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5.26－108.06.01 No.887

轉知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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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轉知本校興生技字第 1082300036 號函，徵求 108 年度本校與中山醫學大學、
農業試驗所雙邊合作研究計畫－「興中計畫、興台計畫」
，歡迎本校教師暨
研究人員申請。
3.轉知本校興環安字第 1080500052 號書函，檢送修正本校「國立中興大學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危害
性化學品管理準則」各 1 份。
4.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534 號書函，檢送 108 年 5 月 1 日本校各ㄧ級單
位依其人數比例，分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一覽表乙份。
5.轉知本校興聯字第 1081300041 號書函，關於本校 108 年度第 23 屆傑出校
友推薦ㄧ案，敬請於 7 月 1 日前完成推薦手續。
6.轉知本校興總字第 1080401249 號書函，汛期已至，請加強校園、大樓及各
工地之相關防汛、防颱措施及注意氣象局發布警報，並依說明辦理。
7.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180 號書函，為配合教育部「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
，本校公文系統於今（108）年 7 月 1 日起
關閉附件上傳商用文件格式之功能，並請各單位應依規定使用 ODF 文件格
式。
8.轉知本校興產字第 1084300354 號書函，有關本校師生研究成果歸屬、技術
公開揭露、專利申請之新穎性優惠期及科技部計畫登錄研發成果等注意事
項，詳如說明。
9.轉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80069160 號函，檢送「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
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學士班招生名額及系所核定表」1 份（如附件）
。公告本
校申請 108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學士班名額 5 名，核訂招生系所為獸
醫系、資管系（文理各ㄧ名）、歷史系及環工系，並請確依說明辦理。
10.轉知科技部科部綜字第 1080030676 號函，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九點、第十九點、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處理原則」第二點、第三點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
意事項」
，並自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
11.轉知國立臺灣大學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傳防字第 1080520002 號函，
該中心 108 年度「國立臺灣大學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大專生及研究
生優秀著作獎」
，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30 日（五）受理申請。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廖偉誠：犬之脾臟血腫與骨髓型脂肪瘤
李曜年：犬之上眼瞼鱗狀上皮細胞癌
李彥嬛：犬之右眼角膜穿孔
黃國倫：乳牛之濾泡囊腫
林忻語：Cholangiocarcinoma in a ferret (Mustela putorius furo)
陳瑋：雛雞之卵黃囊感染症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教室
龔 俐：Effect of Ganoderma microsporum immunomodulatory protein on
pulmonary fibrosis
吳麗嫻：Effects of extruded flaxseed supplementation on the omega-3 fatty acid
content of cow milk
陳均慈：The effect of sex and neuter status on the progression of myxomatous
mitral valve disease in tiny breed dogs
葉思妤：The establishment of hemat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urinary reference
intervals and initial assessment of urinary biomarkers for kidney
disease in cross-breed pet rabbits (Oryctolagus cuniculus)
宋季璇：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plasma/urine dimethlyarginine and indoxyl
sulfate by HPLC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nine and feline kidney
diseases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Porjai Rattanapanadda：Synergistic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colistin in
combination with rifampin and azithromycin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Producing MCR-1
4.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1.MicroRNA-150 (miR-150)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2.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exas A&M University
演 講 者：Dr. Gladys Ko（Department of Vet Integrative Biosciences,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Sciences,Texas A&M University,
USA）

演講日期：108 年 0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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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黃明如：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tra-arterial renal infus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s in cats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1.博士班論文宣讀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708 室
鄭智元：豬瘟病毒結構醣蛋白 Erns 與 E2 之表現與特性分析
2.碩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王彥婷：Evaluation the immunostimulatory efficacy of chicken fusion cytokines
張家瑄：Cytokine expression profile in chickens and ducks infected by reassorted
H6N1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with different NS ge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