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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二十七期會訊 

民國 101 年 12 月 01 日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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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屆第 1 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六時 

開會地點：台大校友會館 

主席：錢宗良 

出席人員(理事)：錢宗良  陳玉怜  馮琮涵  謝松蒼(請假)  馬國興  王順德  

吳建春  鄭授德  劉鴻文  鄭瓊娟  傅毓秀  呂俊宏  

柯妙華  王懷詩  徐佳福 

 (監事)：盧國賢  劉江川  吳慶祥(請假)  曾國藩(請假)  歐陽品 

列席人員:李立仁  龔秀妮  謝琬汝 

一、主席報告：首先恭喜各位當選第十三屆的理監事。今日首要工作便是選舉新

的常務理事與常務監事，並選出新任理事長。新任理事共十五位，出席人數

為十四位。新任監事為五位，出席人數為三位。理監事出席人數皆超過規定。 

二、討論事項： 

（一） 案由：第十三屆常務理事選舉。 

監票人員: 監事歐陽品 

發票人員: 總幹事謝琬汝 

唱票人員: 監事盧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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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票人員: 龔秀妮 

決議：投票結果，由錢宗良  王順德  謝松蒼  劉鴻文  馬國興五位

當選為常務理事。 

（二） 案由：第十三屆常務監事選舉。 

監票人員: 監事歐陽品 

發票人員: 總幹事謝琬汝  

唱票人員: 監事盧國賢 

計票人員: 龔秀妮 

決議：投票結果，由劉江川當選為常務監事。 

（三） 案由：第十三屆理事長選舉。 

監票人員: 監事歐陽品 

發票人員: 總幹事謝琬汝  

唱票人員: 監事盧國賢 

計票人員: 龔秀妮 

決議：投票結果，由錢宗良常務理事當選為第十三屆理事長。 

（四） 案由：新舊任理事長交接。 

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 

 

 

第 13 屆第 2 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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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鴻文(請假)  王順德  謝松蒼  馬國興  陳玉怜(請假)  呂俊宏   

           馮琮涵(請假)  徐佳福  傅毓秀(請假)  王懷詩  吳建春  鄭授德   

           鄭瓊娟  柯妙華  劉江川  盧國賢  曾國藩(請假)  吳慶祥   

           歐陽品(請假)  張宏名(請假)  蔡孟宏(請假)  黃步敏(請假)   

           陳世杰(請假)  王曰然(請假)  王嘉銓(請假)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議    程： 

一、 主席宣布開會 

二、 確定上次會議紀錄 

三、 討論事項 

1. 本屆學會各委員會工作分組: 

決議：第十三屆委員會分工名單 

               教育委員會:  (8 月確定各科所主任後由各主任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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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盧國賢 

                  委員:王嘉銓  陳世杰  王曰然  王懷詩  藍琴臺  王步敏 

                       蔡孟宏  馬國興  王順德  馮琮涵 

              公關委員會： 

                  主委:王順德 

                  委員:鄭授德  王懷詩  柯妙華 

              學術委員會： 

                  主委:劉鴻文 

                  委員:陳玉伶  馮琮涵  傅毓秀 

              出版委員會: 

                  主委:謝松蒼 

                  委員:呂俊宏  吳建春 

              資格審查委員會: 

                  主委:馬國興 

                  委員:徐佳福  鄭瓊娟 

2. 確認生醫年會 解剖學會之壁報論文得獎名單: 

決議：通過，名單詳見附件 1 

3. 本年度學會舉辦教學研討會： 

決議：原則通過，暫訂於南部成功大學舉辦，詳情請見附件 2 

4. 各單位推派代表為對話窗口： 

   決議：委由教育委員負責各校通訊錄之整理 

學會將會發函各校教育委員，以學校為單位更新通訊錄之資料，並且

為維護學員個人資料隱私，將採用新版通訊錄格式(去除生日，手機等

個人資料)。希望除了在校會員資料之更新外，已畢業之學生會員資料

可加上畢業年別，例如：學生會員已於民國 99 年畢業，在名字後面加

註 (99 畢)。 

5. 會訊之發行: 

決議：委由學術委員會負責會訊之發行 

今年度以發刊 2 期會訊為主，第 1 期將於 7-8 月發出，第 2 期將於 2-3

月發出。除 2 期正規會訊之外，在 9 月教學研討會舉辦之後，針對會

議內容與過程將規劃一期會訊做特別報導，將會議分享給沒辦法參加

的老師與同學，期望能在下一次教學研討會吸引更多會員參加。 

四、 臨時動議 

1. 會訊定期發刊，並增加內容之可看性 (理事長提) 

決議：將由出版委員會主動向各校邀稿，由秘書長提供行政協助。  

2. 針對本學會之老師，若有結婚或生子之喜事，建議以解剖學會名義包紅包

祝賀。(理事長提) 

