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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30 週年會慶 

及海峽兩岸解剖學教學研究經驗交流研討 

時間：2018年 1月 20日(六) 

地點：台灣大學醫學院 103講堂(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基礎醫學大樓) 

時間 議程 講者 主持人 

08:30-09:30 報到   

09:30-09:45 致詞：馬國興理事長   

09:45-10:00 貴賓致詞   

10:00-10:20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歷史沿革 盧國賢、溫振源 謝松蒼 

10:20-10:40 
中國醫學遺體捐獻與解剖組胚課的現代

教學模式 
周德山 周長滿 

10:40-11:00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與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的沿革 
劉江川 徐佳福 

  Coffee break 

11:20-11:40 數位解剖學教學體系創建與推廣應用 劉樹偉 司銀楚 

11:40-12:00 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事略 廖克剛 馬國興 

12:00-12:20 解剖學與人類學關系的曆史回顧和展望 席煥久 李誌軍 

12:20-14:00 午餐時間 

14:00-14:20 馬王堆古屍研究與保存 羅學港  張欽憲 

 14:20-14:40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科概況 劉克明 陳世杰 

 14:40-15:00 
督脈電針聯合成體幹細胞移植策略在修

複脊髓損傷中的研究進展 
曾園山 郭誌坤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5:40 慈濟大學解剖教學發展史 曾國藩 陳建榮 

15:40-16:00 癲癇和運動障礙的腦內環路調控機制 譚國鶴 夏春林 

16:00-16:30 討論 

民國 107年解剖學會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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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 

台灣 中國 

國防醫學院 首都醫科大學 

台大醫學院 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 

輔仁大學 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 

馬偕醫學院 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 

台北醫學大學 廣西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 

長庚醫學院 北京大學醫學部 

慈濟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成功大學 內蒙古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 鄭州大學基礎醫學院 

中山醫學大學 蘇州大學醫學部 

高雄醫學大學  

陽明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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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解剖學會第 34屆（2018）學術年會兩岸交流 

第一屆海峽兩岸香港澳門青年解剖學者夏令營報告會 

 

為進一步促進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科學家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中華民國解剖學

學會理事長陳天華教授與理事傅毓秀教授帶領 6位台灣青年學者：蔡佩君、蕭鎮

源、翁紹儒、李立仁、龔秀妮、王霈，於 2018年 8月 1~3日赴內蒙古參加中國解

剖學會第 34屆（2018）學術年會。並於年會期間所舉辦的“海峽兩岸香港澳門青

年解剖學者夏令營報告會”中進行學術交流演講。報告會分為上下兩場進行，會

議安排兩岸和香港的青年解剖學科學家交叉報告回答問題。第一場報告由中國解

剖學會理事長張紹祥教授和來自寶島臺灣地區的理事長陳天華教授主持，第二場

報告會由中國解剖學會秘書長周長滿教授和臺灣資深教授傅毓秀主持。兩場報告

會共有 14位青年學者做學術報告，報告內容都是現代形態學研究的新興課題或大

家關注的教學研究問題。會場充滿了“海峽兩岸四地一家親”的熱烈氣氛和青年

學者的朝氣，提出的科學問題精準，問題的回答到位。特別是香港青年博士研究

生發明運用價格低廉的 3D列印製作出供教學用的人體模型引起眾多與會解剖教師

的興趣和大陸模型製作產商的關注。海峽兩岸的理事長們在會議開幕和閉幕上的

簡短致詞對開展“海峽兩岸香港澳門青年解剖學者夏令營報告會”的活動表達充

分肯定和讚揚。通過開展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解剖學科學家學術交流活動，大大

增加了來自各地青年人之間的瞭解，達到探索形成優秀從事解剖學人才的交流機

制，打造青年解剖學科學家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交流的活動品牌，促進海峽兩岸

暨港澳協同創新的目的。身為臺灣的解剖學工作者可以感受到大陸的科研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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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水準與日俱增，對草原青城呼和浩特悠久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更是感受頗

深，期望日後能有更多的交流，繼續給我們支持和指導，讓我們能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2018年 8月 20日 

 

海峽兩岸香港澳門青年解剖學者夏令營報告會 議程 

（1） 主持人：張紹祥、陳天華 

1. 蔡佩君，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報告題目：糖尿病的幹細胞治療研究 

2. 郭雪江，南京醫科大學組織胚胎學系 

報告題目：GF1R信號轉導調節人類精子活力 

3. 蕭鎮源，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報告題目：缺血性心臟疾病的幹細胞治療研究 

4. 閆軍浩，北京大學醫學部 

報告題目：水通道蛋白 4在大鼠蛛網膜下腔出血後腦組織液引流損傷中

的作用 

5. 翁紹儒，清華大學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報告題目：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mbryonic Mesencephalic 

Tissue Graft in a ParkinsonianRat Model using PET and MRI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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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文，陸軍軍醫大學人體解剖學教研室 

報告題目：小口徑組織工程血管在體內皮化到神經化 

7. JianYang，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 

報告題目：iclass網路教學 APP平臺和學生互助教學模式在大體解剖教

學中的應用 

（2） 主持人：周長滿、傅毓秀 

1. 李立仁，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報告題目：老兵不死-大腦皮層底板細胞的故事 

2. 黃河，中南大學基礎醫學院組織學與胚胎學系 

報告題目：RIOK1翻譯後修飾抑制了結直腸和胃癌發展進程 

3. 龔秀妮，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報告題目：Microenvironmental changes alter tumor metabolisms 

through modulating antioxidant ability in breast tumors 

4. 樊令仲，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 

報告題目：腦網路組圖譜的臨床應用研究 

5. 王霈，天主教輔仁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報告題目：解剖學教學的新模式-MOOCs 

6. 梅峰，陸軍軍醫大學 

報告題目：髓鞘形成在神經環路建立中的重要作用 

7. Chun Chung Cheung,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 Li Ka 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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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報告題目：三維列印技術在人體解剖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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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解剖及生理學門學術研究經驗交流分享座談會 

 一、目的： 

以輕鬆愉快的座談會方式進行跨世代學術研究經驗分享、心得交流與腦

力激盪，期以提昇與會學者「安心」、「專注」、「精進」於學術發展

之動能。 

二、地點： 

地區 日期 地點 理事長 主持人 與談人 

北區 10/06  

(六) 

