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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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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解剖學會第 35 屆學術年會和海峽兩岸 暨 

港澳臺解剖學青年科學家論壇】 

在2019年夏天,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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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佳福教授、郭余民教授、及錢宗良教授帶領 5 位台灣青年學者：蕭鎮源、朱慈

暉、蔡珮君、黃佩宇、胡瑄云，於 2019 年 8 月 18至 20 日赴昆明參加“中國

解剖學會第 35 屆學術年會和海峽兩岸暨港澳臺解剖學青年科學家論壇”，大會的

主題為“交流解剖學科的科研與教學成果，探討解剖學科未來的發展，構建學科

發展共同體”。 

年輕學者於”海峽兩岸（港澳）青年解剖科學家論壇”中進行學術交流演講，

報告會共有三會場同時進行，會議安排兩岸和香港的青年解剖學科學家交叉報告

並回答問題。會議開場由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陳天華教授與中國解剖學會

理事長張紹祥教授共同介紹，三場報告分別由傅毓秀教授、徐佳福教授、郭余民

教授各搭配一位大陸資深教授主持。三場報告會共有 24 位青年學者做學術報告，

內容圍繞解剖學教學、臨床解剖學、數位解剖學、虛擬模擬、神經損傷和再生、

再生醫學、生物材料和組織工程等多個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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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交流積極，氣氛融洽，

實現了以“學術為本、人才為基、團結為要”的理念。 

資深教授參與”海峽兩岸解剖學科學發展史研討會”，報告分為上下半場，

分別由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理事長陳天華教授與理事錢宗良教授各搭配一位大陸

解剖學界資深教授主持，由理事長陳天華教授介紹台灣解剖學界的發展歷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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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傅毓秀教授、徐佳福教授、郭余民教授及錢宗良教授分別介紹陽明大學、國防

醫學院、成功大學及台灣大學解剖學的發展史及各地人文風情、自由學風及進步

創新，讓大陸學者們好生嚮往，這場報告座無虛席且交流踴躍，報告後許多大陸

年輕學者紛紛表達來台交流及學習的意願。 

    透過這樣學術會議的交流，大大增加了來自各學者之間的瞭解，達到優秀解

剖學人才的交流機制，打造解剖學科學家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交流的交流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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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科研環境與學術水準與日俱增，期望日後能有更多的交流，讓兩岸四地的科學

家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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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訂於民國 108 年 09 月 21 日上午，於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舉辦 2019 年解剖學教學研討會。 

活體動物實驗在基礎科學應用中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動物實驗不該

是殘酷無情的，而是用心準備與設計流程，有完善的照顧與細膩的技術，並尊重

生命，才是正確的動物實驗態度。我們舉辦一場以實驗動物技術之介紹與實作為

主題之教學研討會，此活動將大幅提升精進與會夥伴的專業研究知能與研究能力。

會議邀請專業實驗動物專家蒞臨指導，也邀請各醫事大專院校從事動物實驗之研

究人員出席。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有效之教師會員及學生會員享優先報名資格及全額補助

（包括報名費、餐費、上課講義費、實作課程耗材費、以及如下說明之交通費）。

學會於「竹北高鐵站」及「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間安排來

回接駁專車。同時學會也另補助高鐵交通費（依學會網站規定檢附票根或購票證

明文件覈實報支）。 

本次教學研討會約有 50名會員參加，大家對於能分組參與實際動物實驗操作

相當感興趣，並且在最後的綜合討論提出相關的疑問覺得收穫良多，並希望學會

能多舉辦此類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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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解剖學者年會 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 

108 年 8 月 9~11日英國倫敦 

  

 

   



 

 
16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四次 

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03 月 15 日，星期五，18：00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 2 樓 201 廳 

出席人員：理事 

陳天華理事長、徐佳福常務理事、陳玉怜常務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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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瀅理事、黃雍協理事、龔秀妮理事、蔡佩

君理事、王嘉銓理事。 

監事 

曾國藩常務監事、馬國興監事。 

教育委員 

李學德、鄭珈毘、許書豪、莊宏亨、曾國藩（常務監事）、陳世杰、藍琴臺、邱瑞

珍、朱培銘、王霈。 

列席人員：蕭鎮源秘書長、朱慈暉總幹事。 

請假人員：周逸鵬監事、錢宗良監事、王順德監事（教育委員）、謝松蒼常務理事、郭余民常

務理事、司君一教育委員。 

（應出席人數：32 人，出席：26 人，請假：6 人）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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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02 月 17 日寄發給告位理監事及

