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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
究所所長──鄭穹翔 副教授 

本院獸醫病理課程盼能落實同

學病理診斷思考邏輯的訓練，期望建

立同學對病理診斷的正確態度及思

考方法。因應社會的需求，分子暨比

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將朝向獸醫病

理學專業人才的培養、獸醫病理學以

及比較病理學教學與研究水準的提

昇而努力，並藉由跨領域基礎及臨床

研究，強化比較病理學及動物模式的

人類疾病研究，致力於生技及轉譯醫

學的發展。 

鄭穹翔副教授係獸醫專業學院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新任

所長，鄭所長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生物學系，本校農業化學研究所碩

士，本校獸醫學研究所博士。曾經服

務於臺大農學院電子顯微鏡館，兼任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臺北貴重儀器

中心資深技師，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及本院講師。 

鄭老師擔任過導師及學生事務

我們每年都來，今年也是。 

最近，見個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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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召集人、委員及導師工作委員

多年，對於學生事務總是不辭辛勞地

提供諮詢及實質的幫助。當學生遇有

困難時，鄭老師總是以正面的意見和

積極的協助，陪著大家成長，待學生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他總是記得學

生的快樂和苦惱，關心、支持、期許

讓人倍感溫馨。鄭老師曾長期擔任系

學會桌球隊的指導老師，除出資聘請

教練前來指導之外，也購買球具、球

桌供學生休閒活動及聯誼。鄭老師曾

協助系上學生組合唱團，擔任指導老

師兼指揮，並在獸醫之夜及系友文教

基金會年會演出；也曾擔任臺灣大學

學生社團美術社及國畫社指導老師

多年，現任長青團契社團指導老師，

帶動文化素養的提昇。 

鄭老師擔任過系上大學申請入

學、甄試入學委員會、學士班轉系申

請委員會、研究所甄試入學委員會委

員，熱心公共事務，長期投入，貢獻

良多。鄭老師也擔任過系友文教基金

會學術幹事及總務幹事多年，忠於職

守，認真負責，頗獲好評。除此之外

鄭老師更在其專業領域上，提供系

上、校內及校外的服務；以電子顯微

鏡的專長，加入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的

共同儀器中心，提供電顯貴重儀器的

服務及諮詢，協助學生及老師們研究

的進行，是一位熱心、細心又有愛心

的老師。而堅定的基督教信仰更使鄭

老師心胸寬宏，待人謙恭有禮，其豐

厚的人文素養與寬廣的胸襟，提供了

獸醫教育與服務的重大貢獻。 

美國動物園獸醫師協會 
2014年會心得 

余品奐 

這是第三次參加美國動物園獸

醫師、美國爬蟲類及兩生動物獸醫

師、美國珍奇哺乳動物協會合辦之醫

療年會了，因此對於全球知名的野生

動物獸醫師雲集的震撼已不若以

往，取而代之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協會

的運作、知識共享、永續經營的理念

感到欽佩，也同時反思臺灣自身的狀

況及未來發展。 

第一次參加此會議時，全場數百

位全球的獸醫師中只有三位臺灣

人，在各個場合都顯得渺小且孤單，

某種程度可能也反映著野生動物醫

療在臺灣的情形。但隨著近年的發

展，臺灣野生動物醫療已提升至包含

伴侶野生動物醫療、人畜共同傳染

病、保育節育等多元且吃重的角色，

會場上也見到十八位來自臺灣不同

崗位的野生動物獸醫師，讓人有不再

孤軍奮戰的溫暖，也建立了從動物園

到救傷單位、私人醫院、教學研究單

位乃至美國名校的聯絡平台。 

從參加會議見證到臺灣在這個

領域的努力與進步其實是比在會場

上吸收到尖端知識更加讓人興奮

的，知道有一群熱愛野生動物的伙伴

在不同的角落努力更是一個無形巨

大的支持，也盼望有一天，我們能夠

向世界先進國家看齊，用知識、熱情

與無私架構出我們的野生動物醫療

網，提升野生動物醫療保育、邁向一

個地球、一體健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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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AACR黑色素瘤研討會感想 

