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13 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八屆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第 1 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壹、時間：10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貳、地點：本校生物科技系 3 樓會議室(BT303) 

參、主席：許委員岩得                記錄：王琬雯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依據財團法人台灣優良產品發展協會函將於 104 年 8 月 28 日(五)上午 10：

30 至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查核，敬請各委員出席協助配合相關查

核作業。 

     (一)本年度查核重點針對犬、貓、猿猴，以及 103 年度查核結果中需改善事項

(如附件 1)為主，已轉知各動物設施負責人針對各項缺失進行改善(如附

件 2)。 

     (二)已通知各動物設施負責人，加強環境維護乾淨及 SOP 相關資料備妥以利

查核。 

 

二、本校第八屆 IACUC 委員會審查「動物實驗申請表」案件數量統計。 

 (一)本校第八屆 104 年度 IACUC 委員會審查件數至目前為止，詳如下表： 

                        資料統日截止日：104 年 08 月 10 日 

 

三、有關本校 IACUC 委員會針對校內實驗動物飼養設施進行上半年內部查核結

果。 

(一)每半年例行性校內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查核工作，已於今年 8 月份完成。 

年度 申請件數 審核通過 審核中 不通過  

104 年 1 月 1 日

至 8 月 10 日止 
46 件 36 件 9 件 1 件(取消) 



第 2 頁；共 13 頁 

(二)上半年校內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查核結果如下表： 

 

序號 動物房舍地點 建議改善事項 

1 

獸醫學系 

(水生動物飼養隔離

系統設施、大動物教

學設施、動物試驗

舍、家禽隔離設施) 

水生動物飼養隔離系統設施： 

1. 現場有少許蟑螂屍體，應改善害蟲防治措施。 

2. 部分燈管損壞，請改善。 

動物試驗舍： 

1.8 號房風扇噪音太大 

2.照明線路有問題須改善 

3.少部分區域漏水 

4.入口處無氣浴區 

5.入口處無緩衝區 

6.無排水處理系統 

7.如需飼養小鼠或是其他動物須申請認證 

 

2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試驗雞舍) 

1. 動物欄位前要有辨別卡(包括實驗名稱與期限)。 

2. 動物進出與死亡記錄。 

3. 獸醫師巡房記錄。 

4. 動物購買證明。 

5. 確定飼料保存日期。 

3 

生物科技系 

（兩生爬行動物室、 

BT106 水生實驗動物

房、實驗動物操作技

術實習教室） 

兩生爬行動物室： 

1.建議取得動物生物安全等級鄭證明。 

2.建議有獸醫師巡房監測動物健康。 

3.管制用藥品應有使用記錄。 

BT106 水生實驗動物房： 

1.未來宜加裝備用電源(含不斷電系統)設備 

2.水質測量頻率及穩定度宜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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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麻醉藥品的使用與管理宜建立使用記錄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實習教室： 

1.大小鼠房內溫度計數值與電腦監測數值不一，

需確認是否應校正。 

2.部分鼠籠上未標記 IACUC 通過編號 

3.部分設施沾有粉塵未清。 

4.建議鼠籠標示牌規格統一。 

5.部分人員進出表及實驗動物申請表應有正(副)

本留在動物房備查。 

4 
水產養殖系 

（水產實驗動物房） 

1. 實驗動物管理訓練合格證書即將過期，建議負

責人繼續接受訓練課程，更新合格證書。 

2. 建議建立人員健檢 SOP。 

3. 請更新壽醫師巡房記錄。 

4. 請建立檢疫 SOP。 

5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正壓與負壓動物試

驗室） 

1.建議至環安衛中心取得實驗室等級，相關證明

文件。 

2. 建議麻醉藥品或管制藥品需建立取得記錄表。 

3. 建議實驗動物進入動物舍，應檢附實驗動物來

源證明文件備查。 

4. 實驗動物豬舍地面常常有積水、排水孔阻塞情

形，導致實驗動物舍氣味不佳，建議改善排水

系統。 

5. 多處地方燈管不亮，建議盡快完成修繕。 

6. 建議豬舍內放置環境豐富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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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 104 年 8 月 8 日蘇迪勒颱風造成各實驗動物設施受損情況。 

  (一)蘇迪勒颱風為中颱風雨劇烈各地災情不斷，於 104 年 8 月 10 日詢問過後

各動物設施均無大礙，受到影響設施如下表： 

 

設施名稱 損壞情形 備註 

生物科技系-實驗動物

操作技術實習教室 

大鼠房損壞空調 已完成修復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正、負壓動物試驗室 

正壓污物走道漏水 已清潔乾淨，

並告知廠商進

行檢修 

 

五、本屆新任 IACUC 委員名單已呈報農委會備查。 

六、新任 IACUC 委員教育訓練，將於 9 月開學後舉辦。 

 