教育委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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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與生理學會合辦「解剖及生理學門學術研究經驗交流

分享座談會」，兩場會議均順利圓滿，相關紀事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3. 民國 107年 12月 8日、9日受廣西醫科大學譚國鶴教授邀請，由陳天華理事長率團（陳

天華、曾國藩、徐佳福、傅毓秀、曾廣文、蔡佩君）參加「中國-東盟衰老與疾病學術

論壇暨廣西解剖學會 2018年學術年會」進行兩岸交流，相關紀事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4. 「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 及 「海峽兩岸組織胚胎學辭彙」台灣名部分已編撰完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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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 108年 1026 日寄予陸方負責人李金蓮教授，目前進行最後校對。 

5. 感謝各位老師協助 2019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邀稿及講座籌畫事宜，進度報告如附件。

2019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論文徵稿結果分類如下： 

學會口頭論文競賽：14 篇 

學會海報競賽：26 篇 

教學展示海報：13 篇 

（陽明、國防、台大、慈濟、輔大各兩篇，馬偕、中國醫、高醫各一篇） 

其他展示海報：34 篇 

共計 87 篇（佔今年生醫年會大會總投稿數量之 8.9％） 

6. 本次學會競賽海報及教學海報統一安排於星期日展覽，但漢肯公司一開始公告於生醫

年會網站之海報展覽時間未依我們學會所要求排定，目前我們正與漢肯公司溝通中，

除了請漢肯公司盡快刊登公告正確的海報張貼時間外，學會亦會寄信給每一位海報展

示作者及指導老師告知正確之海報張貼時間，造成大家的不便，懇請見諒！也請各位

理監事及教育委員代為傳達此訊息。我們將會在生醫年會檢討會中提請漢肯公司檢討

避免明年再度失誤。 

7. 2019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解剖學學會口頭論文競賽」已於今日下午順利進行，感

謝辛苦的學術委員會理事(徐佳福常務理事、陳瀅理事、李立仁理事、林谷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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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如下： 

 博士組 

名 次 姓 名 學 校 指 導 教 授 

第一名 江明憲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玉怜 

第二名 段立珩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李立仁 

第三名 張欣翰 
國防醫學院 

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陳瀅 

佳作 甘弘偉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謝松蒼 

 碩士組 

名 次 姓 名 學 校 指 導 教 授 

第一名 吳珮羽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龔秀妮 

第二名 程卉華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陳玉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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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張惠慈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家義 

佳作 邢相媛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許美鈴 

佳作 邱欣惠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謝松蒼 

佳作 簡漢翔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王家義 

8. 請代為轉告周知各校解剖教研同好踴躍參加本年度生醫年會；全程參與兩日會議的學

生會員可參與抽獎活動，抽獎獎品為 iPAD 兩台，全程參與會議但未抽到 iPAD 的學生

會員給予 500元鼓勵金。 

9. 籌畫編撰兩岸解剖教學研究發展史，請各校教育委員協助撰寫，圖文檔請於 05/03，

17:30pm 寄回學會信箱 16th.anatomy@gmail.com 

10. 中國解剖學會第 35 屆（2019 年）學術年會擬於 2019 年 8 月 18 日在雲南昆明醫科大學

召開，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11. 湖南中南大學基礎醫學院黨書記黃菊芳教授來信邀請參與長沙解剖國際會議，預定時

間為九月。 

四、 討論提案 

1. 案由：擬請曾國藩教授及馬國興教授代表本學會參加 19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London，August 9-11）。 

說明：1. 第十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會議中決議推派曾國藩教授及馬國興教授

代表本學會參加 2019 年 IFAA 年會。 

2. 擬依往例補助兩位參與教授機票費。 

決議：補助兩位參與教授機票費及註冊費。 

 

2. 案由：擬於 2020 年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二日舉辦兩岸解剖學術交流會議 

