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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級系友回訪 

系友丁如女士偕同先生於 1 月 31

日來台，和大學同學張文發、陳明宗

伉儷、曾秋隆、陳真真等人回到台大，

走訪學生時代記憶中的傅鐘、女五宿

舍。並回到揮灑 5 年青春光陰的獸醫

學系。本院周晉澄院長特地親自接待，

引領系友參觀獸一館與獸三館。 

 

各位系友過去使用的鈕森館，如

今已經不在。紀念性的物品皆放置於

太僕廳裡，並找到了當時於鈕森館前

的大合照。近半世紀的昔日彷彿歷歷

在目。 

 
在周院長的引介下，系友至明達

館用午餐。最後回到系館前合影，為

這趟緬懷青春之旅留下紀念。 

 ▲系友於獸三館前合影留念 

▲系友與周晉澄院長(左三)於太僕廳合影 

▲數十年前於鈕森館前的大合照 

祝福大家羊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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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東亞獸醫大學教育與研究研討會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3 日，東亞獸

醫大學教育與研究研討會於本院獸三

館舉行。本次有來自東亞地區 16 所大

學 150 人共襄盛舉。此外，美國康乃

爾大學的張永富教授與普渡大學的林

滄龍教授亦特地回台參與，讓研討會

增色不少。 

第一天的主題為學術研討，內容

十分充實。於本學期退休的闕玲玲教

授特地撥冗參與，進行專題演講，內

容精采，並獲熱烈回響。 

 

除 6 場專題演講以外，尚有 33 位

老師與研究生進行論文口頭發表，包

含基礎與臨床研究。並且有 26 篇壁報

論文。不僅發表內容精彩，會後討論

也非常熱絡。雖然時程緊湊，與會者

仍把握所有機會進行學術交流。 

 

  晚間本院周晉澄院長於福華文教

會館宴請與會專家學者。由本系學生

組成迷你管絃樂團演奏台灣民謠，與

國外學者進行另種層面的文化交流。 

  同時也舉辦微型頒獎，向 6 位專

題演講的講者致上由衷感謝，並表揚

本次研討會表現最精采的學生。獲獎

者有：論文口頭發表基礎領域──首

爾大學 Woojae Choi、本院郭育雯、

鹿兒島大學村田大紀；臨床領域──

本院高啟霏、首爾大學 Suyeon Kim、

東京農工大學合屋征二郎；壁報論文

──鳥取大學原田和記、本院李文達

與凃央昌。（以報告時間及壁報號碼排序） 

▲2015 年東亞獸醫大學學術研討會實況 

 

▲張永富教授和與會學者問答 

▲闕玲玲教授專題演講 

▲論文口頭發表 

▲壁報論文發表與茶敘 

▲校園導覽 

▲本系學生樂團表演 

▲頒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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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筵席，同時為闕玲玲教授餞

行。無論在教育或學術研究領域，闕

老師皆對本院貢獻良多，在此表達由

衷謝意：「謝謝老師，您辛苦了。」 

 

晚宴現場氣氛輕鬆愉快，美食與

美酒的催化下，使彼此的距離縮短不

少，觥籌交錯，賓主盡歡。 

 

