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錄 

 

民國 104年解剖學學會活動報導 ............................................ 2 

第 14 屆第 5 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第 14 屆第 6 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 22 

第30屆生醫年會解剖學會照片 ............................................. 27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三十一期會訊 
民國 104 年 08 月 17 日發行 

 



2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五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記錄 

時  間：104年 03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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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 

  列席人員: 陳 瀅 趙韻婷 

  請假人員: 劉江川、曾國藩、王順德、周逸鵬、王嘉銓、邱瑞珍、林谷峻 

 

會議議程： 

一、 主席宣布開會。 

二、 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p.3)。 

2. 第 30 期會訊已於 2 月發行，並公告於解剖學會網頁。 

3. 2014 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議支出表，如附件二 (p.6)。 

4. 103 年度決算表，如附件三 (p.7)。 

5. 104 年度預算表，如附件四 (p.8)。 

6. 生醫年會籌備會相關事項，如附件五 (p.9)。 

7. 生醫年會解剖學會論文競賽結果，如附件六 (p.10)。 

 

三、 討論事項: 

1. 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議討論議題: 

a. 每二年於台灣或大陸舉辦一次解剖學學術研討會，陸方邀請我方參與今年 8 月西寧舉辦之

中國解剖學會第 31 屆學術年會 

決議: 將於學會網頁與生醫年會會員大會時公告。學會補助 6 名會員，每人一萬元機票費用。 

大會報告: 2 位  

研討會報告: 4 位 

b. 兩岸解剖學專有名詞一致化 

決議: 將學會出版之『解剖學辭彙：中英對照表』與『組織與胚胎學辭彙：中英對照表』等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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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寄 2 份至大陸解剖學會，以供參考。 

c. 共同發行解剖學專業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atomy) 

決議: 有待協商。 

 

    2. 生醫年會相關議題 

       a. 贊助廠商致贈感謝狀，並列感謝事項 

          友聯: 贊助 3/21 (六) 午餐 於國防醫學院 5 樓生解所會議室 

          群鈺: 贊助保溫杯 

          昶安: 文具用品 

       決議: 依照往年致贈感謝狀與禮品一份，贈品只限會員。 

       b. 為鼓勵學生參加研討會聽取演講，今年學會提供 2 台 iPad air 2 (16G/wifi 版/15,300/ 

          一台)，讓全程參與學生抽獎 

       決議: 同意，將於 3/22 (日)15:45 於國防醫學院 32 教室請馬國興理事長抽出幸運同學。 

      

四、 臨時動議 

    1. 盧國賢老師: 學會是否可加速申請加入國際解剖學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 

    決議: 同意，已由馬國興理事長向國際解剖學會聯盟提出 

2. 周逸鵬老師: 下一次教學研討會歡迎在馬偕醫學院舉辦 

    決議: 同意，預計於今年秋天舉辦，請 5 年內有新進教師的系所，推薦一名新進教師  

    進行報告，報告題目預訂為:『新進教師對於解剖學教學與研究面臨之困難與對未 

    來的期望』。 

 

五、 散會 

六、 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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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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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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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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討論事項: 

1. 海峽兩岸解剖學會議 

a. 禮品準備(份數、價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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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老師可由花蓮火車站後站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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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4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支出明細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 

 

項目 數量 單價(元) 總額(元) 備註 

演講者獎牌 6 1,200 7,200  

陸方與會者禮品 10 800 8,000  

大會手冊 80 200 16,000  

補助本會會員參

加 IASCBC 

70 3000 210,000  

陸方學者行政費 10 600 6,000  

會議餐點   2,540 曾記麻糬/星巴克咖啡 

工讀金 3 1,000 3,000  

雜支   151,654 陸方學者落地接待費用/

時數證明書/文具/識別證

/紙杯/餐紙/匯款手續費 

總支出：404,394元 

經手人：             秘書長：             理事長：             監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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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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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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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四次籌備會議記錄重要事項 

1. 議程 

 

