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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的話】
各位解剖學會會員大家好：
本學會由成立已近 24 年，會員數成長至今已超過 1060 人，成員來自台灣各大學醫學院
校及研究單位。為感謝首任理事長 劉江川教授對於學會之多年貢獻，於 2011 年 3 月由第 12
屆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一致通過，推舉 劉教授擔任本學會榮譽理事長。同時在本屆理事監事
與教育委員們大力支持下，學會陸續在 2010 年 9 月於臺灣大學、2011 年 5 月於中山醫學大
學及 2011 年 12 月於慈濟大學舉辦了三場教學研討會。凝聚了學會在各醫學院校中辛勞教授
課程的眾多教師會員共識，對於台灣基礎醫學教育中不可或缺之解剖學相關教學，規劃協調
出一些可依循參考之方案。
此外，學會在 2010 年 10 月藉由受邀參加大陸解剖學會在上海舉辦之學術活動，亦為兩
岸解剖學領域之學術互動建立良好溝通管道。
在此新春之際，敬祝
新年快樂！事事如意！
理事長 錢宗良 敬上
1

【民國 100 年解剖學學會活動報導】
研究生論文競賽
 博士班：
第一名 李竹菀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指導教授：郭余民教授)
第二名 廖智凱 (台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指導教授：吳建春副教授)
第三名 許博皓 (台灣大學生理研究所/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湯永志副教授/鄭瓊娟副教授)

 碩士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 作
佳 作
佳 作

謝琬汝
黃子庭
陳韋佑
邱翊誠
莊雯婷
劉真吾

(台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指導教授：陳玉怜教授)
(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指導教授：葉添順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指導教授：徐佳福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指導教授：劉念先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指導教授：徐佳福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指導教授：劉念先副教授)

第 12 屆第 4 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0 年 3 月 4 日(星期五) 18:00-19:30
開會地點：臺灣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 603 會議室
主 持 人：錢宗良 理事長
出席人員：
理事: 王順德、吳建春、劉鴻文、呂俊宏、周逸鵬、徐佳福、馬國興、莊宏亨、陳玉怜、
馮琮涵、鄭授德、謝松蒼、
監事：曾國藩、劉江川、吳慶祥、歐陽品、盧國賢
教育委員：王懷詩、黃步敏、
列席人員：李立仁、余書妤
議
程：
一、 會務概況報告:
1. 學會上年度工作及本年度工作計畫。
2. 學會上年度財務支出表及本年度預算表。
3. 解剖學學會會員大會及二十六屆生物醫學聯合年會，特別演講與研討會，時程及場地配置。
二、討論事項
1. 規劃舉辦教學研討會，提請討論。
決議：於五月底中山醫學大學所主辦之教學研討會中，合辦解剖學研討會，並安排本學會之教
學經驗交流與教學研究之經驗的傳承等議題。協調中山醫學大學之場地與時間，於研討會期間
同時召開理監事暨教育委員聯席會。
2. 為鼓勵本學會研究生，提請修訂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辦法。
決議：修訂之論文競賽規則。
三、臨時動議
提議：增加海報論文獎勵辦法。
決議：請秘書長研擬參賽、評審及獎勵辦法，於下一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聯席會討論。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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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六屆生醫年會暨會員大會
第二十六屆生醫年會，於民國 100 年 3 月 19 日至 3 月 20 日，於台北國防醫學院舉行。邀請到解
剖學學會前任理事長歐陽品教授，擔任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主講人，並於會員大會中通過，推舉劉江
川教授為本學會榮譽理事長。學會另於 3 月 20 日舉行兩場學術研討會，主題分別為 Cortical Plasticity
與 Molecular Imaging。大會圓滿成功。

