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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語-系主任的話 

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發行 
 

 

 

 

 

 

 

 

 

 

春天快樂!!來自陽明山的問候。 

去年冬天本校迎來史上第一場雪，今年校園至今尚未看到燦爛綻放的

櫻花。大自然總是信守對四季的承諾，但氣候環境影響到預期的表現。

無論如何，春天是陽明山最美麗的季節，歡迎大家一起享受春天。 

「華岡動科月訊｣的前身是本系每月發行一次的月訊，報告老師們

的叮嚀、本系發生的大小事、對系友的專訪以及最近產業發生的重要議

題等等。本刊由系學會同學們負責編輯、採訪；過去有時會因同學們的

忙碌以至於脫稿或脫刊，漸漸也被同學們忽視。大學的校園是多元的，因應社會發展，現代的學生要

培養多方面的能力。月訊與系刊也是在訓練同學們敏銳的觀察力與培養對人及事接觸能力的環境。因

此在今年(106 年)春天，與系學會同學討論，改版並重新命名為「華岡動科月訊｣。新的月訊在學期間

每月出版一次，分別為 3、4、5、10、11 及 12 月。月訊的內容除了原有項目外，增加了豐富的內容，

每月即時提供學校與產業、師長同學及系友的訊息，也會包括高考及研究所、事求人與人求事的資訊，

希望成為本系師生人手都有的資訊，未來也將發展成為很好的數位內容。 

新的學期，我們邀請了畜產品加工專家蘇和平老師，加入本系教學研究陣容，相信本系未來在

畜產品加工領域會有蓬勃的發展，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與蘇老師討論研究。另外，因應產業發展趨勢，

本系也計畫發展與培育自動化與資訊人才，預計下學期會開設相關課程之外，有興趣的同學也可加入

老師們的相關研究計畫。同時深受同學們歡迎的移地教學課程，本學期預計開設「日本畜禽生產概論

｣課程，將赴日本鹿耳島大學 8 天，進行移地學習。日本鹿耳島盤克夏豬隻聞名天下，修習本課程可

體會日本的民情風俗與品嘗鹿耳島黑豬肉。選修同學請向惠雯助教報名。課程大綱請參閱系網站。 

本學期系上也安排了幾場演講，特別邀請周寧坤學長、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系簡基憲主任及中

央畜產會傅敬懿專員。周學長的「風沙三萬里」講他在國際市場企業征戰的心得；簡主任將介紹考上

亞大學學士後獸醫系的方法，精彩內容，大家拭目以待。 

本系是一個不斷成長與產業充分接軌的科系，期望同學們跟上腳步，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華岡動科月訊｣第一期榮耀出刊。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系主任 

 

106.2.21 初春於華岡 

 

發行人/羅玲玲 主任  系學會長/李岱洋  編輯/陳靜宜  美編/石芳其  動科系網址/http://crfuas.pcc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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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蘇和平老師專訪                                                報導／陳靜宜  攝影／林宜萱 