說明：兩岸近年來交流密切，我們多次受邀至中國地區大型解剖國際會議演講，會議

期間均接受對岸熱情招待，故擬於 2020 年生醫年會第二日舉辦大型兩岸解剖交

流研討會，以加深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 

決議：同意辦理。但因明年生醫年會仍預訂於國防醫學院舉辦，故兩岸解剖交流研討

會地點可能另擇適當會議場地辦理，初步活動計畫構想書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

時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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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拍照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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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五次 

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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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松蒼常務理事、徐佳福常務理事、陳玉怜常務理事、傅毓秀理事、

王淑慧理事、李立仁理事、林谷峻理事、陳瀅理事、黃雍協理事、龔秀妮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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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委員 

李學德、鄭珈毘、許書豪、莊宏亨、曾國藩（常務監事）、藍琴臺、朱培銘、王順

德監事（監事）、王霈。 

列席人員：蕭鎮源秘書長、朱慈暉總幹事。 

請假人員：錢宗良監事、郭余民常務理事、馮琮涵理事、王嘉銓理事、司君一教育委員、陳世

杰教育委員、邱瑞珍教育委員。 

（應出席人數：32 人，出席：25  人，請假： 7 人）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第十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會議紀錄電子檔已於 108 年

04月 04日寄發給告位理監事及教育委員。 

2.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亦於 108 年 04 月 04 日寄發給

告位理監事及教育委員。 

3. 2019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結案報告如附件。 

4. 「海峽兩岸人體解剖學辭彙」 及 「海峽兩岸組織胚胎學辭彙」台灣名部分已編撰完

成，於 108 年 06 月 04 日再次校正完成寄予各位，若有仍須修正之處，敬請不吝來信

指正。 

5. 108 年 3 月監察院舉辦有關科技部計畫公聽會結論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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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提案 

1. 案由：中國解剖學會第 35 屆（2019 年）學術年會將於 2019 年 8 月 19 日-20 日在雲南 

省昆明市雲安會都雲安會堂大堂舉辦 

說明：  

(1). 會議中已確定規劃舉辦一個解剖學科學發展史專題交流會，為

2020 年中國解剖學會成立 100 周年營造氣氛。 

(2). 中國解剖學會目前擬邀請臺灣資深解剖學家 5-6 名與大陸資深解

剖學家共敘友情，回憶中國解剖學的發展史。  

(3). 另一個“ 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科學家學術交流活動（45 歲以下

年輕學者） ”目前仍在申請中，尚未確定是否會舉辦。 

決議： 

(1). 劉江川前理事長：解剖醫學會歷史（已確認參加） 

(2). 徐佳福老師：國防醫學院解剖學科歷史（已確認參加） 

(3). 傅毓秀老師：陽明大學解剖學科歷史（已確認參加） 

(4). 台大老師（請陳玉怜主任邀請）：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歷史（邀請中） 

(5). 邀請曾國藩老師分享慈濟醫學大學解剖學科歷史（邀請中） 

(6). 邀請沈清良老師分享成功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歷史（邀請中） 

(7). 學會將補助參加老師之來回機票費用（預計 5 ~ 6 位。歷年來學會規定每

年補助國外會議額度為 15 萬，201908 IFAA 已補助約 10 萬，餘 5 萬補助

2019 昆明會議；昆明會議機票補助款不足額由募款費用支應） 

 

2. 案由：擬舉辦 108 年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教學研討會 

說明： 

(1). 時間：108 年 9 月 21 日（周六） 

(2). 主題：動物實驗技術之進步 與 動物模式替代方案的相關技術 

(3). 地點：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 

                          （苗栗縣竹南鎮，國衛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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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加及補助人員：教師會員及學生會員 

(5). 初步議程 

 

 

 

 

 

 

 

 

 

 

 

 

 

 

 

 

 

 

 

 

 

 

     

 

 

09:00~09:30  報到及領取講義  

09:30~09:20  齧齒類動物實驗簡介 及 飼養環境配備簡介  

09:20-10:10  齧齒類動物疼痛評估介紹、照護管理、常見疾病及異常處理  

10:10-10:20  Coffee Break  

10:20-11:10  大動物實驗簡介 及 飼養環境配備簡介  

11:10-12:00  大動物疼痛評估介紹、照護管理、常見疾病及異常處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動物模式替代方案的相關技術 

