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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各位解剖學會會員：
您好。非常感謝您對學會多年來的支持，
也特別感謝趙理事長及歷屆理監事及理事長們
九十一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1
的卓越領導，使解剖學會在穩定中成長茁壯。
近年來醫學教育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正
各校解剖科活動報導……………3
在改革當中，解剖學的教學也受到了希望檢討
的關切：例如授課時數太多、內容太多；解剖
兩岸學術交流─
學實驗也從傳統的實地操作改成兩階段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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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剖，甚至只觀看多媒體電腦影像，而不實
際操刀解剖。
編輯小扎………………...…….…5
同時，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也正在推廣
中，重點強調學生們主動學習、避免填鴨式的單向教學、減少死背、重視解決問題的
能力。教學方式則以小組討論與病例個案相關之基礎醫學與臨床醫學的資料，特別重
視基礎醫學與臨床醫學的整合教學。不可避免的，解剖學的教學也是要朝此方向去推
動！
解剖學授課的內容是否太多？解剖學如何應用 PBL 方式來教學？解剖學實驗方式等
等都是我們大家面臨的挑戰！我希望邀請臨床醫師演講，從臨床的角度來探討解剖學
的教學，並邀請已進行 PBL 教學的學校教師來分享他們的心得，以為各校未來發展之
重要依據與參考！預定於八月十六日召開理監事會議時，將以上述兩個重點來互相交
換意見，討論舉辦解剖學教學研討會的適當時機，擬定未來的教學重點與教學方式。
技職專校皆有解剖教學相關課程，為提供負責這些課程之教師了解目前解剖學教學
的最新發展，以協助技職專校解剖學教師之在職進修，已經於七月十九日假中山醫學
大學，由已辦過第一次技職專校解剖學教師在職進修班的前理事長廖克剛理事，繼續
推動第二次的進修班。
其他各項第七屆理監事會議決議之業務，例如解剖學百年史等亦持續規劃進行中。
竭誠歡迎各位會員隨時提供寶貴的意見，使解剖學會更成長、更茁壯。
最後 謹祝各位會員
平安 健康 如意
劉克明 敬上 9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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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八屆第一次聯席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工作報告：
1. 學會財務近況：
1

目前學會財務狀況良好，上次結餘金額為參拾玖萬五仟參佰參拾壹圓整。支出
方面有：組織學暨胚胎學辭彙研討會住宿補助費、秘書行政費、會員大會手冊
印製費等；收入方面有：黃華民老師捐款參仟貳佰元、友聯光學有限公司捐款
貳萬元及九十一年會費伍萬玖仟元，因此目前結餘參拾玖萬參仟陸佰肆拾貳圓
整。
2. 「第十七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會後報告
本學會所主辦之「第十七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已於三月二十四日圓滿完
成。此次大會頗受各界好評，會後約有一百二十萬元盈餘款；本學會約可分配到
十七萬元，對學會財務方面將有很大的幫助。
3. 第八屆理監事選舉結果
理事名單：王長君、王淑美、史中、古宏海、呂美華、陳玉怜、陳淑姿、黃宏圖、
廖克剛、趙壯飛、劉克明、歐陽品、劉鴻文、謝正勇、簡基憲。
監事名單：沈清良、哈鴻潛、溫振源、劉江川、盧國賢。