新學期開始，歡迎蘇和平老師來到文化大學動科系這個大家庭，有別於

以往老師於此擔任兼任教師，同學只能在特定的課程上見到老師，這學

期開始老師來到本系擔任專任教師，比以往開設了更多課程，讓同學們

有了更多的機會能向老師學習專業知識，對此老師也非常期待著與同學

們的互動。 

蘇和平老師原本於國立台灣大學擔任教授並退休，以往於教學上有豐富

的經驗，尤其是畜產品加工的研究。老師說這次來到文大教書，希望可

以藉著過去二三十年的教學及研究經驗，致力於讓學生們能學習到更多

的專業知識，同時老師也不吝於分享了以往於產業界及現場的豐富經驗，更於課堂上透過許多大公司

影片的呈現及資訊，希望帶給學生更多對於未來就業及升學的想法與努力的目標，也希望大家能專心

學習並多加利用課堂上提供的資訊，勇於發問，即便不在於研究，在產業方面也能讓每個同學依不同

的興趣對各個產業部門有更深的了解與專精，希望在未來就業時能利用所學的專業於職場上飛黃騰

達。 

蘇老師於民國 73 年就在台大從擔任助教開始，負責乳肉蛋品和加工的相關的課程，在榮升教授後則

以動物性產品尤其針對蛋製品為主要研究方向，是為國內蛋品權威，更曾於中國畜牧學會獲頒 102

年度教學獎與推廣獎，老師目前亦正努力爭取學術獎。 

對於蘇老師，許多同學們都好奇老師的研究方向與專業的經驗，並希望未來能有機會跟著蘇老師學習。

老師表示研究以食品為主，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傳統動物性產品的品質研究，如現今食安問題爆

發，食品除追求美味外，更要求安心健康；二是開發價值型的動物性產品，在有了安全美味的食品後，

更開發出能針對不同需求或因疾病所缺乏的功能性產品，以吸引消費者也更能增加其產品的價值。而

老師也表示未來的研究方向可能會走向針對年長者身體機能退化而發展的機能性產品之研究開發、希

望利用卵磷脂與膠原蛋白等方面的研究來開發能改善銀髮族生活品質的產品。老師表示在在乳肉蛋品

加工及副產物上都有涉略，若同學有興趣都歡迎提問並共同討論，另外也提到關於食品加工的門檻其

實並不高，要做出有特色有商機的產品也不難，若對此方面常有興趣且願意學習的同學，待下半年或

下學期一切穩定時，則非常歡迎加入老師的實驗室。 

開學已經過幾周，老師說依這段時間與同學們的互動，覺得同學們除了上課認真乖巧之外也非常的貼

心，更讓老師期待能把經驗與專業傳授給大家。另外也叮囑學生上課更認真專心，如今職場的競爭非

常大，對於未來職場的深造必定還會需要再學到更多，但希望同學畢業後都能有基本競爭的能力。 

老師表示過去就學時，從來沒想要走這個行業，就這樣過了幾十年，如今回頭一看仍然不覺後悔。即

使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明確的目標，至少在大學的這四年不要虛渡光陰，好好上課並多利用身邊的資源，

一步步踏實地前進，四年後的收穫將會是相當可觀的，希望同學認真努力且不放棄。 

最後再次歡迎蘇老師，也感謝老師於此次訪談中與大家分享了許多如此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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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叮嚀  

 

王翰聰老師的話 

這學期系上來了新的老師 蘇和平老師，蘇老師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很榮幸能有機會跟自己的老師

成為同事。蘇老師在畜產品加工上有非常豐富的現場經驗，相信各位同學未來一定會有很多的收穫。 

春天與冬天交接時天氣多變化，請注意身體健康。大四的同學要注意自己的畢業門檻是否已達到，不

要弄到學長變同學，或是學長變學弟的地步。現在的各項資訊取得很方便，如果願意多努力，可以學

到很多與上課相關的知識，但是仍然建議各位同學還是多整理上課的內容，把想學的東西吸收進去，

因為經過自己整理的知識才能讓自己方便使用。 

 

黃秋容老師的話 

櫻花正努力綻放，天氣好時，可以上陽明山賞花…，天氣不好時，就乖乖待在教室裡上課或在學校做

功課。系上安排的專家學者/系友演講，希望同學多多參與。 

學期開始了，修習專題研究的同學們，自己找老師去吧。 

天氣忽冷忽熱，自己注意穿著，免得感冒了，只能待在家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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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專訪- 王淑音教務長                                                          報導／/陳靜宜 

台灣位經候鳥遷徙路線，秋冬時節難以避免禽流感病毒由外傳入，面對禽流感與其每年心驚膽戰，害

怕爆發大規模疫情，不如正面迎擊學會與病毒共存，做好禽舍安全管理，更重要的是人員和車輛進出

的控管。一般人也應避免食用未煮熟的禽肉蛋製品，遠離野生禽鳥，做好個人衛生防疫。本系有兩間

實驗雞舍，加上這學期三年級的學生們有家禽學實習，會進到雞舍進行養雞的實習工作，因此學習一

般地禽舍衛生管理和禽流感的防疫都是重要的一環。到底對於禽流感，我們有甚麼是應該要知道的?