呂律秉

 

AACR(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本次在美國費城舉辦

的「Advances in Melanoma: From 

Biology to Therapy」會議是特別針對

黑色素瘤的學術研討會。感謝我的指

導教授廖泰慶老師給我機會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且給予充裕的補助，

不僅增廣見聞，亦能宣揚我國在動物

癌症醫學的研究以及促進國際學界互

相交流。 

本次研討會時間從 9月 20日至 23

日共四天行程，在靠近費城市政廳的

Loews Hotel 舉辦，由來自英國曼切斯

特癌症研究學院的 Richard Marais報

告「BRAF 及 RAS訊息傳導在黑色素

瘤的治療上扮演的角色」作為開場，

之後便是歡迎餐會，近百位研究黑色

素瘤的學者聚集在一處討論最新的科

學發現和治療方法，稱其為年度盛會

也不為過。接下來的兩天是一系列的

口頭報告及海報發表，我的海報發表

則是在第三天的晚上時段，題目是

「The effects of dasatinib in KIT 

L579P and NRAS Q61K mutant 

canine melanoma cells」，整整兩個小

時的時間，我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黑

色素瘤研究學者的看法及建議。 

目前針對人類黑色素瘤的研究方

向主要在於免疫療法及標靶治療，與

本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不謀而合，在動

物醫學領域中我們也嘗試篩選出能應

用在狗的新興藥物，目前已進行至生

物體試驗。 

這趟美國研討會之旅讓我收獲良

多，除了科學領域上歐美國家擁有的

先進技術外，我看到了國外學者對於

研究的熱忱及嚴謹的態度，理解到自

己的不足，期許自己未來能成為更傑

出的研究者。 

  

研討會現場 

向與會學者講解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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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屆獸醫比較呼吸疾病協會年會 

林中惠

獸醫比較呼吸疾病協會（VCRS）

2014年會由 U Penn 主辦，其 ICU 主

管 Lesley King 為呼吸教科書作者，因

此會前先至小動物教學醫院 ICU 一週。

每天工作由 7:00 開始，resident 先接

case 做初步評估與治療，8:00與 14:00

有巡房，faculty 一面教學一面 check

並討論 case 變化，再調整處置。每日

有 1~2 位教師在 ICU教學一整天，例

如Professor Lesley King帶輪值的vet 

students 與 resident 理學檢查、引導

大家思考patient的心肺評估結果與對

應治療策略，或針對某輸液爭議召開

journal club討論實證；或像是他們稱

「急診加護之神」、撰寫重症加護教科

書的 Dr. Silverstein 與 students 小班

教學 SIRS 的 overdiagnosis 與真正意

義。每位 faculty 都各具特色，但共通

點就是引導 students 思考，不斷教導

students沒有「不可能」這種事。ICU

的工作每天均充滿豐富紮實的教學。 

在VCRS議程中可update各校研

究進展與趨勢，包括 asthma 的新

target、ventilator 的治療經驗與未來

展望、肺再生醫學等。完成我的肺功

能研究口頭報告後，昔日引領 BAL研

究的 Dr. Hawkins 最近也踏入肺功能

研究，因而有了進一步的交流；犬貓

肺功能與 bronchoscopy 的一位前輩

亦有與會，得以藉機向他請教。能向

這些大師求教實為此行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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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獸醫學系師生來訪見習 
劉以立助理教授 

