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錄 

 

民國 106年解剖學學會活動報導 .............................................. 2 

第 15屆第 6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第 15屆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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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三十四期會訊 
民國 106年 10 月 17 日發行 

 



2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五屆 

第六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會議記錄 

時  間：106年 06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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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賢 

  理事：郭余民 陳天華 謝松蒼 陳玉怜 呂俊宏 司君一 

        傅毓秀 鄭瓊娟 王嘉銓 徐佳福 馮琮涵  

  監事：盧國賢 錢宗良 王順德 曾國藩 

  教育委員：王淑慧 蔡佩君 黃雍協 莊宏亨 藍琴臺 曾國藩 司君一 

  列席人員：鄭珈毘 趙韻婷 

 

會議議程： 

一、 主席宣布開會。 

二、 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暨教學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討論事項:  

上次會議項次 2. 確認學會口頭論文競賽名次。決議內容，碩士組第四名開始皆列為佳作，不

應視為會議重大決議，應完整將 1-3 名寫清楚或直接寫得獎名單如附件。例如寫完整博士班取

幾名佳作幾名，碩士班取幾名佳作幾名。 

決議: 

明年度生醫年會依建議模式明訂辦法及公告得獎名單。 

2. 確認第 25 屆世界形態學大會會議暨第二屆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術交流會參加人員名單，如附

件二。 

討論事項: 

馬理事長的單位學校未註明請修正。 

呂史提老師的職稱部分再確認是否有正式學校教學職位職稱。 

決議: 

與本人確認相關資料後修正參加人員資料。 

辦理情形: 

馬理事長單位已補註，呂史提老師經詢問本人為亞洲大學護理系兼任老師。 

3.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競賽得獎人員，如附件三。 

討論事項: 

有幾位得獎者指導老師非解剖學科系，需確認其是否為本會會員，並鼓勵本學會老師所指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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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努力爭取榮譽。 

決議: 

爾後比照本屆情形辦理，並鼓勵本學會老師所指導學生努力爭取榮譽。 

辦理情形: 

經查證所有得獎人員均為本學會成員。 

4.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收支表，如附件四。 

討論事項: 

因現場報到人員都有繳交報名費，是否建議生醫年會大會應採實際報到人數進行金額分配較恰

當。 

決議: 

因本次註冊會員人數佔總人數百分比較高(11.323%)，實際報到人數百分比較低(9.996%)，暫維

持原狀，爾後視情況做調整。 

5.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檢討報告，如附件五。 

討論事項: 

建議下次主辦單位應嚴格監督會議公關公司避免再次發生本次年會相關事件且有關分子影像

協會投稿數量僅 3.5%似乎未達 5%的標準應再次確認。 

決議: 

於會後確認並於下一屆生醫年會協調會時提出。 

辦理情形: 

有關分子影像協會投稿數量是否符合標準，依先前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會議內容訂定標準如

後: 連續兩年論文投稿數占”該學會會員數的 5%”，本次該會總報到人數為 76，論文篇數為 38，

依此換算視為達成標準。 

6. 106 年度生理與解剖學會精進研究與教學研習會暨科技部研究成果發表會更新進度，如附件

六。 

討論事項: 

將本次研習會細部期程明訂出來，本學會內部的項目要明訂清楚，包含人員參加條件為何、報

名期間為何、報名費用及補助辦法等。 

決議: 

參加人員為本會教師，補助辦法依據惠蓀林場的住宿費用雙人房為主(目前公告定價2400/2人)，

暫定補助 1200/人(若本次研習會有折扣，則依折扣後每人金額補助)，若要升等單人房(含以上)

差額自行負擔，另外交通費部分實報實銷。 

三、 討論事項: 

1. 2018 年邀請中國解剖學會來台參與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主題討論。 

決議:  

於 2018 年本會成立 30 週年時，邀請對岸中國解剖學會來台並於本次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術交

流會時商討參與之可行性，時間暫定於 2018 年 1 月 13 或 20 日，地點於台大醫學院，籌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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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由教育委員及常務理事擔任，並於下次理監事會時提出腹案。 

四、 臨時動議 

       案由: 鑒於本次第 32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有諸多問題，各位理監事建議如下， 

       司君一理事建議: 

       生醫年會會刊的資料內容，學生的摘要部分皆未列上，建議向年會反映。 

       曾國藩監事覆議: 

       所有資料不應交由公關公司力譔堂主導，即便由公關公司製作亦應由承辦學會審核內容。 

       錢宗良監事建議: 