決議：一致通過，依習俗慣例結婚：3600 元、生子：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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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了讓解剖學會之職位更具公信力，希望可以給予每屆理事、監事與教育

委員當選證書。(吳慶祥老師提) 

決議：將以獎狀紙加上學會編號，最後護貝，發給理監事及教育委員。 

五、 散會 

 

 

第 13 屆第 3 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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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順德  馬國興  謝松蒼  劉鴻文  鄭瓊娟  吳建春  王懷詩   

           陳玉怜  鄭授德  柯妙華  劉江川  盧國賢  吳慶祥  葉添順 

           王嘉銓 

請假人員： 呂俊宏  傅毓秀  馮琮涵  徐佳福  歐陽品  曾國藩  蔡孟宏   

           藍琴臺  郭余民  陳世杰  王曰然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議    程： 

六、 主席宣布開會 

七、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重新確認教育委員會與出版委員會名單： 

教育委員會 

主委：謝松蒼 

委員：王嘉銓  陳世杰  王曰然  葉添順  藍琴臺  郭余民 

       蔡孟宏  馬國興  周逸鵬  馮琮涵 

出版委員會 

主委：呂俊宏 

委員：謝松蒼  吳建春 

八、 報告生醫年會目前推展進度 

今年生醫年會盈餘，解剖學會分得 NT$ 331,001 元。 

明年生醫年會由毒理學會主辦，生醫年會決議由漢肯行銷創意有限公司承辦招

商及會議相關業務。 

九、 討論事項 

1. 本年度學會舉辦教學研討會  

a. 已委託成大舉辦 101 年度教學研討會：  

決議：成大郭余民主任請許鐘瑜老師協助辦理。 

b. 確認會議主題： 

決議：主題一為課程規劃；主題二為研究計畫與經費爭取 (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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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c. 確認時間 ： 

決議：於 101 年 11 月 10 日(六)舉行，報名截止日期：10 月 26 日 (五) 

d. 確認開會地點 

決議：成大醫學院 

e. 確認住宿地點 

決議：成大會館尚有 12 間房間，以先報名先服務為原則。 

f. 確認學會是否補助住宿 

決議：補助前一天晚上的住宿，2400 元/人。 

g. 確認補助人員資格 

決議：解剖學會會員皆可申請補助。 

2. 各單位會訊資料之更新 

決議：請各教育委員幫忙進行會訊資料之更新。 

十、  臨時動議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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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1.02.01 尹相姝教授退休，獲聘本學科兼任教授。 

新聘王淑慧助理教授。 

101.03.03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2 年研究生論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

廖俊傑榮獲博士班組第一名；張富斌榮獲碩士班組第二名；洪菱

憶及阮亮文榮獲碩士班組佳作。 

101.03.05 錢宗良教授兼任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行秘書，協助政府推

動生技產業等工作。 

101.03.23 台大醫學院舉辦 100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老師及研究生

均出席。 

101.04.20 錢宗良教授續任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理事長，龔秀妮助理教授接

任秘書長。 

101.05.02 新聘幹事柯又仁先生。 

101.05.07 錢宗良教授、呂俊宏副教授、黃敏銓副教授及賴逸儒副教授榮獲

本校醫學院 100 學年度教學優良獎。 

101.06.07 李立仁助理教授通過院教評會升等考核，於 101 學年度榮升副教

授。 

黃敏銓副教授及呂俊宏副教授通過院教評會升等考核，於 101 學

年度榮升教授。 

101.06.29 舉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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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所所長、本學科全體老師及醫學系三年級、

牙醫系三年級、法醫所與解剖所學生均出席。 

101.08.01 謝松蒼教授擔任本學科主任暨所長。 

王淑美教授休假半年。 

鍾正明教授獲聘為特聘講座教授。 

錢宗良續任醫學院功能性副院長、學務分處主任及臺灣大學基因

體研究中心執行長。 

盧國賢教授續任醫學院資訊組組長。 

賴逸儒副教授獲聘擔任醫學院國際事務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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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101.03.03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2 年研究生論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

林詩莉同學榮獲第一名、、呂佳慧同學榮獲第第三三名名；黃于芳同學榮

獲生醫學會壁報論文獎第二名。 

101.03.21 100 學年度慰靈公祭暨追思感恩會。 

101.03.30- 

10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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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8.01 

 

葉添順教授自 101 學年度兼任醫學院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所長及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科主任。 

新聘李學德助理教授、王先逸助理教授、劉欣宜專案教學助理。

楊元正老師於 101 年 8 月 1 日退休。 

陳天華老師榮升教授，年資回溯自 100 年 8 月 1 日起。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1.02.01 黃雍協助理教授轉任本院專任教師。 

