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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活動 

辦理第 836 次學術研討會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舉辦第 836次學術研討會由涂堅組長主

持，鄧明中副研究員、王羣助理研究員及陳姿菡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豬流行

性下痢病例報告」、「台灣豬第二型環狀病毒與豬纖鍊病毒混合感染之探討」及

「水疱性口炎之標準診斷方法」之工作報告，獸醫相關人員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27人參加。 

 

 

圖、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涂堅組長（A）及報告人員（B：鄧明中
副研究員；C：王羣助理研究員；D：陳姿菡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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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3 年度單身同仁聯誼活動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為協助本所及所屬分所單身同仁在未來人生道路上得以尋覓知己攜手相

伴，共創幸福美麗人生，經本室問卷初步調查有參與單身未婚聯誼意願需求者

計 18 人，爰委由承辦公務機關單身聯誼活動經驗豐富之「貳 叁公關顧問有限公

司」執行規劃，於 103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於宜蘭縣辦理 103 年度「想與你

在一起」單身同仁聯誼活動，總計 40 人（男、女各 20 人）報名參加。本次舉

辦單婚同仁聯誼活動目的為促進政府機關、學校及民間企業未婚員工聯誼機

會，增進兩性良性互動及情感交流，並擴大社交生活領域，當天參加對象有本

所同仁及其他公務機關、軍警、醫院、學校、中華電信、台電、郵局等公民營

企業單身未婚男女，活動內容上午於鄧伯花廊分組茶敘，享用特製手工美味鬆

餅、午餐則是於香魚故鄉享用八甲魚場鮮魚料理，共同品嘗分享鮮甜滋味及下

午於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進行任務遊戲等活動過程認識心儀的對象，活動最後促

成 5 對男女速配成功。本次活動提供參加男女健康互動機會及認識來自不同工

作領域的朋友，在夕陽餘暉下劃下完美句點（如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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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破冰時間：搭乘幸福巴士，把握機
會認識夥伴，幸福的翅膀在這一刻準備起
飛!  

圖 2、一早由美麗的鄧伯花廊揭開聯誼序
幕，分組茶敘，一邊享用店家特製鹹甜 2種
口味手工鬆餅，一邊介紹自己的興趣、工
作、嗜好等，讓夥伴們對彼此間印象深刻！
幸福甜蜜的滋味已悄悄在每個人心裡滋長。  

  

圖 3、愛的互動小遊戲：展現彼此的魅
力，遊戲互動中培養默契完成乒乓球接力
遊戲。 

圖 4、欣賞美麗的鄧伯花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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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溫馨午餐時光：與心儀的人一起共
同品嘗分享鮮甜滋味。 

圖 6、香魚故鄉八甲魚場享用鮮魚料理，
忍不住一再吮指回味，且大呼過癮，再
挑剔的味蕾也被征服。 

  

圖 7、欣賞八甲魚場風景：喝飽飯足，與
心儀的她漫步在風景優美的水案園區，美
麗的山光水色，彷彿幅置身仙境，讓人忘
卻一切世俗煩憂。 

圖8、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進行任務遊
戲，從遊戲中更進一步認識夥伴並互相
照顧、互相幫忙、培養默契一起完成活
動。 

  

圖 9、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進行「棒打老
虎雞吃蟲遊戲」，加強單身男女間的互
動，讓氣氛一路持續加溫。 

圖 10、離情依依～愛情的火苗在彼此間
點燃，雖依依不捨，但此刻並不是結束
而是期待下一次相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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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所暨分所資訊系統成果分享及推廣說明會 
秘書室-施進票副研究員  報導 

10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本所 109 週年所慶，上午 9 時 30 分起本所秘書

室（資訊）於綜合研究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本所暨分所資訊系統成果分

享及推廣說明會」，介紹本所近年來陸續開發之獸醫相關資訊系統及所內建置之

雲端設備等相關系統。講題及講師分別為：「雲端網路硬碟及所內資訊系統介紹

（德耀資訊公司－洪育欣經理）」、「獸醫電子化及行動化系統服務介紹（秘書室

－施進票副研究員）」、「國家檢定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與對外應用服務（分所生

檢系－林俊達助理研究員）」、「實驗動物用產銷管理資訊管理系統網路訂貨之介

紹（分所實動系－吳政學助理研究員）」及「動物用一般藥品檢定實驗室資訊管

理系統簡介（分所化檢系－詹勳隆助理研究員）」，本所同仁、退休同仁及與會

嘉賓共計 157 人參加。 

 

  

圖 1、德耀資訊公司洪育欣經理。 圖 2、秘書室施進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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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分所實動系吳政學助理研究
員。 

圖 4、分所化檢系詹勳隆助理研究
員。 

 

圖 5、蔡向榮所長致贈講師紀念品（右上為分所生檢系林俊達助理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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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綜合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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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109 週年所慶慶祝活動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1)頒發本所 102年度工作績優人員獎：獲獎人員分別為疫學研究組許偉誠助理