陸、上次會議執行報告： 

案由 決議 執行方案及預期成果 

生物科技系蔡添順老師

提出動物實驗申請表：

NPUST-104-022 案件，提

請 討論。 

請修正動物實驗申請表

第十八項使用生物性材

料於動物實驗，請勾選

「Yes」，修正完畢後，核

准通過。 

核准通過。 

生物科技系蔡添順老師

提出動物實驗申請表：

NPUST-104-024 案件，提

請 討論。 

請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審

查該設施是否可以飼養

毒蛇？如果可以飼養的

話，則本委員會（IACUC）

進行動物實驗申請表的

審查。 

一、 轉提案至環安衛

中心生物安全委

員會討論是否協

助審查設施，生

物安全委員會

(10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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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決議「撤

案」。 

二、 經 IACUC 召集人

顏副校長同意該

案進行審查，補

實質審查。 

新設立動物設施複查結

果，提請 討論。 

一、通過胡紹揚老師提出

申請設立 BT106 水生實

驗動物房。 

二、陳與國老師及施玟玲

老師當面說明不設立動

物設施。 

照案執行。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有關本屆委員會任務編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有關本校 IACUC 委員會主要工作項目，臚列並說明於下： 

 

序號 指派工作項目 說明 推薦委員 備註 

1 
動物實驗申請表審

查工作 

(1)本校凡需進行動物實驗者，申

請人均需填寫動物實驗申請

表，送委員會審查，委員依現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實驗

計畫書審核小組設置及審查辦

法」規定辦理。 

曾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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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項工作是否指定一位委員擔

任總負責人，分為指定審查與一

般審查，指定審查為指定二名委

員審查，而一般審查為各委員自

由表示意見。各委員以輪流方式

審查動物實驗申請表，並建議以

編號方式代替現行委員簽名方

式，以更公平、公正及客觀方式

審查動物實驗申請表。 

2 
實驗動物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工作 

(1)針對本校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

用之教師、研究人員、助理及

學生，定期或不定期辦理實驗

動物之照護、操作、使用等教

育訓練課程。 

(2)本項工作是否指定一位委員擔

任負責人，由該負責人設計規

劃系列課程，並訂定年度課程

計劃。 

林鈺鴻 

吳錫勳 
 

3 
本校實驗動物設施

內部查核工作 

(1)各機構實驗動物設施依現行農

委會規定應每半年定期查核實

驗動物設施 1 次。而 AAALAC

認證亦有相同規定，以確保實

驗動物飼養環境符合動物福

祉。 

(2)本項工作是否指定一位委員擔

任負責人，由該負責人排定本

校實驗動物設施查核時程及工

余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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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填報查核總表列為監督

報告，將查核結果提供予召集

委員及校長知悉。 

(3)今年應完成上半年的內部查核

記錄工作。 

4 獸醫師巡房工作 

(1)為確保實驗動物於實驗進行期

間健康狀態，確認照養及操作

步驟符合動物福祉，減少動物

痛苦，獸醫師需定時或不定期

進行校內各動物設施進行巡房

工作。 

(2)本項工作是否指定一位具獸醫

師資格委員擔任負責人，由該

負責人排定實驗動物房巡視工

作，並建立各動物房定期回報

機制，以利適時提供醫療或照

護技術服務。 

邱明堂 

吳弘毅 
 

5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

康檢查 

(1)為確保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

人員之安全，需定期進行設施

安全審查與人員健康檢查。 

(2)本項工作是否指定一位委員擔

任負責人，以規劃本校各實驗

動物設施之工作場所安全與人

員健康監護措施。 

莊國賓  

6 
協助 PD 檢討與整

合工作 

負責各動物設施 PD 匯整及內容

更新。 
蔡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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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驗審核後之監督

計畫(PAM) 

每年 2、4、8、10 月份與獸醫師進

行 PAM 工作。 
許岩得  

 

決議：確定名單如下表所示： 

序號 指派工作項目 確定委員 

1 動物實驗申請表審查工作 曾美珍 

2 實驗動物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工作 
林鈺鴻 

吳錫勳 

3 本校實驗動物設施內部查核工作 余祺 

4 獸醫師巡房工作 
邱明堂 

吳弘毅 

5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檢查 莊國賓 

6 協助 PD 檢討與整合工作 
蔡清恩 

許岩得 

7 實驗審核後之監督計畫(PAM) 許岩得 

 

提案二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有關本校動物實驗申請表單修改為電子化，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便利本校動物實驗申請表填寫，擬規劃以線上填寫並繳交送出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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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線上動物實驗申請表範例將參考國防醫學院動物使用申請表模式(如

附件 3，將以電子檔呈現)。 

決議： 

  一、動物實驗申請表電子版確定可以開始使用後，建議辦理一場全校性說明

會。 

  二、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修改 IACUC 設置辦法，增列違規飼養或進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人員懲處

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近期來有師生反應，校內有少數從事實驗動物研究之單位，將動物飼養

於未經本校 IACUC 認可之實驗動物飼養設施中進行實驗。 

二、 參考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 本委

員會發現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反動物保護法及本要點相關

規定時，得要求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

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高雄市主管機關依動物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三、 修正內容如下：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辦法依「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本辦法依「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六條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

