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二十八期會訊
民國 103 年 01 月 01 日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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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四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議程
時

間：101 年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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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宗良 劉鴻文 謝松蒼 馬國興 陳玉怜 王懷詩
吳建春 呂俊宏 徐佳福 鄭授德 鄭瓊娟 柯妙華
監事： 劉江川 曾國藩 盧國賢 吳慶祥
教育委員: 葉添順 馬國興 周逸鵬 陳世杰
請假人員：王順德 傅毓秀 馮琮涵 歐陽品 謝松蒼 王嘉銓 蔡孟宏 藍琴臺 郭
余民 王曰然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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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議程：
1. 確認第三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會務概況報告:
a.報告成大教學研討會之支出：共支出 139900 元，已請監事簽名確認。
b.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訂於民國 102 年 3 月 23 日至 24 日，於國防醫
學院舉行。摘要投稿於 10 月 31 日開放測試，口頭報告論文於 12 月
21 日截止，壁報論文於 1 月 31 日截止報名，請鼓勵會員踴躍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jacbs.org.tw/
c.生醫年會大會於 3 月 24 日(日)上午 10:15‐11:15 舉行特別演講，此次
將邀請李林衡教授(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蒞臨
演講。
d. 解剖學會將於下列時段舉行會員大會及兩場研討會：
3/23 星期六早上 10:00‐12:00 舉行特別演講及會員大會
下午 13:45‐15:45 舉行研討會一
3/24 星期日下午 13:45‐15:45 舉行研討會二

12/1 之前須將講者名單及摘要送至秘書長信箱，將轉交生醫年
會主辦單位
e.依往例，本學會將舉辦學生會員之海報論文競賽與學生會員之論文競
賽。競賽規則及獎勵辦法，修訂如附件二與三，請詳見粗體字部分。
二、討論事項
1.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解剖學學會演講安排邀請主講人，提請討論。
決議：學會委由馬國興老師邀請印地安納大學周豐嶠教授擔任特別演講
主講人。
2.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解剖學學會學術研討會相關工作，提請討論
決議：研討會一 ‐ Vascular disorder：由陽明葉添順老師主持，
邀請台大賴逸儒、王淑慧、陽明李學德、高醫陳世杰等老師擔任
講者。
研討會二 –Neuroscience 相關：由成大郭余民老師主持請郭老師
邀請各校年輕老師擔任講者。
3. 學生會員之看板論文相關細則。
決議：細項修改如附件二，請詳見粗體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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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會員之論文競賽相關細則。
決議：細項修改如附件三，請詳見粗體字部分。
5. 第二十七屆生醫年會解剖學會論文競賽相關時程。
決議：細項修改如附件四，請詳見粗體字部分。
三、臨時動議
1. 解剖學會將在 3/23 中午於國防醫學院進行午餐餐敘，學會委由監事盧國
賢老師聯絡友聯公司贊助。(理事長提)
2.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 and Cell Biology 邀請曾老師出席 12 月在泰
國舉辦之會議，提出下次會議(2015 or 2016)可能在台灣舉辦(花蓮慈
濟)，會議可結合台灣解剖學會會議一起舉行，詢問學會是否支持並提供
部分協助? (曾國藩老師提)
決議：解剖學會支持曾老師爭取國際解剖學會議在台灣舉辦的機會，相關
細節請在之後的理監事會議再提出討論。
2013/2/22 理監事會議上，曾老師確認下一屆會議將在 2014 年 12 月在
台灣舉辦，地點設於花蓮慈濟大學，請曾老師提供預算表，解剖學會
將會協助會員通知及部分費用補助，將在之後理監事會議繼續提出討
論。
四、散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五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議程
時

間：102 年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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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宗良 劉鴻文 謝松蒼 王順德 馬國興 陳玉怜 傅毓秀 王懷詩
吳建春 呂俊宏 徐佳福 鄭授德 鄭瓊娟
監事： 歐陽品 曾國藩 盧國賢 吳慶祥
教育委員:

謝松蒼 馬國興 歐陽品 周逸鵬
郭余民 陳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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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請假人員：馮琮涵

