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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活動 

辦理 103 年度第 1 梯次暑期學生實習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年 7月份舉辦第一梯次大專院校暑期學生實習，計有國立中興

大學、嘉義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系)，以及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

等 4所大學學生共計 15名參加（14名於總所及 1名於檢定分所），由黃建元主

任秘書主持開訓式，並請李璠副研究員針對實驗室生物安全進行授課，另請各

業務組簡介業務情形，使同學們了解本所後再分發至各業務組實習。 

本年度暑期實習於 103年 7月 30日安排學生進行 10分鐘口頭報告及進行

評分，同學們針對實習所見或有興趣主題進行口頭報告，並針對報告內容同學

們及所內研究人員進行提問及建言，每位同學皆表現良好，相信對於日後學業

上或工作上都有益處。並於 7月 31日舉行結訓典禮，由鄭秀蓮副所長與實習學

生進行座談及聽取意見，並頒獎給口頭報告評比前三名同學。 

 

圖 1、報到當日針對出勤、餐廳、宿舍環境進行解說，並請黃建元主任秘書
主持開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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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口頭報告前 3 名同學接受鄭秀蓮副所長頒發小禮物，第 1 名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詹淑婷（左上）；第 2名國立中興大學許筑甯（右上）；第 3名國立中興
大學潘新承（下）。 

 

圖 3、結訓式後全體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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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農委會人事室暨所屬 103 年北區聯繫會報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本所人事室於 103年 7月 2日（星期三）主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人事室

暨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事專業網 103年北區聯繫會報」，參加對象包括農委會暨

所屬人事主管、人事人員及本所有興趣同仁計 34人參加。是日上午邀請銓敘部

退撫司劉永慧專委主講「公務人員退撫法規及案例分享」。下午由農委會人事室

陳素枝主任主持「重要人事法規修訂及業務宣導、討論提案及座談」，隨後進行

環境教育(文化保存)活動，參訪淡水古蹟園區「紅毛城」，藉由導覽員說明探索

紅毛城歷史背景及古蹟保存等相關知識。藉由本次聯繫會報不僅增進人事人員

專業知識，更促進北區人事人員情感交流增進業務聯繫，以提升工作效率，在

夕陽餘暉下劃下完美句點。 

 
 

圖 1、於本所獸醫試驗中心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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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是日上午邀請銓敘部退撫司劉專委永慧主講「公務人員退撫法規及案例
分享」。 
 
  

圖 3、是日下午農委會人事室陳主任素枝主持「重要人事法規修訂及業務宣導、
討論提案及座談」。 
 

 

圖 4、導覽員介紹紅毛城主堡、週邊地理環境及紅毛城主堡底樓「地牢」原始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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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是日下午環境教育活動，參訪淡水古蹟園區「紅毛城主堡」
及「英國領事官邸」。 

 
  

圖 6、參觀英國領事官邸內「客廳」，
以仿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居家樣貌陳
設。 

圖 7、導覽員示範「僕役呼叫鈴」的使
用方式，目前尚有少部分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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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物衛生研究所豬隻腸道病毒專家蒞臨訪問 

豬瘟研究組-黃有良助理研究員  報導 

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台灣爆發了豬流行性下痢之大流行，造成仔豬大

量死亡，因此本所特別於今年 6月 30日至 7月 4日期間邀請日本動物衛生研究

所 Dr. Hiroshi Tsunemitsu與 Dr. Tohru Suzuki等兩位豬隻腸道病毒專家蒞

臨本所分享日本豬流行性下痢與豬輪狀病毒的疫情、診斷與防治措施，並於 7

月 2日於本所綜合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豬隻病毒性下痢疾病之流行病學

與診斷」研討會，由 Dr. Hiroshi Tsunemitsu、Dr. Tohru Suzuki與本所黃有

良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豬病毒性下痢之流行病學」、「豬隻下痢相關病毒之基

因特性」與「台灣豬病毒性下痢疫情」之專題演講，共有來自全台各大專院校

與防疫機關共 126人與會，會中與會來賓針對豬流行性下痢防治進行熱烈討論

與交流，與會專家均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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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蔡向榮所長贈送 Dr. Hiroshi 
Tsunemitsu禮物。 

圖 2、蔡向榮所長贈送 Dr. Tohru 
Suzuki禮物。 

  

圖 3、本所黃有良助理研究員進行「台
灣豬病毒性下痢疫情」之專題演講。 

圖 4、豬隻病毒性下痢疾病之流行病學
與診斷研討會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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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39 次學術研討會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舉辦第 839次學術研討會由陳瑞祥組長

主持，劉玉彬助理研究員、吳建志副研究員、林育如助理研究員及胡書佳助理

研究員分別進行「台灣禽類副黏液病毒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台灣南部與東部

地區家畜類鼻疽之血清學調查」、「以家蠶為生物反應器生產禽流感 H5次單位疫

苗」之工作報告及參加「蝙蝠媒介傳播之人畜共通新興傳染病」訓練之出國研

習報告。暑期實習生、獸醫相關人員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51人參加。 

 

