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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八屆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第 5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 2 會議室 

參、主席：顏召集委員昌瑞                               記錄：王琬雯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直接進入報告事項。 

陸、上次會議執行報告： 

案由 決議 執行方案及預期成果 

審查動物使用申請表案

件 NPUST-105-013 至

NPUST-105-018，共計 6

件，提請 討論。 

所有案件經委員討論及表

決後，由 IACUC 辦公室

整理意見後將審查結果於

5 日之內送交給各申請

者。 

NPUST-105-013 核准通過 

NPSUT-105-014 有條件通過 

NPUST-105-015 修正後通過 

NPUST-105-016 撤案 

NPUST-105-017 撤案 

NPUST-105-018 複審中 

有關於本校動物疾病診

斷中心設施內非指定動

物飼養空間之使用定

義，提請 討論。 

緩議。由實驗動物中心協

助草擬非指定飼養空間之

規範後，送交下次

IACUC 會議討論。 

飼養空間使用規範應交由各

設施自行設定，IACUC 後

續監督使用飼養空間是否符

合動物福利要點。 

本校申請實驗動物設施

國際認證申請書(PD)進

度案，提請討論。 

委員應於七日內將 PD 內

容中欲修改之建議 E-Mail

至 IACUC 秘書，若無回

應則視為委員同意 PD 內

之撰寫內容。 

PD 已於 3 月 29 日寄出，認

證單位預計於 6 月 15-16 日

期間到校訪查。請各位委員

保留上述時段參與出席。 

參與國際認證各實驗動

物設施 SOP 備查，提請 

討論。 

所有動物設施 SOP 經

IACUC 同意後放置副本

於 IACUC 辦公室備查。 

各設施 SOP 若有更動，需

事前送交 IACUC 審議始可

實施 



第 2頁；共 7頁 

關於動物使用申請表動

物飼養場所於校外設施

之審核辦法確認，提請 

討論。 

委由吳委員錫勳協助訂出

屏科大動物科學應用於校

外場所之監督規範，並於

制定完成後發文及公告於

實驗動物中心網頁。 

相關辦法已制定完成，並送

交第 5 次 IACUC 會議討論

後公告執行。 

 

有關動物使用申請表及

動物人道管理訓練課程

收費一事，提請 討論。 

校內研究計畫案每件收取

1000 元，若為教學訓練案

件則每件 200 元。IACUC

委由實驗動物中心開設帳

號代為收取。訓練課程校

內學生 200 元，校內非學

生人士 500 元，校外人士

1000 元，IACUC 成員由

學校支付。 

實驗動物中心依據核可之簽

呈設立相關收費帳號， 

並於 5 月 1 日起開始收費。 

5 月 14 日舉行之管理課程已

收費，所有費用都入校務基

金。 

柒、報告事項： 

  一、設施查核結果：本校 AAALAC 認證複查將在今年展開，為了解目前已通過

的動物設施及本次新申請的動物設施之狀況，於 105 年 5 月 12、13 日邀請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張維正博士及吳建男副管理師前來協助，針對設施作模

擬查核並於會中報告，供 IACUC 委員了解現況。 

  二、本次 PAM 主要以實驗動物申請表的審查為主，分別為 105 年 3 月份 28 件

及 4 月份 1 件。 

  三、本次辦理人道管理訓練課程結果：於 105 年 5 月 14 日辦理，本次報名 95

人，報名完成 77 人，到場上課人數及考試 71 人(校外 2 人，IACUC 成員 2

人，校內非學生 7 人，校內學生 60 人) 

  四、上述相關資訊皆已公告於實驗動物中心網頁上 http://lac.npust.edu.tw ，

IACUC 委員可自行上網查詢。 

 

 

http://lac.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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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審查動物使用申請表案件 NPUST-105-019 至 NPUST-105-035，共計 17

件，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審查流程，動物使用申請表已先行依據項目寄給指定委員審查，請

各指定委員於會議中報告審查結果。 

擬辦：請各位委員報告結果後，由出席委員表決後將結果由 IACUC 辦公室送

至各申請者。 

決議：所有案件經委員討論及表決後，由 IACUC 辦公室整理意見後將審查結

果於 5 日之內送交給各申請者。 

提案二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動物使用申請表複審回覆時間與次數。 

說明：目前因未制定動物使用申請表複審時間，部分案件直至隔次動物申請表

審查會議召開時仍未完成，造成審查流程冗長，人力的浪費及委員的不

便。 

擬辦：申請表若於審查會議兩次審查(每次審查需於 3 天內回覆)之內沒有完成

審查委員要求修改的回覆意見，則該份申請表視同未完成審查，請申請

人重新送件。 請委員討論後表決執行。 

決議：建議動物使用申請表審查委員審查完後有意見先給予申請人修正 7 天內

回覆，無回覆者視同放棄，請下次再重新提出申請，審查會議日期延後

一個禮拜。 

提案三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關於動物使用申請表動物飼養場所於校外設施之審核辦法確認，提請討

