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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所長──
季昭華教授 

季昭華 教授 

今年八月接任臨床所所長並同
時兼任動物醫院院長一職，臨床所和
動物醫院可說是不可分割的關係，因
臨床所的老師均在醫院裡兼任醫
師，甚至有些老師還兼主任一職須負
責醫院裡繁瑣的行政工作。老師們不
僅要指導臨床所研究生研究題目
外，還必須負責研究生臨床診療的訓
練，可知臨床所的每一位老師都肩負
著許多的責任。 

身為臨床所所長及醫院院長，負
責統合協調教學研究與對外醫療兩

項工作，在教學研究上讓大五學生及
臨床所研究生能在臨床實習訓練上
得到知識及技能，在醫院營運上又必
須有一定的收入來維持人事開支及
新舊設備的添購維護。以前自己雖然

曾擔任過大動物科與經濟動物科主
任且在醫院裡兼任獸醫師多年，但對
醫院的詳細情況並不是很了解，直到
接任院長後才發現許多不曾注意的
事，舉例來說，中秋節準備動物醫院
員工禮品時，才知道需要 160 份以
上，原來臺大動物醫院這麼龐大，負

擔這麼多的人事開支，不但要自給自
足，還要負擔上述教學醫院的工作。 

臺大動物醫院是臺灣最具規
模、最有歷史的教學醫院，在亞洲也
是數一數二，這些成果都是多年來師
長們與同仁們努力而來，在此除了對
師長與同仁的感謝外，更感到自已的
責任重大，並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臺
大獸醫專業學院與動物醫院能永遠
保持領先的地位。 

 

 茶會一隅 

天氣轉涼，請注意添加衣物。 

喵喵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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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歐洲小動物內科醫學會心得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游秉燁 

歐洲小動物內科醫學會是全球獸

醫內科學的指標會議。此次會議自 9

月 3日至 6日，為期 4天。 

第一天參加歐洲獸醫心臟醫學會

舉辦之會前特別課程，收穫甚多。由

歐洲心臟專科醫師講解小動物好發的

先天心臟病，並有不同領域的專家，

如解剖學、組織病理學、影像診斷學、

臨床病理學以及臨床診斷及治療等等，

全面性的討論講解，使我對於這類棘

手且致命的心臟病有更多了解，相信

未來更有能力幫助罹患先天心臟病的

動物！ 

本屆歐洲小動物內科醫學會年會

主要可分成心臟、內分泌、消化道、

腫瘤學及營養學等領域。值得一提的

是，各領域目前研究方向大多與分子

生物學、基因研究及高階影像學相關，

例如生物標記在心臟學、腫瘤學及消

化道疾病均有廣泛討論；而基因序列

與疾病的相關性也是熱門的研究方向。

幸運的是，此次會議中亦有許多與犬

隻慢性退化性二尖瓣疾病相關的討論，

例如 3-D 超音波在早期診斷此疾病及

預後評估之應用、與此疾病相關的基

因序列及好發犬種與基因表現之關係，

及多篇相關的口頭報告。這些研究幫

助我對這個犬隻最常見的心臟疾病有

更全面的認知，了解其重要性並對未

來的研究有新的雛形與願景。 

6 日上午 11 點是我口頭報告的時

段，很榮幸能夠在這樣的國際盛會演

講，更重要的是報告後的討論及心臟

科專家們的建議。本研究以臺灣大學

附設動物醫院的病例為研究對象，討

論慢性心衰竭與繼發惡病質之關係及

對生存時間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若

發生惡病質與貧血，則死亡風險大幅

上升。與會學者有正面的迴響，因為

生存時間與疾病的死亡風險相關因子

一直是熱門的議題，而本研究以臺灣

經驗為例，雖然有地域性的差異，如

臺灣民眾偏好小型犬種，但仍相當具

有前瞻性，能夠獲得肯定，實在備感

榮幸！當然，專家們也點出本研究的

極限，可作為改進的目標。 

非常感謝科技部與獸醫專業學院

的支持與幫忙，使我得以順利參與這

次國際盛會，並獲益良多，最重要的

收穫是吸收許多獸醫臨床及研究相關

的新知。在臨床方面，許多知名且有

豐富經驗的醫師教授，薪傳多年的臨

床經驗，包括診斷技術、治療的新面

向及內科疾病控制期間須注意的大小

事項，相信在未來行醫時，我將更有

能力幫助患病的小動物；而研究方面

更是精采，各國頂尖的實驗團隊，分

享其研究成果，除了吸收新知，這些

研究亦提供不同的觀點與方法，可作

為下次研究的基石。 

最後，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黃慧

璧教授，在研究所期間的指導，使我

能夠為動物醫學盡一份心力！在臺大

八年，謝謝一路上遇到的老師、同學、

系辦人員、醫院同事、前輩後進，還

有最愛的毛小孩們。祝福大家健康快

樂！  



2014年 10月 

3 

出席美國禽病獸醫師年會 

陳慧文 助理教授 

很開心在今年七月底時出席由美

國 禽 病 獸 醫 師 協 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vian Pathologists; 

