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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三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0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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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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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慧 葉添順 邱瑞珍 黃雍協 歐陽品 周逸鵬 鍾敦輝  

             魏一華 藍琴臺 郭余民 陳世杰  

  列席人員: 陳 瀅 趙韻婷 

  請假人員: 傅毓秀 吳建春 葉添順 魏一華 陳世杰 

會議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致贈榮譽理事長與榮譽會員紀念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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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9 期會訊已刊於學會網頁，並寄送給本會各會員。 

3. 海峽兩岸解剖學會議預算表(如附件二)與目前規劃(請曾老師報告)。 

4. 生醫年會籌備會相關事項，如附件三。 

四、討論事項: 

1. 海峽兩岸解剖學會議 

a. 確定時間與議程表 

103. 12. 12 (五) 上午 9:00-12:00  

b. 確定主題與講者人選 

i. 由二岸學會分別介紹學會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ii. 二岸學制與解剖學教學介紹 

iii. 確切討論方式與主題，由馬國興理事長與曾國藩老師進一步與陸方協商後訂定。 

c. 是否核發時數證明 

是，3 小時之時數證明。 

d. 確認報名表格式(附件四) 

已確認，為學會統計補助金額使用。 

e. 關於 IASCBC 會議，希望本會會員積極參與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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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盧國賢教授、李立仁副教授各可提供一個 topic 

ii. 鼓勵年輕教師多參與 IASCBC，此次議題分別涵蓋 Neuroscience、Cancer Biology、

Stem Cell、Clinical Anatomy，有興趣的教師可踴躍參與口頭報告。 

2. 生醫年會解剖學會之議程討論 

a. 學會特別演講(104/03/21) 

由學會前理事長—錢宗良教授擔任講者 

主持人:馬國興理事長 

b. 研討會主題、講者與主持人 

i. 104/03/21—主持人:徐佳福教授 

由主持人訂定講題 

ii. 104/03/22—主持人:李立仁副教授 

講題涵蓋近年新進教師研究議題為主，邀請各校新進教師演講 

c. 今年亦提供 iPad數台抽獎，提供給全程參與研討會之學生 

3. 提升明年生醫年會海報量(分配方式:固定 40%、出席比例 40%、壁報比例 20%) 

a. 建議 Proposal Poster 也可以參與 

b. 大會是否有 Medical Education 選項，若無則希望增列，讓各校介紹解剖學課程(由秘書長

確認中)。 

c. 每張海報補貼張貼海報之會員車馬費(一張海報補貼一次為限)，以台鐵自強號來回車票

價格補貼。 

桃園(長庚): 150 元                  台中(中山醫、中國醫、中興): 750 元 

台南(成大):1500 元                 高雄(高醫): 1700 元 

花蓮(慈濟): 900 元 

五、臨時動議 

    1. 錢宗良教授:為避免學門凋零，建議解剖學界教師每年盡量能投稿至科技部至少 2個計 

       畫。 

       馬理事長:希望各教育委員能回各校宣導，包括新進教師。 

2. 馬理事長:近期有跟各校詢問大體老師理想之師(大體老師)生比，以 1:8-12人較佳，並希望

各校維持 2年庫存量，若有不足則與遺體聯絡中心聯繫。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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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與會照片 

 

 

 

 

 

 

 

 

 

 

 

 

 

馬國興理事長致贈盧國賢教授榮譽理事長紀念牌 

 

 

 

 

 

 

 

 

 

 

 

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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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花蓮解剖學教學研討會預算表 

 

 

 

 

 

 

 

 

 

 

 

 

 

 

 

 

    學會贊助 IASCBC:150,000 元整 

    此次開銷預計約 371,400 元整 

項目 人數 金額 總額 備註 

教師 35(暫估) 3000 105,000 

 

學生 30(暫估) 3000 90,000 

 

花蓮伴手禮 60 150 9,000 

 

禮品 12 1200 14,400 演講者/協辦老師 

雜支禮品 

  

3,000 時數證明書/名牌製作/文具 

共計 221,4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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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重要事項 

1. 大會特別演講講者: Wu, Joseph C. 