根據今年 3 月與東京大學獸醫學

系所簽訂的學術交流協議書，10月 13

日至 17 日期間，由東京大學獸醫生理

研究室的松脇貴志助理教授帶領六位

東京大學獸醫學系五年級生──佐藤

徹，林弦輝，市川直樹，内田萌菜，

冨田絢子，伊藤祥子──至臺大獸醫

專業學院及生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進

行學術及臨床實習交流。 

本次實習課程包括：由季昭華院

長負責的大動物及野生動物臨床診療

見習、由外科劉金鳴主任負責的小動

物針灸臨床見習、動物園獸醫室郭俊

成主任協助獸醫室參訪、張芳嘉主任

協助的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

相關實驗室參訪，以及我所負責的小

動物外科手術及臨床診療見習，課程

內容相當緊湊充實。 

為感謝去年初由臺大派往東京大

學獸醫學系見習學生所受之親切招待，

周晉澄院長特於 10 月 14 日晚間舉辦

歡迎會，熱烈歡迎本院初次接待的東

京大學獸醫學系老師及交換學生，出

席者還有季昭華院長、鄭穹翔所長、

王汎熒教授、張芳嘉教授，以及其他

獸醫系學生。席間相談甚歡，同時透

過這次機會，讓明年初預定前往東京

大學實習的臺大學生能在行前即與對

方學生進行交流，增加兩校間的學生

溝通管道。 

此外，在本次實習課程最後一天，

由季昭華院長於生農學院附設動物醫

院舉辦歡送茶會，除了歡送東京大學

師生，並感謝所有在此課程中協助的

老師及醫師，更期待明年的再相聚。  

歡迎茶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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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四屆中美毒性病理技術研討會」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鄭謙仁教授 

