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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第 1 梯次暑期實習紀要 

  本年度的第 1 梯次計有中興大學、嘉義

大學、亞洲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系）

及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等實習

學生共計有 13 名。開業式於 7 月 3 日上午

於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402 會議室舉行，由杜

文珍所長主持，並由各組(室)人員介紹實驗室

生物安全規範及其業務職掌。開業式後參酌

學生其學習興趣分配至相關組室進行學習。 

  為能讓實習學生更充分了解本所完整業

務概況，特別安排總所 13 位實習學生由疫學

研究組技輔室郭舒亭助理研究員帶隊赴分所

展開 1 日實習課程。本課程由李淑慧分所長

主持，並請分所各業務主管及同仁帶領同學

進行環境導覽及業務概況說明。 

  本梯次為期一個月實習課程至 7 月 31

日結束。28 日上午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由杜文珍所長主持 106 年第 1 梯次暑期實習開業式。 

會議室由杜文珍所長主持學生結訓口頭報告

及結訓式，並與實習學生意見交流；各組推

派 1 位同仁擔任口頭報告評審員。本梯次實

習學生學習態度良好，實習收穫豐碩，期盼

所得實習經驗有助於日後對於獸醫專業知識

的學習與相關經驗的累積。(疫學研究組技輔

室） 

 

檢定分所李淑慧分所長與實習學生及各系主任合影。 

 

結訓式後杜文珍所長與實習同學及評審委員一同合

影。 



 
 

韓國動植物檢疫局禽病專家 

來臺參訪與交流 

  本所於7月3日至7日邀請韓國動植物檢

疫局新城病 OIE 參考實驗室負責人 Dr. 

 
本所杜文珍所長與韓國動植物檢疫局 Dr. Choi 及 Dr. 

Jang 進行晤談。 

 

7 月 4 日與疫學研究組同仁進行新城病及其他禽病雙

邊研究合作討論。 

 
7 月 5 日下午與豬瘟研究組同仁進行 OIE 參考實驗室

維運座談。 

Kang-Seuk Choi及研究人員Dr. Jang 來所

參訪及交流。參訪期間共辦理新城病診斷之

研究合作討論、「新城病及其他禽病座談」

與「OIE 參考實驗室維運座談」等 3 場訪談。

期間韓國專家與本所疫學研究組同仁分別針

對新城病、其他禽類副黏液病毒及重要禽病

之研究現況進行專題演講，並與本所豬瘟

OIE 參考實驗室同仁分享彼此 OIE 參考實驗

室管理之相關經驗。經由本次訪談，本所與

韓國對疾病診斷、流行病學及實驗室管理等

方面建立更密切之合作關係。(疫學研究組) 

 

科研計畫書要領與實作課程 

  為使所內擔任科技計畫主持人的同仁在

研提科技計畫時能更精準地掌握計畫書撰寫

的要領，特於今年 7 月 12 日延請台灣農業

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至本所辦理研習課

程，本所共有 12 位同仁參加。 

  本次課程的特色，在於授課之前即請學

員將自己執行的計畫依題目、目的及具體目

標、預期效益、關鍵重要產出、執行策略、

經費與人力等項目預先摘述，課程進行時，

由講座引導學員思考如何聚焦與整合，以期

用最適當的方式呈現科研計畫的理念，以獲

得經費與資源的充分支持。下午課程的主軸

在分組討論。學員依據計畫的屬性分成「生

物資材」與「藥劑檢驗」兩組，由兩位講師

分別帶領討論，一一研析計畫的架構與內

容。討論的過程也是訓練口語表達的機會，

使學員在未來有機會報告計畫構想及科研成

果時，可以更精準地呈現自己的想法。 

  整個研習的過程緊湊紮實，整體評估之

後認為學員對於題目定義、科技投入及資源



 
 

配套等方面較不了解，但多能掌握計畫書撰

寫項目的要領及策略工具的內涵。(疫學研究

組) 

 

李宜映執行長向學員解釋計畫書撰寫的邏輯架構。 

 

李翎竹秘書長帶領學員分組討論，以腦力激盪的方式

修正計畫書的內容。 

 

第 875 次學術研討會 

  106 年 7 月 12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會議室舉辦第 875 次學術研討會，由製劑研

究組曾俊憲組長主持。本次研討會納入獸醫

師繼續教育學分認證共 1 堂，共計 34 人與

會。製劑研究組林瑋諭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

「乾燥兔化豬瘟疫苗製造」，製劑研究組李

燕霖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牛流行熱油質疫

苗研發」。(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林瑋諭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李燕霖助理研究員。 