   Direct, Stanford Cardiovascular Institute 

   Professor, Dept of Medicine & Radiology 

2. 未通過生醫影像學會入會，本屆場地維持使用國防醫學院1樓及3樓。  

3. 設論文投稿分類，統整相近研究領域論文。能集中於特定口頭或壁報展示場次中相

互觀摩及討論。壁報區除依論文投稿分類規劃外，同一學會會員也能依學會分類規

劃在相鄰區域，方便各學會進行比賽評分活動。  

4. 各學會提議並贊同，自本屆起，新增Young Scientist Awards，參賽者主要為學生或

postdoc。參賽者之研究主題，由當屆大會invited keynote speaker之研究領域來

決定，大會網站上增設獨立報名入口及訊息。競賽評審日期為生醫年會第一天（本

屆定於2015.3.21.），頒獎日定在生醫年會第二天（本屆定於2015.3.22.），於大

會演講會後，由keynote speaker親自頒獎。設定三名獎項，第一名頒予新台幣30,000

元，第二名頒予新台幣20,000元，第三名頒予新台幣10,000元。所有獎金由大會支

出。  

5. 本屆重要時程表  

   (1) 2014.11.15.投稿網站開啟  

   (2) 依 12/30統計之論文投稿數量，決定是否緩衝順延期至 2015.01.07.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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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解剖學學會會員大家好： 

解剖學學會訂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00 於花蓮慈濟大學，舉辦『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

會』。此次會議內容著重於課程規劃，盼望老師們踴躍參加！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國際研討會將於 103 年 12 月 11 日與 12 日於花蓮慈濟大學舉行，與會

摘要上傳已截止。煩請將此訊息，轉發給解剖學教學研究相關同仁及與會張貼海報之參與人員。謝謝！ 

請有參加的會員不論口頭報告或張貼海報者，請於 11月 07日 17:00之前回覆下表寄

至 C14anatomy@gmail.com 趙韻婷幹事，感謝！ 

海報張貼者姓名：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會員       □學生會員 

海報題目(學生會員必填):                                                                                              

                                                                      

海報編號:                                                             

 

學會訂有補助辦法： 

解剖學會教師會員：參加 IASCBC 及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補助來回交通費與住宿費共 3000元 

解剖學會學生會員：若以第一作者張貼海報於 IASCBC 且責任作者為本會會員，補助來回交通費與

住宿費共 3000元，一張海報限補助一位學生會員。 

 

敬祝 教安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敬邀 

 

 

 

 

附件四 

mailto:請有參加的會員於11月07日17:00之前回覆下表寄至C14anatomy@gmail.com
mailto:請有參加的會員於11月07日17:00之前回覆下表寄至C14anatom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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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四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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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興 理事長  

出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 劉江川、盧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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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慧 葉添順 邱瑞珍 黃雍協 歐陽品 周逸鵬 鍾敦輝  

             魏一華 藍琴臺 郭余民 陳世杰  

  列席人員: 陳 瀅 趙韻婷 

  請假理事：劉江川 王嘉銓 鄭授德 

      監事：歐陽品 

      教育委員：葉添順 魏一華 陳世杰 

 

會議議程： 

五、主席宣布開會。 

六、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p.3)。 

2. 海峽兩岸解剖學會議目前規劃 

a. 目前申請補助情況與出席 12/11(四)晚宴人員名單，如附件二 (p.6)。 

b. 會議議程表，如附件三 (p.8)。 

c. 手冊內容: 引言(二岸理事長)、議程、演講者資料(CV、摘要、投影片) 

