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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解剖學教學研討會紀要】
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8 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2：30
9:00 - 9:30
9:30 –9:40

地點：台大醫學院 508 講堂

報到
主席致詞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

錢宗良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盧國賢

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解剖學課程整合報告及討論
9:40 –10:00

國防醫學院

解剖學科副教授

徐佳福

10:00 –10:20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解剖學科助理教授

何宛怡

休息 (coffee break)

10:20 –10:40
10:40 –11:00

陽明大學醫學院

解剖學科教授

周逸鵬

11:00 –11:20

台灣大學醫學院

解剖學科主任

盧國賢

11:20 –12:00

討論

12:00 –13:00

午餐及交換意見
台灣醫學院校解剖學教學規劃會議

13:10 –14:00
14:00 - 14:30
14:30

討論「醫學系解剖學之合理的學分數」，包括大體解剖學、組織學、胚 教育委員及所有
胎學、神經解剖學等。
結論及建議

會員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

錢宗良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盧國賢

會議結束
1

謝謝參與!!

討論議題 :
醫學系解剖學(包括大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神經解剖學)含實習之合理學分數。
各校學分數統計表如下:
台大

成大

陽明

大體

7

8

6

組織

4

4

3

胚胎

2

1

1.6

神解

2

2

2.5

合計

15

15

13.1

國防

輔大

中國

高醫

5

7

8.5

3

4

3

2

1

1.5

3

2

1

1.1

2

2

13

12

13

14.1

13

14+1

10

慈濟
8
(含胚胎)
3

長庚
7+1
4
1

會議決議 :
1. 解剖學之合理學分數為大體解剖學 7 學分，組織學 3.5 學分，胚胎 1.5 學分，神經解剖學
2 學分，共計 14 學分
2. 寄發問卷調查各校解剖學各 system block 之負責老師。調查結果如下:
System blocks

專

長

教

師

台大盧國賢 台大尹相姝 台大王淑美 台大黃敏銓 成大郭余民 成大黃步敏 成大莫凡毅 成大吳佳慶 成大江美治

Cell and Tissues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宋晏仁 陽明古宏海 陽明葉添順 陽明張明超 國防陳正鐸 國防藍心婕 輔仁鍾敦輝
輔仁 王霈 中國蔡孟宏 中國楊美芳 高醫陳世杰 高醫黃友和 北醫馮琮涵 北醫洪君琳 北醫陳淑華 北醫李愛薇
慈濟何翰蓁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長庚鄭授德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Embryology &
Development
Integumentary
system
Lymphatic system

台大陳玉怜 台大尹相姝 台大王淑美 成大莫凡毅 成大吳慶明 成大許鍾瑜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周逸鵬
陽明邱美妙 國防劉鴻文 輔仁鍾敦輝 輔仁

王霈 中國蔡孟宏 中國柯妙華 中國吳慶祥 中國曾拓榮 高醫何宛怡

高醫王詔絹 北醫馮琮涵 北醫洪君琳 慈濟何翰蓁 慈濟曾國藩 慈濟王曰然 長庚鄭授德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台大陳玉怜 台大謝松蒼 台大黃敏銓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周逸鵬 陽明黃逢立 國防陳正鐸
國防趙壯飛 中國蔡孟宏 高醫陳世杰 高醫何宛怡 北醫馮琮涵 北醫張秋雲 北醫柯翠玲 慈濟何翰蓁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長庚歐陽品 長庚宋欣錦
台大尹相姝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宋晏仁 陽明古宏海 陽明黃銀河 國防陳正鐸 中國曾拓榮 中國魏一華
高醫陳世杰 高醫黃莉文 北醫鄭海倫 北醫陳淑華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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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locks

專

長

教

師

台大錢宗良 台大黃敏銓 成大黃步敏 成大吳佳慶 成大許鍾瑜 成大江謝雅芬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宋晏仁
陽明古宏海 陽明張明超 陽明邱美妙 陽明鄭瓊娟 陽明傅毓秀 國防

