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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論:談洗選蛋推廣可能性與雞蛋一次性包材 

 棄養?走失?文大校園驚現浣熊－淺談棄養外來種寵物對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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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演講: 風沙三萬里─周寧坤學長 

 系上國際交流活動、系上參訪活動 

 動科週(4/17-4/21)、農院週(4/24-4/28)活動 

 恭喜大二汪家妤同學當選下任系學會長 

 

 系上國際交流活動 

 系主任的話 

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發行 

本期焦點 

 

 

 

 

 

 

 

 

經過一個冗長的天氣變幻莫測的初春，陽明山開始邁向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春假結束，現在是

期中考的時段，大家努力讀書，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學業，為自己美好的未來奠基。 

最近在安排大三同學的暑假實習，從本學年度開始，產業實習增加至 2學分，且為必修課程，系

上安排了近 30個實習單位，同學們可依據自己專長與興趣，選擇想要去的實習單位，過一個豐盛的

夏天，也思考一下未來的生涯方向。依系上規定，三年級所有參加實習同學都要參加行前說明會以及

12月份舉辦的學術週海報或口頭發表競賽。 

本系 106學年度課程已新鮮出爐，因應時代與社會形勢的發展，本系推出「動物科學與資訊技術」

與「動物產品安全管理」課程，分別邀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謝清祿老師與食品工業研究所

黃書政老師來校授課，兩課程均將開設在週六上午，歡迎選修。 

大四同學把握最後幾個月做陽明山主人的機會，校園、陽明山多走走，安排的演講多多參加，對

你的未來有疑惑的同學可以來主任辦公室坐坐聊聊。 

 羅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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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科系 16G usb 手環販售中! 
一共有 7 色!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是不是每次要存取資料時都找不到 usb 呢? 

是不是小小的 usb 每次要用都要撈包包撈半天呢? 

現在解決這個問題 

手環式 usb 讓你沒有以上的困擾 

男生女生 不分年紀一樣適合!! 

 

 

購買請洽助教辦公室(大功 319)。本次產品販賣所得金額 扣除成本後。50%系上支用 50%將成立學生緊急急難救助金 。 

 

鐵盒裝任選顏色 

300 元一個 

不含鐵盒 任選顏色 

250 元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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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叮嚀 
 

 

 

黃秋容老師的話 

期中考試結束了吧，同學考得如何? 

你今天運動了嗎?閱讀了嗎? 

讀一本好書，喝一杯茶(或咖啡)，休息一下，繼續努力。 

除了打工，要多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天氣漸漸變熱了，注意飲食衛生，冷飲不要喝太多，免得鬧肚子，無法專心上課。 

山上天氣多變，帶件外套出門吧! 

繼續加油喔! 

 

 

吳思宏老師的話 

大學就像個小社會，不如說就是社會，不只培養專業能力，更是為了培養學生們的態度。 

本系課業重，也有許多分組合作的報告，這時系上同學們雖是競爭對象，同時也是你的助力， 

互相溝通與幫助，除了更加深同學們彼此的連結，更展現了你們的態度。 

努力上每一堂課，認真做每次作業，不要讓外界的誘惑與未知的未來影響你，打擊你的決心， 

堅持到最後肯定能獲得成長。 

 

 

 

 

          都是同一隻，由動科系同學所提供。                          請看本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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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洗選蛋推廣可能性與雞蛋一次性包材                                       報導／陳靜宜 

過去雜貨店、早餐店都使用塑膠蛋籃盛裝雞蛋，為何現在不能用了?今年政府全面推廣洗選蛋，以及

制訂生禽蛋必須以一次性包材裝載，到底這些政策的意義是什麼?為何台灣必須這麼做?有什麼是我們

必須知道的?又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哪些影響? 

此篇整理了許多相關訊，也請教了文化大學動科系的家禽專家王淑音教授與蛋品專家蘇和平教授，就

是要告訴同學，這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 

什麼是一次性裝載容器或包材? 