14:30-14:40 Break 

14:40-15:40  

小鼠/大鼠飼養照護實習與實驗技術操作 

(生理與行為觀察、環境豐富化、保定、灌食、採血、腹腔注

射、麻醉)  

15:40-15:50 Break 

15:50-16:50  

白兔/小豬飼養照護實習與實驗技術操作 

(生理與行為觀察、環境豐富化、保定、灌食、採血、腹腔注

射、麻醉)  

16:50-17:1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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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由：2020 年兩岸解剖學術交流會議初步規劃 

說明： 

(1). 擬於 109年 3月 21日星期日（2020年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二日）舉

辦大型兩岸解剖交流研討會，以加深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 

(2). 擬成立工作小組 

(3). 地點：(暫定)台北凱撒大飯店 

(4). 初步議程：  

星期日 

08:00~08:30 報到及領取講義 

08:30~10:00 教學研討會 I 

10:00-10:20 Coffee break 

10:20-11:50 教學研討會 II 

11:50-13:30 午餐 

13:30-15:30 學術研討會 I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7:50 學術研討會 II 

19:00- 晚宴(解剖學學會春酒) 

星期一 

09:00~10:30 兩岸交流座談會 或 旅遊行程 

10:30~12:00 兩岸交流座談會 或 旅遊行程 

12:00-14:30 午餐 

14:30-16:30 參觀故宮 

16:30-18:00 參觀 101 

18:00- 晚宴 

決議：全體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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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1. 案由：109 年 6 月 11-12 日 將於 新加坡 舉辦 IASCBC  

說明：6th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and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2020 

 (IASCBC 2020),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決議：目前議程尚未公布，學會若接獲後續會議資訊將立刻公布給大家，希望大家踴

躍參加。 

 

 

六、 拍照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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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六次 

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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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松蒼常務理事、徐佳福常務理事、陳玉怜常務理事、郭余民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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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瀅理

事、黃雍協理事、龔秀妮理事、蔡佩君理事、王嘉銓理事。 

監事 

曾國藩常務監事、馬國興監事、周逸鵬監事、王順德監事。 

教育委員 

李學德、江明憲、許書豪、莊宏亨、曾國藩（常務監事）、邱瑞珍、朱培銘、邱美

妙、王霈、曾拓榮。 

列席人員：蕭鎮源秘書長、朱慈暉總幹事。 

          洪君琳主任、施耀翔老師 

請假人員：錢宗良監事、馬國興監事、謝松蒼理事、黃雍協理事、王嘉銓理事、司君一教育委

員、莊宏亨教育委員、陳世杰教育委員(委任施耀翔老師出席) 

（應出席人數：34 人，出席：27  人，請假： 7 人）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第十六屆第五次理監事暨教育委員聯席會議）會議紀錄電子檔已於 108 年

06月 24日寄發給告位理監事及教育委員。 

2. 謝謝大家幫忙校閱台灣解剖史稿件，稿件已於 108 年 09 月 08 日寄回給中國解剖學會

席煥久教授。 

3. 學會補助曾國藩教授與馬國興教授代表本會參加 108年 8月 9~11 日在英國倫敦舉辦之

國際解剖學者年會 (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一行順利圓滿，報告如附件，相關紀事已放置

於學會網頁。 

4. 學會補助本年度解剖學學會口頭論文競賽得獎者：江明憲博士與吳姵羽碩士參加 108

年 8 月 9~11 日在英國倫敦舉辦之國際解剖學者年會(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Anatomists, IFAA)，一行順利圓滿，

報告如附件，相關紀事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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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8年 08月 18~20日參加中國解剖學會於昆明舉辦之第 35屆學術年會進行兩岸交流，

一行順利圓滿，報告如附件，相關紀事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6. 民國 108年 09月 21日於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舉辦「中華民國解

剖學學會第十六屆第二次解剖學教學研討會，主題：實驗動物技術之介紹與實作，提

昇研究能力/知能」；活動順利圓滿，參與活動回饋良好，相關紀事已放置於學會網頁。 

7. 各校提報第十六屆第二期 2019.08.01 ~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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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明憲教育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黃步敏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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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杰教育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曾拓榮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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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美妙教育委員 

