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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十九期會訊 

發行人：曾國藩 

總編輯：歐陽品 

執行編輯：吳怡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十五日 

 

【九十四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九屆第二次大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3 月 18 日(星

期六)上午九時 

地點：國防醫學院(32 教室) 

出席：【會員】應出席 337 人，親自

出席者 212 人，委託出席 2人，缺席

123 人 

【理事】曾國藩、吳慶祥、王

順德、趙壯飛、歐陽品、史中、柯妙

華、周逸鵬、陳玉怜、傅毓秀、簡基

憲、錢宗良、呂俊宏 

【監事】古宏海、溫振源、盧

國賢、王淑美、劉江川 

A. 討論提案： 

（一）案由：九十四年度經費收支決算提請討論案 

      說明：本經費收支決算，係按九十四年度工作計劃編列。 

決議：通過 

（二）案由：為編列九十五年度經費預算表乙份，敬請審議。 

      說明：本經費收支預算，係按九十四年度工作計劃編列。 

      決議：通過 

（三）案由：九十五年度工作計畫綱要(草案)提請討論案。 

      說明：本會九十五年度工作計畫綱要草案，業經理監事聯席會審查修正

通過。 

　 　 決議：通過 

 

B. 臨時動議 

提案： 

（一）請資審委員會更新並審查會員資料，並建議刪除生日、籍貫等個人資料。

（提案人：錢宗良） 

（二）針對台北醫學大學校長主張廢除大體解剖實驗課程，請討論。（提案人：

王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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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1.大體解剖實驗不僅為訓練醫學生的基礎教育，而且為醫學倫理教 育所

不可或缺，是以不宜停止。 

　 　 2. 建議由學會支援北醫解剖學教師強力為該校校長說明。 

 

C. 第十屆理監事選舉

監事：候選人有 16 位，應選出 5位，備取 1位；共有 63 張選票 

監事當選人選舉結果： 

 

得票數 姓名 服務單位 

22 王長君 輔仁大學醫學院 

26 王淑美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14 古宏海 陽明大學 

11 沈清良 台南護理專科學校 

4 哈鴻潛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2 曾昌衍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0 曾應龍 慈濟大學 

8 游祥明 陽明大學解剖學科 

31 溫振源 台灣大學 

10 廖克剛 中山醫學大學 

37 劉江川 國防醫學院 

9 劉克明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 鄭敏雄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9 盧國賢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4 嚴震東 台灣大學動物學系 

9 趙壯飛 國防醫學院 

＊ : 候補 

理事：候選人有 50 位，應選出 15 位，備取 5位；共有 63 張選票。 

理事選舉結果： 

 

得票數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得票數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27 王順德 國防醫學院 5 郭余民 成功大學 

7 王懷詩 陽明大學 9 莊宏亨 長庚大學 

5 王曰然 慈濟大學醫學院 21 曾國藩 台大醫學院 

8 王嘉銓 輔仁大學醫學院 3 曾啟育 成功大學 

8 尹相姝 台大醫學院 0 黃敏銓 台大醫學院 

19 史  中 國防醫學院 2 黃逢立 陽明大學 

8 吳建春 台大醫學院 4 黃銀河 陽明大學 

25 吳慶祥 國防醫學院 2 黃步敏 成大醫學院 

＊11 呂俊宏 台大醫學院 6 黃宏圖 中山大學 

9 呂美華 國防醫學院 17 馮琮涵 台北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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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李蕙芸 長庚大學 22 傅毓秀 陽明大學 

