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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十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暨第三次教育委員聯席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至七時
地點：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議室
A. 討論事項
1. 案由: 第二十四屆生醫年會本會特
別演講與會員大會時段。
決議：本屆生醫年會大會演講安排
在週日早上，故本學會特別演講與
會員大會時段依照往年安排在週六
早上。（見附件一）
2. 案由: 第二十四屆生醫年會本會特
別演講演講者人選。
決議：第一人選為前理事長曾國藩
監事，由歐陽理事長徵詢其意願。
若曾前理事長無法參與，第二人選
則由周逸鵬常務理事邀請陽明大學
林奇宏教授。
3. 案由: 第二十四屆生醫年會本會研
討會主題規劃及演講者人選。
決議：本會仍依照往年，舉辦兩個
研討會。主題及負責理事如下：

(1) 主題：Cancer stem cell，
由周逸鵬常務理事負責。
(2) 主題：Neuroimage，由馬
國興理事負責。各場之主
持人與四位演講者名單、
題目與摘要，由秘書長將
所需填寫表格寄給兩位負
責理事，再於 12 月 15 日
前回傳。
4. 案由: 第二十四屆生醫年會本會研
究生學術論文競賽辦法及格式。
決議：2009 年本會研究生學術論文
競賽辦法及格式，以及報名表與書
面資料寄送截止日期以及第二階段
口試舉行時間，辦法部分修改後見
附件二。
5. 案 由 : 各 校 新 進 會 員 團 體 入 會 作
業。
1

決議：請各校科主任收集各校欲入
會之新進會員的入會申請表，並於
年底前交付秘書長以便建檔。並請
秘書長先以 e-mail 通知各校主任，
並以電話敦請各校主任加以協助。
6. 案由: 學會永久網站內容修改。
決議：
1. 請各校科主任協助提供最新資
訊，以更新首頁之最新消息。
2. 請各校科主任提供一位固定人選
作為之後最新資訊更新的聯繫窗
口，以便於固定每月進行更新。

B. 臨時動議
1. 案由: 本屆會訊的出刊時間，請討
論。決議：本屆由史中常務理事負
責會訊部分，預計於 12 月底出刊。
請秘書長將會訊格式 email 給史常
務理事，亦請各校主任協助提供最
新資訊，以刊於會訊之上。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台大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96.12.07 盧國賢主任與蔡錫圭教授
受邀於本院「醫學傳承講座
系列—台灣解剖學近百年
史」演講。
96.12.12 馬來西亞 University Science
Malaysia 等五所大學，由
Dr. Zul Izhar Mohd Ismail 帶
領共十名來賓參訪大體實
習室。
96.12.21 日本千葉大學森教授一行
五人來訪，參觀大體實習室
及醫學卓越研究中心。
97.01.21 舉辦 96 學年度大體老師入
97.01.25 殮儀式；本學科全體老師及
醫學系六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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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2.01 錢宗良教授擔任醫學院學
務分處主任。
賴逸儒醫師獲聘為本學科
助理教授。
97.02.18 日本人類學博物館及長崎
97.02.19 大學齒學部共六名學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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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01

97.04.10

97.04.17

97.05.01

本學科人類學研究室訪問
並進行體質人類學研究。
專題演講：
Professor Kaoru Goto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Cell Biology, Yamagat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Yamagata, Japan)
受邀於學科演講，題目為：
Cell bi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of the
diacylglycerol kinase family:
brain, heart, cell cycle and
etc.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
科吳慶祥教授受邀於學科
演講，題目為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n
neuroglial studies
台大醫院小兒部小兒神經
科李旺祚醫師受邀於學科
演講，題目為
Neurobiological studies
using imaging tools
臺大醫學院藥理學科符文

