貴資訊；他在蘇州停留 2 周，未接觸禽鳥，只打了一次高爾夫
球，他的感染源從哪裡來，不論如何，表示在 H7N9 的疫區，隨時都有被感染的
可能。
另外他在 4 月 9 日返台後發病的過程，也顯示 H7N9 的潛伏期，應比一般流
感長。而在發病前期，僅有發燒、冒冷汗與倦怠等輕微症狀，在這段時間，仍然
無法由喉頭檢體驗出病毒的存在，表示在發燒時，尚無或未有大量病毒排出，因
此不致感染其他人。另外症狀惡化的過程很快，症狀出現後約一周時間，病患就
陷入心肺衰竭，如沒有葉克膜急救，恐生命已難保。在這個時候，方才由痰的檢
體驗出病毒，這意味著病患已有排毒跡象，可能會感染接觸者。中國 H7N9 的疫
情不會在短期內結束，應該會擴散到華南各省如廣東、廣西，甚至於香港及台灣，
希望防疫單位，應該要有完善的因應對策，往返中國的台商或旅遊者，更應該知
道如何自保。
H7N9 的感染源、會不會人傳人，以及李姓台商在蘇州疫區，停留 2 周就被
感染，諸多疑問尚未釐清。而 H7N9 疫情在華東地區，已發生 2 個多月，並且已
從華東漸漸擴散到華北及華南的幾個省分，暴露在疫區的人數有數億人，病毒對
人又有那麼高的毒性，感染的人數會只有 120 多人嗎？很多疫情資訊似乎不透
明。

測試是否會人傳人
但從 H7N9 病毒，是由 3 個禽類病毒重組而來，以及病毒已擴散到華東 7 省
數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來看，感染源頭應該是養雞場，這個地區有近 200 億的雞
隻，才能製造出大量病毒來感染人，又因雞糞內含有高量的病毒，雞糞半乾後成
為粉末，可隨風飄揚到很遠的地方，雞糞內含有豐富的有機物質，可保護病毒的
活力，如在 20℃的環境裡，至少可存活 6 天，即使在 30℃的高溫環境，也可保
有感染力約 1 小時，這位台商很可能就是被空中飛揚的粉末感染。
至於要證明 H7N9 會不會人傳人，衛生署也有機會測試，如將他在症狀惡化
時，最親近的接觸者：家屬、醫護人員及來訪好友，在接觸後 2 至 3 周採血，測
試這些接觸者的血清，有無含 H7N9 的抗體，如有抗體，就可證明會人傳人，但
可能因排出的病毒量不夠，或個體的差異沒有發病，如無抗體，也可知道，現階
段 H7N9 尚無人傳人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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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院新推出動物行為門診
寶貝寵物 您知道獸醫也有精神醫學科嗎？
臺大獸醫系
王儷蒨教授
您的愛犬與愛貓是否有下列的問

