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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二十三期會訊 

發行人：歐陽品 

總編輯：史  中 

執行編輯：史  中　         　　　　　　　　       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一日 

 

 

【九十八年度理監事會議報告】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議記錄 

會議名稱：第十一屆第五次理監事暨第五次教育委員聯席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至七時 

開會地點：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會議室（仁愛路一段一號 6樓） 

主席： 歐陽品理事長 

出席人員： 歐陽品、史中、王順德、錢宗良、郭耀文、馬國興、陳玉怜、柳文卿、莊宏亨、

鄭授德、劉江川、盧國賢、黃銀河、王懷詩 
請假人員： 周逸鵬、馮琮涵、劉鴻文、黃步敏、王嘉銓、王淑美、曾國藩、張宏名、蔡孟宏、

陳世杰、王曰然 
 

討論議程： 

一、主席報告：略 

 

二、報告事項（徐淑媛秘書長）： 

1. 學會財務報告：自上次理監事會議後，會員入會費及年會費收入 79100 元，第24屆

生醫年會盈餘分配款 301,916 元，支出(生醫年會、會員大會、論文

競賽、理監事會議、行政費及各項雜支)  195,879 元，故目前結餘

1,270,232元 

2. 第二十五屆生醫年會前置籌備工作報告 

a. 第二十五屆生醫年會時間首選時間為 99 年 3 月 20-21 日，第二順位為 27-28 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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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照

往年安排在週六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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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屆投稿期限為 98 年 12 月 12 日。 

 

三、 討論事項： 

（一） 案由：第二十五屆生醫年會本會特別演講演講者人選。 

決議：1. 由學會發函各校主任，請提供適當人選建議。 

2. 於下次會議中決議。 

（二） 案由：第二十五屆生醫年會本會研討會主題規劃及演講者人選。 

決議：1. 亦由學會發函各校，徵詢有意願者，提出規劃。 

2. 請學會提供前幾年曾舉辦過之研討會資料予以參考。 

3. 於下次會議中決議。 

（三） 案由：第二十五屆生醫年會本會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辦法及格式。 

說明：1. 2010 年本會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辦法及格式，請見附件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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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論。 
決議：1. 照案通過。 

2. 因參加人數有增加的趨勢，請學會嚴格審查書面資料，並特別提醒參賽

同學多加注意。 

（四） 案由：各校新進會員團體入會作業。  
說明：請各主任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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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通過。 

（五） 案由：學會永久網站內容修改。  
說明：首頁上的最新消息請各校予以檔案，以便更新。 

決議：1. 通過。 

2. 為因應各校每學年開始可能會有人事上的變動，因此，請學會在每年九

月開學前主動與各校聯絡，更新各校新發生的事件，並同時更新解剖學會

之網頁內容。 

 

四、臨時動議 

 （一）因國科會計畫申請過程，將解剖與病理分在同一組。為使彼此間更為了解，因此

建議與病理學會之間進行交流。（歐陽品理事長提出） 

說明：1. 解剖與病理於國科會計畫申請中分在同一組，雙方常會互相被審查。然而，

因兩會鮮少有機會交流，因此彼此認識較少。 

2. 今年病理學會理事長為長庚醫師，因此提出與病理學會互相交流的想法，

藉此互相認識。 

決議：1. 可先瞭解病理學會的意願。可以先從理監事之間的非正式聯誼開始。 

2. 本會可先規劃一些想法，然後提出與病理學會討論。 

（二）解剖學會章程上錯誤，請修正。（鄭授德理事提出） 

說明：1. 鄭授德理事瀏覽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站時發現，在本會章程上有一不合

