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5.12－108.05.18 No.885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85 號書函，檢送修訂後之「研究生申請選修大
學部或學碩合開課程計入畢業學分申請書」
。
2.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471 號書函，為辦理本校 108 年第 1 次公務人員
（含工友及契約進用職員）平時成績考核一案，請各級主管依各平時成績
考核紀錄表所列項目詳實考核後核章，並於 1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ㄧ）前
將考核紀錄表依人員類別分別密送本校人事室各承辦人彙辦，俾利陳校長
核閱。
3.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476 號書函，有關辦理第 2 場次「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說明會」，詳如說明。
4.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007966 號書函，有關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並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5.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1111 號書函，檢送新修正之「國立中興大學動物
醫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1 份。
6.轉知本校興總字第 1080401105 號書函，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預訂
於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將派員至本校輔導以憑證
辦理網路申報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收件服務，請各位師長及同仁多加利
用。
7.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1145 號書函，108 年「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獎勵跨
校短期研究」案，自即日起至 5 月 14 日（二）受理申請，請踴躍申請。
8.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66 號書函，檢送 108 學年度行政會議及校務會
議召開日期一覽表。
9.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395 號函，檢送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類學
雜費減免申請公告。
10.轉知本校興總字第 1080401076 號書函，檢送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學位服
借用須知ㄧ份（如附件）
。
11.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96 號書函，有關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辦理
學生學分抵免之注意事項，詳如說明。
12.轉知本校興總字第 1080401003 號書函，檢送「本校 108 年度財物盤點實
施計畫」1 份。
13.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393 號書函，請各單位協助配合辦理 107 學年
度第 2 學期學生獎懲事務，詳如說明。
14.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1129 號書函，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 107 學年度

第 2 次會議將於近期召開，各單位若有校務發展相關提案，請於 5 月 15 日
前將提案單經一級主管核章後逕送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15.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298 號書函，檢送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
鐘點費核計辦法」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
16.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1180 號函，有關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8 年「年
輕學者創新研發成果選拔」申請案，自即日起至本（108）年 6 月 11 日（星
期二）前受理申請。
17.轉知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 1080059506 號函，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
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並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18.轉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80047703 號函，為維護我國學術品質，請加
強宣導協助師生辨識及防範掠奪性期刊及會議，詳如說明。
19.轉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 1080026659 號函，該部 109 年「產學技術聯盟合
作計畫」
（以下簡稱產學小聯盟）自 108 年 5 月 1 日起受理線上申請，申請
機構須於 10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前將申請名冊函送該部，逾期不予受
理。
20.轉知國立嘉義大學嘉大人字第 1089002079 號函，檢送該校公開徵求獸醫
學院院長啟事及相關資料表件各 1 份，請於 108 年 5 月 17 日前推薦適當人
選。
21.轉知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動五字第 1080003062 號函，該市動物保護
園區誠徵臨時人員：獸醫師 2 名。

獸醫學院：
108 年本院｢研究生研究成果發表｣壁報論文競賽，臨床組、副臨床組及基礎
組共計 46 人報名，其中 2 人為博士班學生，不列入參賽評分。5 月 10 日開
放張貼壁報，5 月 15 日中午起進行評分，請參賽同學務必於評分前完成壁報
張貼。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劉致宏: 犬之第三級房室傳導阻滯與疑似萊姆病
葉駿諺: 犬之右側前十字韌帶斷裂
林芳如: 貓之尿道狹窄
張祐維: 犬之左側髖關節退化性關節炎
孫虹如: 貓之腸道異物與腸道狹窄
林勤展: 土雞之傳染性喉頭氣管炎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黃雪純：Evaluation of the postoperative analgesic effect of high dose
buprenorphine in dogs undergoing bilateral chain mastectomy
李世昕：Comparisons of body condition score, adrenal gland function and
growth hormone levels in response to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stimulation between intact and neutered dogs
張雅婷：Adjuvant low dose carbo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to treat metastatic
Mammay Carcinomas in dogs
滕旖萱：A study of adipokines expression of adipose tissue in obese dogs
郭妍彣：Thoracic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paraquat intoxication in dogs
卓瑛筑：The antitumor activity and enhancement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of
oligo fucoidan in dogs and ca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劉永富：Lifitegrast ophthalmic solution 5.0% for treatment of dry eye disease:
overview of clinical trial program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李彥鵬：Beneficial effects of bacteroides fragilis polysaccharides on the immune
system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邱宗鼎：Polymorphisms of S1 sequence following single or dual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strains passage in embryonated chicken eggs
曾巧涵：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lostridiodes difficile in outpatients with
diarrhea of a regional-level teaching hospital in central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