史中 國防林清亮 國防徐佳福 輔仁王嘉銓

Skeletal system 輔仁蔡怡汝 中國蔡孟宏 中國吳政訓 高醫何宛怡 高醫蕭延鑫 北醫鄭海倫 北醫許政成 北醫柯翠玲 北醫白滿惠
北醫陳淑華 慈濟曾國藩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長庚莊宏亨
長庚江皓郁
台大錢宗良 台大謝松蒼 台大尹相姝 台大李立仁 成大郭余民 成大吳慶明 成大許鍾瑜 成大江謝雅芬 成大司君一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張明超 陽明周逸鵬 陽明黃逢立 陽明邱美妙 陽明鄭瓊娟 陽明傅毓秀

Nervous system 陽明黃銀河 國防馬國興 國防劉念先 輔仁 王霈 輔仁王嘉銓 輔仁蔡怡汝 中國吳慶祥 中國曾拓榮 高醫王詔絹
高醫蕭延鑫 高醫謝侑霖 高醫劉克明 北醫鄭海倫 北醫柯翠玲 北醫陳淑華 慈濟曾國藩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鄭授德 長庚江皓郁 長庚徐淑媛
台大黃敏銓 台大李立仁 成大吳佳慶 成大許鍾瑜 成大司君一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張明超 陽明黃逢立

Muscular system

陽明鄭瓊娟 國防馬國興 輔仁

王霈 輔仁王嘉銓 中國蔡孟宏 中國楊美芳 中國吳慶祥 高醫何宛怡 高醫王詔絹

高醫蕭延鑫 高醫謝侑霖 高醫陳永佳 北醫鄭海倫 北醫許政成 北醫柯翠玲 北醫陳淑華 慈濟何翰蓁 慈濟曾國藩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長庚江皓郁
台大錢宗良 台大陳玉怜 台大黃敏銓 成大莫凡毅 成大吳佳慶 成大江美治 成大許鍾瑜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Cardiovascular
system

陽明黃逢立 陽明邱美妙 陽明陳天華 國防

史中 國防林清亮 輔仁鍾敦輝 輔仁

王霈 中國吳政訓 中國魏一華

高醫陳世杰 高醫何宛怡 高醫蕭延鑫 高醫謝侑霖 高醫黃莉文 北醫鄭海倫 北醫柯翠玲 北醫白滿惠 北醫陳淑華
北醫邱瑞珍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譚旭文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Respiratory
system

台大陳玉怜 成大許鍾瑜 陽明王懷詩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周逸鵬 國防劉念先 輔仁

王霈 輔仁王嘉銓

中國蔡孟宏 中國楊美芳 高醫陳世杰 高醫王詔絹 高醫蕭延鑫 高醫謝侑霖 北醫鄭海倫 北醫張秋雲 北醫柯翠玲
北醫白滿惠 北醫邱瑞珍 慈濟何翰蓁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長庚鄭授德 長庚歐陽品
台大錢宗良 台大陳玉怜 台大賴逸儒 成大許鍾瑜 陽明吳建春 陽明宋晏仁 陽明古宏海 陽明陳天華 國防林清亮

Digestive system 國防殷鳳儀 輔仁王嘉銓 輔仁蔡怡汝 中國曾拓榮 高醫黃友和 高醫陳永佳 北醫鄭海倫 北醫張秋雲 北醫柯翠玲
北醫陳淑華 慈濟曾國藩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譚旭文 長庚歐陽品 長庚柳文卿 長庚徐淑媛
台大錢宗良 台大呂俊宏 成大黃步敏 成大許鍾瑜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傅毓秀 陽明黃銀河 國防劉鴻文

Urinary system

國防徐佳福 輔仁王嘉銓 輔仁蔡怡汝 中國曾拓榮 中國顧國棟 高醫陳世杰 高醫黃友和 北醫鄭海倫 北醫洪君琳
北醫周綉珠 北醫柯翠玲 北醫白滿惠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宋欣錦
台大錢宗良 台大陳玉怜 成大黃步敏 陽明吳建春 陽明古宏海 陽明黃逢立 陽明黃銀河 國防藍心婕 國防劉鴻文

Endocrine system 輔仁鍾敦輝 中國楊美芳 中國魏一華 北醫馮琮涵 北醫鄭海倫 北醫柯翠玲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莊宏亨 長庚徐淑媛
台大錢宗良 台大呂俊宏 成大黃步敏 成大吳慶明 陽明吳建春 陽明邱美妙 陽明鄭瓊娟 陽明黃銀河 陽明陳天華

