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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三屆 

第九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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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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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銓  

            藍琴臺 陳世杰  

請假人員：劉江川 蔡孟宏 郭余民 王曰然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會議議程： 

一、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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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解剖學會學術論文比賽得獎名單，如附件三。 

4. 103 年生醫年會預算與決算表，如附件四，請確認。 

5. 103 年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大會理事選舉投票授權書，如附件五，請確認。 

6. 103 年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大會理事選舉選票，如附件六，請確認。 

 

二、討論事項 

1. 分子醫學影像學會申請加入生醫年會，提請討論。 

決議：經理事投票(13 票贊成，2票反對)，決議贊成分子生物影像學會申請加入生醫年會，但須 

      經觀察會員階段(不得少於一年)，經評估過後再做決定。 

2. 推薦台大退休教師(尹相姝及王淑美)成為解剖學會名譽會員之申請案，提請討論。 

決議：經理事投票通過，尹相姝及王淑美老師成為解剖學會名譽會員。 

      並修正名譽會員申請案規則為 

      1.提名推薦時須有正式申請書(解剖學會網站下載)  

      2.由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3. 提請理監事投票。 

      通過才得成為解剖學會名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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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動議 

1. 為提昇會員的參與程度，解剖學會 1場特別演講、2場研討會及 2場學生口頭論文報告全程參

與者將可參與抽獎，抽獎禮品為何，提請討論。(秘書長提)  

決議：全程參與之解剖學會會員可參與抽獎，禮品為 ipad air ($NT15900)及 ipad mini 2 ($NT 

12900)。 

 2. 3rd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2014 即將於 2014

年 12/11-12 在花蓮舉行，12/13 舉行海峽兩岸解剖學會議。教師報名費 1000 元，學生免費，請解

剖學會支持。(曾國藩老師提) 

決議：解剖學會全力支持，提請第十四屆理監事協助規畫補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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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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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秘書長列出活躍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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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延後到 1/15。 

四、散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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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年會報告事項 

1. 103 年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特別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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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為 Cytotoxicity and genotoxicity of gold nanoparticles 

in the lung in vitro。演講者機票由解剖學會負擔，日支費由台大與慈濟共同負擔。 

2. 103 年生醫年會議程確認。 

   

3. 此次口頭論文報告時段，將邀請解剖學會學術論文比賽得獎前 3名上台報告，以增加解剖學會會

員互相學習之機會。 

4. 為提昇會員的參與程度，解剖學會 1場特別演講、2場研討會及 2場學生口頭論文報告全程參與

者將可參與抽獎，請會員們踴躍參加，也請教育委員多多宣傳。 

生醫年會第三次籌備會 

1. 本次招商收入為 789 萬，預估支出為 465 萬(比去年增加開場動畫製作及加印 400 份手冊)，餘額

324 萬。 

2. 明年開始修正盈餘分配方式，改為 40%均分(主辦單位得 2份)，40%以出席人數比例分配，20%以

論文篇數分配。 

3. 分子生物影像學會加入生醫年會申請案，經生醫年會籌備委員會討論，將在檢討會時請該學會理

事長及秘書長出席說明及討論加入的條件，會後再做決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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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生醫年會之解剖學會學術論文比賽得獎名單 

博士班： 

 

 

 

 

 

 

 

 

 

碩士班： 

 

 

名次 姓  名 學  校 指導老師 

1 姜  昊 台大解剖所 謝松蒼 

2 侯珮珊 台大解剖所 錢宗良 

3 吳詩盈 成大基醫所 郭余民 

4 徐至蹼 台大解剖所 龔秀妮 

5 范綱毅 國防生解所 劉念先 

名次 姓  名 學  校 指導老師 

1 黃婉禎 陽明解剖所 傅毓秀 

2 吳俊威 台大解剖所 陳玉怜 

2 劉珈妤 中興生醫所 許美鈴 

2 林煒哲 台大解剖所 錢宗良 

3 吳明哲 台大解剖所 謝松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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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學會一百零二年度財務決算表 