輔仁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 王霈教育委員 

8. 109年6月10~12日在新加坡舉辦 IASCBC（6th International Anatomical Sciences and Cell 

Biology Conference 2020） 

http://medicine.nus.edu.sg/ant/iascbc2020/call_for_abstracts.html 

 

9. 109 年 8 月 8~10 日在北京舉辦 APICA（The 9th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atomists），同時舉辦中國解剖學會 35 屆學術年會 

http://apica2020.csa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19 

  

http://s04.calm9.com/qrcode/2019-11/87UDWPFDBK.jpg
http://s04.calm9.com/qrcode/2019-11/IM7QYTN17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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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提案 

1. 案由：原訂於 109年 3月 22日星期日（2020 年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第二日）舉辦大型 

      兩岸解剖交流研討會，考量目前兩岸關係，延期至 5月或 6月。 

說明： 

(1). 大陸周長滿教授來信說明可能無法前來參加明年 3月的會議，待 2月局勢穩

定後再商議擇期 

(2). 暫擬於 5 月或 6 月舉辦。 

決議： 同意通過 

 

2. 案由：2020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議程 

說明： 

(1). 第三十五屆生醫年會訂於 109 年 03 月 21、22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 

(2).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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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教授   

                                                   管家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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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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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主題：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Biomedicine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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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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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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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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細胞應用  傅毓秀教授 

臨床解剖學  曾國藩教授 

轉譯醫學    賴逸儒教授 

(4). 講者每人 2000元演講費，交通費另與核實補助。 

(5). 請各校教育委員負責督促各校提供二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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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元之海報製作費。 

(6). 2020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碩博士研究生學術論文口頭報告競賽規則、2020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學生會員壁報論文競賽規則、2020 論文口頭報告競賽及

壁報競賽報名表、2020 學術論文口頭報告競賽論文格式已公告於學會網路上，

也已寄至各位會員信箱，如附件。 

(7). 2020 年生醫年會盈餘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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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數：盈餘之30% (原20%)依照會員出席人數佔總百分比配。 

論文數：盈餘之30% (原40%)依照論文篇數佔總投稿百分比配。 

(8). 請大家幫忙鼓勵會員踴躍投稿。 

投稿截止日期：108 年 12月 18 日，16:59:59截止 (不再開放延長) 

所有投稿論文摘要一律採線上繳交方式，一個 email投稿一篇。 

(9). 請各校教育委員於 108年 12月 20日前協助回傳各校新進會員名單（新生名

單）至學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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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同意解剖學學會特別演講邀請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管家義教授擔任演講

來賓，而兩場 symposium 分別邀請 台大 陳玉怜教授 及 陽明 傅毓秀

教授 擔任主持人，symposium 的主題及演講來賓由主持人決定及邀請。

講者每人 2000元演講費，交通費另與核實補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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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元之海報製

作費。 

 

3.案由：2020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投稿及競賽規則 

說明： 

(1). 確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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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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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拍照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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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08年大事記 

108.01  108年1月22日解剖所師生至台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進行參訪

交流活動。 

108.03  邀請台灣大學生理學研究所張哲助理教授演講:Tissue-resident and  

        blood-derived macrophages:the essential player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recovery 

108.03  3月27日舉行107學年度慰靈公祭感恩追思儀式。 

108.04  傅毓秀教授、李學德助理教授、蔡佩君助理教授榮獲醫學系一○七學年

度第一學期網路教學評估優良教師 

108.05  蔡佩君助理教授榮獲107學年度醫學院院院級教學傑出獎 

108.05  邀請輔仁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王霈助理教授演講:讓教與學更有趣的好方

法-數位教材在教學中的應用 

108.05  邀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黃韻如教授演講: The epigenetic landscape 

and 3D chromatin architecture of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spectrum 

108.07  傅毓秀教授、張明超教授、鄭瓊娟教授、李學德助理教授、蔡佩君助理

教授榮獲醫學系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教學評估優良教師  

108.08  新聘侯珮珊專案助理教授 

108.08  傅毓秀教授之榮陽團隊領先全球，「菜瓜布肺」有解了！幹細胞治療 一

個月內逆轉肺纖維化，研究刊登在知名醫學期刊《Theranotics》。 

108.09  舉辦2019秋季人體解剖及細胞醫學營 

各校解剖學科活動報導（由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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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呂鈺芊同學榮獲醫學院108學年度成績優異獎學金  

