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生理學會第 24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時  間：106年 3月 22 日 18:00    

地  點：YMCA Royal Host (台北市松江路 156-2 號 2樓) 

出席人員：17人（應出席人數 20人，蔡少正、華瑜、李碧雪 3人請假） 

列席人員：廖娟妙、吳明恒、黃美鳯、洪岳慈 

主  席：謝博軒常務理事 

記    錄：廖娟妙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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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國防醫學院可勝國際會議廳

辦理學會年會活動及紀念

活動 

續辦中(感謝謝博軒常務理事協調，國防醫學院同意可

勝廳 3/25 全日提供學會使用) 

2 生理學會組團參加 2017 

IUPS Congress 事宜 

續辦中(請謝坤叡常務理事報告) 

出席：成大湯銘哲教授及李怡萱理事 

3 以「中國生理學會」名義共

同主辦第七屆亞洲子宮內

膜異位症大會 

續辦中 

4 中國生理學雜誌期刋編輯

室之設置處所 

中國生理學雜誌執行委員會會議 (106年 2月 20 日) 

決議：106年 8月 1日起 

1. 編輯室設置於成大醫學院蔡理事長所使用之

Experimental Biology & Medicine 亞洲辦公室，合

署辦公。 

2. 期刋室設置地點；感謝樓迎統理事協助，期刋室

擬規劃設置於長庚科技大學 

二、 會務報告 

(一)、生理學會新增會員人數 

( 1 )  入會人數： 130 人 ( 1 05 /5 /20 -1 06 /2 /2 0  

   (永久 4 人、普通 11 人、學生 115 人 )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中山醫學大學 34  弘光科技大學 2 

成功大學 20  中山大學 2 

中國醫藥大學 15  韓國高麗大學 1 

臺灣大學 9  德國杜塞道夫大學 1 

陽明大學 8  慈濟科技大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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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 8  國泰綜合醫院 1 

中興大學 6  高雄醫學大學 1 

國防醫學院 5  高雄榮民總醫院 1 

佛光大學 5  馬偕醫學院 1 

輔仁大學 3  長庚大學 1 

慈濟大學 2  中正大學 1 

東海大學 2    

(2) 會員人數 

總人數：1153人(2011~2016年連續五年未繳會費之會員共182人，依照組織章程第

九條第三款：會員因去世或連續五年未繳交會費，經理監事會通過即予除

名並報請會員大會備查。) 

永久會員：54 人 

普通會員：294人 

學生會員：809人 

 

(二) 、32屆生醫年會籌備進度及相關事項報告 

1. 大會議程【附件一】及手冊完成校稿並付梓 

2. 論文徵稿結果 

學會 2016 2017 

生化 178 195 

細分 200 180 

臨生 25 36 

毒物 89 105 

生理 179 212 

藥理 124 135 

解剖 117 89 

免疫 -- 86 

影像 -- 38 

合計 912 1,076 

％ 19.6% 19.7% 

 

  參加論文競賽數量 (慈濟郭昶志老師協助發審) 

     (a) 投稿數量   

    大會主題(轉譯醫學)口頭發表：3名 (1名進入決賽) 

    口頭發表：20名錄取前 6名進入決賽  

    海報發表：86名錄取前 25名進入決賽 

     (b) 邀請評審委員人數 共 89位  

 初賽 複賽 

口頭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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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65 24 

 

3. 生理學會議程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Day1 

(3/25) 

9:00-9:30 林可勝院士 120歲

誕辰紀念茶會 

可勝廳 

前廳 

1. 預計 60人參加 

2. 場地佈置: 38850 元

(Lim-Wang Fund 贊助) 

3. 餐點：7000元 

9:30-10:20  Keynote speech 可勝廳 1. 國防醫視中心派工作人員 2

人加班費共 4000元 

2. Prof. Kim演講費：USD200

元 

13:30-14:30 看板論文發表複賽 第二教室

走廊 

1. 24 位複審 

2. 請郭昶志主任及一位工作

人員着 CPS背心於現場待

命及收取評分表。 

14:30-15:20 會員大會 可勝廳 可委託會員代為出席。 

15:30-17:30 Symposium I 可勝廳 Prof. Minokoshi 

1. 演講費：USD200元 

2. 住宿接機：12740元 

3. 機票：12000元 

 18:00-20:00 宴請貴賓 云喬餐廳 國防醫學院對面 

民權東路六段 202號 

Day2 

(3/26) 

8:30-10:00 口頭論文發表複賽 第二教室 10 分鐘發表；5分鐘提問 

12:00-13:00 生理學家餐會 

 

可勝廳 

前廳 

1. 預估 50人參加  

2. 餐點：20000元  

14:30-16:30 Symposium II 第二教室  

16:30-17:00 論文競賽頒奬典禮 第二教室 奬金：62000元 

 

