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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杜鵑花節
林怡安

杜鵑花節是台灣大學重要的節日
之一，也是少數開放給校外民眾一同
參與的活動，今年的杜鵑花節在 3 月
14 及 15 兩日，如此盛大的活動獸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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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寒假開始，全系上上下下的同
學都為了這個日子做足準備，不僅有
精美的背景布置，更是特地向郭宗甫
老師借來了骨頭以及塑化標本，讓對
獸醫系有興趣的小朋友們可以先一窺
解剖學的面貌。
除了關於系上課程還有未來出路
的介紹以外，攤位上更是一整天都播
放著由教授們還有學長姊一同製作的
「破解狂犬病七大迷思」的影片，希
望藉機可以向民眾傳達正確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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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幽默又不失專業的影片十分受到
大家好評。
兩天以來獸醫系的攤位都是絡繹
不絕的人潮，我們耐心的向好奇的高
中生們還有愛子心切的家長解釋系上
的課程還有替他們分析要如何才能考
上獸醫系，也針對學測的面試給予建
議，為的就是希望能夠有更多對於動
物醫療具有熱忱的莘莘學子加入獸醫
系這個大家庭。
最後，杜鵑花節能吸引到那麼多
人潮，以及如此圓滿成功，當然要好
好感謝這次的主辦人還有吉祥物呢！

杜鵑花節活動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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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One World, One Health 醫藥獸三系聯合會議
大一 白軒宇
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15 日，於台
大獸醫學系舉行第二屆「One World,
One Health 醫藥獸三系聯合會議」
。由
於第一屆的成功引起廣大回響，台灣
醫學生聯合會（FMS-TW）
、中華民國
藥學生聯合會（PSA-TW）、台灣獸醫
學生會（IVSA-Taiwan）再次聯合主
辦，匯集全台一百六十餘位各校醫學、

人類福祉有所貢獻。
此外，莊越翔老師的「打破隔閡
─建立互信之醫療團隊」
，利用團體互
動的授課方式讓學員體認建立一個互
信團隊的重要，課程得到熱烈迴響。
為了使學員間能建立起默契和刺
激團隊的思考，籌備小組舉辦了 Role
Playing Debate，各個小組扮演不同的
國家，模擬當極具危險的人畜共通疾
病爆發時，各國應當如何制定政策、
交流技術、共享資源，使疾病防治的
議題能得到更廣泛的接觸與討論，也
使學員們更熟悉彼此。

藥學、獸醫系學生，一同激盪新的思
維、實踐新的理念。
醫藥獸三系聯合會議，主要目標
是推廣世界衛生組織的理念：「One
Medicine, One World and One
Health」
（健康一體，以保障地球上眾
生的健康與福利）
，並藉此搭起三系溝
通與友誼的橋樑，希望在學生時代，
就先建立起往後的合作機制與模式。

籌備團隊也邀請到六位在各領域
出 類 拔 萃 的 學 長 姐 們 ， 以 Panelist
Discussion 的形式，傳遞其豐富的經
驗。

本次會議開幕式，邀請到台大醫
學院倪衍玄副院長、台大藥學院顧記
華院長，以及台大獸醫學院周晉澄院
長，三位在台灣醫藥獸領域的重量級
貴賓致詞，為本次會議揭開序幕。

主持人為現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顧問鄭凱元，第一場會議主要講述在
地的公共參與，邀請到曾任台灣獸醫
學生會會長的吳昊翰、曾任中華民國
藥學生聯合會副理事長的李懿軒和現
任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執行委員陳
帛威。他們勉勵與會學員：
「社會參與

在課程內容上，邀請到中研院何
美鄉博士，分享多年追蹤禽流感的經
驗，以及講解關於伊波拉病毒疫情在

由雞婆的心態開始，因為不只關心自
己，更關心整個社會的利益。也許，
移開地上一顆石頭對自己幫助不大，
但可以讓後面的人不要被絆倒。」

世界上發展的進程歷史。除了專業知
識外，何老師也分享了伊波拉病毒疫
情中草根人物的故事與寫照，讓人類
反思在面對新興疾病時我們顯得何等
渺小。最後藉由學員的提問鼓勵學術
界與同學「堅持做對的事情」
，只要依
循著法律以及科學倫理規範，即便路
程中遭遇挫折，最終也必定對科學與

第二場會議則是關於國際參與，
邀請到現任台灣獸醫學生會國際交換
副會長黃大恆、世界公民島卡達旅行
家施富瀛，以及曾任台灣醫學生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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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長 的 張 恆 豪 ， 演 講 「 Think

