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十八期會訊
發行人：王長君
總編輯：歐陽品
執行編輯：吳怡禎

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十五日
【九十三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九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暨第二
次教育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
工作報告及討論：
1､
「人體大探索」巡迴展覽近況報告。
由本學會與銀杏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主辦的「人體大探索」高雄
展，已於 94 年 1 月 2 日圓滿結束，共
約有 23 萬餘人參觀，台中展將於 94 年
1 月 19 日於台中多功能展覽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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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五名)：黃子厚、謝笠元、黃媛
玲、王隆耀、吳國盛
各名次授給獎金如下：第一名：
10,000 元； 第二名：6,000 元； 第
三名：4,000；元友和學術論文獎：
3,000 元；佳作：2,000 元
【第九屆第七次理監事暨第四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七日
下午五時
工作報告及討論：
1､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財務收支情
形，截至 94 年 6 月 15 日，本會結餘
共計 718,480 元整。
2 ､第四屆亞太國際解剖學大會於
2005 年 9 月 7～10 日，在土耳其舉
行。本學會截至目前為止共 5 名師生
前往參加。
3､生醫年會本會會員報到人數約計
212 員 。 共 計 收 取 會 後 補 助 款 約

2､本屆研究生論文比賽評分方式一
案。
1.書面報告：以一百分滿分給
分，擇優錄取後進入第二階段的
口頭報告。
2.口頭報告：由評審委員選出第
一、二、三名及佳作等。
【第九屆第六次理監事暨第三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三月十八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
工作報告及討論：
1､討論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05 年
碩博士稐文競賽給獎事宜。
競賽結果如下：
博士班排名：陳建行；陳永佳；趙春
香(友和學術論文獎)
碩士班排名：方宋齡；楊添鈞；程君
弘；李宜達(友和學術論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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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合作，為避免敏感政治話題，不
用任何國號，純粹為學術之互相交
流。希望雙方能夠簽訂合約，讓雙方
合作能夠更具體化。
盧國賢老師意見：
1.至少要以台灣的名義出去。
2.本學會已經是民間團體，兩個學會
無須在委託另一個民間機構來進行
兩岸學術合作。
3.台灣解剖學會目前在國際上默默無
名，大陸是否可協助我們參予國際型
活動?
錢宗良老師意見：
1.希望只用 memo 名義簽約，而不需
討論細節。

184,350 元整及會員年費與入會費約
5,900 元整。
4､組織學暨胚胎學詞彙ㄧ書出版事
宜，決議採取全額自付，定期收取版
稅，將印刷所得之書全係分送給會
員。
5､杏林生醫-黃華民老師與中華民國
解剖學學會共同主辦「人體大探索」
展覽被控訴事宜。討論結果，學會站
在推廣教育之立場，討論並支持此項
展出之原意，並申明人體資源無專利
的觀點。
6､中國解剖學會邀請中華民國解剖
學學會理事長及祕書長至大陸與會。
決議結果由於無法以中華民國解剖
學學會名義至大陸做學術交流活
動，故建議以個別名義至大陸與會。
【第九屆第八次理監事暨第五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二十八
日下午五時至七時
工作報告及討論：
1､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財務收支情
形，截至 94 年 6 月 15 日，本會結餘
共計 703,628 元整。
2､生醫年會研討會主題，決議邀請
陽明大學解剖學科王懷詩老師擔任
籌畫人。
3､本屆碩博士班論文競賽獎金及參
賽資格，決議為鼓勵研究生參加論文
比賽，仍分成碩、博士班兩組，獎金
不變。並將報名截止日期延後。
4､組織學暨胚胎學詞彙ㄧ書出版事
宜。決議：(1)出版的套色及裝訂比照
「解剖學辭彙」一書。(2)字體建議採
用和「解剖學辭彙」一書同樣的字
體。
5､王長君老師介紹七月份大陸之行
的成果。中國解剖學學會陳克銓教授
為促成兩岸交流，擬定兩岸解剖科學
學術交流的構想，希望促成兩岸學術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九屆第一
次大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三月二十六
日（星期六）上午九時
工作報告及討論：
1､九十三年度經費收支決算提請討
論案。本經費收支決算，係按九十二
年度工作計劃編列。
2､為編列九十四年度經費預算表乙
份，敬請審議。本經費收支預算，係
按九十三年度工作計劃編列。
3､九十四年度工作計畫綱要(草案)
提請討論案。本會九十四年度工作計
畫綱要草案，業經理監事聯席會審查
修正通過。
4､討論本協會對外英文名稱為因應
對外發展的趨勢擬由 The Association
of Anatomis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AROC) 改 為 The Association of
Anatomists of Taiwan (AAT)；國內仍沿
用 The Association of Anatomis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AROC)，決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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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台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長庚大學解剖科】
1､柳文卿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擔任
94.03.16 法國 Cell Biology Department,
本科主任。
Research Division and Head Dept.
2､李蕙芸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學術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edical Division
性休假一年，前往美國 Salk of
Institut Curie 的 Jean Paul Thiery 博士受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邀於醫學院演講，演講題目為 Role of
3､鄭授德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擔任
醫學系系輔導老師。
β 1-integrins in neural crest ontogeny
4､助教陳先鋒喜獲千金（94 年 10 月
(conditional KO approach)。
21 日）
94.04.29 本學科王淑美老師榮獲台灣
大學醫學院九十三學年度教學傑出