3. 生醫年會籌備會相關事項，如附件四 (p.9)。 

a. 海報張貼。 

b. 解剖學會議程確認，如附件五 (p.11)，演講者請於 01 月 09 日前繳交 CV 及摘要， 

   請徐老師與李老師協助收各演講者ＣＶ與摘要。 

c. 贊助廠商：友聯已允諾明年贊助生醫年會解剖學會第一天中午之餐會。 

    4. 第 30 期會訊預計於 1 月發行。 

 

七、討論事項: 

1. 海峽兩岸解剖學會議 

a. 禮品準備(份數、價格)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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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贈與每位陸方學者禮品一份，共 10 份。上台報告教師每位贈與獎牌一座，共 6 座。   

     金額由學會控制。 

 

    2. 生醫年會解剖學會相關事項 

a. 學生會員之看板論文相關細則，如附件六 (p.12)。 

決議：參賽資格第一點由粗體字修正為細體字，並將秘書長信箱加上底線。 

b. 學生會員之論文競賽相關細則與辦法，如附件七 (p.13)。 

決議：細則與辦法中，參賽資格第一點皆由粗體字修正為細體字，並將秘書長信箱加上底 

線。 

 * 請各學術委員注意口試日期為 104 年 3 月 6 日，地點預計為台大解剖所會議室。 

 

四、臨時動議 

    1. 曾國藩老師提：是否贊助陸方學者入臺所需證件手續費等費用？ 

       決議：提供每位陸方學者 600 元，共 6000 元整。 

    2. 秘書長提：下次理監事及教育委員聯席會議建議舉辦時間？ 

       決議：農曆年前舉行。 

    3. 理事長提醒事項：  

       a. 年後會開始找尋後年生醫年會合適之 keynote speaker，預計於下次會議討論。 

       b. 請各校教育委員協助宣導，請大家踴躍投件至年底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解剖學門，避 

          免學門凋零。 

       c. 請各校教育委員協助宣導，請同仁於生醫年會張貼海報，若有初步結果或構想之研 

          究，也盡量張貼，各科所之解剖學教學課程設計或改革等，亦可張貼海報。 

    4. 曾國藩老師提醒事項： 

       a. 與會老師可由花連火車站後站出來，步行約 20 分鐘可抵達慈濟大學，計程車費用  

          約 100 元。 

       b. 慈濟大學已與美侖洽談好住宿事宜，請大家放心。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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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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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花蓮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補助情況 

一般會員(31 位): 

 

蔡孟宏 中國醫藥大學 

魏一華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解剖科 

陳建榮 中興大學獸醫系 

王慈娟 台中科技大學 

馮琮涵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周綉珠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白滿惠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邱瑞珍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吳慶祥 台北醫學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李立仁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錢宗良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玉怜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呂俊宏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盧國賢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吳佳慶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郭余民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馬國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黃雍協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林谷峻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藍心婕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徐佳福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鄭珈毘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陳正繹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陳瀅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翁紹儒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何翰蓁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王嘉銓 輔仁大學醫學系 

鄭授德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傅毓秀 陽明大學解剖學科 

柯翠玲 陽明大學解剖學科 

周逸鵬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 
 

 

 

學生會員(39 位): 

 

黃勁夫 成功大學 

馬弘樹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鄭蓉慈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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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萱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葉亭吟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游舒苹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范綱毅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劉佳惠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程君弘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黃佩宇 國立陽明大學解剖所+生理所 

楊舜銓 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馬嘉徵 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張淑貞 國立陽明大學 

施耀翔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蘇柏全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許佩玲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吳宜庭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黃家葳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吳詩盈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蔡昇峰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賴孟劭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林子韡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江亦婷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羅于庭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信元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李慧宇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江明憲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張銘峰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克儉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張荷清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顏爾言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姜昊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彭維昕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賴湶敬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徐至蹼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邱奎皓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曾冠瑋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陳筠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陳光荻 中國醫藥大學基醫所 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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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議程表 103 年 12 月 12 日(五) 

二岸大學環境及核心課程介紹 

 