108.11  葉添順教授榮獲107學年度良師益友導師 

108.12  遺體處理室冷藏空間擴充整建案竣工 

108.12  舉辦2019冬季人體解剖及細胞醫學營 

108.12  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所新網頁上線 

 

新進教師: 

中英文姓名 

侯珮珊 Pei-Shan Hou 

學歷 EDUCATION 

國立臺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EXPERIENCE 

JSPS博士後研究員 2017~2019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2016~2017 

訪問博士後研究員 2015~2016 (科技部千里馬補助)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2013~2015 

研究興趣 RESEARCH INTERESTS 

透過演化不同物種體內發育觀點與與體外3D腦類胚體解析人類新皮層發育的

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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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5 恭賀王怡文老師獲以「皮膚替代物及製備方法與用途」獲第十六屆國家新

創獎 

108.12 國防醫學院解剖學科與國內虛擬實境創新公司合作，合作國內最大的混合

實境（MR）解剖教室 

109.05 國防醫學院趙壯飛教授仙逝 

109.08 恭賀兼任講師解剖學會秘書長蕭鎮源醫 師獲博士學位 

 

新進教師: 

中英文姓名 NAME 

江明憲 

Ming-Hsien, Chiang 

學歷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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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兼任講師  

國防部軍醫局編審 

國防醫學院生物解剖學科助理教授 

研究興趣 RESEARCH INTERESTS 

透過生物資訊的方法，篩選潛力候選抗原，研發多重抗藥性細菌疫苗，並以動

物疾病模式，評估疫苗之抗原性與保護力。近期研究方向包含探討細菌外膜囊

泡與宿主免疫反應，及運用 XR虛擬實境技術開發解剖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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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08 大事記 

108.1.22 陽明解剖所師生參訪本學科 

108.1.25-27 本學科與台大醫院麻醉部協辦 WIP Taipei Interventional Pain 

Workshop & First East-Asian FIPP/CIPS Examination 

108.2.12 本學科施宏澤副理獲 108 年度醫學院績優員工。 

108.3.24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08 年研究生學術論文競賽本所獲獎學生：博士

班組第一名江明憲同學；第二名段立珩同學；佳作甘弘偉同學;碩士班

組第一名吳珮羽同學；第二名程卉華同學。 

108.3.24 賴逸儒教授應邀至第 34屆生醫年會解剖學會演講，題目是「台大醫學

系整合型課程發展─以解剖教學為例」。 

108.3.25 台大醫學院舉辦 107 學年度慰靈公祭，本學科全體老師及研究生均出

席。 

108.4.01 本所陳學亭博士榮獲台大醫學院 107學年度「研究生優秀著作獎」優

等獎。 

108.4.17 本所研究生校友丁修齊博士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 1.「脂質體學

研究現況」；2.「申請國外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員經驗分享」。 

108.5.1 Bi-Hung Peng 博士,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Cell Biology, & Anatomy,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Innovative Resources 

for Learning Anatomy」。 

108.6.4 本研究所安排研究生參訪生技產業，慧智基因公司。 

108.6.4 錢宗良教授續聘醣基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為期三年。學術回

饋金將依據臺灣大學教師兼職相關產業回饋辦法撥款至校。 

108.6.14 本所研究生撥穗典禮，108學年度新生說明會暨迎新茶會。 

108.6.19 碩士畢業論文競賽，第一名吳珮羽同學；第二名程卉華同學；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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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欣惠同學。 

108.6.28 舉辦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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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1 本學科謝松蒼教授出書，書名為「Small Fiber Neuropathy and Related 

Syndromes: Pain and Neurodegeneration」。 

108.7.3 余宗學博士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Columbia University 受邀

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Two-Edged Sword: What are the newborn 

neurons do in the injured brains ?」。        

108.7.26 李忠穎博士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emel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Reprogramming Microglial 

