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生理學會 

第 22 屆 102 年度第 1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紀錄   
 
日期：102 年 2 月 22 日 （星期五） 

時間： 16:00- 18: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生理學科 會議室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 段 161 號)  

              
出席人員：如簽名冊   
 
壹、確認上次會議記錄暨決議辦理情形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附件一）  

 
貳、工作報告  
 
一、近期會員入會情形： （附件二 入會名冊）  

總入會人數：103 人 
普通會員：23 人 
學生會員：80 人   （截至 2013.02.14） 
職稱 人數 
助理教授/助研究員 7
副教授 8
教授 2
博士/博士後 6
博士生 13
碩士生 51
研究助理 1
大學生 15

合計 103
 

二、生醫年會籌備進度報告： （附件三 生醫年會議程） 

（一）、生理學會特別演講：Dr. William Chilian （主持：謝博軒 理事長） 

題目：Regulation of Blood Flow to the Heart: A feed-forward process that is regulated by 

H2O2-dependent redox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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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譯醫學專論：從生理到臨床（主持：樓迎統 校長）  

主講者：  
1. 楊松昇 副教授 三總腎臟內科  

題目：SPAKling on the Sodium and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2. 鄭劍廷 教授 師大生物系  

題目：Reactive Oxygen Species Signaling: from Bench to Bedside 
3. 蔡少正 教授 成大生理所  

題目：Hypoxia, epigenetics, and endometriosis  
 

（三）、生理學在醫學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持：蔡美玲 教授）  

主講者：蔡美玲、許勤、湯志永、卓貴美、謝博軒   
 

（四）、生理學專題研討會（主持：李小媛 教授） 

主講者： 
1. 盧主欽 長庚大學 生理暨藥理學組 助理教授  （肥胖與代謝生理） 

題目：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adipokine secretion 
2. 余青翰 中山醫大 生理學科 助理教授（內分泌生殖系統）   

題目：The role of diosgenin on the male reproductive function in 
accelerated senescence rat models  

3. 李季湜 中正大學 心理學系 副教授（神經行為科學）   
題目：眼框前額葉多巴胺系統與注意力不足過動症抑制功能失調之

關係 
4. 林詠凱 文化大學動物系 副教授 （生醫材料、專利技轉）   

題目：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rmal Responsive 
HA/Puronic Acid  

 

（五）、論文競賽：   

1. 口頭發表競賽：博士班學生（及新科博士）。報名 34 篇  
(1)摘要評審致謝：李怡萱理事、陳景宗理事、童吉士理事、曾清俊理事  
(2)進入決賽：6 篇 
(3)現場評審：Profs. 謝博軒、李碧雪、李小媛、許勤、華瑜   
 

姓名 題目 單位  

李佳欣 延腦鼻端腹外側核之血管緊張素第一型接受器調

控氧化壓力參與中風後血壓激增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生物醫學

轉譯研究中心 

林校群 
Gabapentin 在清醒神經病變性疼痛大鼠腦中可增

強導水管旁灰質與抑制島狀皮質葡萄糖代謝率：

利用正子造影之研究 
台大 動物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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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健 酒精加劇腦溢血導致之大腦損傷—氧化性壓力及

神經免疫的角色探討 花蓮慈濟醫院研究部 

趙錦鳳 薑黃素調控泡沫細胞膽固醇代謝之分子機轉  陽明大學 生理所 

魯本立 內外側視丘核在不同大腦醒覺程度下對傷害覺刺

激編碼的差異 台大 動物所 

簡郡緯 TYRO3 在大腸直腸癌進程及轉移中所扮演的角

色          
成大 基礎醫學研究所、生理

學研究所、附設醫院外科  

 
2. 海報競賽：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   

(1)海報投稿總數：138 篇   
(2)報名參賽：31 篇 （30 篇為有效參賽案件）  
(3)評審團：龔志力、郭東益、吳勝男、何美玲、謝坤叡、李宗玄、林則彬、

