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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8.09.08－108.09.14 No.897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2067 號函（稿）
，本校研究發展處訂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舉辦「108 年提升科技部計畫申請功力之華山論劍分享
座談會」
，邀請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2.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80300697 號書函，檢送本校「108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
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1 份。
3.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944 號書函，檢送本校因應教學助理全面納保事
宜第三次分工會議紀錄乙份。
4.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930 號書函，謹訂於 10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於本校小禮堂舉行教師節茶會，邀請全校教職員工共襄盛舉。
5.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80100324 號書函，本校 108 學年度上學期第 86、87
次校務會議時間和有關提案、執行情形及工作報告等事項詳如說明。
6.轉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訂於本（108）
年 11 月 22 日
（五）
上午 10 時 10 分召開，如有提案，請送學生事務處彙辦。
7.轉知本校興環安字第 1080500090 號書函，請各單位派員依本校「登革熱病
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內項目自行檢查改善所屬空間及周邊環境，以落
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巡檢作業。
8.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533 號函，本校謹訂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
四）中午 12 時 30 分辦理系所評鑑研習講座，歡迎報名參加。
9.轉知本校興研字第 1080802254 號書函，檢送本（108）年 8 月 27 日召開「108
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1 份。
10.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952 號書函，本校 108 學年度勞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選舉委員選舉，謹訂於本（108）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至
9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止，採線上選舉方式辦理，請所屬契約進用
職員及技工工友同仁踴躍參與投票。
11.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532 號書函，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8
次）教務會議預訂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週三）中午 12 時舉行，如有提案，
請於 10 月 14 日（週ㄧ）前送教務處彙辦。
12.轉知本校興人字第 1080600946 號書函，有關本校 108 學年度服務特優教
師名單ㄧ案。
13.轉知本校興教字第 1080200535 號書函，有關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
檢視事宜。
14.轉知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080124416 號函，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

細則」第 13 條之 1，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以臺教人（二）
字第 1080109562B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 份。
15.轉知中央研究院學術字第 10805072391 號書函，該院「109 年度第 1 梯次
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自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受理線上
申請，相關申請資料紙本請申請人服務機關於 10 月 25 日前函送該院。
16.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農衛試疫字第 1082522352 號函，
檢送該所第 902 次學術研討會通知。
17.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農衛試疫字第 1082522350 號函，
該所謹訂於 108 年 9 月 23 日辦理「動物疫苗研發－Extended structure of a
Lepstospira antigen offers antibody accessibility amenable to vaccine design」專
題演講，邀請所屬踴躍參加。
18.轉知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動五字第 1080006078 號函，該市動物保護
教育園區誠徵臨時人員－獸醫師 2 名。

獸醫學院：
本院張院長照勤因公務定於 108 年 9 月 13 日至 22 日出國，出國期間行政職務
由徐副院長維莉代理。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劉佩君：Right brachial plexus injury and right metacarpal fracture in a dog
張育嘉：犬之肺腺癌
方映婷：白肉雞傳染性支氣管炎合併球蟲症
傅承慶：肉種雞之球蟲病
戴辰珊：赤背神仙魚之霍亂弧菌感染症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室
鄭丞鈞：The pathogenesis of Mycoplasma spp. infection in small ruminants
徐羽霜：Effect of silica nanoparticles on coccidiosis of chickens
顏功益：An anisotropic backscatter artifact on renal cortex in clinical healthy
cats
邱裕龍：Acute phase proteins may potentially as useful tools in monitoring
ophthalmic cases
鄭仲妮：The effect of salinity o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in tilapia
(Oreochromis spp.) and puffer fish (Takifugu flavid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