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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理學會 
第 23 屆第 6 次（105 年度）理監事聯席會議 紀錄     

 
時間：105 年 01 月 06 日（星期四）15:00- 17: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地址：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 段 161 號。)  

 
出席人員： 如簽到冊  
請假人員：陳景宗、游一龍      
主席：謝博軒理 理事長； 紀錄：何應瑞 秘書長   
 
壹、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項 議案  執行狀況  
1 申請主辦 FAOPS 2023 年會  

決議：今年不申請。  
照辦。 
（伊朗得標舉辦 2023 年 FAOPS 年會） 

2 2016 生醫聯會學會的大會演講貴賓人選  
決議：由秘書處續請理監事繼續提供建議

人選名單，以便決議。 

 
 
 
 
 
 
 

Prof. Ip Nancy, 無法前來  
Prof. Yoshihiro Kub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Japan  

3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ysiologi
Sciences  

決議：由秘書處提供往年會議主題，供理

監事參考推薦，再行決定。 

議程建議  15.06.16.  
大陸：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統計結果為  
5 票： New developments from animal 

models of obesity and diabetes  
5 票： Neural regulation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5 票： Synaptic function and plasticity in 

health and disease  
4 有關作者投稿中國生理學雜誌違反學術倫

理之處理原則。   
決議：請中國生理學雜誌研擬更新投稿規

定，明訂違反投稿規定之處理程序。

由 CJP 編輯部擬定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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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務報告   

 
1. 辦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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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9 月 4-5 日； 報名：76 人   

 

 

 

   
項 目 收入 支出 致謝  

報名費 86,500    
生推中心補助款 107,020   蔡司長、林赫 理事 
生理學門補助款 108,364   許勤 理事 
費用  322,995

合計  -21,111

2. 學會網頁更新  

網址：http://www.cps.org.tw/   

新增：1. 學術交流   
      2. 歷史走廊  
      3. 線上 VISA 付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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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檢視資料   

 

聯信中心請款  
交易 

信用卡卡

號 
端末機代

號 

 

處理狀態 
 

 
3D 認證結

果 
 

 

國外卡

 
代碼 

交易日期 交易時間 回覆訊息

***8102 70510802 請款完成 成功  否  02-請款 20151228 17:53:58 請款成功  

***1432 70510802 請款完成 成功  否  02-請款 20151228 18:21:58 請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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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2 70510802 請款完成 成功  否  02-請款 20151231 13:16:00 請款成功  

***9608 70510802 請款完成 成功  否  02-請款 20151231 15:50:40 請款成功  
***5206 70510802 授權成功 成功  是  00-授權 20160104 13:02:16 成功交易 

 

3. 獎勵學生會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015 生醫年會論文競賽特別獎 補助出席 201 5FAOPS 年會  

張  寧、傅兆麟（成大生理所）  

 

4. 本會組團出席 2015 FAOPS 年會   
（1）代表團成員  
      （特別感謝華老師、謝坤叡老師）  

謝博軒 預醫所 

何應瑞 中山醫 

華瑜 高雄長庚  

余佳慧 臺大生理所  

曾清俊 高榮教研部  

謝坤叡 慈大生理科  

楊淑娟 慈科通識中心  

蔡美玲 成功大學  

陳景宗 長庚大學  

王昭仁 高醫生理  

林赫 中興生科  

   （2）恭喜：華瑜教授、蔡美玲教授 當選 FAOPS 理事  

（3）製作贈品邀請國外學者投稿生醫年會   

      已有外國學者投稿將前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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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現況    

1. 總會員數：1,112  

（永久 51、普通 298、學生 763） 

2. 近 4 年招募：696 人  
永久：8   
普通：102   
學生：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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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會房舍管理  

購價：4,200,000 （2013.08.15 購入） 
現值：5,800,000 （6 筆實價登錄推估） 
投報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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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 年（第 31 屆）生醫年會 投稿狀況   

論文數   
學會/年 2014 2015 2016 
生理 173 171 51/140 

藥理 153 144  
解剖 49 69  
生化 219 181  
細分 245 264  
臨生 25 44  
毒物 63 100  
合計  927 973 128 

報到人數  
年 2013 2014 2015 2016

人數 2,182 2,398 2,371 ?? 
 
盈餘分配：40%均分；40%出席會員比例；20%論文數   

學會 
報到

人數  
有效會

員數  
有效%  佔總出席%

30 屆 
分配款 

29 屆 
分配款 

28 屆 
分配款 

27 屆 
分配款 

生理 415 335 81 17.2% 551,916 716,536 416,756 267,644

藥理 373 271 73 15.5% 66,0661 416,612 476,515 283,910
解剖 224 173 77 9.31% 37,5142 389,216 404,306 331,001
生化 381 301 79 15.7% 53,3639 637,813 515,109 321,788
細分 485 385 79 20.2% 65,6922 480,537 533,784 377,068
臨生 319 287 90 13.3% 42,3834 433,862 490,209 411,079
毒物 212 103 49 8.8% 32,6308 265,424 518,533 164,136
合計 2,409 1,855 100% 100% 3,528,422 3,340,000 3,355,212 2,15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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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醫年會議程 

 

9. CJP 業務   

(1) 增聘副經理編輯：余青翰老師 （中山醫大生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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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投審稿簽約（華藝。自 2015 年 4 月 1 日- 2018 年 3 月 31 日止） 