陽明大學 

守仁樓膺才廳 

陳天華 理事長蔡

少正 理事長 

謝松蒼 (台大解剖)阮

琪昌 (陽明生理) 

徐佳福 (國防解剖) 

洪麗滿 (長庚生醫) 

三、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 

13:00- 13:30 報到   

13:30- 13:45  Opening  理事長、主持人 

13:45- 14:00   形態及生理醫學學門業務報告 李怡萱 召集人 

14:00- 14:15 計畫撰寫與審查經驗分享 高毓儒 教 授  

14:15- 15:00  Q&A  

15:00- 15:30 Coffee break & networking   

15:30– 15:45 整合型及國際合作計畫執行經驗分享 華  瑜 教 授  

15:45- 16:00  Q&A  

16:00- 16:50 綜合討論 理事長、主持人、與談人 

16:50- 17:00 Closing remark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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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衰老與疾病論壇暨廣西解剖學會 

2018 年學術年會 

2018 China-ASEAN Forum on Aging and Disease   

  & Guangxi Society for Anatomical Sciences Annual Meeting 2018  
 

 

 

 

 

2018 年 12 月 7-9 日 

December 7-9, 2018 

 

中國. 南寧 

Nanning, China 

 
大會主辦單位：廣西醫科大學 

Organizer：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大會承辦單位： 長壽與老年相關疾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廣西解剖學會 

      Co-Organizer：Key Laboratory of Longevity & Aging-related Disea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angxi Society for Anatomical Sciences 

 

 

 

 

 

為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深化與東盟國家醫學研究合作交流，共建

歡迎辭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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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絲綢之路”，由廣西醫科大學主辦，長壽與老年相關疾病教育部重點

實驗室和廣西解剖學會共同承辦的中國-東盟衰老與疾病論壇暨廣西解剖學

會 2018年學術年會，將於 2018年 12月 7日至 9日在我國廣西南寧隆重召開。 

    此次大會將圍繞衰老與疾病研究、解剖學教育研討主題舉辦“健康絲綢

之路”衰老相關疾病學術論壇、中國-東盟解剖學教育研討會等論壇，聚焦神

經發育與神經疾病研究和重大老年相關疾病的基礎和轉化研究的前沿進展。

屆時，會議將邀請數位來自中國各地、寶島台灣、美國和東盟一些國家的知

名專家教授做精彩的學術報告和進行廣泛深入的學術交流。來自廣西區內各

個醫學院校的人體解剖學和組織胚胎學專家學者、會員代表和研究生將參加

此次論壇，會議規模約 300人。這將是一次具有影響力的高水準學術盛會，

將為國內外衰老與疾病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搭建一座交流平臺。同時對於

發展中國-東盟關係、共建“健康絲綢之路”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我們誠摯地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國內外研究所、高等院校和企業的

相關科技工作者及研究生在 12月初齊聚冬日暖陽的綠城南寧，參加中國-東

盟衰老與疾病論壇暨廣西解剖學會 2018年學術年會，增進學術交流與合作，

推進健康廣西建設和我校雙一流學科建設。 

大會主席： 伍偉鋒 （廣西醫科大學副校長） 

謝小薰 （廣西解剖學會理事長） 

2018年 10月 10日 

一．大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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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與疾病研究、解剖學教育研討 

二．大會時間和地點 

時間：2018年 12月 7-9日。7日註冊報到，8日（全天）9日（半天）會議交流。 

地點：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青秀區雙擁路 22號。 

廣西醫科大學科技大樓 1樓學術報告廳。 

三．大會組織機構 

大會名譽主席：趙勁民 （廣西醫科大學校長） 

大會主席： 伍偉鋒 （廣西醫科大學副校長） 

謝小薰 （廣西解剖學會理事長） 

執行主席： 譚國鶴（長壽與老年相關疾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 

四．大會議程安排 

2018年12月7日 

09:00-22:00 全天註冊報到 （地點：南湖名都大酒店一樓大廳） 

18:00-19:30 晚餐  

 2018年12月8日  

廣西醫科大學科技大樓1樓學術報告廳 

08:00-08:30 開幕式，領導致辭  

08:30-08:45 拍集體照 

8:45-12:00 大會特邀報告   報告時間25分鐘，問答時間5分鐘 

10:00-10:15 茶歇 

12:00-13:30 自助午餐 （地點：學校食堂） 

14:00-18:30 
大會分會場報告  “健康絲綢之路”衰老相關疾病學術論壇 

報告時間 15分鐘，問答時間 5分鐘 

16:00-16:15 茶歇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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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者報告題目 

1. 陳天華 

胃體分隔術避免消化性潰瘍風險及胃泌素過多症的動物實驗與臨床應用 

Gastric body partition to avoid ulcerogenic risk and hypergastrinemia 

 

2. 曾國藩 

CNS plasticity in adults: effects of aging and sex hormones 

 

3. 傅毓秀 

人類臍帶間葉幹細胞于再生醫學上的應用潛能 

 

4. 徐佳福 

Therapeutic options in osteoporosis: Current cellular concepts and 

issues 

骨質疏鬆症治療的選擇：現代細胞觀念與議題  

 

5. 曾廣文 

老年視力退化以及預防與治療方式 

Promising therapeutic methods in Age-related visual degeneration 

 

6. 蔡佩君 

擊退糖尿病的新希望 - 幹細胞治療 

A new outlook for defeating diabetes - stem cell therapy 

 

 

2018年12月9日 

廣西醫科大學科技大樓1樓學術報告廳 

08:00-11:30 
大會分會場報告  中國-東盟解剖學研討會 

報告時間15分鐘，問答時間5分鐘 

10:00-10:15 茶歇 

11:40-12:0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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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4月 27 日(星期五) 18:30  

