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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活動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26 週年慶 
檢定分所總務室-陳偉誠課員  報導 

民國 77年 8月 1日農委會籌畫支助經費成立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並將位

於苗栗縣竹南鎮之台灣省畜產試驗所苗栗種畜繁殖場改制為「家畜衛生試驗所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至民國 103年以「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之銜名沿稱迄今適滿 26週歲，爰本分所特選於本年度 8月 1日舉辦 26週年所

慶。 

本次所慶除總所蔡所長向榮、陳前分所長瑞祥及秘書室(資訊研考)施副研

究員進票蒞臨指導外，更邀請總所及分所退休同仁共襄盛舉，包含前防檢局趙

副局長磐華、黃科長文徹、陳前秘書忠松、李副研究員新進、林前分所長春基、

前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劉主任敏主、郭主任美月、前實驗動物研究系林主任榮

培、楊主任揚輝、前總務郭泰山先生等大駕光臨，並請其分享歷年往事以為經

驗傳承。 

本次所慶除由李分所長淑慧及三系主任簡報分所未來展望及各系室業務簡

介外，並舉辦慶祝活動： 

1、 口頭簡報比賽：參賽者一共五位，並由現場與會貴賓及同仁一同為參賽

者評分，比賽結果由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詹助理研究員勳隆榮獲冠軍，

由總所所長頒發獎座 1座及獎金以資鼓勵。 

2、 頒發本分所 103年度工作績優人員：本次所慶特邀總所所長頒發本分所

103年度工作績優人員獎項，獲獎的同仁為：兼辦主計劉助理研究員其

和、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林助理研究員俊達、總務室陳課員偉誠、生物

藥品檢定研究系技工宋謦光先生、實驗動物研究系技工王裕燉先生及化

學藥品檢定研究系陳韶浩先生 

3、 另為感念陳前分所長瑞祥對分所同仁之照顧，分所同仁特別準備精美小

禮物並由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葉主任修如代表贈送陳前分所長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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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慶餐敘：由本分所大家長李分所長淑慧開場致詞，歡迎與會貴賓、退

休人員及同仁，希望藉由所慶活動及餐敘增進同仁情感交流，並帶領各

系室主管向每桌同仁敬茶致意。 

本次所慶由李分所長淑慧主持下順利圓滿落幕。 

 
  

圖 1、與會貴賓及同仁參與情形。 圖 2、李分所長淑慧簡報分所未來展
望。 

  

圖 3、李分所長淑慧、施副研究員進票
及前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郭主任美
月，合影留念。 

圖 4、所長頒發口頭簡報比賽冠軍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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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葉主任修如代表分所同仁致贈禮
物予陳前分所長瑞祥。 

圖 6、所慶餐敘，分所長向同仁敬茶致
意。 

 

圖 7、分所 103年度工作績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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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所長、分所長、退休人員及同仁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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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3 年度第 2 梯次暑期學生實習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年 8月份舉辦第 2梯次大專院校暑期學生實習，計有國立臺灣

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系)，以及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等 6所大學學生共計 17名參加（15

名於總所及 2名於檢定分所），由黃建元主任秘書主持開訓式，並請李璠副研究

員針對實驗室生物安全進行授課，另請各業務組簡介業務情形，使同學們了解

本所後再分發至各業務組實習。 

本次暑期實習於 103年 8月 28日安排學生進行 10分鐘口頭報告及進行評

分，同學們針對實習所見或有興趣主題進行口頭報告，並針對報告內容同學們

及所內研究人員進行提問及建言，每位同學皆表現良好，相信對於日後學業上

或工作上都有益處。並於 8月 29日舉行結訓典禮，由黃建元主任秘書與實習學

生進行座談及聽取意見，並頒獎給口頭報告評比前三名同學。 

 

圖 1、報到當日針對出勤、餐廳、宿舍環境進行解說，並請黃建元主任秘書
主持開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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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口頭報告前 3 名同學接受黃建元主任秘書頒發小禮物，第 1 名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詹淑婷（左上）；第 2名國立中興大學林喬萱（右上）；第 3名國立中
興大學董盈資（下）。 

 

圖 3、結訓式後全體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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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家畜衛生試驗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概況 
檢定分所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詹勳隆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於 103年 8月 8日（星期五）邀請本所生物研究

組副研究員吳建志專題演講，題目為「家畜衛生試驗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

理概況」。簡介本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人員編組與任務以及運作管理概

況，詳細說明毒化物購買、貯存、標示、使用、申報、廢液管理、核可文件申

請等流程，並提供毒化物使用需求調查、毒化物集中管理、書面法令宣達負責

人員簽名等諸多寶貴建議，對分所毒性化學管理整體上有莫大助益。本次專題

演講參與同仁計 43位。 

 

  

圖 1、吳建志副研究員專題演講「家畜
衛生試驗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
概況」。 

圖2、分所同仁踴躍參與本次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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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3 年度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年 8月 5至 7日（星期二至四）舉辦「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

