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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6 年度草食動物疾病診斷及

動物保護專題演講」 

檢定分所於 106 年 4 月 20 日邀請臺東

縣動物防疫所高淑娟前課長及中華民國保護

動物協會李朝全理事長在檢定分所 1 樓階梯

會議室辦理「106 年度草食動物疾病診斷及

 
邀請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李朝全理事長分享公務獸

醫動物保護經驗。 

 
邀請臺東縣動物防疫所高淑娟前課長分享梅花鹿惡性

卡他熱病例。 

動物保護專題演講」，以過去臺東爆發梅花鹿

惡性卡他熱為案例，另以臺南市動物收容所

興建及針對動物保護議題，提供第一線動物

疾病防疫人員經驗分享。本次專題演講納入

獸醫師繼續教育學分共 4 堂，地方及中央動

物防疫機關、農業科技院、畜牧獸醫學校、

動物醫院、動物用藥業者及檢定分所同仁，

總計參與人數共 97 人。(檢定分所) 

 
演講者與參與貴賓合照留影。 

 

第 873 次學術研討會 

  106 年 5 月 10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會議室舉辦第 873 次學術研討會，由疫學研

究組李璠組長主持，本次研討會納入獸醫師

繼續教育學分，共計 32 人與會。分別由疫學

研究組李婉甄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非洲灰鸚

鵡之鳥類玻那病毒鑑定及基因體特性、豬瘟

研究組陳瑞祥研究員兼組長工作報告豬流行

性下痢疫苗研發概況。 ( 疫學研究組 )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李婉甄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陳瑞祥研究員兼組長。 

 

辦理「106 年度動物用藥品實驗室人

員訓練班」 

 檢定分所於 106 年 5 月 12 日邀請國家

衛生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周京玉主任及國立

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萬灼華副教授在檢定

分所 1 樓大會議室辦理「106 年度動物用藥

品實驗室人員教育訓練」，針對實驗動物舍硬

體設施、實驗動物操作及照護進行解說，另

針對實驗動物(囓齒類)健康監測原則進行解

 
訓練班會場剪影。 

 
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周京玉主任講授實

驗動物操作照護。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萬灼華副教授講授實

驗動物健康監測。 

說。本次訓練班納入獸醫師繼續教育學分共

6 堂，動物用藥品主管機關、製造業者、經

銷業者、實驗動物中心、動物醫院及檢定分

所同仁，總計參與人數共 144 人。(檢定分所) 

 

辦理「106 年度動物用藥品製造廠查

廠及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班」 

檢定分所於 106年 5月19日邀請 SBBC

司伯溫顧問有限公司陳建輝顧問及財團法人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黃建彰副總經理在檢定分

所 1 樓大會議室辦理「106 年度動物用藥品

製造廠查廠及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班」，針對動

物用藥品製造廠查廠規劃及實驗動物舍生物

安全管理與風險評估。另與國立中興大學獸

醫學院合辦「動物用藥品生體可用率及生體

相等性試驗基準說明會」，邀請周濟眾院長簡



 
 

 
邀請 SBBC 司伯溫顧問有限公司陳建輝顧問講授動物

用藥製造廠查廠規劃及審查。 

 
邀請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黃建彰副總經理講授

實驗動物舍生物安全規劃。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周濟眾院長講授學名藥生

體可用率(BA)及生體相等性(BE)試驗設計。 

 
訓練班會場剪影。 

 

介學名藥物生體可用率(BA)及生體相等性

(BE)試驗設計，針對動物用藥品生體可用率

及生體相等性試驗基準法規草案共 20 條，逐

條例進行說明並與動物用藥品產業公會及業

者進行座談。本次訓練班納入獸醫師繼續教

育學分共 6 堂，動物用藥品主管機關、動物

用藥品公會、製造業者、經銷業者、實驗動

物中心、動物醫院及檢定分所同仁，總計參

與人數共 142 人。(檢定分所) 

 

辦理「106 年度非開放式養禽場教育

訓練班」 

  檢定分所於 106 年 5 月 26 日邀請國立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許振忠名譽教授在總所

綜合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辦理「106 年度非

開放式養禽場訓練班」，針對非開放式禽舍之

效益與缺失、禽舍規劃及應用實務進行解

說。本次訓練班納入獸醫師繼續教育學分共

3 堂，中央及地方動物防疫機關、中央畜產

會、養禽業者、動物醫院及本所同仁，總計

參與人數共 72 人。(檢定分所)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許振忠名譽教授講授。 



 
 

 

訓練會場剪影。 

訓練班講師與受訓學員合照留影。 

 

 