柯妙華

劉江川

葉添順

王嘉銓

蔡孟宏

藍琴臺

王曰

然
一、會議議程：
1. 確認第四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生醫年會會務概況報告:
a. 生醫年會以顏色區分 7 個學會，解剖學會為藍色。
b. 生醫年會此次招商，共 52 家廠商贊助，總贊助金額為：6,931,000 元
c. 生醫年會流程表已確定，如附件二。場地佈置圖請見附件三。
d. 解剖學會將於 3/23(六)

9:30‐10:30 邀請印第安那大學周豐嶠教授舉行

特別演講，講題為”從 Epigenetic Medicine 到 21 世紀解剖細胞學之
再出發”。
3/23(六)

10:40‐11:10 舉行會員大會。請查閱附件二。

e. 大會將於 3/23(六)

11:15‐12:00 於 1 樓 30 教室舉行生物處說明會，將

由裘正健處長進行說明，請踴躍參與。請查閱附件二。
f. 解剖學會將於 3/23 與 3/24 兩天分別舉行兩場研討會，請踴躍參加。請
查閱附件二。
3/23 (六)

13:45‐15:45

Neural Science – Chair: 郭余民教授

講者：曾拓榮助理教授、王詔絹助理教授、王先逸助理教授、郭余
民教授
3/24(日)

13:45‐15:45

Vascular disorder – Chair: 葉添順教授

講者：王家儀教授、賴逸儒副教授、王淑慧助理教授、李學德助理
教授
g. 生醫年會總壁報論文篇數為 981 篇，解剖學會壁報論文總數為 60 篇。
生醫年會口頭報告篇數為 124 篇，解剖學會口頭報告篇數為 5 篇。
h. 解剖學會之論文比賽報名已在 2/8 截止，共有 13 人報名；博班 5 位，
碩班 8 位， 已將資料寄出給學術委員（劉鴻文、陳玉怜、馮琮涵、 傅
毓秀），請委員們 3/1 將評審分數寄回給秘書長統計，並於 3/15 下午
舉行口試，得獎者將於會員大會上頒獎。
i. 解剖學會會場在 3 樓 32 教室，每個會場皆有 2 位著黑色套裝人員(1 位
公關公司人員，1 位工讀生)在場協助會議進行。
j. 友聯公司確認贊助 3/24 星期六中午國防醫學院午餐餐敘。
k. 解剖學會禮品贊助廠商正在聯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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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論事項
1.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 and Cell Biology 確認下一屆會議將於 2014 年 12
月在台灣花蓮慈濟大學舉行，請學會提供協助。
決議：解剖學會將協助通知會員、補助部分費用及委請慈濟大學向國科會，衛生
署等機構申請舉辦國際會議之費用補助。
2. 2013 年生醫年會本學會報名參加人數目前偏低，因應措施提請討論。
決議：由秘書長發函給各教育會委員，請教育委員在各學校針對研究所一年級新
生宣傳，以提高參加人數。並在宣傳信中附上報名表，以方便報名作業。
3. 生醫年會會員大會議程：
a. 程序表
b. 工作報告
c. 討論提案： 102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工作計畫
d. 頒獎：研究生學術論文獎與贊助廠商感謝狀
決議：a. 102 年度收支經費預算需在會員大會前發函給監事，請監事確認簽章。
b.贊助廠商除了感謝狀外，計畫由學會準備 2000 元內禮物致贈。
4. 第十三屆解剖學會將於 4/13(六)假台大醫學院舉行第二次教育研討會，此次主
題暫定針對課程整合後之組織學、發育生物學（胚胎學）或神經解剖學要如何有
效與解剖學進行整合教學，提請討論並確定主題與講者人選。
決議： 此次教育研討會主題訂為”課程整合後之組織學、胚胎學及神經科學教學
變革”。研討會將核發 4 小時教育時數證明並補助北部地區以外老師之來
回車馬費，鼓勵各校老師能夠踴躍參加，也非常歡迎準備教具及教學影
片分享。
行程表：
時間

行程

地點

10:00‐10:30

報到

台大醫學院 301 講堂

10:30‐10:40

致詞：錢宗良理事長

10:40‐11:40

第一節議程:組織學與胚胎學之教學 主持人：盧國賢老師
1. 慈濟：劉鴻文老師
2. 長庚：歐陽品老師
3. 北醫：周琇珠老師
4. 高醫：陳世杰老師

11:40‐12:50

餐敘

12:50‐13:50

第二節議程: 神經科學教學

主持人：曾國藩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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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成大：許鍾瑜老師
國防：未定(與馬主任聯繫)
台大：呂俊宏老師
陽明：鄭瓊娟老師