第 12 屆第 5 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0 年 5 月 21 日(星期六) 12:00-13:00
開會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樓 0323 教室
主 持 人：錢宗良 理事長
出席人員：
理事： 王順德、劉鴻文、周逸鵬、徐佳福、馬國興、馮琮涵、鄭授德
監事：曾國藩、吳慶祥、盧國賢
教育委員：王懷詩、黃步敏、王嘉銓、陳世杰、蔡孟宏
列席人員：李立仁、余書妤
議
程：
一、會務概況報告:
1. 學會財務、會員狀況及年度工作計畫。
2. 解剖學教學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二、討論事項
增加海報論文獎勵辦法。
決議：增訂之海報論文獎勵辦法。
三、臨時動議
無。
四、散會

上半年度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藉台灣醫學會在台中中山醫學大學召開年會的機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同時舉辦解剖學教學國
際研討會。邀請到 Ross 組織學的作者，現任美國解剖學會會長 Dr. Wojciech Pawlina，與國內解剖學
教師，作教學經驗分享交流。議程如下：
時間：西元 2011 年 5 月 21 日 (星期六) PM 1:00 ~ PM 5:1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樓 0323、0325 教室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Time
13:00 – 13:10

Theme

Speaker

Opening Remarks

Moderator
賴其萬 教授
教育部醫教會

Prof. Wojciech Pawlina
13:10 – 14:20

Perspective and Trends of
Anatomy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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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Department of Anatomy
Assistant Dean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ollege of Medicine,
Mayo Clinic

楊仁宏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院長

14:20 – 14:40

Break

14:40 – 15:10

An Unorthodox Anatomy Teaching
that Links to Fostering C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Doctors

15:10 – 15:40

Systemic Anatomy vs. Regional
Anatomy

15:40 – 16:00

Break

16:00 – 17:00

Panel Discussion for Future
Education in Anatomical
Science

17:00 – 17:10

Closing Remarks

曾國藩 教授
慈濟大學副校長
慈濟大學研發長
慈濟大學模擬手術中心主任

錢宗良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醫學院學務分處主任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理事長

陳建榮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教授

劉克明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前副院長

盧國賢 教授
各校解剖學科教師代表

教育部醫教會
國立台灣大學
解剖學科主任

楊仁宏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院長

第 12 屆第 6 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9 月 30 日(星期五) 18:00
地
點：台灣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 603 會議室
主 持 人：錢宗良 理事長
出席人員：
理事：王順德、吳建春、劉鴻文、呂俊宏、柳文卿、馬國興、莊宏亨、陳玉怜、鄭授德、
謝松蒼、徐佳福
監事：劉江川、曾國藩、盧國賢、吳慶祥
教育委員：黃步敏、陳世杰
列席人員: 李立仁、余書妤
會議議程：
一、 確認第五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二、 會務概況報告：
1. 學會財務狀況。
2.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訂於民國 101 年 3 月 17 日至 18 日，於國防醫學院舉行。摘要投稿於
10 月 15 日開放，12 月 2 日截止，請鼓勵會員踴躍投稿。依往例，本學會均舉辦學生會員之論文競賽，
本屆起，本學會增加學生會員之海報論文競賽。
三、頒發劉江川榮譽理事長紀念獎座。
四、討論事項：
1. 教學研討會之舉辦及其相關工作，提請討論。
討論結果：
a. 議題訂為”與臨床結合之解剖學教學規劃”。地點訂在花蓮慈濟大學。
b. 時間訂為民國 100 年 12 月。12 月 3 日有模擬手術進行，可觀摩，但具體時間於再調查
後確定。
c. 補助辦法：
一般會員：補助來回交通費。理監事、教育委員、到職兩年內之新進教師及榮譽會員：
補助來回交通費以及前一晚之住宿費。
交通費補助需憑票根，實報實銷。住宿及車輛接送請慈濟大學代為安排。
d. 請鼓勵各校新進教師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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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解剖學學會演講，及學術研討會相關工作，提請討論。
討論結果：
a. 解剖學學會大會演講之講員，由台大負責邀約並負擔其機票費用，日支費部分由解剖學
學會負擔。
b. 兩場研討會訂為
<神經損傷及修復> 由台大謝松蒼教授主持並負責邀請講員。
<細胞凋亡相關訊息傳遞> 由國防徐佳福教授主持並負責邀請講員。
c. 學會演講及研討會之講員、講題及摘要，請於 12 月 2 日之前提供給李立仁秘書長，以
利生醫年會手冊之製作。
3. 學生會員之論文競賽相關時程與細則。
討論結果：
a. 參賽者請填妥報名表並撰寫為 8 頁以內之論文(含封面、圖、表及參考文獻。論文格式
見解剖學學會網頁)，於民國 101 年 2 月 3 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寄達
李立仁秘書長電子郵件信箱 ljlee@ntu.edu.tw。
b. 通過第一階段論文初審者，須進行第二階段口頭報告與答詢。口頭報告之地點與時間
(預計 2 月底)將公告於解剖學學會網頁，並個別通知之。
五、臨時動議
無。
六、散會