 

 

  

時間 議程 地點 

08 :30 - 09:00 報到 
 

09 :00 - 09:10 致詞：馬國興理事長與張紹祥理事長 
 

09:10 - 10: 10 

第一節議程:   

09:10-09:30 台大醫學院:呂俊宏教授 

09:30-09:50 首都醫科大學:徐群淵教授 

09:50-10:10 國防醫學院:徐佳福教授 

主持人：  

馬國興、張紹祥 

10:10-10:30 Coffee Break  

10 :30 -11: 30 

第二節議程:   

10:30-10:50 第四軍醫大學:李雲慶教授 

10:50-11:10 台北醫學大學:馮琮涵教授 

11:10-11:30 協和醫科大學:馬超教授 

主持人： 

馬國興、張紹祥 

11: 30 - 11:40 結語:馬國興理事長與張紹祥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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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三次籌備會議記錄重要事項 

1. Young Scientist Awards，參賽者主要為學生或postdoc，今年主題為stem cell，大會

網站上設獨立報名入口及訊息。競賽評審日期為生醫年會第一天(2015.3.21)，頒獎日定

在生醫年會第二天(2015.3.22)。設定三名獎項，第一名頒予新台幣30,000元，第二名頒

予新台幣20,000元，第三名頒予新台幣10,000元。所有獎金由大會支出。若參加此競賽

則不得參與各學會競賽。 

2. 預計30屆收入共828.2萬(29屆788萬)。 

3. 場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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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時程表  

   (1) 2014.11.15 投稿網站開啟  

   (2) 2015.01.05 投稿截止 

   (3) 1 月中繳交各學會演講者 CV 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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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生醫年會研討會議程 

3 月 21 日(六) 

 10:00-11:00 特別演講  

  演講者: 錢宗良次長    主持人: 馬國興理事長  

  講題: Cellular and Animal Models for Neuronal 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11:00-11:30 會員大會 

 13:45-15:45 研討會----Bone and tissue engineering 骨與組織工程  

  主持人: 徐佳福教授      演講者:如下 

1. 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張明超教授 

題目: Surgical treatment for osteoporotic spine fracture 

2.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吳佳慶副教授  

題目: Injury prevention in nervous systems by different progenitor cells from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3.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鄭珈毘助理教授  

題目: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mmune modulator decoy receptor 3 on  

osteoclastogenesis and arthritis  

4.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王昭穎助理教授  

題目: MR Imaging technologies for preclinical models of bone and joint disorders 

 

3 月 21 日(日) 

 9:00-10:00 口頭論文報告 

主持人: 陳瀅助理教授 

 13:45-15:45 研討會----Cell Biology 細胞生物學  

主持人: 李立仁副教授    演講者:如下 

1.高雄醫學大學  解剖學科  陳永佳 助理教授 

題目: Application of Toona Sinensis in kidney cancer 

 2.國防醫學院   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林谷峻 助理教授 

  題目: Immune modulatory effect of triptolide and DMSO in type 1 diabetes 

 3.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家義 助理教授 

題目: Checkpoint kinase 2 promotes centrosome amplification during prolonged replication stress and 

ciliogenesis during starvation 

4.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李學德 助理教授 

題目: Role of soluble epoxide hydrolase induced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in experimental obstructive 

nephropathy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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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生會員壁報論文之競賽規則 

 

宗    旨： 

鼓勵各大專院校從事解剖學相關研究之學生會員，積極參與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發表論文。 

 

參賽資格： 

1. 第一作者和通訊指導教授皆須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 

2. 中華民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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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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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辦法： 

1. 參賽論文分為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三組。 

2. 參賽學生填妥報名表，檢附投稿摘要，寄至解剖學學會秘書處。 

3. 生醫年會之壁報論文指定展示期間內，參賽學生需在壁報論文旁接受評審。 

4. 務必將壁報完整資料電子檔 (請將檔案轉為 pdf，檔名為”壁報競賽_名字_組別”)於 104  

   年 3 月 13 日前寄至秘書長信箱:ychen0523@mail.ndmctsgh. edu.tw。 

 