余佳慧   

邀請理事評審：Profs.王家儀、王錫五、洪麗滿、郭家驊、蔡美玲、郭重雄   

共 14 位，分為 7 組，每組 2 位評審（評 4 篇 poster），其中 2 組各多評

一篇 poster   

 

海報競賽 時間：3 月 23 日（星期六） 13:00-13:45 地點：國防醫學院 1 樓 海報區   
評審委員： 

王家儀 台北醫學

大學  

生理學科教

授 
(02)2736-1661 ext. 3412

jywang2010@tmu.edu.tw;  

龔志力 中國醫大  生理科 04-22053366  #2182 clgrog@mail.cmu.edu.tw;  

何美泠 高醫  生理所 07- 312-1101 #2309 m675005@kmu.edu.tw; 

homelin@kmu.edu.tw;  
郭家驊 台北市立

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所 (02)28718288 ext 5101 

kch@tpec.edu.tw;  

余佳慧 台大 生理所 23123456  ext8237 lchyu@ntu.edu.tw; 
lchyuyu@hotmail.com; 
lchyu@ha.mc.ntu.edu.tw 

洪麗滿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03)2118800 ext 3338 lisahung@mail.cgu.edu.tw;   

林則彬 北醫 生理所 0935-972-505  tblin2@gmail.com;  

王錫五 長庚大學 生理學科 (03)2118800 ext 5253 swwang@mail.cgu.edu.tw;    

包大靝 中國 臨床醫學研

究所 

0922-321638  dtbau@mail.cmu.edu.tw;  

李宗玄 陽明 生理所 02- 2826-7365   tslee@ym.edu.tw;  

吳勝男 成大  生理所 06-2353535 ext 5420; 

5421  
snwu@mail.ncku.edu.tw;  

謝坤叡 慈濟  生理所 (03)8565301-2711  krshieh@mail.tcu.edu.tw;  

郭重雄 慈濟大學 
藥理暨毒理

所 
(03)8565477 ext 7631 

jskuo@mail.tcu.edu.tw;  

郭東益 中山醫大 生理科 (04)2473-0022 11654 dykuo@csmu.edu.tw;  

 

 

3. 獎項：  

(a) 口頭發表前四名，分別頒發獎學金 9,000 、6,000、3,000 及 2,000 元。  

(b) 海報發表將評選出第一名 1 位、第二名 2 位、第三名 5 位，分別頒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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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金 6,000、3,000 及 1,500 元。另選出佳作 10 名。 

(c) 上述獎項均頒發獎狀乙紙。  

(d) 獲獎人需親自於現場領獎，否則以棄權論。  

(e) 總獎金：39,500 元   

 

（六）、講稿費： 

各學會特別演講講者及主持人講稿費 2,000 元，並由主辦單位統一製作

水晶獎牌。   

（七）、大會晚宴：（每個學會 4位名額）  

理事長、秘書長、華理事、Prof. Chilian。時間：暫定 3 月 22 日 18:30，

地點另行通知。    

 

（八）、大會主辦單位規劃：（PPT 檔）   

三、中國生理學雜誌業務報告 （王錫崗 主編）  

1. 出版狀況   
2. 請協助：a. 投稿、b. 審稿、c. 推薦刊登廣告、d. 推廣訂閱（尤其科技大學）。 
3. 收支狀況（101 年度） 

  收入 支出

國科會補助收入 (補助 CJP) 1,200,000

期刊收入     604,339 

雜誌人事費  765,979 

雜誌出版業務費  766,072 

  合計  272,288 

 

四、協辦「台港生理學研討會」 （王家儀 理事）  

說明：台港生理學研討會自 1997 年起，已舉辦 14 屆。2013 年 5 月 26（星期日）

將於台北醫學大學舉辦會議，主題：Physiome and Systems Biology（生理

體學與系統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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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議案  

