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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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記錄 
壹、時間：10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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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入議程。 

陸、上次會議執行報告： 

案由 決議 執行方案及預期成果 

動物實驗申請表審查辦

法(草案)，提請 討論。 

建議修正審查動物實

驗申請表會議召開日

期後通過。 

修正後，照案執行。 

違反動物福利檢舉流程

重新修訂，提請 討論。 

修改現行動物福利檢舉

流程及須知 

修改後，已請各設施負

責人張貼於動物設施

門口處。 

違反動物福利投訴案 2

件，提請 討論。 

一、以後有不具名皆不

受理。 

二、其餘須知請參照新

公布之違反動物福利檢

舉流程辦理。 

1. 已公告於實驗動物

中心網頁。 

2. 於校園搶先報公布。 

3. 各動物設施張貼公

告 

動物使用申請表審查同

意書修正，提請 討論。 

請委員會審查後照附件

內容通過實施 

1. 已修改更新動物使

用申請表並上網公

告 

有關實驗動物申請表於

104 年 6 月至 104 年 12

月提出案件重新決議，提

請 討論。 

所有委員表決後通過 1 依提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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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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3 至 NPUST-105-018，共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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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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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依據動物疾病診斷中心簽呈(第 1056500099 號)，如附件一。 

二、 動物飼養空間乃需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之認可。 

三、 部份校內教師向本中心申請非指定動物飼養空間飼養動物進行科學應

用。該狀況是否合於 IACUC 之飼養空間管理。 

擬辦：請委員討論定義非指定飼養空間之用途後，由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訂定納入

管理辦法後公告實施。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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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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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校 PD 內容以委請外部顧問協助整合完畢並已於開會前以附件寄送至

各委員審閱。並於會議中討論是否有任何需更改的問題。 

擬辦：請委員們提出問題後討論並決議同意 PD 報告之送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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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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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                                             提案人：許委員岩得   

案由：參與國際認證各實驗動物設施 SOP 備查，提請 討論。 

說明：會場將準備各實驗動物設施 SOP，如有需請現場可翻閱。 

擬辦：將 SOP 備查於 IACUC。 

決議：所有動物設施 SOP 放置副本於 IACUC 辦公室備查 

提案五                                              提案人：吳委員弘毅   

案由：關於動物使用申請表動物飼養場所於校外設施之動物福利確認，提請 討

論。 

說明：動物使用申請表，活體動物實驗操作場所為校外場所。依據 AAALAC 規定，

動物飼養於非 AAALAC 認證之場所時，IACUC 應視察其場所確認其條件

規範符合需求。 

擬辦：建議訂出使用者於校外場所進行科學應用時的規範及監督方法。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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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提案人：吳委員弘毅   

案由：有關動物使用申請表收費一事，提請 討論。 

說明：目前本校動物使用申請表為免收費用申請，然自 2015 年以來，申請案件

增加且部分案件於申請通過後並未執行且未主動通知 IACUC 辦公室。導

致後續 IACUC 人員工作時間及工作量增加。因應使用者付費概念及參照

其他學校及機構的模式，建議訂定申請收費辦法。  

擬辦：建議每件費用收取 500 元之申請費用。教學訓練案件每件 200 元。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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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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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無 

玖、臨時動議： 

曾委員美珍提出有關校內老師反應對於 IACUC 在校內編制之疑問，經討論後顏召

集人昌瑞表示 IACUC 成立是基於動物保護法中對於科學應用機構之強制要求，過

去雖有行政會議通過，但仍有模糊之地帶。將於下次校務會議提案將 IACUC 納入

校內組織章程。 

許委員岩得提案討論人道動物使用訓練課程是否要收費一事提請討論，經討論後決

議同意收費。訂定標準為 1)校內學生：200 元，2)校內非學生(所有校內正式，約聘

及計畫人員)：500 元，3)校外人士：1000 元。若本 IACUC 委員參加課程，其費用

由動物中心支付。實施日期自本學期人道動物訓練課程開始。 

 

拾、散會：12：30 



簽 105 年 2 月 17 日

於 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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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核示。

說明：

一、 動物飼養空間乃需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之認

可。

二、 部份校內教師向本中心申請非指定動物飼養空間進行實驗

動物科學應用。裝

訂

線

檔 號：000415/1
保存年限：10

會辦單位：實驗動物中心 
決行層級：二層決行
承辦單位：獸醫學院 決行

1056500099
第1頁 共1頁



公文文號：1056500099
識別號：105FE00200~公文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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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示。

單位 姓名 意見 辦理日期 職
章

1 獸醫學院
動物疾病
診斷中心

林昭男中心主任 105/02/17
14:43:09（承辦）

2 獸醫學院
動物疾病
診斷中心

陳瑞雄系主任 105/02/17
17:08:48（核示）

3 獸醫學院 陳石柱院長 105/02/18
10:30:31（核示）

4 實驗動物
中心

王琬雯行政助理 105/02/18
14:13:03（會辦）

5 實驗動物
中心
行政組

王琬雯行政助理 105/02/18
16:36:57（會辦）

6 實驗動物
中心

許岩得教授 擬請IACUC討論。 105/02/18
16:39:49（會辦）

7 獸醫學院
動物疾病
診斷中心

林昭男中心主任 105/02/24
16:04:46（承辦）

8 行政副校
長室

段兆麟行政副校長 105/02/26
11:32:34（核示）

9 秘書室 陳桂琴秘書 105/02/26
14:25:10（核示）

10 秘書室 葉桂君主任祕書
如實驗動物中心主任擬

105/02/29
16:14:31（決行）

11 獸醫學院
動物疫苗
科技研究
所

徐筱瑩行政助理 105/03/03
10:55:27（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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