Reactivity in Alzheimer's disease」。 

108.8.01 謝松蒼教授榮任台大醫學院副院長。 

          賴逸儒教授榮任台大醫院副院長。 

          王淑慧助理教授榮升副教授。 

108.8.20 錢宗良教授參加於雲南昆明由中國解剖學會舉辦之海峽兩岸解剖學發

展史研討會，講題為「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發展史」。 

108.8.22 原田彰宏教授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Osaka University, Japan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 

「Roles of Rabs for apical transport, ciliogenesis, and diseases: 

lessons from knockout mice」。 

108.9.05 龔秀妮老師榮獲本校醫學院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108.9.16 錢宗良教授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發展

史」。 

108.9.25 Boston Hao Chiang (Robyn), Ph.D., Scientist, AAV Molecular 

Biology, Akouos, Inc.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Canonical W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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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ing Pathway Facilitates Postnatal Inner Ear Hair Cell 

generation」。 

          Dr. Cheng-Chang "Maxo" Chen, Center for Integrated Protein 

Science Munich (CIPSM), and Department of Pharmacy, LMU Munich, 

Germany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Endo-lysosomal ion channels 

in health and disease」。 

108.9.27 研究所加強招生安排導覽參觀活動。 

108.9.28 本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慶。陳玉怜所長及全所同仁共同籌備，邀請黃

邦雄、曾昌衍、歐陽品、周逸鵬、鄭瓊娟、張克明、陳同偉、宋欣錦、

蒲相霖、曾拓榮、陳淑華、劉炯輝、林含貞校友代表不同年代不同實

驗室來分享學研經驗。感謝友聯光學、昶安科技、荻珥生醫、盛隆實

業及博盛貿易公司贊助。 

108.10.4 蔡錫圭名譽教授於 108 年 10月 4 日辭世。 

108.12.6 本研究所安排研究生參訪生醫科技展。 

108.12.9 計仁昌教授 Molecular Genetics and Microbiology  

          Duke University 受邀於本學科演講，講題為「Genetic determinants 

of ferr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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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 

中英文姓名 NAME 

張銘峰  

Chang Ming-Fong 

學歷 EDUCATION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經歷 EXPERIENCE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 助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計與醫藥研究所 副研究員 

研究興趣 RESEARCH INTERESTS 

醫學教育 

生物資訊學 

周邊神經 神經生物學 

疼痛相關分子生物研究 

高通量實驗資料分析 

資料探勘與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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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108 大事記 

108.10  恭賀蘇柏全助理教授為北醫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新進教師  

109.06  恭賀北醫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周綉珠教授榮獲 108 年優良教師 

109.08  恭賀北醫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邱瑞珍助理教授擔任醫學系行政教師 

109.08  109 學年第一次 北醫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大體老師火化完成 

 

新進教師:                            

中英文姓名 

蘇柏全  

Bor-Chyuan Su 

學歷 EDUCATION 

國立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EXPERIENCE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助理教授 (2019.10-now)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臨海研究站 博士後研究員 

(2015-2019.09)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2014.08-2015.06) 

研究興趣 RESEARCH INTERESTS 

訊息傳遞、細胞死亡機制、藥物開發與抗菌胜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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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3 3 月 29日舉行 107 學年度大體老師追思感恩典禮 

108.03 恭賀曾廣文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 

108.07 107學年度大體老師火化儀式完成 

108.09 帶領學生拜訪 108 學年度啟用之大體老師的家屬 

109.03 恭賀林政賢老師及邱美妙老師榮獲 108學年度教學優良 

109.03 恭賀邱美妙老師榮獲 108 學年度優良教材數位類 

109.05 錄製 108 學年度大體老師追思感恩詩歌影片並發送給家屬 

109.07 108學年度大體老師火化儀式完成 

【長庚大學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3 新聘陳昕汝擔任助教工作 

108.07 火化追思感恩典禮 送別大體老師 

108.08 恭喜莊宏亨教授榮獲 108 年度優良教師研究獎 

109.07 火化追思感恩典禮 送別大體老師 

【中國醫藥大學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8 恭賀蔡孟宏老師升等教授。 

108.08 恭賀吳政訓老師升等教授。 

108.09 舉辦 108 學年度 20 位大體老師啟用暨感恩追思法會。 

109.01 舉辦 108 學年度 20 位大體老師火化法會暨感恩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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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8 廖玟潔教授接任解剖學科主任。 