Reproductive

國防劉鴻文 國防徐佳福 輔仁鍾敦輝 輔仁蔡怡汝 中國楊美芳 中國曾拓榮 高醫黃友和 高醫陳永佳 北醫馮琮涵

system

北醫鄭海倫 北醫周綉珠 北醫柯翠玲 北醫白滿惠 慈濟何翰蓁 慈濟王曰然 慈濟賴昆城 慈濟林國偉 慈濟劉培新
長庚柳文卿 長庚莊宏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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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科活動報導】
99.10.16 歐陽品主任赴上海參加中國解剖學
會 90 周年慶典，應邀擔任特別演講
99.01.12 恭賀郭余民老師與林永明兼任 99.11.11 歐陽品主任擔任第四屆亞洲實驗動
老師榮升教授。
物大會（AFLAS）專題演講主持人，
99.01.26 恭賀江美治與吳佳慶老師獲得
並邀請美國佛羅里醫學大學醫學院
醫學院 98 學年度教學創新與教
資深研究副院長 Dr. Steve Sugrue
學成果團體獎第二名。
訪台演講。
99.03.01 本科於 3 月 8 日舉行九十八學年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科】
度大體老師感恩追思儀式。
99.03.25 恭賀碩二魏璻珊同學獲得本所
99.02
舉辦 98 學年度『解剖教學啟用儀
2010 年 PR 比賽第一名
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本學年
99.08.26 恭賀吳詩盈錄取與許佩玲、張雅
度解剖教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茹及賴孟劭同學逕行修讀本院
16 位：洪茂榮老師、李清村老師、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張建遙老師、吳登順老師、黃海破
99.09.03 本所 簡基憲 老師於 7 月 31 日
老師、陳良月老師、唐柱中老師、
離職、並聘為兼任副教授。
蕭三郎老師、彭淑勤老師、劉安恆
99.09.03 恭賀江謝雅芬老師獲得醫學系
老師、李正智老師、吳鐘金葉老師、
98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郁德康老師、宋孟原老師、潘鳳仙
99.09.14 本科於 9 月 24 日舉行九十九 學
老師、無名氏老師；大體老師有來
年度大體老師啟用追思儀式。
自自願捐獻或慈濟大學轉捐贈。
99.11.15 恭賀江美治與許鍾瑜老師獲得
99.03
聘請陳永佳博士為專任助理教授，
醫學系 98 學年度勵人獎。
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
作。。
【長庚大學解剖科】
99.06
本學科出版『歸棹』一書，其內收
99.02.01 本科新聘江浩郁助理教授到職。
錄本校 98 學年度大體老師生平、學
江老師為台大醫學院解剖所博
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錄文字。
士，美國 Rochester University 博 99.07
由鐘育志副校長代表校方主持 98
士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細胞外
學年度『人體暨器官捐贈感恩大
介質與血管新生的關係。
會』，並於會後依據大體老師的宗
99.03.26 歐陽品主任以第十一屆解剖學會
教信仰分別舉行佛教及基督教的入
理事長身分邀請哈佛大學生化學
殮火化儀式。
科石雨江教授訪台，並於第 25 99.07
陳永佳老師喜獲麟兒。
屆台灣生醫年會解剖學會大會作 99.08
本學科舉辦中元普渡祭祀。
專題演講。
99.09
何宛怡老師所製作的『解剖學實驗
99.03.26 鄭授德老師，柳文卿老師，莊宏
影片教學』，榮獲本校優良教材獎。
亨老師獲選為第十二屆解剖學會 99.09
本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承辦之
理事。
『甘比亞共和國生物醫學專班』，
99.04.30 歐陽品主任卸任解剖學會理事
由本學科支援解剖學及實驗之英語
長，續任第十二屆解剖學會監事。
教學。
99.08.01 柳文卿副教授赴美研究休假半 99.09
劉俊馳助教喜獲千金。
年。
99.10
蕭廷鑫老師榮獲口腔醫學院優良導
99.09.23 本科助教陳詩芸喜獲麟兒，並於
師。
11 月 23 日返校任教。
【成功大學細胞生物學與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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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代表團上海之行紀要】
李立仁秘書長

