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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授服宣誓典禮 

獸醫學系 

大二 何欣霖 

103.05.25 

2014 年獸醫師授服典禮在 5/24

禮拜六的上午舉辦。 

授服典禮可以說是大四升大

五，在進動物醫院見習之前一個非常

重要的儀式。從長輩們手中接受醫師

袍，也象徵了被賦予重大的責任。這

次的授服典禮由臨床動物研究所所

長吳應寧吳所長擔任代理主席，且有

幸的邀請到了臺大行政副校長張慶

瑞張副校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張淑賢張局長、行政院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趙磐華趙副局

長等嘉賓來為我們授服。這次典禮的

盛況空前，後方的家長席也是座無虛

席。典禮開始後，吳所長的致詞為典

禮揭開序幕，緊接著就是各位嘉賓對

於所有學生的祝福以及期許。進入了

最重要的程序，大四的學生分成六

組，每一組都精心製作了短片，短片

的內容無非是求學者幾年來的點點

滴滴，以及對於未來積極進取的態

度。每一組輪流上台，由嘉賓們為我

們授服給學生，而嘉賓親自為學生們

套上獸醫師服，意義更顯重大。授服

完畢，由宣誓人代表歐睿婷帶領大家

朗誦誓詞。「當我選擇獸醫學作為我

一生的志業，並站在這神聖殿堂的此

刻……」大家的宣誓神情都十分嚴

肅。 

授服典禮就在木棧道的大合照

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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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授服合照：左起為獸醫學系大四學生、左 4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趙磐華副局長、

中間本院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吳應寧所長、右 1為本院獸醫學系廖泰慶老師 

 

 

獸醫師授服典禮大合照：前排左起為本院獸醫學系大四學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趙磐華

副局長、張淑賢局長、本院吳應寧所長、張芳嘉老師、張雅珮老師、季昭華老師、

廖泰慶老師及所有參與獸醫師授服之獸醫系大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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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三十重聚 

6月 7日是畢業典禮，應屆畢業生、在校生、老師、家長與貴賓將獸三館擠

得水洩不通。到了傍晚，活動已然結束，此時，有一小群人低調來訪。 

他們是二十九年前畢業的系友，應學校邀請，前來參加於體育館舉行的「臺

大三十重聚」活動，並特地在活動開始前，回訪母系。「臺大三十重聚」活動自

去年 7月起開始籌備，歷經多次會議與動員，終於使離開學校半甲子的校友，得

以再度聚首。 

無巧不成書，這屆系友恰好是周晉澄院長的同學。老同學見面，格外親切。

在周院長的引領下，諸位系友彷彿穿過時光隧道，在新系館裡，回想消失無蹤的

舊校舍。郭宗甫教授也為校友介紹現在使用的解剖教室與塑化標本，且參觀回憶

了大型動物骨骼模型。眾人一邊話當年，一邊交流現況。最後到體育館參加活動，

在初夏的夜裡，追憶似水年華。 

 

 

  

臺大重聚三十，獸醫學系系友回訪母系，

於大動物骨骼標本前合影 

臺大獸醫學系第三十六屆 

中排左起：王仁樟、毛嘉洪、周晉澄、

傅成俊、郭榮展、楊靜宇 

後排左起：盧明鴻、吳鴻林、陳明宏、

何衍忠 

前排左起：林明怡、陳敏慧、莊雅惠、

劉靜誼、曾令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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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岐阜大學蒞臨 

