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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活動 

中國大陸廣西桂台經濟科技文化交流協會參訪團參訪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中華國際城市競爭力文化交流協會邀請中國大陸廣西桂台經濟科技文化交

流協會參訪團共 11人於 103年 9月 5日（星期五）來所參訪，由涂堅組長於綜

合研究大樓 310會議室代表接待，除播放本所簡介外，並針對台灣獸醫防疫體

系及重要疫病防治情形進行交流座談，參訪外賓及本所同仁共計 17人。 

 
 

 

圖、與會貴賓及同仁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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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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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星期三）舉辦第 841次學術研討會由林有良組長

主持，黃琦新助理研究員、謝政橘助理研究員及李燕霖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猿

猴疱疹 B病毒的血清學調查」、「利用益生菌重組研發豬瘟疫苗」及「牛流行熱

疫苗研發之動物實驗」之工作報告與張仁杰助理研究員及許偉誠助理研究員「狂

犬病病毒中和試驗及赴大陸 CDC狂犬病實驗室研習報告」之出國報告。獸醫相

關人員及本所同仁共計有 32人參加。 

 

 

圖、本次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林有良組長（A）及報告人員（B：黃琦
新助理研究員；C：謝政橘助理研究員；D：李燕霖助理研究員；E：
張仁杰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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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 
疫學研究組-蔡任桓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配合農委會參展經濟部於 103年 9月 18至 21日（星期四至日）假台

北世貿中心一館舉辦之「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本次展覽

規劃以「農業加值接軌國際」為展示主軸，並依品種育成、安心安全及健康樂

活三大主題區。開幕式時本所與慕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浸泡型與注

射型石斑魚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之生產技術」國內非專屬技術移轉授權簽約儀

式，4天展場總計參觀民眾共約 93,763人次。 

 

 

 

圖 1、農委會陳文德副主任委員蒞臨展場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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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所與慕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儀式由農委會
陳文德副主任委員（中）辦理見證（左：蔡向榮所長；右：
張覺前總經理）。 

 

圖 3、2014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農業館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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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暨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秘書室-蔣彬彬專員  報導 

本所於 9月 18日(星期四)上午於獸醫試驗中心辦理「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當日下午並於綜合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

防災變之訓練」，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3項辦理，並邀請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邱忠本先生為講師，黃主任

秘書主持會議。 

台灣近來勞工意識抬頭，資方與勞方必須面對工作環境改善及勞安制度建

立，也是世界潮流趨勢，所以安全衛生是員工生命價值的重要保障，為確保人

力資源永續經營，盡力保護員工的安全也是所有經營者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務

機關更應配合政府政策積極辦理。 

「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計 3小時，參加人員有 28人，對象為組

長以上、主任、研究員、副研究員、專員、勞安小組成員、助理研究員(有承接

業務之主持人)，授課內容有 1.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2.改善工作方法、3.自動

檢查、4.安全作業標準，另還補充說明，延長勞工工作時間、給付、女性夜間

工作、勞工申訴等內容。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共計 3小時，參加人員有 102 人，

對象為助理研究員、行政職員、技工、工友、駕駛、臨時人員、派遣及承攬人

員，授課內容為 1.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概要、2.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3.自動檢查、4.標準作業程序、5.緊急事故應變處理、6.其他與

勞工作業相關之安全衛生知識等內容。 

維護勞工在有利環境下工作是本所應有的責任，目的為使本所工作人員於

事前了解其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以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俾予權益保障及防止職業災害，以期達到零工安事故，勞資雙方和諧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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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主持人黃建元主任秘書開訓致詞（獸醫試驗中心 1樓會議室）。 

  

圖 2、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邱忠
本講師講解「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講
習」之一隅（獸醫試驗中心 1樓會議
室）。 

圖 3、主持人黃建元主任秘書開訓致詞
（綜合研究大樓 1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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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邱忠本講師講解「勞工安全衛生
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圖 5、邱忠本講師講解「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講習」之一隅（綜合研究大樓 1樓
國際會議廳）。 
 

 

圖 6、邱忠本講師講解「主管人員安衛教育訓練」（獸醫試驗中心 1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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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暨所屬機關人事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103年 9月 23、24日（星期二、三）2天，本所人事室協辦「農委會暨所

屬機關人事機構 103年度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及人事服務網應用系統操

作教育訓練」，分別邀請農委會人事資訊種子教師 3人擔任講師及人事行政總處

資訊人員周明昌先生擔任講座主講。參加對象包括農委會暨所屬人事人員計 25

人參加。另於 9月 23日下午資訊課程結束後進行環境教育活動，參訪淡水古蹟

園區「紅毛城」，藉由導覽員說明探索紅毛城歷史背景及古蹟保存等相關知識。

本次教育訓練不僅增進人事人員操作資訊系統之專業知識，更促進人事人員彼

此間業務聯繫及情感交流，以提升工作效率，在夕陽餘暉下圓滿落幕。 

 

