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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講師介紹、路線指引

訂

線

主旨：本會與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及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訂於 111 年
10 月 02 日(星期日）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 (桃園農工) 第三
會議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144 號) 舉辦 2022-3 學術研討會，
請會員踴躍報名。
說明：
一、 上午場研討會課程表：品質法規 4 學分
時
間
題
目
主 講 者
刷身分證條碼報到
08:40-09:00
09:00-09:45
（第一堂）

獸醫法規與倫理

09:45-10:30
（第二堂）

獸醫法規與倫理

10:30-10:40

休息

10:40-11:25
（第三堂）

獸醫師執業法律風險分析

11:25-12:10
（第四堂）

獸醫師執業法律風險分析

12:10-

防疫檢疫局
動物防疫組
林念農 組長

蘇義淵
法學博士

Q&A

二、 下午場研討會課程表：專業 3 學分
時
間
題
目
13:00-13:30 醫師報到
(請攜帶身分證刷條碼報到)

主

講

者

王尚麟 博士

時

間

題

目

13:30-14:20

貓腸道淋巴瘤和炎症性腸病的鑑別診斷

14:20-14:40

休息時間

14:40-15:25

貓腸道淋巴瘤和炎症性腸病無法確診時
之臨床應對方針及治療

15:25-16:10

臨床案例分享/Q&A Time

16:10~

主

講

者

王尚麟 博士

簽退

五、報名費用:
1. 本會會員及協辦單位會員免費，非會員酌收 500 元，若 111 年之前(含 111 年度）
的會費未繳者恕不接受報名。
2.會費繳款方式:公會辦事處繳納或以匯款方式繳納，戶名：桃園市獸醫師公會，永豐銀
行中壢分行代號:807 帳號：024-018-0012939-9，匯款後請與公會聯絡，以確定完成
繳納。
六、報名方式：要上全天課程，請上午場與下午場均需報名。
1.請使用 google 表單報名，
上午場研討會 google 表單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2f987GSUoftfvakP9
下午場研討會 google 表單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PrtTCVHXkTZqB5Nr7

2.因主辦單位需事先準備，恕不接受其他方式報名，報名截止日為 111 年 9 月 20 日
止，限額 160 位提前額滿即停止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3.未簽到簽退者，該次學分不予採計。實際上課時間未滿 45 分鐘，該堂課不列入計分。
七、防疫規定:
報名參加本活動，因疫情關係請全程配戴口罩，若屢勸不聽者，主辦單位有權可請學員
離開會場，以保障其他學員的健康。
八、 注意事項：
1.本次報名上午場或全天課程提供便當，若臨時無法出席，敬請來電或 E- Mail 告知公
會 TEL:03-3920176，避免影響其他獸醫師上課權益。
2.校內停車位說明：校內停車位有限，建議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正本：本會會員、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北市獸醫師公會、新北市獸醫師公會、新竹市
獸醫師公會、新竹縣獸醫師公會、苗栗縣獸醫師公會

附件一、上午場講師介紹

演講題目：獸醫法規與倫理
與獸醫師有關的法規有哪些?人用抗生素轉供犬貓及
非經濟動物使用之管理機制？國外合法之動物用藥品
國內未進口該如何使用才不會違法？很榮幸邀請到防
檢局林組長來為獸醫師們解答。

講師： 林念農 組長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
動物防疫組組長

演講題目：獸醫師執業法律風險分析
講師： 蘇義淵 法學博士/律師
學歷:
➢ 東吳法律系比較法學組法學學士(LL.B)
➢ 淡江大學商學碩士(MBA)
➢ 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法學碩士(LL.M)
➢ 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法學博士(S.J.D)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經歷:
➢ 2017~2018 美國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者
➢ 2017 國家安全會議(NSC)研究員
➢ 2013~2014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院准教授
➢ 2010~迄今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專家學者
➢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兩岸願景交流基金會法律顧問
上午場報名

獸醫師執業的法律風險有哪些?
獸醫師搶救生命，同時還須負擔法律風險，遇到不付醫藥費的飼主，如何處理?
對於網路上的惡意負評該如何處理? 手術前是否可以先收訂金或保證金? 獸醫
師執業時該注意哪些風險呢？很榮幸邀請到蘇教授為您解答。

附件二、下午場講師介紹
演講題目：貓腸道淋巴瘤和炎症性腸病的鑑別診斷及治療
貓腸道淋巴瘤和炎症性腸病都會引起類似的臨床症狀，在老年貓同為很常見的臨床問題
之一，如何安排必要之檢查，選擇適當的後續治療，以及針對無法確診的病患要如何應對，
皆為本次課程的重點，希望能讓醫師們在處理這些病患時，能夠更加的得心應手。
講師：王尚麟 獸醫師
學歷
➢ 臺灣大學獸醫系博士
➢ 臺灣大學獸醫系研究所臨床碩士
➢ 臺灣大學獸醫系
經歷
➢ 臺灣大學獸醫系助理教授
➢ 臺灣大學附設動物醫院住院部主任
➢ 臺灣大學附設動物醫院急診部總醫師
➢ 臺灣大學附設動物醫院住院部總醫師
➢ 臺灣大學附設動物醫院內科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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