2. 大會聯合口頭報告者頒予大會中英文證書 certificate。 

3. 提供非競賽口頭報告(3/22，共 5 場)報告學生 500 元以內小禮物紀念品，今年紀念品為自拍神器，

貼有[第 30 屆生醫年會大會致贈]貼紙。 

4. 同意由大會支付各學會工作人員補助津貼6000元(每學會3員，每人每日1000 元，共兩日)。 

5. 為與一般symposium speaker有所區別，同意各學會之keynote speaker演講費由2000元調升為3000

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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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術論文競賽口試結果 

親愛的解剖學會會員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論文競賽，下方為本次競賽結果。學會將於 3/21 (六)會員大會時

進行頒獎，屆時邀請您與指導教授共同出席頒獎。 

   博士班與碩士班前三名同學，請於 3/22 (日)上午 9 點於國防醫學院 32 教室再次進

行 10 分鐘口頭報告，報告順序則依照名次以博士班為先，碩士班於後，並於報告前先

將您的檔案儲存於報告電腦中。 

 

名次 學生姓名 

博士班 

1 蘇柏全 

2 施睿琥 

3 彭偉豪 

佳作 馬弘樹 

碩士班 

1 張文馨 

2 王道淵 

3 陳亭羽 

佳作 王金湧 

佳作 葉重如 

佳作 葉庭芝 

佳作 蕭勇嶸 

 

註: 本次評審老師若有學生參與競賽，則不評比自己學生的書面與口頭報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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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六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記錄 

時  間：104年 06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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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江川 錢宗良 歐陽品 陳玉怜 郭余民 王淑慧 周逸鵬 鍾敦輝 魏一華 藍琴臺 

 

會議議程： 

十、 主席宣布開會。 

十一、 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p. 3)。 

2. 第 30 屆生醫年會檢討報告，如附件二 (p. 5)。 

3. 生醫年會收支表，如附件三 (p. 7)。 

4. 西寧教學研討會相關事項，如附件四 (p. 8)。 

5. 第 31 屆生醫年會相關議題 

a. 預定於 2016.03.26 (六)與 2016.03.27 (日) 假國防醫學院舉行 

b. 大會 Keynote speaker: 蔡立慧院士 Li-Huei Tsai 

 

十二、 討論事項: 

1. 第三次教學研討會--馬偕醫學院，時間、演講者與主持人討論。 

      決議: 

      a. 時間: 2015 年 09 月 05 日(優先)或 2015 年 09 月 12 日 

      b. 演講人: 由台大、陽明、國防、成大、長庚、慈濟、中國七校分別各選出一位五年內之新  

        進教師 

        主持人: 劉鴻文、鄭授德兩位教師擔任 

 

十三、 臨時動議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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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理事長:IFAA 進度報告 3個月前申請前提到名稱問題，對方暫時無回應，會積極與對方繼 

       續洽談。 

       決議:學會英文名稱 ROC亦可為 Taiwan。 

    2. 馬理事長:陸方希望趁這次西寧研討會一併舉行“兩岸名詞研討會”，希望可將解剖名詞一 

       致化。 

       決議:先將解剖學會出刊之名詞書籍寄給大陸，並請陸方解釋名詞命名之原則，不同之處可 

       在西寧研討會時討論。 

    3. 秘書長: 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第 31 屆生醫年會解剖學會之 keynote speaker，下次開會時提 

       出人選。 

       決議: 希望由各校踴躍推薦。 

    4. 曾國藩老師: 為增加下一次生醫年會海報數量，是否鼓勵老師貼海報亦補助 500元? 

       李立仁老師: 是否可由增加會員數量方面著手? 

       決議:下次開會時將討論可行之具體辦法。 

    5. 馬理事長: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陳瑞雄主任詢問是否可加入解剖學會，若選上理監事是否   

       可擔任之? 