       針對 32屆生醫年會實施情形，希望本學會於下次生醫年會協調會時，將本學會理監事會 

議中對本次生醫年會檢討的會議紀錄，向生醫年會不針對性地表達並讓所有學會有所警 

惕，期望爾後不要再發生相關廠商執行不力事件。 

       決議: 

       於下一屆生醫年會協調會時反應。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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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五屆 

第五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會議記錄 

時   間：106年 3 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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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國賢 

  理事：郭余民 司君一 徐佳福 馮琮涵 陳玉怜 王嘉銓 陳瀅  

        謝松蒼 鄭瓊娟 呂俊宏 傅毓秀 陳天華 鄭授德 王懷詩 

  監事：盧國賢 錢宗良 周逸鵬 王順德 曾國藩 

  教育委員: 王淑慧 蔡佩君 黃雍協 邱瑞珍 莊宏亨 鍾敦輝  

            周逸鵬 朱培銘 藍琴臺 陳世杰 司君一 曾國藩 

  列席人員: 林谷峻 趙韻婷 

  請假人員: 錢宗良 周逸鵬 

 

會議議程： 

一、討論事項: 

1. 討論生醫年會全程參與禮品與抽獎獎品(如 iPad)。 

決議: 

   依照往年慣例續辦全程參與贈與一千元郵政禮券並可參加抽獎活動(抽獎獎品為 iPad air 2 兩

台)。 

2. 確認學會口頭論文競賽名次。 

決議: 

   碩士組第四名開始皆列為佳作，得獎名單如附件一。 

3. 第三十二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廠商贊助如下，是否致贈感謝狀與禮品？ 

友聯：3/25 (六) 贊助午餐 (於國防醫學院 5 樓生解所會議室)  

   群鈺：贊助書本式水壺 300 份 

決議: 

   依照往年慣例致贈感謝狀與禮品。 

4. 討論與生理學會合辦 106 年度中國生理學會、解剖學會精進研究與教學研習會暨科技部研究成

果發表會，粗略議程如附件二。 

決議: 

   由理事以通訊投票方式決定是否合辦，經投票結果，共有八位理事同意合辦。 

5. 中國解剖學會邀請我方於 2017 年 7 月赴中國西安參加第 25 屆世界形態學大會(ISMS)及同期舉

辦之第二屆海峽兩岸解剖家學術交流會。中國解剖學會來函如附件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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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由馬國興理事長以及曾國藩副校長擔任我方主持人，並請各校教育委員通知各校推派人選。 

6. 討論舉辦解剖學資深教師教學研究經驗分享研討會，時間以及地點討論。 

決議: 

   於明年(2018 年)解剖學會成立 30 週年時，擴大舉辦。 

二、 臨時動議 

       無。 

三、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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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屆世界形態學大會會議暨第二屆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術交流會

參加人員名單及報告題目 

馬國興 (主持人兼報告人) 

姓名：Kuo-Hsing Ma 

單位：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Anatomy,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職稱：Professor 

題目：Xenograft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曾國藩 (主持人兼報告人) 

姓名：Guo-Fang Tseng 

單位：Department of Anatomy, College of Medicine, Tzu Chi University 

職稱：Professor  

題目：Cortical compression affects contralateral cortex rapidly by altering commissural 

projections 

 

歐陽品 (報告人) 

姓名：Pin Ouyang 

單位：Department of Anatomy,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職稱：Professor and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題目：Effect of overexpression of pNO40, a novel ribosomal core protein, on mRNA metabolism 

and SR splicing factors nuclear distribution 

 

呂史提 (報告人) 

姓名：Steve Leu 

單位：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Biomedicine,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Nursing, Asia University.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題目：Maternal fructose exposure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in rats modulates the cardiac 

developmental programming and stress response in offspring  

 

王仰高 (報告人) 

姓名：Yang-Kao Wang 

單位：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and Anatom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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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題目：Vimentin in breast cancer malignancy 

 

吳佳慶 (報告人) 

姓名：Chia-Ching Wu 

單位：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and Anat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職稱：Professor 

題目：Microenvironmental Induction of Adipose-derive Stem Cells for Nerve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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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競賽得獎人員 

博士班 

 