(自民國一百零二年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目 科  目 金額 (元) 備  註 

收入   

 1. 101 年度餘額 1,368,543  

 2. 102 年度會員入會費及年費 67,300  

 3. 28 屆生醫年會會後補助 404,306  

 4. 利息 3,099  

 收   入   合    計 474,705  

支出   

 1. 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 49,860  

 2. 研究生論文競賽 110,594  

 3. 生醫年會、解剖學學會特別

演講及會員大會 

103,225 包括工讀生工資、

獎狀牌獎製作費及

印刷費、演講費、

機票費等。 

 4. 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85,949 包括場地費、交通

補助費、主持人費

禮品費、印刷費

等。 

 5. 網站空間維護費 6,120  

 6. 秘書行政費 36,000  

 7. 雜支 4988 郵電、文具費用、

月曆費等。 

 支     出    合    計 396,736  

 總     計    餘    額 1,446,512  

          經手人:        秘書長:             理事長:           監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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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學會一百零三年度財務預算表 

(自民國一百零三年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目 科  目 金額 (元) 備  註 

收入   

 102 年度餘額 1,446,512  

 1. 會員入會費及年費 50,000  

 2. 生醫年會會後補助 100,000  

 3. 利息 3,000  

 收入合計 1,599,512  

支出   

 1. 理監事暨教育委員會 100,000  

 2. 論文競賽 168,000 包括研究生論文競賽

與壁報論文競賽。 

 3. 生醫年會、解剖學學會特

別演講及會員大會 

182,000  

 4. 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600,000 包括場地費、交通補助

費、演講費及印刷費

等。 

 5. 國際交流費用 350,000 學者交通補助費,,演

講費,會議費用 

 6. 秘書行政費 50,000  

 7. 網站空間維護費 20,000  

 8. 雜支 129,512 包括文具費、郵電費及

行政庶務費等。 

 支出合計 1,599,512  

         總計餘額 0  

          經手人:           秘書長:          理事長:           監事: 

 

  



9 

授 權 書 
 

本人_____________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授

權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領取「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

屆理監事選舉圈選單」，並代表本人投票。特立此授權書，以茲證明。 

 

此致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授 權 書 
 

本人_____________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授

權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領取「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

屆理監事選舉圈選單」，並代表本人投票。特立此授權書，以茲證明。 

 

此致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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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理事選舉圈選單 

請在列候選人名單中圈選，或於空白欄位填入欲圈選之會員姓名與服務單位， 

並在圈選欄中填入○符號。至多圈選出十五位，多於十五位則以廢票計。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1 王曰然     29 張秋雲     57 蔡孟宏 

  2 王淑美     30 張綺芬     58 鄭授德 

  3 王淑慧     31 莫凡毅     59 鄭瓊娟 

  4 王詔絹     32 莊宏亨     60 賴逸儒 

  5 王順德     33 許鍾瑜     61 錢宗良 

  6 王嘉銓     34 郭余民     62 謝松蒼 

  7 王霈     35 陳世杰     63 鍾敦輝 

  8 王懷詩     36 陳正繹     64 藍心婕 

  9 朱培銘     37 陳永佳      65 藍琴臺 

  10 江美治     38 陳玉怜     66 魏一華 

  11 江皓郁     39 陳金山     67 龔秀妮 

  12 何翰蓁     40 陳淑華     68   

  13 吳亞潔     41 陳瀅     69   

  14 吳佳慶     42 陳儷今     70   

  15 吳建春     43 傅毓秀     71   

  16 呂俊宏     44 曾拓榮     72   

  17 李立仁     45 曾國藩     73   

  18 李愛薇     46 曾廣文     74   

  19 周逸鵬     47 馮琮涵     75   

  20 周綉珠     48 黃步敏     76   

  21 林谷峻     49 黃敏銓     77   

  22 邱瑞珍     50 黃雍協     78   

  23 柯妙華     51 葉添順     79   

  24 柳文卿     52 廖玟潔     80   

  25 徐佳福     53 劉念先     81   

  26 徐淑媛     54 劉培新     82   

  27 馬國興     55 劉鴻文       

  28 張宏名     56 歐陽品       

          橫線表示當事人放棄理事資格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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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監事選舉圈選單 

