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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事由：召開第362次獸醫組織病理會議
開會時間：107年5月4日(星期五)中午12時
開會地點：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108教室 (臺
中市南區國光路250號)
主持人：廖俊旺理事長
聯絡人及電話：張仁杰 (02)26212111轉512
出席者：全體會員
列席者：
副本：
備註：
一、本次課程已申請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訓練課程，計有病理小講堂「實驗動物獸醫
師~不只是一位老鼠醫師」1學分及「第362次獸醫組織病理會議及病例討論」3學
分，詳參附件課程說明，須全程參與並依規定完成簽到、簽退後，由家畜衛生試
驗所進行上傳申報，敬請踴躍參加；如需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請另上公務人

...............................................................................................

員 終 身 學 習 入 口 網 站 報 名 以 利 登 錄， 本 次 認 證 時 數 4 小 時。 網 址 http://
lifelonglearn.cpa.gov.tw/
二、重要通知：請各位會員將個人常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地址傳至jcchang@mail.nvri.
gov.tw，標題註明CSVP會員E-mail登錄；爾後本會開會通知將改由電子郵件寄送
方式及網頁公告方式http://www.csvp.org.tw/，以節省郵資費用及減少紙張浪費。
三、本次會議組織病理切片資訊可逕由國立中興大學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網頁瀏覽(
http://www.ivp.nchu.edu.tw/slidecenter.php?id=53)。
四、病理小講堂(12 :00~13 :00)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陳姿妤獸醫
師擔任病理小講堂講師，主講「實驗動物獸醫師~不只是一位老鼠醫師」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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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2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Second (362nd) Histopathology Seminar
Date: May 4, 2018
Time : 12 :00~16 :00
Place: NCHU
病理小講堂(12 :00~13 :00)：實驗動物獸醫師~不只是一位老鼠醫師

Case 1. CSVP 2018-2983 (NTU2017-2564, NTU, W.T. Li, M.S. Tsai, C.R. Jeng)
Taiwan japalure (Japalura swinhonis), adult, female. The animal was found
in the cage of captive elongated tortoises (Indotestudo elongata) in Taipei
Zoo. The animal became lethargic, lay down on the floor, and found dead.
Case 2. CSVP 2018-2984 (NTU2017-2010, NTU GIMCP, C.S. Hsueh, C.R. Jeng)
Malay tapir (Tapirus indicus), 13-day-old, male. The animal was weak,
could not stand and eventually died.
Case 3. CSVP 2018-2985 (SW2018-003, NTU GIMCP, Y.H. Hsieh, F.C. Hsueh,
H.W. Chang)
Swine, 5-week-old, showed clinical signs of post-weaning diarrhea since
December, 2017. The pigs appeared redness around anus and systemic
cyanosis after diarrhe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 were about 80% and
70-80%, respectively.
Case 4. CSVP 2018-2986 (CO17-810-201J, GIVP NCHU, Y.H. Su, Y.X. Lin, Y.C.
Tuan, J.W. Liao)
Rat, Sprague Dawley, 10-week-old, male, was treated with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sorafenib for 28 days by gavage. The clinical signs of weight loss,
depression and rough fur were noted.
Case 5. CSVP 2018-2987 (R2018-008A, GIVP NCHU, J.H. Yin, Y.C. Chang.
H.Y. Chiou, J.W. Liao)
Formosan serow (Capricornis swinhoei), adult, intact female. Within 3
months, three sudden deaths of Formosan serows were found. Grossly, the
lung lobes were diffusely mottled red to dark brown in color, heavy and wet.
Case 6. CSVP 2018-2988(APL001-C3, TACTRI, C.L. Liao, H.R. Lin, C.H. Yang,
J.W. Liao, H.Y. Chiou)
Mice, C57BL/6(B6), 13-week-old, male. Mice were fed with the
Lieber-DeCarli ethanol liquid diet for 4 weeks to establish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animal model.

第 362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及病例討論
日期：107 年 5 月 4 日（五）
時間：12:00~16:00
地點：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108 教室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課程說明：
一、本次會議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陳姿妤獸醫師擔任病理小講堂
講師，主講「實驗動物獸醫師~不只是一位老鼠醫師」
（12:00~13:00）
，並由廖俊旺
理事長擔任「第 362 次獸醫組織病理會議及病例討論」
（13:00~16:00）
主持及講師，
課程內容包含 1 例豬、2 例實驗動物及 3 例野生動物病例討論，且組織切片掃描檔
公告於網頁上供獸醫師進行判讀
（http://www.ivp.nchu.edu.tw/slidecenter.php?id=53）。會議進行時由出席人員先行
就各病例切片之組織病變進行描述，再由病例提供者進行完整病例報告與討論，主
講人與在場病理獸醫師透過會議討論方式確認及補充各病例之組織病變描述，有助
於強化與訓練出席人員組織病理判讀能力。
二、有關獸醫師繼續教育課程訓練時數登錄，因資源及名額有限，本次會議主要招訓學
員為公務獸醫師、實際從事獸醫病理相關工作人員等執行相關業務同仁，報名錄取
及時數登錄將以業務屬性、報名次序等綜合條件遴選，上限為 50 名。出席者請於
107 年 4 月 27 日前完成線上報名（請利用 Google Chrome 進入報名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6u40AfN97gBJXYOAWTOd-FUosBUGs6nS
bI3fyHX6Jk）
，主辦單位將於 4 月 30 日確認名單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學員，敬請
有意參加會議者依期限完成報名，以利承辦人員進行會前報名審查及會後訓練時數
申報登錄。如報名審查未通過或未完成線上報名者出席該會議，本單位會後得不進
行訓練時數申報。（報名及簽到簿上資料僅限申請該次課程繼續教育積分使用）
三、學員出席每堂課均須上滿 45 分鐘，否則該堂課學分不列入計算；課程未簽到、退
者該次學分不予認可；請勿代替他人簽名，如代替他人簽名者，一經查證屬實，該
學員無積分外，開課單位於一年內無法申請積分。
四、主辦人員及聯繫方式：張仁杰
jcchang@mail.nvri.gov.tw

電話：02-26212111-183 電子郵件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