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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健康檢查 

  本所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上

午 8時 30分至 11時辦理 107年生物風險管

理及完備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之健康檢

查。本次健檢案由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得標承辦，檢查項目含一般檢查、

尿液常規、血液常規、肝臟功能、酒精性肝

炎、B 型肝炎、腎臟功能、痛風、糖尿病、

血脂肪、口腔黏膜、癌胚胎抗原、肝癌、骨

質密度、眼壓、心電圖、身體組成分析、腹

部超音波、骨盆腔超音波、攝護腺超音波、

胸部 X 光、理學等檢查，另提供自費加選項

目檢查，為同仁健康把關。共計有 122 人受

檢。(人事室) 

 

 

 

 

 

 
同仁進行健康檢查。 

 

 

 

 

本所為縮短產研落差及加強技術

移轉服務，特舉辦動物用生物 

藥品協作平台會議 

  本所為縮短產研落差及加強技術移轉服

務，由本所許聰文副所長於11月5日主持動

物用生物藥品協作平台會議，邀請農委會陳

怡良簡任技正、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

同業公會李獻德理事長、中華民國飼料及動

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大成長城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豐疫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市農會生物製藥廠、建盈股份有

限公司等單位派員與會。 

  由本所製劑研究組曾俊憲組長進行簡報

說明本所目前已技轉、可技轉及研發中技術

進度項目，並由陳怡良簡任技正補充產學合

作及業界科專等相關規定。期望藉由本次會

議交流，作為本所將來協助產業並與產業合

作發展之開端。(製劑研究組)  

 
本所相關研究人員與會討論。 



 
 

 

產業界派員與會參與。 

 

107年下半年度消防講習及實地

演練 

107年11月7日本所辦理107年下半年

度消防講習及自衛消防隊編組暨火災搶救實

際操作，參與人數合計164人。當日邀請消

防救災經驗豐富的前臺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

館長曾重榮擔任消防安全訓練講座，他曾任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勤務中心主任、富士康集

團鄭州廠工業安全部資深經理，現為財團法

人消防教育學術基金會、中華都市安全推廣

協會防火管理人講師。 

本次講習主題為「火災初期應變暨案例

探討」，由發現火災時，要做的首要三件事

揭開序幕。提醒大家萬一遇到火災發生時，

一定要先大喊失火、按下火警警鈴、啟動自

衛編組；並介紹各類火災特性、普通火災、

油類火災、電氣火災、化學火災等分類對應

的不同基本滅火原理及滅火方式等，以使參

與同仁了解各類火災，加強個人火災應變逃

生能力，增加火場求生機會。藉由分享火災

實例，如八仙樂園火災、機場行李火災、透

天厝建築物火災、居家廚房常見的油鍋起

火、台大醫院開刀房火災、衛生福利部臺北

醫院夜間失火等，其中不乏令人動容畫面，

以強化火災危機意識、每個細節都是生與死

之關鍵，更耳提面命提醒同仁避免類似憾事

發生。 

課程結束後於訓練中心一樓進行消防實

務演練，依據本所自衛消防編組，分為指揮

班、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救護班

及安全防護班，藉由實務操作結合本所人

力、器材等資源，模擬火災發生時情形、火

災附近易燃儲油槽警戒等，以加強同仁火災

搶救技能、相互支援搶救之方式，期盼消防

救災任務得以順遂，確保本所同仁生命財產

安全。 

此次演練模擬的消防搶救情境包括：發

現起火處所確認之處置，現場回報保安監督

人及自衛消防編組隊長並設立指揮站、模擬

通報119消防隊請求支援、初期滅火、形成

區劃、訊息傳達及避難引導、向消防隊提供

訊息及傷患救護，確認本所人員皆已完成疏

散行動等應變措施。 

本次演練作為本所搶救作業及日後演練

改進依據；並將消防講習及演練紀錄提報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淡水分隊核備。(秘

書室/事務) 

 

本所黃主任秘書建元介紹講師前臺北市防災科學教育

館曾館長重榮。 



 
 

 

參與人員專心聽講座說明火場避難選擇。 

 

集合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準備進行演練。 

 

演練並示範先行關閉火場電源。 

 

演練火災發生時搬離易燃物品。 

 

演練救護班抬離滅火受傷人員。 

 