審    查： 

由本會之學術委員會負責論文評審工作，於生醫年會壁報論文展示期間進行。 

 

獎勵辦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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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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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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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規則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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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資格： 

1. 第一作者和通訊指導教授皆須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 

2. 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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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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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機制  

1.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負責論文評審工作。 

2. 參賽論文組別分為碩士班研究生及博士班研究生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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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5 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公告： 

1/30 學會網站報名截止，並繳交 8 頁學術論文轉檔為 PDF (檔名為＂名字_學術論文比賽_組別＂，

例: 張天然_學術論文比賽_碩士班)，寄至秘書長信箱 ychen0523 @mail.ndmctsgh.edu.tw，未寄者

視同棄賽。 

2/16 通知口試名單，3/6 舉行口試。得獎學生將於解剖學會大會頒獎，並於生醫年會進行口頭報告。 

5. 詳情請參閱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頁 http://anatomy.org.tw/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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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 年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班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辦法 

 

壹、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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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參賽資格： 

1. 第一作者和通訊指導教授皆須為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 

2. 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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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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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參加辦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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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 月 30 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 (檔名為＂名字

_學術論文比賽_組別＂，例: 張天然_學術論文比賽_碩士班)，寄達陳瀅秘書長電子郵件信箱

ychen0523@mail.ndmctsgh.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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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

告於解剖學學會網頁，並個別通知之。口頭報告中、英文均可，以清楚表達為原則，不因

所用之語文影響評分結果。學術委員會以兩階段之成績，擇優選取碩士班研究生組及博士

班研究生組各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 

 

肆、 獎勵辦法 

1. 為鼓勵學生會員參加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凡參加競賽之本會學生會員(第一作者)，每人獎

勵 500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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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補助口試參賽者的交通費：北北基所在學校學生不予補助，新竹(含)以北補 

   助來回交通費 400 元，彰化(含)以北至新竹以南補助來回交通費 800 元， 

   彰化以南補助來回交通費 1500 元，花蓮補助來回交通費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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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03.7.5  與中華骨科交流學會、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聯合舉辦 103年度肩關

節鏡大體手術實作研習會。 

103.7.31  舉行 103年中元普渡。 

10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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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匹茲堡大

學顱底內視鏡頭顱操作研習」。 

              *宋晏仁教授、傅毓秀教授、邱美妙講師榮獲 102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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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皓云榮獲 102學年度第 2學期醫學系優

良助教暨專案教學助理。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103.7.1       藍心婕老師前往日本參加學術研討會。 

103.7.4       劉正哲老師、翁紹儒老師榮升助理教授。 

1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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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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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紀念館舉行公祭。 

103.9.17      林谷峻老師獲頒本院 103年優良導師獎。 

103.10.09     邀請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臨床前試驗中心徐證禮經理蒞臨演講。 

103.10.18     馬國興主任前往瑞典參加學術研討會。 

103.10.23     邀請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所呂俊毅研究員蒞臨演講。 

103.11.04     馬國興主任邀請瑞典卡羅林學院臨床神經學科正子攝影中心克里斯特哈汀教授訪台，

並蒞臨演講「當前運用正子造影在神經科學之研究：The Current PET Studies in 

Neuroscience 」。 

103.11.21     恭賀 102學年度醫學系整合課程總區段長馬國興老師、骨骼肌肉系統區段徐佳福老師、

腸胃系統區段林谷峻老師、內分泌與新陳代謝區段藍心婕老師獲頒 102學年度醫學系

整合課程優良教師及有功人員。 

103.11.24     恭賀馬國興主任獲頒盧致德先生優良論文奬。 

103.11.24     恭賀陳瀅老師獲頒巴德基金會研究優良奬。 

103.11.24     生解所研究生林宜萱同學成績優異獲頒劉瑞恆先生獎學金，劉紫梅同學獲頒蘇慶福 

              先生清寒優秀獎學金。 

103.11.24     陳瀅老師前往日本參加學術研討會。 

103.12.11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國際研 

              討會於花蓮慈濟大學舉行，圓滿完成。  

103.12.12     於花蓮慈濟大學舉辦『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會議內容著重於課程規劃，圓 