中國大陸為了建立符合國際規範

的毒性病理學體系，提高毒性病理學

從業人員的理論和診斷水準，加快與

國際標準接軌，從而促進醫藥研發實

力的發展，於 2014 年 9月 10至 12日

在江蘇南京由中國藥學會藥物安全性

評價研究專業委員會、美國毒性病理

學 會 （ Society of Toxicologic 

Pathology，STP）及中國食品藥品檢

定研究院國家藥物安全評價監測中心

主辦，江蘇鼎泰藥物研究有限公司協

辦以「藥物免疫毒性病理診斷和報告」

為主題的第四屆中美毒性病理技術研

討會（以下簡稱研討會）。會中有

Bristol-Myers Squibb 公司的 Thomas 

Adam Brodie 博士、美國 NIH Susan 

Elmore 博士、強生公司的 Helen 

Han-Hsu 博士、Novo Nordisk 公司

的 Kevin Keane 博士、Covance 公司

的 Victoria Laast 博士、Huntingdon 

Life Sciences 公 司 的 Cynthia 

Willard-Mack 博 士 、 Glaxo 

SmithKline 公司的 Richard Peterson

博士、Pfizer公司的Xiantang Li博士，

以及 WuXi AppTec 公司的 Xiuying 

Yang博士等 9位免疫毒理實驗研究和

／或病理診斷方面的著名專家到會進

行學術交流。本次研討會大會報告 2

天，案例分析及切片討論 1天。 

臺灣的獸醫病理診斷訓練在四所

具獸醫學院（系）的大學已行之多年，

相關的獸醫病理診斷人員亦在我國的

動物疾病防疫工作做出重大貢獻。由

於我國生醫製藥產業相對薄弱，接受

獸醫病理診斷訓練的研究生或畢業生，

鮮少有機會能發揮所學，很多再回到

臨床擔任第一線的伴侶動物獸醫師或

是經高考擔任公職獸醫師。在此，本

次參與會議的目的除了解中國大陸在

contract research laboratory (CRL)的

發展狀態，同時希望有機會多認識相

關的獸醫病理專業人員，為我病理獸

醫師的發展，尋求另一可能性。另外，

中國大陸已與美國的美國毒性病理學

會（Society of Toxicologic Pathology，

STP）建立關係，此學會在全世界的生

醫製藥業界非常重要，其經常接受美

國 FDA 的委託，針對毒物或待測化合

物或藥物，建議或建立相關安全性、

有效性以及臨床前實驗的檢測準則。

此行亦希望有機會能增進與 STP 彼此

了解，或對臺灣訓練制度或訓練出來

的相關專業人員，能有一認識，進而

增加其發展之機會。 

在此毒性病理研討會中，美國毒

物病理學會（STP）的專家群，或用即

席演講，或用網路視訊，在前兩天的

課程，由免疫系統的各個臟器，骨髓、

脾臟、胸腺、淋巴結等，依序由解剖、

生理、組織進入到毒物免疫傷害的變

化及評估，並由在小鼠、大鼠及非人

類靈長類的各種動物模式，以及化學

藥品至蛋白藥物，介紹到目前奈米分

子在動物模式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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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STP 期許能將各個專有名詞的使

用狀態，加以釐清及統一，俾便在中

國大陸的毒物病理檢測及評估系統，

也能依循在美國已建立的各項資料庫

及模式。在第三天的會議，中國大陸

的各個單位提出他們遇到的案例或問

題，並就教於現場及視訊的專家群。 

臺灣去的參與者包含筆者及中興

大學獸醫病理生物所廖俊旺所長以及

廖所長的博士生吳昭慧小姐。我們除

分別介紹臺大及中興大學獸醫病理訓

練系統外，亦報告「致癌物快速誘發

大鼠肝腫瘤評估模式」的案例報告。

由於皆是用英文且是專業的報告，與

會國外專家及大陸參與者皆對我們的

訓練制度及案例給予高度肯定。此三

天的研討會極為密集及充實，皆由上

午八點半到下午五、六點後才結束。 

本次大會，中國大陸有超過一百

位相關毒物病理人員參加；這包括各

省市的檢驗及質量單位。很訝異的是

有很多人醫、醫生或病理醫師參與此

工作，甚至有些是從醫院病理醫師或

教授的工作轉到 contract research 

laboratory 來工作。這些人員對於不同

動物種別的了解，不同種別動物相對

於人類在因應刺激所產生的不同反應，

以及許多名詞的使用或調整等，是這

些人醫或病理醫師需要調整或面對的。

另外由此顯示中國大陸獸醫教育訓練

或獸醫病理訓練，仍需要很長的時間

或很大的空間，方能反應或提供此專

業人員所需要的素質及人員數量。不

知道這部分是不是我們或臺灣獸醫病

理人員的發展機會？ 

本次大會有一位來自臺灣的專家，

即臺灣昌達生技公司組織病理處處長

林柏翠病理師。林醫師是臺大獸醫學

系畢業，在臺大獸醫學研究所拿到碩

士學位後到美國賓州大學獸醫學院，

接受獸醫病理住院醫師訓練。之後考

上美國獸醫病理醫師執照（DACVP）

後 在 美 國 contract research 

laboratory 工作數年，前些日子才回到

臺灣工作，她是臺灣目前惟一具美國

獸醫病理醫師執照的專業人員。在此

會議中，林醫師以流利的英文及中文，

協助會議的討論，同時提供許多寶貴

意見及經驗；而筆者與廖所長也是因

林醫師的介紹及建議才來參與此次會

議。筆者非常高興臺灣有這樣的人才，

同時也體會到只有訓練出專業及卓越

優秀的人才，才是臺灣現在及未來發

展的可行之路。 

  

研討會參與者，右起：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林博
士、中興吳昭慧博士生、臺灣昌達林柏翠病理獸醫
師、深圳檢定所金所長、Glaxo SmithKline公司的

Richard Peterson 博士、中興獸病所廖俊旺所長、筆
者、呂建軍博士（左三）、霍桂桃博士（左二）、藥明
康德公司楊秀英博士（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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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正確使用動物藥品 
郭宗甫教授 