106 年度 GMP 動物用藥廠員工教育

訓練 

本所 GMP 藥廠為朝向符合 cGMP 之規

範，且協助本所同仁熟稔確效作業基準，特

於 106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 點半至 4 點半於

本所獸醫試驗中心一樓會議室，邀請財團法

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產業服務處產服二

組黃佳偉副組長主講「清潔方法確效」。講者

首先對衛福部食藥署公布之「現行藥品優良

製造規範清潔確效作業指導手冊」中包括:前

言、範圍、原則、清潔過程的確效、設備與

人員、微生物學上的考慮、文件管理、分析

方法，以及取樣、洗滌、洗滌檢品與清潔劑、

與藥品殘留限量的訂定共十項作業手冊大綱

內容，將教科書式法規以淺顯易懂方式深入

淺出的舉例講解，最後再加入清潔後容許殘

留量的現場實例試算。經由黃副組長精闢的

解說，使本所同仁進一步瞭解 cGMP 藥廠清

潔方法確效作業的規定與實務。本次教育訓

練約 40 位同仁與會。(製劑研究組)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產業服務處黃佳偉副

組長(右上圖)於本所演講一隅。 

 



 
 

辦理 106 年本所動物房舍外部查核第

二階段實地查核 

  依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執

行要點」第 2 條之規定，農委會應邀集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動物保護檢查員、實驗動物相

關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立案之動物保護

團體代表組成查核小組，以書面或實地查核

方式，執行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查核。本所

已被指定列為 106 年度查核對象，新制查核

程序分為三階段：書面審查、實地查核及重

點查核。106 年 5 月 24 日新北市政府動物

保護處陳伯廷組長等一行三人來所實施動物

房舍第二階段實地查核。當日早上 10 點整假

本所綜合研究大樓三樓 310 會議室召開行前

說明會，共有 20 人參與。隨即依照本所規劃

的兩條路線進入動物房舍實地查核，本次共

查核包含實驗動物中心等 19 座動物房舍，並

於下午 13：30 完成查核結果會議。本次查

核結果共有 4 項小缺失，已於 6 月 15 日前

改善完畢。（豬瘟研究組） 

 

豬流行性下痢防治講習班 
  豬流行性下痢自 2014 年於全台大流行

後，目前已轉變為地方流行性疾病，每年仍

有許多豬場發生大小不一之疫情，且始終困

擾著國內養豬場業，並嚴重影響國內仔豬之

育成率，此次藉由本所主持之豬流行性下痢

防治相關計畫，於 106 年 5 月 23 日，假臺

中市大甲區農會舉辦「豬流行性下痢防治講

習班」，特邀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研究發

展中心林俊明博士與本所黃有良博士，分別

針對「美國豬流行性下痢之疫情、特性與防

治策略」與「如何降低豬流行性下痢之危害」 

 

 

 

本所陳瑞祥組長致詞。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研究發展中心林俊明博士進

行專題演講。 

 

本所黃有良博士進行專題演講。 

 

 

 

 



 
 

進行專題演講，並與現場人員進行座談與交

流。此講習班共有來自全台各動物防疫機

關、中央畜產會、農科院、養豬協會、疫苗

公司、臨床獸醫師、農民與牧場從業人員等

116 人共同與會且討論熱烈。(豬瘟研究組) 

 

 

 
共有來自全台各動物防疫機關、中央畜產會、農科院、

養豬協會、疫苗公司、臨床獸醫師、農民與牧場從業

人員等踴躍參加。 

 

 

 

現場與會人員於綜合討論期間，與兩位專家進行相關

交流與經驗分享。 

 

宣導事項 

  105年至108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

卡優惠方案，經公開徵選由富邦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產險)承作。 

一、  本方案相關規定及特色如下： 

一、 辦理期間：自105年7月1日起至108

年6月30日止，為期3年。 

二、 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約聘

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上述

人員眷屬。 

三、 投保項目包含旅遊平安險、旅遊不

便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



 
 

最低保險金額為新臺幣200萬元，

最高投保年齡為85歲。公教同仁1

人加入方案，每次行前以電話、

email或傳真即可完成投保程序。

為提升方案之投保彈性，及考量公

教員工不同旅遊投保需求，富邦產

險將於承作期間適時新增投保計畫

組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審核

確認後併入方案內容，公教員工得

經由e-mail或傳真方式辦理新增投

保計畫組合；至「電話投保」方式

計畫組合維持不變。如需進一步瞭

解方案相關新增投保計畫組合資

訊，屆時請逕洽富邦產險瞭解辦

理，洽詢電話：0809-019-888。 

二、 有關本方案宣傳 DM、要保書(個人暨

家庭型)、保險費(信用卡)自動扣繳付

款授權書、Q＆A(問答集)等資料，業

已公告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

訊網(http://www.dgpa.gov.tw)、公

務福利 e 化平台(https://eserver. 

dgpa.gov.tw)及富邦產險旅遊平安卡

網站(http://www.fubon.com/hwc)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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