13:50‐14:00

結語:錢宗良理事長

項目

人數

交通費

35 (暫估)

金額

總額

備註

60,000

交通費，實報實銷

場地費
中午餐點

50 (暫估)

150

雜支禮品

9,500

台大醫學院講堂/會議室

7,500

(準備伴手禮)

3,000

時數證明書/教育委員聘書
名牌製作/文具 等

共計 80,000.
第二次教育研討會預算表：

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六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記錄
時

間：102 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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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宗良 劉鴻文 謝松蒼 王順德 馬國興 陳玉怜 傅毓秀 王懷詩
吳建春 呂俊宏 徐佳福 馮琮涵 鄭授德 鄭瓊娟 柯妙華
監事： 劉江川 歐陽品 曾國藩 盧國賢 吳慶祥
教育委員:

謝松蒼 葉添順 馮琮涵 馬國興 歐陽品 周逸鵬 王嘉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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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會議議程：
1. 確認第五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生醫年會事務報告，如附件二。
3. 第十三屆解剖學會第一次教學研討會(成大)支出明細，如附件三。
4. 第十三屆解剖學會第二次教學研討會(台大)支出明細，如附件四。
二、討論事項
1. 13 屆第三次教學研討會之細節確認，提請討論並確定主題與講者人選。
決議：
時間

行程

地點

10:30‐10:50

報到

馬偕醫學院

10:50‐11:00

致詞：錢宗良理事長

11:00‐11:10

貴賓致詞

11:10‐12:00

解剖學教學發展沿革
1. 盧國賢老師 (40 分鐘)
2. 王順德老師 (20 分鐘)

12:00‐13:00

餐敘

13:00‐14:00

各醫學院教學歷史回顧
1. 劉江川老師 (30 分鐘)
2. 曾昌衍老師 (15 分鐘)
3. 廖克剛老師 (15 分鐘)

14:00‐14:50

解剖學教室參觀

14:50‐15:00

結語:錢宗良理事長

主持人:
盧國賢老師

主持人:
劉江川老師

第三次教育研討會預算表：
項目

人數

交通費

35 (暫估)

金額

總額

備註

60,000

交通費，實報實銷

遊覽車

15000

場地費

9,500

中午餐點

50 (暫估)

雜支禮品

150

7,500
3,000

時數證明書/教育委員聘書
名牌製作/文具 等

共計 95,000.
2. 生醫年會 minisymposium 之講者與主持人除了大會給的演講費外，是否由解
剖學會給予交通費補貼? 是否追溯既往?? (理事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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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循過去慣例，不給予交通費補貼。
三、臨時動議
1. (吳慶祥提) 各科主任若是無暇兼顧教育委員之職責，是否可以舉薦其他人員並
發予聘書？
決議： 理監事和教育委員皆同意教育委員由各校推派代表，解剖學會發予
聘書，由新學年度開始實施 (2013 年 8 月 1 日)(一年一聘)
四、散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七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記錄
時

間：102 年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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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宗良 劉鴻文 謝松蒼 馬國興 陳玉怜 傅毓秀
吳建春 呂俊宏 徐佳福 鄭瓊娟
監事： 劉江川 歐陽品 曾國藩 盧國賢 吳慶祥
教育委員:

謝松蒼 葉添順 邱瑞珍 馬國興 歐陽品 周逸鵬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請假人員：王順德 王懷詩馮琮涵 鄭授德 柯妙華 王嘉銓
蔡孟宏 藍琴臺 郭余民 陳世杰 王曰然
會議議程：
一、報告事項：
1. 確認第六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生醫年會事務報告，如附件二。
3. 第十三屆解剖學會第三次教學研討會(馬偕醫學院)支出明細報告，如附件
三。
4. 出版組即將發行第二次會訊，請各校教育委員代表提供最新資料給出版
組以利編輯 [呂俊宏(thoma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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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生論文競賽學術組規劃。
壁報論文比賽：3/7 前將壁報轉為 PDF 檔案(檔名為”名字_壁報論文比
賽＂)，寄到秘書長信箱 kunghsiuni@gmail.com
學術論文比賽：1/28 報名截止(將 8 頁學術論文轉為 PDF(檔名為＂名字
_學術論文比賽＂) ，寄給秘書 kunghsiuni@gmail.com)，2/14 通
知口試名單，3/7 舉行口試。
得獎學生將於解剖學會大會上頒獎並於生醫年會期間進行口頭報告。
以上比賽得獎名單將公布於解剖學會網站。
二、討論事項
1. 103 年生醫年會舉行解剖學會會員大會暨理監事選舉，理監事之參選資格提請
討論。
決議：所有具專任教師資格之解剖學會會員皆有被選舉權。(退休教授依然保
有被選舉資格)
2. 103 年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特別演講邀請人選提請討論。
決議：由台大及慈濟共同邀請新加坡大學解剖學科主任 Professor BAY Boon
Huat 擔任特別演講人。
3. 103 年生醫年會由解剖學會負責之 2 場學術研討會擬定之主題及邀請人選提請
討論。
決議：3/15 星期六 13:45‐15:45 由台大謝松蒼與慈濟曾國藩共同主持第一場
研討會‐Brain：Structure and function
3/16 星期日 13:45‐15:45 由長庚歐陽品主持第二場研討會‐ Aging
biology
4. 103 年 12 月將在慈濟大學舉辦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 and Cell
Biology，解剖學會協助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103 年 12 月 4‐6 日(四‐六)將於慈濟舉辦 IASCBC，學會並於 12 月 3 日
下午舉辦兩岸解剖學學術交流會議。
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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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八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議程
時

間：102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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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宗良 謝松蒼 王順德 陳玉怜 傅毓秀
吳建春 呂俊宏 徐佳福 鄭授德 鄭瓊娟 柯妙華
監事： 歐陽品 盧國賢 吳慶祥
教育委員:

謝松蒼 葉添順 邱瑞珍 歐陽品 周逸鵬 王嘉銓

請假人員：劉鴻文 馬國興 王懷詩 馮琮涵 劉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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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議程：
一、報告事項：
1. 確認第七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生醫年會事務報告，如附件二。
3. 第二次會訊之編輯，尚有學校未編寫大事記，請教育委員協助將大事記
寄給出版組委員[呂俊宏(thomas@ntu.edu.tw) ]，以利會訊之發行
二、討論事項
1. 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大會理事選舉選票，提請討論。103 年生醫年會舉行
解剖學會會員大會暨理監事選舉，監事之參選資格提請討論。
決議：理事 ‐‐ 由秘書長列出 active member,由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並簽署
同意。
監事 ‐‐ 歷屆常務理事及監事列入監事建議名單。
2. 103 年解剖學會於高醫舉行第四次學術研討會，提請討論。
決議：緩議。
三、臨時動議
1. 在生醫年會解剖學會會員大會上頒發廠商感謝狀時要列出感謝事項(王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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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老師提)。
決議：在會員大會上頒發感謝狀時口頭或書面列出事項。
2. 年底生醫年會報名截止日跟國科會計畫投稿為同一天，是否可以把報
名截止日期延後到 1/10(歐陽品老師提)。
決議：由秘書長在生醫年會開會時提出申請。
四、散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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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02

黃敏銓教授演講，講題：Cancer Glycobiology: A Focus on
Translational Research.

102. 01.30

錢宗良教授代表臺灣當選亞太經合會 (APEC)生命科學創新論
壇研究委員會共同主席。

102.02.01

謝松蒼教授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02.03.23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3 年研究生論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
為：博士班組第一名沈紋君同學；第三名劉炯輝同學；碩士班
組第一名潘柏志同學；第二名林名薇同學；第三名李慧宇同學；
碩士班組佳作黃政凱同學。

102.03.29

台大醫學院舉辦 101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老師及研究
生均出席。

102.04.13

解剖所校友座談會。

102.05.06‐07

國立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自我評鑑。

102.05.08

邀請國外學者演講：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林榮安教
授、陸佳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柯簡評教授。