本學會由錢宗良理事長帶隊，率領周逸鵬理事、歐陽品監事、黃步敏教育委員及李立仁
秘書長等五人，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應中國解剖學會邀請赴上海，參與中國解
剖學會第十二屆大會暨成立九十週年慶典暨 2010 年學術年會。
10 月 15 日傍晚，我們抵達上海浦東機場。住進開會的唐朝酒店後，我們與黃華民教授
(本學會第五屆理事長)共進晚餐，相談甚歡。黃教授在中國發展許多年，他的人體塑化模型事
業現今已拓展到全球許多國家。本學會代表團的上海之行，黃教授也出力甚多。16 日早上是
中國解剖學會成立九十週年的慶典，會後有超過六百人的合影留念，這些只是各地解剖學會
的代表，中國的解剖學相關人力之充沛可見一斑。16 日下午，歐陽品監事及李立仁秘書長應
邀 作 學 術 報 告 ， 並 和 與 會 之 香 港 學 者 互 動 。 歐 陽 監 事 的 講 題 為 Functional studies of
pNO40reveals its role in pre-mRNA splicing
regulation and mouse accelerated aging。李
秘 書 長 的 講 題 是 Neuromorphometric
studies of adverse early experiences。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左起黃步敏教育委
員，錢宗良理事長，歐陽品監事，周逸鵬理事及李立仁
秘書長)，受邀參加中國解剖學會大會暨成立九十週年慶
典暨 2010 年學術年會。身後為慶典後合影的情形。

10 月 17 日，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人
體解剖及組織胚胎學系安排我們作參訪。
由張紅旗副教授及譚德炎副教授，帶我們
參觀了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以及復旦大
學上海醫學院的解剖學教室，彼此交換教
學心得。10 月 18 日，中國解剖學會安排
所有與會人士，參觀上海世博會。學會代
表團也藉機與許多學者互動，增進交流。
全團於 10 月 19 日離開上海，結束了為期
五天的上海之行。

【第二十六屆生醫年會相關活動預告】

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及會員大會
時間：100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3:30-15:30
地點：國防醫學院 3 樓 32 教室
特別演講題目：
Targeted disruption of pNO40, a novel ribosomal CCHC type zinc finger protein, results in mouse
accelerated aging, resistance to LPS-induced endotoxic shock and mesenchymal stem cell
exhaustion
主講人：歐陽品 Pin Ouyang
Chair of Anatomy, Chang Gung University
Director of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 and Transgenic Mice Core-Lab, Chang G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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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學會研討會
主題一：Cortical Plasticity
時間：100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3 樓 32 教室
主持人：曾國藩教授 (慈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第一場

Rapid Dendritic Plasticity in Sensorimotor 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Under Compression 陳儷今 (慈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第二場

Neonatal Whisker Trimming Causes Long-Lasting Change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Somatosensory System 李立仁 (台大解剖所)

第三場

Estrogen Modulates the Dendritic Morphology of Adult Female
Rat 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王曰然 (慈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第四場

Th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Dendrites of Primary 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王慈娟 (國立台中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第五場

Androgen Modulates the Dendritic Structure of Primary 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via Testosterone Receptor 陳建榮 (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Fatigue Compromises Motor Endurance and Spatial Memory and Alters
Brain Neuronal Structure: Prevention by Melatonin, but not Caffeine,
and Reversal Following Rest 曾國藩 (慈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第六場

主題二：Molecular Image
時間：100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3:30-15:30
地點：國防醫學院 3 樓 32 教室
主持人：馬國興副教授 (國防醫學中心生物暨解剖學科)
第一場

The Role of Serotonin Transporter Availability and Its Gene Polymorphisms in
Patient with Major Depression 黃三原 (國醫中心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

第二場

Nuclear Medicine Molecular Imaging in Clinical Oncology
顏若芳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放射醫學部)

第三場

Understanding Protein Interaction with Imaging and Other Cell Biological
Techniques 鄭瓊娟 (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PET Imaging of Serotonin Transporters with 4-[18F]-ADAM in a Parkinsonian Rat
Model Pre- and Post-Neural Transplantation 馬國興 (國防生物暨解剖學科)

