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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理學會  
第 23 屆（103 年度）第 1 次 會員大會 紀錄  

   
時間：103 年 3 月 15 日（星期六） 14:45- 16: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第二 教室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 段 161 號)  

出席人員：應出席 245 人。實際出席 140 人（普通會員+永久會

員＝132 人；委託書 8 張）    
缺席人員：105 人  
主席：謝博軒 理事長 （原屆理事長） 
紀錄：何應瑞  

壹、會務報告  
一、第 22 屆理監事會工作成效 【附件一】 

新入會總人數：282 人（永久會員 3 人、普通會員 33 人、學生會

員 246 人） 

 
二、國科會補助中國生理學會發行中國生理學雜誌： 

95 萬元   
 
三、中國生理學雜誌業務精進案   
 
四、2014 年第 29 屆生物醫學聯合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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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論文數：180   
（二）廠商贊助 

諾貝爾生物：3 萬-「轉譯醫學講座」 、三典科技：3 萬- 會員大會」  
（三）補助遠道學生出席會議  
      學校在中彰投地區 500 元；宜花東雲林及雲林以南地區 800 元。 
 
1. 生理學會特別演講 （主持：謝博軒 理事長） 

主講：裘正健 生科司 司長   

2. 轉譯醫學獎座 （主持：蔡少正 教授）  

主講者：李小媛、曾清俊、謝清河 等教授  

3. 生理學專題研討會（主持：陳景宗 教授） 

主講者：陳仁祥、丁慧如、詹智強、顏賢章、陳珮君 等教授   

4. 論文競賽   
1. 口頭發表競賽：博士班學生（及新科博士）。 

(1) 報名 20 篇，進入決賽 9 篇 
(2) 初審：初審委員 8 位，每位審 10 篇(4 位評審/篇)    
(3) 決賽(口試 10 min)：委員 6 位，選出前 1,2 名各一位, 第 3 名二位及

佳作二位   
2. 海報競賽：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   

(1) 海報投稿總數：162 篇，報名參賽：96 篇     
(2) 初審：初審委員 29 位，每位審 9~10 篇(3 位 reviewers/篇)  
(3) 複審：委員 16 位，每位審 8 篇 (2 位 reviewers/篇)  

3.  致謝：摘要評審、現場評審  
4. 獲獎名單： 

口頭論文競賽 得獎名單 
第一名：頒發獎學金一萬元及獎狀乙紙 
吳莉玲（臺大醫生理所） 
第二名：頒發獎學金八千元及獎狀乙紙 
李祐華（成大基醫所） 
第三名：頒發獎學金五千元及獎狀乙紙 
黃君邦（長庚大學） 
第四名：頒發獎學金四千元及獎狀乙紙 
郭瑋庭（臺大醫生理所） 
佳作：頒發獎學金兩千元及獎狀乙紙 
黃炯瑋（臺大醫生理所）、李佳玲（成大基醫所） 
入選複賽：頒發獎學金一千元及獎狀乙紙  
林雪如（國防醫醫科所）、陳奕豐（長庚大學）（頒發獎狀）、蔡欣儒（陽

明傳統醫藥所）  （頒發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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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論文競賽 得獎名單   
第一名：頒發獎學金八千元及獎狀乙紙 
張寧（成大醫生理所） 
第二名：頒發獎學金四千元及獎狀乙紙 
張家源（臺大心理所）、陳彥竹（國防生科所）、羅達中（臺大心理系） 
第三名：頒發獎學金兩千元及獎狀乙紙 
莊硯捷（國防醫生理所）、賴政遠（中興獸醫所）、簡宏哲（國防醫生理

所） 、徐洛婷（臺大醫生理所）、陳威宇（中國醫基醫所所） 
佳作：頒發獎狀乙紙 
林鈺傑（國防醫生理所）、古曉琳（成大醫生理所）、籃英維（長庚大學）、

黃依涵（成大醫生理所）、張瑋仁（中央研究院）、林祐正（陽明腦科所）、

陳思吟（中山醫醫檢暨生技所）、施漢鵬（國防醫生理所）、葉于萍（陽

明醫生裡所）、王裕方（臺大醫生理所） 
 

 
五、購入不動產    

1. 本項購屋事宜系 102 年 3 月 23 日會員大會通過：「授權理監事會運用本會資金

購置不動產或進行較為有利之管理，再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2. 理監事會（5 月 21 日）決議成立「資產委員小組」（成員：謝理事長、郭重雄

理事與何應瑞秘書長），由資產委員小組進行察看並決定購屋標的，再將結

果回報理監事會。  

3. 資產委員小組於 5 月 26 日赴台中看屋，當天一共看 6 間房屋，最後決定購買標

的（台中市南區南和路 175-2 號 13F-2（朋莊）；33.58 坪，無車位）。該屋

開價 498 萬，經 2 度斡旋（6 月 4 日）以 420 萬成交。  

4. 取得權狀【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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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案  

