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衛所訊 第 14 期 

 
 

   第 14 期 

  102 年 10月 15日出刊 

 

發行人：蔡向榮                            地址：25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376號 

出版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電話：02-26212111 傳真：02-26225345 

創刊日期：101年 9月 15日                 網址：http://www.nvri.gov.tw/index.aspx 

目錄 

疫學研究組 ....................................................... 1 

中國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考察團參訪 ................................. 1 

辦理第 829次學術研討會 ........................................... 3 

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講授獸醫流行病學
課程 ............................................................. 4 

司法檢調專家來所參訪 ............................................. 5 
配合農委會參展「2013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 ............ 6 

豬瘟研究組 ....................................................... 9 

參加亞洲豬病年會（APVS）記要 .................................... 9 

檢定分所 ........................................................ 11 

完成「102 年度生產技術導入及成效追蹤第 2 次專家現場輔導」 ......... 11 
辦理 102 年動物用藥品實驗動物操作與照護教育訓練課程 ............... 12 

秘書室 .......................................................... 13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上線 ............................................ 13 

綠色採購宣導（下） .............................................. 13 

政令宣導 ........................................................ 16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 ................. 16 

 



畜衛所訊 第 14 期 

1 
 

疫學研究組 

中國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考察團參訪 

台灣農場經營協會辦理「兩岸畜牧獸醫產業交流與合作觀摩會」，邀請中國

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考察團一行 5人於 102年 9月 2日（星期一）來所，並由

顏正雄理事長及農委會王茂剛技正陪同參訪，本所蔡向榮所長代表接待，在綜

合研究大樓 402會議室播放本所簡介，並請各業務組組長一同參與座談，針對

兩岸動物疫情資訊進行交流，總計參與人數共 12人。 

 

 

圖 1、中國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考察團與本所同仁座談。 
上圖由左至右農委會王茂剛技正、本所黃天祥組長、鄭秀蓮副所
長、蔡向榮所長、李淑慧組長及涂堅組長。 
下圖由左至右中國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參訪團王毅鋒副局長、施利
榮副處長、沈生泉局長、李洪洲副局長、汪慈副局長及台灣農場經
營協會顏正雄理事長。 



畜衛所訊 第 14 期 

2 
 

 

圖 2、由沈生泉局長及蔡向榮所長互贈紀念品。 

 

圖 3、中國大陸浙江省畜牧獸醫考察團與本所同仁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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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29 次學術研討會 

本所於 102 年 9 月 11 日舉辦第 829次學術研討會，由許偉誠助理研究員、

施雨華助理研究員及官南綾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鼬獾狂犬病病例報告及參加

USDA獸醫診斷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訓練班心得報告」、「水禽小病毒雙價組織培

養疫苗之研發」及「禽源致病性大腸桿菌之抗藥性檢測」工作報告，獸醫相關

人員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31人參加。 

 

 

圖、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李淑慧組長（A）及報告人員（B：許
偉誠助理研究員；C：施雨華助理研究員；D：官南綾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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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講授獸醫流行病學課

程 

本所於 102年 9月 12日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在

綜合研究大樓 310會議室講授獸醫流行病學課程「單元 6-Measure of Association 

and Causal Inferences」，並針對分析性流行病學及 Relative Risk和 Odds Ratio

進行介紹，本所同仁參與人數共有 8人。 

 

 

 

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蔡宜倫助理教授講授獸醫流行病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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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檢調專家來所參訪 

防檢局委託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於 102年 9月 25至 26日

(星期三及四)辦理「102年度動植物防疫檢疫藥品及屠宰衛生管理研討會」，並

於 102年 9月 26日邀請司法檢調專家、動植物檢疫及屠宰衛生主辦人員參訪本

所，在本所綜合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由鄭秀蓮副所長代表接待及解說有關屠宰

衛生相關之口蹄疫及禽流感等疾病監測業務，並帶領參觀本所各業務組，總計

參訪人員共計 48人。 

 

 

圖 1、由鄭秀蓮副所長代表接待及解說有關屠宰衛生相關之口蹄疫及
禽流感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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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由許聰文研究員帶領參觀本所各業務組。 

 

 