【第八屆第二次聯席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91年5月17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工作報告及討論：
1. 常務監事哈鴻潛教授監交下，第七屆理事長趙壯飛教授與第八屆理事長劉克明教
授完成移交。
2.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本學會10萬元。
3. 成立工作委員會
4. 台灣解剖百年史已完成並交由上屆理監事商議付印事宜。黃華民教授聯絡吳三連
基金會預定於6月1日或2日協同廖克剛教授、哈鴻潛教授拜訪陽明大學蔡篤堅教
授、吳樹民醫師洽詢補助細節。
5. 組織學暨胚胎學辭彙委由劉鴻文教授負責，並交由學術委員會審查，於第八屆第
三次理監事聯席會暨第一次教育委員會中提出討論付印事宜。
6. 學會預定於 91 年 8 月籌辦解剖學學術研討會，委由教育委員會主委王淑美教授
規劃。
第八屆委員會分工名單
委員會
主委
委員
學術委員會
歐陽品
劉鴻文、陳淑姿、王淑美、簡基憲、
陳玉怜
資審委員會
謝正勇
黃宏圖、陳玉怜、王長君
出版委員會
廖克剛
史中、歐陽品
公關委員會
趙壯飛
呂美華、古宏海
教育委員會
王淑美
王長君、鄭授德、曾昌衍、藍琴臺、
陳淑姿、劉紹東、古宏海、馮琮涵、
王曰然、王嘉銓
臨時動議：
提案人：哈鴻潛監事
1. 中國解剖學會理事長邀請兩岸解剖學會成員參加2002年11月18-20日予廣州第一軍
醫大學召開的學術年會。
決議：本會接受邀請，請大家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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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解剖學會刊物（1）解剖學報（2）神經解剖學雜誌邀稿
決議：歡迎學會成員投稿，投稿細節請見解剖學會會訊。
提案人：劉克明理事長
1. 國防醫學院林清亮教授爭取教育部補助經費改善大體實驗室有害物質防治設備事
由。
決議：
1. 國防醫學院林清亮教授爭取教育部補助每所大專院校八百萬、專科學校三百萬善
防治實驗室有害物質污染設備，對於醫學院大體解剖學實習室環境改善有非常大
的幫助，會中決議將林教授此貢獻列入台灣解剖百年史。
2. 以學會名義寄發謝函至教育部。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1. 大體實驗室通風空調修繕案正積極規劃
中，期於暑假加緊施工，以改善教學環
境。
2. 周逸鵬老師榮獲「第二屆榮清陽合作研究
計畫」優良論文獎。
3. 袁仁著先生公子於六月一日締結良緣。

91.05.0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韓康
信教授蒞臨本學科演講，講題為：中國古代
人骨的形態學研究與日本彌生人的大陸渡來
問題。
91.05.15 台醫生物科技公司研究員鄭瓊娟博
士蒞臨本學科演講，講題為：
Inform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ells: The
neuronal synapse versus the immunological
synapse.

【台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長庚大學解剖科】

90.12.21 本學科謝松蒼教授榮獲九十年度財
團法人陳萬裕教授學術基金會優秀醫學研究
獎。
91.02.27 本學科黃炳楠先生服務滿 32 年退
休，舉辦退休歡送茶會感謝其多年來服務與
貢獻。
91.04.11 一、長庚大學醫學院剖科黃回華民
副教授蒞臨本學科演講，講題為：
Plastinization of gross anatomy specimens
二、本學科導生會委請曾國藩教授(台北野
鳥學會理事長)舉辦: 關渡自然公園賞鳥行
91.04.24 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何中良助
理教授蒞臨本學科演講，講題為：
Wound healing motility assay revisited-aided
by a novel long-term, time-lapse recording
system
91.05.01 台大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吳忠勳
兼任副教授(台醫生技公司副總經理)蒞臨本
學科演講，講題為：Nuclear organization

1. 本校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成立，由本科
副教授及動物中心主任歐陽品擔任
director。
2. 本學科新增助教一名，由台大解剖所畢業
的蔡如愔擔任。

【陽明大學解剖科】

【國防大學生物暨解剖學科】
1. 林清亮教師因研發「解剖室排氣裝置改
善工程」獲國防部頒贈「景風甲種獎
章」一枚。
2. 王長君主任於3月6日當選十一屆顯微鏡
學會理事長，請參閱顯微鏡學會網頁
（http：//www.microscopy.tw.rog）。
3. 解剖學會主辦之第十七屆生物醫學聯合
學術年會於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假本
學院召開，參加踴躍，圓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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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解剖科】

2. 91.04.22-25.本校接受TMAC所進行的醫
學系評鑑，學科同仁都竭盡所能配合評
鑑，表現優良。
3. 91.05.20.馮琮涵老師陳金山老師教學表
現優異，獲得本校醫系學生票選為90學
年度醫學系優良教師。
4. 91.06.23.邱瑞珍老師於今年六月訂婚。