AAAP ） 在 Denver Convention 

Center 所舉辦的 2014年會，以口頭報

告方式發表研究論文，題目為

「 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receptor-binding site of the 

hemagglutinin protein in the avian 

influenza H6N1 virus may 

contribute to interspecies 

transmission」，報告內容為分析近年

來臺灣本土雞場所偵測分離得之

H6N1禽流感病毒的演化。H6N1禽流

感病毒在臺灣存在已超過 40年，但去

年在臺灣中部出現了人類感染的病例，

是為世界首例，引起不小的注意；本

次的論文旨在報導臺灣雞隻分離株的

演化分析，發現自 2000 年以來，臺灣

雞隻分離株之血球凝集素蛋白持續地

改變中，多數毒株並在其受體結合位

上被辨識到具有能跨越物種感染的基

因標記，後續的衝擊不容小覷，應多

加追蹤與研究。 

AAAP 每 年 皆 與 AVMA 

（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一同舉辦，有多家大型

動物用藥品公司贊助，屬於中大型的

會議，皆在美國境內的大城市舉行。

今年家禽組的主題涵蓋了家禽疾病、

腸道健康、飼養管理等，其中傳染性

疾病又細分為寄生蟲、病毒、細菌、

黴漿菌，而我的口頭發表歸類於禽流

感的時段。已經是第三次參加此年會，

雖然每次都很幸運地接受為口頭論文

發表，但這次的聽眾人數卻是歷次以

來最踴躍，輪我上台時，台下的聽眾

超過 150人，問與答情形也相當熱烈，

猜測與禽流感研究主題較受青睞有

關。 

Denver位於美國中部科羅拉多州，

氣候乾燥、濕度較低，相對於臺灣夏

季的 70%濕度，Denver 大概介於 50%

左右，因此雖然正值盛夏，一下飛機

之後，立即就能感受到乾燥卻舒適的

溫度。會議中心就座落於 Denver 市中

心，外觀地標是一隻石頭建造的大熊，

甚為雄偉，設計者將之設計為石頭熊

趴在會議中心玻璃牆外，試圖窺探會

議內部的進行（如照片），實屬趣味。

 

本次論文發表之國外差旅費承蒙

科技部補助，同時也榮獲大會所發給

的旅行補助。此會議明年將於美國東

岸 Boston舉辦，推薦給相關領域的研

究學者前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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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牛隻BSE風險管理查核 

周晉澄 教授 

2014年 9月 2日至 11日參與衛

福部赴日牛隻 BSE 風險查核。這是

審查日本牛肉產品輸台程序之一，目

的在於實地考察日方牛肉生產之衛

生安全管理與 BSE 監控，包括日本

相關法規與官方之監督，牧場、飼料

場、牛肉生產設施與化製廠的落實。

此行有食衛署姜副署長與兩位科長、

防檢局技正及四位專家，共八人，9

月 3日在東京與日本農林水產省雄谷

法夫室長、厚生勞動省 BSE 對策專

門官員及日本駐OIE代表Dr. Toshiro 

Kawashima等進行查核前協調。之後

陸續查訪了負責牛肉生產食品衛生

安全的中央主管機關，包括農林水產

省、厚生勞動省與筑波日本動物衛生

研究所等相關機關，也查訪了九州的

地方主管機關、農林水產省動物檢疫

所成田機場分所與位於岩手、宮崎、

熊本共四家之屠宰分切廠，及飼料廠、

養牛場、化製廠各一家。期間臺灣發

生食用油問題，姜副署長提前回台，

9月 6日起由我代理後續行程團長職

務。9月 11 日在熊本九州農政局與日

本中央及地方官員進行最後討論，由

我總結完成本次行程。 

日方官員與產業人員配合度非

常好，除了詳細安排與介紹外，對於

執行確保牛肉食品安全之相關作業，

不論是硬體上的規劃建設，或是衛生

安全管理工作之操作，印象深刻，尤

其日本屠檢獸醫師對屠前與屠後檢

查之確實，值得讚賞。肉品衛生微生

物檢查、金屬與輻射物檢測及 BSE

風險物質之防止與切除、普利昂蛋白

檢測執行等，都值得臺灣好好學習。 

日本有二十幾家工廠生產的牛

肉可以外銷，本次查核工廠規模都相

當小，僅有幾頭肥牛的試驗農場，代

表性可能有問題。另外，查核時雙方

無法以語言如英文直接溝通，用了相

當的時間，才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則

是感到缺憾，相信這對國際化的發展

是有影響。日本動物衛生研究所討論

時，特地提及與臺大可能的研究合作

方向，本院師生未來將可把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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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國獸醫學院院長聯席會 