請在下列候選人名單中圈選，或於空白欄位填入欲圈選之會員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 

並在圈選欄中填入○符號。至多圈選出五位，多於五位則以廢票計。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1 王淑美   10 歐陽品 

  2 王順德   11 盧國賢 

  3  周逸鵬    12 錢宗良 

  4 馬國興   13 謝松蒼 

  5 陳玉怜       14 吳慶祥 

  6 曾國藩       15   

  7 黃銀河       16   

  8 劉江川       17   

  9 劉鴻文       18   

 
19 

 

 

     橫線表示當事人放棄監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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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一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3 月 31 日 (星期一)  18:00  

地  點：台大校友會館-蘇杭餐廳  

主 持 人：第十三屆理事長 錢宗良  

出席人員： 

  十三屆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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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屆監事：劉江川 歐陽品 曾國藩 盧國賢 吳慶祥 

  十四屆理事：馬國興 劉鴻文 謝松蒼 陳玉怜 傅毓秀 吳建春 呂俊宏 郭余民 

              王嘉銓 徐佳福 馮琮涵 鄭授德 蔡孟宏 李立仁 林谷峻 

  十四屆監事：錢宗良 曾國藩 歐陽品 吳慶祥 王順德 

請假人員： 

監事 : 歐陽品 吳慶祥  

理事 : 劉鴻文 謝松蒼 鄭授德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會議議程： 

一、報告事項： 

1. 第十三屆理監事及教育委員工作任務圓滿結束 

 

二、討論事項 

1. 票選第十四屆常務理事、理事長與常務監事。  

    (一)常務理事選舉票數統計表 

   發票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唱票人員: 錢宗良 

   計票人員: 龔秀妮           監票人員: 盧國賢 

   每人至多 5票 

得票數 姓名 服務單位 

12  馬國興* 國防醫學院 

7  謝松蒼* 台灣大學醫學院 

5 劉鴻文* 慈濟大學 

5 陳玉怜* 台灣大學醫學院 

5 呂俊宏* 台灣大學醫學院 

4 吳建春 陽明大學醫學院 

4 李立仁 台灣大學醫學院 

3 馮琮涵 台北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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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佳福 國防醫學院 

3 郭余民 成功大學醫學院 

2 鄭授德 長庚大學醫學院 

2 林谷峻 國防醫學院 

1 蔡孟宏 中國醫藥大學 

0 傅毓秀 陽明大學醫學院 

0 王嘉銓 輔仁大學醫學院 

   *表示當選常務理事 

 

   (二)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理事長選舉票數統計表 

   發票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唱票人員: 錢宗良  

   計票人員: 龔秀妮            監票人員: 盧國賢 

   每人 1票 

得票數 姓名 服務單位 

12  馬國興* 國防醫學院 

0  謝松蒼 台灣大學醫學院 

0 劉鴻文 慈濟大學 

0 陳玉怜 台灣大學醫學院 

0 呂俊宏 台灣大學醫學院 

    *表示當選理事長 

 

   (三)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監事選舉票數統計表 

   發票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唱票人員: 錢宗良  

   計票人員: 龔秀妮            監票人員: 盧國賢 

   每人 1票 

得票數 姓名 服務單位 

2 曾國藩* 慈濟大學 

1 錢宗良 台灣大學醫學院 

0 歐陽品 長庚大學醫學院 

0 王順德 馬偕醫學院 

0 吳慶祥 台北醫學大學 

   *表示當選常務監事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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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會照片 

第十四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長選舉     第十三屆與第十四屆理監事聯席餐敘 

 

第十四屆常務理事開票                    第十四屆常務監事開票 

 

第十四屆常務理事與理事長開票            第十三屆與第十四屆理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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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二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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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興 理事長  

