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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理監事會議報告】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十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五)下午五點三十分
地點：臺灣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六樓 603 會議室
主席：錢宗良理事長
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出席人員姓名：王順德、史中、吳建春、劉鴻文、周逸鵬、馬國興、
陳玉怜、鄭授德、謝松蒼、徐佳福、呂俊宏(請假)、莊宏亨(請假)、馮琮涵
(陳淑華代)
監事出席人員姓名：劉江川、曾國藩、盧國賢、吳慶祥、歐陽品(請假)
教育委員出席姓名：王懷詩、蔡孟宏、王嘉銓(請假)、陳世杰(請假)、
王曰然(請假)、藍琴臺(請假)、黃步敏(請假)
列席人員：李立仁、李安婕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會務概況報告
(一) 工作分組：
1. 教育委員會

2. 公關委員會
3. 學術委員會

主委：盧國賢 委員：王嘉銓、陳世杰、王曰然、
王懷詩、藍琴臺、黃步敏、蔡孟宏、史中、
王順德、馮琮涵、歐陽品
主委：王順德 委員：鄭授德、馬國興
主委：周逸鵬 委員：吳建春、莊宏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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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委員會
主委：史中 委員：劉鴻文、徐佳福
5. 資格審查委員會
主委：呂俊宏 委員：陳玉怜
(二) 各校各系統之專長教師調查：
感謝各校提供資料，學會將於調查完成後儘速製表公佈。
(三) 第二十六屆生醫年會前置籌備工作報告：
1. 二十六屆生醫年會為 100 年 3 月 19-20 日於國防醫學院舉行。
2. 論文投稿期限為 99 年 12 月 10 日(投稿須知如附件一)。
3. 請鼓勵學會會員師生踴躍投稿。
(四) 主辦學會 2011 年碩博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
1. 報名期限為 100 年 2 月 25 日，第二階段口試為 100 年 3 月 11
日(參賽辦法、格式與報名表如附件二)。
2. 由學術委員會負責協助辦理學術論文競賽。評審委員名單如
下: 主委：周逸鵬。委員：吳建春、莊宏亨、徐佳福、郭余民。
(五) 學會財務狀況：
自第十一屆移交為 101 萬 8374 元，收到二十五屆生醫年會盈餘
30 萬 8925 元，扣除秘書行政費及各項開會等支出，目前結餘為
125 萬 0112 元。
三、討論事項：
(一) 本學會對籌設舉辦生醫年會之常設組織之可行性評估，提請討論。
決議：成立生醫年會常設組織所需之人力及空間資源與其功能，在未見相關
組織章程草案情況下，本學會對於籌設生醫年會常設組織持保留態度，建議
以目前功能性組織為宜。本學會另建議生醫秘書長聯席會議討論建立籌辦每
屆生醫年會之標準作業程序(SOP)，以利經驗之傳承。
(二) 本學會是否同意新學會申請加入共同舉辦生醫年會，提請討論。
決議：本學會建議欲加入之新學會，請先擔任三年之觀察員身份，三年後經
理事長聯席會議通過，再正式邀請加入。在三年之觀察員身份期間無投票
權，亦不參與生醫年會之盈餘分配。
(三) 本學會特別演講主持人、演講者及研討會(二場)之主題，提請討論。
決議：特別演講主持人為錢宗良理事長，演講者為歐陽品教授。研討會之主
題一訂為 Molecular image，負責人為馬國興理事，主題二訂為 Neurotrauma
and cortical plasticity，負責人為曾國藩監事。
四、臨時動議：
(一) 明年生醫年會 3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舉辦午餐會，將依慣例請廠商
贊助。
(二) 明年教學研討會暫定在慈濟大學舉辦，時間暫訂為六月初，可開放書
商來做廣告。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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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二十六屆生醫年會論文投稿須知
1. 投稿截止日期：99 年 12 月 10 日
2. 所有與會人員投稿論文摘要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線上繳交，請依據「論文摘
要上傳」頁面之規定及範例詳細暨正確填寫。
3. 請注意！大會手冊（論文摘要）內容將根據您上傳的資料彙整，內容之正確
與否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4. 摘要內容以英文為原則，摘要題目每個英文字字首英文字母為大寫，介係詞
除外。上傳「論文摘要」內容字數以 250 字為上限，不得超出。詳情請見投稿
網址：http://www.jacbs.org.tw。
5. 稿件作者必須包括學會會員，同一稿件限投一個學會。
6. 凡以郵寄、傳真、E-mail 等大會規定以外之方式投稿者，一概不予接受，稿
件亦不退還。
7. 論文通過審查後(未通過口頭報告者自動轉為壁報論文)，將於 100 年 1 月中
旬，以 E-mail 通知投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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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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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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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為參加當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摘要投稿之第一作者(口頭或壁報
均可)。
4.
參、辦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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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位研究生只能投稿一篇論文。
7. 參賽學生請填妥報名表(請指導教授簽名)，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下午
五點以前，寄達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李立仁秘書長(地址：10051 台北市
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 號 6 樓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
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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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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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達李立仁秘書長電子郵件信箱
ljlee@ntu.edu.tw。
9. 學術委員會依第一階段論文初審結果，擇優選拔參加民國 100 年 3 月 11
日舉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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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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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時頒予獎狀及獎金。
10. 為鼓勵本會學生會員參加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經理監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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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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論文格式
1. 論文請精簡，全部內容(含封面、圖、表及參考文獻)最多八頁。
2. 論文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第一頁 (封面)：作者、單位、題目、指導教授 (如報名表)。
第二頁至八頁(至多)：摘要、前言、方法、結果、討論、參考文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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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各節之間不分頁。英文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中文標楷體 (12 號字)。
5.