周崇熙 副教授 

本院周晉澄院長與周崇熙老師

於九月 25-27 日應邀前往中國福州，

參加本年度中國大陸全國獸醫學院

長聯席會。中國大陸全國獸醫學院長

聯席會已舉辦了十三年，本年度最重

要的議題是討論中國境內獸醫學院

的設置標準。由於中國大陸地域廣闊，

各地區設置獸醫學院的標準不一，也

使得中國所教育的獸醫系畢業生程

度差異很大。為了齊一獸醫系畢業生

的水準，建置一個獸醫學系的基本標

準顯然是必要的，同時，由於國情需

求，獸醫藥學專業科系的設置標準也

在本次會議討論項目中之中。會中各

校代表針對生師比、畢業年限、課程

設計等議題有激烈而廣泛的討論。周

晉澄院長也在大會中向與會的近一

百五十名代表演講有關臺灣獸醫教

育的制度與現況，與會代表對於臺灣

大學畢業生畢業之後有八成五投入

獸醫專業領域表示讚佩，認為這是中

國獸醫教育改革的標竿與理想。本次

會議並決定明年度的中國大陸全國

獸醫學院長聯席會將在山西農業大

學舉行，聯席會領導也熱情邀約臺灣

大學代表明年能繼續參與此項盛會。

 
 

 

 

 

會後，周院長並與同行國立中興

大學獸醫學院毛嘉洪院長、董光中系

主任等人，參觀位於福州市的福州大

貓熊研究中心。周院長並與中心副主

任修云芳高級獸醫師洽談未來讓臺

大獸醫系同學前往該基地實習之願

景。由於福州距離臺灣只有一個多小

時的航程，相對於四川的貓熊研究基

地而言交通便利許多，同時，福州與

臺灣氣候人文較為相近，對於大貓熊

的照料有許多氣候的獨特性，相信若

能成功簽署合作協約，對於臺灣大學

同學在野生動物照料學習經驗，將有

非常大的助益。

 
 

  

周晉澄院長向大會介紹本校獸醫專業學院以及臺灣

獸醫學教、考、用的制度現況。 

周院長（右一）與中興大學毛院長（中）參觀福州大

貓熊研究中心，圖中之貓熊為福州八號貓熊，是臺北

市動物園大貓熊明星「圓仔」的外婆。 

參訪團（右三：周崇熙師；右四：周晉澄院長；中：

毛院長；左四：董主任）於福州大貓熊研究中心前，

與修云芳副主任（左三）合影。該中心目前鎮園之寶

是高齡三十五歲的母貓熊「巴斯」，是目前全世界年

齡第二長的存活大貓熊，約同人類百歲之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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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歐洲獸醫科專科醫學會大會─

伴侶動物學術會議之感想 

林澄憶／劉品辰／王舒郁 

2014年 9月 4日至 6日，在德國

Mainz 參加歐洲獸醫內科專科醫學

會大會──伴侶動物學術會議，這是

個十分現代但又處處保有著宗教氣

息的古城。我們在會議開始的前一天

即抵達會場，參加由廠商舉辦，關於

血液寄生蟲可能造成的疾病以及如

何從臨床上血檢進行判讀的會前會。

隔天，我們分別參與不同學者進行的

口頭發表會，在中場休息與用餐時間

和與會學者一同討論方才的會議內

容。 

會議安排了許多課程，邀請了在

各科小動物內科疾病的專家來演講，

讓我們增進知識，包括內外分泌、病

毒、腫瘤、傳染病等等，例如其中一

場演講邀請了德國學者 Katrin 

Hartmann來演講核酸診斷於貓白血

病病毒之意義及應用性， 

參與國際會議最重要的收獲不

外乎了解目前最新的研究發展以及

實驗成果，另外可以開拓眼界，並且

重新思考不論是關乎自身研究或是

整體臨床小動物醫學，是否還有其他

有潛力的發展方向。四天的會議除了

吸收新知以及有機會全程英語的對

話與溝通之外，也見識到雖然在相似

的研究領域之中，但是由於國情以及

教育體制的不同，也造就不論是研究

方向、結果呈現的方式還有思考邏輯

之差異。例如由於歐洲臨床實驗室體

制較為縝密及分工精確，因此研究的

方向較為深入以及專精；也因為區域

性的不同，因此歐洲各國好發與常見

的疾病就與身在亞熱帶亞洲的我們

有所不同。 

藉由這次參與歐洲的國際會議，

見識到了除了台灣以及過往也比較

常接觸的美式研究與教育風格，發現

歐洲人做事與溝通方式

真的較為謹慎並且

精確，另外也對於歐

洲人的生活習慣，例

如上下午茶、悠閒又

優雅的午後陽光、嚴

謹但卻又溫和有禮

的待人方式，藉機體

會了不同風土民情的

生活，也是另一種收

穫。 

  

