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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講座 

為推動我國食農教育與精進國中、小學

教師、營養師、營養午餐主辦人員有關食農

教育知識，本所於本（111）年 10 月 5 日下

午舉辦食農教育講座，講題為：1.認識動物

用藥品，2.享用國產牛乳的正確知識。共計

有來自新北市鄰近各區的國中小教師與營養

師報名參加，會中除由本所生物研究組黃子

鳴與黃春申助理研究員以深入淺出方式介紹

動物用藥與牛乳相關知識外，會後更藉由黃

建元主任秘書主持的討論座談與學校老師/

營養師交換食農教育推動實務上所遇到之困

難與精進方案。與會人員表示此次食農教育

推廣知識詳實且實用，相約明年再至本所參

加食農教育講座。(生物研究組) 

 
黃建元主任秘書及黃子鳴助理研究員與參加教師/營

養師綜合討論。 

 

鼬獾及白鼻心野放工作會議 

本所於 111年 10月 12日於本所綜合研

究大樓 310 會議室，辦理鼬獾及白鼻心野放

作業工作會議，邀請長期以來一直支持並協

助本案野放作業之工作夥伴；包含林務局黃

繡娟簡任技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楊嘉

棟主任、新竹林區管理處梁竣傑技佐等共 4

單位 18 位人員與會。 

會議由本所邱垂章所長主持並致詞感謝

合作單位不遺餘力的協助本項作業順利進行。

接著由野放業務主辦人製劑研究組沈芷萱助

理研究員進行鼬獾及白鼻心野放作業進度報

告，以及由豬瘟研究組鄧明中組長進行國內

野豬重要病毒性疾病與外寄生蟲監測結果共

兩項報告案，並於會議中討論未能通過野放

訓練動物之後續安排、國內野豬疾病監控，

以及國內蟲媒疾病監控的合作事宜。 

最後，由邱垂章所長帶領與會者參觀本

所生物組十足目虹彩病毒參考實驗室及疫學

組負壓動物解剖房，整個活動圓滿結束。(製

劑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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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研究組沈芷萱助理研究員進行鼬獾及白鼻心野放

工作報告。 

 

豬瘟研究組鄧明中組長進行國內野豬重要病毒性疾病

與外寄生蟲監測結果報告。 

 

生物研究組林育如組長為貴賓解說生物組十足目虹彩

病毒參考實驗室。 

 

 

疫學研究組李璠組長為貴賓解說疫學組負壓動物解剖

房。 

 
鼬獾及白鼻心野放工作會議與會人員合照（前排左四

為本所邱垂章所長、左三為林務局黃繡娟簡任技正、

右二為特生中心楊嘉棟主任）。 

 

111 年度資通安全內部稽核 

    為完善農委會所屬機關資訊安全管理制

度，確保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落實執行，農委

會於 111年 10月 14日下午由資訊中心郭科

長衿懿、周聘用研究員秀雯及趙顧問家桂至

本所進行 111 年度資通安全內部稽核，本所

資安長許副所長聰文、黃主任秘書建元與各

組室資訊窗口及資訊維護廠商全程參與會議。

(秘書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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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資訊中心至本所進行資通安全內部稽核。 

 

本所資安長許副所長聰文、黃主任秘書建元與各組室

資訊窗口及資訊維護廠商全程參與會議。 

 

第 936 次學術研討會 

  111 年 10 月 12 日於本所獸醫試驗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辦第 936 次學術研討會，由林

育如組長主持。生物研究組林育如研究員工

作報告「104-109 年臺灣高病原性禽流感病

毒 H5 亞型的演化」；生物研究組黃子鳴助理

研究員工作報告「甲魚分離之類炭疽仙人掌

桿菌群」；疫學研究組張仁杰副研究員出國報

告「赴美出席 2022 年臺美農業科學合作會

議與參訪」。(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林育如組長擔任主持與工作報告

「104-109 年臺灣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H5 亞型的演

化」。 

 

生物研究組黃子鳴助理研究員工作報告「甲魚分離之

類炭疽仙人掌桿菌群」。 

 

疫學研究組張仁杰副研究員出國報告「赴美出席 2022

年臺美農業科學合作會議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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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蒞所參訪 