下半年度教學研討會
承蒙慈濟大學解剖學科與模擬醫學中心鼎力支持，下半年度的解剖學教學研討會，順利地於十二
月三日舉行。共有來自臺大、國防、長庚、慈濟、北醫、中國醫、馬偕、輔大、中山醫、陽明、中研
院等單位，三十八位會員與會。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與臨床結合之解剖學教學規劃—以消化系統
為例｣。適逢慈濟大學舉辦模擬手術教學，與會者亦參觀了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並觀摩模擬手術
教學活動。與會者對慈濟大學在解剖學教學上的努力與貢獻，均給予高度肯定與感謝。在研討會中，
有長庚徐淑媛老師、台大賴逸儒老師、北醫馮琮涵老師、中國醫蔡孟宏老師、陽明陳天華老師及台大
錢宗良老師，作教學經驗分享。其中台大賴逸儒老師與陽明陳天華老師，本身也是外科醫生，對結合
臨床之解剖教學經驗豐富，令與會者獲益良多。最後，本學會榮譽理事長劉江川教授，亦諄諄勉勵大
家，要盡解剖學家的本分，對於人體構造的緣由，從胚胎發育到生理功能，好好地研究清楚，才能對
臨床應用有所幫助。

教學研討會與會者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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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科活動報導】
【臺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0.01.02 技士林進歲先生退休。
100.03.24 舉辦 99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老師及研究生均出席參與。
100.07.01 舉辦 99 學年度大體老師入殮儀式；醫學院院院長、醫學系主任、牙醫系主任、法醫所主任、
本學科全體老師及醫學系三年級、牙醫系三年級、法醫所與解剖所研究生均出席參與。
100.08.01 盧國賢教授休假一年，由謝松蒼教授擔任代理所長暨主任。
100.08.01 謝松蒼教授、尹相姝教授與李立仁助理教授為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100.08.01 錢宗良教授擔任為台大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臨床基因醫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100.08.01 新聘教師龔秀妮助理教授。
100.09.28 呂俊宏副教授及黃敏銓副教授榮獲本校醫學院 99 學年度教學優良獎。