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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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展史‧臺灣基礎醫學：解剖學之發展】
錢宗良理事長
日治時期的發展
在臺灣總督府設立醫學校時 (1897年)，即有解剖學之教學，當時解剖學的教育都是由病
理教授兼授。最早期的解剖學和病理學是由臺北病院外科醫長川端政道兼授。其後，有專任
教授田中祐吉就任，田中之後，今裕就任，之後有久保信之、橫川定擔任病理教授。一直到
津崎孝道來任才有專任的解剖學教授，1919 年總督府醫學校改制醫學專門學校，津崎仍繼續
留任。
在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醫學部，教授陣容強化，解剖學設立二講座，由森於菟(東
京大學)和金關丈夫教授(京都大學)擔任。組織學由森教授講述，解剖學則大部分由金關教授
講述。森教授並曾兩度擔任醫學部長，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1940 年，日本解剖學會
總會在臺北召開，並由森於菟教授擔任會長，金關丈夫和安達島次教授擔任副會長，時有來
自當時日本帝國(含滿州)境內的眾多解剖學者來臺發表論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在成立後短
短十年內，即在日本醫學界嶄露頭角，很大的原因是首任部長三田定則教授的高瞻遠矚，從
日本各大學網羅人才，不論基礎或臨床教授皆可說是一時之選。
臺灣光復後各醫學院解剖學之發展
臺灣光復後，帝大醫學部解剖學教室改制為解剖學科，許多日人紛遭遣返回國，解剖學
科惟有森於菟和金關丈夫兩位教授留任，森與金關兩位教授熱愛臺灣，從事教學、研究、培
育後進不遺餘力，但兩人分別於1947、1949 返日，由原任第二講座助手的余錦泉接任主任。
臺灣光復前的解剖學教室只有一位臺灣人執教，即余錦泉主任，因此待日人遭遣返後，師資
極度缺乏。後來有蔡滋浬、蔡錫圭先生加入行列。1948 年六月，曾瑞鵠、楊錦銓與林槐三畢
業於臺大醫學院醫科(第二屆)，同時進入解剖學科，以後哈鴻潛從大陸、傅孝成從日來臺參與。
另外，戰後不久，大陸學者湯肇虞先生與另一位從北京來的湯器教授(1947 年就任)加入。是
以余錦泉教授、蔡滋浬教授、林槐三教授、鄭聰明教授、哈鴻潛教授、蔡錫圭教授等，為臺
灣光復後的第一、二代解剖學者，奠定了今日臺灣解剖學發展的基礎。1951年，畢業於醫科
的鄭聰明始擔任解剖學科助教，1962 年鄭聰明教授自美進修返國後，開始「神經解剖學」的
籌備工作，於1970 年，「神經解剖學」自「大體解剖學」分離而正式授課。日據時代與戰後
本學科成立之初期，科內僅具有體質人類學及組織學方面之研究；民國五十年，林槐三教授
及鄭聰明教授相繼赴美進修，學成返國之後，方有神經解剖學及電子顯微鏡方面之研究。臺
大解剖學研究所於1969 年成立碩士班；於1986 年成立博士班。歷任研究所所長包括余錦泉、
林槐三、鄭聰明、蔡錫圭、盧國賢、溫振源、謝正勇、陳文彬、王淑美教授等，為臺灣醫學
界陸續培養許多解剖學之教學及研究人才。而臺大於2000 年，為配合其他許多師長包括尹相
姝、曾國藩、謝松蒼、呂俊宏、吳建春、錢宗良老師等之研究專長多樣性，正式更名為「解
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研究所」。爾後陳玉怜老師由陽明大學轉任，黃敏銓、賴逸儒、李立仁
老師等陸續加入，為進一步提高我國解剖學與細胞生物學之教學研究水準努力。
1949 年國防醫學院遷臺，成立了臺灣第二所醫學院，其前身為成立於1947年的上海軍醫
學校。國防醫學院解剖學相關單位為生物形態學系，由梁序穆教授擔任主任，初期教師有許
織雲、巫祈華、毛壽先、劉五榮等人。於1967 年成立「生物形態學科研究所」，於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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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為「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梁序穆、許織雲、毛壽先、及劉江川教授等陸續擔任這
段時期之研究所所長。爾後陸續由趙壯飛、王天美、王長君、郭耀文及史中教授接任所長，
研究領域則涵蓋神經科學、硬組織研究、細胞電子顯微鏡之研究等等。
高雄醫學院創立於1954 年，為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首任解剖科主任為蔡滋浬博士。