一、申請學會補助評估原則 （提案人：王錫崗 理事） 

說明：1. 是否確有需求，2. 是否已向本會以外公私單位多方爭取補助，3. 申請

者是否應自行負擔一定比例，4. 考慮學會之年度經費收支狀況，5. 生理

學會主辦和協辦之優先順序。 

決議：於申請者申請補助後再召開理監事會議，評估補助經費與原則。  
 

二、補助出席生醫年會出席費  （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為補助並吸引更多會員與會，建議補助會員出席費。1. 生醫年費節餘款

分配原則，系依照出席會員人數為基礎，每一出席人數約可分配 1,400 元。

2. 為吸引更多會員與會，建議補助會員出席費如下。 

 普通會員 學生會員

中部（中彰投） 500 300

南部（雲林及以南地區） 1,000 500

東部（宜花東） 1,000 500

決議：補助學生會員交通費，中部（中彰投）補助交通費 500 元，南部（雲林
以南）和東部（宜花東）補助交通費 800 元。 

 
三、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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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收支表，請討論  
說明：（如附件四）  
 
決議：通過。  

  
 
四、102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請討論   

說明：1. 長年會費收入調高2萬(應可達成) 其他收入增加為 10萬元(廠商捐款已

入帳)。2.定期提撥基金 (原本是用作舉辦FAOPS的籌備基金) 目前應

該不需要。（如附件五、六）  
 
決議：定期提撥基金：依預算收入總額提列20％以下作為基金，修正後通過。   

 

五、理監事會邀宴全國生理學系所主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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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 感謝全國各生理學系所主管支持本會。2. 推動全國生理學研究生入會

專案。3. 推動投稿CJP、訂閱CJP倍增計畫。4. 時間：3月23日（六）17:30
。 5.建議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湯志永 台大生理所 副教授 

高毓儒 陽明生理科 教授兼任生理學研究所所長 

王鴻利 長庚生理 教授兼任生理暨藥理學科主任 

龔志力 中國醫大 生理科 副教授 

郭東益 中山醫大 生理科 教授/科主任 

吳勝男 成大 生理所 教授兼所長 

何美玲 高醫 生理所 教授兼生理學科主任 

謝坤叡 慈濟 生理所 副教授/所長/生理學科主任 

 
決議：1. 由理事長及秘書長代表理監事邀請生理學單位主管餐敘。2. 名單內新

增輔仁大學生理學科卓貴美教授與馬偕生理學科老師。  
 

六、學會購置不動產議案 （提案人：秘書處、王錫崗、童吉士理事） 

說明：1. 查「人民團體法」未規範購置房舍事宜。2. 經費相規定：經費來源：

入會費、常年會費、事業費、會員捐款、委託收益、基金及其孳息、

其他收入。3. 購置不動產之好處：a.保值、b.自用、c.出租經常性

收入。4. 本學會現有活存 2,498,781 元、定存 4,003,857 元。5. 活

用資源以利孳息。6.分析擬辦 （附件六）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基金暨餘絀  

 科目      金額   科目     金額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庫存現金  9,403  暫收款  1,409 
 庫存現金-編輯部  60,019  預收收入  26,000 
 庫存現金-秘書處   10,000  基金  
 銀行存款-兆豐銀行-活存  2,498,781  提撥基金  1,918,965 
 銀行存款-劃撥帳戶  142,753   
 銀行存款-兆豐銀行-定存  4,003,857   
   累計餘絀  4,881,194 
   本期餘絀  - 102,755 

 合計 6,724,813  合計 6,724,813 
 
決議：另行召開理監事會議討論成立資產委員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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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臨時動議  

無。 

散會：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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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前次會議事項辦理情形   
項

次 

案由 辦理情形 

1 聘請國科會生理學門召集人擔任

本會有關研究發展總顧問，協助

推動生理學門之研究發展 

已邀請國科會生理學門召集人

蔡少正教授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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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邀請蔡美玲委員出任  