【成大醫學院解剖科】
1､本科/所黃步敏老師榮升教授，郭
余民老師榮升副教授，溯自 93 年
8 月起生效。
2､3 月 15 日舉行九十三學年度大體
老師入殮法會暨感恩追思會，大
眾法喜功德圓滿。
3､江謝雅芬老師獲台灣大學解剖學
博士學位。
4､碩士班甄試及招生共錄取 11 名，
學生名單：陳佩鈺、張雅婷、李
映瑩、鄔孟陵、李奕均、蘇亮宇、
陳建佑、王憶華、潘博雄、吳詩
盈、張雅婷。
5､黃步敏老師自 94 年 8 月起休假一
年，赴英國倫敦進修研究。
6､本所畢業學生方宋齡表現傑出，
參加解剖學會及院內論文比賽均
得獎，並榮獲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全額獎學金以攻
讀博士學位。
7､9/23 舉辦大體老師啟用儀式。
8､簡基憲老師與中國醫藥大學張永
賢副校長應羅馬尼亞解剖學會會
長 Dr. Mircea Ifrin 之邀於 9/15-30
赴羅馬尼亞出席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y, Arad, Romania。
並獲 University of Oradea, Romania

獎。
94.05.04 本學科王淑美老師榮獲九十
三學年度北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最佳
基礎教師獎。
94.06.21 6.21-28 有土肥直美、中橋孝
博、片山一道、篠田謙一、米田穰、
竹中正己、野林厚志、岡崎健治等八
位學者至本學科人類學研究室訪問並
進行台灣原住民骨骼人類學研究。
94.07.29

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廣川信隆

教授於台大醫學院演講，演講題目為
Molecular motor, kinesin superfamily
proteins,

KIFs:

crossbridges

among

neuroscience, developmental biology and
molecular cell biology. 與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 University of
Tokyo.
94.08.01 曾國藩老師休假一年。科主
任、研究所所長行政職務由尹相姝老
師代理。
94.09.01 醫學系、牙醫系三年級及研究
所大體解剖學課程由兩階段改回一階
段，七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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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藥 學 院 及 ＂Vasile Goldis＂
Western University of Arad,
Romania 二校頒贈客座教授學位。
9､曾啟育老師升任本院神經部主治
醫師，並通過中醫師考試取得中
醫師資格。