       決議:同意，依照本會章程，有效之會員皆有被選舉資格。 

 

十四、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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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四屆 

第五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記錄 

時  間：104年 03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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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 

  列席人員: 陳 瀅 趙韻婷 

  請假人員: 劉江川、曾國藩、王順德、周逸鵬、王嘉銓、邱瑞珍、林谷峻 

 

會議議程： 

十五、 主席宣布開會。 

十六、 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p.3)。 

2. 第 30 期會訊已於 2 月發行，並公告於解剖學會網頁。 

3. 2014 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議支出表，如附件二 (p.6)。 

4. 103 年度決算表，如附件三 (p.7)。 

5. 104 年度預算表，如附件四 (p.8)。 

6. 生醫年會籌備會相關事項，如附件五 (p.9)。 

7. 生醫年會解剖學會論文競賽結果，如附件六 (p.10)。 

 

十七、 討論事項: 

1. 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議討論議題: 

a. 每二年於台灣或大陸舉辦一次解剖學學術研討會，陸方邀請我方參與今年 8 月西寧舉辦之

中國解剖學會第 31 屆學術年會 

決議: 將於學會網頁與生醫年會會員大會時公告。學會補助 6 名會員，每人一萬元機票費用。 

大會報告: 2 位  

研討會報告: 4 位 

b. 兩岸解剖學專有名詞一致化 

決議: 將學會出版之『解剖學辭彙：中英對照表』與『組織與胚胎學辭彙：中英對照表』等

附件一 

http://med.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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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寄 2 份至大陸解剖學會，以供參考。 

c. 共同發行解剖學專業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atomy) 

決議: 有待協商。 

 

    2. 生醫年會相關議題 

       a. 贊助廠商致贈感謝狀，並列感謝事項 

          友聯: 贊助 3/21 (六) 午餐 於國防醫學院 5 樓生解所會議室 

          群鈺: 贊助保溫杯 

          昶安: 文具用品 

       決議: 依照往年致贈感謝狀與禮品一份，贈品只限會員。 

       b. 為鼓勵學生參加研討會聽取演講，今年學會提供 2 台 iPad air 2 (16G/wifi 版/15,300/ 

          一台)，讓全程參與學生抽獎 

       決議: 同意，將於 3/22 (日)15:45 於國防醫學院 32 教室請馬國興理事長抽出幸運同學。 

      

十八、 臨時動議 

    1. 盧國賢老師: 學會是否可加速申請加入國際解剖學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 

    決議: 同意，由馬國興理事長向國際解剖學會聯盟提出 

2. 周逸鵬老師: 下一次教學研討會歡迎在馬偕醫學院舉辦 

    決議: 同意，預計於今年秋天舉辦，請 5 年內有新進教師的系所，推薦新進教師  

    進行報告，報告題目預訂為:『新進教師對於解剖學教學與研究面臨之困難與對未 

    來的期望』。 

 

十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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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生醫年會檢討報告 

1.各學會報到人數與教室參與人數 

         

 

 

 

2.分配款 

第 30 屆 

 

375,142 - 120(匯款手續費)= 375,02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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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 

 

 

3.解剖學會檢討報告 

  a.iPad air 2 得主:陽明解剖蔡豐全、成大解剖杜姿慧 

  b.收據開立缺學會、經手人、理事長章，以致報帳困難，若有需要重新開立者，請  

    與本會幹事聯繫或寄 emial 通知我們，明年一定改善此狀況。 

  c.口頭報告未獲獎同學因時間緊迫，來不及加入壁報競賽或張貼壁報，今年或許提 

    早一點作業 

  d.論文競賽與壁報競賽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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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屆生醫年會收支表 