 

圖、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陳瑞祥組長（A）及報告人員（B：劉玉
彬助理研究員；C：吳建志副研究員；D：林育如助理研究員；E：
胡書佳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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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2014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技館」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 年 7 月 24 至 27 日（星期四至星期日）參加農委會假南港展覽

館辦理「2014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本所共計有陳姿菡助理研

究員「快速區別檢測豬隻口蹄疫非結構蛋白抗體的液相晶片」及林育如助理研

究員「新型動物疫苗生產平台-以家蠶生產禽流感 H5次單位疫苗」2項成果參展，

展覽期間共計 4天，總計參觀人數為 95,236人次。 

 

 

圖、蔡向榮所長與本所參展人員合照留影（左：陳姿菡助理研究員；右：林育
如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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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4年國際微生物學年會見聞 
製劑研究組-施雨華助理研究員 報導 

103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國際微生物學年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crobiological societies congresses；IUMS）。每三年一次

的微生物學年會，集合了細菌及應用微生物學年會、黴菌及原核微生物學年會、

病毒學年會共同舉辦。為期 6 天的年會，邀請各個領域的學者進行演講，並有

各國學者的研究分享及海報張貼。有幸參加這個盛會，印象最深刻的是諾貝爾

獎得主 Dr. Aaron Ciechanover 與 Dr. Rolf Zinkernagel 的演講，尤其是 Dr. Rolf 

Zinkernagel 對病毒所引起的免疫學反應，用簡單幽默的方式引導我們進入病毒

免疫學的領域，並談到疫苗所引起的不同免疫效應，令我收穫良多。另外由其

他演講者報告中也得知最新的微生物學研究，其中最多仍是關於流感病毒，而

亞洲最近韓國、中國、日本則有很多研究是關於 2011 年分離的壁蝨媒介疾病，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可見

這疾病在亞洲有升溫趨勢。與各國研究者互相交流下，可以得到不同的看法及

研究方法，像疫苗研究方面，類病毒顆粒疫苗是最近疫苗開發的趨勢，各種人

類及動物的類病毒疫苗都在進行研發，這也可作為將來疫苗研究的方向。參加

這次年會，讓我見識到各國不同領域的研究，以及目前微生物學進展，拓展了

眼界，是非常有意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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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IUMS舉辦場地 Montreal Convention Center。 

 

圖 2、諾貝爾獎得主 Dr. Rolf Zinkernagel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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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分享 
選購「健康食品」認清標章 

秘書室-高俊棟專員  報導 

現代人的生活忙碌又缺乏均衡飲食，有些人甚至把服用「健康食品」當成

一種養生風潮，但是您是否知道該如何挑選坊間琳瑯滿目的產品呢？在台灣保

健功效經過政府審查通過的，只有一個名字就叫「健康食品」，沒有所謂的「保

健食品」。「健康食品」是指經過衛生福利部審查，產品具有保健功效，並在產

品的包裝標示上或廣告中標示具有科學實證的保健功效(例如骨質保健)，但非屬

醫療效能(例如治療骨質疏鬆)的食品。經衛生福利部核准通過的「健康食品」，

除了在產品包裝上應載有一般食品標示項目外，還必須特別標示「健康食品」

字樣、核准證號、標準圖樣(如下圖)、保健功效及警語等相關規定項目。 

 

 

 

 

 

目前衛生福利部核准產品可宣稱的保健功效共有 13 項：(1)調節血脂功能、

(2)免疫調節功能、(3)腸胃功能改善、(4)骨質保健功能、(5)牙齒保健、(6)調節血

糖、(7)護肝 (化學性肝損傷)、(8)抗疲勞功能、(9)延緩衰老功能、(10)輔助調節

血壓功能、(11)促進鐵吸收功能、(12)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及(13)不易形成體

脂肪功能。魚油及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另外有公告規定。 

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大家，「健康食品」雖然是通過認證可以輔助身體健

康，但並不具有任何醫療效能，也無法得到跟藥品一樣的效果，更不能取代正

規的治療。坊間的「保健食品」，僅能當做一般營養補充品或食品，與健康食品

係通過認證兩者並不相同，所以購買健康食品時一定要認清「健康食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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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保障喔。 

 

資料來源：本文取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物食品安全週報（Food & Drug 

Consumer Newsletter）第 463 期。上開週報電子版登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http://www.fda.gov.tw）政府出版品及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資訊網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0）；或請至該網站訂閱電

子報。 

http://www.fda.gov.tw/�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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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分享 

推薦好喝的水果酒--小器梅酒屋 
製劑研究組-許愛萍助理研究員 報導 

小器梅酒屋的好酒是來自日本關西地區大阪的「酒高藏」，創立於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其第一代老闆上田德太郎，懷著「想讓客人們喝到美味好

