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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 5 月 31 日(六)在本院舉辦獸醫、藥
學及醫學聯合活動 

 

 

第 28屆全國大專院校體育 
聯賽獸醫盃 

獸醫學系 

大三黃柏堯 

2014 第二十八屆大獸盃，在今

(103)年的 2月 28日(五)至 2014年 3

月 2 日(日) 舉辦，為期 3 天。有臺

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及屏東

科技大學及等 4校獸醫系所，在台北

齊聚一堂，藉各項靜態賽和動態賽切

磋聯誼。 

今年特別的是靜態賽中新增許

多項目，除了麻將、拼圖、吹箭、疊

疊樂、數讀、大老二外，也有許多電

競的大小遊戲、英雄聯盟、CS，小

朋友齊打交註1和皮卡丘打排球，而在

靜態賽中，由於我們有啤酒廠商給予

有力的贊助，讓活動更充滿了活力。 

第一天與賽的中、南部 3所學校

同學們在台北度過一個夜晚後，接下

來就是緊張的動態賽！今年動態賽

一如歷年來，包含羽球、籃球、排球、

壘球、足球、網球、桌球、游泳以及

拔河等項目，每一個項目各校都派出

了運動健將角逐冠軍寶座，今年商借

師大分部的室內場地，舉辦籃排冠軍

賽，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另一項大獸盃的重頭戲，就是晚

會現場，每一位表演者的精彩演出豐

富了今年度大獸盃最後一天在台北

的夜晚，尤其今年舉辦的搞笑大賽，

所有參與者不計形象的賣力演出更

是博得滿堂采；歌唱大賽的每一校表

演更是超越了預期的水準！而精彩

的三天賽事在師大分部劃下了句點。 

最後的精神總錦標由人數眾

多，表現最為優異的屏東科技大學獸

醫系獲得！  

 

                                                
1 電腦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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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競技時況 

大獸盃大合照 

籃球競賽時況 網球競賽時況 網球競賽時況 桌球競賽時況 

電子競賽時況 疊疊樂競賽時況 大二老競賽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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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來訪 

3月 10日日本沖澠縣獸醫師公會遠道來訪，由桃園縣動物防疫所所長陳仁信

引導，來訪成員除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之會長平川宗隆先生及副會長工藤俊一先生，

還包括陪同之日本合同會社清光商事張健全顧問，以及桃園縣獸醫師公會羅信助

副總幹事等一行 5人。 

本院周晉澄院長親自迎接，並將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正式介紹給來訪所有

成員。除了將本院簡介送給成員外，同時也扼要的將本院目前的組織架構，整個

獸醫專業學院歷史演進等做了一番詳盡的說明。 

藉著大廳的建築模型，周院長簡單的指出新舊建物的相對位置及演進過程。

同時也帶領成員參觀獸醫系館，並於太僕廳細說紐森館的由來。 

周院長並表示未來十分歡迎有機會與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合作，相信對於

整個獸醫界有加乘的效果。 

訪問結束前，除了大合照外，也贈送了一套臺大臨床動物醫學套書(3 輯)及

本院特製陶瓷杯給該會。 

        

 

 

太僕廳細說紐森館由來 

周晉澄院長為來訪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介紹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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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日本聯合獸醫研究所、韓國首爾大學、台灣大學獸醫系所交流

研討會 The 5th UGSVSs, SNU& NTU Joint Workshop 
獸醫基礎研究所 

黃子容同學、萬民濤博士、周晉澄院長 

第五屆日本聯合獸醫研究所-岐阜大學(Gifu University)-山口大學(Yamaguchi 

University)、韓國首爾大學、台灣大學獸醫系所交流研討會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

七日至十八日在首爾大學的獸醫學院 Schofield Hall 舉行。三國共有約六十幾位

教授與學生共襄盛舉，國立臺灣大學為首次受邀參與，此行除了獲得新知外，也

有機會分享台大的研究結果。 

研討會開幕後即安排四場 keynote speeches，國立臺灣大學的萬民濤博士以

Livestock-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 an emerging issue? 

分享近年來新興的動物性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演進與其對人類可能產生潛

在的公共衛生威脅。接下來的會議研究討論議題相當廣泛，共分為三大主題，分

左起 日本合同會社清光商事張健全顧問、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平川宗隆會長、 

本院周晉澄院長、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工藤俊一副會長、桃園縣動物防疫所陳仁信 

所長，以及桃園縣獸醫師公會羅信助副總幹事  

左起 本院周晉澄院長、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平川宗隆會長、日本合同會社

清光商事張健全顧問、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工藤俊一副會長、桃園縣獸醫師

公會羅信助副總幹事，以及桃園縣動物防疫所陳仁信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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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合照 

大會合照 

最佳演講者獎項頒發 

別為基礎研究(Basic: Stem cell, Tumor, Metabolic disease)、預防醫學(Preventive: 

