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第八期會訊
民國八十六年八月 十五日
八萬六千三百四十元整，故除廠商捐贈
款五萬元用盡外，再由學會經費補助三
萬六千三百四十元整。（ ２ ）「1997
神經科學研究技術研討暨研習會」：廠
商捐贈八萬元，此活動共計支出五萬六
千九百零三元，故由廠商捐款全額支
出，因此本專款目前結餘二萬三千零九
十七元。
（二）己於八十六年四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在長庚醫學院舉辦「1997 年神經
科學研究技術研討暨研習會」，其
詳細記實及活動剪影將刊載於八十
六年七月十五日出刊之學會會訊。
（三）「第十二屆生物醫學聯合年會」會
後依出席人數而作出結餘分配，本
學會配得九萬元已列入學會收入項
目（如報告事項一）。
七、討論事項：
（一）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之會後討論
案。
決議：１劉鴻文理事於大會所提有關「學
生會員」會費問題，由於本學會章
程中未設「學生會員」，故將由劉
理事另提案修訂章程，於下次理監
事會議中討論決定，若通過則再經
下次會員大會討論決定。
２內政部社會司出席代表所提「組
織章程」條文修訂事項，將俟內政
部社會司來函再行討論。
（二）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會徽設計圖之
初審。
決議：因參加甄選的作品只有兩件，故送
件截止日延期至下次理監事會議
﹙十月四日﹚時，屆時再進行初審
工作。
（三）擬舉辦「解剖學會會員聯誼旅遊」
之初步草案討論案。

【學會會務】：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第五屆第六次理監
事聯席會議暨第五次教育委員會議
會議記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八
日上午十時
二、地點：長庚醫學院解剖學科會議室
三、主席：黃華民
四、出席：
【理事】廖克剛、趙壯飛、劉鴻文、王順
德、黃銀河、陳文彬、游祥明、
許世昌
【監事】哈鴻潛
【教育委員】陳文彬、游祥明、鄭海倫、
曾應龍
五、記錄：鄭麗菁
六、工作報告：
（一）財務狀況：
１上次結餘金額為二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
三元整，「收入方面」包括﹕「生物醫
學聯合年會」會後結餘分配得九萬元
整，「會員大會」入會費及年費收入四
萬六千七百五十元整，「1997 年神經
科學研究技術研討暨研習會」廠商贊助
八萬元，故收入小計二十一萬六千七百
五十元整；「支出方面」包括：學會專
用電腦六萬三千五百元整，「1997 年
神經科學研究技術研討暨研習會」支出
五萬六千九百零三元整，會員大會支出
二萬六千二百六十元，秘書行政費、郵
資、印刷等支出二萬二千二百二十六
元，故支出小計十六萬三千四百八十九
元整，因此目前結餘二十七萬一千零四
十四元整。
２舉辦活動時廠商捐贈之款項，將成立
「專款專用」：（１）「解剖學教學研
討會」廠商捐贈五萬元此活動共計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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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擬於八十六年八月四、五日于東北
角、宜蘭地區二日遊，會中決議交
通費用由學會補助，而住宿、伙食
及保險費由會員自付，詳細行程、
費用計算、報名方式等內容，請廖
克剛理事擬案執行。
附註：由於行程安排上的配合，聯誼旅遊
將改於八月十八、十九日舉行，詳
細行程與報名表將於近日內發函通
知會員。
（四）擬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舉辦「學術研
討會」之初步草案討論案。
決議：由趙壯飛理事擬案辦理，由各校派
一名共同討論，國防—劉江川主
任、台大—溫振源教授、陽明—游
祥明主任、北醫—吳慶祥副教授、
長庚—黃華民主任、慈濟—曾應龍
主任、中山—廖克剛副教授、成
大—沈清良教授、中國—高田主
任、高醫—劉克明教授、台中榮
總—郭重雄教授等共同策劃。
（五）決定下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時間。
決議：擬定於八十六年十月四日﹙星期
六﹚上午十點三十分于台大解剖學
科會議室舉行。
八、臨時動議：
（一）修訂「組織學」「胚胎學」名詞之
提案。
決議：由劉鴻文理事主持、擬定施行辦
法，邀請各校派代表共同討論審定
「組織學」「胚胎學」名詞。
（二）於組織章程修訂設置「學生會員」
前，補助學生出席生醫聯會暨解剖
學會會員大會之提案。
決議：由劉鴻文理事草擬辦法，於下次理
監事會議中討論。
（三）鼓勵研究生參與論文口頭報告，於
生醫聯會第一天上午舉辦「研究生
論文口頭報告競賽」之提案。
決議：由趙壯飛與王順德兩位理事草擬辦
法，於下次理監事會議中討論。