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邀請所內外專家針對獸醫方面家禽重要疾病、免疫適

期規劃、家禽用藥、雞隻病例解剖採樣及檢查實習；畜牧方面飼料品質、禽舍

設計；經營管理方面孵化場及種雞場管理，本年度為本所第 1次辦理農民學院

禽病訓練課程，報名參加學員共計 29位，完成訓練及考試及格授予證書共計 28

位，最後學員提出很多建議並自發性組成班會，本次 3天訓練課程僅為學習道

路的啟程，期望參加學員未來為產業貢獻心力，本所農民學院禽病班也可更加

符合產業需求。 

 

 

圖 1、103年度農民學院-家禽疾病及衛生防疫訓練進階選修班蒞臨長官、授課
講師與參與學員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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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次特別邀請所外專家授課。 
上排由左至右為黃永明先生、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沈瑞鴻教授、國立中興大
學動物科學系余碧教授及廖秀津獸醫師。 
下排由左至右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蔡信雄教授、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台
灣白肉雞事業產銷督導委員會溫紹偉召集人、陳亮琮先生及財團法人獸醫畜產
發展基金會施義燦董事長。 

 
 

圖 3、本次邀請所內專家授課。左為蔡向榮所長；右為李淑慧分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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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課堂解說及與講師提出問題討論之一隅，另進行雞隻病例解剖
及檢查實習課程，並請張仁杰助理研究員及胡書佳助理研究員擔任
助教（左下）。 

 

圖 5、課堂提問、與講師討論及雞隻解剖實習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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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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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星期三）舉辦第 840次學術研討會由涂堅組長主

持，黃春申助理研究員、凃央昌助理研究員及黃有良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

「2013-2014年牛型分枝桿菌基因分型之研究」、「台灣鼬獾狂犬病之病理學研

究」及「台灣豬病毒性下痢之疫情」之工作報告。暑期實習生、獸醫相關人員

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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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申
助理研究員；C：凃央昌助理研究員；D：黃有良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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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動物用藥廠查廠 
製劑研究組-李燕霖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於 103 年 8 月 14 日及 15 日（星期四及星期五）接受動物用藥廠優良

藥品製造標準追蹤檢查，查廠委員共計 6 位，分別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及財團法人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廠方人員則有 15 位同仁列席，由蔡向榮所長於 GMP

大樓 4 樓會議室致歡迎詞，接著廠長陳瑞祥組長就本所 GMP 廠房軟硬體設備及

生產之疫苗進行簡報，再由查廠委員針對上次查廠缺失詢問改善情況，兩天內

由各室負責人陪同分別至各疫苗生產作業區及品管檢驗區進行實地查核，最後

委員們對本次查廠進行閉門討論，宣布本次查廠缺失，完成本次查廠，評定結

果將待正式行文才可得知。陳瑞祥組長隨後在 8 月 21 日（星期四）主持 GMP

後續追蹤查廠缺失檢討會議，就本次查廠缺失如何改善進行討論，希望能藉由

軟硬體設備的不斷改進提升及人員教育訓練，早日達成本所 cGMP 動物用藥廠

的目標。 

 

 

圖 1、蔡向榮所長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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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陳瑞祥組長對查廠委員簡介本所動物用藥廠軟硬體設備及生產疫苗
種類。 

 

圖 3、查廠委員對上次查廠缺失改進情形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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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針對本次查廠缺失進行內部檢討改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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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分享 
參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電子文書檔案服務中心 

秘書室-高俊棟專員 報導 

103 年 8 月 22 日參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電子文書檔案服務中心，

該局配合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各機關已陸續推動公文線上簽核作業，

所管有之電子檔案數量快速增加，對於電子檔案管理與應用需求也將大幅提

高；為協助機關解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可能面臨的存取與應用問題，檔案管理

局自民國 97 年起結合產官學界共同致力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的研發工作，發

展電子檔案轉置、模擬等保存技術工具，以協助機關妥善保存及有效呈現電子

檔案。  

為擴大對政府機關之服務範圍與項目，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9 日成立電子檔

案技術服務中心，提供電子檔案轉置、驗證及修復等相關技術服務及諮詢管道，

並蒐集、彙整機關電子檔案相關需求，以協助機關解決電子檔案保存、應用及

安全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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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技術服務中心服務項目包括： 

1. 電子檔案格式轉置 

2. 媒體轉置 

3. 電子檔案修復 

4. 軟硬體設備系統保存 

5. 儲存媒體銷毀 

6. 技術與操作諮詢 

7. 封裝檔檢測 

 

 

 

 

電子文書檔案服務中心聯絡資訊： 

地址：10486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59巷10號 

電話：(02)2513-6099 

傳真：(02)2513-6077 

E-mail：lab@archives.gov.tw 

網址：http://erlp.archives.gov.tw 

mailto:lab@archives.gov.tw�
http://erlp.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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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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