【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1. 陳天華老師榮獲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醫教奉獻獎。
2. 張明超老師榮獲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醫療技術創新獎。
3. 張明超老師 1 於 01 年 2 月 1 日榮升教授。
4. 古宏海老師於 101 年 2 月 1 日退休。
5. 古宏海老師、傅毓秀老師、鄭瓊娟老師、邱美妙老師榮獲醫學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優良教師。
6. 黃子廷同學榮獲解剖學會 2011 年碩博士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碩士班第二名。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99.08.01 新聘助理教授藍心婕老師，藍老師為陽明大學生化暨分生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荷爾蒙
生成訊息傳遞。
100.01.01 葉光大助理教授榮調本學科，葉老師為美國華盛頓大學口腔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研究主題
為齒槽骨與咬合應力之關係。
100.02.01 新聘助理教授陳瀅老師，陳老師為台大解剖學及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研究主題為藥
物對癌細胞死亡之機制探討。
100.03.21 舉行年度大體老師慰靈公祭，場面肅穆莊嚴。
100.05.27 邀聘印第安納大學周豐嶠教授前來擔任客座教授講座 14 天。
100.06.01 馬國興副教授榮任學科主任兼所長，領導科(所)各項研究及教學行政事務。
100.08.01 新聘助理教授林谷峻老師。林老師為本院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自體免疫疾病
的致病機轉及治療策略的探討。
100.08.01 史中主任及殷鳳儀老師榮退。
100.08.12 舉行大體老師中元節慰靈祭祀活動。
100.09.15 邀請本院校友，陽明大學前學務長楊世芳教授進行專題演講：從幹細胞談生命科學未來的
發展。
100.10.13 馬國興主任赴英國伯明罕出席第 24 屆歐洲核子醫學年會會議。
100.10.20 邀請本所校友，法醫研究所蕭開平教授進行專題演講：法醫鑑識與基礎醫學之應用。
100.11.26 圓滿完成 100 年度校友回娘家活動。
100.12.01 林清亮老師借調生物醫學工程學科(林老師仍服務於生物及解剖學科)。
100.12.13 陳瀅助理教授出席於日本舉辦之第 34 屆日本分子生物學會年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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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99.06

學科新聘助理教授洪君琳老師。

100.03.26 假本校杏春樓舉行「解剖教學英靈追思紀念會」
。
100.04.19 日本福岡專科醫療學校至本校參觀，並舉行解剖研習營。
100.06.28 邀請台灣大學盧國賢教授、陽明大學傅毓秀教授、慈濟大學劉鴻文教授進行學科評鑑並順
利完成。
100.06

馮琮涵老師榮獲本學年校級優良教師獎。

100.06

周綉珠老師、柯翠玲老師、陳淑華老師獲教學評鑑優良教師獎。

100.10

本校董事會決議將於 2012 年 7 月拆除歷史悠久的兩層樓建築「形態大樓」
。原先位於形態
大樓一樓的大體解剖實驗室與二樓的組織病理實驗室，將暫時移往實驗大樓一樓與二樓繼
續上課；待 10 層樓的新建築「醫科院大樓」蓋好(約 2-3 年之後)，再移回新建築內。目前
積極進行搬遷、整建與課程規劃。

100.12

張秋雲老師博士班口試通過，獲得本校「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本學年度解剖教學啟用的大體老師共有
16 位。

100.6

本學科出版『作雨』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99 學年度大體老師生平、學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
錄文字。

100.7

由學校舉辦『人體暨器官捐贈感恩大會』，並於會後進行大體老師入殮火化儀式(分佛教與
基督教)。

100.8

聘請黃宏圖博士為專任教授，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作。

100.8

本學科舉辦中元普渡祭祀。

100.9

何宛怡老師所製作的『解剖學實驗影片教學』，榮獲優良教材獎。

100.9

蕭廷鑫老師、何宛怡老師榮獲醫學院優良教師-孔夫子獎。

100.10

本學科購入 Acland Video Atlas of Human Anatomy 線上教學網站供學生及教師使用。

100.11

本學科購入 VisibleBody 線上教學網站供學生及教師使用。

100.12

本學科協助建置多功能數位教學實驗室；應用多媒體協助教學。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0.01.05 本科江皓郁助理教授喜獲麟子，並於 3 月 21 日返校述職。
100.03.26 第 100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年度計有器官捐贈者 41 名，大體老師捐贈者 10 名。公祭儀式
在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與長庚醫院王正儀院長帶領下，全校師生與捐贈者家屬及受贈者恭
謹肅穆完成慰靈儀式。
100.07.07 邀請陽明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王淑慧博士演講，講題為 Late outgrowth endothelial cells derived
from Wharton’s jelly in human umbilical cord reduce neointimal formation after vascular injury.
100.07.23 第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火化儀式：在醫學院魏福全院長帶領下，全體參與大體解剖學課程
的醫學系及中醫系三年級學生，於中壢市殯儀館參與公祭大體老師祭典，並恭送大體老師
們完成火化。
100.07.31 本科柳文卿副教授完成一年赴美國愛因斯坦醫學院的研究休假，返校述職。
100.12.12 邀請美國聖地牙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王志宏博士演講，講題為：Mice lacking endothelial NOS
exacerbate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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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0/02