地  點：蘇杭餐廳 

主 持 人：第十五屆理事長 馬國興  

出席人員： 

  第十六屆理事：陳瀅，徐佳福，陳天華，傅毓秀，郭余民，馮琮涵，陳玉怜， 

                王淑慧，李立仁，龔秀妮，黃雍協，蔡佩君，王嘉銓 

  第十六屆候補理事：謝侑霖 

第十五屆理事：馬國興，郭余民，陳天華，徐佳福，傅毓秀，陳玉怜，馮琮涵，王嘉銓，陳

瀅 

第十六屆監事：錢宗良，馬國興，王順德，周逸鵬 

第十五屆監事：錢宗良，周逸鵬，盧國賢，王順德 

請假人員： 

理事：謝松蒼（同時為第十五屆與第十六屆理事），林谷峻（第十六屆理事），              司

君一（第十五屆理事），鄭瓊娟（第十五屆理事），呂俊宏（第十五屆理事），鄭授

德（第十五屆理事），王懷詩（第十五屆理事） 

監事：曾國藩（同時為第十五屆與第十六屆監事） 

列席人員：第十五屆秘書長鄭珈毘，第十五屆總幹事趙韻婷 

 

一、報告事項： 

1. 第十五屆理監事及教育委員工作任務圓滿結束 

2. 第十六屆理事改選結果：王嘉銓老師與謝侑霖老師獲同票（同為第 15名）。依內政部

規定得票數相同之當選人，當場以抽籤方式定之。 

抽籤結果：王嘉銓老師為第十六屆理事；謝侑霖老師為第十六屆候補理事。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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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事項： 

1. 票選第十六屆常務監事、常務理事與理事長。  

發票人員: 鄭珈毘、趙韻婷     唱票人員: 鄭珈毘 

計票人員: 趙韻婷             監票人員: 盧國賢 

(一) 由監事互選一位常務監事 

常務監事當選人：曾國藩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常務監事選舉票數統計表 

每人圈選 1位，有效票 4票，無廢票。 

得票數 姓名 服務單位 

2 曾國藩 * 慈濟大學醫學院 

2 錢宗良 臺灣大學醫學院 

0 周逸鵬 馬偕醫學院 

0 馬國興 國防醫學院 

0 王順德 馬偕醫學院 

* 表示當選常務監事（錢宗良監事當場放棄當選，故由曾國藩監事當選常務監事） 

(二) 由理事互選五位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當選人：郭余民、陳天華、謝松蒼、陳玉怜、徐佳福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五屆常務理事選舉票數統計表 

每人至多圈選 5位，有效票 15票(實到：13人，委託授權書：2份)，無廢票 

得票數 姓名 服務單位 

11 郭余民 * 成功大學醫學院 

10 陳天華 * 陽明大學醫學院 

9 謝松蒼 * 臺灣大學醫學院 

8 陳玉怜 * 臺灣大學醫學院 

6 徐佳福 * 國防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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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馮琮涵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 

4 李立仁 臺灣大學醫學院 

4 龔秀妮 臺灣大學醫學院 

3 傅毓秀 陽明大學醫學院 

2 王淑慧 臺灣大學醫學院 

1 陳瀅 國防醫學院 

0 林谷峻 國防醫學院 

0 黃雍協 國防醫學院 

0 蔡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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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就所有常務理事中選舉 1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當選人：陳天華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理事長選舉票數統計表 

每人圈選 1位，有效票 15票(實到：13人，委託授權書：2份)，無廢票 

得票數 姓名 服務單位 

8 陳天華 * 陽明大學醫學院 

7 郭余民 成功大學醫學院 

0 謝松蒼 臺灣大學醫學院 

0 陳玉怜 臺灣大學醫學院 

0 徐佳福 國防醫學院 

 * 表示當選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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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常務監事、常務理事、理事長選舉開票結果 

 

三、新舊任理事長交接、新舊任理監事交接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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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107年 06月 15日，星期五，18：00  

地點：台大醫學院 603會議室 

出席人員：理事 

陳天華理事長、郭余民常務理事、謝松蒼常務理事、陳玉怜常務理事、徐佳福常務

理事、陳瀅理事、傅毓秀理事、王淑慧理事、李立仁理事、龔秀妮理事、黃雍協理

事、蔡佩君理事。 

監事 

曾國藩常務監事、馬國興監事、周逸鵬監事、王順德監事。 

列席人員：蕭鎮源秘書長、朱慈暉總幹事 

請假人員：林谷峻理事、王嘉銓理事、馮琮涵理事、錢宗良監事。 

（應出席人數：20人，出席：16人，請假：4人，列席：2人） 

一、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略) 

三、 報告事項 

1. 中華民國解剖學會第十六屆秘書長：蕭鎮源。總幹事：朱慈暉。 

2. 學會法律顧問：陳萬發律師（陳萬發律師事務所）。 

學會會計顧問：鄭照男會計師（正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 學會核准成立公文及立案證書均已遺失，目前已登報作廢舊證書並向內政部申請補發

學會立案證書 1紙（台內團字第 1070039510號）。立案證書電子檔將置放於學會網站。 

4. 已發文內政部修改學會章程：本會理監事任期改為三年一任。 

條號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三章 

第十四條 

本會理監事皆為義務職，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

選得連任一次。本會每屆理事

監事之改選，授權理事會提出

次屆候選人參考名單。 

本會理監事皆為義務職，任期

兩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

選得連任一次。本會每屆理事

監事之改選，授權理事會提出

次屆候選人參考名單。 

因業務實

際需求，

修改任期

為三年。 

5. 頒發第十六屆理監事證書，補發第十五屆教育委員聘書。 

6. 各校提報第十六屆 2018.08.01 ~ 2019.07.31教育委員名單如下： 

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李學德教育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許書豪教育委員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鄭珈毘教育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司君一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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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莊宏亨教育委員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曾國藩教育委員 

臺北醫學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邱瑞珍教育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藍琴臺教育委員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朱培銘教育委員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科 王順德教育委員 

輔仁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王霈教育委員 

7. 「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 及 「海峽兩岸組織胚胎學辭彙」台灣名部分已初步編

撰完成，並於 107年 6月 9日寄予各位理監事參考校閱，預計於 107年 6月 22日回傳

給陸方整合兩岸檔案。 

8. 韓國解剖學會將於今年 10月 28-31日舉辦 8th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atomists.邀請大家參加。 

 會議地點: 韓國釜山 

 會議網站 http://apica2018.org/main/main.php開始接受報名及投稿(摘要) 

 Abstract submission：2018.06.01. ~ 2018.06.31. 

 Early Registration：2018.06.01. ~ 2018.08.31. 

 Standard Registration：2018.09.01. ~ 2018.10.15. 