一次性裝載容器或包材，主要以紙類或其他可分解材料，作為裝載生鮮禽蛋之容器或包材，且不再重

複使用，例如乾淨的紙箱容器、紙盤或包裝盒，兼顧防疫、衛生安全與環保。目的是要提升蛋品衛生，

以及避免該等容器或包材重複使用再回到養禽場造成疫病傳播風險。 

                                                    (取自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使用一次性裝載容器或包材的意義 

此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治禽流感的散播，禽流感病毒變異性很高、變異很快，且流行病的防治是多面向

的，不能因為不夠到位就不實施，應配合各種生物安全管理一起執行。這能防止不同地區的不同型禽

流感病毒相互傳播，甚至發生基因重組形成新型禽流感病毒。 

有人認為使用一次性包材並不環保，且可能增加成本使蛋價上漲，但其實過去使用塑膠蛋籃裝載，不

僅重複使用，且蛋商很少會徹底清洗消毒，從禽場運到賣場再運回禽場，流通於各禽場造成病原的散

播，其實也對禽場及消費者帶來風險。那只要蛋籃洗乾淨就好了嗎?在政策正式上路前有兩年的緩衝

期，其中也有目的是為了評估蛋商是否能將蛋籃清洗乾淨，而實際上洗淨並不容易，且對於乾淨的界

定太過主觀，難以嚴格檢測，且可以檢驗高病原性禽流感的實驗室很少，診斷高病原性禽流感有一定

的程序，非短時間能完成，加上禽流感的散佈非常快，一旦爆發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台灣中小禽場

居多，也不容易約束，但是未來是否能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我們並不清楚。而一次性包材則避

免重複使用，不會再回到禽場繼續裝蛋，能防止病原經由蛋籃從禽場 A 傳播到禽場 B，或是由運送過

程將病毒傳播到禽場。另外一次性包材的材料也可以用可分解等環保材料製作，並不是真的那麼不環

保。經農委會精算，平均每顆蛋只增加 0.3 元，因此蛋價並不會明顯上漲。雖然使用一次性包材並不

能完全防止禽流感，但確實能讓風險降低，加上台灣近年因禽流感造成家禽產業損失慘重，通常一發

現場內有禽流感，則全場撲殺，這些損失可都不是小數目，而某些型的禽流感也有傳人的可能，再說，

流感的防治速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更應該要有警覺性。 

此政策是規範從禽場到賣場中，裝載生禽蛋的容器不能重複使用，消費者一樣能夠買到散裝蛋。防檢

局補充，散裝蛋的蛋箱黏有溯源標籤，未來也可透過標籤標示內容及保鮮日期或流水編號勾稽，查核

是否有重複使用情形。一次性包材或裝載容器也不一定是是紙盤等，只要能符合「一次性」規定就能

使用。而政府調整些微操作方法，即可提升紙蛋箱實用性，如紙箱與紙盤可搭配以台車及其他載具承

載，另透過運蛋車的車廂體調整，加裝帆布或改為密閉冷藏車廂，就可防雨同時提升蛋品品質。 

                                                   (取自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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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表示現階段仍持續推動禽蛋使用一次性容器或包材。但此政策並不能防止病源傳播到消費端，

因此今年政府亦強力推廣洗選蛋，不只為了人們的食安，也為了使產業轉型進步。 

 