實驗計畫書審核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依本

校「實驗動物管理小組

第二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

實驗計畫書審核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依本校

「實驗動物管理小組設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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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辦法」第二條規

定，辦理審核本校「動

物實驗」之教學與研究

計畫中有關動物實驗之

管理與操作程序。 

 

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辦

理審核本校「動物實驗」

之教學與研究計畫中有

關動物實驗之管理與操

作程序。 

 

第三條：本小組成員由本校「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擔任之。委員聘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 

 

第三條：本小組成員由本校「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擔任之。委員聘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 

 

未修正 

第四條：本小組置召集委員一

人，綜理小組事務，由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召集委員兼任

之，置執行祕書一人，

由本校「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執行祕

書兼任之。 

 

第五條：本小組將所遇問題提交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討論，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

集委員負責召集開會及

擔任主席，會議應有全

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通過始得決議。 

 

第四條：本小組置召集委員一

人，綜理小組事務，由「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召集委員兼任之，置

執行祕書一人，由本校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執行祕書兼任

之。 

 

第五條：本小組將所遇問題提交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討論，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委

員負責召集開會及擔任

主席，會議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出

席委員過半數通過始得

決議。 

 

未修正 

第六條：實驗動物使用許可審查

程序如下： 

  一、每件申請案由召集委員指

定二位委員為審查委員，

就其計畫書申請資料進行

審查，並書寫審查意見後

交回小組。若有需要改善

時，由小組先將意見交給

申請人，供其參考修正或

答覆。 

  二、有重大爭議者得提本校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第六條：實驗動物使用許可審查

程序如下： 

     一、每件申請案由召集委員

指定二位委員為審查委

員，就其計畫書申請資

料進行審查，並書寫審

查意見後交回小組。若

有需要改善時，由小組

先將意見交給申請人，

供其參考修正或答覆。 

     二、有重大爭議者得提本校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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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會議討論之。 

  三、審查通過之案件由本校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存查，並由本校「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召集委員簽名並通知

申請人。 

  四、外聘委員列入委託審查工

作，審查費用每件 500 元，

比照審查流程時間：初審

為 7 天，複審為 3 天，審

查的件數每 2 個月一件為

原則。 

 

委員會」會議討論之。 

        三、審查通過之案件由本校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存查，並由本

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召集委員簽

名並通知申請人。 

        四、外聘委員列入委託審查

工作，審查費用每件 500

元，比照審查流程時

間：初審為 7 天，複審

為 3 天，審查的件數每 2

個月一件為原則。 

 

第七條：本委員會發現本校進行

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違反動物保護法及本要

點相關規定時，得要求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終止其實驗動

物進行；情節重大者，

將停止其從事實驗動物

使用權一至三年，或提

送教育教師評議委員會

討論。 

 增列條

文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

第八條 

 

決議： 

  一、增列 IACUC 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六、七款：(參考農委會) 

        第二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並推動本校實驗動物使用之管理及作業程序。 

            二、審查本校使用實驗動物之教學與研究計畫。 

            三、定期訪視並檢查本校各實驗動物相關設施及實驗動物使用狀況。 

            四、研礙並推動使用與管理實驗動物相關人員之訓練與考核。 

           五、其他有關本校「實驗動物使用與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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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受理本校違反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七、本校使用犬、貓、猿猴進行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

等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列為監督報告之附件。 

    二、建議 IACUC 審查辦法不需增列。 

 

提案四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實驗動物設施尚未取得 AAALAC 認證之設施申請加入 2016 年 AAALAC

認證審查作業，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IACUC 第七屆第 8 次會議決議。 

二、 目前 4 個實驗動物設施尚未取得 AAALAC 認證如附表。 

三、 推薦委員輔導協助各新設立實驗動物設施參加，下年度AAALAC認證，

如下表： 

 

設施名稱 

 (英文名稱) 

動物飼養面積 

(平方公尺) 
動物種類 系所負責人 諮詢委員 

兩生爬行動物室 68.6 兩生動物(蛙

類)及爬行動

物(蛇類, 蜥

蜴類等) 

生物科技系

蔡添順老師 

余祺 

吳錫勳 

實驗動物操作技

術實習教室 

90.08 大鼠、小鼠 生物科技系

顏嘉宏老師 

莊國賓 

吳弘毅 

BT106 水生實驗

動物房 

29.11 魚類 生物科技系

胡紹揚老師 

曾美珍 

許岩得 

動物試驗舍 104.5 小鼠、仔豬、

鴨、羊 

動物疫苗研

究所朱純燕

老師(管理

蔡清恩 

邱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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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決議： 

    一、請 4 個實驗動物設施負責人於本(104)年底前備妥相關文件(災害、空調、

飼養管理)。 

    二、實驗動物設施單位如欲申請加入 AAALAC 認證作業，亦請於年底前提出。 

 

捌、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無。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