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期 

  104 年 10月 15日出刊 

 

發行人：蔡向榮                            地址：25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376號 

出版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電話：02-26212111 傳真：02-26225345 

創刊日期：101年 9月 15日                 網址：http://www.nvri.gov.tw/index.aspx 

目錄 

機關活動 ......................................................... 1 

辦理「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 ................. 1 

辦理第 853次學術研討會 ........................................... 3 

辦理 104 年度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 ....................... 4 

參訪中國化學製藥公司 PIC/S GMP藥廠 ............................... 6 

辦理 104年動物用藥品檢驗規範訓練 ................................. 7 

人事異動 ......................................................... 8 

人事宣導 ......................................................... 9 

宣導事項 ........................................................ 10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 10 



畜衛所訊 第 38 期 

 

1 

機關活動 

辦理「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 
疫學研究組-許聰文研究員  報導 

行政院農委會為全面提升農業人力素質，特別成立農民學院，結合研究、

教育及推廣資源，兼顧理論與實務，規劃具系統性與階段性的訓練體系，提供

國內農業人力培訓及終身學習的園地，讓有意從農者及農業各階層從業人員習

得各種農業技術與經營管理知識。 

本所於本(104)年 9 月 8 日至 10 日辦理「104 年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

疫訓練進階選修班」，邀請產、學、研各界菁英及本所研究同仁授課，包含廖秀

津獸醫師、沈瑞鴻教授、鄭永祥教授、施義燦董事長、周崇熙副教授、呂義亮

技術經理、鄭明珠組長、郭鴻志老師、蔡信雄教授、邱石崇理事長等。課程非

常緊湊，訓練時數達 24 小時，課程主題包含家禽常見疾病防治、黴菌毒素危害、

免疫適期規劃、種禽場衛生管理、育雛衛生管理、消毒劑介紹、家禽常見用藥

及雞隻採血、採樣、病例解剖與檢查實習等防疫技術。本訓練班共計 32 人報名，

合格結訓授予證書共計 31 人。學員反應普遍對於訓練課程表示滿意，上課與講

師互動也非常熱烈，就實際遭遇問題提出討論。相信經過研習三天後，學員應

該收穫頗多；學員也提供寶貴建議，讓本所爾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可以參考。 

 

圖 1、104 年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參訓學員

與蔡向榮所長、鄭明珠組長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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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向榮所長(開訓) 廖秀津獸醫師 沈瑞鴻教授 

鄭永祥教授 施義燦董事長 周崇熙副教授 

呂義亮技術經理 鄭明珠組長 郭鴻志老師 

蔡信雄教授 

 

     邱石崇理事長 
 

杜文珍副所長(結業) 
 

圖 2、104年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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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53次學術研討會 

疫學研究組-許聰文研究員  報導 

舉辦第 853 次學術研討會由鄭明珠組長主持，由林育如副研究員、黃有良

助理研究員及吳建志副研究員進行「2015 年 1-8 月家禽流行感冒案例之周邊監

測分析」、「比較不同豬流行性下痢病毒株之毒力」、「台灣地區犬布氏桿菌病抗

體調查」之工作報告，及胡書佳助理研究員進行「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進行蝙蝠血清樣本麗沙病毒抗體監測及赴澳洲動物衛生實驗室參加 Biorisk 

Management Training Course」之出國報告，獸醫相關人員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28

人參加。 

 

 

  

  

圖 3、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鄭明珠組長（A）及報告人員（B：黃有良助理

研究員；C：吳建志副研究員；D：林育如副研究員；E：胡書佳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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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4 年度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 