  第二天的重點為教育。由日本東

京大學、韓國首爾大學及本院分別以

各自國內現行的教育內容與方式進行

專題演講。其中，東京大學聯合鄰近

學校，與政府組織及民間團體共同提

供的線上課程與現場操作實習值得我

們學習，而首爾大學的臨床課程手機

軟體則令人印象深刻。本院由劉以立

助理教授代表，介紹台灣現行的獸醫

學制與本院的臨床教學及實習。 

除專題演講以外，各校師長也探

討了校際與國際合作的可能性，相信

對東亞獸醫教育的發展有實質助益。 

此外，台灣獸醫學雜誌（Taiwan 

Veterinary Journal，簡稱 TVJ）也藉

中午時間舉行國際編輯委員會議，出

席的有康乃爾大學張永富教授、普渡

大學林滄龍教授、東京大學九和茂教

授與西村亮平教授、首爾大學木村順

平教授、岐阜大學柳井德磨教授、本

院周晉澄院長，以及擔任主編的王汎

熒教授與副主編張芳嘉教授。首先由

王汎熒教授講述 TVJ 成為英文期刊一

年來的情形，之後張芳嘉教授解說現

行線上投稿機制，最後討論目前稿源

短缺及可行的解決之道。 

本次研討會在融洽的氣氛裡圓滿

落幕，希望與會者皆能滿載收穫，未

來研究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周晉澄院長（右）致贈闕玲玲老師餞別禮 

▲晚宴實況 

▲全體與會學者合影 

▲TVJ 國際編輯委員會議 

▲頒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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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邀請本院加入頂尖大學合作計畫

2 月 4 日，東京大學獸醫學系前多

敬一郎系主任率領六位教授與職員拜

訪本院，商談合作事宜。 

本院周晉澄院長、王金和教授、

葉力森教授、王汎熒教授、詹東榮教

授、張芳嘉教授、萬灼華副教授、廖

泰慶助理教授、林辰栖助理教授、李

雅珍助理教授、蔡沛學助理教授、劉

以立助理教授、陳慧文專案助理教授、

張惠雯助理教授皆出席本次座談。 

會中就日後兩校師生交換研習進

行討論，並與未能訪台的東大教授進

行視訊會議。所達成共識有：雙方老

師直接合作研究、持續進行短期學生

交流，至於學期學生交換與學分承認

等部分則待進一步討論。 

此外，本院也將於今年 3 月由 8

位老師組團訪問東京大學，希望實地

了解東京大學研究情形與實驗室設備，

並詳談研究合作計畫。 

 

  

▲座談會實況 

▲視訊會議 

▲兩位院長交換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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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大小小獸醫營 

營長 林怡安 

從去年新學期開始，系上許多同

學與學弟妹皆投入營隊的籌備。今年

的報名人數在運用多元的宣傳手法以

及親身到國小發放傳單的方式，使得

報名在一天之內即額滿，展現了非常

熱絡的狀況。 

而本次的小小獸醫營在公立國小

寒假開始的第一周，為期兩天分為兩

個梯次。希望能讓學員們以活潑的營

隊時光，為自己的寒假生活拉開充滿

朝氣的序幕。 

活動開始一早，學員陸續抵達系

館後便在各隊輔的帶領下，與新朋友

們聊天以及進行小活動，彼此互相熟

悉，再來更是有耳熟能詳的「小蘋果」

作為早操歌曲，來提振小朋友們的精

神。緊接著則是多元學習的開始，首

先提供學員認識非犬貓寵物(天竺鼠、

貂等)的機會，並建立基礎的動保觀念。

下午，則安排了大地遊戲，讓學員在

輕鬆玩樂的氣氛中學習動物相關知識，

充分落實了寓教於樂的概念。 

第二天，營隊更是進一步教導學

員們關於動物的各種基礎知識，不僅

有伴侶動物，也包含了大動物和非犬

貓，課程內容十分豐富。除此之外，

更有教導學員們為自己家中狗狗簡單

理學檢查的方法，讓學員能夠更加了

解家中的寵物。遺憾的是，兩梯次皆

因天氣不佳的因素無法讓學員們帶著

狗狗在校園中散步，但也播放了動保

相關的影片來培養學員的生態概念。 

一周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儘管

過程十分辛苦，但卻讓系上同學及學

弟妹們在這段期間培養出合作的情誼，

並因所有工作人員熱情的投入而得以

讓小小獸醫營圓滿成功。相信，不論

在學員或是工作人員的心中，都留下

了許多深刻且多采多姿的回憶。  

▲2015年小小獸醫營合影 

▲營隊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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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宗甫教授受邀在日本仙台市演講 

郭宗甫教授 

2014年 11月 29-30日 Asia Pacific 

Academy of Implant Dentistry in 

SENDAI JAPAN 和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lood Biomaterials 合併一同