活動提昇野生動物保育教育的效果。

globally, act locally」
，象徵著國際參
與最終需要把國際經驗帶回在地實踐。
讓國際在自己的社會裡落實，這是國
際參與最重要的價值。並且應該要針
對在地文化脈絡有所調整，不是所有
的西洋經驗都是適合台灣的。對想要
參與國際事務的學員們上了寶貴的一
課。
第二天下午參訪木柵動物園，在

最後活動結束前各組分別擬出對
於 One World, One Health 的宣言，
將 兩 天 體 認 的 One World, One
Health 概念，化為公報的形式與具體
做法，讓整個活動的價值能一直保存
下去。
期待這會議能創造三領域間的更
多可能，不要被自己的專業所侷限，
為地球共創一個完善的醫療環境。

獸醫室與 CRC，看到為了更迅速安全
的照顧野生動物工作人員所花費的心
思。另外安排吹箭麻醉體驗，藉由此

全體與會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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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動物醫院六十週年院慶系列活動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劉扶東所長演講及參訪
湯惟壹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附設動物醫院為慶祝建院 60 週年，自
4 月 23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舉辦 10
場專題演講，並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劉扶東院士
擔任首場演講的講座，為此系列活動
拉開序幕。劉所長係畢業於國立臺灣
大學化學系（1966-1970），1971 年赴
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1975 年獲得化

劉所長演講會後合影

為時兩小時的演講及與會者的提
問後，動物醫院季昭華院長親自為劉
所長導覽整個院區。

學博士學位，並於 1985 至 1987 年再
取得美國邁阿密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學位，其專長為半乳醣凝集素，異位
性皮膚炎，肥胖細胞媒介性疾病及免
疫性水泡皮膚病，獲獎無數。

劉所長（右）與季昭華院長合影

劉所長演講實況

此次演講，除借重劉所長專長，
希能助益本醫院醫師臨床診斷治療，

動物醫院參訪結束後再前往獸醫
學院，由周晉澄院長率同七、八位教

及提供獸醫專業學院師生之教學相長
外，更為感念其父劉榮標教授（本校
獸醫學系第一任之系主任，且任期長
達 23 年之久）對本系之貢獻良多，而
將第一次的專題演講獻給劉所長。講
演中，從其溫文儒雅的風範ㄧ窺劉主
任往昔的教學身影外，同時所長亦親
述其父嚴謹治學之精神對其後研究發
展的身教影響。

師走一趟懷舊參觀之行及交流。

劉所長（右）參觀獸醫學院模型
由周院長（左）及季院長（中）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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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院長的引導下，劉所長參觀

參觀獸醫學院後，於獸三館 201

了本院建築模型，以及藏於太僕廳的
鈕森館遺跡。鈕森館雖然已經不在了，
但仍然留存在劉所長及同行老師的記
憶裡。在動物醫院院慶之時緬懷過去，
別具意義。

室座談交流，惟時已近黃昏，且意猶
未盡仍欲多方請益，明達館中的餐敘
正好彌補了不足，相談甚歡後亦須珍
重道別，期待能再有機會請所長抽空
來院不吝指導。

劉所長參觀太僕廳

劉所長與本院老師座談交流

改聘林中天教授、增聘張照勤教授為兼任教授
及續聘林滄龍老師與吳菁菁老師為客座教授



林中天老師由於健康因素辭去原本職位，轉為兼任教授。
增聘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張照勤教授為兼任教授。




續聘美國普渡大學林滄龍老師為客座教授。
續聘吳菁菁老師為客座教授。

103 學年度 獸醫專業學院學生發表 SCI 論文獎
邱慧英／龐飛老師指導
Chiou HY, Hsieh CH, Jeng CR, Chan FT, Wang HY, and Pang VF.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Cryptically Circulating Rabies Virus from Ferret Badgers, Taiw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

王屏燕／詹東榮老師指導
Wang PY, Wu HY, Cheng CH, Hou WC, and Jan TR. Hispolon Differentially Modulated the
Production of Antigen-Induced T Cell Cytokines via the Regulation of Cellular Glutathione. Taiwan
Veterinary Journal, 2015.

邱慧英／張惠雯老師與龐飛老師共同指導
Chiou HY, Huang YL, Deng MC, Chang CY, Jeng CR, Tsai PS, Yang C, Pang VF, and Chang HW.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Spike (S) Gene of the New Variants of Porcine Epidemic Diarrhoea
Virus in Taiwan. 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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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