為何政府要推動洗選蛋 

主要是為了防止病原經由蛋散播到消費端，洗選過程中會將蛋殼表面的髒污及病源(如沙門氏菌)清洗

掉，除了防疫，更能保障消費者的食品安全。 

洗選蛋是什麼 

為利用自動化洗蛋設備雞蛋，先篩選掉外觀不良或破損品，並經過溫水加上專用消毒清潔劑洗清蛋殼

上的污物，風乾後以一次性包材包裝出廠再用低溫運送到賣場。在洗選過程中，對水質、水溫、洗劑

濃度、現場環境衛生或洗蛋雞的維護方面均相當要求，使污染降到最低。而 CAS 認證之洗選蛋，則

過程及檢驗都更加嚴謹，會額外強制要求進行藥物、沙門氏菌殘留檢驗；一般而言，洗選蛋會比一般

散裝蛋貴，CAS 認證的產品則會比洗選蛋更貴。但未來若全面洗選，成本會被平均吸收，則蛋價不會

有大幅的調整。 

洗選蛋的優點 

雞蛋經過挑選，除去畸形蛋與破損蛋，品質會較固定，洗選的過程中清除了蛋殼表面的汙垢，能有效

清除雞蛋表面病原，且洗選後之雞蛋以一次性包材(PVC、PLA、紙蛋盤、紙盒等)包裝販售，符合衛

生安全，防止病原散播到消費端，更保障了消費者的權益。 

正確的洗選方法 

食藥署內有訂定一項「生鮮雞蛋品洗選作業指引」草案給蛋農參考，為了減低沙門氏菌的影響，原料

蛋必須要先符合驗收基準，包含表面應沒有異物、汙斑汙點、蛋殼與氣室都必須完整，並且應剔除銷

毀有破裂、軟殼、或受汙染糞便的蛋。 

洗淨部分則分為噴水、刷洗及沖洗三個步驟，用水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水溫應高於蛋品溫度 5-10

℃，且不超過 50℃，以防止洗潔劑或微生物於清洗時自蛋殼孔隙滲入，間接污染蛋品，洗潔劑則可

使用次氯酸鈉 200 ppm 以下或四級銨化合物活性四級銨化合物有效濃度 200 ppm 以下，沖洗水不得

加入洗潔劑，整體更應以流水或連續式噴洗，避免蛋品浸漬於清洗槽內。 

至於儲藏和運輸部分，該指引則指出，常溫洗選蛋要維持在 25℃以下，冷藏則應在 7℃以下、凍結點

以上，販售端的溫度亦然；不過該項指引尚未完整，未來將在修正後再公告。 

洗選蛋之未來可行性之評估 

王淑音老師表示推洗選蛋與否個有利弊，就看我們怎麼選擇。若推動洗選蛋，那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因為洗選蛋販賣一定是用一次性包材，但後續的儲藏與運送都必須要有規範。 

蘇和平老師則說因為台灣的飼養環境和氣候等因素，可能造成母雞產蛋的品質不好或微生物的感染

(如沙門氏菌)，而台灣又無法做到像歐洲那樣嚴格的管控，因此推廣全面洗選蛋反而是好的。 

推動全面洗選，政府希望透過漸進式的方式，藉由農會或合作社等有集蛋能力的農民組織來推動洗選

場，如彰化、屏東。由這些農民組織向小農集蛋、洗選，蛋商再來收蛋，達到推動洗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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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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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 

 

 

 

周克難學長 

第二屆文大畜產系畢業 

現任職群鳳牧場負責人 

本系李怡萱因擔任代表、熱心公眾事務，獲得薪傳獎學金，其採訪內容如下:                                                                              