 

 

 

 

 

 

 

 

 

 

於淡水古蹟園區「紅毛城主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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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月 23 日課程邀請農委會人事資訊
種籽教師賴小娟主任擔任講座，主講「任
免遷調子系統、考績作業子系統」。 

圖 2、9月 24日下午課程邀請農委會人事資
訊種子教師趙麗華主任擔任講座，主講「個
人基本資料子系統、人事傳輸子系統」。 

  

圖 3、9 月 24 日下午課程邀請人事行政總
處資訊人員周明昌先生擔任講座，主講「人
事選員子系統操作說明及研討、WebHR人力
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簡介」。 

圖 4、本次參加對象包括農委會暨所屬人事
人員，計 2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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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月 23 日下午進行環境教育活動，參訪淡水古蹟園區「紅毛城」，藉由導覽員說
明探索紅毛城歷史背景及古蹟保存等相關知識。 

  

圖 6、導覽員介紹紅毛城歷史，淡水紅毛城原名為「聖多明哥城」為西班牙人在十七世
紀建造，後來荷蘭人打敗西班牙人佔領紅毛城，由於荷蘭人在當時有紅毛之稱，所以稱
之為「紅毛城」。 

http://pretty88house.myweb.hinet.net/tsh/g3_1.htm�
http://pretty88house.myweb.hinet.net/tsh/g3_1.htm�
http://pretty88house.myweb.hinet.net/tsh/g3_1.htm�
http://pretty88house.myweb.hinet.net/tsh/g3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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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導覽員介紹「英國領事官邸」建築外
觀為紅磚造陽台殖民地樣式建築，擁有迴
廊、斜屋頂等特徵，官邸內展示多項具有
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 

圖 8、參觀英國領事官邸內「客廳」，以仿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居家樣貌陳設。 

  

圖 9、導覽員介紹紅毛城週邊地理環境優美，園區內不僅種植大片翠綠草坪，還可欣賞
淡水河岸沿岸風光及遠眺對岸八里觀音山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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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參加「豬腸道冠狀病毒性疾病國際會議」 
豬瘟研究組-黃有良助理研究員  報導 

冠狀病毒是仔豬下痢的重要病原，其可分別引發豬傳染性胃腸炎（TGE）與

豬流行性下痢（PED）等兩種重要的下痢性疾病，然而，自 2011年起亞洲與美

洲許多國家均爆發 PED大流行，且引發哺乳仔豬大量死亡，不幸的，台灣也於

2013年底爆發此病且迅速蔓延全台各縣市，而為了找出最佳的 PED防治策略，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署（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9月 23至 25日於芝加哥舉辦了一個全球性的防疫會議「豬腸道冠狀病

毒性疾病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Swine Enteric Coronavirus 

Diseases）」，此會邀請全球 152位 PED專家與會，本所豬瘟研究組黃有良也奉

派與會，會中各國專家分享各國的疫情資訊與防疫經驗，並針對 PEDV的危險因

子、傳播途徑、病毒變異、預防與控制等議題進行討論，結果發現，此次於亞

洲與美洲所大流行之 PED為新型 PEDV所引起，且在各國均引發大量仔豬死亡，

在傳播途徑與危險因子方面，則認為血漿蛋白是一個重要的跨境傳播原，運豬

車是一個重要的病毒擴散載具。預防與控制方面，仍以落實生物安全防護為主，

其可搭配疫苗免疫進行防治，但單純依靠疫苗免疫進行 PED的預防與控制時，

其成效有限，需要確實落實生物安全防護，當可有效控制本病且阻絕疾病入侵，

此方式已成功被建立在丹麥與加拿大等國家的豬場生物安全體系，並有效的阻

絕與控制 PEDV的入侵與傳播。 

 



畜衛所訊 第 26 期 

 

13 

 
 
 
 
 
 
 
 
 
 

 

圖、豬腸道冠狀病毒性疾病國際會議各國與會專家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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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Satoshi Inoue 博士專題演講 
疫學研究組-凃央昌助理研究員  報導 

因應臺灣於 2013年發生野生動物狂犬病疫情，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楊志元博士邀請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Satoshi Inoue博士來臺指導狂犬病病