1. 盧國賢老師自8月1日起接任醫學院學務
分處主任。
2. 王淑美老師自8月1日起接任解剖學科主
任兼解剖學研究所所長。
3. 曾國藩老師升等為教授。
4. 陳文彬老師擬於86年8月至87年7月期間
前 往 荷 蘭 University of Utrecht,
Departem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進行研究。
5. 呂俊宏老師於6月22日喜獲麟兒。

【陽明大學醫學院】：
宋晏仁老師自8月1日起接任解剖學科主任
兼解剖學研究所所長。

【國防醫學院】：
徐佳福老師已於美國耶魯大學取得解剖學
博士學位，返台擔任助理教授。

【台北醫學院】：
張秋雲老師於6月喜獲麟兒。

【成功大學醫學院】：
1. 楊西苑老師自8月1日起轉任台大動物
學系教職。
2. 簡基憲、李世雄二位老師至台大醫學
院解剖所進修，於6月1日起暫返校復
職。

【高雄醫學院】：
1. 陳世杰老師自8月1日起接任解剖學科主
任。
2. 馮琮涵博士加入本科教學及研究行列。
3. 暑假期間，本院原綜合實驗大樓即將整
修，原來位於地下室之解剖學實習室將
搬到六樓；組織學實驗室與微生物學實
驗室，寄生蟲實驗室將搬到五樓（生物
用途之顯微鏡則放置五樓，集中管

【台灣大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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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獻體貯存室、骨箱與標本仍然放
在地下室。

research. The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the
ones on (1) the study of genetic difference
of 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CRF)
content and CRF mRNA in the
hypothalamus and amygdala of alcohol
preferring (P) rats and alcohol-nonpreferring
(NP) rats; (2) the study of genetic differnce
of GABA-a receptor subunit mRNA in the
brain of P and NP rats; (3) the study of
genetic differnce of neuropeptide Y (NPY)
content and NPY mRNA in the brain of P
and NP rats; (4) GTP protein binding and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 the brain of SHR
and WKY rats; (5) the study on caloric
restriction on longevity: an NPY hypothesis;
(6) Role of the locus coeruleus on stressinduced depression; and (7) Role of the
amygdala in anxiety of P rats (vs. NP rats).
The immunocytochemical(IMC) localization,
EM IMC, receptor binding method,
radio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as well
as simple behavior methods such as the
plus-maze for anxiety, and forced swimming
for depression will be used. Of course, not
all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jects will use
all of these techniques and/or methods, as
you can tell from the project titl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is the concept of the
IMC. Therefore, a person that you know has
an experience on the IMC will be excellent,
with EM-IMC will be superb. Or a scientist
who has his/her own idea. I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t. If the project which
is not too far or too remote from my own
research scope, I may be able to consider it.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Dr. Bang H. Hwang
Department of Anatomy MS-259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635 Barnhill Dr.
Indianapolis, IN 46202, USA
Tel: 1-317-274-5016
Fax: 1-317-278-2040
E-mail: hwang@anatomy.inpui.edu

【慈濟醫學院】：
賴昆城老師於6月22日喜獲麟兒。

【長庚大學醫學院】：
1. 本校自8月1日起升格改制為長庚大學。
2. 本校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自八十六學
年起奉准成立，並於8月12日辦理招生
考試，預計錄取五名。
3. 鄭授德老師自8月1日起接任解剖學科主
任。
4. 歐陽品老師於7月7日喜獲麟兒。

