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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二十期會訊 

發行人：曾國藩 

總編輯：歐陽品 

執行編輯：吳怡禎　 　 　 　 　 　 　 　 　 　　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二十日 

 

【九十五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十屆第二次理監事暨第二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 日(星

期一)下午五時 

地點：台大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

議室 

A. 提案討論 

1. 案由: 第二十二屆生醫年會本學

會特別演講演講者人選。 

決議: 由錢宗良理事代表本學會當

場以電話邀請中研院楊泮池院士擔

任本學會特別演講演講者，並已獲得

楊院士的同意。本學會委託盧國賢常

務監事於會後再向楊院士當面表達

邀請之意以示尊重，並詢問演講講題

等相關事宜，再由學會發函正式邀

請。 

2. 案由: 第二十二屆生醫年會本

學會研討會主題。 

決議: 主題有二： 

(1)Neuropathology and 

Neuroregeneration：由黃步敏教育

委員負責協調演講者及講題，邀請郭

余民、李立仁、王嘉銓及劉培新等四

位老師擔任演講者。 

(2)Cell Differentiation：由錢宗

良理事負責協調演講者及講題，邀請

葉添順、鄭瓊娟、吳建春及歐陽品等

四位老師擔任演講者。 

3. 案由: 本屆生醫年會本學會研究

生學術論文競賽評分方式。 

決議: 由劉秘書長將本學會研究生

學術論文競賽相關辦法的電子檔案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各學術委員會

委員，委託錢宗良委員協調相關修訂

事宜。 

B. 臨時動議 

1. 案由: 大陸來台人士欲申請加入

本學會成為會員一事。 

說明: 吳慶祥理事收到大陸來台人

士的電子郵件，詢問申請加入本學會

成為會員一事。 

決議: 請該名人士填寫本學會入會

申請表，送本會後轉本學會資審委員

會審查。 

2. 案由: 提議推薦溫振源教授、謝

正勇教授、王長君教授及劉江川教授

為本學會名譽會員。 

決議: 依學會章程由理事長提下次

理監事會議審理。 

【第十屆第三次理監事暨第三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九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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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台大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

議室 

A. 提案討論 

1. 案由: 學術論文競賽得獎名單。 

決議:  

2007年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得獎名單 

 博士班： 

林豐彥(第二名， 6000 元)國防醫學

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林于晴(第一名，10000 元)陽明解剖

暨細胞生物研究所 

董伯元(第二名，6000 元)台大解剖暨

細胞生物研究所 

王怡文(第三名，4000 元)國防生物及

解剖學研究所 

許韶芸(佳作，2000 元)陽明解剖暨細

胞生物研究 

蔡珮君(佳作，2000 元)陽明解剖暨細

胞生物研究 

謝萌瑛(佳作，2000 元)輔大基礎醫學

研究所 

郭姵吟(佳作，2000 元)陽明解剖暨細

胞生物研究 

王憶華(佳作，2000 元)成大細胞生物

與解剖學研究所 

2. 案由: 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決議:  

第十屆委員會分工名單 

學術委員會 主委：劉鴻文 

委員：錢宗良、吳慶祥、周逸鵬、馮

琮涵、柳文卿 

資審委員會 主委：陳玉怜 

委員：陳金山、傅毓秀 

出版委員會 主委：歐陽品 

委員：郭耀文、史 中 

公關委員會 主委：王順德 

委員：謝松蒼、黃步敏 

教育委員會 主委：柳文卿 

委員：盧國賢、郭耀文、周逸鵬、馮

琮涵、張宏名、 

楊美芳、黃步敏、陳世杰、王曰然、

王嘉銓 

3. 案由: 敦聘謝正勇教授、王長君教

授及蔡作雍教授為本會名譽會員。 

決議: 全體一致通過。 

4. 案由: 會員通訊錄編排格式討論。 

決議: 刪除原有之「籍貫」項目，增

加「電子郵件」項目，將所有名譽會

員列於通訊錄最前且其會員編號前增

加一「名」字。 

B. 臨時動議 

1. 案由: 周逸鵬理事提議北區遺體

聯絡中心之遺體請各校解剖學科代為

勘驗事 

宜。 

說明: 北區遺體聯絡中心經常須派員

赴全國各區勘驗遺體，耗費時間與交

通 

費，能否請各校解剖學科代為勘驗。 

決議: 宜加速推動遺體捐贈網較為可

行。 

2. 案由: 溫振源監事提議請大家思

考是否將本會會名加入「細胞生物」。 

說明: 由於目前國內許多學校解剖學

科之名稱已加入「細胞生物」，應思

考是否將本會會名加入「細胞生物」。 

決議: 請各校解剖學科對此議題先

交換意見，於下次理監事會再作討

論。 

【第十屆第四次理監事暨第四次教

育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九月二十八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 