出席人員： 

  榮譽理事長: 劉江川 

  理事：馬國興 劉鴻文 謝松蒼 陳玉怜 傅毓秀 吳建春 呂俊宏 郭余民 

        王嘉銓 徐佳福 馮琮涵 鄭授德 蔡孟宏 李立仁 林谷峻 

  監事： 錢宗良 歐陽品 曾國藩 王順德 吳慶祥 

  教育委員:  謝松蒼 葉添順 邱瑞珍 黃雍協 歐陽品 周逸鵬 王嘉銓  

             魏一華 藍琴臺 郭余民 陳世杰 王曰然 

列席人員: 龔秀妮 謝琬汝 陳 瀅  趙韻婷 

請假人員: 劉江川 歐陽品 葉添順 郭余民 魏一華 馮琮涵 李立仁 陳世杰 王曰然 

 

會議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四屆第一次理監事暨教學委員聯席會議會議記錄，如附件一。 

2. 確認本屆常務理事、理事長、監事及教育委員名單，如附件二。 

3. 第十三屆與第十四屆學會財務正式交接。 

4. 生醫年會獲得解剖學會禮品者: 

 ipad air: 洪立宇、ipad mini 2: 陳明秀 

5. 第29屆生醫年會 解剖學會之壁報論文得獎名單，請確認 (附件三)。 

6. 第 29 屆生醫年會檢討會報告 (附件四)。 

 

三、討論事項: 

1. 本屆學會各委員會工作分組: 

        教育委員會、公關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出版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決議:  

        教育委員會 

        主委：謝松蒼 

        委員： 陳世杰  王曰然  葉添順  藍琴臺  郭余民  周逸鵬 

               歐陽品  魏一華  黃雍協  邱瑞珍  鍾敦輝 

        公關委員會                               出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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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馬國興                              主委：陳玉怜 

        委員:徐佳福、王嘉銓                      委員：蔡孟宏、鄭授德、林谷峻 

        學術委員會                              資格審查委員會 

        主委:劉鴻文                              主委: 呂俊宏 

        委員:馮琮涵、郭余民、傅毓秀、李立仁    委員: 吳建春 

2. 本年度學會舉辦教學研討會; 103 年 12 月將在慈濟大學舉辦 3rd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規畫補助事宜(補助對象、住宿費、車馬

費)，與慈濟大學聯絡人等 

決議: 12/12 (五) 上午舉行海峽兩岸解剖學教學會議，委請慈濟大學協辦。 

a. 補助對象: 教師會員:3000元; 學生會員:3000 元，必須於IASCBC張貼海報，海報指導老

師為本會會員，學生會員為first author或 presenting author，一張海報補貼一位學生

會員為限。 

b. 本會贊助IASCBC大陸學者食宿機票費用共拾伍萬元整 

c. 製作會議手冊 

d. 委請曾老師商議事項: 慈濟大學聯絡人、陸方講者 

3. 各單位推派代表為對話窗口 

決議: 由各校之教育委員擔任 

4. 會訊之發行 

        決議: 請出版委員會收集各校近半年之大事紀要，預計於今年7月出版 

 

四、臨時動議 

1. 劉鴻文老師提案:聘任盧國賢教授為第 14 屆榮譽理事長。 

        決議: 通過，並製作紀念牌。 

2. 馬國興老師提案:製作紀念牌贈與榮譽會員尹相姝及王淑美教授，感念二位教師對解剖學教

育之貢獻。 

        決議: 通過。 

3. 錢宗良老師提案: 請曾國藩老師盡快確認陸方出席二岸解剖學會議之名單，以研議本學可出

席之相對人員。並請曾老師將來在文宣上註明本學會之參與。 

決議: 曾老師應允。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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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與會照片 

 

第十三屆理事長與第十四屆理事長交接 

 

第十四屆解剖學會第二次理監事暨教育委員聯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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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理事名單 

 

職別 姓名 E-mail 

理事長 馬國興 kuohsing91@yahoo.com.tw 

常務理事 劉鴻文 hwanliu@tzuchi.com.tw 

常務理事 謝松蒼 shsieh@ntu.edu.tw 

常務理事 陳玉怜 ylchenv@ntu.edu.tw 

常務理事 呂俊宏 thomas@ntu.edu.tw 

理事 吳建春 jcwu2@ym.edu.tw 

理事 傅毓秀 ysfu@ym.edu.tw 

理事 郭余民 kuoym@mail.ncku.edu.tw 

理事 王嘉銓 050814@mail.fju.edu.tw 

理事 徐佳福 shyujeff@mail.ndmctsgh.edu.tw 

理事 馮琮涵 thfong@tmu.edu.tw 

理事 鄭授德 soude@mail.cgu.edu.tw 

理事 蔡孟宏 mhtsai@mail.cmu.edu.tw 

理事 李立仁 ljlee@ntu.edu.tw 

理事 林谷峻 lingujiun@mail.ndmctsgh.edu.tw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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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事名單 