【國內外求才消息】：
長庚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擬徵求 2-4 名助
理教授級教師，從事解剖相關之教學與研
究。1)資格：凡民國四十六年八月一日以
後出生(未滿四十歲)，具國內外解剖學相
關系所之博士學位者。2)應徵辦法：請備
妥個人學經歷資料乙份、論文著作抽印本
或影印本、及至少兩份推薦函，以掛號
寄：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長庚
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轉解剖學科教師徵
求委員會召集人歐陽品收
詳情請洽長庚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
聯絡電話：03-3283016 轉 5267 傳真專
線：03-3287367 截止日期：八十六年十
一月一日（以郵戳為憑）。
Postdoctoral Research Position
This position can be started as early as
anytime and could be up to two years. The
annual salary is US$25,000 plus health
benefits. The purpose of our program is to
boot up our department's research
productivity. The only job description is to
do good research and give a departmental
seminar each year. In my laboratory, I have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that may interest
someone that you know and are good in

【國內外學術會議】：
中華民國基礎神經科學學會會員大會及新
知研討會，將於10月4日假國防醫學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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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詳情請洽：中華民國基礎神經科學學
會秘書處 葛其梅秘書長 臺中榮總醫研
部
台 中 市 中 港 路 三 段 160 號 Tel:
(04)359-2525轉4025 Fax: (04)359-2705

Forum of European Neuroscience Societies.
The first biannual meeting of all European
national neuroscience societies and many
European societies, such as Brain and
Behavior, Behavioral Pharmacology and
Neurochemistry Societies, will be held in
Berlin from June 27 through July 1, 199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N.
Huijboorn, European Neuroscience Meeting,
P.O. Box 238, 1400 AE Bussum, The
Netherlands. E-mail: ena@worldaccess.nl.
Narry Everitt, chai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E-mail: bje@cus.cam.ac.uk.

中國神經科學學會將於10月16-19日在西
安第四軍醫大學舉行第二屆學術年會，邀
請海內外神經科學工作者前往參加，邀請
函與會議通知影本備索，或詳洽：
Prof. J-shuo Li (李繼碩)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Second Biennial Meeting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K. K. Leung Brain Research Center
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o. 17, W. Changle Road,
Xi’an 710032, China
Tel: 86-29-3283229 or 3221616 ext. 75065
Fax: 86-29-3234516

The
12th
European
Society
for
Neurochemistry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St.
Petersburg, Russia on July 19-24, 1998.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at:
Secretariat of 12th ESN Meeting
Institute of the Human Brain,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9 Pavlov Street, St.
Petersburg, 197376 RUSSIA
Tel: +7-812-2349423
Fax: +7-812-2343247
E-mail: 12esn@rsn.spb.su

The Sixth Conference on the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will be held on 2124 October 1997 at Irvine, CA. USA.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please contact:
Lynn M. Brown,
Center for the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A 92697-3800, USA.
Tel: +1-714-824-5193
Fax: +1-714-824-8481
E-mail: imbrown@uci.edu

【編輯小記】：
1. 暑假期間，會訊出刊順延一個月，下
期會訊將照常於十月十五日發行。
2. 『學會活動圖片集錦』是一種嘗試，
由於經費限制，只能以相片掃描成電
腦圖檔，再利用 Word 7.0 插圖功能編
輯後印刷，不但是無彩的，也會有些
失真，尚請多加包涵。
3. 歡迎各單位及個人踴躍投稿，為鼓勵
個人投稿撰述研究學習心得及相關文
章，將酬以稿費。若對本期會訊內容
有任何意見或建議，亦歡迎來函。函
稿請寄：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259號
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解剖學科，或傳
真：03-328-7367。

Winter Conference on Brain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Although the program of
group presentations has been established,
opportunities are still available for
individual posters or oral presentations. The
deadline is Sept. 1, 199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to be put on the mailing list,
contact M. Zigmond, Conference Chai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pt. of
Neuroscience, 570 Crawford Hall,
Pittsburgh, PA 15260.
Tel: +1-412-624-4258.
E-mail: wcbr@bns.pitt.edu. Web site:
http://www.conted.ceps.uiuc.edu/ci/w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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