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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二梯次暑期學生開訓

典禮 
    111 年度暑期學生實習第二梯次自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共 3 校計 5 位學生到

本所進行暑期實習訓練課程，分別來自臺灣

大學獸醫學系 1 人、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

學系 1 人、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系 3 人；8

月 1 日上午 9 時在本所綜合研究大樓，由許

聰文副所長主持開訓典禮。 

    許副所長表示：獸醫與人醫的差異在於

治療對象不同，但是基本原理與技術相似，

家畜衛生試驗所擔負動物疫病防治與檢驗的

重要責任，尤其疫苗研發技術在臺灣算是翹

楚，頗受畜牧養殖業者信任；接續許副所長

除了分享自身獸醫職涯的經驗，更期勉學子

把握難得的見習機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研

究技術，盡量向研究員學習與請益，期待讓

自身獸醫專業技能有所精進。 

    為增進學生了解實習相關業務資訊，由

生物研究組林育如組長、豬瘟研究組潘成儒

助理研究員、製劑研究組施雨華助理研究員、

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疫學研究組技輔室邱

玉瑋助理研究員，分別簡介各組業務職掌範

圍、實驗室或研究室主要工作項目，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及實習期間應注意事

項。 

    由於大部份獸醫相關的微生物都具有病

原性，甚至部份是屬於人畜共通的病原，對

人、畜都極具威脅，特邀本所生物安全會官

南綾助理研究員，針對危險病原的知識、實

驗室生物安全概況、生安等級介紹、操作實

驗室生物安全防護設施、安全規範等進行說

明。 

    開訓式後，5 位學生分發至各組及動物

用藥品檢定分所，開始進行一個月的暑期實

習；本梯次實習課程於 8 月 31 日結束，並

辦理學生結訓報告研討會，對學生實習狀況

進行考評。(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許聰文副所長主持111年度暑期學生實習第二梯次開

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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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組林育如組長介紹種原室、細菌室、生化室、

魚病室、水生動物實驗室、電顯室等主要工作項目。 

 
豬瘟研究組潘成儒助理研究員介紹血清學研究室、病

毒學研究室、分子生物學研究室、海外動物傳染病監

控研究、GLP 動物舍等主要工作項目。 

 
製劑研究組施雨華助理研究員介紹病毒製劑研究室、

細菌製劑研究室、組織培養疫苗研究室、水禽製劑研

究室、品管研究室、次單位疫苗研究室等主要工作項

目。 

 
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介紹負責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運

作、家畜禽及伴侶動物重要疾病微生物學、流行病學

及病理學研究、獸醫技術訓練及推廣、重要人畜共通

傳染病診斷與監測等主要工作項目。 

 
疫學研究組技輔室邱玉瑋助理研究員說明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及實習期間應注意事項。 

 
官南綾助理研究員代表生物安全會針對危險病原的知

識、實驗室生物安全概況、生安等級介紹、操作實驗

室生物安全防護設施、安全規範等進行說明。 

 

 

 



 

3 
 

環境教育－「加州大地震」＆ 

「全境擴散」影片賞析 

    本所於 111 年 8 月 12 日辦理環境教育

－「加州大地震」＆「全境擴散」影片賞析。

「加州大地震」講述加州的聖安德烈亞斯斷

層引發了芮氏規模 9.6 的大地震，職業為搜

救員的男主角在災難發生後和妻子決定克服

重重危機，從洛杉磯飛向舊金山搶救他們的

女兒。劇中震撼的特效畫面及緊張的營救情

節，協助同仁們更加注重防災準備。「全境擴

散」講述一個未知的致命病毒迅速傳播至世

界各地，面對爆發的疫情醫學界、政府、國

際衛生組織及一般民眾如何應對，嘗試控制

疫情的方法。劇中描述的傳播路徑、隔離生

活及社會恐慌等情節，與近年 COVID-19 疫

情爆發後如此相似，有助同仁們隨時保持防

疫警覺。8 月 12 日共計 115 人參訓。(人事

室) 

 
(111 年 8 月 12 日環境教育－「加州大地震」＆「全

境擴散」影片賞析) 

 

 

 

 

 

 

