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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向主任委員業務簡報情形 

106 年 6 月 6 日上午 9 時，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主任委員聰賢率領企劃室、科技

處、畜牧處及防檢局主管等共 10 人，蒞臨本

所進行業務視察及意見交流活動。本所由杜

文珍所長率各單位主管及相關同仁等人員接

待並熱情回應。 

    本次主委視察活動於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3 樓 310 會議室舉行，由杜所長親自進行業

務簡報，除介紹本所業務職掌及執行情形

外，並針對多年來中央與地方於動物防疫方

面的問題，提出與民有感之施政興革建言，

規劃為解決問題所擬定出短期(如生物資材

品質、疫情把關等)、中長期(如 OIE 參考實

驗室、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等)之研究計畫和

重點工作項目及方向。 

    當日會議情形，長官與同仁問題討論之

氣氛相當融洽，主委非常肯定並讚許本所團

隊在禽流感、口蹄疫及狂犬病疫情防治工作

上，積極主動之努力付出與貢獻，並於意見

交流時，懇切而溫馨地鼓勵同仁持續在防疫

工作崗位中扮演尖兵角色，並期許能夠更進

一步爭取與國際社會合作機會，「讓我們走

出去，讓世界走進來！」。(秘書室文書) 

 

 
林聰賢主任委員蒞臨視導本所業務。 

 
杜文珍所長向林主任委員進行本所業務簡報。 

 

林主任委員率農委會長官與本所同仁合影。 

 



 
 

林聰賢主任委員蒞臨本所主持「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授證及揭牌記者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聰賢主任委員於

106 年 6 月 6 日蒞臨本所，當日舉辦「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授證及揭牌記者會」，頒發

「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證書」給本所豬瘟研

究組張家宜博士。主任委員在記者會中致詞

並勉勵本所同仁再接再厲繼續爭取榮譽。隨

後由主任委員帶領杜文珍所長、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施泰華副局長、本所宋華聰前所長、

趙磐華前所長、黎南榮前主任、陳清前主任

與張家宜博士共同進行揭牌儀式。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簡稱 OIE)設立參考

實驗室之宗旨，是為了解決威脅動物健康與

貿易相關之重大動物疾病之診斷，並提供相

關科學資料及協助提供疾病控制與監測之技

術等服務。在認定參考實驗室之資格上，主

要考量實驗室專家之研究成果、實驗室設備

與管理，以及是否積極與同領域之研究學

者、專家有效互動，並能提供科學與技術奧

援及諮詢等多方面向功能。 

  參考實驗室任務繁重，除須協助會員國

動物疾病相關病例診斷方法，適時提供診斷

所需要之技術與試劑套組，更需強化研究能

量與建立新的診斷疾病方法，分享給 OIE 各

會員國。此外，也應提供會員國成員相關疾

病診斷技術之培訓，實驗室間之合作與能力

評鑑，促進 OIE 會員國對於動物疾病之控制

與資源分享等。 

  本所從事豬瘟研究已有多年歷史，從早

期成功研發兔化豬瘟疫苗，有效控制此一威

脅臺灣養豬產業之重大惡性傳染病，到如今

獲得 OIE 認證與德國、英國、波蘭、加拿大、 

 

 
林聰賢主委於記者會致詞。 

 

記者會舉辦單位-畜衛所杜文珍所長致詞。 

 
畜衛所檢定分所李淑慧分所長擔任司儀，介紹簡報者-

張家宜博士。 

日本、中國大陸及西班牙，並列為 OIE 在全

球八個頂尖豬瘟參考實驗室之一，實乃重大

殊榮。 

  目前使用兔化豬瘟疫苗防治已獲得非常

良好的結果且已逾十年未曾傳出任何臨床病

例，但仍請國人及養豬業者切莫忽略豬瘟防

治的重要性。未來豬瘟撲滅計畫的各項行政



 
 

措施，在精實的科學基礎及技術支援下，將

可穩健達成撲滅豬瘟的目標。（豬瘟研究組） 

 

林聰賢主委頒發「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證書」給張家

宜博士。 

 
林聰賢主委帶領下啟動揭牌儀式。 

 

OIE 豬瘟參考實驗室授證及揭牌記者會。 

 

美國農業部獸醫官員來訪 

  106 年 6 月 6 日下午，美國農業部主任

貿易顧問 John Clifford 博士與獸醫官

Morganne Morrow，在美國在台協會農業

組動植物檢疫辦事處主任 Russell Caplen 與 

 

記者會出席長官與媒體記者。 

 
林聰賢主委接受記者群聯合採訪。 

專員陳彥錡陪同下至本所訪問。 

  美方與本所杜文珍所長、許聰文副所長

及疫學研究組家禽流行性感冒檢診業務相關

同仁在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402 會議室進行晤

談。座談中為來賓說明本所業務職掌，John 

Clifford 博士則分享了美國最近發生家禽流

行性感冒時，政府與企業共同因應疫情的措

施。(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美方來賓與本所同仁合影。 

 



 
 

第 874 次學術研討會 

  106 年 6 月 14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會議室舉辦第 874 次學術研討會，由豬瘟研