 On-site Registration：2018.10.28. ~ 2018.10.31. 

 已將此訊息 email寄予各位理監事及各校主任。 

敬請協助轉知各校教師及學生會員。 

9. 學會日後將蒐集以下四個解剖學相關國際會議資訊公告大家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atomists (APICA)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and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IASCBC) 

International Symposia on Morphological Sciences (ISMS) 

10. 根據 106年 03月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訂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規定： 

申請學會交通費補助請檢附來回交通證明。 

 乘坐高鐵、火車、客運請檢附 來回票跟，覈實報支。 

 國內航線機票請檢附 電子機票 及 登機證，覈實報支。 

 國際航線機票請檢附 電子機票 及 登機證 及 購票證明單 (或 旅行業開立代收

轉付收據 )，覈實報支。若遺失電子機票及登機證者，應取具航空公司之搭機證旅

客聯 或 航空公司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地點之搭機證明代之；若

遺失登機證者，得提示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代之。 

 若領款人未依規附上來回交通證明，則改以差旅費報帳(如同演講費及審查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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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須依規申報個人所得) 。 

 會後與本學會法律顧問及會計顧問查證現有之法規後補充說明如下（將於下次理監

事會議中再次宣達）： 

 高鐵 

(1).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點規定略以，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根

或購票證明文件，覈實報支。 

(2). 去程票根請於現場交與學會幹事，回程票根請於 2週內寄回學會辦公

室（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號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

究室 5211室)。信封請註明報帳人姓名，就其真實性負責作為報支憑

證。 

(3). 使用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由網路下

載購票證明。所以用上開方式取得之購票證明，均可作為支出憑證，

辦理核銷。 

(4). 上開購票證明請下載後，用報帳人個人信箱註明報帳人姓名回傳學會

電子信箱：16th.anatomy@gmail.com，就其真實性負責作為報支憑證。 

(5). 購票證明下載處如下 

 悠遊聯名卡 

https://queryweb.tscc.com.tw/thsrc_web/ 

 網路 T Express 

http://ptis.thsrc.com.tw/ptis/web_proof/texp_index.jsp 

 手機 APP 

http://mousj.pixnet.net/blog/post/43669838-%E7%94%A8%E5%8F%B0

%E7%81%A3%E9%AB%98%E9%90%B5app%E4%B8%8B%E8%BC%

89%E9%9B%BB%E5%AD%90%E8%B3%BC%E7%A5%A8%E8%AD

%89%E6%98%8E 

 火車票 

(1). 自 2018年 1月 15日起，台鐵取消車票回收規定，旅客刷車票出閘門時，

自動閘門不收回旅客乘車完畢之車票，車票將吐回給旅客，便利旅客後

續處理差旅報帳或做為乘車證明需要 

(2). 使用各式電子票證乘車者可至火車乘車證明查詢系統查詢乘車證明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312 

(3). 上開乘車證明請列印後，回傳學會電子信箱：16th.anatomy@gmail.com 

 自行開車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之最高級票價(不得報支油料、過路費、

停車費)。 

四、 討論提案 

1. 案由：變更學會會址至「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號」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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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室 5211室)  

說明：學會會址目前登記於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 3 段 701 號，因通訊需要擬發文至內

政部變更學會地址。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常務理事及理事任務分組 

說明： 5位常務理事請依專長分別擔任公關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出版委員會、資格

審查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之主委；10位理事分別擔任各委員會委員。 

決議：公關委員會：陳天華理事長、黃雍協理事、蔡佩君理事、王嘉銓理事。 

      學術委員會：徐佳福常務理事、陳瀅理事、李立仁理事、林谷峻理事。 

      出版委員會：陳玉怜常務理事、王淑慧理事、龔秀妮理事。 

      資格審查委員會：郭余民常務理事、傅毓秀理事、馮琮涵理事。 

      教育委員會：謝松蒼常務理事及各校推派之教育委員。 

3. 案由：討論八月的中國解剖學會第 34屆學術年會兩岸交流相關事宜。 

說明：(1)  時間：107年 8月 1日報到，8月 2 ~3日會議。 

(2) 地點：內蒙古呼和浩特 人民會堂（會議）。 

      内蒙古昭君大酒店（住宿）。 

(3) 其中兩場「海峽兩岸青年學者交流的 Symposium」將邀請我方 45歲以下

青年學者做對等口頭報告，一人報告 15 ~ 20分鐘，報告內容不限，總共 6 

~ 8人。 

(4) 對岸補助細節：口頭報告者免註冊費及三日之住宿餐飲費。 

陳天華教授、馬國興教授、曾國藩教授亦免註冊費及三日

之住宿餐飲費。 

(5) 無口頭報告之參加者可在中國解剖學會網站進行註冊和預定酒店。

http://www.csas.org.cn/meeting/nianhui.html 

 

 

 

 

 

 

 

(6) 已於 05月 31日 email 請各位理監事及各校主任公告予各校之年輕學者，

擬於 6月 22日確定我方口頭報告代表名單，6月 29日收齊口頭報告講題、

摘要及講者簡歷。 

人員類別 6月 30日前 7月 1日至 7月 22日 7月 23日至現場註冊 

會員 人民幣 1200元 人民幣 1400元 人民幣 1600元 

非會員 人民幣 1400元 人民幣 1600元 人民幣 1800元 

學生 人民幣 800元 人民幣 1000元  人民幣 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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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討論推派口頭報告人員，若報名人數眾多以每校一位年輕學者代表為原

則。 

(8) 擬補助每位口頭報告人員來回經濟艙機票（實報實銷，每位約新台幣 2萬

元） 

(9) 學會秘書處已規劃會議後的自費旅遊行程，歡迎大家踴躍報名攜家帶眷同

樂。行程已 email 給各位理監事 及 各校主任。 

(10) 若有意願報名旅遊行程者請於 6月 30日前與學會聯繫。 

i. 方案 A：參加 8日遊（含機票 + 7晚住宿） 

ii. 方案 B：參加 8日遊（含機票 + 4晚住宿） 

iii.方案 C：機票 + 會議期間 3晚住宿 

iv. 方案 D：僅機票費用 

決議：(1).目前已有李立仁、龔秀妮、蔡佩君、蕭鎮源等四位年輕學者參加口頭報告，      

還可有二至四位年輕學者參加。 

(2). 補助我方每位口頭報告代表來回經濟艙機票費（實報實銷，每位約新台幣

2萬元）。 

(3). 成功大學黃步敏老師之研究生：黃歆同學不是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的會員，   