本學科新聘廖文潔博士為學科專任助理教授。

100/05

本學科與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台灣醫學會聯合舉辦 100 學年度解剖學教學國際研討會。

100/09

本學科何文馨博士獲醫學系學生票選為基礎學科教學優良教師第一名。

【中國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0. 01

本校於 1 月 23 日由校長親自主持舉行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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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

賀本學科吳政訓老師自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起榮升副教授。

100.08

本學科蔡孟宏老師自 100 學年度起續任科主任，並兼任醫學系副主任一職，協助系主任處
理基礎學科相關事務。

100.08

賀本學科柯妙華老師與楊美芳老師獲選為本校 100 學年度「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吳政訓老
師獲選為本校 100 學年度「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

100.08

賀本學科魏一華老師自 100 學年度起榮升副教授。

100.09

賀本學科蔡孟宏老師獲得 99 學年度「優良教材創意獎」
。

100.09

本學科利用暑假期間改建大體老師冷藏庫設備以增加存放量，並於大體實習室旁增建一標
本模型室，於 100 學年度起供學生上課使用。

100.09

本校於 9 月 24 日舉行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暨感恩追思法會，感謝各校解剖學科大力支
持，法會圓滿順利完成。

【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0.01.19 本所誠徵教師。
100.03.09 香港大學醫學院黃天仕助理教授專題演講。
100.03.10 第 100 學年度研究生招生入學面試公告。
100.03.14 舉行九十九學年度大體老師感恩追思儀式。
100.03.19 賀本所郭余民老師指導之博士生李竹菀，獲得第 26 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中華民國解
剖學學會論文比賽博士生組第一名。
100.04.13 澳洲墨爾本大學醫學院潘偉人博士專題演講。
100.04.15 第 100 學年度研究生新生報到。
100.04.20 新加坡國家癌症研究中心方宋齡博士專題演講。
100.05.05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中心吳青錫博士專題演講。
100.05.06 恭賀碩二沈宛柔及蔡怡青同學分別獲得本所 2011 年 PR 比賽第一、二名。
100.05.20 解剖所壓箱寶秀。題目：靜者默默耕耘。主講者：黃步敏教授。
100.05.23 賀本所畢業生潘博雄、沈宛柔及鄭惠嬪同學錄取本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100.06.09 公告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選課事宜。
100.09.08 本所資深秘書康瓈月小姐於 9 月 9 日退休，職缺由張愛琪小姐接任。
100.09.23 賀江美治老師獲得醫學系 99 學年度優良導師。
100.09.23 賀莫凡毅老師獲得醫學系 99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100.09.23 本科於 9 月 26 日舉行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追思儀式。
100.09.28 許鍾瑜老師獲得醫學系勵人獎。
100.11.17 學年度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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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00.03.23 舉行九十九學年度大體老師入殮、火化、感恩追思、安厝等儀式。
100.08.01 新聘宋奇昌先生擔任本科助教，協助大體解剖教學。宋奇昌助教畢業於國防醫學院生物及
解剖學研究所。
100.08.01 出版『大愛永存』一書，其內收錄 96、97 學年度大體老師生平以及學生心得感想。
100.09.09 舉行一百學年度大體老師啟用禮儀。

【各校解剖學科新進教師介紹】
洪君琳(Horng, Jiun Lin)；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助理教授；
1995-1999 年台灣大學動物系學士畢業； 1999-2001 年陽明大學生理所碩
士畢業；2002-2007 年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所博士畢業；2007-2010 年中央
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後；2010 年六月很幸運的來到北醫任
教，研究主題為以斑馬魚為模式動物探討毛細胞(hair cell)以及離子細胞
(ionocyte)之功能生理，請多多指教。