3 章程部分內文修正案，學生會員

入會費 100 元，年費 100 元 
已經照案執行  

4 2013 生物醫學聯合年會中本學會

相關議程及內容安排 
（列於工作報告）  

5 成立學會獎學金及訂定申請辦法 續辦中  

6 增加幹事乙員用以加強網頁更新

及維護並協助處理會務   
已聘任  

7 成立林可勝教授紀念室暨常設會

址進度說明 
理事長優先申請國防醫學院經

費。不足部分再議。  

8 補助出席下半年蘇州國際生理學

學會事宜原則通過補助每人台幣

35,000 元。不高於核定數額下實

報實銷），唯應優先申請政府補

助。 

獲得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陸委

會）補助 8 萬元。補助對象：曾

清俊、王家儀、呂國棟、李怡萱。

1/29 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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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近期會員入會情形   
姓名 號碼 性別 身份：學生

S; 一般 G 現職機構 職稱 
李秋美 07360978 女 G 長庚醫學研究部 助研究員 
周育如 08080765 女 G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周思怡 08080909 女 G 台北醫學大學神經再生醫學學程  助理教授 
陳仁祥 11650438 男 G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助理教授 
陳喬男 11711207 女 G 長庚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黃國正 12821105 男 G 長庚大學生醫學系  助理教授 
賴桂珍 16231038 女 G 國立政治大學神經科學所 助理教授 
王英洲 04370965 男 G 輔仁大學臨床心理學系 副教授 
李季湜 07360814 男 G 國立中正大學心理學系 副教授 
林水龍 08490434 男 G 台大生理學研究所 副教授 
林佳賢 08490800 女 G 開南大學健康產業管理系 副教授 
黃智偉 12821226 男 G 佛光大學心理系 副教授 
賴文崧 16230438 男 G 台大心理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賴亮全 16230977 男 G 台灣大學生理所 副教授 
戴元基 17050406 男 G 長庚醫學系/臨床研究所 副教授醫師 
郭東益 11660810 男 G 中山醫學大學生理科  教授 
蔡玲玲 15350949 女 G 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康兆凱 11800648 男 G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 博士 
古惠珍 05121509 女 G 中央生科系 博士後 
蘇國輝 20091180 男 G 陽明大學生理所 博士後 
王微黎 04371315 女 G 國衛院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柯政宏 09400977 男 G 中正大學心理健康推廣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李嘉宜 07361402 女 G 陽明腦科所 博後 
吳聲輝 07181729 男 S 中山醫大 生醫系肄業 大學生 
蔡佩蓉 15350818 女 S 中山醫大心理系 大學生 
林慧甄 08491549 女 S 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 大學生 
廖丹瑜 14050403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 大學生 
何詩君 07061364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宋之維 07220438 男 S 北醫醫學系 大學生 
周璟言 08081636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洪櫻慈 09482101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徐詩惠 10231364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張思毅 11240937 男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陳冠豪 11710977 男 S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大學生 
陳晴彤 11711284 女 S 中山大學生科所 大學生 
劉俊宏 15030912 男 S 中國醫大生技系 大學生 
蔡佩蓉 15350880 女 S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系  大學生 
黃奕嘉 12820978 女 S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大學生 
蒙宛筠 14340819 女 S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松德院區） 研究助理 
王瀚潁 04371919 男 S 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神經生物組 博士生 
田沁潔 05310765 女 S 慈濟醫科所 博士生 
吳凱

