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聯合週訊
106.12.10－106.12.16 No.820

轉知事項：
1.轉知本校興秘字第 1060100396 號書函，本校謹訂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週
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於圖書館 4 樓第二資訊推廣教室辦理「電子公文檔案
管理系統-承辦人文稿作業功能操作」研習，歡迎踴躍參加。
2.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60301054 號書函，請各單位協助配合辦理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學生獎懲事務，詳如說明。
3.轉知本校興學字第 1060301060 號函，檢送「國立中興大學興翼獎學金實施
要點」。
4.轉知教育部臺教綜(五)字第 1060173151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鑒於邇來
屢傳狂犬病鼬獾入侵民宅附近咬傷民眾案件，特函再申防範類此案件之相
關防疫宣導措施如說明。
5.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一字第 1061473348 號函，為
防範未經核准之動物用疫苗流用至畜牧場，造成疫病散播之風險，請轉知
貴管研發部門，切勿私製動物用疫苗，或未經核准即試製藥品樣品及執行
田間試驗。
6.轉知臺中市南區區公所公所農建字第 1060023896 號函，檢送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防範小反芻獸疫疫情傳入」資料影本 1 份。

獸醫學系：
1.臨床討論課程
時 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8：10－10：3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大講堂
盧貞學：犬之膀胱炎與膀胱尿道結石
周佳妮：犬之尿路結石與水腎
謝淑貞：犬之糖尿病
龔曉欣：Abdominal hernia with fibrosarcoma in a djungarian hamster (Phodopus
sungorus)
張弘毅：Bilateral immature cataracts, chronic gastritis associated with suspected
helicobacter spp. infection, toxocara cati infection and early kidney
disease suspected in a cheetah (Acinonyx jubatus)
2.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1：10－3：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B1101 大講堂

謝政霖：Evaluation of laser treatment effect by serum collagen Type II cleavage
in canine osteoarthritis
江芸珊：Recent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detection of Coxiella burnetii in Asia
陳均慈：The prognostic factors in dogs with chronic valvular heart disease
孔琳婧：Effects of trivalent chromium alone and combined with estradiol on
bone metabolism in ovariohysterectomized rats
吳麗嫻：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dairy cows fed with 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enriched diet
3.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1 室
丁 芳：Cyprinid herpesvirus 3 as a potential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for carp
(Cyprinus carpio) in Australia: susceptibility of non-target species
4.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英文論文寫作技巧
演 講 者：徐灝 教授 (美國 IOWA 大學獸醫學院)
演講日期：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下午 3：10－5：00
演講地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聯 絡 人：陳德勛老師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1.碩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8：30－10：00
地 點：獸醫館 A001 視聽教室
劉采琴: Modified recombinant adenoviruses increase porcine circovirus 2
capsid protein expression and induce enhanced immune responses in
mice
2.博士學位論文宣讀
時 間：10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6：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609 室
劉嘉琪:雞傳染性鼻炎菌 F1fA 纖毛之重組次單位疫苗開發與基因表現調節
機轉研究 Development of F1fA fimbrial protein from avibacterium
paragallinarum as a recombinant subunit vaccine and elucidation of the
mechanism that controls F1fA gene expression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班專題討論

時 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 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室
陳奕勳：Environmental bacteria affects lipid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by LRP1 in
gnotobiotic mice fed with plant- and animal-based High-fat di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