 

職別 姓名 E-mail 

常務監事 曾國藩 guofang@mail.tcu.edu.tw 

監事 錢宗良 chien@ntu.edu.tw 

監事 歐陽品 Ouyang@mail.cgu.edu.tw 

監事 王順德 sdwang@mmc.edu.tw 

監事 吳慶祥 chw0204@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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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委員名單  

 

學校 姓名 E-mail 

台大 謝松蒼 shsieh@ntu.edu.tw 

陽明 葉添順 tsyeh@ym.edu.tw 

國防 黃雍協 anatoman2001@yahoo.com.tw 

北醫 邱瑞珍 rueijen@tmu.edu.tw 

長庚 歐陽品 Ouyang@mail.cgu.edu.tw 

輔大 鍾敦輝 002154@mail.fju.edu.tw 

馬偕 周逸鵬 leonchau@mmc.edu.tw 

中國醫 魏一華 ihwei@mail.cmu.edu.tw 

中山醫 藍琴臺 ctlan@csmu.edu.tw 

高醫 陳世杰 jaychen@kmu.edu.tw 

成大 郭余民 kuoym@mail.ncku.edu.tw 

慈濟 王曰然 chris@mail.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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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第二名: 2,0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林含貞 Postconditioning Protects Neuronal Cells Against 

Reperfusion Injury via the Mod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台大解剖所 賴逸儒 

碩士班 

第一名:3,0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楊舜銓 

 

Undifferentiated Wharton＇s Jelly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Induces Insulin-Producing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Suppressing of T Cell-Mediated 

Autoimmunity in Non-Obese Diabetic Mice 

陽明解剖所 

 

陳天華 

 

第二名: 2,0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邱季婷 

 

HYS-32 Induces Microtubule Catastrophe in Astrocytes 

via the PI3K-GSK3β Signaling Pathway 

陽明解剖所 

 

吳建春 

 

第三名: 1,0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陳睦軒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oxidative stress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elimination of dendritic spines 

on cortical and hippocampal pyramidal neurons in 

central fatigued rats 

中興獸醫 

 

 

陳建榮 

 

佳作: 5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王亭 

 

ERK is the key signaling molecule in AND-induced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fibroblasts 

台大解剖所 

 

龔秀妮 

 

柯嘉琪 

 

Investigation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MicroRNA-23b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 

陽明解剖所 

 

葉添順 

 

張荃惠 

 

Effects of HYS-32 on Caveolin-3 and Connexin43 

Expression in Rat Astrocytes 

陽明解剖所 

 

吳建春 

 

游舒苹 

 

Transneuronal Degeneration of Thalamic Region 

Following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in Rats

國防生解所 

 

劉念先 

 

鄭蓉慈 

 

Investigation of Using WJ-MSCs Transplantation to 

Treat Osteoporotic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Animal 

Model 

國防生解所 

 

徐佳福 

 

大學部 

第一名:3,000 元 

姓名 題目 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蔡宗志 

 

The Mechanism of Melatonin Thwarts Gastric Cancer 

Growth and 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中興生科 

 

許美鈴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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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生醫年會檢討會 

報告事項: 

2. 壁報總數量: 927 (解剖學會:49，佔 5.3%)。 

 

3. 報到總人數: 2,398 (解剖學會有效會員:219，佔 11%)。 

4. 各時段學會人數: 

 

5. 將會在壁報報名網頁設置＂會員＂選項勾選。 

6. 分配盈餘:3,340,000，學會分配款: 389,216 元。明年將調整分配款比例分配如下: 