分比所鄭謙仁所長 

日本岐阜大學獸醫學系柳井德磨（YAINAI Tokuma）教授為臺灣獸醫學雜誌

（Taiwan Veterinary Journal）Editorial Board編審委員之一，與本院關係匪淺。柳

井教授於 6 月 11 日造訪本院，由周晉澄院長、分比所鄭謙仁所長與劉以立助理

教授共同接待。 

柳井教授此行有兩個目的，一為代表岐阜大學獸醫學院院長，希望能增加與

臺大獸醫專業學院的交流，同時能參加明年由臺大獸醫專業學院舉辦的東北亞臺

日韓獸醫學院教育與研究研討會。另外柳井教授為亞洲動物園暨野生動物保育學

會的 senior board，本學會這幾年在亞洲各國輪流舉辦年會；臺大、臺北動物園

及屏科大相關老師及醫師皆曾參加並在會中發表論文。去年嘉大楊瑋誠老師在新

加坡舉行的年會應邀發表在鯨豚類的免疫相關研究，實在是臺灣獸醫學界的光榮。

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網頁有此學會歷次病理病例討論會的

切片檔案，可供各會員上網閱讀。柳井教授此次來訪除希望臺大能一如以往支持

此學會的運作，另外今年在越南河內舉辦的年會，也希望我們能參加。柳井教授

此行與相關師長討論加強交流的工作，會議融洽和樂並已得到具體承諾及支持。

另外本院楊晴同學赴京都大學進行交換學生的學習。柳井教授的研究單位距京都

很近，因此楊同學經常到柳井教授實驗室學習病理診斷，柳井教授亦協助楊同學

得到 ACVP 的 travel award，並安排一兩年後到美國實習。 

 

  

會後合影：左起本院獸醫學系劉以立助理教授、分比所鄭謙仁所長、本院周晉澄

院長、日本岐阜大學獸醫學系柳井德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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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參訪 

6月 26日（四）下午，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率教職員共 11 人來訪。首先

參訪了國立臺灣大學動物醫院，之後來到獸醫專業學院。周晉澄院長、分比所鄭

謙仁所長、臨動所吳應寧所長、郭宗甫教授、王金和教授、王汎熒教授、張芳嘉

教授、廖泰慶助理教授、林辰栖助理教授、蔡沛學助理教授、張中明助理教授等

多位老師共同迎接貴賓，並在 B09 會議室進行簡報與座談。為表達歡迎之意，

周晉澄院長特地準備了見面禮，包含國立臺灣大學臨床動物醫學專輯套書，以及

臺灣獸醫學雜誌第 40 卷，期能透過這些書籍，加深彼此的了解。座談會後，由

周晉澄院長引領，訪問團參觀了院內相關硬體設施，於獸三館前合影留念。最後

以熱絡的晚間餐敘，為這次造訪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座談會實況 

雙方互贈見面禮，左為本院周晉澄院長，右為香港

城市大學郭位校長 

香港城市大學參訪團與本院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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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堪回首課堂中 