94 年 7 月 3 日至 11 日至中國大陸
訪問北京首都醫科大學、協和醫
科大學、北京大學醫學院、大連
醫科大學、復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等校。
4､新聘任助理教授蔡怡汝博士於 94
年 8 月 1 日到職。
5､94 年 9 月 8 日於本校醫學院舉辦
「多媒體教材研討會」
，邀請國立
新加坡大學解剖學科 Voon Chee
Tet 博士講授並示範電腦軟體製
作解剖教學教材。
6､94 年 9 月 12 日於本系大體解剖實
驗室舉行 94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
禮，邀請大體老師家屬參加。
7､94 年 10 月 1 日於本校醫學院協辦
高中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類課
程教學學分班的「生死關懷」課
程。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科】
1､解剖學科於今年三月搬新家了，
搬到醫學綜合大樓，新大樓樓高
十六層，解剖學科位於八樓。原
來的兩層樓高的型態大樓，一樓
為先前整建的大體解剖實驗室。
二樓解剖學科搬走後，目前改建
為組織與病理實驗室。
2､柯翠玲老師今年七月，自台灣大
學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博士班畢業，獲得博士學位返
校服務。將於年底提出升等。
3､李愛薇老師今年七月，考上台北
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申
請在職進修已獲校方通過。
4､馮琮涵老師與陳金山老師今年十
月，獲得醫學系學生票選之「優
良教學教師」。

【陽明醫學院解剖科】
1. 宋晏仁教授於 94 年 2 月借調台北
市政府擔任衛生局長
2､王懷詩老師於 94 年 8 月榮升教授
3､陳天華副教授參加「第七屆總統
盃中央機關員工球類錦標賽」榮
獲網球隊男子甲組第二名

【私立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94 年 2 月 12 日至 16 日鄭瓊娟老
師赴美國加州 Long Beach 出席第
49 屆生物物理學學會舉辦的年度
會議。
2､93 學年度大體老師入殮、火化、
奉厝及感恩追思禮 94 年 3 月 23
日(星期三)於本校舉行。上午舉行
大體老師入殮及火化禮儀。下午
並於本校淨心堂舉行感恩追思
禮，由本校校牧田默迪神父主
禮，校長黎建球先生主祭，氣氛
莊嚴肅穆，禮成後骨灰奉厝於大
直天主教公墓英靈祠。
3､本系王長君老師與王嘉銓老師於

【國防醫學院解剖科】
1. 郭耀文老師自 6/1 起赴美杜克大
學醫學院外科部病毒中心短期進
修半年。本院輻委會業務改由馬
國興助理教授管理。
2､協助學院於 8/7 至 8/12 辦理第六
屆醫學研習營，擔任「人體觀察」
課程安排解說，反應與互動熱
烈，深獲參觀者好評。
3､劉江川教授 7/31 榮退。
4､8/29 假本學院舉辦劉江川教授榮
退演講會及退休餐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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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梁善居副教授自 11/1 起調職至本
特別報導

