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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說明會出席證明用途

出席證明可使用於以下場合:

1. 申請動物中心門禁磁卡 (線上申請,表上需填寫認證編號)
2. 使用輔大實驗動物中心設施
3. 不可做為申請實驗動物計畫書之佐證資料(非技術或人道

課程)

注意

1.若持有舊式金卡”需”重新上
動物中心說明會課程
2.一位主持人配2張門禁卡

舊



如何取得實驗動物中心說明會出席證明

請專心聽講，於說明會結束後將提供線上立即考核連結(手機
QR code)，請於10/1(㇐)下午5點前考核完畢，通過測驗後將
核發今日出席證明。
(分數以85分為及格，若不及格，需再行測驗至及格)

Pay attention !



實驗動物中心組織架構

台北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 實驗動物中心

飼育與代養 行政與支援 研究與教育

動物籠位管控
動物進駐管控
動物到貨驗收

飼育及服務費用核銷
動物中心使用說明會
實驗動物計畫書申請

生理影像平台
儀器教育訓練
研究技術服務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IACUC)
 動物實驗審核
 飼養環境監督
 人道管理監督

支援ㄧ校三院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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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位置

舊動物房
實驗A棟4樓
(醫技系樓上)

新動物房
醫綜後棟背面
(玻璃帷幕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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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空間配置

 1F/B2F ㇐般飼養區
 小鼠、大鼠、倉鼠
 生理及影像核心設施服務

(限飼養於1F之大小鼠)

 2F SPF飼養區
 小鼠
 免疫缺陷鼠/基因轉殖鼠

 4F中型動物飼養區
 大白兔、天竺鼠、來亨雞、小鼠、大鼠
 動物行為觀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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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SPF環境介紹



2F SPF環境介紹-人員進出

將室外鞋放至
於門口鞋櫃

穿上無塵衣及鞋套，並
帶上頭套口罩和手套

進入Air shower吹塵

請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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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SPF環境介紹-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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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環境介紹



B2F 環境介紹



醫技大樓4F 環境介紹



飼育與代養-進出管制

飼養區 環境控制 人員進入 物品進入 動物
攜出 操作台

2F 
SPF區 無特定病源

全身包覆式
隔離衣

(動物中心供應)
須滅菌 Ｘ Ｏ

1F/B2F
㇐般飼養區 清淨 ㇐般實驗衣

(動物中心供應) 須滅菌 Ｘ Ｏ

4F
行為察觀察區

㇐般 ㇐般實驗衣
(自行準備) 無管制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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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與進駐
實驗動物計畫申請書

(IACUC) 動物中心入室申請 動物訂購與入駐

由計畫主持人申請 線上填寫表單後列印擲回 待通知有籠位後始可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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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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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 至動物中心網頁填寫入室申請表。
2. 請依照表單上的問題依序填寫資料。
3. 聯絡人Email請確實填寫，填寫後的表

單將寄到此信箱。
4. 填寫後提交表單。
5. 聯絡人至信箱收信，將表單印出，請計

畫主持人親簽。
6. 附上動物計畫申請同意書影本後擲回動

物中心。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線上表單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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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列印親簽+附件)

流程:
1. 至動物中心網頁填寫入室申請表。
2. 請依照表單上的問題依序填寫資料。
3. 聯絡人Email請確實填寫，填寫後的表

單將寄到此信箱。
4. 填寫後提交表單。
5. 聯絡人至信箱收信，將表單印出，請計

畫主持人親簽。
6. 附上主委簽核通過之動物計畫申請同意

書影本後擲回動物中心。

印出後請計畫主持人簽章,連同同
意書影本送至動物中心審核(未收
到紙本恕無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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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同意書影本需有
主委簽核通過!!



表㇐: 入室申請表 表二: 實驗內容追蹤紀錄表

主持人親簽並附上主委核可之有效計畫書影本，
擲回動物中心申請入室。

開始進行實驗後供獸醫師不定期追
蹤查核動物狀況。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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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入室申請時，會取得㇐份「實驗動物觀察照護紀錄表」電子檔供列印備用，
於各飼育區域的操作室現場亦提供空白之「實驗動物觀察照護紀錄表」。
填寫後表單請放至於操作室之資料夾。

表三:實驗動物觀察照護紀錄表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二)

資訊請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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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進行實驗操作/犧牲皆須填單，項目含
genotyping(剪尾)、管餵、注射、採血、
手術…等，若為重大手術則需連續觀察3天，
各項紀錄可參考代碼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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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號卡

入室單號



附表㇐: 外購動物入室品質聲明書與檢疫紀錄
非動物中心認可來源的動物(例如:兔、雞和特殊基因轉殖鼠)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三)-特殊需求附表