理之處，不知是否為人為疏失？ 

2. 有疑問之章程為第六條，入會資格第二項。（二） 學生會員：凡在國內外

有關解剖科學之大專院校以上就讀，從事解剖科學教學及研究或有興趣者，

經本會會員兩人之介紹及本會理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得為本會普

通會員。是否應改為學生會員？ 

決議：1. 申請時，內政部法規似乎規定，不可有學生會員，因而將其寫為普通會員。 

2. 請學會查詢最新的內政部法規，確認會員的名稱與種類是否有最新的規定。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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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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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為參加第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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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研究生只能投稿一篇論文。 

(三) 參賽學生請填妥報名表 (附件，請指導教授簽名)，於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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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封面、圖、表及參考文獻) 之論文 (中、英文不拘，格式如附件)，

於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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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優參加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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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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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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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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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解剖學整合教學之進展簡介】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解剖學整合教學之進展簡介 
 

史中、劉江川 

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科 

 

為追求大學醫學教育品質卓越化，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整合原醫學院醫學系

傳統分立之課程：胚胎學、組織學及大體解剖學三門課程為“人體結構學＂一門課

程，可符合二十一世紀醫學教育之需求。“人體結構學＂內容以系統教學編排為主

軸，有利於配合問題導向教學法，以及後續的人體結構功能教學課程（包括生理學、

藥理學和病理學等）與臨床醫學課程等之課程銜接。相關實習課程部份改為三階段

實施：第一階段為“示範解剖實習＂，學習者不用動手操作，只需觀察學習。解剖

實驗室現有的輔助教材（包括人體發育過程的模型、人體各種斷面實體模型及各種

組織結構圖片等）及自動學習影像錄影帶等。其著重於人體結構觀念之建立及分

子、細胞、組織和器官的認知。第二階段為“實地解剖實習＂，其著重於參與實地

解剖，親身體驗對人體結構的瞭解及尊重。第三階段為“影像解剖實習＂，其著重

藉由醫用造影方法諸如 X光、電腦斷層影像、核磁造影、超音波、正子造影和單光

子電腦斷層等輔助，增進對人體結構的認知以期與臨床影像診斷醫學應用結合。

“人體結構學＂之教學目的，期望學生以主動學習的態度，瞭解人體結構，並具備

進入臨床應有的知識。人體結構學整合課程除了增進醫學生對人體結構由發生、顯

微到大體的完整瞭解外，同時能節省課程重覆講解的部分，將有更足夠的時間來進

行問題討論教學。由於整合了基礎（胚胎學、大體解剖學和組織學）三門課程，以

系統為主軸，以期符合臨床教學課程之方向，授課內容實質部份均未減少，僅減少

重複部份，且增加功能性內容。人體結構學不依各學門分別傳授，而是以系統為綱

領，同時傳授器官的發育、器官的解剖位置與其他器官的解剖關係及其正常結構與

不正常的發育。另外，加入發育的遺傳機制和部份細胞與分子生物學內容，進一步

說明組織器官、胚胎正常發生及不正常發生、組織病變的分子機制，使“人體結構

學＂成為教學改革重要參考方針及依據。近幾年來基礎醫學教育，目前較多醫學院

（包括國防醫學院和陽明大學醫學院等）擬採用 6年制（一、二年級通識教育，三、

四年級基礎和臨床課程整合，五、六年級為 UGY）＋ 2 年(PGY1+PGY2)。但仍然以系

統教學為主要方式，在解剖、組織、胚胎、生理、藥理和病理外同時加入微生物免

疫等課程，集中在醫學系三、四年級進行醫學系學生基礎醫學相關課程整合教育。

國防醫學院三、四年級基礎與臨床課程整合：以器官系統為主軸，運用 PBL 教學培

養學生自然主動學習能力，讓學生從臨床情境學習臨床知識。而六年制之整合課程

目標包括 1.博雅教育：提昇人文教育和培養醫學興趣。2.基礎和臨床整合：減少內

容重覆，以區段器官系統為主和 3.實習訓練：建立階段目標，以便可以聯結一般醫

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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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長庚大學解剖科】 