毒中和試驗檢驗技術，本所並於 103年 9月 25日（星期四）邀請來所進行「日

本野生動物狂犬病監測及狂犬病病毒中和試驗（RFFIT）介紹」專題演講，針對

臺灣發生野生動物狂犬病，建立野生動物狂犬病監測機制及訓練其他單位進行

狂犬病檢測工作，並已通過歐盟狂犬病參考實驗室辦理之實驗室能力比對（全

球共計 50間國家實驗室參與），相關經驗也可供非狂犬病疫區的日本，對於野

生動物狂犬病的監測及防治有很好互相學習機會，本次專題演講疾管署、動物

園、新北市動保處及本所同仁共計 50人參加。 

 

 

圖、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Satoshi Inoue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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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水禽動物疫苗使用說明與防疫宣導 

製劑研究組-喻昭芳助理研究員  報導 

本所製劑研究組曾俊憲研究員與喻昭芳助理研究員應中華民國養鵝協會之

邀，於本年 9月 30日（星期二）與 10月 8日（星期三）前往雲林縣與台南市

擔任「103年度養鵝產業安全用藥宣導及水禽動物疫苗使用說明與疾病防疫宣導

會議」講師。 

課程包括疾病簡介、肉用和種用水禽場對疾病防疫必要之各項生物安全措

施、本所商品化疫苗水禽小病毒感染症活毒疫苗（Parvovirus）與水禽雷氏桿

菌症（Riemerella anatipestifer；RA）菌苗使用時各種應注意事項，以及其

他水禽病毒性疾病簡介等內容進行講解。此外，針對水禽場現場施打疫苗時易

疏忽部分，如:注射用具消毒與疫苗分裝等步驟，並同時播放影片逐一操作示

範。課後 Q&A發問與討論期間，對養鵝農戶現場面臨之疾病現況與疫苗使用情

形等提問，依序予以解釋與答覆。而關於今年年中該協會反應有關 RA疫苗接種

事宜，本所後續進行現場輔導之辦理情形與現況，亦一併於會中詳細說明。 

本次說明會除強化養鵝業者疫苗保存與使用知識，達到本所疫苗最好保護

效果外，會中並再次強調疾病的預防不可僅依靠疫苗，加強肉禽場與種禽場的

飼養衛生管理與自衛防疫措施，以及向疫苗施打完善的種禽場購買雛禽等，以

落實養鵝場之生產醫學作法，才能徹底解決長久以來疾病對水禽產業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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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曾俊憲研究員簡報水禽小病毒感染症疾病防疫與疫苗使用說明
會場剪影。 

 

圖 2、喻昭芳助理研究員簡報水禽雷氏桿菌症疾病防疫與疫苗使用說
明會場剪影。 

 



畜衛所訊 第 26 期 

 

17 

人事異動 

1. 本所製劑研究組副研究員曾俊憲調陞該組研究員(103年 9月 9日生效)。 

2. 本所製劑研究組助理研究員蕭方君於 103年 9月 9日調至基隆市動物保護防

疫所服務。 

 

宣導事項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１)不分顏色，不分黨派，行政中立在於心中的那把公正尺。 

(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國家進步的動力。 

(３)行政中立，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 

(４)行政要中立，國家更安定。 

 

【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 

(１)公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２)公務人員『廉正』作為—廉潔自持、利益迴避、依法公正執行公務。 

(３)公務人員『忠誠』作為—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人民，增進國家利

益及人民福祉。 

(４)公務人員『專業』作為—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５)公務人員『效能』作為—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６)公務人員『關懷』作為—懷抱同理心，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７)公務人員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８)公務人員應致力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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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宣導內容，均置放於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csptc.gov.tw）「最新消息」及「行政中立、公務倫理專區」項

下，歡迎自行下載使用。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ail.aspx?Node=950&Page=8515&Index=-1) 

 

http://www.csptc.gov.tw/�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ail.aspx?Node=950&Page=8515&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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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育日，運動 99 健康久久」教育部體育署邀請大家一起來運動！ 
人事室-葉玟妡組員 報導 

 

 

 

 

 

 

 

立法院 102年 11月 26日三讀通過「國民體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其中條

文第 3條明定每年 9月 9日為我國「國民體育日」，除其節日概念外，並規定各

機關、各級政府及團體等應在國民體育日加強全民健身宣傳、推動組織內員工

全民健身活動、免費開放公立運動設施供民眾使用或鼓勵其他各類運動設施免

費開放等相關事宜。 

為與各級政府、機關、團體及企業協力，激發國人運動風氣，教育部體育

署規劃辦理國民體育日系列活動，並業完成建置「全國性國民體育日活動網路

資訊專區」，藉由各機關協助宣傳刊登網站資訊，俾鼓勵民眾參與系列活動，共

創我國專屬體育運動文化。 

103年 9月 9日為我國首屆「國民體育日」，相關資訊及活動請至「臺灣 i

運動資訊平台」查詢，網址：http://isports.sa.gov.tw/或上網搜尋「i運動」。 

http://isports.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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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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