故不符合代表成功大學及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擔任年輕學者至大陸做對等

口頭演講之資格，無法給予經費補助。 

4. 案由：討論與生理學會合辦解剖與生理學門座談會 

說明：(1)   09/07 高雄醫學大學（南區) 

09/21 中山醫學大學（中區) 

09/28 陽明大學（北區) 

10/05 慈濟大學（東區) 

(2) 13:30 ~ 17:30，座談會形式，每場需解剖學界及生理學界各一位主持人，

討論議題目前預定與教師計畫申請、困難教學、輔導困難學生經驗為主（由

主持人們共同討論訂定），參加人員為投交科技部解剖與生理學門計畫之

教師。 

(3) 請討論合辦四場 或是 僅合辦一場北區場次。 

i. 09/28 陽明大學。 

下午 13:30 ~ 17:30 解剖與生理學門座談會。 

ii. 請推派下午座談會主持人人選。 

iii. 上午 10:00 ~ 13:30 解剖學學會教學研討會。 

主題：解剖教育與大體實驗室。 

（兩場演講各 30分鐘，加上參觀陽明大學大體解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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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上午第一場演講由陽明大學負責與大家分享大體實驗室整修經驗，第

二場演講擬邀請成功大學或慈濟大學推派講者分享外科解剖學相關

經驗議題。 

v. 擬補助所有教師會員餐飲費及中南部教師會員參加北區場次之高鐵

交通費。 

決議：(1). 僅與生理學會於陽明大學合辦一場北區解剖與生理學門座談會。 

(2). 除陳天華理事長外，另推派謝松蒼常務理事為解剖學界主持人。 

(3). 因考量原訂之 09/28 星期五當日可能有許多解剖教師有課程無法參與座談

會，故會後將再與生理學會另商定是否將時間更改為 09/29 星期六。 

(4). 預定於同日上午 10:00 ~ 13:30 舉辦 2018解剖學學會教學研討會。由陽明

大學分享大體實驗室整修經驗及成功大學分享外科解剖學相關經驗。 

(5). 補助所有教師會員餐飲費及中南部教師會員來回高鐵交通費。 

五、 臨時動議 

1. 案由：擬於 108年度起募款補助學生會員代表本學會參加國際解剖學相關學術活動 

說明：(1)  為完成本會任務，鼓勵學生會員積極參與國內及國際解剖學相關會議， 

以提高本會會員於生醫年會投稿數量，同時提升本會之國際參與度及知名

度，擬於 108年度起募款用以補助學生會員代表本學會參加國際解剖學相

關學術活動。 

(2) 如本案通過，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前先將補助規定草案 email 予各位理監事

們，再於理監事會議中確立細節。 

決議：通過。 

(1). 希望能藉此盡量提高本學會會員在生醫年會張貼海報數量。(將於 7/27生醫

年會第一次籌備會時與主辦學會確認各學會分配收入之計算方式) 

(2). 初步規劃為補助博士組與碩士組口頭論文競賽學生會員各 1 ~ 2名，另規劃

海報張貼數最多之學校(1 ~ 2校)可推派學生會員 1 ~ 2 名參與國際會議。 

(3). 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前先將補助規定草案 email予各位理監事們，再於理監

事會議中確立細節。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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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 

議程 

時間：107年 09月 14日，星期五，18：00  

地點：台北凱撒大飯店 3樓希爾頓廳 

出席人員：理事 

陳天華理事長、徐佳福常務理事、傅毓秀理事、馮琮涵理事、王淑慧理事、李立仁

理事、林谷峻理事、龔秀妮理事、蔡佩君理事、王嘉銓理事。 

監事 

錢宗良監事、周逸鵬監事、王順德監事。 

教育委員 

李學德、鄭珈毘、許書豪、莊宏亨、藍琴臺、王順德（監事）、王霈。 

 

列席人員：蕭鎮源秘書長、朱慈暉總幹事 

請假人員：郭余民常務理事、謝松蒼常務理事、陳玉怜常務理事、陳瀅理事、黃雍協理事、曾

國藩常務監事（教育委員）、馬國興監事、司君一教育委員、邱瑞珍教育委員、陳

世杰教育委員、朱培銘教育委員 

（應出席人數：32人，出席：19人，請假：11人，列席：2人）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會議紀錄確認：會議紀錄電子檔已於 07月 19日寄發給告位理監事。 

2. 頒發第十六屆第一年教育委員聘書 

3. 以下規定由本學會法律顧問及會計顧問查證後完全符合現有之法規。 

 乘坐高鐵、火車、客運請檢附 來回票跟，覈實報支。 

 國內航線機票請檢附 電子機票 及 登機證，覈實報支。 

 國際航線機票請檢附 電子機票 及 登機證 及 購票證明單 (或 旅行業開立代

收轉付收據 )，覈實報支。若遺失電子機票及登機證者，應取具航空公司之搭機

證旅客聯 或 航空公司所出具載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訖地點之搭機證明代

之；若遺失登機證者，得提示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代

之。 

 若申請人未依規附上來回交通證明，本學會理監事會議得視情況決定讓申請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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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差旅費報帳(如同演講費及審查費等，學會須依規申報個人所得) 或 不予以補

助。 

 高鐵 

(1).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5點規定略以，搭乘高鐵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

證明文件，覈實報支。 

(2). 使用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可於搭乘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由網路下載購票

證明。用上開方式取得之購票證明，均可作為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3). 購票證明下載處如下 

 悠遊聯名卡 

https://queryweb.tscc.com.tw/thsrc_web/ 

 網路 T Express 

http://ptis.thsrc.com.tw/ptis/web_proof/texp_index.jsp 

 手機 APP 

http://mousj.pixnet.net/blog/post/43669838-%E7%94%A8%E5%8F%B0%E7%81%A3%E9%AB%9

8%E9%90%B5app%E4%B8%8B%E8%BC%89%E9%9B%BB%E5%AD%90%E8%B3%BC%E7%A5%A8%E8%AD%89%E

6%98%8E 

 火車票 

(1). 自 2018年 1月 15日起，台鐵取消車票回收規定，旅客刷車票出閘門時，

自動閘門不收回旅客乘車完畢之車票，車票將吐回給旅客，便利旅客後續處

理差旅報帳或做為乘車證明需要 

(2). 使用各式電子票證乘車者可至火車乘車證明查詢系統查詢乘車證明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312 