上、下、左、右各距邊緣 2.5 cm，頁碼編於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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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報名表

學生姓名

學校

□ 博士班

研究所

□ 碩士班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指導教授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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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科活動報導】

【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99.03.08-06.06 李立仁老師獲國科會補 99.07-12 本所汰換遺體冷凍設備。
助赴美國德州休士頓貝勒醫學 99.08.01 新聘助理教授職缺藍心婕老
院-小兒神經科凱恩基金會實驗
師正式到任，協助科所教學研
室短期進修。
究。
99.03.15 謝松蒼教授榮獲 98 年度國科 99.08 新聘助理教授職缺陳瀅老師將
會研究傑出獎。
於 100.01 到任，協助科所教學
99.04.23 臺大醫學體質人類學研究室
研究。
成立十週年紀念會邀請台大醫 99.08.11 史中老師當任中華民國骨鬆
學院楊泮池院長、謝博生院長、
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座長。
國立科學博物館人類研究部長 99.09 史中老師當選國防醫學院 99 年
(日本人類學會會長)與東京大
度優良教師。
學馬場悠南教授蒞會致詞，以及 99.10.28 本學科利用專題討論時間邀
邀請日本千葉大學森千里教授
請通識科外籍教師進行專題演
蒞會演講，講題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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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擔任本學科之兼任教師，協助
99.04.30 錢宗良教授當選第十二屆中
科所教學研究。
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
99.11.11 邀請本所畢業所友梁美智助
99.05.26 盧國賢與錢宗良老師率全所
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共 9 位學生赴新加坡大學參加 99.11.20 本學科同往年一樣舉辦國防
第一屆國際解剖學與細胞生物
醫學院一年一度院慶大體展。
學學會。
99.11.20 本 所 舉 辦 第 二 次 校 友 回 娘
99.05.28 錢宗良教授榮獲 99 年本校服
家。
務優良獎。
99.11.24 本所細胞組一年級李偉齊同
99.06.26 本所成立滿四十週年，特發行
學及解剖組一年級陳靖雯同學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
獲頒劉江川獎學金。
學研究所四十週年專刊，並舉行
慶祝茶會。
【陽明大學解剖科】
99.08.01 賴逸儒助理教授榮升副教授。
99.02.02 邀請 Hisatake Kondo, MD PhD
99.09.07-10 盧國賢教授赴日本(北九州
Professor 演講，講題：Unresolved
長參加第 44 屆「日本味と匂学
yet questions in conventional
会」並發表演講。
electron microscopy (EM) such as
99.09.28 盧國賢教授及黃敏銓副教授
sol or gel nature of cytoplasm and
榮獲本校醫學院 98 學年度教學
diaphragm or strands of renal
優良獎。謝松蒼教授榮獲特聘教
glomerular filtration slits because
授榮譽獎及學術研究成果傑出
of their vague appearance; and
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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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usible answers in embedmentfree section EM.
99.03.24 舉行 98 學年度慰靈公祭暨追
思感恩會。
99.04.02-04 及 99.04.14-18 與台灣神經
外科醫學會合辦「國立陽明大學
－台北榮民總醫院顱底及動脈
瘤手術頭顱操作研討會」。
99.05.15 與台北榮民總醫院合辦鼻竇
內視鏡手術研習營。
99.05.15 舉辦校友回娘家茶會。2010 中
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士班研究生
學術論文獎：陳盈璇同學榮獲第
一名、馮睿勛同學榮獲第三名。
陳盈璇同學榮獲 99 年紀念尹珣
若先生品學及論文優良獎學金
優等獎。
傅毓秀教授、鄭瓊娟副教授榮
獲醫學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
良教師。
99.06.18-25 王懷詩.周逸鵬.古宏海老
師前往西安交通大學進行問題
導向小組學習研討會暨工作坊。
99.08.16 舉行 99 學年度大體老師啟用
儀式，邀請葉楚生大體老師的家
屬介紹生平事蹟，葉老師曾任職
教育部國教司司長多年，是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的重要推手，一生
在教育上貢獻良多。
陳天華副教授榮獲 98 學年度全
校教學優良教師。
99.10.28 廣西醫科大學蒞臨本科所參
訪。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99 年 2 月 邱瑞珍老師由台灣大學動
物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取得博士
學位。
99 年 3 月 舉辦「解剖教學英靈追思
紀念會」，邀請家屬參加。場面