原本:固定 40%、出席比例 60% 

新版:固定 40%、出席比例 40%、壁報比例 20% 

7. 明年將開放 2樓進行壁報展示 

       已預劃第 30 屆生醫年會舉辦日期: 3/21、3/22 

8. 爾後若有學會欲加入生物醫學聯合學會，必須有過半數學會理事長或代表出席，出席學會數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加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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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3.01  本學科出版『詠懷』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2 學年度大體老師福願、學生家訪

心得及對課程之期許。 

103.02  聘請唐慈翊為專任助教，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作。 

103.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102 學年度解剖教學啟用的

大體老師共有 16 位。 

103.06  本學科出版『揚帆』一書，其內收錄本校 102 學年度大體老師生平、學生心得

感想及儀式紀錄文字。 

103.06  由劉景寬校長主持 102 學年度『人體暨器官捐贈感恩大會』，感念 17 位喜捨

捐贈人體的老師。並於會後進行大體老師入殮火化儀式。 

 

 

 

【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3.01.14 莫凡毅老師榮升副教授 

103.02.19 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與系統醫學研究所所長林秀芳博士演講講題：

Cysteine-rich protein 2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103.03.10 舉行大體老師入殮火化暨感恩追思會 

103.03.11 郭余民老師指導之博士生吳詩盈同學參加中華民國解剖學會 103 年研究生論文

競賽榮獲博士班組第三名 

103.04.10 本所 2014 年論文 PR 比賽第一名吳宜庭同學、第二名蘇涵亭同學、第三名朱巧

雲同學 

103.05.26 碩二江亦婷同學參加成大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招生入學考試神經科學

組第一名 

103.06.01 碩二陳玲麗同學榮獲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103.06.10 碩二朱巧雲同學榮獲國際醫學地質學會臺灣分會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學生壁報比

賽第二名 

103.06.18 邀請國立台灣大學錢宗良教授進行專題演講，講題：台灣未來生技發展的機會 

103.06.18 本所徵聘校聘技佐ㄧ名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由南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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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103.02.22 舉行 102 學年度大體解剖教學無語良師送靈、火化、感恩追思及入龕典禮。 

103.03.05     舉行 2014 年 3 月模擬手術課程。 

   -03.10  

103.03.17 新加坡國立大學解剖學科主任馬教授(prof Bay Boon Huat)來訪並發表專題演

講。 

103.03.21 全國公私立大學醫學院校長會議於本校舉行，與會校院長參訪慈濟解剖教學及

模擬醫學中心。 

103.03.24 本學科曾國藩教授訪問福建醫科大學醫學院及解剖學科。 

   -03.26  

103.03.29 日本醫學院校師長參訪慈濟解剖教學及模擬醫學中心。 

103.04.26 舉行 2014 年度無語良師感恩追思音樂會。 

103.05.06 上海市副市長等一行 30 人參訪慈濟解剖教學及模擬醫學中心。 

103.05.07 東北吉林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副院長等參訪慈濟解剖教學及模擬醫學中

心。 

103.05.28 江蘇省人民醫院院長等參訪慈濟解剖教學及模擬醫學中心。 

103.06.04 舉行 2014 年 6 月模擬手術課程。 

   -06.09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3.02.01  新聘曾拓榮博士擔任助理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3.01.17    舉辦102 學年度大體老師火化暨感恩追思法會，由黃榮村校長主持，醫學院院

長、中醫學院院長及各部門主管均派員參加，本學科全體老師及醫學系四年級

學生均出席。同時也感謝各校致贈花圈，法會進行圓滿順利。 

103.01.31    本科曾拓榮老師，因個人生涯規劃離職，本科深感遺憾。 

103.02.01  本學年度開始，本校校長由中研院院士李文華院士接任。李校長是人類醫學史

上從視網膜癌細胞裡發現抑癌基因「RB基因」的第一人，為癌症病患帶來治療

希望。李校長的卓越成就，肯定能帶領師生們乘風破浪，締造佳績！ 

103.03.01  本科員工楊俊緯先生，因個人生涯規劃離職，其職位尚未覓得適合人選，歡迎

各界推薦。 

103.06.13  恭賀本科魏一華老師指導之大專生獲得「103年度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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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3.3.  本校於 3.26 舉行解剖教學英靈追思紀念會。 