第 934 次學術研討會 
    111年 8月 17日於本所獸醫試驗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辦第 934 次學術研討會，由張家

禎分所長主持，共計 40 人與會。疫學研究組

許偉誠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臺灣蝙蝠之病

毒相分析」；製劑研究組曾俊憲研究員工作報

告「羊痘活毒疫苗量產與安全、效力評估」；

疫學研究組胡書佳助理研究員出國報告「赴

美進行 IVLP「全球衛生挑戰與安全」參訪報

告」。 (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張家禎分所長。  

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許偉誠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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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人員：曾俊憲研究員。 

 
本次學術研討會出國報告人員：胡書佳助理研究員。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雙語國家 

政策＆公民參與－國民法官法 

    本所於 111 年 8 月 19 日辦理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雙語國家政策＆公民參與－國民

法官法相關課程。雙語國家政策課程為國發

會綜合規劃處處長張惠娟的線上講座，內容

包括為何要推動雙語國家政策、雙語國家大

哉問、2030 雙語國家推動策略等重要等資訊，

幫助同仁們更瞭解雙語國家政策的相關知識。

公民參與－國民法官法為司法院刑事廳調辦

事法官張道周的線上講座，內容介紹 2023

年開始施行的國民法官法其推動原由、運作

方式等資訊，幫助同仁們更國民法官法的相

關知識。共計 58 人參訓。(人事室) 
 
 
 

 

 

 

 

 

 

 

 
 
 
(111年 8月 19日當前政府重大政策＆公民參與課程) 

 

慰靈祭 
    本所因疫苗製造、試驗研究及檢測工作

等須犧牲實驗動物，為對他們犧牲貢獻表達

感謝之意，特於 8 月 12 日上午於本所犧牲

動物紀念碑前舉辦慰靈祭，由邱垂章所長擔

任主祭，率領副所長、主任秘書、各組室主

管及全所同仁向犧牲動物致意。(製劑研究組) 

 
邱垂章所長獻花致意。 

 
全體同仁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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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依序上香致意。 
 

111年度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 

教育訓練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於 111 年 8 月 18

至 19 日舉辦本(111)年度動物用藥品產業人

員教育訓練. 8 月 18 日開場時由本所邱垂章

所長親臨會場，表達對於此訓練班之高度重

視，期望所有動物用藥品從業人員，都能藉

由每年舉辦之訓練課程提升工作上的專業能

力。 

    8月18日上午場次由國家衛生研究院簡

旭哲首席獸醫師，為大家介紹實驗動物照護

與使用計畫，包括實驗動物管理概論、疼痛

與緊迫、安樂死等議題，並透過實驗動物品

系、使用動物數量、實驗內容、動物運輸、

動物標示等面向切入 IACUC 審查常見之缺

失案例，同時分享自身的經驗，內容相當豐

富。下午場次由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呂理福顧問為大家說明 GMP 工廠之偏

差作業處理流程，從偏差作業法規規範、原

則、背景，到偏差的定義、以及偏差處理與

矯正預防措施，並分享國際組織及美國對矯

正預防措施的觀點，以及實務上偏差管理作 

 

 

業程序及風險管理程序，課程中亦提供許多 

實用性的技巧及經驗分享，使學員獲益良

多。 

    8月19日上午場次分別由仕康嘉股份有

限公司嚴仕杰先生簡介製藥廠純水系統架構，

及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柯佩

均主任講解並示範總有機碳及導電度檢測方

法，內容包括純水系統組成及單元處理原理、

總有機碳及導電度檢測原理，與藥典規格參

數等說明，並分享藥廠實務經驗，讓參與學

員瞭解符合藥典規格應有製造與檢測水質設

備，有助於提昇國內製藥品質。下午場次由

啟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函頤副總經理，

為大家解說美國藥典<61>微生物計數及

<62>特定微生物章節，包括微生物試驗架構、

培養基效能試驗、方法適用性以及檢品操作

與結果判讀等內容，同時分享製藥廠有關培

養基配製、微生物培養、鑑定等實務經驗，

並透過實際操作讓參與學員加深學習印象。 

    本次訓練班包含動物用藥廠從業人員、

研究單位、動物用藥品地方主管機關、臨床

獸醫師及所內同仁 2 日共計 217 人次參加。

（檢定分所） 

 
8 月 18 日由本所邱垂章所長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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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簡旭哲獸醫師介紹實驗動物照護與使用計畫概