 「去回程兩段票根」正本或上開 「購票證明」正本請連同「 個人領款收據」正

本（請自行於學會網站「報帳相關」處下載填寫）於 2週內以掛告信寄回學會秘

書處（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61號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研究室5211

室 朱慈暉小姐收)。信件中請同時附上正確之匯款戶名及帳號資訊，亦請註明報

帳人姓名及聯絡電話，就其真實性負責作為報支憑證。學會秘書處將盡快查核後

匯款。若因帳戶資訊或聯絡資訊填寫不清、錯誤造成款項無法匯達者，本會恕不

負責。 

 由網路下載之去回程購票證明可連同填寫完成之「個人領款收據」掃描電子檔（請

自行於學會網站「報帳相關」處下載填寫）用報帳人個人信箱，寄至學會電子信

箱：16th.anatomy@gmail.com；信件中請同時附上正確之匯款戶名及帳號資訊，

亦請註明報帳人姓名及聯絡電話，就其真實性負責作為報支憑證。學會秘書處將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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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查核後匯款。若因帳戶資訊或聯絡資訊填寫不清、錯誤造成款項無法匯達者，

本會恕不負責。 

 自行開車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之最高級票價(不得報支油料、過路費、停

車費)報帳。請填寫個人領據交至學會秘書處報帳。 

4. 107年 08月與中國解剖學會於內蒙古學術交流一行順利圓滿，報告如附件，相關紀事

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5. 訂於民國 107年 10月 6日上午，於國立陽明大學，舉辦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

第一次解剖學教學研討會。將從寬廣的視野和前瞻性的角度來聚焦審視解剖教學空間

應用議題，為我們解剖教師提供一個交流平台，為各校解剖教學空間之改革與發展建

言獻策。為方便議程相關規劃，請有意願參加的人員於 9月 24日(一)上午 09:00之前

上網報名，謝謝！ 

 已於 08/22日寄 email 給全體非學生會員。 

 已於 08/22日寄 email 給全體理監事及教育委員；懇請幫忙轉知從事解剖教學及

研究同好，鼓勵踴躍報名。 

 會議議程如下： 

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教學研討會 
2018年 10月 06日，上午 08：30  ~  下午 13：30 
地點：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時間 行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致詞：陳天華理事長 

09:20-10:00 

講題 演講者 座長 

臨床手術技能發展創

新教室的成立與教學

上的運用 

李榮順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及解剖學研究所 

陳天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0:00-10:20 Coffee break 

10:20-11:00 講題 演講者 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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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kyIZ6qLgWrEx_rbke6B6vzyg8uTqAcjI7gj2

jvEXXc/edit 

 此教學研討會與同日下午之"形態及生理醫學學門學術研究經驗交流分享座談會" 

報名網址不同，請分別報名！ 

 補助所有有效教師會員參加此教學研討會餐飲費及新竹以南之中南部有效教師會

員高鐵交通費（覈實報支）。自行開車之有效教師會員者：補助陽明大學一日停

車費，敬請於報名網址中勾選「需要陽明大學停車優惠證」，已利學會及早申請

停車證作業。 

6. 107年 10月 06日下午與生理學們共同合辦"形態及生理醫學學門學術研究經驗交流分享座

談會" 北區場次。已於 08/15日寄 email 給全體理監事及教育委員及全體非學生會員，敬請

轉知從事解剖研究同好，若仍有意願報名請電洽 04-24730022轉 11659，或信箱

jmliao@csmu.edu.tw。 

7. 12月 8日、9日廣西醫科大學譚國鶴教授邀清我們參加海峽兩岸解剖學者研究討論會。

屆時將會將相關邀請訊息 email轉知各位理監事及教育委員。 

8. 請各校教育委員於 9月 28日前將各校解剖課程授課教師及助教名單及資料回傳至學會秘書處

16th.anatomy@gmail.com，以利學會日後能即時寄發相關訊息給大家。 

四、 討論提案 

1. 案由：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彙整-台灣名部分定版 

說明："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彙整"一案於 107年 6月 6日由辭彙編委會 4位委員

完成寄給陸方負責人李金蓮教授，然李教授認為這個檔案內容有許多錯誤,  其

來信文中提及我們的命名與 4 月廈門會議討論之原則不符或與我們的前一版 

解剖學辭彙：中英對照表 一書不同，因此我們全部重新編寫及校正了一份 "

陽明大學整修大體解

剖實驗室之經驗分享 

蔡佩君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鄭瓊娟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1:00-11:50 參觀陽明大學解剖學實驗室 

12:00-13:30 餐敘及教師會員交流 

mailto:jmliao@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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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 20180831" (如附件)，已於 09/02 日寄 email 給全體

理監事及教育委員，提請討論是否仍有需修改之處。 

決議：照案通過，以此修定後版本寄給陸方負責人  

 

2. 案由：2019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議程 

說明： 

(1). 第三十四屆生醫年會訂於 108年 03月 23、24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 

(2). 3/23，星期六  

09:00-16:00  報 到  

09:50-11:00  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  (32教室) 主講人：馬國興教授。 

11:00-11:30  解剖學學會會員大會(32教室) 

11:00-11:45  壁報論文展示與討論(1樓壁報區) 

12:00-13:00  午餐交流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會議室) 

13:00-13:30  壁報論文展示與討論(1樓壁報區) 

13:30-15:30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 (I)：老化與修復(32教室) 

15:30-15:45  Coffee Break (1樓休息區) 

15:45-16:45  大會口頭論文競賽報告 (Oral presentation)  

3/24，星期日 

08:00-16:00  報 到  

09:00-10:30  學會學生口頭論文競賽報告(Oral presentation) (32教室) 

10:30-10:45  Coffee Break (1樓休息區) 

10:45-11:45  生醫年會大會演講 

11:45-12:30  壁報論文展示與討論(1樓壁報區) 

12:30-13:30  午餐 

13:00-14:15  壁報論文展示與討論(1樓壁報區) 