  碩士班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教授 

第一名 鄭宇辰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陳  瀅 

第二名 賴德偉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許美鈴 

第二名 洪進茂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黃坤崙 

佳作 徐至蹼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龔秀妮 

佳作 葉姿吟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劉培新 

名次 姓名 學校 指導教授 

第一名 盧柏超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許美鈴 

第二名 羅方妤 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仰高 

第三名 林振宇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林谷峻 

佳作 莊佳錚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許書豪 

佳作 林孟萱 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司君一 

佳作 周品君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錢宗良 

佳作 蔡孟為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林谷峻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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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收支表 

 

收入/支出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收入     

 1、106年度會員入會費及年費 69,000  

 2、第 32屆生物醫學聯合年會會後收入 248,763  

收入合計：317,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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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三十位學生。 

 5、學生口頭論文競賽交通費 1,472 一位學生。 

 6、學生口頭論文競賽獎金 54,000 第一名三人/第二名

一人/第三名兩人/佳

作五人。 

 7、學生壁報論文競賽 16,000 第一名兩人/第二名

三人/第三名一人/佳

作六人。 

 8、廠商禮品 2,400 群鈺及友聯。 

 9、吳武田教授住宿費 14,880 台北兩天及台南兩

天，共四天。 

 10、吳武田教授車資 1,400 高鐵台北至台南。 

 11、吳武田教授機票費 10,620  

 12、工讀金 6,000 八位學生。 

 13、大會手冊 28,750 250本。 

 14、ipad air 2 27,800 兩台。 

 15、雜支 1,855 學術評審點心/相框/

郵寄費。 

支出合計：203,677元 

總計餘額：114,086元 

 

本學會一百零五年財務決算總計餘額：1,372,783 元 

合併本次 32 屆分配款目前餘額：1,486,869 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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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檢討報告 

1.各學會報到人數 

 

 

2.28－32屆論文篇數統計 

附件五 



12 

 

 

 

 

 



13 

3.分配款 

 
 

4.第 32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檢討 

  a.iPad air 2得主: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詹敏幼 

                    慈濟大學生理暨解剖醫學研究所 林余珊 

b.各教室工作人員配置與訓練不足及未備齊會議需要之相關物品。 

  例如:未贈送演講嘉賓感謝狀（錯發演講嘉賓）及出席費 

c.本次首次採用線上軟體報到系統，但廠商網路設置不良及僅供給單一帳號，導致報

到流程不順暢人數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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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32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報告 

1.依2017年4月25日生醫年會九大學會聯合檢討會票選（同意7票、反對0票、無意見2

票）決議： 

(1)生醫年會盈餘分配方式決議如下： 

a.均分：盈餘之40% 分成8份，主辦學會得2份，其餘學會各得1份。 

b.出席人數：盈餘之30% (原20%)依照會員出席人數佔總百分比配。 

c.論文數：盈餘之30% (原40%)依照論文篇數佔總投稿百分比配。 

(2)此生醫年會盈餘分配方式調整，於第33 屆試辦一年，於第33屆檢討會議再評估是

否續用此比例。 

2.新加入的二個學會-免疫與分子影像之權利義務： 

依2016年4月19日生醫年會聯合檢討會決議：32屆參與的兩個學會-免疫與分子影像，

連續兩年投稿論文數占總論文數5%以上即可從觀察學會轉而成為正式學會，若成為

正式學會則立即享有正式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免疫學會與分子影像學會，於第32屆投稿論文數占總論文數5%以上。 

(2)於第33屆檢討會議討論若符合正式會員資格，其相關權利與義務細節將於明年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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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生理與解剖學會精進研究與教學研習會暨科技部研究成果

發表會 

籌備委員: 

1. 中興大學獸醫系 陳建榮 教授 

2.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徐佳福 教授 

3. 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仰高 助理教授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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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五屆 

第七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會議議程 

時  間：106年 09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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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賢 

  理事：郭余民 陳天華 謝松蒼 徐佳福 陳玉怜 馮琮涵  

        王嘉銓 陳 瀅  鄭瓊娟 呂俊宏 傅毓秀 王懷詩 

  監事：盧國賢 錢宗良 周逸鵬 王順德  

  教育委員：王淑慧 蔡佩君 黃雍協 邱瑞珍 莊宏亨 鍾敦輝 周逸鵬 

            藍琴臺 陳世杰  

  列席人員：鄭珈毘 趙韻婷 

 

會議議程： 

一、  主席宣布開會。 

二、  報告事項: 

甲、確認第十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p. 3)。 

乙、第 33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報告(僅摘報重點)，完整內容詳如附件二 

(p. 6)。 

丙、海峽兩岸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編委會第一次會議紀要(僅摘報重點)，完整內容詳如附