我們應該保持著甚麼樣的態度和觀念呢？ 

這次我們訪問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教授王淑音老師。

 

問：台灣近年來也飽受禽流感的折磨，然而這次又爆發了嚴重的疫情， 請問老師對於這次禽流感 H5N6

的疫情爆發有甚麼看法？ 

答： 

「老實說是不意外的，秋冬時節由於氣溫等環境因素，家禽也會跟人類一樣抵抗力會偏低，加上侯鳥

越冬等等的因素影響，跟以往較不同的是這次的病毒 H5N6 是高病原性的，而前些日子日韓及歐洲就

曾爆發 H5N6，因此這次禽流感的爆發是可以預期的，但因為 H5N6 是高病原性病毒，又是前幾次沒

有的新型病毒，當然大家對此都會比較緊張。」 

問：此次禽流感 H5N6 本身，它的危險性如何？ 

答： 

「H5N6 是高病原性病毒，主要於禽鳥間散播，其致病力及致死率都是很高的，受到感染的禽鳥會快

速死亡。H5N6 禽流感病毒也曾有感染人類的案例，但尚無證據顯示有持續人傳人的現象。理論上，

禽流感是不會傳人的，但這是理論上，若禽流感的病毒碰上人類流感的病毒，就有可能產生基因重組，

這時禽流感傳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原本禽流感病毒到人的身上是不會致病的，但若那個人身上

又剛好有人類流感的病毒，這兩種病毒之間就有可能發生基因的交換，這樣原本不會感染人的禽流感

病毒就可能變得會感染人了。若要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一般民眾應少接觸活禽，不要吃未煮熟的禽

肉蛋製品，若無法避免接觸活禽，則應做好個人衛生管理。」 

 

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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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關於禽流感一般民眾除了基本的，還有什麼應該具備的觀念嗎？ 

