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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4.21－108.04.27 No.882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307 號函，核訂本校 107 學年度大學部「金鑰奬」
當選名單。
2.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47 號函，本校謹訂於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
四）中午 12 時 30 分辦理系所評鑑研習講座，敬邀各單位主管、教師及評
鑑相關同仁報名參加。
3.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39 號書函，修正本學系 108 學年度畢業條件明
細表—通識資訊素養類課程免修身分（如說明二）
。
4.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48 號函，檢送本校修正後「課程規劃與開授準
則」
、「學生選課辦法」及「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等三項法規。
5.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47 號書函，本校第 424 次行政會議訂於 108 年
5 月 8 日（三）召開，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6.轉知本校興計字第 1081200081 號書函，單位網頁評鑑時程異動通知。
7.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53 號書函，檢送本校「學士班招生名額總量調
整辦法」
、「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
8.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299 號函，檢送 2019 興大春蟄節檢討會會議紀
錄（詳如附件）
。
9.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430 號書函，本校擬於 108 年 5 月份召開 108 年
度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校級教師甄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各單位如有相
關案件，請於 108 年 5 月 3 日前將相關表件送至人事室ㄧ組彙辦。
10.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330 號函，有關本校男女生宿舍 108 年暑假個
人及社團住宿申請相關訊息。
11.轉知教育部臺教資(六)字第 1080054342 號書函，函轉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
「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業於 108 年 4 月 12 日以衛
授疾字第 1080500070 號令公告，並廢止「衛生福利部管制性病原管理作業
要點」。
12.轉知教育部臺教綜(三)字第 1080050866 號函，為求機關公文用字正確並有
一致性規範，有關會議紀錄中應載明職司記載會議內容之專責人員為名詞，
應依「法律統一用字表」有關名詞用「紀錄」之規定，使用「紀錄」之用
字（如附圖）。
13.轉知考選部選資三字第 1083400062 號函，請本校協助以網站電子看板方
式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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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
試、10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考試」報名訊息。
14.轉知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動五號第 1080002575 號函，該市動物保護
教育園區誠徵臨時人員—獸醫師 2 名。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黃聖惠：犬之右側股骨頭壞死繼發生長板骨折
陳昱安：貓之恥骨前赫尼亞
翁郁婷：保育豬之呼吸道疾病綜合症與細菌性多發性漿膜炎
陳俞婷：乳牛之胎衣滯留
李霈筑：蛋雞之皮膚型禽痘病毒感染症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張淙閔：Study on Monascus-fermented dehulledadlay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by liquid-state fermentation
林蔡祿：Molecular detection of severe fever and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virus in Taiwan
林詮翰：Anti-photoaging effects of nigari in UVB-irradiated nude mice
王奕婷：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ntioxidants in 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
(FASD) therapeutics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Pornsawan Pongsopawiji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interferon gamma
assay for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in red deer experimentally
infected with Mycobacterium bovis
4.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中草藥的應用
演 講 者：邱淑嬌 博士 （工研院生醫所）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3：10－5：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1.教師升等論文宣讀
題 目：Interplay between the Poly(A) Tail, Poly(A)-Binding Protein, and
Coronavirus Nucleocapsid Protein Regulates Gene Expression of
Coronavirus and the Host Cell..
宣讀者：吳弘毅 副教授
時 間：10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 12：2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405 室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林庭瑜：探討在 Ames 試驗中使用不同人類與大鼠來源的 S9 對致突變性之
差異性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劉浥塵：Specificity and functional interplay between influenza virus PA-X and
NS1 shutoff activity
黃政穎：North America domestic pig are susceptible to experimental infection with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