101.03.08 邀請輔仁大學醫學系副教授吳小明博士進行專題演講，講題為：

Longitudinal Quantitative Small Animal Brain-PET imaging(如何以

多次性正子斷層掃描測量小鼠腦部之葡萄糖代謝率變化)。 

101.04.09 完成「生物及解剖學科(所)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案」。 

101.06.06 恭賀徐佳福老師研究照片榮登於 2012 年 6 月份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雜誌封面。 

101.06.27 恭賀馬國興主任與徐漢業兼任老師分別榮升教授與助理教授。 

101.07.08 美國哈佛大學 Dr. Roland Baron 教授來本院擔任客座教授，為期

7 天(7/8-7/15)，並於 12 日假學院 3 樓 32 教室舉行專題演講：

Therapeutic options in osteoporosis: Current cellular concepts and 

issues (骨質疏鬆症治療的選擇：現代細胞觀念與議題)。 

101.07.20 舉辦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火化奉厝儀式；本學科全體老師及醫學

系三年級、牙醫學系二年級與解剖所研究生均代表出席參與。 

101.08.01 邀聘王長君教授返台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擔任合聘教師，發展本

院電子鏡相關教學研究。 

101.08.16 葉光大助理教授奉派調任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牙科主任一職。 

101.08.25 陳瀅老師前往日本京都參加第 14 屆組織化學與細胞化學研討

會。 

101.08.31 馬國興主任榮獲 101 年度國防部優良教師並將於 9 月 27 日赴國

防部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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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心婕老師榮任 101年度優良導師並將於 9月 3日接受于大雄院

長表揚。 

101.09.07 馬國興主任率學科老師：徐佳福、陳正繹、藍心婕、陳瀅、林谷

峻及黃雍協等六人赴宜蘭香格里拉農場出席「教師發展中心」舉

辦之「101 年第一次教師共識營」活動，針對：「新進老師輔導」、

「教師評量」、「課程整合」、「研究整合」、「教學資源整合」及「教

學師資多元規劃」等六大議題進行深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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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3.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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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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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08 美國哈佛大學 Dr. Roland Baron 教授來本院擔任客座教授，為期

7 天(7/8-7/15)，並於 12 日假學院 3 樓 32 教室舉行專題演講：

Therapeutic options in osteoporosis: Current cellular concepts and 

issues(骨質疏鬆症治療的選擇：現代細胞觀念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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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29 本科徐淑媛講師完成博士學位進修，榮獲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博士

學位。 

101.03.31 100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年度計有器官捐贈者 40 名，大體老師

捐贈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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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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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21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火化儀式：在醫學院楊志偉院長帶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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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8.01 歐陽品老師和莊宏亨老師榮升教授，徐淑媛老師榮升助理教授。

101.08.01 歐陽品教授兼任本科科科主任暨長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101.08.22 宋欣錦講師榮獲 100 學年度本校優良教師教學獎。 

101.09.02 香港理工大學 Dr. Parco Siu (蕭明義)副教授至本科歐陽品老師

實驗室擔任訪問學者，研習小鼠基因轉殖技術。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組】 

101.07.18 本系邀請中山醫學大學曾廣文副教授來校演講。 

101.07.31 本組助教楊雅婷離職。 

 

【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0.01.14 恭賀畢業生潘博雄、沈宛柔及鄭惠嬪同學錄取本院基礎醫學研究

所博士班。 

100.03.19 恭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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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06 恭賀碩二沈宛柔及蔡怡青同學獲得本所 2011 年 PR 比賽第一、

二名。 

100.09.23 恭賀莫凡毅老師獲得醫學系 99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賀江美治

老師獲得醫學系 99 學年度優良導師。 

100.11.25 恭賀許鍾瑜老師獲得醫學系勵人獎。 

101.02.09 恭賀溫宏榮技士當選成大 100 年度績優職工。 

101.02.10 恭賀許鍾瑜老師、黃步敏老師、溫宏榮技士、周儀鴻技士 榮獲

成大醫學院 100 年度教學成果團體組第二名。 

101.03.01 本科於 3 月 12 日舉行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感恩追思儀式。 

101.03.07 恭賀莫凡毅老師指導之博士生蘇柏全同學參加中華民國解剖學

會 2012 年研究生論文競賽榮獲博士班組第二名。 

101.05.09 恭賀碩二古乃文及穆儀芬同學獲得本所 2012年PR比賽第 一名,

蔡安立同學獲二名。 

101.06.01 恭賀郭余民老師指導之碩士生古乃文同學獲 2012 年醫學院研究

生研究論文競賽優勝。 

101.08.01 科主任/所長黃步敏教授卸任，郭余民教授新任科主任/所長。 

101.08.15 恭賀碩二林冠呈同學率取逕行修讀本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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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9 邀請中研院分生所鄭珮琳博士專題特別演講。 