件三 (p. 10)。 

丁、106 年生理與解剖學研究教學精進研習會補助金額與名單，如附件四(p.12)。 

三、  討論事項: 

甲、 2018 年邀請中國解剖學會來台參與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主題討論及補助方式。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於 2018 年本會成立 30 週年時，邀請對岸中國解剖學會來台並於本次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

術交流會時商討參與之可行性，時間定於 2018 年 1 月 20 日，地點於台大醫學院，籌備小組由

教育委員及常務理事擔任，並於下次理監事會時提出腹案。 

本次討論項目: 

(1) 主題討論(--解剖學經驗交流與傳承) 

(2) 講者分配及推薦講者 

(3) 參加人員資格 

(4) 中國學者與會人員補助及招待方式(預計 10-12 位)  

乙、 第 33 屆生醫年會相關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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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討論 

2. 人員推薦: 學會特別演講 2 位，專題演講 2 位，主持人及口頭報告評審。 

丙、 第十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於成功大學舉辦之可行性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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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五屆 

第六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會議記錄 

時  間：106年 06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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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賢 

  理事：郭余民 陳天華 謝松蒼 陳玉怜 呂俊宏 司君一 

        傅毓秀 鄭瓊娟 王嘉銓 徐佳福 馮琮涵  

  監事：盧國賢 錢宗良 王順德 曾國藩 

  教育委員：王淑慧 蔡佩君 黃雍協 莊宏亨 藍琴臺 曾國藩 司君一 

  列席人員：鄭珈毘 趙韻婷 

 

會議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 報告事項: 

1. 確認第十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討論事項:  

上次會議項次 2. 確認學會口頭論文競賽名次。決議內容，碩士組第四名開始皆列為佳作，不

應視為會議重大決議，應完整將 1-3 名寫清楚或直接寫得獎名單如附件。例如寫完整博士班取

幾名佳作幾名，碩士班取幾名佳作幾名。 

決議: 

明年度生醫年會依建議模式明訂辦法及公告得獎名單。 

2. 確認第 25 屆世界形態學大會會議暨第二屆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術交流會參加人員名單，如附

件二。 

討論事項: 

馬理事長的單位學校未註明請修正。 

呂史提老師的職稱部分再確認是否有正式學校教學職位職稱。 

決議: 

與本人確認相關資料後修正參加人員資料。 

辦理情形: 

馬理事長單位已補註，呂史提老師經詢問本人為亞洲大學護理系兼任老師。 

3.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競賽得獎人員，如附件三。 

討論事項: 

有幾位得獎者指導老師非解剖學科系，需確認其是否為本會會員，並鼓勵本學會老師所指導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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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努力爭取榮譽。 

決議: 

爾後比照本屆情形辦理，並鼓勵本學會老師所指導學生努力爭取榮譽。 

辦理情形: 

經查證所有得獎人員均為本學會成員。 

4.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收支表，如附件四。 

討論事項: 

因現場報到人員都有繳交報名費，是否建議生醫年會大會應採實際報到人數進行金額分配較恰

當。 

決議: 

因本次註冊會員人數佔總人數百分比較高(11.323%)，實際報到人數百分比較低(9.996%)，暫維

持原狀，爾後視情況做調整。 

5. 第 32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檢討報告，如附件五。 

討論事項: 

建議下次主辦單位應嚴格監督會議公關公司避免再次發生本次年會相關事件且有關分子影像

協會投稿數量僅 3.5%似乎未達 5%的標準應再次確認。 

決議: 

於會後確認並於下一屆生醫年會協調會時提出。 

辦理情形:  

有關分子影像協會投稿數量是否符合標準，依先前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會議內容訂定標準如

後: 連續兩年論文投稿數占”該學會會員數的 5%”，本次該會總報到人數為 76，論文篇數為 38，

依此換算視為達成標準。 

6. 106 年度生理與解剖學會精進研究與教學研習會暨科技部研究成果發表會更新進度，如附件

六。 

討論事項: 

將本次研習會細部期程明訂出來，本學會內部的項目要明訂清楚，包含人員參加條件為何、報

名期間為何、報名費用及補助辦法等。 

決議: 

參加人員為本會教師，補助辦法依據惠蓀林場的住宿費用雙人房為主(目前公告定價 2400/2人)，

暫定補助 1200/人(若本次研習會有折扣，則依折扣後每人金額補助)，若要升等單人房(含以上)