學科服務。

拓展新途徑–走訪大陸醫學院

輔大醫學系

王長君、王嘉銓

輔大醫學院在江院長漢聲的領導下，兩岸醫學教學的互動與學術的交流一
直在默默的進行中。為了增進兩岸相互的瞭解，經由黃華民與陳克銓教授的安
排，由中國解剖學會邀請，於七月三日到十一日赴大陸作九天緊密的訪問。依
序拜會了北京的中國首都醫科大學、中國解剖學會、協和醫科大學、衛生部及
北京大學醫學院，大連的大連醫大生物塑化公司、大連醫科大學，以及上海的
復旦大學附屬上海市衛生中心、復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等單位。此行拜見多位領
導，廣泛交換意見。學會秘書長王嘉銓同行。本文限於篇幅將行程紀實部份刪
減，將感想部份彙整報告，以廣納建言。
一般說來，大陸基礎醫學教育佔優勢，中國解剖學會目前約有會員六至七
千人(台灣解剖學會僅三百餘人)，下分大體解剖學，組織與胚胎學，神經生物，
細胞生物等組，各醫學院校解剖學教師人數平均高於台灣。大陸教學使用中文
教科書，引用本國解剖數據，有利於日後臨床工作。解剖遺體來源充足且保存
狀況良好。擁有專業解剖技術員，各校解剖學系有近 10 位技術員職缺，大都有
大學以上資歷。
解剖組織與胚胎學教材製作方面，由國家統籌各校菁英組成編輯團隊，取
材自東方人，製作一套屬於東方人體質的教材，除教科書及圖譜外，已發展電
腦多媒體教材如 CD 光碟、數碼醫學圖像等。由於大體有充足的來源，技術人
員多自行製作解剖、組織及胚胎學標本，同時又能支援教學。唯解剖實驗室的
硬體設施方面，如解剖台空調仍停留在傳統的「上吹上吸」的排放設施。但北
京大學醫學部已斥資百餘萬人民幣，擴大整建解剖教室、標本製作室及展覽室
等，軟硬體皆為全國數一，未來除作醫學教育外，也將作為中小學科學教育之
用。
近來遺體來源亦逐漸短少，不過比起台灣仍屬充足。教學遺體除有無名遺
體外，各校有紅十字會協助成立的「遺體捐獻室(站)」來推動遺體捐獻的活動。
北京市公園建一紀念碑以紀念捐獻大體的市民，然而沒有一套類似「尊敬大體
老師」的公祭計畫，較缺乏人文生命教育的概念。
台灣醫學教育的新思維與新方向發展中，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教學
已成為各醫學院整合課程的核心，輔仁大學在這方面已然先驅而行。未來將以
遺體解剖示範教學(prosect)取代實地解剖學實驗(dissect)，實地解剖學實驗更改為
選修或另行開設為二階段課程。
台灣解剖學教學面臨之的困境有待紓解，如解剖學師資缺乏，解剖學老師
教學負擔過重，且使用國外教科書，引用之數據不能完全適用於國內臨床工作。
解剖教學的遺體來源仍普遍不足，缺乏新生代專業解剖技術員，標本製作技術
傳承面臨中斷。問題一直未能解決，因此建議：
一､協助台灣各醫學校院籌建解剖學博物館，推展醫學與科普教育。目前輔仁
大學醫學院甫成立，需求最為殷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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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法令許可下，推薦大陸解剖學教師與技術員，支援台灣各醫校解剖教學
工作，並督導專責公司製作標本，以應台灣各校教學所需。
三､兩岸定期共同舉辦解剖教學、研究、生物器材製備技術與相關科研會議。
四､研議中文解剖學(含組織、胚胎學)名詞與解剖學共同教材的編撰。
五､促進兩岸解剖研究所研究生互訪與交換學習。
六､交換訊息，為建立兩岸人員互訪、經費籌備平等互惠之原則作準備。我方
國科會、中華發展基金會等已備有兩岸人員互訪經費需求之申請辦法及常例管
道，但大陸方面仍待建立。
七､爭取以台灣解剖學會之名義，走向國際，走進大陸，打開輔仁大學與大陸
醫學院合作的途徑。
（王長君彙整–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解剖學會理事長。王嘉
銓-醫學系助理教授，學會秘書長。轉載自輔大紀事報雙月刊 中華民國 94 年 9
月第六期。）

圖說：復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第二屆國家繼續教育-細胞培養理論與實踐研討會演
講：艾滋病毒裝成機制金標免疫電鏡總觀（王長君提供）
【編輯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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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長庚大學醫
學院解剖學科，或傳真：03-211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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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長庚大學醫學院

徵聘教師

解剖學科
職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
資格：具解剖學相關博士學位
教授課程: 大體解剖學，組織學及其它解剖相關課程
收件截止: 95 年 3 月 31 日
請洽：解剖學科柳文卿老師
liouw@mail.cgu.edu.tw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長庚大學
聯絡電話: (03)2118800*5325
傳真: (03)21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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