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獸醫師公會   函 
                                            

                                 會址：806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228號 

                                 電話：〈07〉7168466 

                                 傳真：〈07〉7169234 

                                  E-mail：kva04@hotmail.com 
 

受文者：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23日 

發文字號：高市獸醫師會昇字第 104023號  

速別：普通 

密等：普通 

附件： 

主旨：本會 104年度 5月份學術研討會通知。 

ㄧ、本會訂於104年5月3日(星期日)PM1:30~PM5:00於高雄85

大樓君鴻酒店41樓星光廳與高雄縣、屏東縣獸醫師公會共同舉

辦『維克2015 獸醫皮膚科研討會暨新品上市發表』，特邀請

Dr. Carmel Taylor 獸醫皮膚專科醫師前來演講，請會員踴躍

報名參加。 

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獸醫師公會聯合主辦，會員免費參加， 

相關資料請閱高雄市獸醫師公會網站。 

 

二、報名請洽高雄市獸醫師公會 電話：〈07〉7168466 鄭秘書  

傳真：〈07〉7169234   E-mail：kva04@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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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 Taylor MVB MRCVS 
     A graduate of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Carmel spent 2 years in the UK before moving 

to Hong Kong in 1992. After some time in general  

practice, she completed further study in dermatology 

, and spent time training with specialists overseas, 

 before establishing a busy dermatology clinic at the SPCA. She now runs 

a private referral service, dealing exclusively with skin and ear problems. 

Carmel has a Certificate in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Education from ong 

Kong University.Carmel is a founder member, and currently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Veterinary Dermatology. She was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Veterinary Dermatology which 

took place in Hong Kong in 2008. She is the Asian representative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Dermatology.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VeterinaryDermatology 

and the British Veterinary Dermatology Study Group.Carmel has lectured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Asian region, as well as in North America. 

Her professional interests include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in domestic 

animals, parasitic infections,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Veterinary 

Medicine. 

 

 



104年 5、6月高雄市獸醫師公會初級麻醉課程 

     

    小動物的麻醉在近幾年無論是臨床應用或學術都有長足的進步，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烏鐸動物醫院 張桂銘院長來指導大家如何更了解麻醉狀態、疼痛控制、如

何在麻醉中急救病患、如何處理麻醉併發症以及液體、氣體麻醉的應用，在課程

中都將深入淺出的敘述。張桂銘 院長系前中興大學的麻醉專科主治醫師，專精在

麻醉醫學。在小動物臨床麻醉實際運用中無人出其右，歡迎大家踴躍報名(限額 30

人含廠商 17位名額)。 

題目: 初級麻醉課程 

講師: 張桂銘 醫師 

上課時間: 104 年 5月 17日、31日及 6月 14 日、28日。 

周日晚上 6: 30 - 9：30 上課、自行報名費用: 10000 元/課程 

上課地點: 85 大樓君鴻酒店 42樓琥珀廳。 

講師簡介: 

張桂銘 醫師 烏鐸動物醫院 院長、 中興大學獸醫系博士班、 

荷蘭烏特列茲大學獸醫麻醉學碩士、中興大學獸醫學學士  

2013 April –June Visiting veterinarian in Section of Anaesthesia, Murdoch University  

Veterinary Hospital,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2011 April –June Visiting veterinarian in Section of Anaesthesia, Murdoch University  

Veterinary Hospital,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2011–2014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in Veterinarian Anaesthesia and critical  

care Australian College of Veterinary Scientists 

高雄市獸醫師公會 104 年小動物麻醉課程表 

2015/05/17 第一次上課 

1.談麻醉死亡率 

2.小動物麻醉藥品與止痛 

2015/05/31 第二次上課 

3.氣麻比較安全？-認識氣體麻醉以及其風險 

4.麻醉機與呼吸器 

2015/06/14 第三次上課 

5.麻醉監控 

6.常見麻醉併發症以及處理 

2015/06/28 第四次上課 

7.局部麻醉 

8.小動物臨床麻醉的迷思 

報名 4月 25日-5月 8日限高雄市獸醫師公會會員、5月 8-15日友會會員 

報名請洽:社團法人高雄市獸醫師公會 鄭秘書 

TEL: 07-7168466  FAX：07-7169234  kva04@hotmail.com 

(日期如有調整將另行通知) 

 

 

 

 



主贊助商中華海洋生技舉辦之 2015國際寵物癌症研討會 說明 

 

一、研討會時間：104年 6月 27日至 28日（星期六至日）上午 08時至 1730時 

 
二、地點及地址：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三、說明：隨著醫療品質及技術的進步，寵物壽命逐漸延長，而寵物老年疾病發

生率也因而提高，其中寵物癌症問題近年來已躍居為寵物死亡之首，而

寵物罹癌年齡也逐年下降，因此寵物癌症診斷、治療及看護，也成為現

今臨床獸醫師必需面對的課題，在正確的方式下，可如同診治慢性病

般，延長罹癌寵物的壽命，並提升飼主及寵物生活品質。 

          寵物與人類狀況一樣，愈早發現癌症，找到治癒方法的機會愈大，藉

由外科手術、化學及放射線治療，都能讓寵物獲得不錯的醫療品質，臨

床上也越來越能夠正確判斷治療時使用的最佳劑量及治療間隔，目前市

面上也有許多新藥及輔療食品可減輕寵物治療時所引發的各種副作

用，而在診治過程中，臨床獸醫師如何與飼主良性溝通，也是極為重要

的課題。 

          本研討會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州/寵物癌症研究中心/波斯特 醫師 及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動物醫院/癌症治療中心/李繼忠主任 蒞臨，藉由兩

位豐富的診療經驗，探討美國及台灣目前寵物癌症現況及各項診治方

式，進而提升台灣寵物癌症臨床治療品質。 

講師介紹： 

波斯特醫師是全美兩百多位小動物腫瘤專科中頗負盛名的專家。波斯特醫師 1983

年以優等生的頭銜從康乃爾大學畢業，1988年從明尼蘇達大學獲得獸醫學位。他

於 1991年從紐約動物醫學中心（animal medical center)完成小動物腫瘤專科訓

練，在 1992年通過美國獸醫學院小動物專科認証。 

波斯特醫師與同儕在犬隻 B細胞與 T細胞淋巴癌研究的貢獻,大幅促進治療的成果

與預後.他ㄧ生致力於小動物臨床腫瘤學，並屢獲學術界與各大臨床機構的好評及

認證。波斯特醫師深切地認為在跨物種臨床腫瘤學的成果不僅讓伴侶動物得益， 

也可幫助人類腫瘤學的進步。 

 

李繼忠 老師，致力於小動物腫瘤疾病治療照顧及相關腫瘤疾病治療方法之研究，

包括腫瘤多重抗藥性之臨床處置及新藥研究、犬隻乳房腫瘤之炎症基因表現、抑

制癌因子藥物在臨床上的影響、淋巴腫瘤之療程及治療功效研究、肥大細胞瘤之

治療功效研究、黑色素瘤之基因治療機轉。李老師曾負責台灣目前唯一的寵物癌

症中心，他發現小動物腫瘤為快速發展之學科，病例數量不斷攀升，已成為小動

物首要的致死疾病。人類影像醫學及腫瘤醫學的突飛猛進亦帶來寵物腫瘤學科之

快速進步，尤其寵物已由家庭附屬成為家族之一份子，對於先進之醫療科技之需

求與日劇增，希望透過研究，增進罹患腫瘤疾病動物之治療成效、減輕疾病痛苦

並減緩畜主之身心影響、提升生活品質。 

報名請洽: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