本所通過 107 年度動物用藥廠

GMP 狀態查核評鑑 

  本所 11 月 8 至 9 日由防檢局詹逞洲技

正、檢定分所柯依廷助理研究員、新北市動

保處林孟謙技士、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

展中心蕭錦隆顧問及呂理福顧問至本所進行

107 年度動物用藥廠 GMP 狀態查核評鑑，

經由審查委員兩天的查核，給予寶貴的改善

意見，會議結論為未發現嚴重性缺失，評定

本所動物用藥品製造廠為「P」級動物用藥

廠。(製劑研究組) 

 

由防檢局、檢定分所、新北市動保處、財團法人醫藥

工業技術發展中心派員至本所進行藥廠 GMP 狀態查

核評鑑。 



 
 

 

本所製劑研究組曾俊憲組長進行簡報。 

 

本所第十九任卸、新任所長    

交接典禮 

  本所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舉辦卸任

杜所長文珍、新任邱所長垂章交接典禮，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監交。

在與會貴賓的共同見證下，兩位所長交接印

信並發表感言，場面隆重溫馨。(人事室) 

 
監交人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中)、卸任杜所長文

珍(左)及新任邱所長垂章(右)交接印信。 

 
邱所長垂章就職宣誓。 

 
本所同仁及觀禮貴賓合影留念。 

 

第 891 次學術研討會 

  107 年 11 月 15 日於獸醫試驗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辦第 891 次學術研討會，由本所

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主持。本次研討會納入

獸醫師繼續教育學分認證 2 堂，共計 25 人

與會。檢定分所化檢系詹勳隆助理研究員工

作報告「水產藥品歐索林酸於三種鱸形目魚

種殘留試驗分析」，檢定分所生檢系陳炳義

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新城病疫苗檢定用攻

毒株之評估試驗」，疫學研究組李婉甄助理

研究員、陳麗璇助理研究員出國報告「赴日

本觀摩收集家禽流行性感冒診斷分工作業及

野鳥高病原性禽流感監測之資訊」。(疫學研

究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李璠組長。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詹勳隆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陳炳義助理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李婉甄助理研究員。 

 

 

 

 

持續 GMP 藥廠員工教育訓練， 

增加藥廠科技新知 

  本所11月20日邀請財團法人台灣藥物

品質協會陳建輝顧問對本所同仁及國內動物

用藥品廠商講授「製程確效-新式與傳統方法

比較」，GMP 是與時俱進的展開，確效作業

亦是如此，本次教育訓練從現行動物用藥品

已具製程確效規定出發，擴及 PIC/S 及美國

的規定，目的在與參與者共同討論如何在現

行的規定中加入更先進且節省時間人力的做

法，並引用新觀念理論來闡述實務中執行的

理由。藉由陳顧問深入淺出的演講，令與會

者對製程確效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獲益

匪淺。（製劑研究組） 

 

邀請財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陳建輝顧問演講。 

 

所內同仁及國內動物用藥品廠商與會參與。 

 

 

 

 



 
 

本所與大成長城公司首度合作，

共創動物用疫苗發展新契機 

  本所於 11 月 27 日在農委會黃金城副主

任委員見證下，由本所邱垂章所長與大成長

城公司梁建國副總經理簽署「畜衛所與大成

長城公司合作備忘錄（MOU）」，作為雙方

合作進行動物用疫苗研發及技術移轉，並加

速技術商品化之依據。未來將可達到疫苗開

發、技術交流及人才培育之雙贏目標。（製

劑研究組） 

 

本所邱垂章所長與大成長城公司梁建國副總經理共同

簽署合作備忘錄。 

 

簽約後大合照。 

 

宣導事項 

107 年 11 月 16 日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修

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法，修正重點摘

錄如下: 

一、 事假每年准給日數增為7日：本規則發

布施行後，依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每年（含本年度）事假准給日數為7日；

另依同條第2項規定，任職未滿1年（按：

即1月未在職）者，事假准給日數係依在

職月數比例計算後核給，其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半日以上未滿1日者，以

1日計。 

二、 婚假、喪假及休假改以時計：本規則發

布施行後所請婚假、喪假及休假均得以

時計，休假保留部分亦同。(人事室) 

 

人事異動 

1. 本所杜所長文珍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調

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副

局長。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

分局邱分局長垂章調陞本所所長，自107

年11月14日接篆視事。(人事室) 

 

人事異動 

  本所製劑研究組研究助理鄭伃伶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到職；外包助理人員林思妤、

陳新耀分別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6

日到職；莊雅寗、葉茶瓶分別於 107 年 10

月 27 日、10 月 31 日離職。疫學研究組外

包助理人員黃冠華於 107年 10月 29日離職

轉任約僱人員。(秘書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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