14:15-16:15  解剖學學會研討會 (II)：解剖教學(32教室) 

15:30-15:45  Coffee Break (1樓休息區) 

(3). 請討論訂定兩場解剖學學會研討會主題、主持人及講者人選 

解剖教學 

幹細胞應用 

老化與修復 

臨床解剖學 

腸腦軸線或其他神經科學相關議題、腫瘤醫學相關議題 



 

 
32 

 

決議： 

甲、 兩場解剖學學會研討會主題、主持人如下： 

“解剖教學” 研討會主持人為:輔仁大學王霈老師； 

“老化與修復” 研討會主持人為:國防醫學院鄭珈毘老師。 

講者每人 2000元演講費，交通費另與核實補助。 

乙、 “解剖教學”此場研討會擬邀請各校教育委員(或主任指派之人員)擔任

演講者以促進各校彼此交流精進。因長庚大學每年固定於生醫年會期間之星

期六舉辦大體老師追思會，故主題為「解剖教學」的研討會需訂於星期日舉

行。 

丙、 各校教育委員需負責督促各校每年提供二篇「解剖教學」相關海報參展。

此兩篇解剖教學相關海報不參加海報競賽，但每篇補助500元之海報製作費。 

 

3. 案由：2019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投稿及競賽規則 

說明： 

(1). 確認 2019年生醫年會盈餘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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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規則 20180831、201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生會員壁報論文之競賽規則 20180831、2019 論文口

頭報告競賽及壁報競賽報名表 20180831、2019 學術論文口頭報告競賽論文

格式 20180831如附件。提請討論是否仍有需修改之處。 

決議： (1) 盈餘分配方式確認無誤。 

 (2) 201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研究生口頭學術論文競賽規則修改如附

件。 

 (3)  2019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生會員壁報論文競賽規則、2019 中華民國解

剖學學會口頭學術論文競賽及壁報論文競賽報名表、2019 中華民國解剖

學學會口頭學術論文競賽之論文格式照案通過 

        

4. 案由：討論第 16屆捐款使用辦法及會員參與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辦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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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達成本會任務，促進本會會員精進學術研究及參與國際解剖學術活動，故

研擬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捐款使用辦法" 及 "會員參與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 

(2). 經本學會陳萬發顧問律師初步審視後之辦法初稿：第 16屆中華民國解剖學學

會捐款使用辦法 20180831、第 16屆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參與國際會議補

助辦法 20180831如附件。已於 09/02日寄 email 給全體理監事及教育委員，

提請討論是否仍有需修改之處。 

(3). 經本次理監事會議通過訂定版本後，將送至內政部備查後施行. 

決議：「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捐款使用辦法」及「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員參與國際

會議補助辦法」經本次會議討論後修正如附件。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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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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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碩博士研究生學生會員 學術論文口頭報告競賽規則 

 宗旨： 

鼓勵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各大學及獨立醫學院解剖學相關研

究所碩博士班研究生學生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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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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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請在 108年 01月 18日前 於第三十四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網站

完成線上投稿，包括上傳摘要及論文，逾期恕不予受理。摘要格式依第三

十四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網站所訂；論文格式（8頁以內之 PDF檔論

文初版，含封面、圖、表及參考文獻）詳如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站所訂。

參賽者請務必至網站投稿名單中確認檔案是否上傳成功。 

4. 參賽者請另填妥報名表（請於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站下載）並將上述 8

頁以內之 PDF檔論文最終版（可容許與生醫年會網站上所遞交之初稿版本

有些微修改）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8 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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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2019-解剖學會-名字-學術論文口頭競賽-組別”，例: 2019-解剖學會-張

天然-學術論文口頭競賽-碩士組)，寄達解剖學會電子郵件信箱

16th.anatomy@gmail.com，未於規定時間寄送檔案者視同放棄比賽。   

5.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初步確認參賽者資格並審查書面資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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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

頁，並個別通知之。口頭報告中、英文均可。 

6. 本會學術委員會將以兩階段之成績，擇優選取碩士組及博士組各前三名，

並視情況評選佳作若干名。 

 獎勵辦法： 

1. 碩士組及博士組之第一、二、三名，其獎金分別為壹萬元、陸仟元、肆仟

元，獲選為佳作者得獎金貳仟元；於本學會年會會員大會時頒發獎狀及獎

金。 

2. 碩士組及博士組之前 3名得獎者並於本學會年會安排時段進行口頭報告。 

3. 參加第二階段口頭報告者補助獎助金：北北基所在學校學生補助新台幣

500元，桃竹補助新台幣 800元，苗栗台中彰化補助新台幣 1500元，雲嘉

南高屏補助新台幣 3000 元，花蓮補助新台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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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會員壁報論文競賽規則 

 宗旨： 

鼓勵各大學及獨立醫學院從事解剖學相關研究之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以下簡

稱本會）會員，積極參與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發表論文。 

 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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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辦法： 

1. 參賽論文分為大學部（大學部在學生）、碩士班（碩士班在學生、大學部畢

業生）、博士班（博士班在學生、碩士班畢業生）及博士後（博士班畢業生）

四組。 

2. 參賽會員請在 108年 01月 18日前 於第三十四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網

站完成線上投稿，並上傳摘要，逾期恕不予受理。參賽者請務必至網站投

稿名單中確認檔案是否上傳成功。 

3. 參賽者請另填妥報名表（請於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網站下載）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8 日晚上十二點以前，以電子郵件附件(檔名為”2019-解剖學會-名

字-壁報論文競賽-組別”，例: 2019-解剖學會-張天然-壁報論文競賽-碩士組)，

寄達解剖學會電子郵件信箱 16th.anatomy@gmail.com，未於規定時間寄送

檔案者視同放棄比賽。 

4. 參賽會員請將壁報完整電子檔 (請將檔案轉為 PDF，檔名為”2019-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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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名字-壁報論文競賽-組別”，例: 2019-解剖學會-張天然-壁報論文競賽-

碩士組) 於 108年 3月 22日前寄達解剖學會電子郵件信箱

16th.anatomy@gmail.com。 

5. 壁報製作建議以直式輸出，尺寸大小依第三十四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網站公告而定。大會將於看板上標示論文摘要編號，論文作者請依照編號