103.5.  恭賀本學科陳淑華老師與邱瑞珍老師獲得醫學系優良教師。 

103.6 恭賀馮琮涵老師榮升教授、白滿惠老師榮升副教授。 

103.6. 本校 6.18 行政會議通過「解剖學科更名為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3.03.20    邀請美國舊金山加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李亭輝博士專題演講- 講題

為＂Functional Genomic Screen Identifies Novel  Mediators of Collagen 

Uptake“. 
103.03.26  邀請長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李宜達博士專題演講-講題為＂Protectiv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HO-1/CO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Mediated Inflammation 

in the Respiratory System＂. 

103.03.29   102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年度計有器官捐贈者 36 名，大體老師捐贈者 15 名。公

祭儀式在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與長庚紀念醫院鄭明輝副院長及桃園縣衛生局劉

宜廉局長帶領下，全校師生與捐贈者家屬及受贈者恭謹肅穆完成慰靈儀式。 

103.07.0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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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03.3.19      本校於三月十九日舉行 102 年度大體老師公祭追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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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3.2.1 盧國賢教授退休，獲聘本學科名譽教授。 

王淑美教授獲聘本學科名譽教授。 

103.2.15 王淑美教授和盧國賢教授榮退歡送茶會(照片見下頁)。 

103.2.15 黃敏銓教授受邀中研院生醫所演講。講題：Functional Roles of GalNAc-type 

O-glycosylation in Cancer。 

103.3.3 錢宗良教授榮任行政院科技部政務次長。 

103.3.19 Professor Boon-Huat Bay (Department of Anatom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受邀於學科演講，講題：Y-Box Binding Protein-1 And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103.3.20 

-3.23 

謝松蒼教授受邀於 2014 年德國柏林舉行之第 30 屆國際臨床神經生理學會(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擔任研討會：神

經痛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 of Neuropathic Pain)的主席，並發表特別演講：

功能性磁振造影於神經痛之研究(functional MRI：Imaging signatures of 

Neuropathic Pain)。 

103.3.23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3 年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博士班組第

一名姜昊同學；第二名侯珮珊同學；佳作徐至蹼同學；碩士班組第二名林煒哲

同學；第二名吳俊威同學；第三名吳明哲同學。壁報論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

佳作王亭同學。 

103.3.27 臺大醫學院舉辦 102 學年度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老師及研究生均出席。 

103.5.1 黃敏銓教授受邀擔任台灣醣科學論壇(Taiwan GlycoForum)執行委員會委員 

103.5.1 畢業生座談會，邀請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部研究員林佳穎先生，介紹生

技產業與分享職涯經驗談。 

103.5.13 黃敏銓教授參加德國科隆舉行之神經母細胞瘤尖端研究會議。 

103.5.14 

   -5.17 

錢宗良教授指導之博士班學生 Piya-on Numpaisal 參與於阿姆斯特丹舉辦的

2014 第 16 屆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Sports Traumatology, Knee Surgery 

and Arthroscopy(ESSKA) Congress，海報論文 Chondrogenic expression of 

human meniscal cells 於 Basic Science 領域中獲選  Best Poster Award。 

103.5.27 

   -5.30 

錢宗良教授與碩士畢業生黃依雯參與於名古屋舉辦的日本發育生物協會。

JSDB(The Japanese Society of Developmental Biologists) 第 47 屆年會，

黃依雯同學於會中張貼海報及簡短口頭報告研究內容 The Role of Ret in 

Retinal Degeneration，並獲得 Travel Fellowship。 

103.6.04      王淑慧老師演講，講題：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Wharton＇s jelly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103.6.20 研究生撥穗典禮。 

103 學年度新生說明會暨迎新茶會。 

103.6.27 舉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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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30 誠徵學士級約用幹事一名，詳情請見台大解剖學科公告事項，連結網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news/103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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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王淑美教授和盧國賢教授榮退茶會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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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2.12.01     新聘王昭穎助理教授加入本學科教學陣容 