 

豬流行性下痢防治研討會 

  豬流行性下痢（PED）自 2014 年於全

臺大流行後，此病毒已成為國內仔豬下痢之

重要病原，並嚴重影響國內仔豬之育成率，

此次藉由臺美農業科學合作計畫，邀請美國

國家動物疾病中心 Dr. Kelly M. Lager 與愛

荷華州立大學 Dr. Pablo Pineyro 等兩位

PED 專家來訪，於 106 年 7 月 12 日本所獸

醫試驗中心一樓舉辦「 豬流行性下痢防治研

討會」並請陳啟銘博士擔任翻譯，會中兩位

專家分別針對「使用疫苗與自然感染控制豬

流行性下痢」與「美國豬流行性下痢現況」

等兩議題進行專題演講，且分享美國防治

PED 之相關經驗。此研討會共有來自全臺各

防疫機構、大專院校、中央畜產會、農科院、



 
 

養豬協會、疫苗公司、臨床獸醫師、農民及

牧場從業人員等 90 人共同與會且討論熱烈。 

(豬瘟研究組) 

 

本所許聰文副所長致詞。 

 

 

愛荷華州立大學 Dr. Pablo Pineyro 進行專題演講並

請陳啟銘博士進行翻譯。 

 

 

 

 

 

 

 

美國國家動物疾病中心 Dr. Kelly M. Lager 進行專題

演講並請陳啟銘博士進行翻譯。 

 

 

共有來自全臺各防疫機構、大專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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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共同與會。 

 



 
 

 

本所許聰文副所長贈送愛荷華州立大學 Dr. Pablo 

Pineyro 禮品。 

 

本所許聰文副所長贈送美國國家動物疾病中心 Dr. 

Kelly M. Lager 禮品。 

 

本所 106 年度公文製作教育訓練 

上課實境 

  10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於獸醫試驗大樓 1 樓會議室辦理「106

年度公文製作教育訓練」。為瞭解我國實行

民主制度以來之公文演進歷程及現行公文處

理要領，以更強化本所同仁公文製作能力，

更符合簡、淺、明、確之基本原則，特邀請

前總統府參事夏進興老師講授有關認識公文

(意義、類別、流程與改革等)、製作公文 (函、

簽、公告及書函等)及、核稿注意事項及公文

範例(用字、用語原則等)等課程。夏老師博學

多聞，講解精彩而風趣，不覺令人莞爾且受

益良多，學員常有意猶未盡之感。(夏老師提

供講義如有需要同仁可以向文書室索取)(秘

書室/文書) 

 

夏老師講解公文之意義、類別、流程、改革及使用範

例與核稿注意事項等內容。 

 

課程開始前，主任秘書致歡迎詞及介紹講座豐富資歷。 

 

Q&A 時間，同仁提問有關公文用字、用語，老師解

說使用原則及緣由。 

 



 
 

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106 年 7 月 26 日下午 2 時於綜合研究

大樓 310 會議室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以

加強同仁內部控制之基本觀念，並提升對內

部控制之認知。本次教育訓練約 44 人參與，

活動圓滿成功。(主計室) 

 

教育訓練剪影。 

 

性別主流化課程 -「丹麥女孩」 

影片賞析 

  本所於 106 年 7 月 11 日辦理性別主流

化課程-「丹麥女孩」影片賞析，透過此課程

使同仁對於跨性別及性別平權議題有更深入

的瞭解，共計 64 人參加。(人事室) 

 

人權教育課程 -「白宮第一管家」 

影片賞析 

  本所於 106 年 7 月 19 日辦理人權教育

課程-「白宮第一管家」影片賞析，透過此課

程使同仁對於種族歧視及人權教育議題有更

深入的瞭解，共計 71 人參加。(人事室) 

 

 

環境教育課程 -「絕對好奇: 

地球的毀滅」影片賞析 

  本所於 106 年 7 月 27 日辦理環境教育

課程-「絕對好奇:地球的毀滅」影片賞析，藉

由此課程使同仁瞭解地球可能面臨的危機，

建立防範的觀念，共計 46 人參加。(人事室) 

 

行政中立課程 -「行政中立」數位學習 

  本所於 106 年 7 月 27 日辦理行政中立

課程-「行政中立」數位學習，藉由此課程希

望使同仁瞭解行政中立的基本概念，以及如

何在日常工作中遵行行政中立原則，共計 47

人參加。(人事室) 

 
丹麥女孩影片賞析。 

 
白宮第一管家影片賞析。 



 
 

 

絕對好奇:地球的毀滅影片賞析。 

 
行政中立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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