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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3.24－108.04.06 No.879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315 號書函，各單位如擬於 108 學年第 1 學期新
聘或續聘客座人員，請於 4 月 11 日（星期四）前將提聘單等相關申請表件
送達人事室ㄧ組辦理。
2.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314 號書函，為辦理本校 108 年 8 月 1 日起聘之
特聘教授Ⅰ、Ⅱ（含研究員）及優聘教師Ⅰ、Ⅱ（含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申請案，各單位如欲推薦人選，請於 108 年 4 月 15 日（ㄧ）下班前送
達人事室辦理。
3.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325 號書函，本校薛校長富盛因公務訂於 108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8 日出國，出國期間由楊副校長長賢代理。
4.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0654 號函，敬請各單位協助於 108 年 4 月 9 日（星
期二）中午前填報本校 108 年 3 月「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部分表
冊（如附件 1-5）
，俾利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彙整至系統填報。
5.轉知本校興總字第 1080400615 號書函，為強化本校財產管理，請各使用單
位就已逾使用年限且閒置之財產，儘速辦理報廢事宜。
6.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004871 號書函，本校自 108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19 日止受理申請科技部 109 年度（第 58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
外短期研究，逾期不予受理。
7.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250B 號書函，有關領有新進教師彈性薪資獎勵
者，應繳交績效報告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ㄧ案，請獲聘教師依說明
繳交。
8.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250A 號書函，有關本校講座教授、特聘教授、
優聘教授應繳交績效報告送相關會議審查一案，請獲聘教師依說明辦理。
9.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346 號書函，本校 108 學年度服務特優教師彈性
薪資獎勵作業辦理方式詳如說明。
10.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347 號書函，有關本校 108 學年度專任、兼任
及專案教師續聘作業案，詳如說明。
11.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0756 號函，檢送新修正之「國立中興大學儀器、
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經費補助辦法」1 份。
12.轉知本校興生技動字第 1082300002 號函，有關 108 年上半年實驗動物飼
養場所查核，委員會將於 108 年 4 月 11 日起進行內部查核，請先行清掃飼
養環境並備妥相關資料。
13.轉知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科動字第 1083050131 號函，為該院謹訂
於本（108）年 4 月 10 日假竹南院區 141 演講廳舉辦「108 年第 1 次佐劑

技術培訓課程/說明會」，檢送報名簡章與報名表各 1 份，歡迎踴躍報名參
加。
14.轉知本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督字第 1080014822 號函，為防範登革熱
疫情發生，請各單位加強權管土地、房舍之環境管理維護，落實執行各項
登革熱防治措施，做好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共同降低登革熱流行風險。
15.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農衛試疫字第 1082521882 號開會
通知單，該所謹訂於 108 年 4 月 19 日假本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教室，
召開第 369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楊念遙：貓之心肌病繼發肺水腫
陳晞睿：犬之眼眶非典型腦膜瘤
吳姮萱：Pleistophora hyphessobryconis infection in pink zebrafish (Danio rerio)
莊燕茹：鵝小病毒繼發細菌感染症
張昭儀：Malignant catarrhal fever in a Formosan sambar deer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劉尚承：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esity and serum zinc level in cats
黃瑋琪：Effects of magnesium lithospermate B on Bisphenol A-induced
depressed behavior in rats
張道照：Applications of afoxolaner plusmilbemycin oxime in dogs
賴以敏：Development of chimeric virus-like particle vaccine against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翁芷瑩：Differential fecal microbiota are retained in broiler chicken lines
divergently selected for fatness traits
3.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畜衛所的狂犬病及動物疫苗開發業務介紹
演 講 者：許愛萍 博士 （家畜衛生試驗所）
演講日期：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 3：10－5：00

演講地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洪郁婷：Whole genome sequencing-based analysis of the phylogenetic relatednes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solated from animals in
Taiwan
王景洋：ApxI may induce inhibition of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subsequent cell
death through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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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江宗林：Incorporation of ORF2 from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PCV2) into
genetically encoded nanoparticles as a novel vaccine using a
self-aggregating peptide
陳昶佑：Molecular evolution of fibropapill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es infecting
juvenile green and loggerhead sea turt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