收入/支出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收入     

 1、104年度會員入會費及年費 66,300  

 2、第 30屆生物醫學聯合年會會後收入 375,142  

收入合計：441,442元 

支出    

 1、口頭論文競賽評審費 10,000 五位老師。 

 2、壁報論文競賽評審費 8,000 四位老師。 

 3、學生口頭論文競賽獎勵金 5,500 十一位學生。 

 4、學生壁報論文競賽獎勵金 17,500 三十五位學生。 

 5、學生口頭論文競賽交通費 4,500 三位學生。 

 6、學生壁報論文競賽交通費 13,000 十位學生。 

 7、學生口頭論文競賽獎金 50,000 第一名三人/第二名

四人/第三名兩人/佳

作八人。 

 8、學生壁報論文競賽 23,000 第一名兩人/第二名

兩人/第三名兩人/佳

作五人。 

 7、廠商禮品 1,600  

 8、工讀金 4,300 九位學生。 

 9、大會手冊 27,500 250本。 

 10、ipad air 2 30,600 兩台。 

 11、雜支 3,718 學術評審點心/影印/

紅包袋/相框/收據/

競賽獎金寄發 

支出合計：199,218元 

總計餘額：242,224 元 

 

去年生醫年會學會總支出: 203,334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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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寧研討會相關事項 

1.與會人員 (12 位): 

國防醫學院--馬國興 (大會)、林谷峻           陽明大學--傅毓秀 (大會)  

成功大學--郭余民 (教學)、黃步敏           台灣大學--李立仁 (教學) 

慈濟大學--曾國藩 (教學)、劉鴻文             台北醫學大學--馮琮涵  

馬偕醫學院--周逸鵬 (教學)                 輔仁大學--王嘉銓 

高雄醫學大學--陳世杰  

 

2.議程表 8/7-8/9 

2015 年 8 月 7 日 (週五) 

08:00 - 20:00 報到註冊 

2015 年 8 月 8 日 (週六) 

07:00 - 08:00 早餐 

08:15 - 08:45 開幕式 (大會場) 

08:45- 09:15 照相 

09:15-12:00 

大會報告 1 （大

會場） 

大會報告（1）

09:15-09:40 

James.J. Yoo 教授 美國 Wake Forest 大學 

報告題目: 組織工程研究現狀與展望 

大會報告（2）

09:40-10:05 

馬國興 教授 臺灣國防醫學院 

報告題目: 活體神經造影的評估與應用 

大會報告（3）

10:05-10:30 

羅輝 教授 中國科協科普研究所所長  

報告題目: 熱點問題中的科學傳播 

大會報告（4）

10:30-10:55 

傅毓秀 教授 臺灣陽明大學 

報告題目: 人類臍帶間葉幹細胞在臨床醫學上的

應用潛能 

大會報告（5）

10:55-11:20 

李正風 教授 清華大學 

報告題目: 科學文化建設綱要研究     

 
大會報告（6）

11:20-11:45 

Sookja K Chung 教授 香港大學 

報告題目：Molecular Basis for Diabetes-associated 

Metabolic Defect in the Nervous Tissue 

 
大會報告（7）

11:45-12:10 

李瑞錫 教授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報告題目:光遺傳與 Cre 技術相結合在解析特異的

附件三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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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六)下午 兩岸學術交流 

功能性神經環路中的應用 

12:00 - 13:00 午餐 

13:00-13:30   午休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15:50 - 16:10 

曾國藩教授 慈濟大學 

題目: Integration of anatomy-related teachings and 

invasive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in the new 6-year 

medical school curriculum at Tzu 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張紹祥、馬國興 

16:10 - 16: 30 

張衛光 副教授 北京大學醫學部 

報告題目：北京大學人體解剖學教學與感恩遺體

捐獻實踐 

16:30 - 16: 50 

郭余民教授 成功大學 

題目:成功大學醫學院 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

剖學研究所之簡介 

16 :50 -17: 10 
李立仁副教授 台灣大學 

題目: 台灣大學解剖學教學的發展與現況 

17: 10 - 17:30 
周逸鵬教授 馬偕醫學院 

題目: 馬偕醫學院的醫學教育理念和教學近況 

17: 30 - 17:50 
吳毅 副教授 第三軍醫大學 

報告題目：女性盆底肌肉的功能解剖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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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解剖學會第三次教學研討會議程 

2015 年 09 月 05 日 

 

 

 

 

 

 

 

 

 

 

 

 

 

 

 

 

 

 

 

