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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獸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第 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壹、開會時間：107年 09月 20日（星期四） 下午 3時 00分       紀錄:許奕晨  

貳、開會地點：鵝肉扁餐廳(雲林縣虎尾鎮大成街 100 號，TEL：05-6312529) 

參、出席人員：陳培中、林坤輝、王志朗、高振庸、王文典、游象墩、駱清波、薛敦元、 

        董孟治、蔡慧玲、翁寶國、許亭文、葉 晴、鄭賢義、李建霖、翁浚岳、 

        陳明遠、鄭文星、林洪德、朱明泉、劉彥杰、陳平和、羅仕杰、蔡鴻吟、 

        羅富國、詹世賢、廖培志、邱培敦、李金井、黃文徹、吳文昌、劉昱汝、 

       （依簽到表順序排列） 

肆、請假人員：譚大倫、王志宏、梁碩麟、許添桓、甘家銘、陳以詮、盧文鴻、馬祥勝、 

       黃詩伊、葉英俊、吳兆宗、陳淵泉、吳子和、何榮心、吳名彬、鄧賢銓、 

        黃約伯、李漢停(同上) 

伍、列席人員：技正石慧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分局長傅學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技士方琮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處長張鴻猷（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課長廖明興（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課長翁嘉伶（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名譽理事長郭丑哲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系老師鄭智嘉 

        顧問黃國青、顧問陳建宏、顧問宋華聰、顧問蔡向榮、顧問廖克明、 

        顧問陳建泉、顧問張河明 

        秘書長李金井、副秘書長黃文徹、副秘書長吳文昌、副秘書長劉昱汝 

陸、主  席：陳理事長 培中、陳常務監事 平和 

柒、長官及來賓致詞：(略) 

捌、報告事項： 

一、 上次(第 7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已於 107.7.9 全聯獸師中字第 1070000336 號函

寄發諒達。 

二、 上次會議決議及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 有關本會向疾病管制署（疾管署）申請各類抗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已依該署規定按季

提報各項抗蛇毒血清製劑貯存及使用數量情形備查。(附件一，P4 - 5) 

三、 由鄭智嘉老師就獸醫助理制度可行性之評估作相關報告 

四、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辦理 107 年第 47 屆獸醫師節慶祝大會之進度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玖、會務報告：  

一、 107年 6月 1日至 107年 9月 5日止共計收文 119件，發文 35件。 

二、 農委會 6月 6日函，將委由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7月 19、20日至本會辦理 106年度

補助計畫實地查核工作。 

三、 理事長 6月 11日出席農委會辦理零撲殺政策後的動物保護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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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事長 6月 12日出席防檢局辦理研商人用藥品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管理事宜之會議。 

五、 理事長 6月 22日出席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辦理研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在高雄市設置動物捐血站

執行獸醫師業務事宜之會議。 

六、 理事長、翁浚岳理事 7月 5日出席防檢局辦理藥師或藥劑生販賣動物用藥品訓練會議。 

七、 理事長、李金井秘書長及秘書處 7月 8日出席桃園市獸醫師公會辦理第 47屆獸醫師節慶祝大

會暨動物防疫檢疫宣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八、 本會 7月 9日行文，本會訂於 7月 16日下午 2時於防檢局 1002會議室召開獸醫助理制度可

行性評估及規劃第一次會議。 

九、 監察院 7月 20日函，「政治獻金法簡介」及「捐贈政治獻金停聽看檢測表」，請轉知所屬會

員。（公告於本會網站） 

十、 理事長 7月 25日出席本會辦理「強化動物保護觀念紮根計畫－動物保護宣導活動」審查會議。 

十一、 防檢局 8月 2日函，為因應國際人用狂犬病疫苗貨源嚴重短缺，確保國內暴露狂犬病毒及

麗沙病毒高風險民眾能獲得完整疫苗接種，疾管署已修訂「疑似狂犬病或麗沙病毒感染動

物抓咬傷臨床處置指引」，請轉知所屬會員。（公告於本會網站） 

十二、 國慶籌備委員會 8月 3日函，敬邀貴單位職員及眷屬參加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7年

國慶大會典禮。(邀請理監事及各縣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 

十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8月 8日函，有關貴會建議以技術人員任用之委任官等獸醫人

