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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生化學會會員 暑安：
這一陣子社會上有許多意外發生，現在是暑假期間，有人心情放
鬆，有人全力拼研究，雖然生活步調與平日不同，但要注意安全

【科學史上的七月】

喔！

遺傳學之父-孟德爾
（Gregor Mendel )

今年「生化秋令營」將於 11 月 20 日（週五）至 11 月 22 日
（週日）在風景優美的台南走馬瀨農場舉辦，有非常精采的學術
活動，包括三個 Keynote 演講（謝道時 教授、孫以瀚 教授、

(1822 － 1884）
自 1856 年開始，孟德爾花了
八年時間不斷以人工方式讓豌
豆雜交產生子代，觀察記錄了

Paul Lasko 教授）、 六個主題演講（Biomaterials、Cancer、

約二萬九千株豌豆的性狀與數

Epigenetics、Neuroscience、Protein stability、Stem

量，終於在 1865 年發表實驗

cells），speakers 陣容堅強，還有營火晚會、與大師對談等活

結論。

動…重要的是口頭與壁報論文有豐富的獎學金哦！議程與競賽辨
法即將於 8 月初在生化學會網頁公佈，敬請大家踴躍參與！

孟德爾解開了遺傳之謎，但
是他的論文發表之後卻未得到
任何迴響，長達三十四年的時
間無人聞問，直到 1900 年，

現在也是各學術界與產業界研究室「送舊、迎新」的時候，希望

三位做遺傳研究的科學家因為

各位會員無論是轉換到任何跑道都要繼續支持生化學會，學會也

對實驗結果感到困惑，才不約

竭誠歡迎新會員的加入，請連結生化學會網頁（http://

而同地從孟德爾的論文找到答

www.tsbmb.org.tw）瀏覽學會資訊，並下載生化學會申請表，
成為會員，讓「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為您服務。

案。孟德爾的研究因而被重新
發現，令科學界如獲至寶，現
代遺傳學也才自此正式展開；
生前沒沒無聞的孟德爾終於獲

王憶卿老師

得認可，被尊稱為「遺傳學之
父」。

期刊推薦
Dear Professors:
First, on behalf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JBS), I am
pleased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2014 impact factor of JBS is 2.7631.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to the Journal.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journal in biomedical field in Taiwan. In 2014, a total of 1045 manuscripts were submitted to us, and we
have accepted and published 103 manuscripts with an acceptance rate of 9.8%. From these
statistical numbers, we can see that our papers are quite decent in qua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Journal even more, we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more submissions to our journal. In
addition, attached please find a list of JBS publications in 201 and 2014. Since our journal is
of free access, if there are any articles that are relevant to your research, please fell welcome to visit our website to view the articles. When you are writing your manuscripts, please
cite article(s) which is/are related to your manuscript’s topic.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and assistance.

Wen-Chang Chang
Editor-in-Chief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http://www.jbiomedsci.com/
※

List of JBS publications in 2013 and 2014

學術活動
1.

年輕科學家出席亞太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年會『年輕科學家論壇』獎 (Young Scientist
Program-- Travel Fellowships for FAOBMB Congress in 2015) 敬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於
截止日前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者將全程免費參與此場盛會及 FAOBMB 亞太生物化學及

分子生物年會。 (於 7 月 31 日截止報名)
時間： 105 年 11 月 24-26 日 (YSP) 及 105 年 11 月 27-30 日 (FAOBMB)
地點： Hyderabad, India
參加資格：博士班高年級學生或是畢業五年內博士後研究員等年輕科學家 （年齡需在 35
歲以下，1980 年 7 月 31 日以後出生者）請把握時間盡速報名~~
承辦人：蔡鐙墴先生（生化學會）
電話： 06-235-3535 # 5476 E-mail ： recluselove@hotmail.com
詳情請上官網: http://www.ccmb.res.in/faobmb2015/
2.

中研院 RNAi core- CRISPR 研討會 (於 7 月 31 日截止報名)

3.

科技部醣科學- 秋季研習會 (104 年 9 月 05 日、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於 8 月 15
日截止報名)

4.

104 年 8 月 10 日~11 日度「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醫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請按此參
閱）

5.

104 年 8 月 13 日~15 日『第三十一屆生物夏令營 』（活動詳情請至 http://
biologyretreat.ncku.edu.tw/）

6.

2015 國際 RecA 和染色體生物學研討會 (104 年 9 月 16 日~104 年 9 月 17 日、中研院細
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7.

2015 年生化學會秋令營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至 11 月 22 日 (星期日) 於台南走
馬瀨農場蘭花會館舉辦，會中除邀請國內外傑出學者進行專題演講之外，並舉辦學生口頭
及壁報論文競賽，敬請期待！

徵才資訊
中研院生化所-陳慶士老師徵博士後研究員
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求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