98. 3. 21 ~22  第 24 屆生物醫學聯

合學術年會由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主辦，圓滿結束。 

98. 3. 28  本校與長庚紀念醫院共

同舉辦「器官捐贈暨大體老師追思大

會」，除本校教職員與醫院醫護代表

參加外，醫學系與中醫系三年級學生

共 150 位學生皆全程參與，且擔任司

儀及致感謝詞等工作。歷屆家屬參與

人數將近 1000 位。大會過程已掛在

本科網頁之「教學遺體勸募中心」

內，歡迎指教。 

98. 6. 30 歐陽品主任結束研修，再

度參與科內工作。 

98. 7. 13  ~ 19  本校當年度十七

位大體老師功成身退。由醫學系與中

醫系三年級學生縫合後入殮，之後於

中壢殯儀館舉行盛大的火化追思儀

式。本校醫學院院長、醫學系與中醫

系主任、解剖學科歐陽品主任、科內

老師職員及學生數十人參與，參與家

屬人數超過 100 位。場面莊嚴隆重，

家屬皆深感欣慰。火化儀式照片亦掛

在本科網頁之「教學遺體勸募中心」

內，歡迎指教。 

98. 8. 3  本科一年一度之中元普渡

祭拜。 

98. 9. 14  98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

儀式，於大體解剖實習室舉行。由歐

陽品主任主持，醫學系與中醫系主任

皆到場，鼓勵同學們要感恩大體老師

的大愛捐獻，在這一學期中用心學

習。150 位學生們隨後向 17 位大體老

師行三鞠躬禮，開始這一學期的大體

課程。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9709-9808 

1. 恭喜學科馮琮涵主任及周綉珠老

師榮獲97學年度醫學系優良教師 

2. 恭喜學科白滿惠老師升等助理教

授,已獲教育部通過. 

3. 恭喜學科邱瑞珍老師博士班畢業 

4. 白滿惠老師連任行政老師.  

5. 馮琮涵老師連任解剖學科主任. 

6. 馮琮涵主任接任北區遺體連絡中

心捐贈推廣小組召集人. 

7. 本校自98學年度起實施整合課程,

將解剖,組織,胚胎,神解,生理合

併成為系統整合課程.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98.01 本校於 1月 23 日由校長親自

主持舉行 97 學年度大體老師

火化暨感恩追思法會，各部門

均派員參加，法會進行圓滿順

利。 

98.04 賀周明加老師獲得本校 96 學

年度「醫學系教學優良教

師」。 

98.06 本校醫學系決定自99學年度起

進行課程改革，將以器官系統

模組取代現行各基礎醫學課

程。原有解剖學、組織學、胚

胎學、神經解剖學將不再單獨

開課，而是融入各器官系統模

組中。 

98.07 賀柯妙華老師獲選為本校「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及「系務會

議教師代表」。魏一華老師獲

選為本校「校務會議教師代

表」及「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98.07 在本校服務超過三十年的高

田老師於 97 學年度 7 月榮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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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本學科98學年度新進碩士班

