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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理學會第 25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0 月 15 日 18:00    

地  點：台中高鐵烏日站高鐵食堂會議室(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 號 2 樓) 
出席人員：13 人（應出席人數 20 人，許勤、黃娟娟、顏茂雄、林天南、黃志揚、李怡萱、華

瑜 7 人請假） 

列席人員：廖娟妙、黃美鳯、王羿忻 

主 席 ： 蔡 少 正       紀錄：廖娟妙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略） 

參、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 議案 執行狀況 
1 第 25 屆常務理事暨理事長選舉 完成，已呈報內政部核備 
2 第 25 屆常務監事選舉 完成，已呈報內政部核備 
3 擬請推薦本會於生理形態醫學學

門舉辦四場座談會之主持人及與

談人各一人。 

四場座談會分別於 9/7(南區)、9/21(中區)、
10/05 (東區)及 10/06(北區) 圓滿完成。 

二、 會務報告 

(一)、CJP 業務報告 
1. 已申請 108 年科技部補助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生理字第 093 號)。 
2. 經中國生理學雜誌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107 年 7 月 4 日)： 

(1)授權謝博軒主編與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合約，提供 CJP 更有效率

之數位投審稿、推廣及宣傳系統。簽約費用為 3.4 萬美元/年，三年合約享 3.5
年服務。 

(2)邀請蔡少正理事長、陳景宗副主編、余佳慧副主編、林赫副主編、阮琪昌副主

編、李怡萱委員、林天南委員、華瑜委員、許勤委員各負責一篇 review article (請
於今年 11 月底前繳交稿件)，預定 2019 年初出刋(已繳交：余佳慧副主編)。 

蔡理事長補充：近兩年 CJP 刋登稿件之主題以 neuroscience 領域居多，請各位在

投稿時多加引用以提升 CJP impact factor。 
 

    (二)、第 34 屆生醫年會籌備進度報告 
1. 由臨床生化學會主辦(2019/03/23~24)  
2. 大會主題為: Translating Science into Health Care 
3. 大會口頭論文競賽主題: From Molecules and Cells to Human Health 
4. 各學會報到處配置：考量生理學會報到處與大會報到處相鄰，造成動線阻塞。經

協調本會將與藥理學會報到處互換，以紓解人潮。 
5. 只安排一場大會特別演講，以避免壓縮到各學學排各自議程的彈性空間。 



6. 第一天開幕式地點改在 30 教室。 
7. 徵稿截止日期訂在 108 年 1 月 18 日，需特別強調不再開放延長徵稿期限。 
8. 會議活動整合服務公司：漢肯 
9. 重要時程：11 月中旬確定各學會議程 

 
     (三)、107 年學術研究經驗交流分享座談會會後報告 
地區 日期 地點 主持人 與談人 會後留影 

南區 9/07   高雄醫學大學 
勵學大樓 2F 
第ㄧ會議室 

陳贊如  
郭余民  

許  勤    
李昆澤   

 
中區 9/21   中山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

D05 演講廳 

林  赫   
廖娟妙 

包大靝    
何應瑞  

 
東區 10/5   慈濟大學 

和敬樓第一 
教學研討室 

郭昶志   
楊淑娟   

謝坤叡     
阮琪昌   

 

北區 10/6   陽明大學 
守仁樓膺才廳 
(與解剖學會合

辦) 

謝松蒼   
阮琪昌  

洪麗滿    
徐佳福           

 
蔡理事長補充：建議明年籌辦以學生為主老師為輔的座談會。經費則申請科技部計劃補助。 

肆、討論提案 

一、 34 屆生醫年會議程相關議題，提請討論。(提案人：蔡少正理事長) 
1. 中國生理學會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海報及口頭論文競賽辦法修訂【附件一】。 

  說明：參照 2017 版本，配合 34 屆規定，修訂入會期限及投稿期限為 108 年 1 月 18 日， 
     聘請陽明大學生理所吳鈺琳老師擔任學術委員及頒奬主持人。   
決議： 修正後通過。 
 

2. 本會議程之規劃 
說明：配合大會議程，本會議程暫時排定如【附件二】。需於 11 月中旬確定議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於 keynote speech 之前利用 20-25 分鐘，安排 10-12 位獲選海報 
      複賽之同學以英文口頭報告研究內容(1-2min/人)，keynote  speech 之後安排 2 
   位與 keynote speaker 研究領域相近之國內學者演講(20 min/人) 。請見附件二。 

3. 邀請本會特別演講之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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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華瑜常務理事及李怡萱理事各推薦兩位學。 
學者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研究領域 推薦人 
Denis Noble Past President of IUPS,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UK 
https://www.dpag.ox.ac.uk/team/denis-
noble 