差額自行負擔，另外交通費部分實報實銷。 

三、 討論事項: 

1. 2018 年邀請中國解剖學會來台參與兩岸解剖學教學研討會主題討論。 

決議:  

於 2018 年本會成立 30 週年時，邀請對岸中國解剖學會來台並於本次海峽兩岸解剖學家學術交

流會時商討參與之可行性，時間暫定於 2018 年 1 月 13 或 20 日，地點於台大醫學院，籌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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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由教育委員及常務理事擔任，並於下次理監事會時提出腹案。 

四、 臨時動議 

       案由: 鑒於本次第 32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有諸多問題，各位理監事建議如下， 

       司君一理事建議: 

       生醫年會會刊的資料內容，學生的摘要部分皆未列上，建議向年會反映。 

       曾國藩監事覆議: 

       所有資料不應交由公關公司力譔堂主導，即便由公關公司製作亦應由承辦學會審核內容。 

       錢宗良監事建議: 

       針對 32屆生醫年會實施情形，希望本學會於下次生醫年會協調會時，將本學會理監事會 

議中對本次生醫年會檢討的會議紀錄，向生醫年會不針對性地表達並讓所有學會有所警 

惕，期望爾後不要再發生相關廠商執行不力事件。 

       決議: 

       於下一屆生醫年會協調會時反應。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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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編委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為了促進海峽兩岸的人體解剖學和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的教學和學術交流活動，第 25屆國

際形態學大會暨中國解剖學會第 33屆學術年會於 2017年 7月 28日下午專門召開了“海峽兩岸解

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編委會第一次會議”。參加本次會議的有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

會審定與研究室的高素婷主任，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張紹祥、副理事長李雲慶、副秘書長房桂珍，

人體解剖和組織胚胎學名詞編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金蓮，委員李瑞錫、淩樹才、曾園山、齊建

國、劉厚奇，以及臺灣解剖學會理事長馬國興及部分臺灣編委會成員共 5人。 

臺灣解剖學會理事長馬國興教授就臺灣有關目前解剖學名詞工作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簡要介紹，並

邀請大陸方面解剖名詞編委會專家參加 2018年臺灣解剖學會學術年會。最後，李金蓮教授就目前

海峽兩岸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編寫工作進展和本次會議需要討論的問題作了彙報。 

大會經過充分討論和交流，最後形成決議如下： 

一、 全部以大陸和臺灣已經出版的四本書所選詞為備選詞庫，重新編撰供兩岸科技界、教育界及

出版界通用的《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名詞對照詞典》（暫時定為一本書，最後

再根據名詞審定委員會的要求進行調整）。 

二、具體分工：大陸方面：大體解剖學—張紹祥（組長）、李金蓮（組長），李雲慶、李瑞錫、

淩樹才、馬超；組織學與胚胎學—曾圓山（組長），劉厚奇、齊建國；秘書：房桂珍。 

臺灣方面由馬國興教授確定。 

三、備選詞庫的選詞標準：本書收錄備選詞庫的範圍限於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專業名詞

以及和本專業密切相關的科技名詞；普通名詞不在本收錄範圍內。名詞收錄以名詞單數為主，對

於部分複數形式與單數形式有較大差別者，補充其複數形式，放在名詞單數內，中間用，“”分

隔；如 cellula，“cellulae”; annulus, “annuli”; muscule, “musculi”。英文名對應同

一概念的多個不同漢文名用，“”隔開，其中推薦使用的名詞放在最前面。如 aberrant pancrea，

在大陸名一欄內寫迷走胰腺，“異位胰腺”；再如 primary alveolar phase，在大陸名一欄內寫

原始肺泡期，“終末囊泡期”。英文名的同義詞用（=）注明。如 monochorial twins，在大陸名

一欄內寫單卵雙胎（=單卵雙生），在臺灣名一欄內寫一卵雙胎（= 單卵孿生，同卵雙生）。又如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adrenocorticotropin），在大陸名一欄內寫促腎上腺皮

質激素，在臺灣名一欄內寫促腎上腺皮質素 (=荷爾蒙)。 

四、編寫程式：兩岸編委會專家分別依據本次會議確定的備選詞庫的選詞標準，對現有的名詞

（Excel 表）進行選詞（本次只選英文），選詞時凡是被選上的詞，大陸學者用紅色標出，臺灣學

者用藍色標出，以便於今後相互的交流、審閱和修改；不選的詞保持黑色不變。完成選詞之後，

大陸和臺灣雙方進行交換，相互審閱、交流和修改。最終確定本次編撰的收錄名詞。 

五、編撰格式：本次編撰工作將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合編一本書（上篇為人體解剖學，