Buyandelger 
Batsaikhan 

07181284 男 S 北醫醫科所 博士生 

李祐華 07361077 男 S 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 博士生 
林校群 08491077 男 S 台大動物所 博士生 
彭逸稘 12151364 女 S 慈濟醫科所 博士生 
廖羿涵 14051077 女 S 中正大學心理學系 博士生 
趙錦鳳 14441636 女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博士生 
劉水育 15030430 男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博士生 
蔡依倫 15350805 女 S 中山大學生科系 博士生 
簡郡緯 18061077 女 S 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 博士生 
李冠毅 07360977 男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博士生 
魯本立 15460525 女 S 台灣大學醫工所 博士生 
張綺紋 11241453 女 S 政治大學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甘育菱 05300765 女 S 國立陽明大學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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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柏翰 07060937 男 S 佛光大學心理系碩士 碩士生 
林雅琪 08491284 女 S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翁崇瀚 10541116 男 S 國立陽明大學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江晉緯 06331031 男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碩士生 
何舒婷 07061252 女 S 中興生科系 碩士生 
吳秀薇 07180809 女 S 台大生理所 碩士生 
吳書毅 07181014 男 S 中國醫大針灸研究所 碩士生 
巫弈聖 07270937 男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林宗彥 08490819 男 S 慈濟生理所 碩士生 
林品萱 08490937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姜浩華 09181077 女 S 台大生理所 碩士生 
柯嘉華 09401402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翁婉容 10541180 女 S 台大腦與心智科學所 碩士生 
高方淇 10740412 女 S 政大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張家昇 11241009 男 S 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碩士生 
黃田碩 12820531 男 S 國防醫學院病理暨寄生蟲 碩士生 
黃弈博 12821285 男 S 政大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黃昭敏 12820979 女 S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所 碩士生 
黃博君 12821284 女 S 國防醫學院病理暨寄生蟲 碩士生 
趙婉婷 14441180 女 S 台大動科所 碩士生 
蔡昇峰 15350881 男 S 成大生理所 碩士生 
蔡旻翰 15350880 男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鄭伊雯 15420604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鄭宇庭 15430622 男 S 台大生科所 碩士生 
賴志勛 16230765 男 S 慈濟生理暨解剖醫學碩士班 碩士生 
羅達中 19091351 男 S 台大心理所 碩士生 
方雅玟 04281284 女 S 國立成功大學認知神經科學 碩士生 
王珣 04371077 男 S 佛光大學心理學系 碩士生 
吳芳諭 07180865 女 S 佛光大學心理學系 碩士生 
李佳樺 07360880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林品儀 08490953 女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碩士生 
林家慶 08491077 男 S 陽明大學生理所 碩士生 
洪禎廷 09481453 男 S 政治大學神科所 碩士生 
唐玉芳 10100529 女 S 輔仁大學臨床心理所 碩士生 
留立穎 10480541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涂雲瑾 10451278 男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張正誼 11240541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陳尹蒨 11710423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陳姿妤 11710925 女 S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碩士生 
陳楚綸 11711318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黃仲磊 12820602 男 S 佛光大學心理學系 碩士生 
黃炫寰 12820977 男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黃崇銘 12821116 男 S 佛光大學心理學系 碩士生 
黃瓊幼 12821919 女 S 輔仁大學臨床心理所 碩士生 
楊惠汝 13161284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蕭惠尹 17181284 女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謝秉諶 12710880 男 S 輔仁大學臨床心理所 碩士生 
簡宏哲 18060724 男 S 國防醫學院生理及生物物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林依霖 08490805 女 S 中國醫大基醫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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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醫年會議程 
102 年 3 月 23 日(周六)  

  一樓 三樓 

 
藥理

學會 
生理學會 

細分生

學會

臨床

生化 

解剖

學會 

生化

學會

毒物

學會

 
1 教

室 
2 教室 30教室 

31 教

室 

32 教

室 

33教

室

34 教

室 

09:00-10:00  

轉譯醫學專論：從生理到臨床  

（主持：樓迎統 教授） 

 

1. 09:10- 09:50 楊松昇 教授 L01 

     

10:00-10:15  2. 09:50- 10:30 鄭劍廷 教授 L02 休息 

10:15-11:15  3. 10:30- 11:10 蔡少正 教授 L03      

11:15-12:00 Poster Discussion     （生物處業務說明會 裘正健處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3:45 Poster Discussion （海報論文 競賽） 

