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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理事長的新年新希望】

本人於今年五月經各位理事推選為中華民國解剖學
學會第七屆理事長，除深感榮幸此外，為了提供解
剖學之研究水準，希望大家在每年年會時踴躍投
稿，鼓勵研究生外，更覺得任致重遠。解剖學學會
成立，至今已十二年，回顧這些年來，本會在所有
會員的支持與全體理監事的努力下，使得本會得以延續及成長，目前會員約達250人左
右。為求解剖學專有名詞的中文譯名能統一化，本會於民國八十七年出版解剖詞彙，
希望大家能推廣運用並提供寶貴意見。目前，本會更著手籌畫組織學及胚胎學辭彙之
編纂工作，希望大家能共同努力，早日完成該辭彙，參加論文比賽，以達到互相交流
之目的。值此千禧歲末，期待本會經新任理監事及各教育委員的群策群力及全體會員
協同努力下，在教育、研究及各方面，皆能稟承良好的傳承，不斷的進步與創新，共
同開創解剖學會的新世紀。
另由各主委自薦委員2-3人，經協調後由
歐陽品及周逸鵬理事擔任學術委員，吳慶
祥、簡基憲及鄭授德理事擔任資審委員，
王順德及曾國藩理事擔任出版委員，黃華
民及劉江川理事擔任公關委員，王長君、
王淑美、鄭授德、鄭敏雄、曾昌衍、沈清
良、劉紹東、古宏海及馮琮涵理事擔任教
育委員。
【財務狀況】
上屆結餘移交金額為36萬8千6百1拾3
點5元整（包括第十五屆生醫年會會後補
助7萬零7百4拾元整）。
【工作進展】
〈一〉恢復解剖學學會會訊：
由歐陽品理事恢復解剖學學會會訊，以季
刊方式出版，並請各學校推舉一位連絡
員。
〈二〉籌組組織學暨胚胎學等詞彙之編纂
委員：
由廖克剛理事負責籌組組織學暨胚胎學等
詞彙事宜，並由全國各醫學院解剖學科共
同按頁數分工編纂，定時程來完成。

【學會會務】
【學會人事狀況】
（一）
依據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七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票選理監事之結果：新任理事長為
趙壯飛，常務理事為劉江川、謝正勇、黃
華民、廖克剛，理事為王順德、沈清良、
簡基憲、宋晏仁、吳慶祥、歐陽品、曾國
藩、劉鴻文、鄭授德、周逸鵬，常務監事
為哈鴻潛，監事為盧國賢、劉克明、王長
君、溫振源，候補理事為楊西苑、尹相
姝、孫日星，候補監事為王淑美、陳淑
姿、黃宏圖、郭重雄、黃銀河、曾昌衍，
秘書長為呂美華，秘書為郭佳惠。
（二）
組成各工作委員會：
劉鴻文理事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委
謝正勇理事擔任資審委員會主委
廖克剛理事擔任出版委員會主委
沈清良理事擔任公關委員會主委
宋晏仁理事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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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出 版 台 灣 解 剖 學 百 年 史 18991999 ：
由哈鴻潛常務理事所負責的台灣解剖學百
年史，已進入細部修改的階段，唯18991945年日據時代的部分只完成資料的收
集，預計八月底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並

將請人設計封面與教育部文建會聯絡，以
求財源資助。
〈四〉推薦代表參加第十六屆生物醫學聯
合學術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由呂美華秘書長，宋晏仁理事及鄭授德理
事代表本學會參加。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89.8.1 解剖學研究所成立滿三十週年特發
行「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研究所三十週年專
刊」，並舉行慶祝茶會邀請校友歐陽品副
教授、陳玉怜副教授，周逸鵬副教授，以
及榮譽校友廖克剛教授蒞會致詞，再請盧
國賢教授帶領大家回顧解剖學科史。
89.8.8 邀 請 Albert Einstin College of
Medicine, Dr. Shu-Hui C. Yen來院演講，
講題為: The role of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tau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and
Alzheimer’s diseas

【中國醫藥學院】
89.6.29 舉行解剖遺體入殮
89. 9. 2 舉行遺體骨灰入龕儀式
89.10.10 舉 行 解 剖 遺 體 啟 用 之 法 會 與
追思儀式

【陽明大學】

【長庚大學】

89.5 本科所吳仁榮老師喜獲麟兒
89.7 本科所傅毓秀老師喜獲麟兒
★本科所宋晏仁老師卸任主任一職，由古
宏海老師接任
★本科所助教王霈老師，考上台大解剖所
博士班