學長說他當初會就讀畜牧系不是興趣也並

非家中從事的行業，只是照著分數填志願就來

讀文化了，因為讀了畜牧系所以畢業後便嘗試

飼養雞隻，一養就是好幾十年。 

目前家禽業細分為白肉雞業、有色肉雞業、

蛋雞業及種雞業，雖然同樣是雞，但是通常只

會專精在其中一項，學長一直以來都是養白肉

雞，跟學長提起消費者對白肉雞的誤解便覺得

無奈，肉雞可以透過育種來選拔優良的品種、

調整飼料配方改善換肉率及廠內設備更新即可

於 35 天後達 2 公斤以上的體重，像今日白肉雞

的售價是每台斤 26 元，如果以一隻雞 2.1 公斤

來算，售價只有 91 元，若是施打生長激素只會

徒增成本，也沒這個必要，目前市面上的肉雞品種以 Arbor Acres、ROSS、Cobb 為最多。 

學長家的飼養環境是水簾式的密閉空間，一面牆壁有水簾另一面有風扇輔助降溫，若是天氣太冷

則會啟動加熱機，讓室溫維持在 20~22 度左右；還有 24 小時全自動給料機、給水機，12 頓的飼料給

1.5 萬隻成雞大約 4~5 天就吃完了；目前雞隻販售都與屠宰場簽訂合約，達上市體重後屠宰場便會派

車來載走雞，學長這邊只需擔心生產風險即可，其實肉雞是非常容易生病的，在馴化的過程中牠們早

已喪失抵抗外界病原的能力，所以小雞的時候會在水裡加一些抗生素防止牠們生病，另外也要擔心意

外的發生，有一次廠區停電，而發電機竟然沒有即時供電，導致整場雞都被悶死了，損失慘重，偶而

也會發生老鼠、貓或松鼠跑進雞場咬死雞，便要好好傷腦筋如何抓到罪魁禍首。 

問了學長會推薦讀本科系的學弟妹畢業後留在這個行業嗎？學長希望我們依照自己的心意，如果

發現對本科系沒興趣其實可以轉換路線或讀其他系的研究所，這個世代不像以前讀哪一科就要走哪一

個行業，而是很多人畢業後從事的行業跟本科系完全無關，那也沒關係呀!走自己想走的路才是最重

要的；如果想讀研究所就努力念書，尤其是要加強英文能力；想留在這個行業必須明白這條路會非常

辛苦，就算是老闆也是要在現場工作，而工作幾乎是全年無休，現在畜牧相關產業其實很缺新血，只

是大多數的年輕人都無法吃苦。上了大學還沒有任何方向的同學，大一可以自己找實習的機會，大二

大三如果有機會到外面實習要好好爭取，或許在實習的過程中更了解這個產業，幫助自己找到未來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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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新聞 

畜產品新知 

  

  

棄養?走失?文大校園驚現迷途浣熊－淺談棄養外來種寵物對環境之影響 

三月底動科系同學於課堂實習期間，在文大的實習雞舍附近發現浣熊，再加上其夜襲雞舍與其本身為

外來種等因素，遂通報動保處處理，並於 4/4 在不傷害動物的情況下誘捕到浣熊，之後再由動保處帶

回。在台灣山野中看見浣熊實屬奇特，其本身是外來種，雖不知是有人惡意棄養還是走失的，但這確

實造成台灣生態的危害。 

浣熊來自北美洲，屬夜行性雜食動物，繁殖力強。因其可愛的外表及動作，而被當成寵物進行買賣，

但其野性強，富有攻擊性，飼養環境也必須相當豐富，也就是說他們的飼養難度非常高，不應隨便飼

養及買賣，更不該隨便棄養。 

棄養浣熊造成環境的影響 

浣熊野化後適應性強，再加上繁殖力強，可能與原生物種競爭，而脅迫到原生物種的生態地位，或是

捕食台灣原生小動物，使其數量減少甚至滅絕，另外還有可能散播疾病，如狂犬病。 

狂犬病 

狂犬病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一旦發病後，致死率幾乎達 100％，但如能在

動物咬傷後，及時就醫，接受狂犬病暴露後預防接種，可以有效的降低發病的風險。 

(參考資料:衛福部疾管署、Taiwan SPCA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動保小學堂-浣熊篇) 

 

 

 

 

          

         A2牛奶 

A2 牛奶是含 A2 型β-酪蛋白的牛奶，可能解決許多人喝牛奶會出現的腸道不適。 

許多人喝牛奶會引發不適症狀，除了乳糖不耐症之外，也和酪蛋白有關，為了解決此問題，繼無乳糖牛

奶之後，A2 牛奶就此誕生了。 

牛乳所含蛋白質中有三分之一是β酪蛋白，其有多種基因變異，以 A1 及 A2 型為主，而 A1 β-酪蛋白

最為常見。A1 和 A2 型的差別在於第 67 個胺基酸上，分別是 His67 與 Pro67。有研究顯示，當 A1 β-

酪蛋白於人體消化道分解，就會產生β-酪啡肽（beta-casomorphin, BCM-7），結果造成不適症狀如腹痛；

反觀 A2β-酪蛋白，卻不會造成同樣的問題。雖然對此的科學證據還不充足，實際的成效也不是絕對的，

但也有消費者嘗試過證明不會造成不適，買不買單，就看消費者的選擇了。 

左圖是紐西蘭的一家「The a2 Milk Company」出廠的 a2 牛奶（a2 Milk™），該公司利用毛髮檢測 DNA 及

A1β-酪蛋白檢測技術，選育出能產出百分百 A2 牛乳的乳牛，再透過隔離式生產作業，取得純天然無調

整的 A2β-酪蛋白牛奶，不含添加劑和防腐劑，並宣稱絕無基因工程或科技操作。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The a2 Milk Company 官方網站(https://thea2milkcompany.com) 

https://thea2mil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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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校外參訪 

日期 課程名稱 

4/19(三) 動物育種學 

 集合時間地點: 8:20~8:30 大仁公車站(8:30 遊覽車準時出發!!!) 