在日本仙台舉行。我受會長 Dr. Hajime 

Okudera 教授之邀前往演講。這一次的

演講以植牙為主，所以應邀的幾乎都

是牙醫師，只有我例外。因為 2014 年

11 月 4-7 日第七屆世界預防及再生醫

學大會由我國主辦，Okudera 教授來參

加看到我的生物性新牙齒的再生論文，

所以特地以 keynote speaker 邀我演講。

我的講題是：Whole-tooth regeneration 

using a layered epithelial cells, 

odontoblast-like cells, osteoblasts, 

scaffold construct in miniature pig. 這

是我的國科會補助的多年研究計畫，

從利用齒芽幹細胞、牙髓幹細胞到牙

周韌帶幹細胞的培養及誘導到類齒母

細胞及骨母細胞，再培養口腔黏膜上

皮細胞，在支架內個別培養，然後呈

三明治的三層方式植入已挖除第一及

二臼齒齒芽的的一個半月小豬內，上

面再加上 PRF 的再生因子，縫合傷口

後飼養 13.5 個月後觀察生物性牙齒的

再生。 

在這次的演講中我特別說明中國

字「齒」字造字的原理，後來大家認

為人用「牙醫師」不好，因為牙用於

動物，齒是用於人，所以日本人都用

「齒醫生」。另外我對 PRF 的做法提出

了更方便和進一步的做法，有別於PRP

的做法，我發現的改良方法具有濃縮

血小板和纖維在一起，而且可以脫離

紅血球凝塊之沾黏，非常乾淨。因為

PRF 的做法是血液不加抗凝劑，在凝

固前就要遠心處理才能有所得。我回

國後 Okudera 教授來 Mail 請教我，如

用兔子來研究如何取得牠的多量血液

且不被凝固，我告訴他：把兔子頸部

的毛剔掉，壓著頸靜脈窩處，頸靜脈

溝上擦拭酒精棉花自然頸靜脈就會鼓

起來，就很容易大量採血來做PRF了，

我也把我發表在 Clinics 的論文寄給他，

他很高興的回信向我致謝，並告訴我

他的孩子也想用兔子做研究。 

這次兩天的演講，論文口頭報告

的日本人發表 16 篇，臺灣去的發表 7

篇，泰國和韓國各一篇，共計 25 篇。 

 

 

▲郭宗甫教授演講豬的生物性牙齒再生 

▲郭宗甫教授演講後接受紀念牌和會長 Dr. 

Hajime Okudera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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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 獸醫專業學院學生發表 SCI 論文獎 

王嘉蘭／周崇熙老師指導 
Wang CL, Fan YC, Chun-Hsien Tseng, Chiu CH, Tsai HJ, Chou CH. Salmonella Enteritidis infection 
slows steroidogenesis and impedes cell growth in hen granulosa cells. Avian Diseases, 2014. 

陳虹吟／黃慧璧老師指導 
Chen HY, Lien YH, Huang HP. Assessment of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by two-dimensional 

speckle-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 in small breed dogs with hyperadrenocorticism. Acta 
Veterinaria Scandinavica 2014. 

甲午年末動物慰靈祭 

雷逸智 

為感念實驗動物促進當今生命科

學、醫藥學、農學領域的進步與發展，

造福人類與動物的健康與福祉，今年

的年終動物慰靈祭典於 1 月 30 日(五)

上午 11 時，假獸醫一館 105 解剖教室

隆重舉行。 

由郭宗甫教授擔任主祭，率龐飛

教授、王金和教授、鄭謙仁教授、鄭

益謙副教授、廖泰慶助理教授、林辰

栖助理教授、陳慧文助理教授、蔡沛

學助理教授、詹東榮教授研究室、張

芳嘉教授研究室、教職員及研究所成

員與大學部學生們，在動物靈前捻香

致意，祈福祝禱，追悼因試驗研究而

犧牲寶貴生命的動物

們。 

典禮敬備豐盛的祭

品，與會者虔誠祭拜，宣

讀慰靈祭文，播放《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清音中

一片四方祥和，歷時一個

多小時，過程莊嚴慎重。

儀式結束後，依習俗燒化

紙錢感念犧牲與付出實

驗動物之靈。

 

▲郭宗甫教授帶領獸醫專業學院參與師生等一同誠心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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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