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理學會
第 23 屆第 2 次（103 年度）理監事聯席會議 紀錄
時間：103 年 9 月 20 日（星期六）13:00- 14: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生理學科 會議室（6229 室）
(地址：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 段 161 號。校內可停車，請依照警衛指引停車)

出席人員：如簽名冊（理監事應親自出席，不可委託代理）
理事：華瑜、曾清俊、謝博軒、樓迎統、蔡少正、陳景宗、李小媛、游一龍、王家儀、謝坤叡、
林赫、許勤、李怡萱、黃志揚、蔡美玲
監事：顏茂雄、童吉士、郭重雄、李碧雪、楊志剛

缺席人員：理事：樓迎統、游一龍

監事：楊志剛（請假）

主席：謝博軒理 理事長； 紀錄：何應瑞
壹、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附件一】
二 、 2014 科 技 部 生 科 司 研 究 計 畫 撰 寫 與 論 文 發 表 研 習 會
1. 指導單位：生科司。協辦單位：科技部生科司形態及生理醫學學門、藥理學會、
生化分生學會、細分學會、臨床生化學會、毒物學會、解剖學會。
2. 活動費 1,000 元。會員折抵 2015 年年費。大學生特優價 500 元。
3. 報名人數：232 人。

三、第 30 屆生醫年會籌備進度
1.
2.
3.
4.

會議日期：2015 年 3 月 21-22 日。地點：國防醫學院。
增加「大會『主題』競賽獎」（stem cell）。
口頭與壁報論文將會依主題做分類。
投稿時間：11/15- 12/30 截止。

四、學會首頁功能更新
1. 將有線上報名、線上 ATM 繳費及 VISA 卡繳費功能。2. 目前正在測試中。

五、申請科技部「補助 104 年度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1. 7/31 線上送出。8/4 發文。

六、學會房舍管理
1. 2013.08.15 取得權狀。2. 總價 420 萬。33.56 坪（＝12.51 萬/坪）。 3. 投資收
益 12,000 元/月（合約至 2014.12.31.）。

七、中國生理學雜誌投審稿系統數位化進度
1. 通知飛資得與華藝出版公司聯繫王主編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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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案

一、邀請第 30 屆生醫年會本會特別演講主講人

（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1. 發函請理監事推薦。
2. 理事長推薦：美國 Joslin Diabetes Center 哈佛醫學院曾玉華副教授。研究主
題：肥胖和能量代謝的調控機轉，尤其是棕色脂肪細胞的角色。研究橫跨基
礎與臨床，有非常傑出的研究成果，發表多篇論文在 Cell, Cell Science, Nature,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Rev Drug Discov, PNAS 等。是
中生代傑出的華裔學者。CV 如附件。
3. 秘書處推薦：Prof. Joseph P. Huston。 他連續 21 年擔任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的主編，也擔任許多項期刊或書籍的主編，學術論文 366 篇。Prof.
Huston 有一位弟子，中正大學心理學系李季湜教授（也是生理學會會員），
李教授答應可以協助申請來訪經費及接待貴賓。
決議： 1. 通過邀請曾玉華副教授與 Prof. Huston 為本會特別演講貴賓。2. 由秘書處
規劃議程。

二、生醫年會「生理學專題研討會」議程/講員規劃

【附件二】

說明：1. 議程時間：2015.03.22（週日）下午 13:45- 15:45
決議：1. 由秘書處發函請理監事推薦邀請新進學者進行演講。2. 由秘書處規劃議程。

三、生醫年會論文競賽辦法（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1. 分類：海報、口頭發表。
2. 海報發表組：評選出參賽作品總數前 20%之作品進入複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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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之參賽作品進入複
賽，複賽選出 6 名進入最後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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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口頭競賽：需將研究成果以英文撰寫成一篇簡短論文，並將此論文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前寄至本會學術委員廖娟妙老師 email 信箱。
此短文規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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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行高。
4. 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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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及 4,000 元。佳作 2 名每人獎金 2,000 元。複賽入圍者頒發獎學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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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述獎項均頒發獎狀乙紙。
決議：1. 口頭競賽以英語發表。2. 其餘照原案通過。

四、獎勵學生會員出席 2015 FOAPS 發表研究成果（提案人：謝博軒 理
事長）
說明：1. FAOPS 2015 年會 11/ 22-25, Bangkok, Thailand。2. 在 2015 年生醫年會海報、
口頭及英語發表之作品中各遴選 3 名，補助出席 2015 FOAPS 發表。3. 每
名獎金 5,000 元，獎狀一紙。4. 於返國後憑出席證明文件，核銷獎金。

決議：1. 口頭競賽依照前案決議為英語發表。2. 增加博士班競賽獎項，以利申請科
技部出國補助。3. 本會補助重點為碩士班學生，擬匡列預算，增加預算額度，
以提升投稿 2015FAOPS 之意願。碩士班研究生補助額度如 1 萬元/補助人員。
4. 詳細辦法於年底前由秘書處擬定頒布。5. 獲獎者應出席 2015 FOAPS 年
會，於返國後憑出席證明文件，核銷獎金。

五、生醫年會學生會員出席補助辦法（提案人：謝博軒 理事長）
說明：為了鼓勵遠道之「學生會員」，學會將提供獎助補助部分交通費：就讀學校在
中彰投地區，補助 500 元；學校在宜花東雲林及雲林以南地區，補助 800 元。
限於 2014.12.30 日前「已經完成」入會手續者。
決議：照案通過。

六、明年舉辦學會第一次 retreat 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方式（提案人：謝博
軒 理事長）
說明：
決議：1. 規劃於 9 月份開學前，選擇宜蘭等地，進行 2 天 1 夜之活動。2. 安排學術
與交流活動。3. 參加者自行付費。4. 由秘書處進行規劃及申請生科司相關補
助。
叁、臨時動議

一、 FAOPS 2015 年年會生理醫學教育的講座 事宜 （提案人：謝坤叡）
決議：請謝坤叡理事進一步聯繫續辦。

二、 組團出席 FAOPS 2015 年年會 （提案人：華瑜）
決議：通過。由秘書處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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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李小媛理事申請成為永久會員 事宜
決議：通過。
散會：14:00 PM

【附件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項 議案

執行狀況

1

選舉第 23 屆理事長及常務監事

完成

2

成立錢煦院士生理學講座基金

暫緩辦理

3

成立國際化推廣小組

敦請華瑜理事協助

4

成立轉譯醫學研究推展暨研究諮詢小組

敦請蔡少正教授協助

5

舉辦學術活動

9/20 辦理「2014 科技部計畫撰
寫與論文發表研習會」。

6

中國生理學雜誌申請補助業務推廣費

完成

7

由學會提供會員英文編修服務之訊息

完成

8

於下一屆生物醫學年會時，辦理一個國際化議程， 持續辦裡
以英語進行發表，鼓勵國際學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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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週六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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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理學會
第 23 屆第

2 次（103 年度）理監事聯席會議

簽到單

日期：103 年 9 月 20 日
時間： 13: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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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9 室)

理事
姓名

簽到

姓名

謝博軒

華瑜

王家儀

蔡美玲

李怡萱

樓迎統

李小媛

林赫

許

勤

黃志揚

陳景宗

游一龍

蔡少正

謝坤叡

簽到

曾清俊

監事
姓名

簽到

李碧雪
郭重雄
顏茂雄
楊志剛
童吉士
幹部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