89.4 歐陽品副教授兼任本校實驗動物中
心主任
89.4 許淑媛講師喜獲麟兒
89.6 李蕙芸副教授長子出生
89.6 李蕙貞助教離職，由陳先鋒先生擔任
助教
89.11.11 本科鄭聰明教授因病去世，享年
74歲

【台大醫學院】
88.2.1 錢宗良副教授赴東京大學醫學院
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系，廣川信隆教授
(Professor Nobutaka Horokawa)實驗室從事
研究六個月，研究主題為『以基因轉殖動
物模型在神經學上的應用』
88.8.1 王淑美教授休假一年，主任一職由
謝正勇教授代理
89.6.6 邀請東京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暨解
剖學系主任廣川信隆來院演講，講題為
『 New molecular motors, KIFs :From
organelle transport to determination of leftright asymmetry』
89.7.31王淑美教授結束休假繼續擔任主任
一職
89.8.1 謝松蒼副教授榮升教授

【高雄醫科大學】
89.7蔡瑞熊博士榮退，王國照教授擔任本
校校長
89.8 解剖學劉克明教授赴美休假研究一
年
★日前本校已提出申請並且與慈濟醫學院
簽約，轉贈解剖教學使用遺體
★教育部八十八年度『私立醫學院醫學系
自製基礎醫學暨臨床醫學多媒體動教材
計劃』計劃成果發表於五月十八日在本
校舉行，本校由解剖學科提出的『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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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真人橫切標本光碟暨網路教學系統
之製作』獲得特優獎

【台北醫學院】
★陳慶源教授獲聘為名譽教授
★吳慶祥副教授轉任國防醫學中心，解剖
學科副教授並兼任台北醫學大學解剖學
科副教授
★馮琮涵兼任解剖科主任
★已採購三套真人解剖標本
★台北醫學大學教醫學綜合大樓已動土施
工，預定民國九十二年七月完工

【慈濟大學】
89.5.28 舉行教學遺體的入殮、火化、入
龕及感恩追思儀式
89.9 林國偉老師至台大醫學院解剖科暨
細胞生物所進修博士
89.9.28 舉行解剖教學遺體的啟用儀式

【中山醫學院】
【國防醫學院】
89.8.1 鄭敏雄教授請辭解剖學科主任，
由廖克剛教授接任。
89.9.2 本校與中國醫藥學院及花蓮慈濟
大學解剖學科共同舉行八十八學年度大體
老師入龕儀式暨法會
89.9.8 陽明大學解剖科古宏海主任與宋
晏仁前主任，麥麗敏老師周逸鵬老師與
何松貴先生等一行人，前來本學者指導及
參觀解剖實習室的改裝工程，與本科同仁
有許多意見的溝通及建言

88.12 國防醫學院搬遷完成，新院址為台
北市民權東路六段161號，生物及解剖科
辦公室電話為(02)87923100-18159，傳真
電話為(02)87923159
★吳慶祥老師正式加入本學科，擔任大體
解學及神經解剖學等教學工作
★新購JEOLTEM-1230型電子顯微鏡
★ 本學科趙壯飛老師當選中華民國解剖
學學會第七屆理事長

【永懷鄭聰明教授】
編輯部
解剖學界大老，神經解剖學權威，學生口中的「鄭爺爺」鄭聰明教授，於89年11
月11日驟然因病去逝，留給其家人、門生及故舊無限的哀思。鄭教授從民國51年自台
大醫科畢業後，即獻身解剖學教育，40年不磋，作育英才，學生遍及國內外臨床醫學
及基礎醫學學界，為解剖學界人人敬重的「人師」暨「經師」。中華民國解剖學會為
追悼鄭故教授，特將其生平事略及其公子追思父親哀悼之文收輯於本期會訊，以誌哀
思之念。

【鄭聰明教授
鄭聰明教授，一九二七年六月十七日
誕生於南投縣草屯鎮醫學世家，爾後隨父
鄭傳對博士移居並生長於台中市，一九四
五年二月畢業於日據時代之台中州立第二
中學校，隨即考進台北帝國大學豫科。一
九五一年畢業於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畢
業後，有感於解剖教學對於醫療人才培育

行誼】

之重要，遂志業鑽研人體之結構與解剖學
識之傳承，資優獲准進入母校解剖學科擔
任助教，於一九五六年任講師，一九六二
年任副教授，一九七0年升任教授並於一
九七六年至一九八二年擔任科主任暨研究
所所長，時值台大醫學院整建之際，曾參
予計劃，貢獻良多。一九六0年獲得日本
3