103.01.10     本所進行系所自我評鑑，邀請周逸鵬、王家儀、黃國書等教授擔任自評委員 

103.02.01     新聘鄭珈毘助理教授加入本學科教學陣容 

103.02.20     邀請台大黃敏銓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 Sweet control of cancer by O-glycosylation 

103.03.13     邀請陽明葉添順教授蒞臨演講，講題為轉錄因子 Yin Yang 1在胃癌癌 

                            化過程的功能 

10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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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院長司徒惠康將軍  

              親臨主祭，本院全體師生陪祭，全程莊嚴肅穆。 

103.05.02     恭賀馬國興老師當選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 14 屆理事長，並由陳瀅老師擔任秘書長  

103.05.17     本學科老師赴萬里福華度假中心出席國防醫學院「教師發展中心」舉辦之「103 年第 

              一次教師共識營」活動 

103.06.05     馬國興主任前往美國參加核子醫學與分子影像學會 2014 年會 

103.06.07     103 年班學位頒授暨正冠典禮，邀請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博士蒞院專題演講，講題為: 

              畢業是開始 

103.06.07     本所畢業生林政融、鄭蓉慈同學成績優異獲獲頒劉江川教授獎學金；施力格同學獲頒 

              趙壯飛教授獎學金 

103.06.17     徐佳福老師前往加拿大參加第 12 屆國際幹細胞研究學會大會 

103.07.01     藍心婕老師前往日本參加第 41 屆日本國際毒理學研討會 

103.07.04     劉正哲老師、翁紹儒老師榮升助理教授 

103.07.28     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原生物形態學系暨研究所)許織雲教授於民國103年 7月 8  

              日逝世！公祭時間於 7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50 分假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萬安  

              懷德生命紀念館舉行。 

 
本學科新進教師簡歷   
 

王昭穎助理教授 

Email: charliewcy@gmail.com 

◎研究領域 

1. 利用醫學影像的方式探討腦下垂體於內分泌疾病之區域性微小血流變化。 

2. 探討慢性腎臟病疾病對於膝關節軟骨及骨髓腔的影像血流與代謝變化。 

 

鄭珈毘助理教授 

Email: ph870317@mail.ndmctsgh.edu.tw 

◎研究領域 

1. 探討類風濕性關節炎自體免疫疾病的致病機轉及自體免疫疾病治療策略。 

2. 探討影響噬骨細胞分化相關因子分子機轉及關節炎之治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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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所】 
103.03.19 舉行 102 學年度慰靈公祭暨追思感恩會。 

103.03.24 陽明大學碩士生球類競賽，本所榮獲籃球男子組亞軍。 

103.04.10 

-04.13  

&04.18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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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5.25  舉辦 18~23 屆校友回娘家活動。 

* 傅毓秀教授榮獲 102 學年度醫學院教學優良教師獎。 

* 傅毓秀、邱美妙老師榮獲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醫學系網路教學評量優良教師。 

* 彭淑婷、蕭文銓、蕭校生、劉欣宜榮獲102學年度第1學期醫學系優良助教暨專案教學助理。 

* 黃婉禎同學榮獲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4 年碩士班研究生學術論文競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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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生醫年會解剖學會照片集 

 

第十三屆理事長錢宗良致詞            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新加坡大學 

                                    Professor Bay Boon Huat 

 

    理事長致贈禮物給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報告: 

Professor Bay Boon Huat                  秘書長龔秀妮 助理教授 

 

研討會(一)structure and function        研討會(一)structure and function 

主持人:曾國藩 教授                 演講者:李立仁 副教授 

演講者:馬國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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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一)structure and function    研討會(一)structure and function 

主持人:謝松蒼 教授                  演講者:陳儷今 助理教授 

演講者:陳建榮 副教授 

 

研討會(二)Aging Biology             研討會(二)Aging Biology 

演講者:紀雅惠 助理研究員                主持人:歐陽品 教授 

                                    演講者:陳怡帆 助理教授 

 

研討會(二)Aging Biology              研討會(二)Aging Biology 

演講者:徐錦源 副教授                   演講者:歐陽品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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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師生同仁                             學會集點抽獎活動 

 

 

 

 

 

 

 

 

 

 

理事長頒獎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