時間 行程 地點 

10:30-10:50  報到 馬偕醫學院 

10:50-11:00 致詞：馬國興理事長  

11:00-11:10 貴賓致詞  

11:10-11:55 新進教師對於解剖學教學與研究面臨之困難

與對未來的期望 

1.國防醫學院林谷峻老師 (15分鐘) 

2.中國醫藥大學李宜達老師 (15分鐘) 

3.長庚大學李亭輝老師 (15分鐘) 

主持人:  

鄭授德老師 

12:00-13:30 餐敘  

13:30-14:30 新進教師對於解剖學教學與研究面臨之困難

與對未來的期望 

1. 成功大學王家義老師 (15分鐘) 

2. 慈濟大學陳儷今老師 (15分鐘) 

3. 陽明大學李學德老師 (15分鐘) 

4. 台灣大學許書豪老師 (15分鐘) 

主持人:  

劉鴻文老師 

14:30-15:00 解剖學教室參觀 

 

 

15:00-15:30 結語:馬國興理事長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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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4.01  本學科出版『追憶』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3 學年度大體老師福願、學生家訪

心得及對課程之期許。 

104.0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由陳世杰主任主持，103 學年度解剖教學啟用的

大體老師共有 20 位。 

104.03  美加兩位解剖學教授 Dr. Richard Drake 及 Dr. Wayne Vogl 訪問本校解剖學科

並舉辦座談會，會後兩位教授進行演講“The Evolution in Learning Anatomy, 

from Scalpel to Mobile Learning Today”。 

104.06  本學科出版『潤澤』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3 學年度大體老師生平、學生心得

感想及儀式紀錄文字。 

 

 

 

【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4.01.07 莫凡毅老師指導之博士班學生許佩玲同學榮獲 2015年歐洲動脈粥狀硬化學會 

(European Atherosclerosis Society)年輕學者獎助(Young Investigator 

Fellowship)  

104.01.08 司君一老師升等教授(103/08/01) 

104.02.16 吳佳慶老師博士班學生黃家葳同學榮獲 1.2015年中研院成大跨領域神經科學

研討會出席國際會議獎學金競賽第三名 2.第二十三屆細胞及分子生物新知研

討會優秀壁報論文獎 

104.03.09 3月 9日舉行大體老師入殮火化暨感恩追思會 

104.03.11 Dr. Richard Drake (Director of Anatomy and Professor of Surgery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Lerner College of Medicine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及 Dr. Wayne Vogl (Professor of Cellular and Physiolog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來訪演講，題目：The 

Evolution in Learning Anatomy, from Scalpel to Mobile Learning Today 

104.03.12 莫凡毅老師、王家義老師實驗室學生獲 104年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術論文競

賽口試博士班組 第一名 蘇柏全博士，碩士班組 第三名 陳亭羽同學、佳作 王

金湧同學 

104.04.20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閔明源教授特別演講：GABA Control of 

Locus Coeruleus Neurons Activity  

104.04.29 本所 2015年論文 PR比賽第一名陳亭羽同學、第二名劉嬋娟同學、第三名王金

湧同學 

104.06.10 碩二劉嬋娟同學榮獲 104 年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104.06.10 王家義老師指導之碩士生陳亭羽同學及司君一老師指導之碩士生劉嬋娟同學獲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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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6.24 邀請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周邊神經科主任/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

究所教授宋秉文教授特別演講：小腦萎縮症的分子基因學、致病機轉與治療的

研究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由南到北) 



23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104.01.12   荷蘭佛教電視台前來慈濟大學解剖學科及模擬醫學中心拍攝紀錄片 

104.03.04     2015 年第一次醫學生模擬手術課程暨人文典禮 

-03.09  

104.03.14   醫學系大體解剖學無語良師送靈、火化、入龕、及感恩追思典禮 

104.04.11   慈濟大學無語良師年度感恩追思音樂會 

104.06.03     2015 年第二次醫學生模擬手術課程暨人文典禮 

-06.08  

104.06.14     2015 年第一次專業模擬手術課程暨人文典禮 

-06.19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4.06.22  本科副教授廖玟潔老師，剛從德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歸來，發表研究成果如下表 