10月 15日（星期三）受新北市政

府動物保護防疫處之邀請，於動物用

藥安全研討會講習做一整天的全程講

師，這是動物用藥的安全性及正確用

法的宣導研習，課程針對來自養豬、

牛、羊等農戶，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例如動物用藥廠、輸入商、零售業者

和獸醫院診療機構，家畜衛生試驗所

也有指派同仁來參加等。 

課程共分五節，第一節：動物用

藥相關法規介紹，有十六種法規之多，

要熟悉法規依法行政且百姓遵守規定，

著重在動物用藥品的管理法之介紹；

第二節：處方及非處方動物用藥品使

用相關規定，特別介紹身為獸醫師的

處方撰寫方法與教導畜牧業者如何配

合動物用藥品的使用；第三節：動物

用藥品的安全性，以本人過去研究和

發表之三十多篇藥物相關論文如

HPLC 與開發 ELISA 的檢測方法，

另外受漁業署邀請研究的三種藥物

在四種魚蝦類之藥物動力分布與殘

留期與停藥期等之研究，闡述藥物的

功用和殘留對身體的害處等等；第四

節：如何正確選購及使用動物用藥品，

以過去年輕時期在動物用藥廠當技

術經理的申請藥物作業過程及現場

之經驗，提出過來人的所見所聞給大

家參考。 

最後第五節：總結及綜合討論，

是大家發問和我解說的時間，這節課

另外談到了我目前研究幹細胞及共用

富含血小板纖維素之釋放液等六種生

長因子，來治療動物之疾病等成果的

解說，看來大家對這部份是聽得最津

津有味和提出很多發問的一節。 

  

郭宗甫教授演講情形 

郭宗甫教授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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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太家禽會議有感 

王金和教授 

亞太家禽會議（Asian Pacific 

Poultry Conference）為世界家禽學會

（World Poultry Science）在亞洲太平

洋地區的家禽會議，每四年召開一次，

由各會員國輪流主辦，今年 10月由韓

國主辦，上一屆在臺北，下一屆將於

曼谷舉行。此會議為家禽學界的盛事，

本次有來自 42 個國家 600位學者、業

者參加，主要內容為畜產方面，獸醫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獸醫方面，主

辦國邀請一些世界級的專家演講，如

禽流感專家美國農業部的 Dr. D. 

Swayne，傳染性支氣管炎專家喬治亞

大學的 Dr. M. Jackwood 及國際檢疫

專家英國 Weybridge 的 Dr. M. 

Slomka。大會提供機票及住宿旅費，

本人前往演講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的

演化與控制，因時間所限，會中只提

兩個問題討論，但與會者反應熱烈，

會後韓國建國大學獸醫學院的 Dr. C.S. 

Song、KBNP 公司的獸醫師 Dr. D. 

Kho 問及疫苗問題，Putra 馬來西亞大

學獸醫學院的 Dr. A.R. Omar 甚至提

及邀我明年到他們的學會演講。 

此次與會最大的感觸為韓國獸醫

界的積極態度遠比臺灣強，很多獸醫

用的產品皆已商品化，如韓國自行開

發的傳染性支氣管炎疫苗已核准在韓

國銷售；反觀臺大禽病室所開發的有

關疫苗，雖已完成各項測試，商品化

卻一直延宕。韓國廠商也自行開發

ELISA 檢測各種家禽抗體；臺灣每年

檢測 40萬隻以上雞隻的血清抗體，卻

一直購買進口的套組，沒有人將研究

成果商品化。韓國檢測禽流感的快速

檢測試劑已向國際銷售；臺灣技術先

進，禽流感單株抗體亦很齊全，然礙

於政府的規定，公家握有的資源未與

學界未充分交流，至今皆未有相關產

品商品化，殊為可惜，大家應迎頭趕

上。 

本系王金和教授今年 10月受邀前往韓國

濟州島參加第十屆亞太家禽會議，演講家

禽傳染性支氣管炎專題。圖為會後至海邊

健行，濟州島到處可見火山石，景觀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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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