1. 九十學年度大體老師入殮火化法會暨感恩
追思會於三月十四日舉行，一切進行順利
而且莊嚴圓滿。7 月 13 日將前往慈濟大
學與中國、中山、高醫聯合舉辦大體老師
骨灰入龕儀式。
2. 江美治老師當選成大醫學院優良教師。
3. 簡基憲與陳淑姿老師於 3 月 28 日-3 月 31
日赴日本濱松市參加亞太地區解剖學年
會。
4. 李世雄老師將於六月下旬博士學位口試。
5. 本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第一屆研
究生將在六月、七月陸續碩士學位考試而
畢業。

【高雄醫學院解剖科】
1. 劉克明教授榮任本校醫學院副院長及中華
民國解剖學會理事長。
2. 本科今年度有李怡琛，吳淑釧，及游美珠
位碩士畢業生。
3. 游美珠老師畢業後將轉任本科助教。
4. 本科誠徵博士級助理教授一名，主要負責
大體解剖學正課及實驗。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科】
1. 91.03.27.本校舉行解剖教學英靈追思紀
念會，邀請到孫越先生蒞校演說，場面莊
嚴隆重。

【兩岸學術交流─中國解剖學會簡介】
中國解剖學會副理事長
協和醫科大學教授

陳克銓
進展》六種國家級學術期刊和一本內部
刊物(中國解剖學會會訊)。

中國解剖學會成立于1920年，至今已
82年，是我國歷史最悠久的自然科學學
會之一，是中國科協所屬的全國性學
會，現有會員近八千人，包括全國性會
員和地方性會員，大部分會員來自醫學
院校和科研單位。
中國解剖學會下設有人體解剖學、組
織胚胎學、神經解剖學、人類學、斷層
影像解剖學五個專業委員會；和學術、
組織、科普、教育、科技諮詢、國防交
流、體質調查、名詞審定、期刊出版九
個工作委員會，還辦有《解剖學報》、
《解剖學雜誌》、《中國臨床解剖學雜
誌》、《神經解剖學雜誌》、《中國組
織化學與細胞化學雜誌》、《解剖科學

學會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學術交流；召
開各種類型的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編
輯出版學術刊物；對會員開展對專業知
識的繼續教育；普及科學知識；加強國
際間的學術交流和解剖學工作者之間的
友好往來；承擔國家科技教育和經濟建
設中重大課題的諮詢任務等……
中國解剖學會是國際解剖學者協會聯
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IPAA)和國際組織
化學與細胞化學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Histichemistry
and Cytochemistry，IFSHC)的活躍成員
之一，曾受IFAA委託，於1997年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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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了第十四屆國際形態學大會，（XIV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rphological Sciences），1999年主辦
了第二屆亞國際解剖學者會議（2nd
Asian 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atomists，second APICA），2001年
主辦神經再生國際學術討論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euroregeneration）。此外，中國組織化學與
細胞化學學術會議（China-Japan
Jointed Histichemistry and Cytochemistry
Symposium，CJJHCS）每兩年召開一
次，第七屆CJJHCS定於 2004年武漢召
開。
國內的學術活動更為豐富多樣。原則
上，每兩年舉辦一次全國性學術年會，
輪空的一年，各專業委員會則組織各自
專業領域的學術交流，還有以大行政區
為單位的區域性的學術討論會，今年11
月18日～21日將在廣州舉辦學術年會，
預計來自全國各省、市、自治區和港澳
台的解剖同仁五百餘位共聚一堂，切磋
交流。
中國解剖學會擁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和
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八位。他們是：馬文
昭（已故）、汪堃仁（已故）、吳汝
康、薛社普、鞠躬、鍾世鎮、吳新智和
蘇國輝。2001年被授與第三屆中國科協
先進學會榮譽稱號。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哈鴻潛教授熱心
的推動下，兩岸學術交流有了長足的進
展，我們真誠的期望，繼續加強海峽兩
岸的交流與合作，為解剖科學事業的發
展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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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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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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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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