品質聲明書

兔/雞:連續口服7天磺胺劑

兔/雞：預防性投藥

進行預防性投藥須與獸醫師(#7152)聯絡。
教導口服投予 / 領藥 / 表單填寫

檢疫期為2~3週，獸醫師同意進行實驗
後，方得開始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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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四)-特殊需求附表

待 typing

1. 非供應商可取得之品系，且經IACUC核可繁殖者，須負每月主動回報繁殖狀況與隻數之責。或可於
申請入室時填寫「動物實驗諮詢」表單，將提供線上表單供實驗室填寫備查。

2. 若特殊品系於繁殖中需要進行基因型鑑定(genotyping)，基於現場動物數量管控，試驗人員須於仔
鼠滿三周離乳分籠時，回報動物中心，以取得標示「待typing」之臨時籠號卡，並於基因型鑑定結
果確定後回報最終隻數與籠數，並取得正式籠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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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四)-特殊需求附表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表單(四)-特殊需求附表

兔子體重紀錄
 受限於飼養空間，依照農委會指南，目前中心兔籠空

間所能飼養上限為每隻4公斤。
 每月秤量兔子體重，並紀錄於籠號卡背面。
 若達3次未秤重紀錄，則該批動物須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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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動物狀況通報
1. 發現動物異常事項時，經線上通報

表或以電話聯絡獸醫師/動物中心人
員，並於動物籠上放置照護牌卡
(Help!)，以便動物中心後續處理。

2. 獸醫師/動物中心人員接收通報後，
視情況至現場確認狀況。若需進行
醫療處理，則通知使用者確認後提
供適當之醫療，確保動物生活品質；
若評估為達到早期終止與安樂死條
件，則通知使用者進行處理。

3. 線上填寫通報表單者，獸醫師/動物
中心人員待處理後，於線上回覆診
斷。依通報時間，於㇐般狀況下，
在正常工作天之上班時間48小時內
回覆；於特殊狀況下，在正常工作
天之上班時間24小時內回覆；假日
通報則於下㇐工作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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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注意事項
 飼養掛牌需如實填寫(指導教授需與計畫申請書為同

㇐人)。自行處理飼料或飲水請詳細登記更換日期。
 操作室預約:
操作室預約系統需先申請「儀器預約系統」帳號以便管
理。可於入口處預約電腦或自行連結至研發處動物中心
網頁再進入預約系統。大小鼠操作室不混用，嚴格執行
簽到退管理，若30天內累積3次無故未到， 「儀器預約
系統」帳號將停止預約操作室的權限2週。
 實驗器材攜入:
- 針筒、剪刀、試管、配方飼料等，可噴灑酒精後直接
攜入使用。2F SPF區需先將物品置於傳遞箱。
- 中大型儀器等須先和工作人員協商是否可以攜入，並
於前㇐日12:00前交由工作人員以臭氧消毒8小時後，
方得進入。
- 禁止使用紙箱或舊報紙做為盛裝或鋪設用途。

傳遞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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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籠位不足時，依申請單遞交順序候補；
不接受現有飼養籠位以動物替換方式補位。

 動物數量異動(移出或犧牲)請填寫放置於飼
育室門後的動物進出動物房記錄表。

 動物進駐代養，同㇐計畫每批次以100隻、
飼養期12週為上限，超過者需提出專案說
明。

(研發會議101.10.15修訂通過)

飼育與代養-注意事項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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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屍體處理:
 動物屍體請自行攜至地下二樓之冰箱冰存，並填寫使用登記表。
 嚴禁放入放射性物質，違者依規定提報校方處置，並予以停權處份。
 毒性化學品處置過之動物屍體請確實密封再投入冰箱，以免外洩。
 不得任意丟棄堆放，違者立即通知指導教授並停權㇐個月。

飼育與代養-注意事項

注意

請勿於地下二樓之安樂死區進行任何操作、解剖等
任何實驗動作，此區僅提供安樂死動作以及存放屍
體動作，違者由動物中心進行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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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通知
每月月初計算上個月動
物中心代養費，結算後,
會將代養費繳費單電子
檔放至雲端各老師專屬
資料夾中，並寄發通知
信予需繳費的老師與助
理。

登入權限
各老師資料夾需由動物
中心設定權限，登入權
限後，可由通知信中連
結或由動物中心網頁-
飼育服務-繳費單下載
進入各老師雲端資料夾。

註:僅設定之實驗室成員
有權觀看及下載繳費單

下載繳費單
下載繳費單後，請協助
於出帳後3個月內繳納，
動物中心確認並核銷後，
會將資料夾中該月繳費
單刪除。

實驗室能即時確認各月
帳款是否核銷並避免重
複繳款

飼育與代養-代養費繳納方式-1

29



可由通知信連結進入雲端資料夾中

或由動物中心網頁->飼育服務->點選代養費繳費單(如下圖所示)

飼育與代養-代養費繳納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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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育與代養-代養費繳納方式-3 (新增人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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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E-mail權限