之後先後加入了鄭傳對醫師(1955 年)、周德程(1957 年)、陳瑞源(1965 年)、沈清良(1971 年)
與劉克明牙醫師(1971 年)加入師資陣容。自1980 年後，分別由劉克明、黃宏圖、孫日星及
陳世杰教授擔任學科主任。1999 年除配合高雄醫學院改制為大學執行教學任務外，教師亦多
從事神經生物、細胞生物之研究。
中國醫藥學院創立於1958 年，其宗旨為復興中國傳統醫學，自始即秉持中西醫雙修的原
則，起初並無解剖學師資，1961 年聘請高雄醫學院蔡滋浬與鄭傳對兩位老師為兼任教師與羅
世庫先生為技術員，後者為當時唯一的解剖學科專職人員。廖克剛、曾昌衍分別加入解剖學
科擔任助教，後者於1970 年赴臺大解剖學科取得碩士學位後，升任專任講師，成為該校第一
位專任師資，負責組織學之教學。1975 年鄭尚武自國防醫學院退休後應聘擔任專任教授，1976
年高田副教授加入師資陣容。爾後陸續由臺大解剖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之教師加入，包括柯
妙華、蔡孟宏、楊美芳等人。
臺北醫學院創立於1960 年，專任師資僅有陳慶源助教，教學完全仰賴臺大解剖學科的奧
援，1970 年後改由國防醫學院提供解剖學師資。1972 年周德程隨同蔡滋浬教授由高醫轉自
北醫，才有專屬北醫的解剖學師資，隨後陳慶源赴日本進修，並於1978 年取得博士，返臺接
任解剖學主任。1984 年後由鄭海倫、吳慶祥及馮琮涵接任學科主任。而學科中多位師資均以
在職進修方式在臺大解剖學研究所進修，包括周綉珠、柯翠玲、白滿惠、陳淑華老師等。
中山醫學院的前身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成立於1957 年，於1962 年增設醫科。起初解剖學
教學師資包括楊天健、吳忠雄和葉得全等人，後來加入鄭敏雄牙醫師(赴日本東京大學進修)。
1972 年，蔡滋浬應聘校長兼解剖學科主任，後又兼附設醫院院長，1975 年，周德程自臺北
醫學院轉自中山任解剖學科主任，1976 年鄭敏雄牙醫師再度赴日本進修，於日本岡山大學取
得博士後回臺擔任教授與牙醫系主任。爾後，由廖克剛、藍琴臺及張宏名教授分別擔任學科
主任。
陽明醫學院成立於1975 年，由哈鴻潛擔任解剖學科主任，1976 年增聘兩位助教──許
世昌(臺北醫學院)、陳秋枝(師大生物系)。陽明醫學院成立後採取三個主要策略成功提升解剖
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品質：(1) 由國外聘請學者回國、(2) 薦送國內年輕學者出國進修、(3) 由
國外聘請客座教授輪流支援。初期來到陽明的國外學者有陳德雄(電子顯微鏡)、劉國鈞(專長
為低溫生物學、細胞超微結構)、沈清良(神經解剖)和尹相姝(中樞神經)等人，亦曾聘請外國客
座教授如董厚吉、居叔寧、A.L. Burton 和P.J. Hand 等人。1982 年劉國鈞教授接任解剖學科
主任，1985 年許世昌教授繼任主任時成立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1988 年)。爾後，包括黃銀
河、游祥明、宋宴仁、古宏海、周逸鵬、王懷詩等教師陸續接任所長。陽明醫學院於1994 年
改制為國立陽明大學，在解剖學師資陣容上，增加不少教學研究人才，其中，宋晏仁教授為
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第三屆畢業生，於1993 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即返回母校擔任教職，而其他師
資亦有部分是由臺大解剖研究所訓練之博士班畢業師資，包括陳玉怜、周逸鵬、傅毓秀教授
等，而師資研究領域涵蓋了細胞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等。
成功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982 年，首任解剖學科主任為沈清良教授。之後，分別聘任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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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段筠心擔任講師，此外還有呂佳滿、柳文卿、李世雄、簡基憲、陳淑姿、江謝雅芬等
人擔任講師或副教授。1994 年延聘請由伊利諾大學回臺楊西苑教授擔任解剖學科主任，1995
年聘請黃步敏和江美怡擔任副教授。2000 年成功大學成立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
由陳淑姿、簡基憲及黃步敏陸續擔任所長，成大解剖學科及研究所近年又陸續增聘包括郭余
