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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4.28－108.05.04 No.883

轉知事項：
1.轉知國立成功大學成大醫院字第 1082701175 號函，該校公開徵求 108 年
「我
國與英國牛津大學合作發展學術策略聯盟計畫」雙邊合作計畫及補助我國
師生赴牛津大學研習計畫。
2.轉知本校興體字第 1081000040 號函，檢送本校 107 學年度全校水上運動會
競賽規程季報名表（如附件）各乙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3.轉知本校興圖字第 1081100034 號函，本校圖書館舉辦 OA 期刊投稿與防範
掠奪期刊講座—「大師對談教你慎防假期刊：別讓你的真心換絕情」活動，
歡迎各單位師生及同仁踴躍參加。
4.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424 號書函，檢送本校新修正之「契約進用職員
勞動契約書」乙份。
5.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62 號書函，本校 108 學年度行事曆公告說明。
6.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005062 號書函，轉知教育部書函轉勞動部新修正
「事
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及修正對照表，並自即日生效。
7.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60 號書函，本校第 85 次校務會議訂於 5 月 28
日（星期二）召開，其提案、執行情形及工作報告等事項詳如說明。
8.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61 號書函，本校 108 年 4 月 19 日第 84 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國立中興大學各學院院務會議實施要點」已上傳至秘書室
。
網頁（http://nchu.cc/6gFph）
9.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336 號函，有關本校男女生學生宿舍 108 學年度
大學部暨研究生舊生床位候補申請相關訊息。
10.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08 號公告，公告本校 107 學年度暑期班課程
相關事宜。
11.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70 號書函，檢送第 7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之
「國立中興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規則」1 份。
12.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75 號函，檢送本校 107-2 學期「補助教師傳
習團隊計畫」（如附件），請三年內新進專任（含專案教學型）教師提出申
請。
13.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防字第 1081481440 號函，檢送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召開之東南亞非洲豬瘟線上研討會資訊（如附件）
，歡迎踴躍
參加。
14.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二字第 1081481443 號函，
有關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水生動物衛生標準委員會修訂水生動物衛
生標準之草案，詳如說明。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李茂穆: 貓之子宮蓄膿
張韶芸: 犬之左側跗關節截肢
曾彥嘉: 犬之腸異物穿孔
曾 昕: 犬之左側股骨骨折
彭靜慧: Unusual muscle nodules caused by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infection in
Tilapia, Oreochromis niloticus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黃硯庭：Effect of the ganoderma microsporum immunomodulatory protein on
induced atopic dermatitis in rats
李佳殷：Presence of autoantibodies against insulin-like growth-factor binding
protein-5 in sera of dogs with mammary gland tumors
謝政霖：Additional benefit of radial shock wave therapy in rehabilitation of
canin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黃忠彬：The preventive effects of ganoderma microsporum immunomodulatory
proteins as feed supplement in chickens challenged with Eimeria
tenella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張尚文：Reoperation for medulloblastoma prior to adjuvant therapy
4.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日本及泰國的國際交流
演 講 者：王孟亮老師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3：10－5：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5.教師升等論文宣讀
題 目：Proteome analyses reveal positive association of COL2A1, MPO, TYMS,
and IGFBP5 with canine mammary gland malignancy
宣讀者：劉浩屏 助理教授
時 間：108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2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211 會議室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張力康 ：Accumulation of defective viral genomes contributes to the reduced
pathogenicity of influenza virus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1.碩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龔怡瑄：Evaluation of a proposed molecular methodology for the serotyping of
Avibacterium paragallinarum
賴柏均：Immunogenicity of plant-produced porcine circovirus-like particles in
mice
2.教師升等論文發表
題 目：Epidemiology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chicken anaemia virus
from commercial and native chickens in Taiwan.
宣讀者：歐繕嘉 助理教授
時 間：1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609 室
聯絡人：康淑惠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