時間:8:30~17:00 

地點:南聯種豬拍賣場(雲林縣褒忠鄉南聯拍賣場) 、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雲林縣大埤鄉豐田路 57 號) 

4/27(四) 家禽學實習及動物營養學實習課程校外參訪  

 集合時間地點: 8:20~8:30 大仁公車站(8:30 遊覽車準時出發!!!)  

時間:8:30~18:00 

地點: 大洋羽毛股份有限公司+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飼料廠 

4/24(一) 動物產品分析  

 集合時間地點: 8:20~8:30 大仁公車站(8:30 遊覽車準時出發!!!)  

時間:8:30~17:00 

地點:桃園新東陽食品廠、白木屋觀光工廠 

5/6(六) 動物產品加工理論與實務 

 集合時間地點: 9:00~9:30 葡萄王生技公司集合 

時間:9:30~12:00 

地點:葡萄王生技公司 

 

國研院 106年度暑期實習計畫，強力募集各校菁英！ 

加入國研院的暑期實習計畫，不僅能體驗並參與國家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同時有機會接觸晶片系統設計、儀器科技、高

速計算、地震工程、奈米元件、實驗動物科學、太空科技、海洋科技、颱風洪水等領域之研究，歡迎轉知有興趣的同學

朋友們報名參加！ 

實習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實習地點：國研院所屬之各國家實驗室(詳閱網頁) 

實習時段：全職 (週一至週五 9:00~18:00)、周休二日 

實習薪資：大學生 21,420 元/月；碩士生 24,000 元/月；博士生 32,000 元/月 

申請方式：請參閱網頁(http://www.narlabs.org.tw/tw/event/event.php?event_id=315)  

報名收件截止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以 E-mail 寄送日期或郵戳為憑。 

諮詢窗口：陳小姐 Tel: 02-2737-8026 

  

系務專區 

http://www.narlabs.org.tw/tw/event/event.php?event_id=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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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專區 

 

                             財務結算 

 

系學會活動預告 

4 月 17 日~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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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二汪家妤同學當選下任系學會長 

當選感言: 

從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投票，承蒙各家學長姐的垂愛、以及各個好同學及學弟妹的熱情支持下，順利

的當選下一屆的系學會會長。當選會長是一件很令人慶幸也很憂心的事，慶幸的是自己很幸運地有這

個很難得學習成長的機會，卻又擔心自己的能力不足領導整個系學會的運作，不過有班上同學的幫忙，

我有信心能好好的舉辦各種，並盡力去做好會長的本分，扮演好老師和系上同學之間的橋樑角色，做

好溝通及增進老師和同學間的互動；並努力促進動科系同學間的向心力，嘗試創新，讓系學會活動更

具有特色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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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預告 

系上國際交流活動 

 

 

 

 

1. 4/10 大成營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養豬參訪團，由馮副總經理許全帶領六位豬場場長與專業人士

到系上參訪，與主任討論簽署本系學生至馬來西亞豬場暑期實習合約事宜。 

 

系主任與馬來西亞養豬參訪團討論 致贈系旗 

2. 4/26-29 羅玲玲主任赴日本九州大學與鹿兒島大學參訪。 

3. 6/22-6/28 本系移地教學課程「日本畜禽生產概論」開辦，歡迎參加。報名請至楊惠雯助教。 

 

 

 

 中華文文化專題課程講座：風沙三萬里─周寧坤學長  時間：4/18(二) 1500-1700 

地點：大孝柏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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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4/25 (二) 1500-1700 

地點：大恩 411  

 

風沙滾滾四十年  

周寧坤先生 

一位叛逆而又忠誠的系友來為我們講述他的人生經歷 

從大學時期的全力向上到人生成功 

其中經歷了失業、創業、戰爭、離職風潮等等 

但都努力爬起，繼續奮戰到底 

從挫折中學習、加以應用、奔向頂點 

寧坤學長透過經驗與同學們分享人生各階段所遇到的困境與因應的人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