97.05.08

97.05.22

97.05.29

97.07

97.10.23

美教授受邀於學科演講，題
目為 Behavioral tests and
application for neuroscience
research
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
錢嘉韻教授受邀於學科演
講，題目為 Mapping
neurogene expression in
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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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sues
「臺大醫學院收集人骨的
人類學綜合研究」研討會。
由本學科蔡錫圭教授、京都
大學片山一道教授、東京大
學米田穰教授及日本國立
科學博物館篠田謙一主任
共同發表研究成果。
尹相姝教授獲得教育部 20
年資深優良教師獎。
錢宗良教授與呂俊宏副教
授獲得臺灣大學 96 學年度
教學優良獎。
謝松蒼教授獲得臺灣大學
96 學年度教學傑出獎。
日本千葉大學森千里教授
等八名學者至本學科人類
學研究室參訪及座談。

醫預科主任
97.9.28 鄭授德老師榮獲本校優良教
師教學獎與輔導獎
97.1.17 歐陽品主任研究休假半年
【成大醫學院解剖科】
97.04.30

賀本所碩二 PR 比賽 成
績亮眼！

97.06.01

賀本所吳詩盈同學獲得成
大醫學院研究生論文比賽
碩士級(第 2 組)優勝獎

97.06.25

賀本所 郭余民 老師榮獲
醫學院 96 學年度教學優良
獎

97.07.31

本所 李世雄 老師於 7 月
31 日榮退、並聘為兼任助
理教授

97.08.01

吳佳慶 助理教授 於 2008
年 8 月 1 日到職本科/所

97.08.04

恭賀吳佳慶老師獲得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97.0816

本所第一屆畢業生於關子
嶺舉辦同學會

97.09.17

2008 年 解剖所迎新

97.11.26

恭賀吳佳慶老師喜獲麟兒!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97.08.01 王霈博士、謝侑霖博士於台
大取得博士學位後，從 97
學年度起任教本校解剖學
科擔任助理教授一職。
97.12.15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外科醫學
研究所電子顯微鏡中心主
任陳明雄博士於 97 年 12
月 15 - 16 日蒞臨本校參
訪，陳教授在電子顯微鏡
學上有深入研究，期間給
予本科寶貴之研究經驗。
97.12.15 - 21 香港大學解剖學系陳立
基教授至本校參訪發表演

【長庚大學解剖科】
97.3.30 歐陽品老師榮任中華民國解
剖學學會第十一屆理事長，
徐淑媛老師擔任秘書長，宋
欣錦老師擔任總幹事
97.5.16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正式接
手主辦第 24 屆生物醫學聯
合學術年會
97.8.1 歐陽品老師接任解剖學科主
任，鄭授德老師接任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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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07 柯妙華老師前往歐洲參加「國
際運動科學年會」，並參與論
文張貼。
97. 07 恭賀魏一華老師於 07.27 明珠
入手。
97. 08 本科前學科主任楊美芳老師
任期圓滿結束。97 年 8 月起改
由蔡孟宏老師擔任新學科主
任。
97. 08 吳政訓老師申請於中山醫學
大學在職進修攻讀博士學
位，獲學校通過。
97. 08 本學年度(97)起正式聘請曾拓
榮教師為本學科專任助理教
授，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
等教學工作。
97. 09 恭賀柯妙華老師獲得本校 96
學年度「醫學院教學優良教
師」。
97. 09 舉行 97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
暨感恩追思法會，法會進行非
常圓滿順利。