隆重莊嚴。
99 年 5 月 本校在型態大樓旁設立
「無
語良師紀念碑」，感念大體捐贈
者的無私奉獻精神。
99 年 5 月 張秋雲、陳淑華兩位老師
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and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2010)，並發表論文。
99 年 7 月 舉辦遺體火化安奉儀式，
首次讓學生參與，並全程攝影記
錄。
99 年 7 月 新聘洪君琳博士至本校擔
任助理教授。
99 年 7 月 邱瑞珍老師雙胞龍鳳胎誕
生。
99 年 8 月 李愛薇老師弄瓦之喜。
99 年 8 月 周綉珠老師擔任本校醫學
系行政老師。
99 年 11 月 馮琮涵、周綉珠以及柯翠
玲老師榮獲本校「99 學年度醫
學系教學優良教師獎」。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99. 01 本校於 1 月 23 日由校長親自主
持舉行 98 學年度大體老師火化
暨感恩追 思法會，感謝各校
解剖學科致贈花籃，法會圓滿順
利完成。
99.01 賀本科蔡孟宏老師獲得本校 97
學年度「醫學院教學優良教
師」。魏一華老師獲得本校 97
學年度「醫學院績優導師」。
99.02 在本校服務近二十年的周明加老
師於 98 學年度 2 月申請榮
退，本科喪失一名資深的優良教
師，實是本科一大損失。
99.08 自 99 學年度起增聘吳慶祥老師
為本學科專任教師，以紓解本學
科沉重教學負擔。同時也藉由吳
7

老師卓越的研究能力，帶領本
同獲 99 學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科在研究領域上開創新局。
99.10 本校於 10 月 2 日舉行 99 學年度
99.08 本科蔡孟宏老師自 99 學年度起
大體老師啟用暨感恩追思法
兼任醫學系副主任一職，協助系
會，感謝各校解剖學科大力支
主任處理基礎學科相關事務。
持，法會圓滿順利完成。
99.08 賀本校楊美芳老師獲選為本校 99.11 哀本校資深教師哈鴻潛教授不
99 學年度「院務會議教師代
幸於 11 月 11 日往生，本科同仁
表」。
同表哀悼，將訂於 11 月 25 日舉
99.08 賀本校楊美芳老師、魏一華老師
行公祭。

【徵才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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