    111 年 10 月 19 日美國在台協會(AIT)

動植物檢疫辦事處主任 Mr. Kelan Evans 及

陳彥錡專員蒞所參訪，由邱垂章所長主持座

談會議。近年 AIT 持續協助提名本所同仁參

與美方主辦各類相關訓練課程，本所胡書佳

助理研究員獲選參與 2022 年「國際領袖人

才 參 訪 計 畫 」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AIT 此次來訪主要

目的除了聽取胡助理研究員參訪報告分享，

並擬邀請本所與美方在防疫一體 (One 

Health)計畫架構下共同合作研究，未來可期

臺美雙方研究人員將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疫學研究組技輔室) 

 
美國在台協會座談會議由邱垂章所長主持。 

 
美國在台協會座談會議臺美雙方進行交流及討論。 

 
美國在台協會座談會議由胡書佳助理研究員進行出國

報告。 

 
美國在台協會座談會議會後合影。 

 

TAF 實驗室認證延展評鑑會議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6 日及 10 月 28 日

至本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

究系進行 ISO/IEC 17025：2017（中文版為

CNS 17025：2018）認證延展評鑑，此次評

鑑委員包含周坤良評審員、劉麗文評審員及

葉光勝評審員，由張家禎分所長及柯依廷實

驗室主管主持啟始會議後開始現場評鑑流程。

評鑑過程中周坤良評審員對於實驗室品質系

統文件給予系統性觀念指導與建議；劉麗文

及葉光勝評審員對於認證項目現場實作觀察、

文件紀錄撰寫及報告簽署人面談，經討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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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精確的指導與建議。此次延展認證評鑑

會議於 28 日下午 4 時順利結束，本系同仁

共計 14 人參與。(檢定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

究系)

 
TAF 實驗室認證延展評鑑評審員說明評鑑會議流程。 

 
TAF 實驗室認證延展評鑑過程之文件資料審視。 

 

TAF 實驗室認證延展評鑑評審員聽取實驗室環境介

紹。 

 

TAF 實驗室認證延展評鑑認證項目現場實作評鑑。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111 年   

健康檢查 

    為維護同仁的職場健康，使同仁平時能

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並節省同仁往返醫院時

間，本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聘請當地勞

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重光醫院」

辦理巡迴健康檢查，除基本之體格、血液檢

查外，亦提供同仁健康相關問題諮詢。(檢定

分所總務室) 

 
分所同仁參與 111 年度健康檢查活動-基本理學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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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同仁參與 111 年度健康檢查活動-胸腔 X 光檢

查。 

 
分所同仁參與 111 年度健康檢查活動-抽血檢查。 

 
分所同仁參與 111 年度健康檢查活動-醫師問診。 

 

 

 

 

 

 

 

 

 

新版「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及

高防護實驗室硬體規劃重點及 

規定介紹專題演講及「高防護  

實驗室硬體規劃設計」座談會 

    本所 111 年度生物安全教育訓練邀請中

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賴全裕副教授

進行『新版「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及高防

護實驗室硬體規劃重點及規定介紹』專題演

講，就新版「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中對於

高防護實驗室硬體規劃重點及相關規定進行

解說。亦利用此次難得的機會，在專題演講

會後邀請本所相關同仁及賴全裕副教授召開

「高防護實驗室硬體規劃設計」座談會，座

談會中針對同仁在高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及

動物設施規劃設計中所遭遇的觀念性問題及

各項疑難雜症進行討論及交流。(疫學研究組)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賴全裕副教授蒞臨本

所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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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專心聆聽賴全裕副教授演講內容。 

 
邱垂章所長致詞感謝賴全裕副教授精彩的專題演講。 

 
本所同仁與賴全裕副教授就高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及

動物設施規劃設計中所遭遇的各項問題於座談會中進

行討論及交流。 

 

 

 

 

 

 

 

人事異動  

    生物研究組計畫助理陳俞君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到職；豬瘟研究組臨時人員孫笠

瑜於 111 年 10 月 1 日離職；製劑研究組外

包助理陳俞君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離職；秘

書室(事務)臨時人員梁立安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到職。(秘書室/事務) 

 

本刊登文章照片版權屬本所擁有，非經本所

同意，不得重製、數位化或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