郭宗甫教授 

6 月 26 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一行十一位全校一級主管、各學院院

長、副院長等來訪問臺大獸醫學院及臺大附設動物醫院。本院周晉澄院長用 PPT

檔介紹時，提到我們於 1990 年大學部增收為兩班，總學生數大約為六十人，這

勾起我的回憶而想寫此文。 

這次和香港城市大學的交流從郭校長的報告中得知：香港城市大學已在三個

月前成立獸醫學院，先成立博士班和碩士班，招收研究生先以研究為主，借重美

國康乃爾大學的師資，三年後才招收大學部的學生往栽培獸醫師的方向前進，這

是香港的大學中首度成立獸醫學院的；上次郭位校長單獨來訪時就提及有成立獸

醫學院的構想，沒想到這麼快就真的成立了！ 

我是 1984年 8月 1日（民國 73年）回系上擔任講師，當時和我一起回來的

有吳應寧講師，到如今我們二位教授已是系上最資深的老師了，吳老師再一年就

要退休，我則再二年，所以現在新進來的學生輩已經取代我們了，我們不久即將

從本系消失了。前一兩年中有一天有一位學生現居美國，她已經在美國當老師，

她走到我研究室敲了我的門，我請她進來坐。原來是她受邀到香港演講順便回臺

灣省親，就回母系走走。她在教師的公告欄上看了所有老師的相片，她說只有認

識我和吳老師了，過去的老師都退休了，所以只好來找我聊一聊。一代新人換舊

人，無人一生終老於此，65 歲一到就要離開專任，除非您再回來兼任，但已無

您的研究室了！ 

1990 年（民國 79 年）大學部增收為兩班是我來後的第六年，在這之前的兩

三年間本系的長輩老師認為我們的師資太少，當時大約僅有 16 位老師，對於逐

漸增加或想新開的課程原來的老師無法勝任，應該增加老師名額來負擔教學和實

習，有了這樣的共識就朝此方面進行，但是要增加老師的名額談何容易？因此想

到了先增加學生的名額才能進一步增加師資，後來這些構想經過系務會議、農學

院院務會議、校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又送教育部通過才於 1990 年招生，

這也是本系的一次大變革，在臺大獸醫系歷史上佔一席之地！ 

本來我教授的獸醫解剖學是在大二時上，上午從十點十分到十二點，演講二

小時，下午一點十分到七點是解剖學實習課，演講一小時算老師一個鐘點，但是

實習六小時要折半算三小時鐘點，所以此課程合計五個鐘點，到了 1991 年之後

已經是兩班的學生，一班在周一上課，另一班在周三上課，一班三十多人，六個

解剖臺幾乎都坐得滿滿的，這時的課還是全部為我一個人授課，所以上此兩班就

有十個鐘點。當時我還和郭欽賢老師共同上胚胎學的課，原來三小時的課三學分，

後來減為二小時二個學分，我期中考後負責系統之各論的課，都是拼命地趕著課

的。 

再經過約一或二年光景，課程又有了大變動，為了增加學生的選修課就將原

來大一學生的普通動物學的課，原在動物學系上的課取消了；原來大一學生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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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學的課，也打算要取消，只想要給學生上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這三門和化

學有關的課程都是化學系和農業化學系為外系所召開的課程，當時認為普通化學

和高中的化學差不多，很 mundane，應該取消，生物化學要接近醫學的生物化學

才對，要由本系新聘教師來上課，所以 1993（民國 82）年 8 月 1 日才聘請闕玲

玲老師來系上任教，就是要她來教生物化學的。無奈這想法化學系不接受，他們

認為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及實習這三科要嘛就通通由本系自己授課，

不然就通通由他們負責上課，一科都不得少，所以後來本系更沒辦法負擔實習課

就屈服了，這三科一直在外系上課，後來闕老師也就沒有真正上生物化學了。 

另外一個大變動是和我有關，應該也在這年頭把獸醫解剖學和胚胎學的課通

通由大二調到大一來上課，剛剛進校園的新生就開始上這大塊頭的課了。這不打

緊，原來大一升上大二的獸醫解剖學及胚胎學還是要上，剛進來大一也要上獸醫

解剖學及胚胎學，又是各為兩班，所以每周共四天的整天課，我幾乎那年每周每

天都在上課，那時從序言、骨骼學、關節學(韌帶學)、肌肉學、內臟學(消化、呼

吸、泌尿及生殖系統)、脈管學、神經學、感官學及雞的解剖學等等，都是我一

人負責。想起當年應該是 42歲時，還是年輕力壯足堪勝任。如今已 63歲了每上

一天的課下來就累得站不起來了，想起當年不禁感慨萬千啊！ 

郭宗甫 2014/6/29 周日下午 2:45 寫於研究室 

永齡專案最新活動報導 

動物當代思潮讀書會於 6月 15日邀請湖光動物醫院的林雅哲醫師前來演講。

演講採座談式，由林醫師先為大家演講，對現階段流浪犬貓問題處理策略，提出

精闢的看法與建議，同時，也針對近來 TNR 的議題探討剖析。參與的讀書會成

員雖然不多，反而有充足時間，能深入問題核心，交流意見，與會者因此獲益良

多，得以突破過去盲點，對未來的動物保護活動將更有幫助。 

  

座談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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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動物法醫科學研討會〉心得 

博士班二年級黃威翔 

由國際動物法醫科學會（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Forensic Science Association）

所舉辦的〈動物法醫科學研討會(Annual Veterinary Forensic Science Conference)〉

迄今已屆七個年頭，今年度於美國奧蘭多的 Sheraton Lake Buena Vista Resort，與

會者共約 110人，為期三天，由來自世界各國的演講者，分享世界各地動物法醫

與動物法醫科學發展之現況。本次研討會同時獲得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tate Boards 核可作為獸醫師再教育（Registry of Approved Continuing 