102.05.15

黃敏銓教授榮獲本校醫學院 101 學年度教學傑出獎，錢宗良教
授及賴逸儒副教授榮獲本校醫學院 101 學年度教學優良獎。

102.05.17

蔡錫圭名譽教授在總圖演講，講題：永懷師恩：談金關丈夫教
授（1897‐1983）。

102.06.08

研究生在碧潭參加新北市龍舟競賽。

102.06.14

研究生撥穗典禮。

102.06.28

舉辦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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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7.15

邀請美國奧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邢秀玲教授演講

102.08.01

王淑美教授退休，獲聘本學科兼任教授。
邵文昌技士退休。

102.11.20

賴逸儒老師演講，講題：Defense against reperfusion injury: From
Preconditioning to Post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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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20

錢宗良教授獲選接任第五屆臺灣幹細胞學會理事長。

【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
101.08.01

新聘李學德助理教授、王先逸專案助理教授。

101.11.27

傅毓秀教授榮獲 100 學年度教學傑出暨優良教師獎。

102.03.20

舉行 101 學年度慰靈公祭暨追思感恩會。

102.0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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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26‐28

底及動脈瘤手術頭顱操作研討會」。

102.07.01

新聘劉皓云專案教學助理。

102.08.01

黃銀河老師榮退。
王懷詩、傅毓秀、古宏海、鄭瓊娟、邱美妙老師榮獲醫學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網路教學評量優良教師。
彭淑婷、蕭文銓、蕭校生、劉欣宜榮獲醫學系101學年度優良助
教暨專案教學助理。
傅毓秀、李學德、邱美妙老師榮獲醫學系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網
路教學評量優良教師。
陳天華、傅毓秀、邱美妙老師榮獲醫學系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網
路教學評量優良教師。
陳天華教授、邱美妙講師榮獲 101 學年度教學優良暨傑出教師。
張仁宇同學榮獲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3 年碩士班研究生學術
論文競賽佳作獎。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1.06.25.

藍心婕老師前往韓國首爾參加 13 屆國際毒物學研討會。

102.03.14.

邀請國立陽明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教授陳天華教授
至國防醫學院生解學科進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Surgical
anatom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外科解剖學與臨床應用。

102.03.18

上午 8:00 時於國防醫學院致德堂舉辦年度大體老師慰靈公祭，
由院長于將軍親臨主祭，本院全體師生陪祭，全程莊嚴肅穆。

102.05.27.

徐佳福老師前往日本神戶參加第二屆日本及國際骨礦物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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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會議。
102.06.07.

馬國興主任赴加拿大溫哥華出席美國核子醫學學會年度會議
(SNMMI)及 10.17.前往法國參加歐洲核子醫學學會年度會議
(EANM)。

102.07.20.

舉辦國防醫學院 101 學年度大體老師火化及奉厝儀式，除家屬出
席外生解所全體師生全員參與，另醫學系三年級、牙醫學系二年
級同學代表出席，場面莊嚴。

102.08.14.

徐佳福老師獲教育部通過升等教授。

102.08.20.

林谷峻老師前往義大利米蘭參加第十五屆國際免疫學會議。

102.09.07.

生解學科老師徐佳福、陳正繹、藍心婕、陳瀅及林谷峻等五人赴
三峽大板根度假中心出席國防醫學院「教師發展中心」舉辦之
「102 年第一次教師共識營」活動，針對：「教師資審評量及教
師休假研究(Sabbatical leave)制度化」
、
「教師發展中心功能再精
進」、「因應新世代學生背景設計新的教學法及多元評量工具」、
「規劃新進老師願景及長期培育的配套措施」等六大議題進行深
切討論。

102.09.16.

陳瀅老師榮任國防醫學院 102 年度優良導師獎並將於 9 月 16 日
接受院長司徒惠康將軍表揚。

102.10.03.

邀請國立陽明大學李宗玄教授至國防醫學院生解學科進行專題
演講，演講題目為:香草精第一型瞬態電壓感受器陽離子通道在
代謝性疾病之角色。

102.10.9.

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細胞生物暨醫學神經生物學領域專家周
豐嶠教授擔任國防醫學院生解學科客座教授並進行學術研究指
導，於 10 月 14 日假該學院 3 樓 32 教室舉行公開演講，講題：
Neural Stem Cell Epigenetic Programming。

102.11.07.