0 何翰蓁 慈濟大學醫學院 1 楊西苑 台灣大學 

15 周逸鵬 陽明大學 4 楊美芳 中國醫藥大學 

7 周明加 中國醫藥大學 ＊10 劉念先 國防醫學院 

1 周綉珠 台北醫學大學 23 劉鴻文 國防醫學院 

15 柳文卿 長庚大學 0 劉紹東 高雄大學 

15 柯妙華 中國醫藥大學 4 劉培新 慈濟大學醫學院 

1 高  田 中國醫藥大學 32 歐陽品 長庚大學 

19 陳玉怜 陽明大學 7 鄭授德 長庚大學 

6 陳瑞雄 屏東科技大學 2 鄭海倫 台北醫學大學 

2 陳世杰 高雄醫學大學 4 蔡孟宏 中國醫藥大學 

6 陳淑姿 成功大學 17 錢宗良 台大醫學院 

16 陳金山 台北醫學大學 18 謝松蒼 台大醫學院 

9 郭耀文 國防醫學院 8 簡基憲 成功大學 

5 魏ㄧ華 中國醫藥大學 17 藍琴臺 中山醫學大學 

＊ : 候補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台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94.10.30  王淑美教授在國科會的

支助下，赴日本千葉大學醫學研

究院環境生命醫學所參訪並進

行學術交流，首度接觸到光觸媒

解剖台及見識到它的作用原理

與效能，認為可作為未來改善本

學科解剖學實習室福馬林(甲醛)

問題的參考。 

95.02.  錢宗良副教授榮獲青杏醫

學獎 

95.02.06  日本東京千葉大學院醫

學研究院及社會人大學院，森千

里教授率師生共 16 人到本校學

術交流訪問，與本科師生進行系

列演講與師生座談。 

95.03.18  賴湶敬同學獲 95 年度中

華民國解剖學會博士班研究生

論文比賽佳作。 

95.04.14  鍾敦輝、陳永佳同學獲臺

大醫學院博士班研究生論文比

賽佳作。 

95.04.26  曾國藩教授榮獲臺大醫學

院 94 學年度教學優良獎。 

95.04.27  臺大醫學院藥理學科符

文美教授受邀於學科演講，題目

為 Behavioral Tests for 

Neuroscience。 

95.05.18  臺大醫學院藥理學科邱麗

珠教授受邀於學科演講，題目為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Using Brain Slice。 

95.05.25  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

所孫興祥教授受邀於學科演

講，題目為 Studies of Neuroglia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95.05.29  尹代主任訪問千葉大

學，了解解剖學實驗室之設計及

特殊設計之光觸媒作用解剖台

裝置。 

95.06.01  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

所孫興祥教授受邀於學科演

講，題目為 Mapping Neurogene 

Expression in CNS 

95.07.03  學科老師教師7人與博士

班研究生 10 人赴日本與千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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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行學術交流，並參訪東京大

學醫學院。 

95.08.01 錢宗良老師榮升教授。本

學科新聘教授助理教授李立仁

博士到職。  

 

【長庚大學解剖科】 

1. 黃文翰助教離職，陳詩芸助教接

任 

2. 李蕙芸老師離職，赴美 Oreg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 

3. 徐淑媛講師獲選93年度優良教師 

4. 碩士班畢業生吳竹涵獲解剖學會

論文比賽第一名 

5. 碩士班生張智為、邱雅莉及博士

班畢業生呂史提獲解剖學會論文

比賽佳作 

 

【成大醫學院解剖科】 

1. 本所碩士班畢業研究生鄭融鍵/

陳俊彥同學分別高中/直升本校

基 礎 醫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10/2005)。 

2. 9 月 23 日舉行大體老師啟用法會 

(10/2005)。 

3. 95 年度甄試新生錄取名單計有: 

杜宜紋、廖珮羽、林柏祐、林柏庭

等 4 名於 12 月 26 日報到 

(12/2005)。 

4. 本所碩士班畢業生方宋齡同學榮

獲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全額獎學金，赴加拿大

攻讀博士學位。(12/2005) 

5. 3月 4日舉行大體老師入殮火化法

會暨感恩追思會。(03/2006)  

6. 95 年度新生錄取名單計有: 郭玉

岱、李榮順 (職)、陳映潔、張啟

文 (職)、包翔引、徐子惠、陳詩

萍等 7名及甄試生: 杜宜紋、廖珮

羽、林柏祐、林柏庭等 4 名於 6

月 16 日報到。 (06/2006)  