地點：台大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

議室 

A. 提案討論 

1. 案由: 第二十三屆生醫年會本學

會特別演講演講者人選。 

決議: 由歐陽品常務理事代表本學會

於近日內邀請中研院孫同天院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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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特別演講演講者。備案：委託

王淑美監事邀請日本山形大學後藤薰

教授擔任本學會特別演講演講者。 

2. 案由: 第二十二屆生醫年會本學

會研討會主題。 

決議: 主題有二： 

(1)Neuroscience：由吳慶祥理事負責

於近日內協調演講者及講題。 

(2)Cardiovascular research：由陳

玉怜常務理事及黃步敏教育委員負責

於近日內協調演講者及講題。 

3. 案由: 本學會永久網站內容。 

決議: (1)由本會委託中華電信辦理，

網址：http://anatomy.org.tw，網域

名稱：每年800 元，網站空間：60MB，

每月1200 元。 

(2)各校最新消息方面，由秘書長聯絡

所有教育委員(各校解剖學科主任)，

請教育委員定期提供各校解剖學科最

新消息。 

(3)新增｢入會申請｣網頁，內容包括入

會申請須知及申請表。 

(4)會訊方面，由秘書長定期將會議記

錄及各校解剖學科最新消息等集結編

輯成會訊，並置入網站供會員瀏覽。 

(5)論文競賽方面，將得獎者名單納入

網頁內容。 

4. 案由: 有關2008 年研究生學術論

文競賽論文格式之審查標準。 

決議: (1)格式依本會2007 年之規定

且嚴格審查，格式不符者不得參加競

賽。 

(2)由秘書長協助審查投稿論文格

式。 

B. 臨時動議 

1. 案由: 會員入會申請程序。 

說明: 依本會章程規定，普通會員及

學生會員入會申請皆須經本會會員兩

人之介紹，但現行郵寄申請者皆有本

會會員兩人之介紹，會員大會現場報

到申請者則皆無，標準不一。 

決議: 會員大會現場報到申請者由理

事長及秘書長擔任介紹人。 

2. 案由: 鼓勵各校解剖所研究生入

會、投稿生醫年會之壁報論文、及參

加本會舉辦之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 

決議: (1) 請所有教育委員(各校解剖

學科主任)將各校尚未入會之研究生

統一填表入會，入會費由本會補助。 

(2) 凡投稿生醫年會壁報論文之本會

學生會員(第一作者)，每人獎勵500 

元。 

(3) 凡參加本會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

之本會學生會員(第一作者)，每人獎

勵500 元。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台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96.01  95 學年度本研究所博士班共

計 3名畢業：曾廣文（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系助理教授）、黃雍協（中山醫

學大學解剖學科助理教授）、及曾拓

榮（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助理教

授）。 

96.01.05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Director of Electron 

Microscopy Facility, Morehouse 

School of Medicine, Atlanta, 

Georgia, Professor  Lo, Woo-Kuen 

(羅武堃 教授)受邀於學科演講，題

目為"Cholesterol contents and gap 

junction functions in the ocular 

lens"。 

96.01.22  舉辦 95 學年度大體老師

入殮儀式；本學科全體老師及醫學系



 4

六年級、牙醫系五年級醫學系三年

級、牙醫系三年級、法醫所與解剖所

研究生均出席參與。 

96.01.26  本學科暨研究所於國賓

飯店舉辦 2007 望年餐會。 

96.03.22  臺大醫學院舉辦 95 學年

度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老師及研究

生均出席參與。 

96.03.29  正立DIC顯微鏡及數位攝

影講習會。 

96.04  本學科錢宗良教授與呂俊宏

副教授獲得臺灣大學 95 學年度教學

優良獎。 

96.04.09  本所黃敏銓助理教授於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96 學年度教師

升等暨新(改)聘【教授、副教授】論

文公開演講，題目為 Role of C2GnT-m 

in Colorectal Cancer 

96.04.11~96.04.12  本學科暨研究

所接受學校評鑑，評鑑委員由劉克明

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日本東北大學

近藤尚武教授及新加坡大學林榮安

教授、及國內何橈通教授、劉江川教

授、王寧教授、錢家韻教授、及黃步

敏教授等解剖學界相關之學者專家

共八名參與評鑑，評鑑結果表現良

好，並針對委員建議正積極尋求改善

之道。 

96.04.13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USA. Prof. Michael E. Selzer, M.D., 