1.本會每年應提撥費用新台幣貳拾萬元整予華藝。  

2.本會可獲得權利金，授權內容內容使用費之 35％。  

（3）王主編報告  （如附件一）  

 

 
貳、議案  
 
一、CJP 彩頁印刷費抵免辦法 （提案人：王錫崗主編 15.07.28）  
說明：（1）CJP 稿件若被接受，電子出版品以彩頁表現，紙本印刷用黑白印刷事宜。 

（2）若用彩色印刷，則彩頁付費必不能免。  
（3）JP 所訂每頁彩頁 NTD7,000，十分低廉    
作者以推薦廣告抵免各項出版費用辦法   
凡推薦合法廠商公司在中國生理學雜誌刊登廣告乙則(目前一般內頁黑白廣告費用為新台

幣 5,000 元)，可抵免下列任一項出版費用：  
　 1. 彩頁 1 頁   　   2. 排版稿 6 頁  
　 3. 投稿費 6 次     4. 英文編修費 1 次   

  [辦法] 作者在 Payment List 上列出廠商資料及連絡人或負責人姓名，並附上(1)廠商同意書(須
請廠商簽名，加蓋公司章)，(2)廣告稿電子檔(A4 尺寸)，(3)繳費 5,000 元之銀行水單，

即可抵免。  
決議：通過。發函通知會員此優惠辦法。   
 
二、CJP 編輯助理蘇詩涵小姐獎勵案 （提案：王錫崗主編 2015.12.17） 
說明：編輯業務之特殊優異表現： 

1. 稿件 CJP#104353 經發現為一稿兩投，已由主編通知科技部，本學會及作者之  服務單位(佛
教慈濟綜合醫院，慈濟大學，中山醫藥大學)， 進行適當處理。（2015.04.23） 

 2. 發現第 58 卷 3 期 Errata 頁之內容有誤，告知主編，於次期補正。（2015.07.03） 
 3. 發現第 58 卷 5 期紙本有五頁圖片印刷缺失(第 291，328，334，336 及 337 頁) (應為白底

背景，誤印為黑底背景)，已要求出版公司，全部免費重印，重寄。（2015.11.03） 
 4. 擬辦：建請惠予獎勵，並頒發績效獎金新台幣貳萬圓整，以資鼓勵。   

決議：通過。續辦。  

 

三、修改章程，增列監事名額，廣納專家進入理監事會  （提案人：理事長）  

說明：1. 本會會員人數日益成長，專業領域多樣，宜擴增各方專家參與會務  
2. 本會目前設理事 15 人、監事 5 人  
3. 建議增加監事人數為 10 人  
4. 擬辦：(1) 提案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本會置理事十五人，監事五人」  
（2）由本會推薦  

(a)已退休之資深專家為「監事」候選人；並 
(b) 推薦連續 10 年（或以上）出任理事（或監事）者 



 10

同時列在「監事」與「理事」候選名單。   

（3）本屆理事會得提出下屆理事、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  

近 10 年理監事當選任職狀況  
期間 姓名 
10 年 華瑜、謝博軒、王家儀、李小媛、曾清俊、  

樓迎統、顏茂雄、郭重雄、童吉士、楊志剛、 

李碧雪   
8 年 許勤、王錫五、蔡美玲、王錫崗  
6 年 李怡萱、陳景宗、郭家驊、陳幸一、蔡作雍  
4 年 何應瑞、蔡少正、游一龍、陳慶鏗   
2 年 林赫、謝坤叡、洪麗滿、嚴震東、黃志揚、 

林正一、陳洵瑛、 黃基礎、蔡元奮、謝建正    
 

決議：1. 維持原訂理監事人數。 
2. 提案會員大會修改章程，明訂：(a) 「理監事連選得連任者不得超過總人數之三分之二」。

(b) 「理監事成員中現任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人員應佔五分之三以上」。 (c) 
「由當選之理事中選出五位常務理事，協助推動學會業務」。 

 
 
四、第 24 屆理監事選舉，推薦候選人（提案人：理事長）  

說明：依照往例： 
（1）現任理監事為當然候選人。   
（2）現任理監事推薦候選人原則：  

(a) 入會滿 5 年、  
(b) 近 3 年為有效會員、  
(c) 副教授（含）以上職級、  
(d) 推薦應選名額 1.5 倍人數為候選人。     

決議：由秘書處製作通訊推薦系統供理監事線上推薦。 
   

五、明年大陸的 ICPS 會議安排 （提案人：理事長） 
說明：決定負責聯絡人和後續議程安排（聯絡陳應城）  
決議：續辦。  
 
六、生理學會 90 週年國際研討會規劃（提案人：理事長） 
說明：時間、地點、邀請對象、負責人。  
決議：續辦。  
 
七、下一次理監事會議日期 （提案人：理事長）  
說明：2/17 蔡作雍院士生日  
決議：通過。2/17 中午召開理監事會議，下午出席由國防醫學院舉辦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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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臨時動議  

  

一、討論是否成立學會「國際化推展小組」由專責理監事負責 （提案人：理事長）  

決議：續辦。  
 
附件一： CJP 業務  王主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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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理學會 
第 23 屆第  6 次（105 年度）理監事聯席會議  簽到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