員得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任薦任官等訓練取得薦任官等任用資格一案。（函轉林志成醫師

並公告於本會網站） 

十四、 本會 8月 9日行文農委會、防檢局、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各縣市獸醫師公會、各獸醫學

會及各大專院校，辦理 2019年度亞洲獸醫師培訓(TP-FAVΠ)。 

十五、 本會 8月 9日行文，本會訂於 8月 17日下午 2時於慈愛動物醫院台南總院 6樓召開 107

年法制委員會第 2次會議。 

十六、 銓敘部 8月 10日函，關於貴會建議放寬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任用之委任官等獸醫得參加

公務人員晉任薦任官等訓練一案。（函轉林志成醫師並公告於本會網站） 

十七、 理事長 8月 11日出席新北市動保處辦理毛寶貝運動會。 

十八、 理事長、李金井秘書長及秘書處 8月 15日出席本會辦理寵物照顧宣導計畫座談會。 

十九、 監察院監察調查處 8月 16日函，訂於 8月 29日於監察院 4樓第 4會議室辦理貓用狂犬病

疫苗檢驗登記機制、審核標準、執行情形與使用現況問題等情案諮詢會議。(由王文典理

事代表出席) 

二十、 本會 8月 21日行文，本會訂於 107年 9月 20日下午 3時於雲林縣鵝肉扁餐廳召開本會第

七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十一、 防檢局 8月 22日函，有關「畜牧法」修正草案意見。 

 

拾、財務收支報告: 

 ・本會 107年 5月 26日至 9月 5日財務收支情形 (附件二，P6-12) 

    1.本期收入計 1,233 萬 9,255 元整；包含本會 113 萬 1,767 元、政府補助計畫 1,120 萬 7,488

元。 

    2.本期支出計 708萬 7,858元整；包含本會 97萬 408元、政府補助計畫 611萬 7,450元。 

      另上期 107年 5月 25日結存計新台幣 1,829萬 1,613元，107 年 9月 5日結存計新台幣 2,354

萬 3,010元整。 



3 

 

＊本會顧問及理監事贊助款共計 12萬元整(理事長-鄭雲和 2萬、顧問-陳國森 10萬)。 

拾壹、各委員會報告： 
  ・法 制 委 員 會：107年第二次法制委員會會議紀錄，詳如附件。(附件三，P13-18) 

・福利公關委員會： 

・資訊編輯委員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公共關係委員會： 

  ・獸醫醫事審議委員會： 
 

拾貳、討論提案  
案號：第一號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秘書處調整 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追認。

(附件 B，P10) 

說明：詳如案由。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二號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108年 4月 27日至 30日於哥斯大黎加舉辦第 35屆世界獸醫大會(WVA)，本會預計提撥經

費 20萬元補助參加此行會議之部分旅費，提請討論。（附件四，P19-23） 

   說明：詳如案由。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三號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獸醫師法條文修法之全聯會版本修正案，提請討論。(附件三，P13-18) 

說明：詳如案由。 

決議：有關獸醫師法條文修法之全聯會版本修正案修改如下，照案通過。 

 

全聯會建議修正規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四條之二   

   未取得獸醫師證書

者，不得執行第五

條第二項所定獸醫

師業務。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獸醫師指導下

之獸醫、畜牧獸醫

科系學生及畢業生

或經中央主關機關

認可之單位訓練合

格取得證明文件之

獸醫助理協助執行

獸醫師業務者，不

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三十條屬

罰則規定，欠缺義務

規範。又現行條文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三十條但書，

均屬未取得獸醫師證

書者，不得擅自執行

獸醫師業務之例外規

定，為統一規範有關

無獸醫師證書者執行

獸醫師業務之禁止義

務及例外情形，爰增

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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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獸醫佐依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在獸