下篇為組織學與胚胎學），設序、前言、編排說明、正篇（上、下篇）、副篇（中英對照）五個

部分。正篇按英中名詞對照表進行排序，分 3欄列出，即英文名、大陸名（大陸使用的名詞）、

臺灣名（臺灣使用的名詞）。不加注釋，不加（2014 年出版的兩本書中的）詞條序號。副篇按中

英對照表進行排序。 

六、關於是否統一“規範用詞”：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並考慮到兩岸專業名詞使用現狀以

及目前統一規範的難度，本次編撰暫不考慮統一“規範用詞”的問題。 

七、 時間節點： 

附件三 

https://outlook.office.com/owa/projection.aspx
https://outlook.office.com/owa/proje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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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詞工作自收到此紀要之日起，同時在大陸和臺灣名詞編委會的專家中展開。9月 30日前大陸

方面、11月 10日前臺灣方面分別完成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的選詞工作，11月 11日雙方

將各自所選名詞進行互換，相互審定和修改。全部選詞工作於 2017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 

2．相互補充：兩岸專家分頭對已選的名詞進行相互補充（大陸用簡體字，臺灣用繁體字）。然後

雙方再進行交換修改，最終達到統一內容和格式。即一本書內既有簡體（大陸），又有繁體（臺

灣）。時間在 2018年 6月 30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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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生理與解剖學教學精進聯合研習會 

暨科技部研究成果發表會會員補助金額與名單 

 

參加人員：(共 27 員) 

王仰高 王先逸 王懷詩 鄭瓊娟 王  霈 周光儀 陳建榮 王慈娟 

徐佳福 鄭珈毘 王怡文 馮琮涵 趙韻婷 錢宗良 廖孟琳 林宜萱 蔡孟為 王

奕勳 莫凡毅 周逸鵬 馬國興 王淑慧 龔秀妮 廖智凱 蔡慧玲 黃雍協 呂史

提 

 

報名費補助金額：22,500元(共 15 員) 

報名費補助名單： 

王先逸 王淑慧 王慈娟 王懷詩 呂史提 周光儀 周逸鵬 徐佳福 

莫凡毅 陳建榮 黃雍協 廖孟琳 廖智凱 蔡慧玲 龔秀妮 

 

車馬費補助金額：18,460元(共 13 員) 

車馬費補助名單： 

王先逸 王淑慧 王懷詩 呂史提 周光儀 周逸鵬 徐佳福 莫凡毅 

黃雍協 廖孟琳 廖智凱 龔秀妮 鄭珈毘 

共計支出: 40960 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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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所】 

 

106.3.15 舉行 105學年度慰靈公祭感恩追思儀式。 

106.6.09 黃逢立老師退休餐會。 

106.8.14 大體解剖室及遺體處理室整修竣工正式啟用。 

106.9.12 舉行 105學年度中元普渡。 

 傅毓秀教授、張明超教授、鄭瓊娟教授、蔡佩君助理教授榮獲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醫學系網路教學評估優良教師。 

 彭淑婷、劉欣宜、劉皓云、蕭文銓榮獲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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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碩士組：王詩瑤同學榮獲第一名；

博士組：陳紀琳同學榮獲第一名。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6.3.6  恭賀翁紹儒同學榮獲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6 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博

士組第三名，柯涵苓同學榮獲碩士組佳作。 

106.3.20 本學科於國防醫學院致德堂舉行 10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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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4  學科邀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李立仁老師蒞臨演講，講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 (由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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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大腦皮層底板細胞的故事」。 

105.5.11 本學科邀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吳佳慶老師蒞臨演講，講

題為「微環境控制脂肪幹細胞分化與再生醫學應用」。 

106.5.11 恭賀鄭宇辰同學榮獲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6 年研究生壁報論文競賽博

士組第一名，林振宇及蔡孟為同學榮獲碩士組第三名及佳作。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6.2.1  新聘教師林能裕助理教授到職。 

106.3.6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6 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博士組

