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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分所 107 年度自辦科技計畫

實地查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郭秋怡技士協

同中興大學獸醫系周濟眾委員、臺灣大學獸

醫專業學院詹東榮委員、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王建雄委員及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周曉

梅委員，於 9 月 27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分所

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以下簡稱生檢系）進

行自辦計畫「動物生物藥品檢定服務及技術

提升」現場實地查核，由主席詹東榮委員主

持啟始會議後開始查核議程，議程活動包含

簡報計畫執行情形、疫苗檢驗實驗室及動物

舍實地查核。查核過程中委員給予本計畫執

行國家疫苗檢驗成果之肯定，也給予有益的

建議事項，查核會議於當日下午4時結束。(檢

定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動物生物藥品檢定服務及技術提升」 計畫實地查核

簡報進行中。 

 

 

 

 

 

 

 

生物藥品檢定實驗室現場實地查核。 

 

 

 

 

 

 

疫苗檢定動物舍現場解說動物舍環境監控系統。 

 

 

 

 

 

 

 

實地查核會議綜合討論。 

 



 
 

日本石川義久博士來訪 

  107 年 10 月 4 日日籍動物疫苗專家石

川義久博士於睽違 19 年後再度來所拜訪及

探視老友，由杜所長文珍親自接待。 

  本所製劑研究組曾組長俊憲簡報該組業

務及研究方向概況，由前製劑研究系詹義波

主任協助翻譯，與會座談人員包括當時與石

川博士認識之多位獸醫界前輩及本所退休同

仁等。 

  石川博士係於 1999 年由本所聘請來臺

指導狂犬病疫苗製造技術一個月，當時石川

博士任職於日本日生研公司。(秘書室/研考) 

 

石川義久博士來所拜訪。 

 

座談討論一隅。 

 

由製劑研究組曾組長俊憲簡報。 

 

來賓大合照。 

 

第 365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及 

病例討論 

  本所於 107 年 10 月 5 日假國立中興大

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辦理第 365 次

獸醫組織病理會議，病理小講堂邀請游能凱

獸醫師分享「肉眼病理學」課程，獸醫組織

病理會議由中華民國獸醫病理學會廖俊旺理

事長主持，病例計有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

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嘉義大學獸

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中興大學獸醫學

院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長青動物醫院及

台灣維克法蘭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6 個

動物疾病病例供作組織病理訓練及會議討論

用，計有 1 例豬、1 例雞、2 例犬、1 例貓及

1 例兔病例，當日會議計有 77 人出席。本次

會議討論程度最踴躍之病例為嘉義大學獸醫



 
 

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提供雞隻感染包涵體

肝炎（Inclusion Body Hepatitis, IBH）病

例。(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由病例提供者進行報告。 

 
沈瑞鴻老師出席會議並分享雞隻感染包涵體肝炎病例

及診斷經驗。 

 

羅登源老師補充說明提供病例背景與診斷。 

 

游能凱獸醫師(左)分享「肉眼病理學」，廖俊旺理事長

頒發感謝狀。 

 

 



 
 

第 890 次學術研討會 

  107 年 10 月 9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

會議室舉辦第 890 次學術研討會，由本所豬

瘟研究組鄧明中代理組長主持，共計 20 人與

會。檢定分所林文華副研究員工作報告「動

物用化學藥品檢驗實務經驗分享」，生物研

究組陳怡彣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鯉魚水腫

病毒感染症之診斷與病例報告」，疫學研究

組張仁杰副研究員出國報告「赴蒙古參加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辦理跨境動物疾病防

控區域研討會」，生物研究組黃子鳴助理研

究員出國報告「水生動物組織病理診斷技術

研習」。(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鄧明中代理組長。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林文華副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陳怡彣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張仁杰副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黃子鳴助理研究員。 

 

本所舉辦狂犬病 OIE 偶合計畫開

幕式會議，國內外各界踴躍參與   

  因應我國 2013 年鼬獾狂犬病疫情，本

所與法國 OIE/WHO/EU 南錫狂犬病及野生

動物參考實驗室開始共同致力於控制及消除

台灣鼬獾狂犬病，並於 2014 年雙方簽訂台

灣鼬獾狂犬病病原性試驗合作備忘錄，2018

年 6 月 OIE 同意並支持法方與本所簽訂執行

狂犬病 OIE 偶合計畫。為擴大宣傳該計畫核

心價值並推廣本所將辦理之亞洲區狂犬病診

斷能力試驗，於 107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於



 
 