              滿完成。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由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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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3.7.25      黃景政 博士(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Immun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受邀於學科演講，講題：Immunometabolism: 

Cell-intrinsic Lysosomal Lipolysis Is Essential for Macrophage 

Alternative Activation. 

103.8.26      賴逸儒老師榮獲國立臺灣大學 102學年度全校教學優良教師。 

103.9.3       李立仁老師榮獲科技部 103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03.9.23      謝松蒼老師榮獲 103年教育部師鐸獎。 

103.12.12     呂俊宏老師受邀於解剖學會與花蓮慈濟大學舉辦之 2014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

討會，講題：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核心課程及設備簡介。 

103.12.19     交換禮物聖誕派對。 

103.12.29     賴品光 博士(Gene Therapy and Brain Tumor,Harvard Medical School)受邀於學 

              科演講，講題：Visualization And Tracking：Extracellular Vesicles Delivery  

              And RNA Translation Using Multiplexed Reporters. 

104.1.5       施佑宗 博士(國衛院博士後研究員)受邀於學科演講，講題：Vascular  

              Niche-mediated Plasticity of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in  

              Hepatocarcinoma Progression. 

 

 

 

【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103.12.19      輔仁大學醫學系副教授蔡怡汝獲教育部「103年推動生命教育績優人員」殊榮。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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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31      柳文卿副教授離職。 

103.09.01      本科新聘李亭輝博士擔任助理教授，參與教授大體解剖學與組織學。李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為肺纖維化病變及心血管生理機制之分子調控。 

E-mail：tingheinlee@mail.cgu.edu.tw 

Tel：03-2118800 ext：5447(Office)，5446(Lab) 

 

 

 

 

 

mailto:tingheinlee@mail.cgu.edu.tw
Tel:03-21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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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3.7.        本校於 7.10舉行解剖教學大體老師火化儀式。 

103.9.        本校於 9.20舉行第二次解剖教學大體老師火化儀式。 

103.10.       本校通過 TMAC複評。 

103.11.       本校通過教育部評鑑。 

103.12.       馮琮涵老師、吳慶祥老師、白滿惠老師、周綉珠老師赴花蓮參加 IASCBC國際會議。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3.09.27     舉辦 103 學年度大體老師啟用暨感恩追思法會，由李文華校長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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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進行圓滿順利。 

103.10.01     新聘李宜達助理教授加入本學科教學陣容。 

103.12.10     恭賀本學科魏一華老師榮獲本校 102學年度校級教學優良暨教學創新教師殊榮，獲頒 

              獎金 15萬及獎牌一面。 

103.12.11     本學科蔡孟宏、柯妙華及魏一華老師參與慈濟大學舉辦之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國際研討會。 

 

 

 

  新進教師簡歷 

  姓名：李宜達／I-TA LEE  

  任職單位：醫學系 助理教授  

  E-mail：ita0128@mail.cmu.edu.tw  

  專長：細胞訊號傳遞；自由基與氧化壓力;  

        發炎反應機轉之探討；抗發炎/抗氧化  

        細胞生物學；組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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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醫學系生理暨解剖醫學研究所】 
 

103.08.08    本學科曾國藩老師應邀於 18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 及 30th Con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of 

             Anatomical Sciences (CSAS) 於 Beijing, China發表演講。 

103.08.09    本學科曾國藩教授獲 IFAA的"Committee for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FICEM) 主席 Prof Andreas Winkelmann邀請為 committee member (亞洲唯一代表)， 