論。 

 

藥技中心呂理福顧問解說 GMP 工廠之偏差作業處理

流程。 

仕康嘉股份有限公司嚴仕杰先生簡介製藥廠純水系統

架構。 

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柯佩均主任講解

並示範水質檢測設備操作方法。 

 

啟新生物科技公司林函頤副總經理解說美國藥典中微

生物計數及特定微生物章節。 

 

111年度病理剖檢及採樣送檢 

訓練課程 

為強化我國動物防疫體系，本所擬針對

第一線獸醫師於牧場處理動物疫病時的疫情

調查能力進行強化，期盼各縣市公職獸醫師

能透過問診及現場訪視把臨床症狀、流行病

學等必要病史資料記錄下來，並將必要資訊

詳實填列於送檢申請表格，俾便地方及中央

動物防疫機關、國家獸醫診斷實驗室綜整病

例報告。本所特於 111 年 8 月 23 日在國立

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辦理

「病理剖檢及採樣送檢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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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本所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強調填

報送檢資料的重要性，要依後送診斷實驗室

提供送檢申請表格式，將前述病史、肉眼病

變、採樣等資訊確實填報，並隨檢體運送，

以及介紹家禽解剖的程序與注意事項。下午

「家禽外觀、病變及病理剖檢」實務訓練，

由本所疫學研究組病理室凃央昌助理研究員

擔任講師示範家禽病理剖檢並講解所見肉眼

病變及採樣注意事項。 

    最後一堂課，在場獸醫師透過分組報告

及討論，交流各病例的病變描述，學員們很

認真的完成任務，也針對剖檢時肉眼病變提

出類症鑑別。本次獸醫師繼續教育課程對出

席人員剖檢採樣及對肉眼病理描述的能力很

有幫助，後續會持續辦理相關基礎及進階訓

練。(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邱垂章所長開幕致詞。 

 
李璠組長分享進行豬隻重要疾病診斷的前置作業-病

史、病變及採樣送檢。 

 
凃央昌助理研究員示範家禽病理剖檢。 

 
分組實務操作。 

 
分組進行病例報告。 

 
結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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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執行重大專案獎勵 
    111 年 8 月 26 日頒發 111 年度執行重

大專案個人獎，分別為潘成儒助理研究員、

謝政橘副研究員、施進票副研究員等 3 人受

獎。(人事室) 

 
(左起邱垂章所長、潘成儒助理研究員。) 

 
(左起邱垂章所長、謝政橘副研究員。) 

 

(左起邱垂章所長、施進票副研究員。) 

 
大合照(左起潘成儒助理研究員、邱垂章所長、謝政橘

副研究員、施進票副研究員)。 

 

性別主流化－「血淚控訴」     

影片賞析 

    本所於 111 年 8 月 26 日辦理性別主流

化－「血淚控訴」影片賞析。「血淚控訴」為

真實事件改編，講述從出生於索馬利亞逃到

愛爾蘭的女主角，為了躲避戰亂逃到愛爾蘭

尋求難民庇護，經過身體檢查後發現其私密

部位竟然曾遭殘忍割除。女主角決定將這殘

酷的創傷經驗轉變為改變的力量，藉由自己

的故事，敦促全球有關當局正視並杜絕非洲

女性的「割禮」陋習。劇中主角的經歷與勇

氣，幫助同仁們了解落實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共計 39 人參訓。(人事室) 

 
(111 年 8 月 26 日性別主流化－「血淚控訴」影片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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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二梯次暑期學生    