研究員（疾病檢診獎）、製劑研究組林育如助理研究員（資材開發獎）、豬瘟

研究組黃有良助理研究員（論文發表獎）及秘書室技工鄭仲和先生（工作楷

模獎）等 4名同仁接受表揚，由所長頒發獎座 1座及獎品以資鼓勵。 

 

 

圖 1、本所 102年度工作績優人員獎：疾病檢診獎-疫學研究組許偉
誠助理研究員（左上）；資材開發獎-製劑研究組林育如助理研究員
（右上）；論文發表獎-豬瘟研究組黃有良助理研究員（左下）；工
作楷模獎-秘書室技工鄭仲和先生（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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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向榮所長與工作績優得獎人員合照留影。 

 

(2)新進同仁自我介紹：邀請新進人員生物研究組吳助理研究員介豪、秘書室(文

書)高專員俊棟、製劑研究組蕭助理研究員方君及疫學研究組李助理研究員

婉甄等分別自我介紹興趣、學經歷等及發表感言，並感謝各該組組長及同仁

的指導、照顧，讓各組室同仁對新進同仁印象更深刻，適時伸出援手、互相

鼓勵、提攜後輩，藉以促進業務交流、提升工作效能。 

 

 

 

 

圖 1、生物研究組吳介豪助理研究員。 圖 2、秘書室(文書)高俊棟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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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製劑研究組蕭方君助理研究員。 圖 4、疫學研究組李婉甄助理研究員。 

 

(3)「退休人員聯誼會」：本所退休人員聯誼會於 103年 4月 14日上午 10時在

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3樓 310會議室召開，由黃會長文徹主持，總計 21人參

加，會中報告該聯誼會 102年度聯誼活動等。 

 

 

 

 

 

 

 

 

 

 

 

(4)所慶聯歡：邀請本所及分所歷任所長、分所長、退休（職）人員、本所及分

所退休人員聯誼會會員及新北市獸醫師公會人員與本所同仁餐敘聯歡，由本

所大家長蔡所長所長開場致詞，歡迎與會嘉賓，希望藉由所慶活動連繫同仁

情感交流，並切蛋糕慶祝 109週年所慶，席間蔡所長帶領一級單位主管及分

所長一起向每桌同仁敬茶致意，並與同仁話家常，人事室王主任與秘書室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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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慰問關懷退休同仁，並分享前輩人生智慧與傳承工作經驗，氣氛溫馨愉

快。 

 

  

圖 1.所長開場致詞，歡迎與會嘉賓，並
希望藉由所慶活動連繫同仁情感交流。 

圖 2、所長切蛋糕慶祝 109週年所慶。 

  

圖 3、餐敘間人事室王主任與秘書室蔣
專員慰問關懷退休同仁，並分享前輩人
生智慧與傳承工作經驗。 

圖 4、本所蔡所長帶領一級單位主管及
分所長一起向每桌同仁敬茶致意，氣氛
溫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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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所每月一書導讀會暨所慶摸彩活動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為結合所慶賡續推動閱讀風氣，本所於 103年 4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4時於綜合研究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每月一書「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

食物?」導讀會，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黃宗潔副教授主講。會中探討有

關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省思與大自然之連結，對同仁環境教育之相關

知識、態度及價值觀，皆有助益。本導讀會除本所及分所同仁外並有退休人員、

淡水區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同仁共同參與，總計 167人參加。會中除國家文官

學院提供本所上開圖書 6本抽獎外，另為結合所慶趣味性並提升學習效益，導

讀會中及會後皆安排所慶摸彩活動，圓滿落幕。 

 

 

  

圖 1、蔡向榮所長開場致歡迎詞及介紹
導讀者，並希望藉由所慶活動賡續推動
同仁閱讀風氣。 

圖 2、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黃
宗潔副教授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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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會中探討有關人類與動物之間的
道德難題，省思與大自然之連結，增進
同仁環境教育相關知識。 

圖 4、導讀會中安排每月一書抽獎贈書
活動，邀請黃宗潔副教授摸彩及頒獎。 

  

圖 5、為結合所慶趣味性並提升學習效
益，導讀會中安排所慶摸彩活動，邀請
蔡向榮所長摸彩及頒獎。 

圖 6、導讀會後安排所慶摸彩活動，邀
請鄭秀蓮副所長摸彩及頒獎。 

  

圖 7、導讀會後安排所慶摸彩活動，邀
請陳瑞祥組長摸彩及頒獎。 

圖 8、導讀會後安排所慶摸彩活動，邀
請李淑慧分所長摸彩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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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禮來公司及德國羅曼動物保健公司參訪本所 
製劑研究組-喻昭芳助理研究員  報導 

德國羅曼動物保健公司（Lohmann Animal Health）偕同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 Elanco)一行 8人於 103年 4月 15日（星期二）蒞臨本所，與製劑研究