本所舉辦開幕式會議並邀請林主任委員聰

賢、OIE 亞太區域代表 Hirofumi Kugita 博

士、法方實驗室 Florence Cliquet 博士及

Jacques Barrat 博士、亞太區各國狂犬病診

斷實驗室專家 (共計 10 國及 1 國際組織)16

人出席，及 7 國駐臺辦事處派代表共襄盛

舉。為慶祝本所於 OIE 偶合計畫框架下推動

亞洲狂犬病能力試驗，會議中安排一揭牌儀

式，並由林主任委員、OIE 亞太代表與貴賓

共同進行。開幕會議專題演講內容除包含宣

傳 OIE 狂犬病倡議工作、介紹法方與本所的

合作成果及推廣偶合計畫核心價值，另邀請

亞太區域內狂犬病診斷實驗室分享各國狂犬

病疫病情形、管理經驗與說明對亞太區狂犬

病網絡發展的期待。透過辦理此開幕會議及

法方與本所共同且持續性地執行偶合計畫，

除有效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亦強化在區域

中狂犬病的控制活動之本所重要技術支援的

角色。兩日會議共計 119 員出席，會中與會

專家及代表並依會議討論重點，共同修撰

2018 年狂犬病 OIE 偶合計畫開幕式會議結

論建議書，該建議書除提供我國防疫參考、

提升偶合計畫發展外，亦為我國與亞太地區

國家及 OIE 奠下狂犬病合作基礎。(製劑研究

組 )

 
農業委員會林主任委員聰賢進行開幕致詞。 

 
開幕式會議之揭牌儀式，圖中林主任委員聰賢(左排

三 )，Hirofumi Kugita 博士 (右排三 )，Florence 

Cliquet 博士(左排二)，馮局長海東(右排二)，羅副署

長一鈞 (左排一)及本所杜所長文珍(右排一)共同揭

牌。 

 

禽流感暨跨境動物疾病預防與 

控制圓桌會議 

  本所於 10 月 23 日召開「禽流感暨跨境

動物疾病預防與控制圓桌會議」，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擔任主席，邀

請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署(ARS, USDA)Dr. 

Cyril Gerard Gay、Dr. David E. Swayne 及

Dr. Jeffrey Silverstein ， 馬 里 蘭 大 學

( University of Maryland)Dr. Nathaniel L. 

Tablante 及 Dr. Jonathan R. Moyle，泰國

皇家大使館農業事務辦公室主任 Dr. 

Thanawat Tiensin 與越南農業及鄉村發展

部家畜生產組 Dr. Pham Thi Kim Dzung 等

7 位專家出席，連同農委會科技處、畜牧處、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畜產試驗所及本所同仁

共計 37 位參與，會議中就禽流感及非洲豬瘟

預防與控制議題進行討論，多位專家提供相

當多經驗分享且討論相當踴躍，並於會議中 



 
 

 

黃副主任委員金城擔任會議主席。 

 

圓桌會議討論相當踴躍，多位專家提供相當多經驗分

享。 

 

出席會議之各國專家。 

 

會議人員合影。 

 

 

作成幾項結論與建議，可提供中央主管機關

作為我國禽流感及非洲豬瘟防疫政策之參

考。(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食農教育講座 

  本所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26 日、31

日辦理 3 場次之食農教育講座，邀請台北市

與新北市國中、小學之教師、營養師、營養

午餐主辦人員參加，除由本所吳建志副研究

員與黃子鳴助理研究員分別以「向食媒性疾

病說不」、「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平台簡介」

進行演講外，亦邀請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戴介三助理研究員以「食農教育如何落實

在校園？」為題進行演講，與會貴賓均表示

獲益良多。(生物研究組) 

 

黃建元主任秘書致詞。 

 

戴介三助理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 



 
 

 

來賓專心聆聽演講。 

 

人事異動 

  本所製劑研究組助理研究員許愛萍自

107年10月25日起調陞該組副研究員。 

  本所豬瘟研究組李敏旭研究員於107年

10月26日調任疫學研究組研究員。 

  王耀慶助理研究員於107年10月29日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分發至本所服

務。 

  本所疫學研究組約僱研究助理黃冠華於

107年10月30日到職。 

  陳彥彣助理研究員於107年10月31日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分發至本所服

務。(人事室) 

 

10710人事異動 

  本所人事室外包助理人員黃于津於107

年10月3日到職，郭君怡於107年10月2日離

職。生物研究組屏東水生實驗室研究助理許

憲文於107年10月5日離職。（秘書室/事務） 

 

 

 

 

 

 

 

 

 

 

 

 

 

 

 

 

 

 

 

 

 

 

 

 

 

 

 

 

 

 

 

 

 

 

 

 

 

 

 



 
 

 
狂犬病 OIE 偶合計畫開幕式會議期間所有與會者合影。 

 

於 OIE 偶合計畫會議閉幕，所有與會者穿著大會限量版 T 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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