配合農委會參展「2013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 

配合農委會參展經濟部於 102年 9月 26至 29日假台北世貿中心一館舉辦

之「2013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本所共計 1項研發成果參展-

生物研究組「浸泡型與注射型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之生產技術」，本技術

並獲選為本屆展覽之重點項目和並以短片加強宣導。另於開幕式時與大豐疫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之種毒生產與疫苗生產技

術」技術移轉授權簽約儀式，4天展場總計參觀民眾共計 92,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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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由農委會陳保基

主任委員帶領農、林、
漁、牧及藥毒各單位代
表進行 2013臺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
業館開幕儀式。 

 

圖 2、本所「浸泡型與注射型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之生產技術」
參展海報及疫苗成品展示。 



畜衛所訊 第 14 期 

8 
 

 
 

圖 3、在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見證下，本所蔡向榮所長與大豐疫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獻德副總經理進行「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
之種毒生產與疫苗生產技術」技術移轉授權簽約儀式。 
 

圖 4、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參觀本所展覽項目，並由生物研究組黃
春申助理研究員解說本所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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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研究組 
參加亞洲豬病年會（APVS）記要 

本所豬瘟組林有良兼組長、王 羣助理研究員及胡書佳助理研究員於102年 9

月 22至 26日赴越南胡志明市參加第 6屆亞洲豬病年會（APVS），並分別以張貼

壁報方式分享其研究成果。此次年會的主題是“生產豬隻-滿足消費者”，共有

來自 31個國家超過 1000位出席者，提供 69篇口頭研究報告及 238篇壁報張貼

之報告，並由知名專家分別進行有關複雜的呼吸系統疾病、胃腸道疾病、生殖

和泌尿系統疾病、在人工授精上的進展、營養和免疫力、飼養及畜群管理、牧

場的生物安全、抗生素的使用和抗藥性、公共衛生和新浮現疾病等相關議題的

專題演講。此外，本次大會由中國、韓國、日本、泰國、菲律賓及越南等會員

國分別報告該國有關豬隻產業的現況與疫病控制。目前 APVS共有 6個會員國，

未來將廣徵亞洲地區的國家加入會員，我國（台灣）與柬埔寨將可望成為首批

新進的會員。 

 
圖 1、本所豬瘟組林有良組
長參與本次年會之會前會
議，會議桌上擺設一幅我國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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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亞洲豬病年會（APVS）會場之一
隅。 

圖 3、亞洲豬病年會（APVS）菲律賓代
表報告該國有關豬隻產業的現況與疫
病控制。 

 

圖 4、本所豬瘟組林有良兼組長及胡書佳助理研究員與參加亞洲豬病年會
（APVS），與日本國家動物衛生研究所 Dr. Kenji Kawashima（右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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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分所 

完成「102 年度生產技術導入及成效追蹤第 2 次專家現場輔導」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執行農委會委託之 102年度「強化生醫產業用畜禽生產

管理」計畫，該學會吳建男監事、王俊欽先生及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林岳

晟助理教授等 3位國內實驗動物領域專家於 102年 9月 30日至檢定分所實驗動

物研究系進行第 2次生產技術導入及成效追蹤現場輔導。 

檢定分所由實驗動物研究系張家禎主任、吳政學助理研究員及江俊儀助理

研究員與會，實驗動物領域 3位專家針對實驗動物生產管理、動物健康監測及

實驗動物運輸等事宜與檢定分所同仁交換意見，隨後由分所同仁陪同各專家學

者至實驗動物研究系動物飼育區及動物舍空調機房進行現場訪查，本次輔導行

程於下午 5時順利結束。 

  

圖 1、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王俊欽先生、
吳建男監事及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
系林岳晟助理教授與實驗動物研究系
張家禎主任、吳政學助理研究員、江俊
儀助理研究員，就實驗動物生產管理、
動物健康監測及實驗動物運輸等事宜
交換意見。 

圖 2、專家學者至分所動物飼育區及動
物舍空調機房進行現場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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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2 年動物用藥品實驗動物操作與照護教育訓練課程 

檢定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於 102年 9月 25日舉辦動物用藥品實驗動物

操作與照護教育訓練課程，邀請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廖震元副研究員

擔任講師，講授實驗動物法規及禽類的操作照護、人道管理及安樂死等課程，

當日又邀請方文德組長來講授「SPF豬飼養管理及疾病預防」，共計 43名學員參

加，學員來自中央及地方縣市政府人員及全台各地動物用藥廠人員，報名情形

相當踴躍。講師講授能力及實際經驗對於學員的知識吸收及問題解答皆有良好

滿意度。課前與課後的認知能力評估調查，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員對於授課內

容均有顯著的了解，問卷調查課程整體滿意度達到 8成 5，另有些學員提供良好

的建議，將作為未來課程規劃的參考。 

 