林谷峻 Gu-Jiun Lin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助理教授(2011/8-迄今)
e-mail: lingujiun@mail.ndmctsgh.edu.tw
實驗室電話: (02)87923100 ext:18710
專長
免疫學、細胞生物學、組織學、分子生物學。
研究興趣
Our laboratory is interes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utoimmune disease. Furthermore, we are also trying to establish some strategies to
overcome allograft rejection and autoimmune recurrence in islet transplant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es on immunology, 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in cancers.

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所) 新進教師 藍心婕
於 2010 年 8 月 1 日到職，是細胞組新聘文職教師。國立陽明大學生化暨分
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到職前工作單位為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鍾邦柱老
師實驗室。專長研究領域為分子內分泌學、細胞生物學，研究題目主要在
探討荷爾蒙生合成路徑中的訊息傳遞。目前主要授課內容為：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實驗、組織學、細胞生物學、人體結構學與解剖學內分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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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第 7 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1 月 13 日(星期五) 18:00
地
點：台灣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 603 會議室
主 持 人：錢宗良 理事長
出席人員：
理事：王順德、吳建春、呂俊宏、周逸鵬、柳文卿、馮琮涵、鄭授德、謝松蒼、徐佳福
監事：劉江川、歐陽品、曾國藩、盧國賢
教育委員: 王懷詩
列席人員: 李立仁、連韻涵
會議議程：
一、確認第六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二、會務概況報告
1. 學會財務狀況。
2.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報名及演講規劃狀況。
三、討論事項
1. 生醫年會相關工作及預算，請討論。
決議：
a. 關於學生會員之論文競賽，以不重複給獎為原則，即在研究生論文競賽中得獎者，
即不再獎勵壁報論文，惟參賽人仍需貼壁報，學會將在其壁報上祝賀所得獎項。
b. 研究生論文及壁報論文競賽對參賽者的論文補助部份，可重複補助，以達到鼓勵學
生參加之目的。
2. 兩岸解剖學學術交流會相關工作及預算，請討論。
決議：
a. 擬邀請十二位大陸方面之解剖學學者來台北，參加兩岸解剖學學術交流會。學術活
動為兩天，其中一天半為研討會，半天為學術參訪。會後可安排自費旅遊行程。時
間暫定為 2012 年 6 月之後，地點暫定台大醫學院。
b. 經費部分預估 25 萬元，建議由理事長向台大或國科會申請配合款補助，本學會將負
擔部分開銷。
四、臨時動議
1. 以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的名義，對於推廣並提升全臺灣各校之大體解剖學教學改進措
施，向慈濟大學致感謝之意。
2. 會員通訊錄中的個人資料，不宜詳細列出。只需要列姓名、就讀學校或服務單位、學
校或辦公室電話，以及電子郵件信箱。於本年度學員大會手冊編印時再進行確認更新。
五、散會