Ph.D. 受邀於演講，題目為"Cyclic 

AMP Enhances Regeneration of 

Lamprey Spinal Axons "。 

96.04.16  Division of Histology,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 Tohoku University. Prof. 

Hisatake Kondo (近藤尚武), M.D., 

Ph.D. 受 邀 於 演 講 ， 題 目 為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Arf-GEF (a small G protein and its 

activator) in the regulation of 

neuronal dendritic formation) "。 

96.06.05  本學科黃敏銓助理教授

通過院教評會升等考核，已報校教評

會審查，於 96 學年度升任副教授。 

96.08  本學科暨研究所由盧國賢所

長帶隊師生共 10 名，前往日本仙台

市東北大學醫學院學術交流參訪 

96.08  本學科錢宗良教授獲聘擔任

醫學院學務分處副主任兼國際事務

小組召集人 

96.08.10  賴逸儒醫師（臺大醫學院

外科兼任助理教授）受邀演講，題目

為"The protective role of heme 

oxygenase-1 in hepatic 

preconditioning"。 

96.09  本學科獲得校方補助之大體

實習室整修工程順利完工，於 96 學

年度正式啟用。 

 

【長庚大學解剖科】 

95 年 8 月份 

1. 李蕙芸老師離職 

2. 黃文翰助教離職 

3. 新聘助教陳詩芸 

95 年 9 月份 

1. 徐淑媛老師榮獲優良教師教學獎 

96 年 8 月份 

1. 陳詩芸助教生女兒 

2. 新聘助教呂旻 

 

【成大醫學院解剖科】 

95.08.01  本科所技士溫宏榮先生

當選優良公務人員。 

9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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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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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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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9.29   舉行九十五學年度大體

老師啟用儀式。 

95.12.15  九十六學年度甄試新生

報到名單: 潘子茜、陳珮蓉、黃彥

文、王姿丰、陳瑋亭等 5名。 

9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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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加

攻讀博士學位。 

96.01.09  恭賀本科/所 陳淑姿 老

師榮升教授。 

96.02.10  本科/所 曾啟育 老師離

職至臺中慈濟醫院行醫。 

96.03.19  本所 王憶華 同學獲得

生醫年會解剖學會碩士級論文比賽

佳作獎。 

96.03.19  舉行九十五學年度大體

老師入殮法會暨感恩追思會。 

96.04.27 九十六學年度新生報到名

單: 林威廷、曹智捷、謝佳莉、蘇柏

全、鍾佳蓉、柯芳宜、吳彥廷 等 7

名。 

96.05.17 本科/所 簡基憲 老師搶救

流浪犬義行。 

96.05.25  恭賀本所碩士班畢業生 

吳沛翊、潘博雄、王憶華 高中成大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96.08.01  莫凡毅助理教授 於九十

六年八月一日到職本科/所。莫博士

畢業於美國伊利諾大學博士。其研究

專長為 Myocardium regeneration in 

heart failure。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科】 

1. 本校自 95 年 8 月 1 日起，講師與

助理教授皆有六年條款，亦即到

101 年必須完成升等。否則將警告

列管或是不予續聘。 

2. 96 年 2 月，香港大學李嘉誠醫學

院解剖學系主任蘇國輝教授，蒞

臨本校參訪並發表演說。在教學

與研究方面給解剖學科相當多的

指導與建議。對本校的「解剖教

學英靈追思紀念會」留下深刻印

象。 

3. 96 年 2 月，周綉珠、柯翠玲與李

愛薇三位老師，利用 IRS 互動式

教學法創新教學方式，獲得學校

頒發「教材革新獎」獎勵。 

4. 96 年 7 月，本校在型態大樓二

樓，規劃一間「家屬接待與捐贈

資料室」提供接待捐贈家屬的場

所以及捐贈相關資料儲存室，平

時可供教師下課休息使用。 

5. 96 年 7 月，本校醫學研究所改名

為「醫學科學研究所」，其中分

為五組「生理暨神經科學組、分

子藥理組、生物化學暨細胞生物

組、醫事檢驗暨生物技術組、微

生物暨免疫學組」。解剖學科教

師依個人研究專長或興趣，併入

其他研究小組，共同合作研究與

指導學生。學科的教學任務仍是

維持學科整體運作。 

6. 96 年 7 月，許政成講師從國立體

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生化營養組博

士班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將於

近期內提出升等。另外，許智偉

約聘人員從東南技術學院企管科

畢業，取得專科學歷，並進入二

技部繼續進修學士學位。 

7. 96 年 8 月，本校醫學系將進行課

程改革，從今年入學的新生(961)

開始，三年級上學期將解剖學相

關科目與生理學依照系統性

(system)進行整合教學。三年級

下學期仍維持進行人體解剖教學

實習，學分數減為三學分。 

8. 96 年 8 月，本校開始研擬規劃進

行組織切片數位化教學(Virtual 

Microscope)，預計九十六學年度

下學期將可以完成並開始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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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組織學實驗將不需要使用顯