             助＂Recommendations of Good Practice for the Donation and Study of Human Bodies  

             and Tissues for Anatomical Examination"之推動。 

             http://ifaa.net/index.php/plexus/finish/3-plexus/3-plexus-2012 

103,11,30   本學科曾國藩教授應邀於 70th Annual Clinical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 College  

             of Surgeons 的 Continuing Surgical Education Session 於 Manila, Philippines, 

             發表 Plenary speech。 

103.12.11~13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及模擬醫學中心與中華民國解剖學會共同於慈濟大學舉辦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and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2014  

              及兩岸解剖學者教研論壇。廣邀世界各地學者、大陸及台灣學者參加，參加者近 400 

              人。 

103.12.15    本學科劉培新老師榮獲本校 102學年度優良教師。 

 

 

 

【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3.08.01    新聘教師王仰高助理教授到職。 

103.08.06   農曆 7月普渡。 

103.08.13   消防演練。 

103.09.18   校聘助理技術師魏璻珊小姐到職。 

103.09.22   103學年大體老師啟用儀式。 

103.10.01   舉行迎新餐會。 

103.10.15   邀請食品工業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副主任/台灣幹細胞庫計畫主持人黃效 

             民博士特別演講：羊水幹細胞的研究與應用。 

103.10.19    郭余民老師指導之博士生施耀翔同學及李竹菀同學榮獲台灣臨床失智學會 2014財團 

             法人立夫醫藥文教基金會學術獎第二名及第六名。 

103.11.03   103年度系所評鑑初評，書面資料送審。 

103.12.15   日本宮崎大學醫學院解剖系 Dr. Yoshitaka Hishikawa等學者來訪。 

 103.12.31    邀請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主任及所長/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馬  

國興教授特別演講：氟 18 ADAM 微型正子電腦斷層攝影術在實驗動物的應用與評估。 

 

http://ifaa.net/index.php/plexus/finish/3-plexus/3-plexus-2012
http://www.ndmctsgh.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8BACD9EE-AE4A-4710-BCFF-626AC98CE92F%7D
http://www.ndmctsgh.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8BACD9EE-AE4A-4710-BCFF-626AC98CE92F%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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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簡歷 

姓名：王仰高 

任職單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暨細胞生   

          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E-mail：humwang@mail.ncku.edu.tw 

Tel：06-2353535#5333 

專長：細胞生物學，間質幹細胞分化，細胞力學， 

      胞與胞外基質之交互作用 

興趣：戶外踏青，球類運動，潛水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3.07      本學科技士梁文智先生榮退，於解剖學科服務 40年。 

103.08      聘請梁繼正先生為初級技佐，協助教學準備及行政工作。 

103.08      本學科舉辦 102學年度中元普渡祭祀。 

103.09      何宛怡老師榮獲醫學系同學遴選頒發之第六次孔夫子獎，加贈終身成就獎獎盃一座。 

103.09      蕭廷鑫老師榮獲醫學系同學遴選頒發之孔夫子獎特別獎。 

103.10      謝侑霖老師榮獲本校 102學年度研究論文獎勵。 

103.10      王詔絹老師榮獲本校 102學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103.10      何宛怡老師榮獲本校 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102學年度績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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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2 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大陸解剖學會張紹祥理事長與周長滿秘書長    大陸張理事長致贈本學會大陸解剖學會出版 

致贈本學會紀念品                          刊物  

 

 

 

 

 

 

 

 

馬理事長致贈台大醫學院呂俊宏教授感謝牌    首都醫科大學：徐群淵教授 

 

場休息交流時間                          國防醫學院：徐佳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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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第四軍醫大學李雲慶教授感謝牌        臺北醫學大學：馮琮涵教授 

 

 

 

 

 

 

 

 

 

 

學會致贈大陸學者紀念品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與大陸解剖學學會學者合影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