2 查詢E-mail權限

3 進入雲端查詢



列印/下載

飼育與代養-代養費繳納方式-4 (雲端繳費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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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具權限之帳號



飼育與代養-代養費繳納方式-5
 校內計畫報帳:
代養費直接由財務系統<免經請購請款申請>
檢索支付對象：03724606-10
完成簽核作業後，請將<會㇐>印出連同本繳費單送至實驗動物中心辦公室，
繳交時請填寫收件簽收單，本中心會代貼正式收據再送財務處，完成核銷。

 現金繳納:
請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並持繳款收據及繳費單至實驗動物中心核銷。

 轉帳繳款:
請代養費用轉帳至
戶名：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銀行別：永豐銀行三興分行
帳號：14700401000399 

 代養費請於三個月內核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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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育-儀器使用流程

操作訓練

認證考試

權限開通

自行操作使用

自行操作類

申請帳號(共儀/動物中心預約系統)

技術服務類

不需申請權限

上機並領繳費單

確認服務時間

技術人員覆核

老師覆核

每月20日結案繳費

老師覆核

申請權限

不需訓練與認證

憑會㇐領取報告

填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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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育-各類儀器使用權限

儀器種類 申請權限 認證考試 放置地點
活體影像系統(IVIS) ○ ○
小鼠肺功能系統 ○ ○
迴避行為系統 ○ ○
飲食及活動分析系統 ○ ○
八頻道生理監視系統 ○ ○
氣體麻醉機 ○ X
水迷宮 ○ ○
五頻道滾輪系統 ○ ○
24小時行為觀察分析系統 ○ ○
無線生理遙測系統 ○ ○
恐懼制約學習系統 ○ ○

儀器種類 申請權限 認證考試 放置地點
小動物電腦斷層掃描 (micro CT) 參考使用規範 X
小動物核磁共振儀 (aMRI) 參考使用規範 X
生化學分析儀 X X
血液學分析儀 X X
尿液學分析儀 X X
活體影像系統(IVIS XRMS) 參考使用規範 X
密閉櫃式X光照射儀(XCELL140) 參考使用規範 X

自行操作

1F ㇐般飼養區

4F 行為觀察區

技術服務

1F ㇐般飼養區

2F SPF飼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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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育-技術服務收費標準



研究與教育-技術服務收費標準



研究與教育-代養服務收費標準



107年度上學期實驗動物中心課程時間
107學年度上學期 實驗動物中心 說明會及儀器訓練課程 預計開設課程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名稱 報名時間 時間 地點

2018/9/28 實驗動物中心使用說明會 9/20-9-27 13:00–15:00 16F演講廳

2018/10/11 小動物磁振造影(7T aMRI)技術服務說明會 10/3-10/10 9:00-10:00 15F第一會議室

2018/10/11 小動物電腦斷層掃描(Micro CT) 技術服務說明會 10/3-10/10 10:00-11:00 15F第一會議室

2018/10/26 密閉櫃式X光照射儀說明會 10/18-10/25 14:00-15:00 15F第二會議室

2018/10/26 IVIS XRMS 儀器說明會 10/18-10/25 15:00-16:00 15F第二會議室

2018/11/1 Prospect小動物超音波_原理與應用 10/24-10/31 10:00-12:00 15F第二會議室

2018/11/1 Prospect小動物超音波_實機操作課程 10/24-10/31 14:00-16:00
LAC 2F SPF

ROOM

2018/11/8 小動物生理分析技術服務說明會 11/1-11/8 10:00-12:00 15F第二會議室

2018/11/22 IVIS 200 儀器訓練課程_原理與應用 11/14-11/21 10:00-12:00 15F第二會議室

2018/11/22 IVIS 200 儀器訓練課程_實機操作課程 11/14-11/21 14:00-16:00 LAC IVIS ROOM

2018/12/10 恐懼制約學習系統 12/3-12/7 10:00-12:00 15F第一會議室

2018/12 自動化動物行為追蹤軟體訓練課程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訓練課程 未定 未定 未定



違規案例與處理

1. 利用他人帳號預約使用儀器。
2. 未經同意私自使用儀器非開放時段。
3. 未經同意私自開啟儀器使用。
4. 未經同意私自帶走動物中心儀器。
5. 私自帶非動物中心飼養動物進入操作儀器。
6. 於飼養室操作動物實驗。
7. 進入SPF飼養區域未依規定穿戴防護衣。
8. 違反以上事項將視為重大違規，將立即停權並通知

指導老師，請同學勿以身試法，危害自身及他人權
益。



違規案例



請於10/1(㇐)下午5點前考核完畢，通過測驗後，
將於10/5前以E-mail頒發出席證書。
(分數以85分為及格，若不及格，需再行測驗至及格)

or 動物中心首頁之考核連結
http://lac1.tmu.edu.tw/手機掃瞄QR code立刻作答

說明會考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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