說並協助本科大體解剖學
之教學。期間陳教授分享
他參與香港大學醫學系之
整合課程的多年經驗，科
上老師與陳教授在研究與
教學上有熱烈廣泛的交
流。
97.12.11. 本科出版「大音希聲」一
書，其內收錄本校 96 學年
度解剖教學啟用儀式、大
體老師身平、學生心得感
想及感恩暨入歛火化儀式
等。
【陽明大學解剖學科】
1. 鄭瓊娟老師於 97 學年度榮升副教
授。
2. 王懷詩老師 97 年 4 月榮獲 96 學
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網路教學評鑑
優良教師。
3. 陳天華老師 97 年 4 月榮獲醫學院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優良教師琉璃
獎。
4. 傅毓秀老師 97 年 11 月榮獲醫學
院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優良教師琉
璃獎座。
5. 廖婉容同學榮獲 2008 中華民國解
剖學學會碩博士班研究生學術論
文獎第
第一名。
6. 97 年 3 月 7 ~9 日與台灣神經外科
醫學會舉辦「第三屆國立陽明大
學–台北榮民總醫院 腦纖維解剖
及顱底手術操作研習營」。
7. 97 年 9 月 20 ~21 日與台灣脊椎外
科醫學會舉辦「高級脊椎手術技
術研討會及實體操作」。
8. 97 年 5 月 17 日舉辦解剖學及細胞
生物學研究所二十週年所慶校友
回娘家活動。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 97.09.01 調任陸廣懿小姐為本學科
助教職，並擔任教學遺體防腐與實
驗室管理等項要職。
2. 97.09.01 呂美華老師榮退，但為回
饋母校培育，改為兼任教師繼續協
助學科教學任務。
3. 97.11.01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
科郭耀文主任榮調教務處處長職。
4. 97.11.24 殷鳳儀老師年度內榮獲頒
贈國防醫學院劉瑞恆獎學金。
5. 97.11.24 國防醫學院院慶大體解剖
室及戰傷訓練中心等地開放供民眾
參觀與實做體驗，來賓踴躍，盛況
空前，深獲肯定。
6. 97.11.20 新購教學模型安妮、戰地
醫療技術訓練(CMAST)模組及重
大傷亡救援學習模組(DMR)供學員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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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者踴躍，會中討論熱烈，收穫良
多，獲高度評價。

生進行戰傷傷情模擬與核生化大規
模毀滅性災難的傷患緊急救護模擬
等訓亦在本次院慶提供民眾參觀及
實做體驗，反應熱烈。
7. 每月進行大體模擬外科技術訓練提
供本院實習醫生(UGY)與畢業後外
科住院醫師實際臨床操作(Hand-on)
經驗，以備未來畢業後外派外島或
戰爭及災難發生時，作為前進急救
小組軍醫能具有各項基本的現代軍
醫技能。
8. 97.11.19 及 97.12.12 史中老師分別
舉辦之兩場學術研究研討會“骨質
疏鬆防治之基礎與臨床學術研討
會”及“骨與關節軟骨組織修復和再
生之基礎與臨床學術研討會”，會中
邀請國防(史中、林柳池和王世
杰)、三總(武國璋)、台大(楊榮森和
江清泉)、長庚(陳芳萍)和陽明(鄭誠
功)等多院校專家學者專題演講。參

【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 97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禮儀於 97
年 9 月 12 日下午假本校國璽樓五
樓大體解剖實驗室舉行，邀請大
體老師家屬參加，由嚴任吉神父
主禮，氣氛莊嚴肅穆。
2. 97 年 11 月 1 日於本科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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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嘉銓老師於 97 年 8 月 1 日榮升
副教授。
4. 謝主馨小姐於 97 年 8 月 1 日到
職，擔任本科大體解剖學相關課
程助教。
5. 97 年 12 月 18 日安徽大學校長等
一行人蒞臨本科參觀大體解剖實
驗室。

【編輯小札】
1. 本學會會訊預定每四個月出刊一期，即每年四、八、十二月十五日發行，目前會訊編輯工
作由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負責，歡迎各單位及個人踴躍投稿。來稿請寄：台北市內
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2. 對本期會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建議，歡迎來函：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國防
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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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第二十四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學會特別演講、會員大會場地分配
98 年 3 月 21 日(周六)
98-3-21