酒」想法認真經營，並命其店名為「上田酒店」；直到第二代，其所販賣的酒品

仍屬於口味優美的地方酒。第三代傳人上田久雄於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

將店名更改為「酒高藏」，所販售的酒品擴展至日本各地酒窖的美酒，並提供客

人酒類相關知識，店鋪因而成為酒類專營店。西元 2005 年，「酒高藏」以「梅

酒屋」之名進駐樂天網站經營果實酒專門店，並數次得到樂天 SHOP OF THE 

YEAR 獎項。於今年度，台北小器與梅酒屋合作，開設「小器梅酒屋」，台灣的

朋友們自此在台北就能享用到美味的日本酒囉！ 

其 2014 年六月開幕期間，展開了為期三日的試喝活動，愛萍恰巧有去品嚐，

每位客人可以試喝三種水果酒。現場所販賣的水果酒口味多屬梅酒、柚子酒、

水蜜桃酒、哈密瓜酒等，其中種類最多的是各地的梅酒，目前小器梅酒屋銷售

最好的產品也是各式梅酒，例如山形正宗熟成梅酒、布袋福梅酒、東光的吟釀

梅酒。各種水果酒的口味多變，有濃厚強烈的，也有甘醇的，亦有帶水果酸澀

的口味，種類極多非常推薦各位朋友前往。酒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一瓶新台幣一

千元左右。 

 

ＦＢ：小器梅酒屋 

電話：02-2559-6852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 17巷 7號（原小器中山店） 

開幕時間：2014年 6月 6日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2:00～20:00 

https://www.facebook.com/xqumeshuya�
https://www.facebook.com/xqumesh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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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開幕時的展場。 圖 2、實際上販售多種水果酒。 
 

圖 3、我們購買了京都梅酒和一款柚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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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人事室業務宣導 

一、重申本所各單位及分所同仁對於應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出國及赴大陸案

件，應依規定於1個月前報會申請，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應於出國

前3週報會審查，請依規定切實辦理。 

二、重申同仁如有兼職或應聘前往各大專院校兼課者，均應依公務人員服務法

等相關規定事先報准，以符法令規定，分所長應報本所許可。 

三、考量現行兩岸情勢，公務員赴大陸進修並不適宜，爰於政策上政府現階段

並未開放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進修，包含進入大陸地區及在臺以遠距教學或

函授方式進行「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進修活動。

有關政府現階段並無規劃開放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進修之政策，業經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簽奉行政院核定。 

四、各機關公務員赴陸請假事由應據實申報，按其身分屬性、職務列等，依相

關規定，提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報服務機關核准，始得赴大陸地區。

另於赴大陸前請填妥「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及返臺一星期內填具「赴大陸

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送本所人事室(兼辦政風)備查，並請於赴陸前辦妥

差假手續。 

五、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業經總統於民國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經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令定自同年6月1日施行，修法重點摘錄如下： 

(一)調整提高公保法定費率：公保費率調整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

額7%至15%（原為4.5%至9%，現行費率為8.25%）。（第8條） 

(二)增訂保險俸（薪）額上限：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額，以不超過

部長級之月俸額為限，避免「高保費、高給付」現象，以減輕政府財

政負擔外，降低社會大眾之負面觀感。（第8條） 

(三)限縮重複加保之年資併計條件：除服兵役以外辦理留職停薪者，如選

定繼續加保又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者，應於60日內退保並退還

已繳交之保費；未退保或逾期退保者，其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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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給付，年資不予採計，亦不退還已繳保費。（第10條） 

(四)被保險人於103年1月14日前依法停職（聘）經復職補薪者，追溯自補

薪之日起加保並補辦給付；依法休職者，於復職復薪之日起辦理要保

手續，並接算其保險年資；其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依法停職（聘）、休

職者，得選擇於該期間退保或自付全部保費繼續加保，惟選定後不得

變更。（第11條） 

(五)建構養老年金與遺屬年金給付機制：為免加速勞保財務惡化，原公保

被保險人均留在公保體系，並實施年金機制。惟被保險人於本法修正

施行前之保險年資，符合本法養老年金給付之條件者，得選擇請領養

老年金給付或一次養老給付。（第16條） 

(六)訂定養老給付上限：被保險人於本法民國88年修正前後之保險年資，

應併計發給養老給付，惟不得超過養老年金給付最高採計35年，或一

次養老給付最高給付42個月之上限。（第21條） 

(七)被保險人於本法民國88年修正生效前已依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請

領養老給付並再參加本項保險者，其重行參加保險之年資，得依本法

規定請領養老給付。（第24條） 

(八)增訂女性被保險人之生育給付。（第36條） 

(九)私立學校教職員工率先施行年金機制，其餘類型被保險人採漸進式逐

年納入（俟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適用之退撫法律及公保法修正

通過後施行）。（第48條） 

(十)刪除加保30年補助保險費及健保費機制，落實「自給自足」之公保財

務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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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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