於正確看板位置張貼壁報論文。 

6. 論文之圖表文字大小以在一公尺距離可清楚閱讀為原則。 

7. 壁報論文內容的表達方式中、英文皆可。 

8.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之壁報論文指定展示期間內，參賽會員需在壁報論

文旁接受評審。 

 審查機制： 

由本會之學術委員主委負責協調論文評審工作，於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

論文展示期間進行。每一個壁報論文至少由兩位評審委員評審，評審內容包括

壁報內容呈現及壁報第一作者（主講者）之現場表達能力。 

 獎勵辦法： 

甲、 為鼓勵會員踴躍參加論文競賽，參加競賽之壁報論文每件補助五百元。 

乙、 每組擇優取第一、二、三名，獎金分別為三千、兩千、一千元。視情況

選取佳作若干名，獎金五百元。 

 

 

mailto:於108年3月22日前寄達解剖學會電子郵件信箱16th.anatomy@gmail.com
mailto:於108年3月22日前寄達解剖學會電子郵件信箱16th.anatom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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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醫學系】 

新進老師介紹 

姓名:林政賢 Lin, Cheng-Hsien 

最高學歷:早稻田大學運動科學博士 

工作經歷:生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擔當研究助理 (97~103年)、宣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擔當 Project Manager (103~106年)、南台科技大學 擔當兼任助

理教授 (103~107年)  

現任: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研究所】 

 1. 107年3月舉行106學年度慰靈公祭感恩追思儀式。  

 2.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2018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黃峻暐同學榮獲碩士組第一     

名。  

3. 107年4月陳天華教授當選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16 屆理事長   

4. 107年5月27日舉辦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30周年慶及校友回娘家活動。  

5. 傅毓秀教授、鄭瓊娟教授榮獲106學年度校級教學優良獎。  

6. 傅毓秀教授、鄭瓊娟教授、張明超教授、李學德助理教授、蔡佩君助理教授榮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由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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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醫學系106學年度網路教學評估優良教師。  

7. 助教老師 (彭淑婷、蕭文銓、蕭校生、劉欣宜、劉皓云、蔡國樞)榮獲106學年

度醫學系教學優良助教獎。  

8. 107年8月宋晏仁老師榮退。宋老師為科所貢獻良多，作育英才，教澤廣被。  

9. 107年10月6日上午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於國立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

研究所，舉辦第十六屆第一次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10. 107年11月VR教室成立，使用解剖學教材引發學生的學習意願與興趣。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 

1.陳瀅老師升等教授並明珠入掌。 

2.藍心婕老師升等副教授。 

3.羅友志教學助教順利升等講師。 

4.新聘任軍職助理教授 江明憲老師。 

5.新聘任軍職 楊承勳教學助教。 

6.徐佳福主任及黃雍協、林谷峻老師參與中研院分生所暑期大專生培訓計畫實驗   

室。 

7.徐佳福主任獲 107年度三軍總醫院醫師節學術論著績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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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老師介紹 

江明憲, Ph.D. 

職稱:助理教授 

生物及解剖學科 

Email : ph870101@mail.ndmctsgh.edu.tw 
 

◎學歷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經歷 

1. 憲兵司令部醫務隊副隊長 (2007-2012) 

2.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兼任講師 (2009-2012) 

3. 憲兵指揮部軍醫參謀官 (2016-2017) 

4. 國防部軍醫局編審 (2017-2018) 

5. 國防醫學院生物解剖學科助理教授 (2018-迄今)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6.12    恭賀張綺芬老師榮獲本校105學年度傑出教授殊榮，獲頒獎金15萬

及獎牌一面。 

 107.08    恭賀魏一華老師升等教授。 

 107.08    恭賀朱培銘老師升等副教授。 

 

mailto:ph870101@mail.ndmctsg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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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    恭賀張綺芬老師升等副教授。 

 107.09   舉辦107學年度大體老師啟用暨感恩追思法會，由陳志鴻副校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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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三年級學生均出席，法會進行圓滿順利。 

 107.12    恭賀朱培銘老師榮獲本校106學年度傑出教授殊榮，獲頒獎金15萬   

及獎牌一面。 

 108.02    恭賀朱培銘老師榮升解剖學科主任。 

 108.02    恭賀魏一華老師榮升學務長。 

新進老師介紹 

  謝佩伶 Pei-Ling Hsieh 

學歷 EDUCATION 

 Ph.D. in Ad Hoc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Kinesiolog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B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January 2012-August 2016 

 M.S. in Physical Therapy from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ugust 

2007-June 2009 

 B.S. in Physical Therapy from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ugust 2003- 

June 2007 

經歷 EXPERIENCE 

 Assistant professor, Division of Anatom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018.08 to present 

 Postdoc Fellow, Institute of Oral Scienc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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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Taiwan. 2016.10 to 2018.07 

 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UT Austin. 

Spring 2016 (Laboratory for Cardiovascular Tissue Engineering) 

 Teaching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Biology, UT Austin, Austin, Texas, USA. 

Human Microscopic & Gross Anatomy. Spring 2012 to Fall 2015 

 Teaching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Kinesiology, UT Austin, Austin, Texas, USA. 

Applied Human Anatomy. Summer 2012 and Summer 2013 

【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陳儷今老師於 107 年 2月 1日榮升副教授。 

林國偉老師於 107年 7月 31日離職。 

新聘葉姿吟博士擔任本學科專案教師，協助教學(107年 8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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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長久以來對本學會的支持，讓我們能辦理及參與全國性與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並促進解剖科學之研究與發展，您的捐款將會對我們有莫大的幫助，歡迎不

限額單筆捐款。 

為了簡化捐款方式，我們提供了三種方法：銀行匯款、ATM轉帳與現金捐款。

銀行匯款或 ATM轉帳捐款後請電話與學會秘書處聯繫，並將匯款收據註明您的大

名寄至本學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會資訊如下： 

電話：(02)87922484 

學會地址：11490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號 5樓 5362室 

電子信箱：16th.anatomy@gmail.com 

核准立案字號：台內團字第 1070039510號 

統一編號：97994623 

收到您的捐款後學會將開立可抵扣所得稅之收據寄發給您，以利保存及報稅。 

您穩定的支持將是本學會長久營運的基石，也是本學會進步的最大動力！  

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