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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3.17－108.03.23 No.878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152 號書函，檢送第 4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1 份。
2.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293 號書函，檢送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興健
康講堂系列課程表 1 份，歡迎踴躍參與。
3.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160 號書函，請各單位於 108 年 3 月 25 日起至 5
月 11 日止，確認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課程之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類
型。
4.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164 號函，為鼓勵學生積極組隊參與創發類型競
賽，本校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特辦理 108 年「啟動靈感 創意飛揚—學生創
發學習計畫」，歡迎學生踴躍提出申請。
5.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04 號書函，為慶祝百年校慶，各單位如規劃辦
理全校性、具學校特色之校慶活動，需申請學校經費補助者，請於 4 月 15
日（ㄧ）前提出申請。
6.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162 號書函，「國立中興大學優良通識教師表揚
辦法」業經本校第 4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首頁
供查詢。
7.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0645 號函，本校 108 年 3 月 12 日召開之「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敬請上網下載參閱。
8.轉知科技部科部科字第 1080014182 號函，修正「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三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9.轉知科技部科部綜字第 1080016656 號函，108 年度（第二梯次）暨 109 年
度「愛因斯坦培植計畫」及「哥倫布計畫」補助案，自即日起受理申請，
請依說明四於 1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前函送該部，逾期不予受理。
10.轉知考選部選專四字第 1083300372 號函，有關 10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
、108 年第二次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
、牙醫師
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試、10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助產
師考試（採電腦化測驗）集體報名作業，請協助辦理。
11.轉知中央研究院學術字第 1080501940 號書函，該院 108 年度第 2 梯次「獎
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
案，自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受理線上申請，
相關申請資料紙本請申請人服務機關於 4 月 25 日前函送該院。

12.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農衛試疫字第 1082521848 號函，
檢送該所第 896 次學術研討會通知。
13.轉知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動五字第 1080001640 號函，該市動物保護
園區誠徵臨時人員—獸醫師 2 名。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郭家靖：犬之免疫媒介型溶血性貧血
王守心：犬之大網膜原發性平滑肌肉瘤
蕭宜芳：犬之左側股骨骨幹粉碎性骨折、大轉節撕脫性骨折與髖關節脫臼
陳怡雯：犬之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症
蔡定宏：小牛之臍赫尼亞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鄭仲妮：Comparative pharmacokinetic of oxytetracyline in giant tiger prawn
(Penaeus monodon) at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林峻宇：Effect of topical administration 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anine corneal ulcer
李涵宇：Evaluation of using fascia lata as artificial ligament on cranial crutiate
ligament rupture intracapsular reconstruction surgery
蔡健弘：Therapeutic effect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dministered at lens
induced uveitis after phacoemulsification in dogs
劉鎧寧：Us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nography to evaluate the parenchyma and
perfusion of liver and kidneys in normal bearded dragons (Pogona
vitticeps)
3.專題演講
演 講 者：Dr. Christine Budke（德州農工大學）
演講地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崇道廳
(一)演講題目：Outbreak investigation
演講日期：10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 下午 5：00－7：00
(二)演講題目：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epidemiology &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pidemiology
演講日期：10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5：00－7：00

(三)演講題目：Introduction to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ing & Introduction to
burden of disease assessment
演講日期：1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下午 5：00－7：00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吳佳穎：The Role of CD18 in ApxI-Mediated Cytotoxicity
張毓嘉：The universal octamer GGAAGAGC in 3’untranslated region of
coronaviruses functions in translation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張嘉純：Virus-like particles of recombinant PCV2b carrying FMDV-VP1 epitopes
induce both anti-PCV and anti-FMDV antibody responses
陳珮蓉：Bioaerosol sampling to detect avian influenza virus in Hanoi’s largest live
poultry 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