【民國 101 年上半年解剖學學會活動預告】
論文競賽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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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研究生論文競賽。凡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在國內各大學
及獨立醫學院從事解剖學相關研究之在學碩、博士班研究生或畢業兩年內者，並以第一作者
投稿參加當屆之生物醫學聯合年會論文摘要者，可參加此競賽。
參賽者請填妥報名表並撰寫為 8 頁以內之論文(含封面、圖、表及參考文獻。論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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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解剖學學會網頁)，於民國 101 年 2 月 3 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寄達李立
仁秘書長電子郵件信箱 ljlee@ntu.edu.tw。通過第一階段論文初審者，須進行第二階段口頭
報告與答詢。口頭報告之地點與時間(預計 2 月底)將公告於解剖學學會網頁，並個別通知之。
參賽論文組別分為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生組。每組擇優選取第一、二、三名，其
獎金分別為壹萬元、陸仟元、肆仟元，並選取佳作若干名，獎金為貳仟元；於解剖學年會時
頒與獎狀及獎金。
在研究生論文競賽之外，自本屆起，學會增設學生會員之生醫年會壁報論文競賽，凡國
內大專院校從事解剖學相關研究之在學學生，或畢業兩年內者，以第一作者投稿壁報論文，
參加當屆之生物醫學聯合年會者，可參加此競賽。參賽論文分為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三
組。每組擇優取第一、二、三名，獎金分別為三千、兩千、一千元。並選取佳作若干名，獎
金五百元。為鼓勵學生踴躍參加論文競賽，參加之論文每件補助五百元。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暨會員大會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將於民國 101 年 3 月 17 日至 3 月 18 日，於台北國防醫學院舉行。
本屆解剖學學會會員投稿非常踴躍，共有 78 件摘要(上一屆為 54 件)，學術活力可見一斑！
學會將於 3 月 17 日上午舉行特別演講及會員大會(將於會中改選理監事)。會後將於國防醫學
院生物暨解剖學科會議室，備有自助式午餐宴，歡迎會員前來餐敘。此外，學會於 3 月 17 日
及 3 月 18 日下午，各辦了一場學術研討會，歡迎會員前往聆聽。

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
時間：101 年 3 月 17 日(星期六) 上午 10:00-11:00
地點：3 樓 32 教室
特別演講題目：Role of an Integrin-Interacting Protein in the Control of EMT in Cancer and
Fibrosis
主講人： 張宏權教授
北京大學 醫學院 人體解剖學與組織胚胎學系 分子細胞生物學與腫瘤生物學實驗室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
主題一：Nerve injury and repair
時間：101 年 3 月 17 日(星期六) 下午 13:30-15:30
地點：3 樓 32 教室
各場次內容：
第一場 題目 Modulating Glial Scar Formation and Revasculariza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報告人 許鍾瑜 (國立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第二場 題目 Methylcobalamin Accelerates the Recovery of Brachial Plexus Nerve
Following End-to-End and End-to-Side Repair
報告人 廖文潔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第三場 題目 Differential Skin Reinnervation by Neurotrophins in Acute and Chronic Nerve
Injury Model
報告人 謝侑霖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第四場 題目 Feasibility of Cell Therapy in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報告人 潘宏川 (臺中榮民總醫院神經外科)
11

主題二：Apoptosis-related signal transduction
時間：101 年 3 月 18 日(星期日) 下午 13:30-15:30
地點：3 樓 32 教室
各場次內容：
第一場 題目 Calcitonin Inhibits SDCP-induced Osteoclast Apoptosis and Increases its
Efficacy
in a Rat Model of Osteoporosis
報告人 徐佳福 (國防醫學中心生物及解剖學科)
第二場 題目 Pravastatin Attenuates Carboplatin-Induced Cardiotoxicity via Inhibi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Associated Apoptosis in Mice
報告人 鄭敬楓 (花蓮慈濟醫院及慈濟大學小兒科)
第三場 題目 Different Cell Death Pathways Induced by Isochaihulactone and
n-Butylidenephthalide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報告人 馮清榮 (花蓮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第四場 題目 Apoptosis Signaling in Stem Cells
報告人 丁大清 (花蓮慈濟醫院婦產部婦科)

【徵稿啟示】
歡迎本學會會員投稿，內容可涵蓋教學研究經驗或新知分享，亦可作科所或人物的介紹，
尤其是新近的教師，歡迎提供照片及一段包括學經歷、教學項目及研究興趣的介紹，來稿請
寄給李立仁秘書長(ljlee@ntu.edu.tw)，謝謝。

【徵才啟事】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誠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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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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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 長庚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江皓郁助理教授
E‐Mail: hchiang@mail.cgu.edu.tw
聯絡地址: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聯絡電話: 03‐2118800 ext. 5447
聯絡傳真: 03‐2118112
截止日期: 101 年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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