30 教室

細生學會
09:00-11:00
特別演講

31 教室

32 教室

33 教室

臨生學會
特別演講
會員大會

解剖學會
特別演講
會員大會

34 教室

1 教室

毒物學會
特別演講
會員大會

生理學會
特別演講
會員大會

11:00-11:45

Poster Discussion

11:45-12:45

午

12:45-13:30

Poster Discussion

13:30-15:30

生化學會
特別演講

藥理學會
特別演講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餐

休

15:30-15:45

2 教室

息

15:45-16:45
98 年 3 月 22 日(周日)
98-3-22

30 教室

31 教室

32 教室

33 教室

34 教室

08:45-09:45
09:45-10:00

休

息

10:00-11:00

生 醫 年 會 大 會 特 別 演 講

11:00-11:45

Poster Discussion

11:45-12:45

午

12:45-13:30

Poster Discussion

餐

13:30-15:30

15:30-15:45

休

15:45-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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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 教室

2 教室

附件 二
200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班研究生
學術論文競賽辦法
壹、宗旨：
鼓勵各大學及獨立醫學院解剖學相關研究所碩博士班研究生，積極參與生物醫學聯合學
術年會，發表論文。

貳、參賽資格：
1.

需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

2.

中華民國各大學及獨立醫學院解剖學相關研究所，在學(投稿時)碩、博士班研究生皆可
報名參加。

3.

需為參加第二十四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摘要投稿第一作者(口頭或壁報均可)。

參、辦法：
(一)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負責論文評審工作，分為碩士班研究生組與博士班研究生組。
(二) 每位研究生只能選定一篇論文參賽。
(三) 參賽學生請填妥報名表(附件，請指導教授簽名)，於民國九十八年二月二十日下午五點
以前寄達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徐淑媛秘書長 (地址：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四) 參賽之研究成果請撰寫為 8 頁以內 (含圖、表及參考文獻)之論文(中、英文不拘，格式
如附件)，於民國九十八年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 (檔名：參賽作者
中文姓名.pdf)寄達電子郵件信箱 hsusy@mail.cgu.edu.tw。
(五) 學術委員會依第一階段論文初審結果，擇優參加民國九十八年三月六日舉行第二階段口
頭報告與答詢。口頭報告中、英文均可，以清楚表達為原則，但不因所用之語文影響評
分結果。學術委員會以兩階段之成績，擇優選取碩士班研究生組及博士班研究生組各前
三名及佳作若干名，於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年會時頒予獎狀及獎金。
(六) 為鼓勵本會學生會員參加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上屆理監事會議通過：(1) 凡參加競賽
之本會學生會員（第一作者）
，每人獎勵 500 元。(2) 補助口試參賽者的交通費 ：台北
縣市所在學校學生不予補助，新竹（含）以北補助來回交通費 400 元，彰化（含）以北
至新竹以南補助來回交通費 800 元，彰化以南補助來回交通費 1500 元，花蓮補助來回
交通費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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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班研究生
學術論文競賽論文格式

1. 中、英文不拘，但需一致；即採英文格式者，全部英文；採中文格式者，全部中文。

2. 論文內容包括下列項目﹕


第一頁（封面）：題目、作者、指導教授、單位



第二至八頁(至多)：摘要、前言、方法、結果、討論、參考文獻

3. 各節之間不分頁，1.5 行距；英文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中文標楷體 (12 號字)

4. 上、下、左、右各距邊緣 2.5cm；頁碼編於右上角。
5. 論文請精簡，全部內容(含圖、表及參考文獻)最多八頁
6. 引用文獻的寫法請依據「台灣醫學會雜誌」之格式
7. 以 PDF 檔案格式存檔，以參賽作者的中文姓名為檔名。例如：張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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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長庚大學醫學院

徵聘教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誠徵專任教師
職位: 助理教授(含)以上(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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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學歷:博士學位
年齡: 助理教授限 40 歲以下
應備文件(請上本校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
1.新聘教師應徵申請表(下載) 2.備齊新聘教師任用彙總流程表中審查資料，包括： 1.
申請表 2.履歷表 3.學歷證件影本 4.推薦信三份 5.論文著作抽印本 6.未來研究方向
發佈日期：2008/06/06
聯絡人：莊宏亨 副教授 聯絡電話：03-2118800 ext.5071
E-Mail：hhj143@mail.cgu.edu.tw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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