Education, RACE）的課程認證。 

此研討會講題主要可以分為「動物法醫案件調查」、「鑑識科學發展」及「法

律狀況處理」等三大主題。法醫案件方面，有來自巴西、智利、美國新墨西哥州、

紐約州及奧勒岡州等地的案件分享，各有不同面貌，如巴西著重於非法狩獵與虐

待動物，而新墨西哥州著重於鬥狗場的取締等。鑑識科學方面，目前美國的

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Forensics Laboratory主要進行病理檢驗、微物跡

證、動物製品鑑定等業務，並同時積極將人類法醫或鑑識科學最新技術引入野生

動物法醫與鑑識科學之領域，對動物法醫學發展有極大貢獻。法律方面，除了有

獸醫師如何出庭作專家證人的現身說法外，還包括法醫獸醫師執業時可能會遭遇

到的危險與威脅，及可能的因應之道。 

而本次大會高潮，則是由來自英國、素有野生動物界神鵰俠侶之稱 Cooper

夫婦，分享了其過去幾十年間，在世界各地致力於發展野生動物法醫學的歷程，

包括如何透過多組織的協助，以克服跨國動物保護法的差異，以期最終能不分疆

域、促進全球動物福祉；老教授夫婦唱作俱佳、富幽默感的演說深具啟發性，他

們愛護動物的熱情深深地打動在場每一個聽眾。 

  
  第七屆動物法醫科學研討會會場。來自 17個國

家 110個參加者，一同交流世界各地動物法醫

發展的現況。圖中演講者為獸醫師 Patricia 

Norris 與調查員 Robyn Gojkovich，講題為新墨

西哥州鬥犬案件分析。 

與來自英國的教授 Cooper夫婦合影。 

由左至右為 Mr. Cooper、IVFSA協會秘書 Susan、

Mrs. Cooper、黃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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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SLEEP 2014 Conference記要 

張芳嘉教授 

今年 SLEEP 2014 Conference 於五月 31日至六月 4日在美國Minneapolis舉

辦。SLEEP Conference每年都是由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以及Sleep 

Research Society 兩個學會共同舉辦，是一個集合全球睡眠醫學專家互相交流及

討論的平台。今年的 Keynote address 是邀請 Dr. Giulio Tononi 給予演講，演講主

題是“Sleep and the price of plasticity”。Dr. Tononi 長年專研於睡眠對於學習與記憶

之間的關係，在講演中他詳細且生動的描述睡眠如何在分子層次、細胞層次、神

經網路層次、乃至於 in vivo的行為上來影響神經可塑性（neuronal plasticity）並

造成學習記憶的形成及固化。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演講，Dr. Tononni 在一小時的

演講中鉅細靡遺的將所有的機轉交代清楚，實在受教。今年的一個研究重點是利

用 optogenetics 的技術來研究睡眠或其他神經科學的相關機制。Optogenetics 是由

兩個字所組成，分別是“optic”以及“genetic”，其原理是利用 genetic的方式將會表

現 channelrhodopsin 或是 halorhodopsin 的基因植入特定神經細胞內。

channelrhodopsin 是一個 non-specific cation channel，活化後可以讓 H
+、Na

+、K
+

以及 Ca
2+離子通透細胞膜，達到去極化並興奮神經細胞的目的，而

channelrhodopsin 可以被 473 nm 的藍光給活化，因此只要在活體植入光纖到特定

腦區，藉由鐳射或 LED 照射藍光就可以活化特定腦區內的特定細胞，進而立即

改變動物行為（例如：攻擊性行為、睡眠行為、記憶行為等），以研究神經機制。

這是繼電生理研究後另一個相當 powerful 的研究技術。相反的，halorhodopsin

可藉由 532 nm 的綠光活化，讓 Cl
-離子通透細胞膜，達到過極化並抑制神經細胞

的目地。附圖一為老鼠進行 optogenetics 照射藍光的實驗。我們實驗室目前也正

積極的在建立這樣的研究技術，不久將可運用此技術在我們的研究上。參與此國

際會議另一目的為與其他國際學者尋求合作機會，在會議上與 Dr. Mark Opp（如

附圖二）討論國際合作以及共同申請美國 NIH計劃事宜。 

   