組洽談雙方疫苗合作開發等事宜。羅曼公司於 102年向農委會遞件申請於屏東

農業科技園區投資設廠，同時與本所簽訂策略合作開發合約，雙方合作之產學

計畫亦由製劑研究組曾俊憲博士率領的研發團隊如火如荼的執行。唯於今年 2

月底禮來公司宣布收購羅曼公司，以加強其子公司 Elanco動物疫苗業務，羅曼

公司將於 4月底結束並由禮來公司全面接手。 

當日會議由蔡向榮所長主持，首先透過影片與簡報方式雙方自我介紹，接著

由林育如助理研究員對製劑研究組主掌業務及雙方產學合作疫苗開發各項產品

進行簡報說明，席間禮來公司就各疫苗提出研發技術與市場趨向等實質問題，

並由研發人員各自予以答覆，會場氣氛討論熱烈。 

外國企業多以併購、收購等方式進行策略聯盟或組織整合，以擴大公司之經

濟實力與提升全球競爭力，過去輝瑞（Pfizer）和默克（Merck）等公司也各自

透過收購惠氏（Wyeth）及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公司方式，壯大其動

物保健部門，可見動物保健市場深具潛力且值得重視。本所這次與國際藥廠的

合作，將是台灣動物疫苗產業的新里程碑，未來台灣動物疫苗研發與生產銷售

也將邁入國際化，其前景與發展將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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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林育如助理研究員向禮來、羅曼兩公司進行簡報剪影。 

 

圖 2、羅曼、禮來兩公司來賓與本所與會同仁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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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辦理「台日學術合作座談會議」 
疫學研究組-張仁杰助理研究員  報導 

日本北海道大學獸醫學研究所 Yoshihiro Sakoda教授於 103年 4月 16至

18日期間來所參訪，並於 4月 17日（星期四）在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310會議室

召開「台日學術合作座談會議」，會中討論未來與本所學術合作議題，包括禽流

感病毒、臺日野鳥禽流感病毒監測資料及豬瘟病毒基因型 II及 III之致病性等

相關研究進行討論，另邀請本所赴日演講臺灣狂犬病經驗，本所人員及北海道

大學獸醫研究所共計 17人參與。 

 
 
 

 

圖 1、本所召開「台日學術合作座談會議」，左為本所蔡向榮所長；右為日本北
海道大學獸醫學研究所 Yoshihiro Sakod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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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台日學術合作座談會議之一隅。 

 

圖 3、台日雙方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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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科院動物科技研究所與檢定分所第一次雙邊業務聯繫會報 
檢定分所總務室-陳偉誠課員  報導 

為落實執行 103年 3月 29日主任委員蒞臨檢定分所視察督導的裁示事項，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以下簡稱農科院動物所）林俊宏所

長於 103年 4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2時率領該所杜清富組長、方文德組長、陳

啟銘博士、吳靜如博士、陳正文博士、周和源博士、王仕蓉博士、顏重河博士、

郭士逢博士、張凱鈞先生、邱滄貴先生、蔡敬屏先生等 12位同仁，蒞臨檢定分

所進行第一次雙邊業務聯繫會報；雙方除簡介目前業務外，亦討論雙方現階段

可合作之議題，並針對主任委員指示我國 SPF動物整體規劃事項做一討論，會

中決議囿因農科院動物所為財團法人不方便發文給公務單位，爰決議由檢定分

所發文邀請農科院動物所、畜試所等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商討規劃，並於今年度

提出 SPF動物整合計畫，提送科技會報討論。 

 

 

  

圖 1、李淑慧分所長及檢定分所與會同仁（左圖）。農科院動物所林俊宏所長及與會
同仁（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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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檢定分所進行業務簡介。 

 

圖 3、農科院動物所進行業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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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召開「動物用藥品優良製造準則簡介」說明會議 
製劑研究組-謝政橘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製劑研究組為因應今年度 GMP 藥廠之查廠業務，陳瑞祥組長特於 103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二時，在本所綜合研究大樓 310 會議室主講「動物

用藥品優良製造準則簡介-法規暨實務說明」，內容包含優良藥品製造標準、動物

用藥品製造廠設廠標準、藥廠作業規範、人事與組織、作業衛生規範、原料成

品容器及封蓋之管制、製程管制、包裝與標示管制、儲存及運銷、品質管制、

紀錄與報告、怨訴與退回成品之處理等等，經由陳組長精闢的演講，說明動用

藥品優良製造之精神及注意事項，要求本組全體工作同仁依據標準操作程序落

實執行，確保製劑研究組所有上市動物用疫苗優良品質之口碑。 

經由本次的演講及討論，使製劑研究組同仁更瞭解 GMP 藥廠製造之操作流

程，加強員工的教育訓練，強化內部的自我稽核，符合外部稽核之要求，進而

在將來可以更進一步的朝向 cGMP 藥廠之規範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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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陳瑞祥組長主講「動物用藥品優良製造準則簡介-法規暨實務說明」。 

 
圖 2、製劑研究組同仁踴躍參與本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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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總所人事異動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屏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技士魯懿萍於 103年 4月 15日調任本所生物

研究組助理研究員，並派駐於屏東農業生技園區亞太水族營運中心

水生動物實驗室。 

 為應業務需要，疫學研究組蔡助理研究員國榮與豬瘟研究組胡助理

研究員書佳職務互調，並於 103年 4 月 16日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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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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