   -06.26     藍琴臺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4.01.31    舉辦103 學年度大體老師火化暨感恩追思法會，由林正介副校長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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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6.30    恭賀本學科柯妙華老師暨全體老師榮獲本校103學年度優良教材傑出獎殊榮，獲

獎教材：實用解剖實習指引。獲頒獎金2萬元及獎牌一面。本科曾拓榮老師，因

個人生涯規劃離職，本科深感遺憾。 

 

計畫編號 NSC 103-2320-B-040 -002 -MY2  

出國人員

姓名 
廖玟潔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

剖學科 

會議時間 
104年 6月 22日至

104年 6月 26 日 
會議地點 

Berlin (Potsdam), 

Germany 

會議名稱 

(中文) 第 4屆貝爾斯坦醣-生物信息學研討會 

(英文) The 4th Beilstein Glyco-Bioinformatics Symposium 

發表題目 

Mucin-type O-glycans regulate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differentiation and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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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4.3         本校於 3月 28日舉行解剖教學英靈追思紀念會。 

104.4         日本福岡醫療專門學校至本學科進行教學參訪。 

104.5         恭賀本學科陳淑華老師獲得醫學系優良教師。 

104.6         本校於 6月 28日舉行大體老師火化安奉儀式。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4.03.28     103 學年度慰靈公祭：本年度計有器官捐贈者 34名，大體老師捐贈者 14名。公

祭儀式在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與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洪志宏帶領下，全校

師生與捐贈者家屬及受贈者恭謹肅穆完成慰靈儀式。 

104.07.0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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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18     本系大體老師公祭於三月十八日在淨心堂圓滿舉行 

104.02.01     恭賀本系王嘉銓老師榮昇教授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4.3.11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4 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博士班組第三

名彭偉豪同學；碩士班組佳作葉重如同學、蕭勇嶸同學。 

104.3.18 

  

黃韻如 博士(Principal Associate Cancer Science Institute of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受邀於學科演講，講題：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 From Yin and Yang to A Full Spectrum . 

104.3.26 臺大醫學院舉辦 103學年度慰靈公祭，本學科全體老師及研究生均出席。 

104.4.1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壁報論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博士班組第二名廖孟琳同

學、佳作劉心雲同學；碩士班組第二名李宜津同學、第三名陳信元同學、佳作李

文弟同學、陳克儉同學。 

104.4.10 103學年研究生優秀著作獎本所獲獎學生為：博士班優等獎姜昊同學。 

104.6.9 賴逸儒副教授榮獲 103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104.6 賴逸儒副教授榮升教授 

104.6.12 研究生撥穗典禮 

104.6.26 104學年度新生說明會暨迎新茶會 

104.6.29 Hong-Gang Wang教授(Lois High Berstler Professor, Pediatrics and 

Pharmacology Director, Pediatric Molecular Oncology Penn State College 

of Medicine)受邀於學科演講，講題：The interplay of autophagy and 

apoptosis: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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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4.3.12      本所邀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陳瑞雄主任演講, 講題為「從 One World One 

Health 的觀點談人醫及獸醫學界共同面對的問題~兼論生解所與屏科獸醫系的可能

合作模式」 

104.3.16      本學院致德堂舉行 104年國防醫學院大體老師慰靈公祭，敬邀大體老師家屬及本院全

體師生及行政同仁蒞臨共禱 

104.3.27      本所邀請瑞典 Karolinska 學院 Christer Halldin教授演講, 講題為「正子造影藥物

開發與神經科學研究：與國防醫學院合作模式之討論」 

104.4.9       本所邀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郭余民教授演講, 講題為「運動對抗大腦老化:

小鼠的研究」 

104.4.29      本所陸廣懿士官長協助大體解剖相關行政工作, 因生涯規畫辦理退伍 

104.5.25      三總神經外科及本所邀請任職於韓國 Bundang Gesaeng General Hospital 金漢圭教

授進行專題演講, 講題為「耳蝸線的臨床應用」 

104.6.16      恭賀生解所研究生林宜萱同學成績優異獲頒劉江川奬學金 

104.7.1       歡迎生解所新進教師王怡文老師加入本學科師資陣容 

 