微鏡，而是在電腦教室進行切片

觀察與教學。有效減少切片與顯

微鏡的損耗。 

9. 95 年 8 月至 96 年 8 月間，學科陳

金山、馮琮涵兩位老師獲得醫學

系教學優良教師；張秋雲、陳淑

華兩位教師獲得牙醫學系教學優

良教師；白滿惠、李愛薇兩位老

師獲得醫技系教學優良教師；陳

淑華老師獲得藥學系教學優良教

師；許政成、鄭海倫兩位教師獲

得呼吸治療學系教學優良教師。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王詔絹老師 7月底在美進修滿兩

年回校報到， 9 月 1 日起王老師

育嬰假兩年。 

2、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已進行基

礎醫學、臨床醫學整合，原有解

剖學、組織學、胚胎學、神經解

剖學不再單獨開課，三、四年級

是以 Block 為單元，每一 Block

大概 4 至 5 週，一學期 3至 4 

Block，至於解剖學、組織學、胚

胎學、神經解剖學則融合至各

block 中。本年 9月起進入第三

年。 

3、學士後醫學系自本年 9月起全面

英語教學。 

4、游美珠助教 7月離開本科到護專

任教。 

5、解剖學科徵助教壹名，收件截止

日期 96 年 10 月 5 日。 

 

【陽明醫學院解剖科】 

1. 宋晏仁教授於96年2月榮任陽

明大學副校長。 

2. 游祥明教授於96年 8月 1日榮

退，並獲聘為中台科技大學研

發處研發長。 

3. 傅毓秀老師於96年 8月 1日榮升

教授。 

4. 95 年 8 月 1 日新聘張明超副教授

為解剖所專任教師。 

5. 鄭瓊娟老師於 95 年 12 月參加在

美國聖地牙哥舉辦的第46屆美國

細胞生物學會年會及發表論文。 

6. 王懷詩教授獲得陽明大學學術卓

越獎。 

7. 王懷詩教授、古宏海副教授 95 年

9 月榮獲陽明大學 94 學年度教學

優良獎。 

8. 傅毓秀、王懷詩、古宏海、鄭瓊

娟等四位老師獲醫學系學生票選

為 95 學年度第 1學期優良教師。 

9. 解剖所研究生林于晴獲解剖學會

研究生論文獎第一名；蔡珮君、

許韶芸、郭姵吟獲解剖學會研究

生論文獎佳作。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 

95.08.01  新進人員楊梅君小姐到

職，擔任解剖學科實驗室助理（助教） 

95.08.01  何翰蓁助理教授獲頒「95

年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吳大猷

先生紀念獎」 

95.08.23  舉行地藏王菩薩誕辰及大

體老師中元節祭拜活動 

95.09,19  解剖教學大體老師啟用

儀式 

96.01.15  邀請國外學者 Prof. 

Susan S. Suarez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ornell 

University) 演講，講題：Evolution 

of Sperm Storage Proteins in 

Mammals 

96.01.15  完成 40 題大體跑台考古

題互動式教材 

96.03.01  模擬手術教學大體老師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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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儀式 

96.03.05  模擬手術教學大體老師送

靈儀式 

96.03.16  1. 解剖教學大體老師入

殮、火化、入龕暨感恩追

思儀式 

2. 模擬手術教學大體老

師入龕暨感恩追思儀式 

96.07.05  模擬手術教學大體老師

啟用儀式 

96.07.09  模擬手術教學大體老師送

靈、火化、入龕暨感恩追思儀式 

96.07.18  解剖學科計有四名教師

獲頒「95 學年度醫學系優良教師」

獎：曾國藩、王曰然、何翰蓁、以及

劉培新 

96.08.20  完成大體捐贈宣傳海報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在本校服務超過三十年的曾昌衍

教授於 95 學年度 7月榮退。曾教授

教學風格一向以嚴厲著稱，學生對其

是既怕且愛，怕的當然是其嚴格的要

求；愛的呢，因為曾教授有ㄧ自版的

組織學講義，講義內容精實且年年修

訂，因此歷屆學生對此講義皆稱頌有

加。由此可以看出曾教授是一位非常

熱愛教學又認真教學的好老師，今年

因屆齡退休，實在是本科的一大損

失。 

2.甫於台大取得博士學位的曾拓榮

老師從 96 學年度起加入本校服務，

因此今年本科多了一位生力軍。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95.09.01  劉鴻文教育長榮退，並應

聘至長庚大學傳醫所任教 

95.09.16  郭耀文副教授擔任科(所)

主任職 

95.12.20 本學科之大體訓練教學

(PGY1 及 UGY1)外科技能模擬手術訓

練課程獲頒國家品質獎 

96.07 林清亮、徐佳福兩位老師升任

副教授職 

06.08.16  敦聘台大解剖學科盧國

賢教授、陽明解剖學科周逸鵬教授、

長庚解剖學科柳文卿副教授等擔任

本科(所)「自我評鑑」預評委員，並

於 96.08.30 順利完成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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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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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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