華瑜常務理事 

Ulrich Pohl Secretary General of IUPS,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Luwig-Maximilians 
University, Munich, Germany 

https://www.synergy-munich.de/memb
ers/investigators/pohl/cv/index.html 

華瑜常務理事 

Bruce R. 
Ransom 

Editor-in-Chief of GLIA, Professor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Neurophysiology 
http://depts.washington.edu/givemed/pr
of-chair/holders/bruce-ransom/ 

李怡萱理事 

Brian 
MacVicar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Faculty of 
Medicine UBC;  Co-Director of 
Djavad Mowafaghian Centre for Brain 
Health; Canada Research Chair 

Neurophysiology 
https://www.centreforbrainhealth.ca/m
acvicar-brian 

李怡萱理事 

              決議：邀請 Prof. Denis Noble 為本會 keynote speaker；Prof. Bruce R. Ransom 列為邀請名單 
                    之第二順位。請華常務理事和李理事先行接洽，確認後由學會正式邀請。  

 
4. 訂定本會講座主題及主持人。 

(1)本會講座 I 主題及主持人；(2)本會講座 II 主持人；(3)本會口頭論文競賽主持人。 
(3)大會口頭論文競賽(主題: From Molecules and Cells to Human Health)委員。 

    說明：(1) 華瑜常務理事推薦講座 I 主題如下： 

(A) Developmental programming of adult metabolic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B) Brain-gut communica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決議： 
(1) 華常務理事所提之兩個主題，和前年及去年主題相近。經討論後決議：講座

I 主題為 Endocrinology；由黃娟娟監事擔任主持人並負責四位講者之邀請(其中 
   一位為日本學者)。 
(2) 由陳景宗理事擔任講座 II 主持人並負責四位年輕講者之邀請。 
(3) 由李昆澤理事擔任本會口頭論文競賽主持人。 
(4) 由包大靝理事擔任大會口頭論文競賽委員。 
會後補充：特別演講前之學生壁報摘要報告，請余佳慧理事擔任主持人。 
 

二、 中國生理學會新會員入會名冊審核，提請討論。(提案人：蔡少正理事長) 
說明：請見【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 擬更新學會會員編號編碼方式，提請討論。(廖娟妙秘書長) 

說明：目前會員編號採姓氏對照碼加姓名筆劃，不易記憶。 
決議：保留既往編號，今年起申請入會之新會員編號共八碼修正如下：前兩碼為入會

當年之西元年末兩碼＋三碼(參考教育部訂定之學校代碼)＋三碼(當年度之入會

順序)。 
 

陸、散會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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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國生理學會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海報及口頭論文競賽辦法 

 
1. 凡具有中國生理學會學生會員身份者 (於 2019 年 01 月 18 日前完成入會手續) 均具有參賽資

格。  

2. 競賽項目及參賽者資格如下：  

(1)海報發表競賽：限大學生、碩士生或具有會員身份之研究助理報名參加。  

(2)口頭發表競賽：限以英語演講發表。碩士生、具有會員身份之研究助理、博士生或新科博

士（甫獲得博士學位一年以內者）得報名參加。參賽論文限尚未於期刊發

表者【或發表未滿一年者（以 2019 年 1 月 18 日為基準日，往前推一年。

需檢附抽印本或接受函）】。  

3. 參賽者需於 2019 年 01 月 18 日 17:00 前在生醫年會網頁完成摘要投稿（逾期恕不受理）。  

 參加口頭發表競賽者另需將研究成果以英文撰寫成一篇簡短論文（範例如附件一），將此

短文在 2019 年 01 月 18 日 17:00 前上傳至生醫年會網站並寄至本會吳鈺琳學術委員信箱

（ylwu@ym.edu.tw）。（逾期恕不受理）   

 短文規格：（1）內容依序包括：title, authors, affiliations, abstract,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conclusion, references。（2）最多 4 頁 A4；10-12 號字體；1 或

1.5 行高。（3）存成 word 檔。（4）檔名格式：第一作者-指導教授-學校系所.doc（例如：

張高山-李大海-中山醫大心理系.doc）。   

4. 評選辦法：本會將就參賽作品進行初選。海報發表組與口頭發表組之作品分別評比。  

 海報發表組：評選出參賽作品總數前 20%之作品進入決賽，另安排於會議期間進行現場

發表與評分。 

 口頭發表組：評選出前 6 名之參賽作品進入最後決賽，決賽選出前四名及 2 名佳作。未

獲選進入決賽之作品，將統一排入一般海報發表。作者投稿視同同意此安排。   

具決賽資格者應依照本會安排之時間及地點進行海報發表或口頭發表，本會將遴派專家進行

現場評分。   

5. 評審結果將於生醫年會第二天 16:30 於本會所安排之教室現場公布並頒獎。    

6. 獎勵辦法： 

 海報發表組：評選出第一名 1 位、第二名 3 位、第三名 5 位，分別頒發獎學金 8,000 元、

4,000 元及 2,000 元。另選出佳作 10 名。  

 口頭發表組：依評審成績高低排名前四名，分別頒發獎學金 10,000 元、8,000 元、6,000
元及 4,000 元。佳作 2 名每人獎金 2,000 元。   

上述獎項均頒發獎狀乙紙。   

7. 獲奬人需親臨現埸領奬，未親臨受獎者視同放棄獎項，本會不予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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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理學會口頭論文發表競賽簡短論文範例 