秘書室(事務)-蔣彬彬專員  報導 

本所配合 104年度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於 104年 9月 18日

(星期五) 安排地震演練前宣導講習，會中以防震宣導影片及地震演練作業手冊

說明，在地震發生時如何就地避難（趴下、掩護及穩住並捉住桌腳），強調抗震

保命三步驟：1、趴下 2、穩住 3、掩護之重要性，目的在避免各組室同仁因地

震傾倒的辦公家具或掉落物品而受傷甚至危害生命。 

演練活動於 9月 21日上午 9時 21分進行，於警報音響(音效)後各組室人

員於辦公及實驗處所就地演練，完成抗震保命三步驟：趴下、穩住、掩護，本

所各組室人員迅速確實就地演練，增強應急疏散的經驗和能力，且提高了大家

的防患意識和自我保護能力。 

本次實地演練期望結合本所人力及相關資源，加強同仁抗震防災搶救能

力，並藉由宣導影片模擬及不同情境中同仁們相互支援搶救，有利於抗震防災

的任務遂行並確保本所同仁生命財產安全。 

抗震演練提醒同仁思考自己在緊急情況下所能採取的行動，演練結束後瞭

解應作為及需避免之事項，可作為下一次演練的改善參考或是實際地震發生時

的應對措施。同仁如有需要， 可至臺灣抗震網

（http://www.comedrill.com.tw）， 觀賞正確的演練步驟影片。 

本所參與地震演練人數共計 81人，已上傳演練成果至臺灣抗震網並同意公

開及分享參與演練活動照片，成為內政部消防署防災抗震的種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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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活動日各組室就地演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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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國化學製藥公司 PIC/S GMP 藥廠 
製劑研究組-喻昭芳助理研究員 報導 

為提升國內動物用藥品質，確保藥品之安全性與有效性，以達到國際製藥水

準，本所配合農委會國家政策推動，動物用藥廠未來將全面實施 cGMP規範，刻

正進行規劃與研讀取得認證各項準備工作。 

本組於 104年 9月 15日由陳瑞祥組長帶領一行五人前往位於臺南市官田

區，已實施 PIC/S多年的中國化學製藥公司台南廠觀摩與諮詢。首先由楊明聰

廠長與品管部門專員簡報介紹該廠新建 PIC/S藥廠廠房設施與製造區動線規劃

等內容，之後參觀該廠所費不貲專業級的空氣處理與供水系統設備。下午則由

製造部門葉乃榮課長說明製造廠區之藥品生產流程，接著由品保部門陳雪芳專

員針對軟硬體設施實施之各項確效作業予以說明。期間該廠對本組各項提問不

吝給予諸多寶貴意見與提供多項協助，謹誌萬分感謝。 

經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專家評估，本所 GMP大樓 A、B棟尚未達到 cGMP標

準，亟需規劃整修、設計與監造，本次觀摩習得之經驗將應用於評估 105年本

所 GMP大樓舊廠房軟硬體改造與施作之參考，期早日逐步完成各項確效作業符

合 cGMP規範，並作為表率引領民營藥廠參與認證，共同提升臺灣動物用疫苗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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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4年動物用藥品檢驗規範訓練 

檢定分所生檢系-陳炳義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檢定分所於 104年 9月 14至 16日辦理 104年動物用藥品檢驗規範訓

練，課程內容為「工具書導讀」、「動物用藥品法令說明」、「國內外非藥品飼料

添加物分類規範及發展趨勢」、「如何導入 cGMP增加產業競爭力」、「水系統確效

計劃書引導撰寫及應用」及「動物用藥品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參加人員

有所內人員、防檢局及縣市主管機關獸醫人員、動物用藥品公會及飼料公會會

員等。課程中除了講師提供豐富經驗外，也與產業界人員討論未來產業動向及

遭遇之困難點，分所長也請產業界提出未來訓練課程之需求，期望透過專業講

師授課及分享經驗之方式，解決產業面臨之問題。本次 3天訓練參加人數為 176

人次。 

 

 

 

 

 

 

 

 

圖 1、防檢局謝宗發科長講課情形。 圖 2、廖俊旺教授講課情形。 

 

 

 

 

 

 

 

 

 

 

圖 3、蕭錦隆顧問講課情形。 圖 4、學員發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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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王建興經理講課情形。 圖 6、所長、分所長與學員討論情形。 

 

 

 

 

人事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生效日期                       

(到、離職) 

蔡任桓 
本所疫學研究組 

助理研究員 

本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生物用藥品檢定研究系 

助理研究員 

104年 9月 14日 

郭舒亭 
本所生物研究組 

助理研究員 
本所疫學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104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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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宣導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１、公務人員行政中立： 

(１)不分顏色，不分黨派，行政中立在於心中的那把公正尺。 

(２)公務人員行政中立，國家進步的動力。 

(３)行政中立，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 

(４)行政要中立，國家更安定。 

２、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 

(１)公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２)公務人員應廉潔自持、利益迴避、依法公正執行公務。 

(３)公務人員應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人民，增進國家利益及人民福

祉。 

(４)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５)公務人員應力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６)公務人員應懷抱同理心，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７)公務人員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８)公務人員應致力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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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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