結業報告暨結訓座談會 

    111 年度暑期學生實習，第二梯次自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來自亞洲大學學士

後獸醫系、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系、臺灣

大學獸醫學系等共 3 校計 5 位學生，分發至

本所各組及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進行為期

一個月的實習訓練課程。 

    為了解學生實習成果，本所於 8 月 31

日上午 10 時於獸醫試驗中心一樓會議室，辦

理暑期實習生結業報告研討會議，由邱垂章

所長親自主持，分享家畜衛生試驗所為動物

疾病把關的第一線，要求檢驗的速度與正確

性，對實驗的嚴謹度沒有容錯的空間；並強

調本所對實習生的重視，期許將學習做實驗

的態度與精神，種在心中成為種子，結合獸

醫專業知識技能，未來邁向獸醫之路能有所

助益。 

    報告內容以這一個月在所內實習內容相

關題目為範圍，報告人除了準備簡報資料並

以口頭報告八分鐘，評審委員提問三分鐘，

學生回應三分鐘之方式，進行學生實習成果

考評。報告評分方式就下列子項給分：口頭

報告內容 35%、摘要及 PPT25%、時間掌控

20%、回應及討論 20%。 

    另外，實習期間評分表佔 50%，考核項

目包含出缺勤 25%、實習態度及成效 40%、

團體合作精神 25%、特別事由(±10%)，最

後彙整實習期間評分表及結業報告評分表，

兩大項目加總平均後，給予最終實習分數。 

 

 

 

    於疫學研究組實習之嘉義大學葉怡均同

學報告題目-牛毛囊蟲症之病例報告，於豬瘟

研究組實習之亞洲大學陳柏翰同學報告題目

-非洲豬瘟初篩陽性熟肉製品之案例檢測，於

生物研究組實習之臺灣大學陳彥如同學報告

題目-香魚之流行性潰瘍症候群(EUS)病例報

告，於製劑研究組實習之亞洲大學屈映彤同

學報告題目-水禽雷氏桿菌疫苗製程及品

管。 

    同日辦理結訓座談，學生逐一分享實習

一個月的甘苦心得，並感謝學長姐及助理群

的講解和示範，得以親自從頭到尾操作，體

驗實驗工作，實屬非常難得的經驗；另外透

過發放問卷給實習生填答，回饋本所實習期

間的建議作為未來精進的方向。 

    最後，黃建元主任秘書主持結訓座談時

勉勵學生將實習期間學到的技術與經驗，帶

回學校分享、互相交流，做為未來獸醫職涯

的參考，並致贈精美紀念品及防疫口罩給實

習生，為本梯次的實習生活畫下完美的句點。 

(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111年第二梯次暑期實習生結業報告研討會議由邱垂

章所長親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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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葉怡均同學報告牛毛囊蟲症之病例報告。 

 

 
亞洲大學陳柏翰同學報告非洲豬瘟初篩陽性熟肉製品

之案例檢測。 

 
臺灣大學陳彥如同學報告香魚之流行性潰瘍症候群

(EUS)病例報告。 

 

 
亞洲大學屈映彤同學報告水禽雷氏桿菌疫苗製程及品

管。 

 
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介紹有關傳染病傳染途徑-垂直

感染之方式。 

 
豬瘟研究組潘成儒助理研究員補充檢測走私非洲豬瘟

熟肉製品之單位間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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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組陳怡彣助理研究員分享養殖場控制魚病傳

播之處理方式。 

 

製劑研究組施雨華助理研究員說明疫苗製程發酵槽發

酵增殖的原理。 

 

疫學研究組技輔室邱玉瑋助理研究員說明實習考評方

式及結訓成果。 

 

疫學研究組陳彥彣助理研究員分享實習生學習歷程。 

 

黃建元主任秘書致贈精美紀念品給本梯次實習生班長

陳柏翰同學。 

 

人事異動 
    本所豬瘟研究組約僱研究助理黃昭銘於

111 年 8 月 17 日到職。 

    本所製劑研究組約僱研究助理陳貴三於

111 年 8 月 26 日離職。(人事室) 

    豬瘟研究組外包助理戚智勇於 111 年 8

月 1 日到職、曾妤兒 8 月 19 日到職、臨時

人員黃昭銘於 8 月 17 日離職；製劑研究組

外包助理陳依如及張華芸於 8 月 1 日到職、

張華芸於 8 月 20 日離職；秘書室(文書)外包

助理林憶儒於 8 月 6 日離職。(秘書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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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元主任秘書、李璠組長、各組指導業師及111年第二梯次暑期實習生於獸醫試驗中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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