Microbiology, Virology, Infectious disease)與臨床討論(Clinic: Case reports in the 

small animal clinic)，每一 session各有 8位四所學校的碩士或博士班學生進行報

告，每位學生皆上台以十五分鐘簡短介紹自己的研究計畫成果並進行討論。這些

不同領域的研究，包含 lung cancer 的最新候選 biomarker –QSOX1 protein、以 

reovirus 作為犬肥大細胞瘤的治療的可能性、Type I feline coronaviruses 及 

canine coronaviruses 的重組能力、kainic acid 誘發之癲癇如何造成腦神經元死亡

等等。國立臺灣大學的黃子容同學報告的主題為介紹第一介白素 (interleukin-1) 

如何調節睡眠，及其在癲癇誘發後睡眠之改變扮演的重中要角色。非常榮幸的最

後能夠代表台灣大學獲得最佳演講者的獎項。 

會議期間我們亦參訪了首爾大學獸醫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其動物醫院規模略

小於國立臺灣大學的動物醫院，然而接待者亦介紹該校目前正積極擴大動物醫院

規模。本次交流研討會是台日韓三國良好的交流機會，能夠在短短幾天內更加了

解其他學校的研究，除此之外，研討會前與會後的聚餐也讓我們認識許多韓國與

日本的學者與學生。會議中感受最深的是首爾大學對於主辦獸醫各類國際研討會

以及跨國合作的積極性，由此可以感受到首爾大學獸醫學院對於提升該院在世界

獸醫領域的地位之強烈企圖心。相對於首爾大學的積極，台大有相當大的改善的

空間，並應該積極爭取參與獸醫相關的國際會議以防被邊緣化。明年第六屆的交

流研討會將由台灣大學舉辦，希望屆時會有更多教授與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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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晉澄院長於社員大會中致詞，向全體會員問候並介紹臺大獸醫專業學院 

務實參與白肉雞產業活動 
獸醫所公衛組 

周崇熙副教授 

2月 26日是「保證責任台灣省北台肉雞運銷合作社」一年一度的社員大會，

本院周晉澄院長率領禽病學教師周崇熙副教授以及專攻禽病研究的博士班范揚

棋獸醫師，以來賓身份一同前往桃園縣參加本次大會，受到合作社理事主席簡瑞

斌先生及全體會員熱切歡迎，並和與會的貴賓包括桃園縣農業局曾局長、新竹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彭所長等人交換工作心得。 

會中合作社營運團隊向社員及周院長等貴賓說明上年度中合作社的營運概

況，同時詳細說明有關合作社管理的毛雞電動屠宰工廠產線擴大與設備更新之籌

劃，特別是未來桃園航空城的規劃，將和毛雞電動屠宰工廠的現址有所重疊，因

此營運團隊也特別報告了毛雞電動屠宰工廠預定搬遷的預定地選購計畫。簡瑞賓

主席並特別向獸醫學院的來賓解說目前白肉雞產業的飼養狀況，包括經營成本、

飼養困難點以及目前能獲得之毛利，讓三位前來訪問的學界人士更加了解產業的

實際面。 

會中，周院長並向全體會員問候並介紹臺大獸醫專業學院，同時也由周崇熙

副教授及范揚棋獸醫師於會中及會後餐會中，分批向產業農民說明專業學院本身

及設址在學院內之家禽保健中心可以提供給現場的技術服務項目，包括了家禽疾

病診斷、家禽重大疾病血清抗體檢測、家禽場水質檢測、家禽病原菌藥物感受性

檢測等，歡迎農民或現場禽病獸醫師多多利用與蒞校指導。 

周院長鼓勵院內教師能多找機會積極參與相關產業團體的活動，除了能讓

學術知識更能於產業實踐之外，對於吸收了解產業現況，在返回教室融入教學課

程更有重大的益處。 

 

 

 

 

 

 

 

 

 

 

台灣獸醫誌新的國際旅程 

臺灣獸醫學雜誌即將邁入第四十卷，過去每年未曾間斷的出版 6期或 4期，

同時接受中、英文獸醫論文發表。本屆中華民國獸醫學會理監事經努力規劃後，

決議進一步推動臺灣獸醫學雜誌以全英文出版，經由農委會補助部分經費，商請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協助國際化推動成為 SC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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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獸醫學雜誌將採線上投稿方式，分為 Part A及 Part B，Part A僅收英文

稿件，期為 SCI期刊。Part B亦是收英文稿件，但編輯部確認內容為教材傳承或

防檢疫政策討論週知會員，則可考慮受理中文稿件。期刊主編為臺大王汎熒教授，

並網羅歐美日韓等獸醫專家成立編輯委員會。臺灣獸醫學雜誌改版後 part A網址

為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tvj 

 臺灣獸醫學雜誌封面改版如下： 

 

 

 

 

 

 

 

 

 

 

 

 

2013 年獸醫專業學院學術著作統計 

2013年獸醫專業學院師生共發表正式期刊論文著作 105篇，其中屬 SCI 期

刊共 71篇。就 SCI著作而言，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本院教師者有 60

篇，Impact Factor 大於 5.0者有四篇，2篇高 Impact Factor 論文的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為本院教師。本院 2013年每位老師平均發表 3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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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