 

  
圖 1、講師廖震元副研究員授課中。 圖 2、方文德組長授課，學員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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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上線 

本所暨分所為提昇行政效率及公文減紙，以期能達到節能與資源共享目

的，特導入農委會共用版公文線上簽核模式，已建置完成本所暨分所公文線上

簽核管理系統並於 102年 9月 9日正式上線。 

本系統係整合公文製作系統、公文管理系統、檔案管理系統、影像管理系

統及線上簽核系統。推動期間辦理各使用者教育訓練、系統廠商於本所駐點輔

導同仁逐步導入及適應線上簽核方式，自 102年 9月 9日上線至 9月底，線上

簽核比率已達 93.08%。 

 

綠色採購宣導（下） 

機關綠色採購程序之控管 

關於機關進行綠色採購流程如下圖： 

環保標章產品查詢 

有關環保標章產品查詢，可透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首頁>>環保產品資訊>>

產品查詢；查詢條件可由產品資訊，或廠商名稱，進行搜索。 

查詢環保產品搜索方式，以關鍵字或下列組合為查詢條件： 

 產品類別→類別選取後，可再選取該類別的細項 

 功能規格→依產品功能訴求，如長度、重量查詢 

 銷售通路→共同供應契約及環保產品線上採購網 

 標章號碼→直接輸入產品標章編號進行搜索    

 證書狀態→可查詢已過期之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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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綠色採購流程圖 

                                                            
 
 
 
 
 
 
 
 
 
 
 
 
 
 
 
 
 
 
 
 
 
 
 
 
 

需求單位(業務單位)

採購需求規格應符合綠色採購範圍項目：
1.公告43項指定採購項目
2.第一類非指定採購項目
3.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
4.節能標章產品
5.省水標章產品
6.綠建材標章產品

採購單位(總務或秘書單位)
應確認需求單位欲採購項目是否為
綠色採購範圍項目
1.公告43項指定採購項目
2.第一類非指定採購項目
3.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
4.節能標章產品
5.省水標章產品
6.綠建材標章產品

檢附請購事由及未採購環境保護類產品
原因並另行專簽，以利管控第一類指定
採購項目之採購申請

「綠色生活資訊網」
「環保產品線上採購網」

查詢
環境保護類產品

無

秘書處、總務處、採購單位
(進行採購資料確認審核)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
核准

否

檢討請購
事由或需
求規格

採購非標章
產品

准

電子採購
請購及下訂

洽商採購
自行辦理：
1.公開招標
2.公開比價
3.公開議價
4.自行採買
(並請廠商提供標章
認證資料)

有

依規定期限進
行月確認動作
(自行登錄)

綠色採購
成績統計

1.登載採購品項金額
2.登載事由並更改為
不統計

系統自動
帶入綠色
採購成績

人工申報標
章標號及採

購金額

政府電子採購網
查詢到可採購環
境保護產品

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
無綠色採購範圍項目之環
境保護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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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擬採購產品無環保標章，請檢附請購事由及未採購環境保護類產品原因

另行專簽，會採購單位確認審核，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即可由採購單

位於綠色採購系統登載採購品項金額及事由，並變更為不統計。茲提供未採購

環境保護類產品原因專簽範例供參。 

專簽範例 

簽於○○室 

主旨:為辦理電冰箱報費汰換事宜，簽請  核示。 

說明: 

一、有關本室電冰箱於 90年 12月購置，已達報廢年限…。 

二、經查綠色採購資訊網，本次汰換機種所屬環保標章產品僅

1台 OO型號，考量本單位使用人數較多，需求量大，擬購

買較大型號 OO型號。 

三、… 

擬辦：奉核後，移請採購單位依規定辦理採購，並於綠色生活資訊

網綠色採購申報系統之統計分類，同意勾選為不統計。 

請共同配合綠色採購，更多資訊請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生活資訊網政

府機關綠色採購 http://greenliving.epa.gov.tw/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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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宣導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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