邀請國立台灣大學陳玉怜教授國防醫學院生解學科進行專題演
講，演講題目為: 運用臍帶間質幹細胞治療血管疾病及其相關機
制。

【台北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1.08

恭賀解剖學科馮琮涵主任兼任醫學系副系主任。

102.01

恭賀張秋雲與陳淑華老師榮升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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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

本校於 4 月 2 日舉行解剖英靈追思紀念會。

102.04

日本福岡醫療專門學校至本校參訪。

102.06

本校於 6 月 23 日舉行大體老師火化安奉儀式。

102.06

張宏名老師赴瑞典參加第 18 屆國際鈣離子功能會議。

102.07

洪君琳老師赴西班牙參加歐洲斑馬魚學會年會。

102.07

恭賀馮琮涵主任榮獲 101 學年度校級優良教師，白滿惠老師榮
獲 101 學年度院級優良教師。

102.08

吳慶祥老師赴新加坡大學研習。

102.09

白滿惠老師赴西班牙參加第 20 屆國際營養學大會。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1.02.25

本科主任歐陽品老師受邀同時擔任國科會 A4 基因轉殖鼠核心設
施 (TMMC)及 8 基因改造疾病模式鼠核心設施 (GEMMS) 諮議委
員。

101.03.30

101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年度計有器官捐贈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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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0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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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8.22

鄭授德老師榮獲 101 學年度 本校優良教師教學獎。

102.10.11

世界知名醫學教育學者 Prof. lambert Schuwirth (澳洲 Flinders
University) 率團參訪本科教學相關設施並與本科鄭授德老師深
入討論教學內容。

102.11.22

山東濟寧醫學院臨床學院院長程剛教授暨基礎學院院長葛風教
授率團參訪本科教學設備,由歐陽品主任及醫預科主任鄭授德老
師共同接待。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組】
102.10.1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教學研討會蒞臨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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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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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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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吳佳慶老師獲教學優良教師獎項。

101.11.10

協辦「中華民國解剖學會第 101 學年度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102.02.01

恭賀吳佳慶老師升等副教授。

102.03.11

本科所於 3 月 11 日舉行 101 學年度大體老師感恩追思儀式。

102.03.19

恭賀莫凡毅老師指導之博士生許佩玲同學參加中華民國解剖學
會 102 年研究生論文競賽榮獲博士班組第二名、黃步敏老師指導
之博士生潘博雄同學榮獲佳作。

102.03.27

恭賀本所 2013 年論文 PR 比賽第一名陳韻文同學、第二名黃滿旗
同學、第三名沈秋梵同學。

102.06.05

恭賀郭余民老師指導之碩士生陳韻文同學獲 2013 年醫學院研究
生研究論文競賽「藥理、生理與訊息傳遞組」佳作、黃步敏老師
指導之碩士生黃滿旗同學獲「癌症組」佳作。

102.06.26

恭賀莫凡毅老師指導之博士生許佩玲同學獲 2013 年醫學院研究
生研究論文競賽「藥理、生理與訊息傳遞組」博士班組優勝。

102.06.14

恭賀許鍾瑜老師獲 101 學年度醫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

102.08.01

新聘教師王家義博士到職。

102.08.13

恭賀莫凡毅老師、蘇柏全同學榮獲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金會
肝病防治研究獎。

102.08.15

恭賀碩一馬雪婷同學率取逕行修讀本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1.08

本學科舉辦 101 學年度中元普渡祭祀。

101.10

本學科出版『餘情』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1 學年度大體老師
福願、學生家訪心得及對課程之期許。

102.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101 學年度解
剖教學啟用的大體老師共有 16 位。

102.06

本學科出版『予翼』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1 學年度大體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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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學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錄文字。
102.07

由劉景寬校長主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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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8

本學科舉辦 102 學年度中元普渡祭祀。

102.09

本學科何宛怡老師、蕭廷鑫老師、謝侑霖老師及本校生物醫學暨
環境生物學系傅耀賢老師共同製作的『人體橫切面電子書』榮獲
本校 101 學年度優良教材第一名。

教育研討會活動照片

第101年度解剖學教學研討會於臺灣大學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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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年度解剖學教學研討會於馬階醫學院魏耀揮校長與錢宗良理事長合影

第102年度解剖學教學研討會於馬階醫學院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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