3. 會議注意及決議事項： 

(1) 講員及主持人相關物品由可勝廳(3/25)或第二教室(3/26)工作人員提供(講師、主持

人費、大會提袋及報到卡等)，若講師、主持人提前一日抵達會場，則至大會總報

到處領取上述物品。 

(2) 大會於 3/24 18:00 兄弟飯店319包廂舉行歡迎晚宴（本會由蔡理事長、日本學者 

Prof. Yasuhiko Minokoshi 及阮理事出席） 

(3) 大會提供學會三張國防醫學院免費停車證 (於會議結束後回收)  

(4) 僅列學生摘要的序號於大會手冊紙本，手冊＆學生摘要全文以 QR code 方式提供

給與會人員下載，不製作 CD-ROM。 

(5) 餐卷以領取便當方式優先使用，若便當用盡，再以戳章同意於國防餐飲街使用 

 

4. 生醫年會 2017年盈餘分配比例預估： 

 分配比例 2016 分配比例 2017 

總收入  880萬  740萬 

總支出  530萬  5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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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  350萬  200萬 

投稿數 20% (19.6%)137200 40% (19.7%)157600 

出席數 40% (18.0%)252000 20% (18.0%)72000 

均分 8份 40% (12.5%)175000 40% (12.5%)100000 

分配款  564,200.  329,600 

 

(三)、學會英文網頁建置進度報告 (http://www.cps.org.tw/) 

肆、討論提案 

一、 新會員入會申請審核案，提請討論。(提案人：蔡少正理事長) 

說明：請參閱會員名冊【附件二】 

決議： 通過。 

二、 105 年決算暨 106年預算案，提請討論。(提案人：蔡少正理事長) 
說明：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通過。 

 

三、 擬於九月 1-2 日於惠蓀林場辦理本會第三次之 retreat 活動，提請討論。(提案人：

李怡萱理事) 

說明：1. 今年與解剖學會共同主辦 retreat活動，參加人數估計約 100～120 人。 

2. 活動規劃：請參閱【附件四】 

3. 暫定兩個演講主題：(I)研究與教學的交互作用；(II)研究主題之選擇、發展、與願景。

請推薦講員。 

 講員 單位 推薦人 備註 

資深 林詠凱老師 文化動物科學 何應瑞理事  

李小媛老師 中研院 陳景宗理事  

郭鍾金老師 台大生理  

年輕 余佳慧老師 台大生理  

林  赫老師 中興生科  

黃國正老師 長庚生醫  

 

4. 成立籌備委員會 

 

決議：1. 通過邀請李小媛老師與余佳慧老師於 retreat活動中進行演講。 

2. 成立籌備委員會：委員會之成員有蔡少正理事長、馬國興理事長、謝博軒常務

理事、何應瑞理事、林赫理事、陳建榮教授、徐佳福教授、吳佳慶教授、林谷

峻秘書長、廖娟妙秘書長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http://www.cp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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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醫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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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Retreat 活動規劃 

 

研討會名稱： 106年度中國生理學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精進研究與教學研習會暨科技部研

究成果發表會   

 

地點：中興大學惠蓀實驗林場  

時間：106年 9月 1日至 9月 2日   

目的：本活動提供研究、教學以及申請計畫之交流平台，傳承研究經驗、交流學術情誼，與會者發表

研究成果，互相切磋交換經驗。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凝聚研究與教學能量，提升基礎生物醫學

的研究與教學水準，增加國際競爭力。新進人員或年輕學者得以了解本學門的研究生態、計畫

的撰寫重點及提倡學術倫理，激勵研究動力。   
議程： 

9/1 （五）  下午   

時間 議程 主講 主持 

11:00 - 12:00 報到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3:10   致詞   
蔡少正理事長 

馬國興理事長 
 

13:10 - 14:00  研究經驗傳承分享-1  生理學會 蔡少正 理事長  

14:00 - 14:50  研究經驗傳承分享-2  解剖學會 馬國興 理事長  

14:50 - 15:10 Coffee break    

15:10 - 16:00 研究與教學的交互作用-1 生理學會余佳慧教授  

16:00 - 16:50  
新進教師於教學、服務、與研究所面

臨之困境與調適  
解剖學會王怡文助理教授  

16:50 - 19:00  晚餐暨共融交流時間    

19:00 - 20:00  海報展示交流  林谷峻秘書長  

20:00 - 20:50  實行導師制度經驗座談 廖娟妙秘書長  

 

9/2 （六）上午   

時間 議程 主講  主持 

07:30- 09:00  早餐暨生態導覽         

09:00 - 9:40 研究主題之選擇、發展、與願景 生理學會李小媛教授  

9:40 - 10:20 
解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主題之選

擇、發展、與願景 
解剖學會錢宗良教授  

10:20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1:10  研究團隊的國際觀 華瑜 教授  

11:10 - 11:50 形態及生理醫學研究推動之展望  李怡萱 學門召集人  

11:50-12:10 閉幕 
蔡少正理事長 

馬國興理事長 
 

12:10- 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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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 字型: 14 點, 粗體, 字型色彩:
藍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