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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作為台灣生化學會在成功大學的首位東道主，2015「生化學會秋令營」於 11 月 20 日（週
五）至 11 月 22 日（週日）首次在風景優美的台南走馬瀨農場舉辦，參加人數共計 179 人。
在這三天二夜的活動中，由 Keynote-1 謝道時院士以「Danger at the Replication Fork:
Wuho comes to rescue」主題揭開序幕、Keynote-2 孫以瀚教授分享他研究生涯點滴「The
twists and turns in my research career」、Keynote-3 則特別邀請到加拿大國家衛生院遺傳
所所長 Prof. Paul F. Lasko 講述「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regulation in the Drosophila
germ line」，其他六個 scientific sessions: Biomaterials、Cancer、Epigenetics、
Neuroscience、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tem cells 則以各種層面一起探討
"Biochemistry for a better life" 的科學之旅。共計 17 場 PI 級特別演講、8 場學生/博後口頭
報告、10 個 NRPB 資源中心暨核心設施平台介紹、1 場 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shop、46 張壁報論文競賽，演講場場精彩，討論踴躍活潑。以下是秋令營活動結束之後，幾
位參加人員的回饋：
Dear Madam President,.....You put together a wonderful weekend full of interesting talks
in a beautiful setting. ......Please also extend our compliments to the student volunteers,
who kept the weekend running seamlessly.
這是我參加過最棒的生化秋令營，老師們的演講與成果豐富，大會還安排了許多與老師、同學
交流的活動時間......第一次來到走馬瀨農場，無論是露營區、步道區，還有大片農場草原......一
定要告訴更多人，下次一起來參加「生化秋令營」。
Dear Professor Wang: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wonderful autumn
camp in 走馬瀨農場. I am so impressive to your leadership and the efficiency of your
group members. Congratula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is excellent meeting. Look forward
to attending the next autumn camp.
是的，身為主辦單位的我，也要在此感謝所有演講者、主持人，成就了「生化秋令營」high
quality 的 scientific program，也特別謝謝勞苦功高的呂秘書長，以及 YCW lab 與 Lu lab 的
工作人員，在會前的全力付出與會議期間的機動性與行動力，I am so proud of you ^^.
大家收到此電子報時，天氣已漸冷，一定很懷念台南走馬瀨農場的溫暖陽光，歡迎所有生化學
會會員，期待並共同參與下一次的「生化學會秋令營」。
最後要提醒大家，2016「生醫年會」已開始報名了！敬邀國內各學術、研究單位青年學子（包
括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班學生、碩士班學生、大學部學生及研究助理）共同參加口頭及壁報論
文競賽。舉凡生化、分生、及其他生命科學相關研究領域之作品均歡迎投稿；「口頭論文競
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將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8,000、6,000、5,000 元；並從參賽作品
中選拔出 10%頒發「優秀壁報論文獎」及獎金 3,000 元；這次生化秋令營口頭、壁報參加者也
歡迎增加 Data 後繼續報名參加！
本會於 2016 年 3 月 26 日（週六）生醫年會，邀請到陳慶士教授為「生化學會 keynote
speaker」，生化學會 Symposium 主題為： Tumor microenvironment（腫瘤微環境），主
持人為王陸海教授、演講者為楊慕華教授、李華容教授、沈延盛教授，演講精彩可期，敬請大
家踴躍參與並投稿！
王憶卿老師

大會團體照

更多活動照片請看此處

生化秋令營-榮譽榜
口頭論文競賽：
第一名 王雅葶 台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
第二名 陳彥蓉 台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
第三名 吳珊瑩 成功大學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
佳作 鄭瑀鴻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佳作 徐祥恩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佳作 許瑋育 成功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佳作 管奕奕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佳作 王毅昌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壁報競賽：
張以潔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謝錫賢 台灣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黃子婕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藍昇輝 成功大學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
李倩筠 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劉俐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湯舒晴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吳建勳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吳 予

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學術活動
1.

INFLAMMATION, 2016 Miami Winter Symposium (2016/1/24-27)

2.

Award Nominations - 2017 (~2016/1/31)
Do you know of an outstanding bioscientist who deserves recognition?
In 2017 the Biochemical Society will recognize establish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career. The Society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nominations that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the bioscience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gender balance.

3.

第 31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016/3/26-27，投稿時間 2015/11/16-2016/1/10)
參加資格：為本學會有效會員，含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班學生、碩 士班學生、大學部學生
及研究助理，且報名者必須為本次論文發表 者。
口頭論文競賽： 詳細參賽辦法請參考
第一名〈1 名〉：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8,000 元。
第二名〈1 名〉：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6,000 元。
第三名〈1 名〉：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5,000 元
佳 作〈2 名〉：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3,000 元
壁報論文競賽： 詳細參賽辦法請參考
從參賽作品中選拔出 10%頒發「優秀壁報論文獎」， 各獲頒獎狀乙幀及獎金 3,000 元。

4.

2016 ASBMB Annual Meeting (2016/4/2-6)

5.

IUBMB/IUPAB/IUPS Joint Advanced School “Receptors and Signaling”(2016/5/2327)

6.

FEBS/IUBMB Advanced Lecture Course “Molecular basis of human diseases: 50
years anniversary of Spetses summer school”(2016/5/27-6/1)

7.

第二十三屆太平洋科學大會 (The 23rd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2016/6/13-17)

8.

16th IUBMB conference “Signaling pathway in Development, Disease and Aging”
(2016/7/17-21)

徵才資訊
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求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