13:45-14:45 

生理學會 特別演講  

主講：Dr. William Chilian  K01  

(主持：謝博軒 教授)  

14:45-15:45 

 

生理學會會員大會  

（主持：謝博軒 理事長） 

     

15:45-16:00 休息 

16:00-17:00  

博士生暨新科博士口頭論文競賽  

（主持：童吉士教授、陳景宗教授） 

O11- O16  

     

 
 

102 年 3 月 24 日(周日)   
 

 一樓 三樓 

 
藥理學

會 
生理學會 

細分生

學會

臨床

生化 

解剖

學會 

生化

學會

毒物

學會

 1 教室 2 教室 30 教室
31 教

室 

32 教

室 

33 教

室

34 教

室

09:00-10:00  

生理學在醫學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主持：蔡美玲 授） 

 

主講者：蔡美玲、許勤、湯志永、卓

貴美、謝博軒 教授  

L04- 08  

     

10:00-10:15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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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15 生醫年會大會特別演講 

11:15-12:00 Poster Discussion 

12:00-13:00 午餐 

13:00-13:45 Poster Discussion 

13:45-15:45  

生理學專題研討會  

（主持：李小媛 教授） 

 

主講者： 

1. 13:45- 14:15 盧主欽 助理教授 L09  

2. 14:15- 14:45 余青翰 助理教授 L10  

3. 14:45- 15:15 李季湜 副教授 L11  

4. 15:15- 15:45 林詠凱 副教授 L12  

     

15:45-16:00 休息 

16:00-17:00  
生理學會 口頭及壁報論文競賽頒獎典禮  

（主持：李怡萱 教授） 
     

   

 

【附件四】：101 年度決算表   
 

【附件五】：102 年度預算表  

【 附件六】：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附件七】： 學會購屋事宜分析擬辦   

以台中市為例，幾乎每個地方最近一個月漲幅約 5%，過去一年房價持續走高。因此應盡

早規劃購置不動產。 

下列「實價登錄資料」，台中市火車站前方，最近成交物件行情，8.5 萬/坪。

http://evertrust.yungching.com.tw/Taichung_Central  

此以物件為例，26.61 坪房子， 226 萬元，（8.5 萬/坪）。 

建議作法： 

1. 解除部分定存，動用約 100 萬元資金為自備款。 

2. 購買總價約 300- 400 萬元之標的。餘額約 200- 300 萬元申請 20 年房貸。 

3. 可以申請前 2 年只付息，不攤本。利息約 5,000 元/月（60,000 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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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攤本息：13,000 元/月（每年約 156,000 元 ← 每年只要支付這筆錢）。 

5. 出租：租金 1 萬元/月（台中行情）一年收租金 12 萬，投資報酬率（12/226）

5.3%，遠高於定存利率及房貸利率。 

 
台中市/中區 成交行情  

 
 
新北市/淡水區/ 學府路 ( 民國 101 年第一季 ~ 民國 101 年第四季 )   

住宅區、住宅大樓（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 

街 道 名 稱 及 範 圍 
建築完成

年月 樓層 總樓層 面積(坪) 總價 單價/坪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09610  2  14  9.17 168  18.32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09610  5  14  10.24 164 16.02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09610  12  14  10.24 173 16.89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8408  4  16  56.58 645  11.40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9610  4  14  10.45 158  15.12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8408  3  17  19.44 270 13.89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9610  14  14  10.41 158 15.18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8408  12  19  19.91 270 13.56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8408  7  18  27.8 430  15.47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9610  8  14  10.45 157  15.02  
學府路 學府路 1 號至 50 號  8809  9  11  16.65 432  25.95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09610  9  14  11.01 165  14.99  
學府路 學府路 101 號至 150 號  09610  10  14  10.19 165  16.19  
學府路 學府路 1 號至 50 號  08809  5  11  16.63 528 31.75  
學府路 學府路 1 號至 50 號  08809  3  11  14.65 376 2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