論。 

說明：本校使用者欲使用校外動物設施作為動物飼養及科學應用的場所，依

動物保護法 精神，本校 IACUC 應負起設施監督的義務。故訂定本審

查辦法(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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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各位委員討論後通過並公告實施 

決議：增列第 5 條本辦法經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修改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動物設施內自行設置飼養設施使用許可，提請 討論 

說明：本次查核中發現數項 PI 自行設立之飼養裝置，共計有兩生爬行動物房 2

件，家禽設施 1 件(如附件 2)。 

擬辦：請委員討論後決定使否給予許可使用 

決議：圖 1.提出動物使用修正申請表，列出動物飼養於生長箱內；圖 2.禁止使

用，請移除；圖 3.禁止使用，請移除。 

提案五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本校動物照護相關政策檢討週期設定，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動物照護政策，包括許可動物實驗種類，動物豐富化策略，許可

圈養物種，動物使用申請表內容等應定期檢討，需制定期限後定期討

論。 

擬辦：建議固定每年針對上述相關政策做出討論修改，修改後並公告。 

決議：每一年定期檢討一次。 

 

捌、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無 

玖、臨時動議： 

案由：五月十二日設施查核時，於正壓動物設施內發現兩架 IVC 內動物狀況及飼

養密度超出本校許可的飼養規定同時也違反實驗動物指南內所訂定之飼養標準。經

首席獸醫及正壓設施負責人勘查後，做出以下處理： 

1. 該實驗計畫立即中止，相關動物依據人道處理原則處理。 

2. 該使用者須立即搬離正壓動物設施，並禁止該使用者於一年內不得再申請使用

正壓動物設施。 

3. 相關決議送交 IACUC 備查及討論。 



第 5頁；共 7頁 

決議：依首席獸醫及設施負責人決議處理，若該使用者再有違反規定情形者，由

IACUC 決議後請召委提請教評會處理。 

拾、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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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外動物設施使用審查辦法 

                       105 年 05 月 17 日第八屆第五次 IACUC 會議討論 

本校使用者欲使用校外動物設施作為動物飼養及科學應用的場所，依動物保護法精神，本校

IACUC 應負起設施監督的義務。故訂定本審查辦法： 

1. 使用申請條件： 

使用者進行動物使用時應優先使用校內動物照護與使用委員會認可之合格動物設施進行

科學應用。如欲使用校內已可提供動物物種使用的校外設施，請於填寫動物使用申請表

時說明使用之原因。 

2. 設施分類：依動物物種及研究目的分為兩類： 

2.1 實驗動物設施：凡圈養及使用動物種類非為經濟性動物如家禽、家畜及水產養殖動

物或野生動物者，其設施為實驗動物設施。若校外設施圈養為經濟型動物且實驗內

容涉及到生物醫學研究，其設施仍為實驗動物設施。 

2.2 現場試驗設施：凡動物種類為經濟型動物且執行研究目的為取得動物於現場飼養狀

況時所得取之資料者，為現場試驗設施。 

3. 應具備文件： 

3.1 實驗動物設施：若於校外實驗動物設施進行動物飼養與實驗者，請附上該單位之

IACUC 審查證明文件。如申請案中無在本校使用動物者，請使用者於該設施申請動

物使用申請。 

3.2 現場試驗設施：動物使用及飼養設施應以官方認可之合法養殖處所為優先考量，如

無法覓得合法立案之養殖處所亦請說明其原因。 

3.2.1 合法養殖處所：係指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等官方證

明者，申請時請檢附證書影本供 IACUC 審查委員核對飼養動物品項與申請書

記載是否相符合。 

3.2.2 現場狀況提供：申請人應提供足以評估動物飼養場所現況是否符合動物福祉之

相關照片及影片(附文字說明)供委員審查。 

4. 監督及後續追蹤： 

使用者於校外進行動物使用利用仍須配合本校 IACUC 委員會核准後監督(PAM)機制。本

校 IACUC 委員視狀況得至使用場所進行相關查訪。 

 

5. 本辦法經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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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生爬行動物房-生物科技系蔡添順老師 

 

 

 

 

 

 

 

 

 

 

 

 

 

 

 

 

 

試驗雞舍-動物科學與畜產系余祺老師 

 

 

 

 

 

附件 2 

圖 1. 圖 2. 

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