情深，吳女士國立中興大學畢業後衷心教
育事業，任職於開南商公職業學校數學教
師，滿二十五年退休後擔任地坊插花教授
外，以更多心力照料鄭教授生活起居，夫
婦育有三子，其長子授德，克紹箕裘，繼
承衣缽，任教長庚大學，現任解剖學科主
任，長媳玉鈴，學有專精，任職於行政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技正；次子威德，及次
媳敏雅，在美新紐澤西州，雙雙擔任資料
庫軟體設計師；參子大德，仁心仁術，濟
世救人，現任縣立板橋醫院小兒科主治醫
師；參媳玫玲，現在克盡相夫教子之責。
一九八八年十二月六日，鄭教授突然因硬
腦膜動脈出血，由林瑞名教授緊急進行腦
部手術。無奈，因糖尿病、高血壓、心臟
病等多重併發症持續纏身，幸有鄭夫人堅
定其信仰，不眠不休地禱告，加以林國信
院長及李源德主任等率醫護人員細心照
料，竟然於近半年加護病房內度過無意志
生活之後，康復重返教育崗位，眾人皆以
為奇蹟。今年九月，赴美探親之前，不意
發現肝臟腫瘤，返國之後立即住院進行治
療，但因諸多痼疾，雖經緊急手術，極力
搶救，終因引發多重器官衰竭，於午後一
時四十八分病逝臺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
享年七十有四。未亡人吳留美率孝男授
德、威德、大德及眷隨侍在側，親視含殮
遵禮成服。
嗚呼，斯人終身奉獻基礎醫學教育，精研
解剖學識及傳承，造就諸多杏林良醫，嘉
惠社會。此外，對於學生輔導工作，不遺
餘力，深獲學子愛戴，感年於懷。於今哲
人其萎，醫碩風範，備受尊崇，治喪委員
會謹誌先生生平事略，敬表悼念至忱。

鹿兒島大學醫學博士。一九六一年榮獲美
國醫藥援華會資助，赴美University of
Florida , Gansville 解剖學學科進修一年六
個月，專攻神經解剖學；返國後即致力於
神經解剖教學研究，成為台灣『神經解剖
學』先驅之一，一九七六年至一九七七
年，鄭教授以訪問學者身分受邀前往美國
University of Arkansas 醫學院生化學科學
術研究。此外鄭教授富有藝術天份，精於
繪畫和攝影，上課時邊講也邊繪圖，信手
拈來，維妙維肖，令學生印象極為深刻。
其幾近專業水準之攝影技術，包括暗房工
作，對於教學標本的製作有很大的助益。
由於鄭教授為人風趣談吐幽默，平日作為
親切近人，急公好義樂於助人，照顧學生
提攜後進，呵護倍至，曾擔任導師多年，
於一九八三年起應聘為台灣大學醫學院訓
導分處主任四年。一九八八年逢長庚醫學
院籌畫成立之際，鄭教授正值休假期間，
應吳德朗院長之邀，聘為顧問，自零而
起 ，一磚一木，規劃籌備解剖學科之發
展藍圖，一九八八年自台大退休後，正式
聘為長庚醫學院解剖學科教授兼主任。鄭
教授擔任主任五年期間，完成了長庚解剖
學科的硬體建設，充實儀器設備，延請解
剖學者，強化教學及研究，為長庚大學解
剖學科奠定了良好基礎，鄭教授之解剖學
者生涯長達四十餘年，貢獻台灣醫學教
育，於一九九0年六月二十日榮獲教育部
頒發『七十八年度大學暨獨立學院較學特
優教師獎』。
一九五四年八月三十一日與彰化名門吳在
琨先生之長女吳留美小姐結為連理，鶼鰈

【致敬愛的父親】
鄭授德 鄭威德 鄭大德
敬愛的父親您睡吧！十一月十一日的
午後您竟撒手人寰，我們是萬般的不捨和
思念，您慈祥的臉龐即及盡病魔侵蝕的軀
體，此時此刻不時縈繞在我們的腦海中，
雖然我們極力的呼喚您，但已無法喚醒您
了，爸爸您睡吧！您終其一生關愛您的家

庭及您的學生，真的是夠累了，爸爸您睡
吧！我們真的不捨得打擾您。
一九八八年耶誕節不久前，硬腦膜出血差
點奪走您的一切，當醫院發出病危通知
時，我們心焦如焚，面對左額凹陷不省人
事躺在加護病房的您，心中百感交集，我
4