答： 

「個人應該要有警覺性，對病毒要有認知，但不要引起絕對的恐慌，只要有正確防範禽流感觀念及良

好的衛生習慣就不需要過度擔心。熟食禽肉相關製品就是安全的，不須太過擔心。禽畜業者應做好衛

生管理，並勤戴口罩勤洗手，家中有飼養寵物鳥的也應保持環境清潔。」 

問：對於目前政府實施的禁宰令想問老師它實際上能夠如何防止疫情的繼續擴大，還有它的成效如何，

這個政策必要性在哪裡？ 

答： 

「禁宰令主要是控制疫情，並針對家禽做移動管制，希望避免流感病毒在運輸的途中又散播出去，因

為有可能因病毒的潛伏期，雞隻到屠宰場時才發現有感染禽流感，而又必須銷毀，但運輸到屠宰場的

途中是否又感染到其他禽鳥是不得而知的，因此禁宰七天可以觀察禽場是否有感染禽流感，若有則七

天內就會知道，主要病毒的潛伏期可達七天，而正常發病是三到四天，這期間內若發現禽鳥有染病的

臨床症狀，就可以進行銷毀與流動管控。」 

問：繼續上一問此政策對於產業和消費者來說老師有什麼看法？ 

答： 

「此政策宣布的很突然，也令大家措手不及，但若不立即實施，就會有疫情更加擴散的危險性。這政

策影響了消費端和生產端，對於生產端可能就會有原本正可以屠宰的又因此多養了幾天，而又有了吃

的飼料或肉質變老等等的成本問題，雖然政府有配套措施，但卻無法在最短時間讓所有人都知道，讓

生產端非常著急，然而這也是因為政府人手不足所致；對於消費端還好都有庫存可以購買所以影響不

會很大。」 

問：台灣可以有什麼有什麼樣的方法或政策能夠在未來能有效防範像這次的疫情爆發或是有有效的危

機應變？ 

答： 

「非常時期政府可以徵招基層獸醫人員，另外或許可以推畜牧技師的分級制度，也就是可能有持有特

別證照的畜牧人員可以在獸醫的許可下執行相關業務，因為以工作性質而言畜牧人員會在現場較常接

觸動物，但因沒有獸醫資格所以不能做獸醫的一些工作，不過並不是所有防疫工作都需要獸醫，有些

工作也可以由獸醫授權給畜牧技師執行。」 

「對於防範禽流感，應該要學習跟病毒共存，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快研發疫苗，若還沒有疫苗則應加強

基本的防疫工作，畢竟面對病毒的傳播來台，根本無法抵擋，我們無法讓候鳥不要來台、讓野鳥不要

感染禽流感，但是我們的農政單位與產業可以做好基本的防疫與生物安全，防止禽流感感染到我們的

家禽，因此自主防疫還是最重要的。」 

最後我們再次感謝淑音老師撥空接受專訪，並與我們分享了這麼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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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梵老師的保健資訊 
 

 

抗氧物質衡穩網絡相關防禦佈陣的彙整雛形概念 

謹此分享個人對於抗氧物質衡穩網絡相關防禦佈陣的雛形概念彙整矩陣，請參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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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小事 
 

 

 

培育高肉質豬隻 文大動科系與福壽公司產學合作 

文／李文瑜  攝影／戴見安   【2016/12/22】 

 

文大動科系與福壽公司於 12 月 15 日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由李天任校長與洪堯昆董事長共同簽署產學

合作協議書，未來三年將應用動科系遺傳育種研究室研發的《肌內脂肪測定》技術，研發福壽公司特

有品牌的高肉質品系豬隻，造福消費者，並提供學生前往牧場實習，表現優秀者可直接進入企業上班。 

洪堯昆董事長指出，福壽創立於 1955 年，專營上市飼料、食品及油脂公司，由於近幾年消費者對食

品安全衛生的意識提高，因此積極拓展全方位的安全食品版圖，包括子公司洽富投資 12 億元打造全

台首座氣冷式肉雞屠宰場，引領台灣雞隻屠宰進入新紀元。今年則與文大動科系合作，運用優質選種

新技術，培育高肉質的豬隻，將讓福壽經營更邁向新里程碑。 

動科系羅玲玲主任指出，現代人對豬肉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去年底政府開放西班牙伊比利豬、匈牙

利綿羊豬及日本鹿耳島盤克夏等世界名豬的豬肉進口，在台北飲食界造成風潮，而美味的豬肉背後關

鍵因素就是「含肌內脂肪量高」。 

她說，一般測定豬的肌內脂肪，是透過間接選育，在豬隻屠宰後取第 10 肋部位的腰脊肉，以化學分

析方法檢測肌肉內脂肪含量，效果不佳。由於豬肉肌內脂肪量是來自優質遺傳率，因此，動科系與目

前服務於大成長城公司的研究生蔡政樵共同研發整合超音波與影像分析技術，可在豬隻活體時就測定

出肌內脂肪的含量，檢測準確，且可提高選拔的效率，有利培育優值高肉質的豬隻品種。 

羅玲玲指出，未來動科系與福壽公司研發團隊將持續透過此一檢測方式，研發適當肌內脂肪量的特殊

品系豬隻，進一步設計開發福壽高肉質品牌豬隻，及發展適合台灣豬群育種與選拔的方法，協助產業

建立豬隻育種核心技術，並藉此一合作訓練動科系學生瞭解產業的需求，實際參與產業關鍵技術的研

究與執行。 

福壽公司也將提供動科系學生暑假至福壽公司生態牧場實習。羅玲玲指出，福壽公司生態牧場飼養約

1000 多頭母豬，為國內培育自有品牌豬隻並生產離乳豬隻，供應契約生產豬場的知名農場，未來並

為同學安排不同階段的牧場實習項目，優秀同學畢業後更有機會直接進入福壽公司服務。 

節錄自 華夏導報：http://epaper.pccu.edu.tw/?mode=yes&NewsNo=15152  

http://epaper.pccu.edu.tw/?mode=yes&NewsNo=1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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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 
 