於會場中與論文海報合影 

左起：劉品辰、林澄憶、王舒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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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麻布大學實習 

潘秀莉 

2014春天接近夏天，有著宜人的

天氣，很感謝學校提供機會讓我們到

日本麻布大學獸醫教學醫院進行參

訪見習。 

6 月 16 日參訪麻布大學獸醫教

學醫院，川原井教授帶領我們參觀整

體環境。乍看之下，麻布大學獸醫教

學醫院的外觀占地，不如臺大動物醫

院來的壯觀，但內部設備讓我印象非

常深刻。無論是設備還有規劃，都有

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改進的地方，光

是實習教室的設備，就非常完善，可

以讓學生得到更多的練習機會，川原

井教授表示，這些資源大部分都來自

校友貢獻，不論這是日本人互助合作

的特性，抑或是麻布大學特別的精神，

都是讓我覺得值得敬佩和學習的地

方，有這樣的態度，莘莘學子們和整

個大環境才能不斷的進步。 

 

接著我們參觀醫院臨床診療的

部分，在麻布大學，飼主們和病患會

先在區隔出來的候診區等待，每個病

患會依照順序進入診間由住院醫師

或實習醫師問診，問診結束後將病患

交給醫師，帶到和飼主隔離的檢查室，

進行更進一步的理學檢查，再安排需

要的檢查項目，在這樣的動線上，對

於教學上有很大的幫助，沒有時間和

飼主的壓迫，學生會有更多的實習機

會，而醫師也有更完整的時間、空間，

和學生或資淺的醫師進行討論和教

學；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地方，在日

本看到的飼主，通常都十分的彬彬有

禮，人與人第一次見面都會鞠躬且互

相問安，而更耐人尋味的是，連日本

的寵物都十分的溫馴柔順，一天當中

難得聽到一聲吠叫，我想在台灣，飼

主與醫師的醫病關係，還有飼主對動

物的教育，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在第一天初步的了解醫院之後，

晚上學校安排了歡迎茶會，對於如此

慎重的宴會，真是受寵若驚，一路由

聯絡、住宿和歡迎所見識到的陣仗，

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麻布大學對於見

習生的重視與細心接待，這也是由衷

的感謝和我們需要回饋的地方。

 

 

在見習過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是日本人的敬業精神，有教學和合

作的熱忱，做任何事情都很謹慎，每

一個病例都有一個完整的團隊，主治

醫師、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和學生，

麻布大學師生對我們細心熱情的招待 

符合實際操作的刷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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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都有充分的學習和討論，每一

個使用過的地方，不論是團隊中的哪

個角色，都會把環境收拾得很乾淨，

手術室的地板沾到血，馬上跪下來擦

乾淨，順便擦醫師的鞋底，在診間聽

飼主和主治醫師診療時，也都認真專

注的寫筆記，在醫院內部從來沒有看

過學生拿起手機，處理自己的事情，

整個醫院的風氣和臺灣所見很不一

樣。 

 

 

在麻布大學的兩個禮拜，很感謝

不論是教授、醫師或是學生，都願意

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中，幫助我們的見

習，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也讓

人懷念。 

 

動物當代思潮讀書會9月份例會──

顏聖紘老師演講 

由臺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

動物」專案計畫所援助的動物當代思

潮讀書會，9 月 28 日於獸三館 201

會議室舉行動物當代思潮讀書會的

月間例行聚會。這次很榮幸邀請到顏

聖紘老師來為大家演講關於野生動

物的福利與保育。 

顏老師大學時代主修昆蟲學，之

後負笈至英國，現任國立中山大學生

物科學系副教授，專長為昆蟲學、生

態學，以及生物多樣化等。此外，老

師也經營數個知名的科普性部落格，

因此這次演講，除了讀書會的成員以

外，也吸引許多感興趣的學生到場。

老師與我們分享了關於臺灣目前野

生動物的現況，包括因日前狂犬病疫

情而聲名大噪的鼬獾、各種爬蟲類、

兩棲類、魚類等，此外，也探討了國

外進口野生動物，對於臺灣環境的影

響。 

會中同時探討了關於政府在野

生動物管理方面，由於跨部會的分工

過細，反而無法有效管理的問題。近

年來，雖然動保意識抬頭，然而，多

集中於伴侶動物，野生動物方面鮮少

有關注。顏老師這次的演講，使讀書

會成員能對此領域有較為深入的認

識，對於未來研究探討將更有助益。 

讀書會下次例會將於 10月 26日

下午兩點於獸三館 201室舉行，邀請

吳光平老師演講，歡迎有興趣的師長

同學們共襄盛舉。 

麻布大學師生的專注態度 

一同見習的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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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