7. 本所碩士班畢業研究生藍宇彥高

中〝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06/2006)。  

8. 本所江美治老師指導〝基礎醫學

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蔡明和通

過學位考試 (06/2006) 。 

9. 今年本所共有 8 名研究生畢業。

(07/2006) 

10. 本所碩士班畢業生鄭融鍵榮獲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全額獎學金，將赴加拿

大攻讀博士學位。(07/2006)  

11. 技士溫宏榮先生當選優良公務

人員。 

12. 本所前任所長簡基憲老師於九

十五年七月三十一日任期圓滿

結束。九十五年八月一日起由黃

步 敏 老 師 擔 任 新 所 長 。

(07/2006)  

13. 黃步敏老師於九十五年七月三

十一日結束一年休假。簡基憲老

師於九十五年八月一日起進行

一年休假(07/2006)。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科】 

1. 本校醫學系獲得教育部補助教學

卓越計畫，其中解剖學科參與「數

位影像教學計畫」。計畫的目標

以提昇學生學習人體構造的興趣

為主。在解剖學方面，希望藉由

「立體導航式電腦斷層掃描儀

（Volume CT）」建構活體或是遺

體的外部與內部構造。減少遺體

的需求以及增加學生學習醫學影

像的時間，以利將來進入臨床醫

學的實際應用。在組織學方面，

利用醫學資訊儀器與技術，直接

將組織切片等顯微構造，轉換成

數位影像，讓學生可以直接利用

電腦觀看切片，教師也可利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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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直接進行切片教學，使學習更

加快速有效。 

2. 恭喜柯翠玲老師升等助理教授，

已獲教育部通過。 

3. 恭喜邱瑞珍老師，喜獲麟兒。 

4. 恭喜李愛薇老師完成終身大事。 

5. 馮琮涵老師於95年 8月續任解剖

學科主任。 

6. 陳金山老師於95年 8月續任醫學

系行政老師。 

7. 張秋雲老師赴日參加國際電子顯

微鏡會議，並參予論文張貼。 

 

【私立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 94 學年度大體老師入殮、火化、

奉厝及感恩追思禮 95 年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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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校牧鍾安柱神父主

禮，校長黎建球先生主祭，氣氛

莊嚴肅穆。 

2. 本系王嘉銓老師於 95 年 1 月榮

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勵。 

3. 本系王嘉銓老師於 95 年 6 月榮

獲本校 94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學

成果獎。 

 