一、新增財產案  （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1. 新購房舍一幢。2. 章程第 32 條：「 … 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報告、

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表，送監事

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見書送還理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底前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二、解約提撥定存基金以充裕例行資金調度（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活存帳戶剩餘約 10 萬元，擬解約定存基金，以 70%為上限。   
決議：照案通過。     

 

三、授權理監事會於必要時以本會不動產進行抵押貸款或進行較為有利之處置  
（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1.會員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以不動產進行抵押貸款或處置。2. 法
令依據：本會章程第 27 條：… 財產之處分需經會員大會同意。 

決議： 照案通過。若有處置，須提報請會員大會。  
 

四、102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定存

基金收支表及103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討論。   
說明：本會102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

、定存基金收支表及103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業

經第22屆第8次理事會通過，提請討論【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五、選舉第 23 屆理監事  （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 1. 理事候選人獲得現任理事推薦票數≧4 票（共 33 人）。監事候選人獲

得現任理事推薦票數≧3 票（共 11 人）。2. 理事會成員至少三分之一

為新任成員。 

3. 選務人員：發票：留立穎，監票：李碧雪，唱票：劉彥鈞，計票：簡宏

哲。4. 依照章程規定：「第十五條：本會置理事十五人，監事五人，

由會員選舉之，組織理事及監事會議。選舉前項理事、監事時，依計

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理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5. 以「選舉票」

方式辦理選舉，一張選票圈選 15 名以下，依照票數高低，選出 15 名

理事，3 名候補，及 5 名監事，1 名候補。6. 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法進行

選舉。7. 選票蓋會章及常務監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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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出席會議三分之一會員通過照案決行。    

理事當選名單【公告如附件四】  
姓名 票數  姓名 票數 
華瑜 48  曾清俊 29 
謝博軒 47  樓迎統 27 
蔡少正 41  陳景宗 25 
李小媛 40  游一龍 23 
王家儀 33  謝坤叡 21 
林赫 31    
許勤 31  下列為後補  
李怡萱 30  呂國棟 19 
黃志揚 30  鄭劍廷 16 
蔡美玲 30  阮其昌 14 

監事當選名單  

姓名 票數  姓名 票數 
顏茂雄 53  下列為後補  
童吉士 48  蔡作雍 28 
郭重雄 44    
李碧雪 43    
楊志剛 34    

 

叁、臨時動議  

無。 

肆、特別致謝  

 
1. 諾貝爾生物公司贊助：轉譯醫學獎座  3 萬元  
2. 三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會員大會  3 萬元   
 
散會：1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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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 22 屆理監事會工作成效     
 
項 工作   （日期 2012.08.03.） 
1 聘請國科會生理學門召集人蔡少正教授擔任本會有關研究發展總顧問，協助推動生

理學門之研究發展 
2 聘請蔡美玲委員擔任本會有關生理學教育改革之總顧問，協助推展生理學教育之改

革及定位   
3 2013 生物醫學聯合年會中本學會相關議程及內容安排   
4 舉辦 102 年度國科會生物處計畫申請及生理學門計畫書撰寫研習會 
 
項 工作   （日期 2013.02.22.） 
1 招募新會員   
2 籌備生醫年會 
3 協辦「台港生理學研討會」：由王家儀理事申請於台北醫學大學舉辦 
4 邀請全國生理學系所主管餐敘   
 
項 工作    （日期 2013.03.16.） 
1 提案討論資產管理使用案 
2 理事長與秘書長代表出席 2013 IUPS 會議事宜 
3 執行募款及製作學會紀念筆 
4 提請會員大會修訂章程 (退場機制建立)  
 
項 工作    （2013.03.23.） 
1 參與舉辦第 28 屆生醫年會  
2 舉辦第 2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3 修正章程   
4 會員大會通過授權理監事聯席會管理財產案   
5 獲得中研院核准補助理事長及秘書長出席 IUPS 會議 
6 執行購屋案   
   
項 工作    （2013.08.31.） 
1 更新本會「法人」登記證 (取得正式法人登記證)  
2 爭取由中研院國際處代繳國際團體年費 (FAOPS 及 IUPS)  
3 共同主辦「第九屆海峽兩岸心血管科學研討會暨首屆台灣南部國際心腦血管科學研

討會」  
4 籌備 2014 年理監事改選事宜  
5 籌備主辦 2014 年第 29 屆生物醫學聯合年會   
6 本屆理監事會期間會員招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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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會不動產權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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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2 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定

存基金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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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理監事選舉當選名單公布照片  

國防醫學院第二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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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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