醫師指導下，協助

執行獸醫師業務。 

三、獸醫佐依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執行診

斷、治療、檢驗及

填發診斷書、處方

之業務。 

  前項第一款獸醫助

理協助獸醫師執行

業務之執行及管理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應自

行訂定收費標準，

應依飼主要求，提

供收費明細表及收

據。 

第二十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收

取診療費用不得

超過規定之標準

，並依動物所有

人或管理人要求

，掣給收費明細

表及收據。 

  前項診療費用標

準，由所在地獸

醫師公會擬訂，

報請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 (市) 主

管 

  機關核備。 

  106/11/03行政院版

獸醫師法部份修文修

正草案中第24條建議

收費標準由地方主管

機關乾網獨斷，統一

定之。但是各縣市生

活水準，消費能力不

一，不同獸醫師對儀

器的投資也不盡相同

，並不會統一價格，

誠如不可能硬性規定

市面上牛肉麵只能賣

70元，車子不分廠牌

都只能賣60萬，宜回

歸市機機制。 

  參考日本、美國、英

國及香港獸醫局作法

，回歸市場機制決定

各動物醫院之收費，

而非由地方主管機關

定之。且若發生相關

爭議，可由本會建議

新增的24條之2設立

獸醫診療審議委員會

來審議調處之。 

第二十四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邀請獸醫

專家成立獸醫診療

審議委員會，任務

如下： 

一、特殊獸醫診療機構

設立或擴充之審議

本條為新增   長期以來獸醫師爭議

事件都不像醫師有醫

事審議委員會，藥師

獎懲委員會介入調查

及鑑定，缺乏專業及

中立客觀的鑑定單位

，宜參酌醫師法第25

條，第25條之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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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獸醫診療收費爭議

之審議。 

三、獸醫診療爭議之調

處。 

四、獸醫停業及廢止執

業執照的裁決。 

五、其他有關獸醫診療

事務之審議。 

 

  臨時獸醫診療審議

委員會委員，應就

不具民意代表身分

之獸醫學，法學專

家、學者及社會人

士遴聘之，其中法

學專家及社會人士

之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25條之2，醫療法99

條，藥師法21條，第

21條之1，第21條之2

之規定，設計獸醫診

療審議委員會。 

 
 

     案號：第四號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關於畜牧處提案欲想刪除畜牧法第九條畜牧場聘請獸醫師修法一案，本會反對 

      刪除第九條說帖詳如附件，提請討論。(附件五，P24-28) 

說明：畜牧法第九條-畜牧場應置獸醫師或有特約獸醫師，負責畜牧場之畜禽衛生管 

      理，遇有家畜、家禽發病率達百分之十以上時，獸醫師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 

      當地主管機關。 

決議：(1)全聯會堅決反對刪除畜牧法第九條條文。 

   (2)由全聯會理事長帶領理監事向畜牧處表達全聯會的立場，並當場提出全聯會 

    版本的說帖。 

 

 拾参、臨時動議 
  案號：第一號案              提案人：石慧美技正        附議人：陳培中理事長  

  案由：民眾反映動物醫院收治住院意見及其他應改善事項如說明，請轉知各獸醫師公會 

     加強對會員之提醒及宣導。 

  說明： 

一、依民眾反映事項摘錄如下： 

  〈一〉動物醫院收治住院動物，夜間休診期間無人照看，動物〈包含剛接受完手術 

  的動物〉於半夜發生病危或死亡。對此飼主表示動物醫院收住院費卻未於住院期間 

  安排人員照看動物，亦未事先告知飼主夜間休診無人在院。 

  〈二〉有動物醫院將動物使用過之剩餘點滴，置換針頭後供其他動物使用，如此該 

  點滴液何時開封，前次使用動物是否染有疾病等，恐有衛生安全疑慮。 

二、動物醫院收治住院動物，應善盡照護醫療之責。夜間休診期間之看照時段及方式應 

  事先向飼主充分說明，並取得飼主確認之同意書，方宜收治住院動物，以避免爭議。 

三、上述民眾反映事項事關獸醫師專業形象，防檢局 107年 09月 14日防檢一字第 

  1071472329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知所轄公會、動物醫院、加強與飼 

  主之說明及溝通。 

  決議：已於 107年 09月 17日函轉各縣市獸醫師公會，請各公會對會員提醒並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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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第二號案              提案人：蔡鴻吟監事        附議人：劉彥杰常務理事 
  案由：由全聯會統一獸醫師執業職章版本，以茲證明之用。 

  說明：由全聯會統一獸醫師執業職章版本並轉發給各縣市獸醫師公會，請各公會協助會 

     員製作。 

  決議：(1)交由秘書處研議，於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相關資訊。 

     (2)照案通過。 

 

 拾肆、散會:下午 6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