108.08 曾拓榮老師升等副教授。 

108.10 本校圖資處圖書服務組協助解剖學資料庫教學應用課程開課。上課內容：

1. Primal 3D Real-time解剖資料庫：資料庫簡介，資料庫軟體的安裝；

2. zSpace與Visible body：zSpace可以操縱和探索人體解剖學虛擬模型。 

而 Visible Body 與 zSpace 相結合，能清晰地了解人體結構。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108 大事記 

108.01  舉辦學士後醫學系 107 級『入殮火化儀式』，107 學年度上學期學士後醫

學系解剖教學大體老師共有 4 位。 

108.01  本學科出版『憶』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7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大體老

師生平、學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錄文字。 

108.01  舉辦醫學暨牙醫學系 106級『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7 學年度解剖教學

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14位。 

108.06  本學科出版『春泥』一書，其內收錄本校 107學年度醫學暨牙醫學系大

體老師生平、學生心得感想及儀式紀錄文字。 

108.06  舉辦『大體老師入殮火化儀式』，並由鐘育志校長主持 107 學年度『人體

暨器官捐贈感恩大會』 

108.08  聘請施耀翔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協助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神經解剖

學等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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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  舉辦 108 學年度中元普渡,由高雄醫學大學鐘育志校長主祭。 

108.08  舉辦學士後醫學系 108 級『解剖教學啟用儀式』，108 學年度上學期解剖

教學啟用的大體老師共有 4位。 

108.10  何宛怡老師、陳永佳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優良教材教師。 

108.10  陳永佳老師榮獲本校 108學年度績優導師暨輔導老師。 

108.10  謝侑霖老師榮獲本校 108學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108.10  陳永佳老師、謝侑霖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師研究論文獎勵。 

 

新進教師: 

中英文姓名 NAME 

施耀翔 

Shih Yao Hsiang 

學歷 EDUCATION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系 學士 2004-2008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暨解剖學研究所 碩士逕讀 2008-2009 

國立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博士 2009-2015 

經歷 EXPERIENCE 

中央研究院 博士後研究 2015-2019 

高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 助理教授 2019-迄今 

研究興趣 RESEARCH INTERESTS 

神經科學，神經退化疾病，阿茲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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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義守大學醫學院成立於民國 103 年，地處高雄市燕巢區，與義大醫院院

區以義大路相面而立，先後成立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國際學

生專班等共 14 個學系。 醫學系於 108 學年度開始，每屆招收 30 名高中

畢業生; 解剖學科負責多數醫學院內各系之大體解剖學、解剖學、組織

學、胚胎學、與神經解剖學等相關科目課程的規劃及教授。目前學科內

共有 7 位專任教師，包含後醫學系周明加副教授、柯翠玲助理教授、彭

偉豪助理教授和甘弘偉助理教授共 4 位和醫學系廖孟琳助理教授、徐中

濟助理教授和蔡璧合助理教授共3位。學科最初由周明加老師擔任主任，

制定了解剖學科初始之制度。近因周主任榮升後醫學系副主任，故於 109

學年起由柯翠玲老師接任。因學科內新進教師比例較高，故於教學、研

究、與行政上均需各校豐富經驗之指導與交流，期望諸位先進不吝指導

及鼓勵。另因本校醫學系初成立，大體老師來源及數量非常短缺，急需

各校幫忙勸募與轉贈，懇請各校不吝為偏鄉建立紮實的基礎醫學教育盡

一份力量，無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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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事記 

108.0109  義守大學醫學院大體老師啟用儀式由義大副校長周兆民主持，學院院

長、醫學系後中醫學系均派員參加，本學科全體老師及醫學系學生均

出席。儀式圓滿順利。 

108.0220  本學科彭偉豪助理教授協助接待以色列外賓來訪及解說解剖教學設備，

對本校數位教學解剖桌等設備印象深刻。 

108.0312  吐瓦魯教育部官員拜訪，本學科彭偉豪助理教授負責擔任解剖教學設

備解說，參訪人士印象深刻。 

108.0620  義守大學醫學院大體老師入殮、火化暨感恩追思儀式由校長陳振遠博

士主持，儀式圓滿順利。 

108.0801  醫學系正式成立，並由周明加副教授擔任解剖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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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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