民、司君一、莫凡議、吳佳慶、許鍾瑜等師資，主要研究題目為神經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等。
長庚醫學院成立於1987 年，初期解剖學專任師資包括臺大退休教授鄭聰明、張丙龍等
人。1990 年黃華民、柳文卿、莊宏亨、歐陽品等人分別加入，使師資增強不少。而鄭聰明之
子鄭授德教授承繼衣缽，於1997 年接任學科主任，爾後歐陽品、柳文卿教授陸續擔任主管。
而歐陽品教授同時亦擔任實驗動物中心主任，負責基因轉殖等服務工作。
慈濟醫學院成立於1994 年，由曾應龍教授擔任首任解剖學科主任，為臺灣首位出身於體
育背景的解剖學教師。2000 年後由臺大解剖學科曾國藩教授支援教學而後轉任，與臺大解剖
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及獲得海外解剖學相關博士陸續加入後，解剖學科在慈濟大學成為非
常具有影響力的教學研究單位。尤其是針對大體解剖學之遺體捐贈，與大體老師之處理程序，
均為臺灣解剖學界建立良好典範。
輔仁大學醫學院成立於2000 年，解剖學專任教師配合聘任在醫學系，包括王嘉銓老師與
部份臺大解剖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等師資。輔仁大學醫學系之解剖教學以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為主，師資培訓多以整合式教學為主。
馬偕醫學院成立於2009 年，目前僅設立醫學系與護理學系，已陸續延聘專任解剖學師
資，包括由國防醫學院轉任王順德教授等。
解剖學學會與兩岸交流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於1987 年12 月6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於1988年1
月24 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舉行學會成立大會，會中推舉國防醫學院劉江川教授為理事長，歷
任理事長分別為：溫振源教授(臺大)，沈清良教授(成大)，盧國賢教授(臺大)，黃華民教授(長
庚)，廖克剛教授(中山)，趙壯飛教授(國防)，劉克明教授(高醫)，王長君教授(輔大)，曾國藩
教授(慈大)，歐楊品教授(長庚)。至2010 年現任理事長由臺大醫學院錢宗良教授接任。
而中國解剖學會與臺灣的中華民國解剖學會並無隸屬關係。解剖學會最早可推及1920 年
由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美籍教授Dr. Cowdry 等人首創之「中國解剖學暨人類學會」，而目前中
國大陸之中國解剖學會是於1947 年在上海醫學院成立。當時參與中國解剖學會之代表包括臺
灣大學余錦泉、蔡錫圭、蔡滋浬、湯肇虞及上海軍醫學校梁序穆、巫祈華、劉五榮等人。從
1920 年至1947 年間由於中國大陸處於戰亂時期，解剖學相關教學研究機構散佈在各地醫學
院，並無全國組織性的學會活動留下具體歷史記錄。1949 年後因政治因素，兩岸解剖學界交
流受限，直到1998 年陽明大學哈鴻潛教授受中國解剖學會祕書長陳克銓教授邀請參加中國解
剖學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暨1998 年學術年會，開啟兩岸解剖學界之交流。同年，中華民國解
剖學會亦邀請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徐群淵教授來臺訪問，並與第五屆理事
長黃華民及第六屆理事長廖克剛教授會晤。近年來陸續有宋晏仁教授、廖克剛教授及王長君
教授等赴大陸與各醫學大學解剖學相關領域交流。
2000 年10 月，中國解剖學會在北京首都醫科大學舉行中國解剖學會成立80 周年慶典，
哈鴻潛教授與成大簡基憲教授應邀參加。2010 年10 月，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西安第四軍醫
9

大學李雲慶教授，特別邀請臺灣的中華民國解剖學會理事長錢宗良教授、秘書長李立仁老師、
長庚歐陽品主任、陽明周逸鵬教授及成大黃步敏主任參加其在上海舉辦之中國解剖學會90 周
年慶典及第十二屆中國全國代表大會，為兩岸學術互動建立良性溝通的管道。
參考資料：
1. 臺灣解剖學百年史‧哈鴻潛、高田編著; 2003 年‧合記圖書出版社
2.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史‧盧國賢撰;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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