【陽明醫學院解剖科】 

1. 王懷詩教授於 94 年 12 月參加美

國舊金山第四十五屆美國細胞生

物學會年會。 

2. 95 年 2 月新聘葉添順、鄭瓊娟兩

位專任教師。 

3. 游祥明教授長子游弈麟先生與許

寧芝小姐，於 95 年 7 月 15 日在

台北 101 大樓國際宴會廳舉行婚

宴。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 

九十四學年度上學期執行醫學

系大體解剖學含胚胎學（5學分）、

大體解剖學實驗（4學分）、組織學

含實驗（4學分）、神經解剖學含實

驗（2學分）等四門課程整合於一學

期內授課，共 15 學分。執行方式：

胚胎學保留【受精】至【胚期、胎期

發育簡介】單獨授課，其餘併入大體

解剖學，於區域授課結束後教授相關

胚胎學，如大體【腹腔】後教授胚胎

【消化道發育】。組織學於四大基本

組織集中教學後，於相關大體課程之

後教授相關組織學，如大體【腹腔】

後教授組織學【食道、胃、腸、肝、

膽、胰】。由於本校不留存大體老師

臟器，為因應神經神經解剖學及實習

課程需求，大體解剖學之【頭、頸】

與之搭配，為一整學期之解剖課程。

各課程每周無固定授課時間，完全視

該區域相關課程之多寡彈性排定課

程。由於為第一次試辦此整合課程，

學期中多次考量學生學習效果而延

緩授課進度。感謝解剖學科老師全力

配合，得以執行此課程（每周上課四

整天）。感謝醫學系 92 級學生全心

且執著地學習，堅持完成這個大型整

合課程。 

94.10.25~94.10.28 舉辦花蓮慈濟

醫院進階模擬手術。啟用 2位急

速冷凍大體老師。由花蓮慈濟醫

院神經外科協助統籌。 

95.01.06~95.01.09 舉辦大林慈濟

醫院進階模擬手術。啟用 2位急

速冷凍大體老師。 

95.02.20~95.02.23 舉辦慈濟大學

醫學系六年級模擬手術課程。啟

用 8位急速冷凍大體老師。由花

蓮慈濟醫院副院長室協助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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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4.20~95.04.23 舉辦花蓮及大

林慈濟醫院進階模擬手術。 啟用

2位急速冷凍大體老師。 

95.03.05 大體老師入殮、火化、入

龕暨感恩追思典禮 

95.04.09  解剖學科科遊之一：豪宅

之旅（烤肉、郊遊）。 地點：花

蓮壽豐鄉豐坪村。參與人員：全

科人員及其眷屬。 

95.06.03  解剖學科科遊之二：國立

傳統藝術中心之旅 。 地點：宜

蘭。參與人員：全科人員及其眷

屬。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 九十四學年度起本校醫學系課程

做部分異動如下：大體解剖學及

實習（七學分）、神經解剖學（一

學分）、胚胎學（一學分）；另決

定由九十五學年度起組織學及實

習（四學分）加入與生理學合併

為一學年的整合課程。 

2. 九十四學年度起魏一華老師由台

大畢業後加入本學科，不論在教

學或研究上皆為本學科注入一股

新血；魏老師並於九十四上學期

喜獲雙胞胎兒子，恭喜她。 

3. 本學科吳政訓老師於九十四學年

度起至中山醫學大學博士班進

修，期許他早日獲得學位。 

 

 

理事長的話 

大家好，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於九十五年四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于台

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議室舉行的第十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中選出本

屆常務監事盧國賢老師，常務理事曾國藩、歐陽品、劉鴻文、王順德、與陳玉怜

等五位老師，在經由全體與會理事投票選出本人擔任學會理事長，隨即進行交接。

接下來的會議中也順利推舉出 

學術委員會：劉鴻文， 

出版委員會：歐陽品， 

資審委員會：陳玉怜， 

公關委員會：王順德， 

教育委員會：柳文卿， 

等五位委員會主任委員。目前，委員們已著手進行相關業務例如目前陳玉玲老師

已進行收集各校解剖學科老師們之專長及更新本會會員通訊錄等事宜，希望經過

彙整後，能儘速提供大家新的資料，敬請鼎力協助。 

個人由於休假安排，四月下旬至五月已預排出國行程，回國後，已商請慈濟

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劉培新老師擔任學會秘書長，開始進行登記及存簿開戶等工

作。劉秘書長並已於 6月 16 日代表本會參加本年度的生物醫學聯合會議的會後檢

討會，瞭解相關議題。全體理監事將共同努力為大家服務。相關建議或服務需求

請逕恰各委員會負責人、學會秘書長或本人。 

 

相關聯繫： 

秘書長：劉培新 

 電話：(03)8565301 轉 7695; e-mail:peishin@mail.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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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1 號，慈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理事長：曾國藩 

 電話：(02)23123456 轉 8181;e-mail:guofang@ha.mc.ntu.edu.tw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由於現在正是各校學期即將結束，要進入暑假的時間，相信學會各會員們也都

對暑假有學術或旅行之規劃，在此敬祝大家教研順心，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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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長庚大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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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洽: 解剖學科莊宏亨老師 
hhj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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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1    

傳真: (03)2118112 

 

徵聘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