PuPu 是一隻 3 歲半的臘腸狗，家

題而讓您困擾呢？

裡住在大馬路邊的大樓，因地處車水

攻擊行為、過度吠叫、隨地便便

馬龍的交通要道，常常有廟會迎神的

尿尿、吃便便、對鞭炮聲恐慌、對您

車隊經過，伴隨的則是隆隆鞭炮與敲

的離家焦慮不安、破壞行為、過度理

鑼響鈸的巨響。

毛或自殘、老年失智....？

每次只要有迎神車隊經過，PuPu

您知道動物的行為問題，往往是

就會頓時失去理智並抓狂地橫衝直撞，

牠被棄養的原因嗎？

在家中到處亂扒挖掘破壞以尋找掩蔽

獸醫的行為醫學，是一門專科醫

物，有時還因此自己受傷，主人為此

學，在國外行之有年，專門為伴侶動

困擾不已，也心疼 PuPu 對聲響的恐慌

物解決心智與精神的疾病，與一些您

害怕。農曆新年時，主人更是因為牠

所不悅或無法忍受的問題行為。行為

而不敢出門，擔心沒有主人陪伴的

門診的諮商或醫療，可以大大改善您

PuPu，在密集的鞭炮聲中，完全慌亂

與動物的生活品質，不論問題行為的

與失控。在經過行為門診諮商與治療

大小，以及是否該行為仍在您可以容

之後，廟會的鞭炮與敲鑼對牠已經不

忍的限度之內。

再是困擾與問題，主人終於在農曆年

動物的心智與行為問題都是可以

除夕夜有個好眠，也不再因 PuPu 的關

解決的，千萬別以為國內沒有管道或

係於農曆年不敢獨自出遊了。

無法處理而灰心或放棄。漠視、縱容

嚕嚕的故事：

或者不當管教的結果，往往只有使問

嚕嚕是一隻年約 4 歲的黑色家貓，

題更惡化。

在一次麻醉洗牙之後，突然開始不明

臺大動物醫院新近推出動物行為

原因地經常大叫。身體經過仔細的檢

門診，主治王儷蒨獸醫師，曾經在國

查並無大礙，但是嚕嚕的大叫使主人

外多次接受相關的訓練，亦曾經在臺

晚上無法睡覺，甚至還引起鄰居的抗

北市立動物園進行野生動物相關問題

議。主人束手無策，無法理解為什麼

的診療，並發表科學論文。王醫師目

愛貓突然會變得如此，在極度無助之

前在臺大動物醫院開辦動物行為門診， 際，只好求助靈媒解惑並處理，然而
請各位愛犬愛貓的爸爸媽媽們要把握

還是徒勞無功一無所獲。

機會。

然而在經過行為門診治療之後，

PuPu 的故事：

嚕嚕無厘頭地大叫問題終於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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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忍無可忍，我最生氣的時候，真
恨不得把貓丟到收容所，只是三年半
的感情讓我無法狠心這麼做。

主人總算能夠夜晚有正常的好眠了。
主人在感謝之際，在 PTT 批踢踢社群
網站中發表其一路上尋求協助的心酸

於是我找了寵物溝通師，寵物溝
通師告訴我，我的貓卡到陰……指是
我吃素念經一個月，迴向給附上嚕嚕
身上的靈。嚕嚕大叫的情形仍然沒有

歷程，飼主分享如下：
去年年底洗牙後，嚕嚕開始不分
日夜，整天都在大叫，只要嚕嚕醒著
每隔 10~20 分鐘，就大叫一次。我每

改善。
最終我決定求助正統的醫學－臺
大附設動物醫院的行為特約門診
經過王醫師三個月來的悉心診治，
嚕嚕已經不再大叫了，原本劍拔弩張

天過著無法睡覺的日子，幾乎是一有
睡意就被吵醒，
睡眠不足，嚴重影響到我的身體
狀況。
起先我輕聲制止牠大叫的行為，

的人貓關係，也因為有了互相溝通的
管道，更加融洽。
感謝臺大附設動物醫院的行為門
診，更感謝細心溫柔的王醫師，讓我
重新感受到飼養寵物的美好。

制止沒用，改用罵的，罵了沒用，最
後用打的。
我動手之後，我看到嚕嚕的眼裡
盡是恐懼，我一接近，牠就怕的到處
躲。更糟的是，貓大叫的形情不但沒
有 改 善，牠學會躲在沙發後面 大叫
了……
貓打不得，但是我對嚕嚕的行為

中華傳統獸醫學會在本院召開大會
臺大獸醫系
郭宗甫教授提供
中華傳統獸醫學會於 102 年 4 月 14 日假本院一館 410 室舉行第六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會中分別邀請臺大動物醫院 劉金鳴醫師演講癱瘓動物的針灸治療、
亞太小動物中獸醫學會秘書長 蔡承郁醫師演講六經辨証治療皮膚病、台中俊德
動物醫院院長 游浚德醫師演講中薬的臨床應用、和屏東科技大學動物醫院院長
簡基憲博士演講 Acupuncture Research: Impact Factors from 0.000 to 4.774- 經絡
的本質，受到許多的鼓勵與肯定。當天與會者近百人，臨床醫師占絕大多數，足
見臨床獸醫師已熱衷於傳統的獸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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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獸醫學會將從今年的 7 月 14 日開始至 8 月 25 日止，利用週日開辦
中獸醫基礎培訓班，課程時數為 40 小時，地點亦在本院一館 410 教室，報名對
象為獸醫師(佐)或獸醫專業本科系學生；獸醫師(佐)請附上證書號碼，學生請附
上學校名稱與學生證號。若在 5/15 前報名者享有早鳥優惠價，非會員為 25000
元，會員為 21,000 元，學生為 12,000 元；但在 5/15 後，6/30 之前報名者，非會
員收費 28,000 元，會員為 24,000 元，學生為 15,000。竭誠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與
獸醫師們報名參加。另外該會即將於 6 月 16 日與中興大學動物醫院、台中市獸
醫師公會合辦中獸醫皮膚病研討會，講題為皮膚病的食療、PRF 在皮膚病的應用、
從六經辨証切入治療皮膚病的整合治療、和皮膚病的中獸醫治療，分別由謝旻莉
醫師、葉俊龍醫師、潘訓生醫師、和該會理事長鄭漢文醫師擔任講師，歡迎各界
報名參加。

本院郭宗甫老師於該會發言

101 學年度 獸醫專業學院學生發表 SCI 論文獎：
尹珮璐／林中天老師指導
2012, Occurrence of Epilepsy at Different Zeitgeber Times Alters Sleep Homeostasis Differently in Rats.
Sleep. 35(12):1651-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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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