 
 

Effects of OOOOOOOOOOOOOO   
Kao-San Chang1#, Da-Hai Lee1* 
張高山 1#、李大海 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Chung Shun Medical University  
1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所   

#報告者：E-mail : kaosanOOO@gmail.com; TEL : 0932-OOO-XXX   
* 通訊作者：E-mail: yjXXX@OOO.edu.tw   

Abstrac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Keywords: XXX, YYY  

1. Introduction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Animals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2.2. XXXX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3. Results   

OOOOOOOOOOOOOOOOOOO (Fig. 1). OOOOOOOOOOOOOOOOO (Fig. 2).  

 

 

 

 

        Fig 1. OOOOOOOOOOOOOO.             Fig. 2. OOOOOOOOOOOOO.   

4. Discussion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5. Conclusion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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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會生醫年會議程 

108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 
 (大會議程) 一樓 二樓 三樓 
    藥理 生理學會 免疫 影像 毒物 細分 臨生 解剖  生化 
    1教室 2 教室 可勝廳 20 29  30 31 32 33 

09:00 09:30 報到 

09:30 09:50 開幕式 (30 教室) 

09:50 11:00   

10:00~10:25  
(Student report) 

              
10:25~11:10 

Keynote speech (Denis Noble) 

11:00 11:45  

11:10~11:45 
Special lecture 

主持人：蔡少正理事長 
各學會看板論文競賽 I 

11:45 12:45                        科技新知研討會/午餐     
12:45 13:30  13:00~14:30 

生理學會看板論文競賽 
各學會看板論文競賽 II 

13:30 14:30   

14:30 15:30   
14:45~15:30 

生理學會會員大會               
主持人：蔡少正理事長 

              

15:30 15:45  
15:30~15:50  

(Student report) 
15:50~17:30 

Symposium I (Endocrine) 
主持人：黃娟娟 

休息（大會茶點） 

15:45 16:45    大會主題口頭論文競賽 (15:0017:00) 

108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 

    一樓 二樓 三樓 

    藥理 生理學會 免疫 影像 毒物 細分 細生 解剖 生化 

    1 教室 2 教室 可勝廳 20 29  30 31 32 33 

09:00 10:30   
9:00~10:30  

生理學會口頭競賽 
主持人：李昆澤 

 各學會特別演講 
  
  

10:30 10:45 休息（大會茶點） 

10:45 11:45 大會特別演講(楊泮池院士主講) 地點：致德堂  

11:45 12:30  12:00~13:30  
生理學會餐會 

各學會看板論文競賽 III 

12:30 13:30   科技新知研討會 

13:30 14:15 各學會看板論文競賽 IV 

14:15 15:30   13:45~15:45                       
生理學會專題研討會 
主持人：陳景宗 

 各學會專題演講 

15:30 15:45   休息（大會茶點） 

15:45 16:45   
16:00~16:30 

口頭及壁報論文競賽頒獎典禮 
 主持人：吳鈺琳 

 各學會口頭競賽 

 
【附件三】入會名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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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理學會

第25屆第」L次(107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 簽到單
日期‥ 107年_』L月一上L日(週一) 18:00-20:00

地點:台中高鐵食堂會議室(台中高鐵站)TEL:04-36006360

理事

姓名 < 簽到.′ 姓名 簽到 

包大蠟 ÷_∵∵∵考∵ 郭耜志 ￣.一'「 ÷∵二÷÷∵ 

余佳慧 前作么′￣ 陳景宗 ∴三三二 
李怡萱 遼 魄慍) 華 瑜 抖′譎崩 

李昆澤 

( 

黃志揚 

`●■■_￣' 

請假 

阮琪昌 高 焙 楊尚訓 劫謁到 
林 赫 杵豺 蔡少正 丟÷∵二∵ 

洪麗滿 
'￣ ∴÷∵∵享 

謝博軒 ÷幸÷三三i 

張雅雯 鬥 +) 

.’￣ ￣

J 

監 事
吠 

姓名 簽到 

林天南 請假 

許 勤 請假 

童吉士 ′′彩 

黃娟娟 

' 

請假 

顏茂雄 請假 

立
^ → 仞 斤′ 

∴

`\. 一′ 、.→ /? 翻1餅 ∵三于÷÷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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