  
老鼠進行 optogenetics照射藍光的實驗 會議合影：左為張芳嘉教授，右為 Dr. Mark 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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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病毒學會第三十三屆年會參加感想 

簡佳慶 

這次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參加美國病毒

學會第三十三屆年會（33
rd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Virology）並同

時以海報展示碩士班研究所的研究題目。會議活動主要自 2014 年 6 月 21 至 25

日為期四天，各種包羅萬象的病毒學相關研究以海報展示抑或以口頭發表

（workshop）同時在校園內進行。主辦單位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依照研究的病

毒種類分類，分配在不同區域進行報告，與會者能夠根據喜好的題目在特定時間

前往聽講，而我選擇了許多實驗動物相關的病毒性疾病如小鼠諾羅病毒（murine 

norovirus）、其他近年於研究發表熱門的新興疾病如西尼羅熱病毒（West Nile 

viru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等，及許多病毒感染與宿主之間的相互關係，如 RNAi 的表現及其影響等講題聽

講，吸收了非常多病毒學研究的新知，實在有如醍醐灌頂、收穫匪淺。而這次我

以海報方式展示的研究內容包含了小鼠小病毒（mouse parvoviruses）及小鼠諾羅

病毒，在展示過程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相同領域的研究者來提問、討論，互

相分享研究的心得並激發不同的研究方

向及想法，實在讓我獲益良多。 

 

此外，藉著這次到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參加會議的機會，在萬灼華老師的特

別安排下，能夠在他們的實驗動物中心見習一週，一窺其實驗動物中心的設置、

管理及人員作業等，並在住院醫師的帶領下實際參與了實驗動物的一般例行檢查

（包含小鼠、大鼠、天竺鼠、兔子、

貓、狗、綿羊等）、兔子的麻醉及實

驗手術、小鼠及綿羊的屍體解剖等操

作。另外，也在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Lon 

Kendall 的安排下參訪了科羅拉多州

州立大學的實驗診斷中心、病理解剖

房及獸醫學院，實在令我眼界大開。 

  

年會會場合影，左為萬灼華老師，右為簡佳慶同學。 會中展示的海報，並與其他與會學者之交流 

在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之實驗動物中心前與動物

中心主任 Lon Kendall（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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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 獸醫專業學院學生發表 SCI論文獎 

李 遙／龐 飛老師指導 
Yao Lee, Chun-Ming Lin, Chian-Ren Jeng, Victor Fei Pang. Detection of torque teno sus virus 1 and 2 in 

porcine tissues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using multi-strained pooled probes.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2014. 

蔡依潔／龐 飛老師指導 
Yi-Chieh Tsai, Hui-Wen Chang, Chian-Ren Jeng, Tsang-Long Lin, Chun-Ming Lin, Cho-Hua Wan, Victor Fei 

Pang. The effect of infection order of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and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on dually infected swine alveolar macrophages. BMC Veterinary Research, 2014. 8:174. 

恭喜劉金鳴醫師通過獸醫中藥認證 

台大動物醫院外科主任劉金鳴主治獸醫師於 2014 年 6 月獲得 Chi Institute

獸醫中藥認證（CVH- Certified Veterinary Herbalist）。劉醫師於 2008年取得獸醫

針灸（Certified Veterinary Acupuncturist）認證，以既有之基礎再完成此次進階訓

練，期能擴大醫療服務範圍，提供良善之保健醫療服務及教學研究。 

恭喜本系博士班學生尹珮璐榮獲劉古雄先生獎學金 

恭喜本系博士班尹珮璐同學榮獲今年度生農學院劉古雄先生獎學金的『傑

出研究獎學金』！傑出研究獎學金主要是獎勵在學期間整體學術研究有傑出表現

之學生，其評審標準著重在整體研究成果之學術表現、原創性、持續性與貢獻度。

這是繼去年萬民濤同學獲獎後本系學生連續第二年獲獎，希望碩、博士生能再接

再厲，在研究上繼續精進。再次恭喜尹珮璐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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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