究組陳瑞祥組長主持。本次研討會獲獸醫師

繼續教育學分認證共２堂，共計 24 人與會。

生物研究組吳介豪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

2016 年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室工作報告，豬瘟

研究組潘居祥副研究員工作報告豬瘟 E2 抗

體 ELISA 檢測方法之開發及應用。(疫學研究

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吳介豪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潘居祥副研究員。 

 

本所辦理豬瘟診斷與防疫講習班 

  本所 106 年 6 月 22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二樓會議室辦理「豬瘟診斷與防疫講習班」，

由豬瘟研究組陳組長主持。學員報到完成

後，由本所杜所長致詞，本所張家宜副研究

員及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李維誠教授分別進行

「豬瘟診斷與不同基因型豬瘟病毒之毒力分 

析」與「推動我國成為豬瘟清淨國監測應有

之策略」之專題演講；綜合討論時段，與會

人員提問與經驗分享，互動良好。計有防檢

局、縣市動物防疫機關、畜牧場獸醫、生物

科技公司與本所同仁，共 87 員參加。(豬瘟

研究組) 

 
會場授課情形。 

 
畜衛所張家宜副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 

 
中興大學李維誠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講習班舉辦單位-畜衛所杜文珍所長致詞。 

 
討論時段學員提問。 

 

106 年養羊產業第二代精英訓練班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106年 20日至 23日

假本所獸醫試驗中心舉辦「106 年養羊產業

第二代精英訓練班」。該訓練課程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經費支持，希望協助國內下一代

的養羊產業接班人與相關從業人員充實知

能。課程內容涵蓋營養學、品種選育、資訊

應用、產能提升、自動化管理、疾病防治、

產銷加值等多個面向。講師陣容相當堅強，

除了邀請臺灣大學徐濟泰教授、中國文化大

學羅玲玲副教授及王鳳奎特聘教授、宜蘭大

學楊价民教授與邱奕志教授、屏東科技大學

張秀鑾副教授等學者講述專業知識，畜產試

驗所陳水財副研究員、臺東縣動物防疫所前

課長高淑娟獸醫師、農委會畜牧處施愛燕技

正等專家提供實務經驗與產業政策，更力邀

陳國顏先生、陳奇峯先生、陳來助先生分享

經營管理與品牌建立之理念。 

  本所協辦該次訓練班，除盡地主之誼提

供會議場所與訓練期間的周邊服務之外，檢

定分所李淑慧分所長擔任講師，講授山羊生

理學、解剖學、病理學及疾病防治。希望參

訓學員們藉由此次訓練班獲得豐富的養羊知

識，也帶著淡水與本所的美麗景色與豐富人

情味滿載而歸。(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養羊協會人員、畜衛所杜文珍所長及許聰文副所長與

參訓學員合影留念。 

 

參展「2017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 

  本所於 106 年 6 月 29 至 7 月 2 日(週四

至週日)假南港展覽館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舉辦之「2017 臺灣生物科技大展」，本所

計 1 項參展項目由生物研究組魯懿萍助理研

究員提供「應用微生物鑑定質譜儀快速鑑定

及追蹤分析動物細菌性傳染病疫情」。 

  本次活動農業科技館展覽以科技創新、

生態永續和價值共享為三大主軸，展示農委

會各研究試驗單位及農業科技研究院的研發

成果，農業科技館分成農業生技主題區和產

業化專區。農業生技主題區包含安全農業、

智慧農業、循環農業及伴侶動物 4 大展區，

共展出 69 項研發成果；產業化專區邀請進駐

農科園區和農業創新育成中心的 20 家廠商



 
 

共襄盛舉，農委會希望研究成果能產業化，

拓展商機。展覽期間共 4 天，總計參觀人數

約數萬人。(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本所生物組吳建志副研究員於展場為民眾解說該項技

術之運用。 

 

人事異動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技士陳怡彣，106

年6月1日調任本所生物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助理研究員李侑

俊，106 年 6 月 1 日調任本所製劑研究組助

理研究員。 

本所生力軍報到 

陳怡彣、李侑俊助理研究員於106年6月1日

加入本所大家庭，並分別於生物研究組及製

劑研究組服務。以下為二位的自我介紹: 

一、 陳怡彣助理研究員自我介紹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是陳怡彣，畢業於

臺灣大學獸醫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

學研究所。過去在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服務，主要負責家禽現場防疫業務，現

在重回實驗室會努力找回求學期間的手

感，並充實相關專業知識，期望能發揮

所長，盡力完成各項工作。很開心能夠

加入畜衛所這個大家庭，未來還請多多

指教。 

 
生物研究組陳怡彣助理研究員生活照。 

二、 李侑俊助理研究員自我介紹 

各位前輩好！我是新進同仁李侑俊，我

畢業於嘉義大學獸醫學系暨研究所，退

伍後服務於高雄巿動物保護處、另待過

疾病管制署的疫苗中心，曾辦理動物防

疫及抗蛇毒血清製造等工作。學生時期

就立志要進來畜衛所服務，如今有幸能

加入這個大家庭，對我來說不是夢想的

終點，而是一個新的開始，全新的挑

戰，將盡我所能完成各項事務，期勉自

己能對農牧產業有所貢獻！未來還請

前輩們多多指教！(人事室)  

 
製劑研究組李侑俊助理研究員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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