101.09.20 恭賀吳佳慶老師獲本校教學優良教師。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0.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99 學年度解

剖教學啟用的大體老師共有 16 位。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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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 由醫學院賴春生院長代表校方主持 99 學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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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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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 本學科舉辦 100 學年度中元普渡祭祀。 

100.10 本學科出版『生之流。永留』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0 學年度大

體老師福願、學生家訪心得及對課程之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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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100 學年度解

剖教學啟用的大體老師共有 17 位。 

101.02 鄭宇岑助教離職。 

101.06 本學科出版『滅燭』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生

平、學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錄文字。 

101.07 由醫學院賴春生院長代表校方主持 100 學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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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8 聘請張瀛双為專任助教，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作。

101.08 本學科舉辦 101 學年度中元普渡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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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解剖學科】 

100.01.18 廣東省解剖學會一行參訪本學科暨模擬醫學中心。 

100.05.23 Dr. Pawlina (Mayo Clinic Medical School)參訪本學科暨模擬醫學

中心。 

100.07.01 何翰蓁老師榮升副教授。 

100.07.08 Prof. Patrick J. Bradley (Queens Medical Centre, Nottingham, 

England)參訪學科暨模擬醫學中心。 

100.08.01 新聘陳儷今老師為本科助理教授。 

100.08.23 曾國藩老師受邀前往泰國 Mahidol 大學演講。 

100.08.31- 

100.09.05 

舉行 2011 年 9 月模擬手術暨人文課程。 

100.09.08- 

100.09.13 

舉行 2011 TIMA 模擬手術暨人文課程。 

100.09.14 舉行 100 學年度醫學三解剖教學無語良師啟用典禮。 

100.11.30- 

100.12.05 

舉行 2011 年 12 月模擬手術暨人文課程。 

100.12.02 何翰蓁老師榮獲 99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 

100.12.03 協助中華民國解剖學會，於本校舉辦「解剖教學研討會」。 

101.02.25 舉行 100 學年度醫學三解剖教學無語良師入殮、火化、感恩追思

暨入龕典禮。 

101.02.29- 

101.03.05 

舉行 2012 年 3 月模擬手術教學暨人文課程。 

101.03.01 本科於 3 月 12 日舉行 100 學年度大體老師感恩追思儀式。 

101.03.22 曾國藩老師受邀前往馬來西亞－吉隆坡中央醫院演講。 

101.03.23 曾國藩老師受邀前往馬來亞大學(Malaya University)醫院演講。 

101.05.23 日本東邦大學校長等 5 人參訪學科暨模擬醫學中心。 

101.06.06- 

101.06.11 
舉行 2012 年 6 月模擬手術暨人文課程。 

101.07.16 

 

曾國藩老師受邀參加大陸「八年制醫科學生論壇」及發表演講(廣

州、南方醫科大學)。 

101.07.19 曾國藩老師受邀參加大陸南部六省解剖學會議及發表演講(湖

南，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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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新進教師介紹 

 

李學德 助理教授簡介: 

  我是李學德，2012 年 8 月我正式變成國立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

究所的一份子。過去，我的研究興趣主要跨足腦部血管和神經的保護及傷害機

制；近來對腫瘤的轉移和過動症的研究亦感到興趣並已起步探討，在夜晚時，站

在陽明實驗大樓的辦公室望下山去是非常美的。我也希望未來能將自己的研究寫

成動人的故事，而不是冷冰冰的大道理。我非常清楚我是在大學裡任教，恰如腦

部的發展講求的是可塑性，我面對的除了自己喜愛的研究外，還有年輕的學子教

育。盼望自己的到來，能夠在這個小山腰上點起火花，讓『堅持』和『分享』成

為常態，而非要求。 

  

王先逸 助理教授簡介： 

 本人自幼喜好生命科學，東海大學生物學系畢業後從研究所開始即專注在神

經生理學研究，碩士畢業於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生物系，後回台在中研院生

醫所蔡作雍院士實驗室任助理近兩年，隨後又至加拿大 University of Toronto 生

理系唸神經生理博士，專注於電生理實驗，畢業後至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任

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腦中 NDMDA 及特殊 AMPA receptor 的鈣離子通透性，後

又回到多倫多大學研究海馬迴神經新生，用電生理方式研究中風後新生神經的修

補潛能，之後回到台灣至國家衛生研究院群健所精神組，開始研究海馬迴神經新

生與憂鬱症之關連探討，以及憂鬱症病因與病理動物模式研究，現在轉任陽明大

學後也會繼續用動物模式來鑽研憂鬱症的病因與病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