第一名陳學亭同學；碩士組第三名蘇意婷同學、佳作李紫琳同學、方雅

田同學、謝政樺同學和張瑜芳同學。壁報論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為：博

士組佳作徐至蹼同學；碩士組佳作莊佳錚同學、周品君同學。 

106.3.20 105學年研究生優秀著作獎本所獲獎學生：博士班佳作獎徐至蹼同學、劉

心雲同學。 

106.3.29 臺大醫學院舉辦 105學年度慰靈公祭，本學科全體老師及研究生均出席。 

106.6.2  本所研究生撥穗典禮。 

106.6.9  106學年度新生說明會暨迎新茶會。 

106.6.30 舉辦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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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13 龔秀妮老師榮獲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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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8  研究所加強招生安排暑期導覽參觀活動。 

 

 
106年 1 月 23日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望年會 

 

【輔仁大學解剖學科】 

 
 本校 105學年度大體老師公祭典禮於 106/3/24在本校淨心堂圓滿舉行。 

 本系支援拍攝之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The Silent Teacher)，於 106/3/24

在台北院線上映。 

 本科於今年暑假購入 42吋電子觸控白板升降魔桌輔助大體解剖教學。 

 本校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http://www.mc.fju.edu.tw/MMH/html/action.html)於 106/8/17開幕，本科解

剖教室美化工程連同博物館建置一併完成。 

106.9.15 舉辦『大體老師啟用禮』，106學年度解剖教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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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6.03.24 莊宏亨教授參加英國倫敦市，歐洲泌尿學會第 32屆年會，3/24/-3/28，

2017；MALT1 is a downstream gene of WNT/β-catenin induc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via the upregulation of NF

κB activity in human prostate carcinoma cells. 

106.03.25 2017 年「長庚器官捐贈與大體老師追思大會」於 3月 25日下午在本校

國際會議廳舉行，近千人與會緬懷先人無私的大愛精神，並向家屬獻上

最深重的敬意。會場外特別佈置了由本校全校教職員工生所摺的千隻紙

鶴，遙寄對器官捐贈者與大體老師的思念與感恩之情。 

今年器官捐贈及病理解剖者有 52 位，大體老師有 26 位，總共 78 位。

典禮由陳君侃副校長暨長庚紀念醫院賴旗俊副院長主持，並率領學校及

醫院代表出席，同時也邀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江仰仁執行

長及各界貴賓參與。儀式簡單隆重，氣氛莊嚴溫馨。 

106.04.08 龍華科技大學生死學課程負責教師郭碧味老師帶領 80 位學生來本校參

訪。由徐淑媛老師負責，除了講解大體老師勸募及處理過程，並帶領其

參觀大體實驗室及標本室，最後與學生們進行意見交流。 

106.05.04 李亭輝助理教授與江皓郁助理教授參加美國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017 年會與研討會。 

106.07.0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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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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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大體老師祭典，並恭送大體老師們完成火化。 

 

【臺北醫學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6. 1 本學科於 1月 21日舉行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大體老師火化安奉儀式。 

106. 3 本校於 3月 22日舉行解剖教學英靈追思紀念會。 

106. 4 日本福岡醫療專門學校至本學科進行教學參訪。 

106. 6 恭賀陳淑華老師、張秋雲老師、邱瑞珍老師榮獲 105 學年度醫學系優良教師。 

106. 8 新聘盧家鋒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協助大體解剖學、神經解剖學等教學工作。 

106. 8 本學科舉辦 105年中元普渡。 

106. 9 本學科於 9月 24日舉行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大體老師火化安奉儀式。 

 

下為新進教師盧家鋒老師的介紹： 

 

學歷：  

2007-2012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究所 博士 

2002-2006  國立陽明大學醫事放射技術學系 學士 

 

教學研究經歷：  

2017-迄今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助理教授 

          教授課程－大體解剖、神經解剖學 

2015-迄今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教授課程－磁振影像學、醫用磁振學 

2014-2017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轉譯影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教授課程－放射科實習生與住院醫師醫學影像分析 

2014-2017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技輔助科技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教授課程－程式視窗設計應用於生醫訊號分析、近紅外光腦血氧監測 

2013-2014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技輔助科技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教授課程－生醫訊號分析原理與應用、磁振影像原理與研究 

 

研究興趣及主題：  

1.輕度腦創傷之丘腦皮質連結變異與臨床症狀、預後之關聯：磁振神經影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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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經膠質瘤之多模式磁振影像與機器學習應用於分子亞型與存活預測。  

3.近紅外光腦血氧監測技術應用於神經運動、神經退化性與精神疾病之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6.7.31 本學科柯妙華副教授退休，並獲聘為本學科兼任教師。 