 

  

第五屆 王政騰學長                                                                                     文／吳家安 

王董事長的老家在屏東，在國中準備升學時就

預設目標要就讀屏東農校現在叫屏東農專，當時是

五專制，是一間不錯且有名的學校，而且家裡具有

農業背景，那時也還談不上未來有什麼明確的目標，

只知道學校不錯就去考了。 

當時就讀屏東農專的五專，前三年相當於高中

三年，三年級覺得年紀已經到了一個階段，開始思

考未來，與類似想法的同儕們討論，其中有幾位同

學提到畢業以後可以選擇當完兵之後就業或者繼續

升學，當時繼續升學往畜牧獸醫方向的有台大、中

興大學、文化大學那時也成立，而專科畢業要先插大不能直接就讀研究所，另外還有考高普考這條路。

王董事長也已經做了決定就是升學來到了文化大學。 

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難題，要先把目標設立好，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有不同的解決方法，假定

失敗後要會去思考、去改變、去修正、去突破，可以得到更高的視野，重點就是目標明確努力往那邊

走。 

從年輕就知道王董事長第一個座右銘以「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特別用專業來服務，做生產性與

研究的工作較為單純，讓人生有所交代，第二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天行鍵意思是你看天好

像一直都維持著相同的樣子 事實上他一直都在脈動晝夜輪轉春去冬來因此天是活的他一直生生不息

(天行健) ，你了解了這些道理(世間運行)，順著這個道理就了解人世間的運行方式包括吉凶，因此你

也強健了起來 (君子以自強不息)，第三個「人生是在改造以適應當中求其平衡」，對內改造自己，對

外要做調整，未必能夠如願，但要懂得修正自己的腳步，先適應與觀察，思考周圍的情勢怎麼對自己

有利。 

退休後在中央畜產會擔任董事長，但已經跟當時全職不一樣，是以義工的心態來幫忙，用累積三

十年的工作經驗與工作能量，退至到第二線，從旁觀看整個局勢，第二階段退休會用比較多的時間追

求內在並轉化成聽得懂的語言。青壯年時衝刺用孔孟儒家，中年以後進入老庄的道教，再來是易經，

追求心靈自己喜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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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人榜 

簡妙如 錄取 台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  

簡妙如 錄取 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吳婉溱 錄取 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簡于傑 錄取 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碩士班 

張凱傑 錄取 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林巧昕 錄取 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碩士班 

 

恭賀 105學年度 

第一學期華岡獎學金得主!! 

一年級  

第一名:潘宣道 第二名:何姿怡 第三名:林廷仁 

二年級  

第一名:白宛平 第二名:詹東霖 第三名:黃榆茜 

三年級  

第一名:李奕璇 第二名:黃俊源 第三名:謝泓芸 

四年級  

第一名:簡妙如 第二名:程興豪 第三名:林嘉慧

 

JOB事求人 

「遺傳育種研究室」徵雞舍工讀生，時薪 133 元。

意者請與大四柯仲恩同學聯絡(功 317)。 

「遺傳育種研究室」招募新血，歡迎對統計、電腦、

遺傳及家畜生產管理(豬、雞)有興趣同學加入。

報名請洽林智郁助理。(功 317) 