除了對藝術方面的愛好，您還有另一種截
然不同的興趣，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各次戰
役中，雙方各國將領作戰風格，瞭解甚
深。舉凡隆美爾、巴頓、山本五十六、蒙
哥馬力傳記等等皆有涉獵，直到最後一次
住院治療，仍在閱讀德國空戰３５２架擊
墬王之傳記，只是不知您是否來得及唸
完？
曾聽您提及幼稚園的您對於汽車機械，極
為著迷，曾因上學途中，駐足觀看修車廠
工作，因而忘了上學，被愛之深、責之切
的我祖父吊起鞭打。您常對於祖父這種外
科醫生動輒打罵的管教方式，不以為然。
自己也深以為戒，恐怕引起孩子對您的疏
離。
您雖然受教育成為一位醫師，但是對於規
劃設計方面的興趣依然不減，一九八七
年，長庚醫學院創校之際，吳德朗院長邀
請您參與規劃解剖學科的工作。當時您對
於解剖學科的設計，完全是以精雕細琢的
態度，親自精心繪製設計藍圖，大者從樓
層平面格局，細至解剖台尺碼、燈光照明
設計、抽風排氣設備、教室桌椅長寬高等
等，皆以您過去在此專業領域之經驗及智
慧投入。在課程設計及延聘教師上亦擘畫
甚多，從零做起，奠下如今長庚大學解剖
學科穩固基礎。
此時此刻吾等兄弟三人在您靈前，回憶點
點滴滴。父親您留下給我們的遺產，其價
值是無法以金錢比擬的。您賦予了我們生
命及基因中的潛能；養育我們形體的成
長；讓我們接受有形的教育；給我們無形
的楷模；同時，也給了我們追尋的目標，
及鞭策自我的動力。有你這般與眾不同的
父親，我們是何等的榮耀阿！爸爸，我們
是多麼的思念您，我們會永遠記取您的教
誨，也會繼續完成您未完成的遺志。

們兄弟三人隨著心力交瘁的母親堅定的祈
禱，一邊撫慰著母親，心理相信爸爸您不
是一般的善人，而是一位特別好心的人，
老天絕對不會如此對待您的，爸爸您平日
總是替別人著想，不求任何回饋的幫助周
遭的人們。親戚及朋友的病痛好比您自己
的病痛，您會親自帶他們看門診；遇有人
需錢孔急，明知無力償還，您還是央求母
親首肯，將有限的積蓄交予急救。學生遭
遇重大過失，嚴重時雖可依校規議處，但
您總是姑念其前程，求其圓融變通；家境
貧困者，更為其張羅生活所需，或提供居
所。下屬若有困難，您也視為自己的困
難：升等受到阻礙，在評審委員會上為其
美言，其他您為善不欲人之的善行，更是
不勝枚舉，但是出乎醫護人員意料之外，
您竟在病危之後六個月康復了。媽媽及我
們感謝臺大醫院醫療團隊盡心盡力的照
顧；此外，也歸因於篤信日蓮正宗佛祖宗
教信仰的力量，相信冥冥之中，應驗了您
常積陰德是『善有善報』的。
爸爸您廣結善緣，除解剖專業領域之外，
也常與藝術專才往來，對於繪畫、雕塑、
攝影等也涉獵勝深。您是一位飛機迷，小
時後我們對於您繪圖上的功力非常讚嘆。
從信手塗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空戰中的戰
鬥機圖片，就可知一二。我們想是因為您
對於物體型態，周遭環境的觀察極為敏
銳，加以忠實回朔的本領超強所致。您對
於攝影有強烈的愛好專業的素養，傳授暗
房技巧時，一絲不茍的要求，令我們印象
極為深刻，先要掃淨、拖地、抹桌椅，為
的是恐怕底片上沾附塵埃；放大每隔底片
時對於相紙裁切的方式，選取適當的範
圍，選擇適當的曝光秒數、調整明暗的對
比、顯影藥水的浸泡時間，漂洗相片不得
漂浮或重疊，不可覆蓋水槽的排水口，烘
乾不可有水漬等等，一一挑剔，絕不馬
虎；做的不妥，立即當場嚴厲指正，被您
交過的學生想必對您這種日本式的教法，
印象頗為深刻。但是，相處久後便了解這
種面惡心善的個性，其實您是一位造就高
徒的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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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將酬以稿費。來稿請寄 :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259號 長庚大學
學院解剖學科。
2. 對本期會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建議，
歡迎來函：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259
號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或傳真：03328-7367。

【編輯小記】
1. 本學會會訊預定每四個月出刊一期，
即每年一、五、九月十五日發行，目
前會訊編輯工作由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負責，歡迎各單位及個人踴躍投稿，
為鼓勵個人投稿撰述研究學習心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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