106.8.1  恭賀本學科蔡孟宏副教授續任醫學院醫學系副系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以下為新進教師介紹： 

  

陳儷友  

  

學歷：  

2000-2003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系  

2005-2007  成功大學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  

2011-2014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教學經歷：  

2009-2017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科兼任講師  

2017-迄今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科專任助理教授 

  

研究興趣及主題：  

1.睡眠剝奪相關之神經功能與代謝機制。 

2.電漿活化水 (plasma-activated water)對生物體的影響。 

 

廖智凱  

  

學歷：  

1999-2003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 學士 

2003-2006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碩士  

2006-2011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2012-2014  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2014-2015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博士後研究員 

https://plasmaactivatedwater.wordpress.com/plasma-activate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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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義守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外國專班 專案助理教授 

2017-迄今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助理教授  

  

研究興趣及主題：  

1. 代謝及植物活性成分在上皮細胞-間質細胞轉型(EMT)之影響與調控機制。 

2. 腫瘤微環境對癌化與抗癌之影響與調控機制。 

3. 細胞間隙接合與黏附接合之調控機制。 
 

【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106.3.6  大體老師入殮火化暨感恩追思會。 

106.3.6  王家義老師實驗室林孜謙同學榮獲 106 年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術論文競賽

碩士組第二名。 

106.3.8  邀請高雄長庚醫研部副教授級研究員莊佩錦博士專題演講，演講題目：

Mechanistic Study of Endometriosis (Growth, Angiogenesis and Immune 

Dysfunction)。 

106.3.16 邀請成大醫院臨床助理教授李榮順醫師專題演講，演講題目：1. Altered 

arterial vasoreactivity after severe spinal cord injury. 2.夢想中的

解剖學教室。 

106.3.27 邀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解剖學系吳武田教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 

1. How to prepare microscopic images for publication. 2.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motoneuron regeneration and promoting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axon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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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29 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劉俊揚博士專題演講，演講題目：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cordycepin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leukemia – regulat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giogenesis, stem cell activity and cancer-stromal interactions。 

106.4.4  2017年本所論文 PR比賽第一名林孜謙同學、第二名羅方妤同學、第三名方少

禹同學。 

106.4.26 校友回娘家活動-職涯講座：邀請第四屆畢業校友馮台雲、吳沛翊學長主講。 

106.5.11 王仰高老師、司君一老師實驗室學生獲 106 年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壁報論文

競賽：碩士班組第二名羅方妤同學、佳作林孟萱同學。 

106.5.24 邀請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歐陽品教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The gain and 

loss stories of pNO40：a novel ribosomal protein involved in mRNA 

quality control and mesenchymal stem cell aging。 

106.6.2  恭賀碩二羅方妤同學榮獲 106年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106.6.13 成大團隊開發出可能治療阿茲海默失智藥物刊登於新聞媒體，本所司君一老

師及郭余民老師為團隊主要成員。 

106.6.30 許鍾瑜老師升等副教授(106/02/01起聘)。 

106.8.1  聘任成大醫院復健部連偉志主治醫師為本所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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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25 大體老師啟用儀式。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5.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4 學年度解剖教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20位。 

105.6 本學科出版『續』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4學年度大體老師生平、學生心得感想

及儀式紀錄文字。 

105.6 舉辦大體老師入殮火化儀式，並由劉景寬校長主持 104學年度『人體暨器官捐贈

感恩大會』。 

105.8 聘請林萱雅為專任助教，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作。 

105.8 聘請林含貞為專任助理教授，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等教學工作。 

105.9 醫、牙學系與後醫學系學生以“虛擬顯微鏡軟體”觀察“虛擬組織切片”進行組

織學實驗課程。 

105.9 舉辦學士後醫學系 105 級『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5 學年度上學期解剖教學啟

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4位。 

106.1 劉克明教授榮退，由本學科舉辦榮退茶會。(https://goo.gl/1e41fV) 

106.2 舉辦『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5學年度解剖教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14位。 

106.6 本學科出版『噓!聽我說』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5 學年度大體老師生平、學生

心得感想及儀式紀錄文字。 

106.6 舉辦『大體老師入殮火化儀式』，並由劉景寬校長主持 105學年度『人體暨器官

捐贈感恩大會』。 

106.8 舉辦 106學年度中元普渡，由高雄醫學大學王秀紅副校長主祭。 

https://goo.gl/1e41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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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 舉辦學士後醫學系 106 級『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6 學年度上學期解剖教

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4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