新研究生：曾雪芬 一名。 

98.08 本校自 98 學年度起提高應徵

新聘教師主論文篇數為：教

授：6篇、副教授 5篇、助理

教授 4篇。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98.08.01 本科王詔絹老師從美國國

衛院學成歸國並開始任教。 

98.09.28 本科蕭廷鑫老師與何宛怡

老師榮獲本校醫學系孔夫

子獎。 

98.09.07 本科劉克明老師主持教育

部主辦之「醫學教育委員會

基礎醫學教育組98年第1次

會議」，其主旨為整合基礎

科學、基礎醫學與臨床醫學

用以培養未來醫師的基礎

科學能力。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 專門為醫牙學系三升四年級的學生

所開設為期一週的「聯合軍陣外傷

急救訓練」課程七月初於戰傷中心

舉行，此項課程結合臨床與解剖生

理，病理知識應用於初階急救訓練

上， 透過實作演練，不僅驗證學生

的基礎醫學學習成效，也豐富了基

礎醫學學門的學習內容，落實解剖

知識臨床化與應用化的終極目標，

學生學習興趣高昂。 

2. 王順德，郭耀文老師因服務屆滿 28

年,於 98 年 7 月榮退。 

3. 陳正繹老師當選本年度優良導師。 

4. 馬國興老師於 8月通過副教授資格

審查，獲教育部頒授副教授證書。 

5. 史中老師於 7月當選為國防醫學院

本屆教常會常務委員，並於 8月 10

日當選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理

事及教育學術委員。 

6. 本所為配合教育部之系所評鑑工

作，於 10 月 6 日舉行「自我評鑑」， 

會中邀請國內解剖界專業教授前來

進行初評。委員除對本所特色留下

深刻印像外，也提供許多建設性之

意見，相信對明年教育部高教司的

教育評鑑準備工作有極大的助益。 

7. 98 年度實地解剖學實驗課程之大

體老師於 10 月 15 日，在第二殯儀

館進行火化，老師與家屬進行儀式

後進行火葬，場面莊嚴肅穆。 

8. 一年一度的院慶大體展將於 11 月

21 日本所大體解剖室開放全國民

眾參觀：本所院慶大體展舉辦目的

為推廣一般醫學知識教育普及大眾

及訓練醫學生與研究生教學技巧，

如何將生澀難懂的醫學名辭以口語

化淺顯易懂方式傳授給可能是未來

的病人或學生，並藉以彰顯大體老

師對本醫學院的偉大貢獻。生動活

潑的活動規劃主要以學生為主體，

教官為輔，依不同的系統分組講授

大體相關的醫學知識，也間接讓參

觀的學生家長親友瞭解兒女學習的

成就，肯定本院的教學努力。也對

研究生未來職場尤其是從事解剖教

學工作有極大助益。 

9. 本科(所)有身障職缺一名，並經由

勞委會就業 e網公告徵才，迄今計

有三人報名，其中兩員因專長不符

本科(所)需求，無法聘用，另一員

應聘者擬於近期召開會議進行資格

審核。 

 
【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98.03.07 王嘉銓老師與多媒體製作

室共同開發的互動式「呼

吸系統多媒體」教學軟體

首次於「多媒體在醫學教

育上的應用研討會」中公

開展示，並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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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11 98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禮

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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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01 新聘王霈博士為本學科助

理教授。 

98.07.31 本科謝主馨助教離職赴德

國進修，98 年 8 月 1 日起

由王孝慈小姐擔任本科大

體解剖學相關課程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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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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誠徵助理教授(含)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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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領域：神經科學、細胞生物學、生命科學相關領域 

教授課程：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及生醫所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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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99 年 5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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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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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科徵才啟事 

一、類別:殘障缺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一名。 

二、資格:具有細胞生物學、解剖學等相關博士學位。 

三、具殘障證明。 

四、工作內容: 

 負責大學部組織學正課及實驗、胚胎學 普通生物學正課及實

驗、人體結構學、實體解剖學實驗、神經解剖學正課及實驗及

研究所細胞生物學、顯微解剖學、人體結構學等之相關教學。

五、申請時請提供下列資料: 

  1．個人履歷及自傳、著作目錄及五年內代表性之著作影本(至多三

篇,請附電子檔)。  

  2．最高學位及經歷證件影本。 

  3．二封推薦函及三位推薦人名單。 

  4．未來教學及研究計畫。 

六. 意者請備妥相間資料，郵寄至「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羅小姐 收」。 

聯絡電話:(02)87923100 轉 18159 

  Email: anat@ndmctsgh.edu.tw 

 信封上請註明[應徵醫學系生物及解剖學科教師] 

[收件截止日期:98 年 12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 

*如徵人不足，下次截止日期:99 年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