大成長城股份有限公司 徵求 種雞飼養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 

1.種雞飼養管理  

2.飼養標準之實行  

3.各項目標工作推動與實作  

4.配合場內各項工作之推行  

5.培訓計劃二年，需配合輪調 

禽流感防疫公告 

疾管署呼籲．預防禽流感，應謹守「5 要 6 不」原則。 

1. 禽肉蛋要熟食 

2. 要以肥皂徹底洗手 

3. 出現症狀要戴口罩速就醫並告知職業及接觸史 

4. 與禽鳥長期接觸者應施打禽流感疫苗 

5. 要均衡飲食及適當運動 

(1) 不生食禽鳥蛋類或製品 

(2) 不走私及購買來路不明之禽鳥肉製品 

(3) 不接觸或餵食候鳥及禽鳥 

(4) 不野放及隨意丟棄禽鳥 

(5) 不將飼養禽鳥與其他禽畜混居 

(6) 不去空氣不流通或人潮壅擠的場所 

實習資訊 

台一農牧場暑期實習 

實習時間：106 年 7 月及 8 月 

辦理對象：畜牧相關科系大三生大四之學生 

報名時間：106 年 4 月 15 日之前 

名額：7 月份 4 名、8 月份 4 名 

有意願同學請至主任辦公室填寫報名資料分 

105-2 TOEIC 多益測驗文大校園考 

報名資格：限文化大學在學學生、現職教職員 

測驗費用：1,200 元

 
詳情請見於動科系網或學校官網

系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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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專區 

第 52屆華岡青年選拔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 

詳情請見學校官網 

「華岡青年」為本校表彰優秀學生之最高榮譽，獲選者將獲得公開表揚及獎學金。至今已選出 51 屆

華岡青年，歷屆獲選者均表現突出，足以作為全校學生之表率與學習典範，歡迎符合資格同學踴躍爭

取榮譽！ 

 

 

 

系學會活動預告 

3 月 20 日~3 月 31 日 

第 46 屆會長候選人投票 

4 月 17 日~4 月 27 日 

動科週展： 

商品：鮮奶茶、鮮奶綠、奶酪、霜淇淋、 

          動科烤雞腿 

4 月 24 日~4 月 28 日 

農院週展：主題:你農我農—粉紅泡泡 

商品：草莓霜淇淋、炸冰淇淋、滷蛋 

5 月 25 日 

送舊聚餐 

5 月份 

主任盃 

 

系學會活動回顧 

  

財務報表 

期初社大–義食 Sing 起 大畜盃 

https://ap2.pccu.edu.tw/pccupost/post/conten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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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預告 

第 46 屆會長候選人 

 

 

許祐祥 

動科系男子排球隊隊長 

動科系畜產品加工組 財務 

105 學年度 動科系迎新宿營 財務 

105 學年度 動科系迎新宿營 隊輔 

陳冠鳴 

徐匯高中 學生會班級代表 

105 學年度 動科系迎新宿營 總召 

105 學年度 動科系二年級 副班代 

105 學年度 動科系服務學系隊隊長 

汪家妤 

104 學年度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宿舍 

           自治委員會幹部 

104 學年度 中國文化大學新生盃 

           籃球團體賽 殿軍 

第四十五屆 動科系系學會 公關 

105 學年度 動科系迎新宿營 隊輔 

政見 

1.籌辦活動聯絡本系感情    

2.財務控管     

3.強力向學校、校外廠商爭取活動贊助，

增加系上活動品質  

4.改善效率問題    

5.精簡系學會幹部組成 

1.增加與外系的交流 

2.財務控管，透明收支 

3.舉辦家族活動 

4.舉辦活動聯繫系感情上 

1.財務收支控管透明化 

2.舉辦各式活動增進師生情感 

3.各式演講給予更多職場資源 

4.各式球類競賽，促進身心健康 

中華文文化專題課程講座（森保系主辦）  3 月 21 日星期二 8-9 節 大孝柏英聽 

職發組講座—面試技巧講座              3 月 28 日星期二 8-9 節 大恩國際會議廳 

職發組講座—生職涯多文化講座          4 月 11 日星期二 8-9 節 大孝堅毅聽 

中華文文化專題課程講座：風沙三萬里─周寧坤學長 

4 月 18 日星期二 8-9 節 大孝柏英聽 

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簡介及中醫獸醫學系簡介─亞大學士後獸醫系系主任 簡基憲主任 

                   4 月 25 日星期二 8-9 節 大恩 411 

 

大畜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