以下為新進教師王怡文老師的介紹 

 

王怡文 

 

學歷： 

2000-2004  國防醫學院護理系 53期 

2005-2007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解剖組 

2009-2015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組:生命科學組 

 

臨床經歷： 

2004-2005 三軍總醫院神經外科護理師 

2007-2015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護理師 

2015-2015 三軍總醫院外科加護中心副護理長 

 

教學經歷： 

2008-2009 華岡藝校健康與護理兼任教師 

2012-2012 國防醫學院整合課程人體結構學實驗助教 

2013-2015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兼任講師 

          教授課程-實地解剖學、組織學實驗 

2015-迄今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專任教師 

 

研究興趣及主題： 

1. 乙型轉形生長因子接受器對於皮膚疤痕增生與預防所扮演之角色 

2. 皮膚疤痕或其他組織之纖維化疾病之治療與預防 

3. 皮膚組織重建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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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所】 
104.1  張明超教授榮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部主任。 

104.3.18  舉行 103學年度慰靈公祭暨追思感恩會。 

104.4.8 

   -4.11 

104.5.7          

   -5.10 

與台北榮民總醫院一般神經外科合辦「第七屆國立陽明大學－台北榮民總醫院

Rosmarie Frick顯微手術研習營」。 

與台北榮民總醫院一般神經外科合辦「第十屆國立陽明大學－台北榮民總醫院

顱底及腦動脈瘤手術頭顱操作研習」。 

* 傅毓秀教授、邱美妙講師榮獲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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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皓云榮獲 103學年度第 1學期醫學系優良專案教學助

理。 

*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5年碩士班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張文馨同學榮獲第一名，王道淵同

學榮獲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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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 生 醫 年 會 活 動 花 絮 
 

  
2015/03/21 上午報到 

 

  

2015/03/21 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邀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錢宗良教授演講 

 

 

             馬國興理事長致贈感謝牌-感謝錢宗良教授精彩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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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1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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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博士班第一名蘇柏全同學 

 

 

學術論文競賽頒獎-博士班第二名施睿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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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博士班第三名彭偉豪同學 

 

 

學術論文競賽頒獎-博士班佳作馬弘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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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第一名張文馨同學 

 

 

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第二名王道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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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第三名陳亭羽同學 

 

 

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佳作王金湧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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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佳作葉庭芝同學 

 

 

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佳作葉重如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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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競賽頒獎-碩士班佳作蕭勇嶸同學 

 

 

     馬國興理事長致贈感謝狀與禮品-感謝友聯光學有限公司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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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興理事長致贈感謝狀與禮品-感謝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馬國興理事長致贈感謝狀與禮品-感謝昶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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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會後合影 

  

  

2015/3/21 會員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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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1 會員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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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1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主持人徐佳福教授 

 
2015/3/21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張明超教授演講 

  
徐佳福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張明超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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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1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吳佳慶副教授演講 

 

 

徐佳福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吳佳慶副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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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1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鄭珈毘助理教授演講 

 

 

徐佳福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鄭珈毘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41 

 

 

 
2015/3/21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王昭穎助理教授演講 

 

 

 
         徐佳福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王昭穎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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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22 碩博士班學術競賽得獎同學報告-恭喜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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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2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主持人李立仁教授 

 

2015/3/22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陳永佳助理教授演講 

 

李立仁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陳永佳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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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2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林谷峻助理教授演講 

 

 

 

 

李立仁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林谷峻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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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2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王家義助理教授演講 

 

 

 

李立仁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王家義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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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2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李學德助理教授演講 

 

 

李立仁教授致贈感謝狀-感謝李學德助理教授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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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2 會後抽獎 

 

  

2015/3/22 會後抽獎-恭喜成大杜姿慧同學及陽明蔡豐全同學得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