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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生化秋令營預計於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舉行
各位會員您好，
今年原定 6 月 11 日至 13 日於斯里蘭卡可倫坡(Colombo, Sri Lanka)舉行之 28th
FAOBMB Conference，由於疫情的考量決議取消。FAOBMB 執行委員會考量到未來這幾個月
疫情的不確定性，綜觀考量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各國政府的防疫政策、以及會員們近
期出國可能會面臨的不便等，委員會認為與會者的健康及安全是最重要的，加上延期至明年可
能會影響到 16th FAOBMB Congress 的舉辦，不得以只好將今年的 FAOBMB Conference 取
消，FAOBMB 將會於近期釋出退費規定，請會員們至 2020 FAOBMB 的網站辦理住房取消、報
名費退費等事務。
另外，由於疫情持續擴大，生化學會已於上期電子報宣布第 35 屆生醫年會已決議延期至明
年舉行，原定於生醫年會發送之第八期生化學會會訊/會刊，將於近期改為電子版寄送。近期有
多個研討會接受到疫情影響決議延期，請各位會員密切注意原定參與之會議是否有受到影響，
生化學會也會盡量於電子報告知延期消息，詳細資訊請見下方”國內外近期學術活動”。
今年的生化秋令營目前預定於 2020 年 10 月 30(五)~11 月 1 日(日)舉辦，
學會將密切關注

疫情最新狀況，隨時適切調整活動進度，之後若活動狀況有所變動，我們將會再另行通知各位
會員。最後，生化學會在此特別恭賀恭賀阮雪芬理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榮獲 108 年度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感謝各位前輩於研究領域的貢獻！
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敬上

EMBO Global Investigator Network 開放申請至 6 月 3 日
The EMBO Global Investigator Network The Global Investigator Network was launched in
2019 to support life scientists who have started their own laboratories in India, Singapore, Chile
or Taiwan. The emphasis of this programme is on creating a local network of young group
leaders and strengthening cross-continental connections with scientists in Europe, in particular
the EMBO Young Investigators and Installation Grantees.
In 2019, EMBO selected the first nine life scientists to join the Global Investigator Network,
including two scientists based in Taiwan. This first group of Global Investigators began the
programme on 1 January 2020 and will receive support from EMBO for a total of four years.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3 June 2020, 14:00 CEST. Details about (1) what funds are available
for and (2) what eligible candidates must have, please visit: EMBO website

學會歷史文物資料及照片徵求啟事
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成立至今已近五十年，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珍貴歷史文物資料
與照片散落各處；有鑑於此，學會竭誠邀請您協助提供本學會過去近 50 年來的發展歷史文物、文件和
重要活動及個人照片。雖然年代已久遠，請您利用空閒時間翻翻自己的相簿，或邀請資深的前輩先進將
陳年的壓箱寶拿出來瀏覽與分享，將這些承載學會歲月風華的老文物資料或照片，重新拼湊出屬於您我
的生化學會歷史故事。
若您擁有本學會相關的歷史文物資料照片，懇請您慷慨提供給我們作為生化學會的永久傳承資
料，並煩請您填寫「歷史資料文物捐贈同意書」，簡短說明資料的背景故事，以加速我們有效整理建檔
您的資料。若您願意捐贈歷史文物資料照片，我們將妥善保管；若您祇願意借用，我們將在翻拍複製後
即歸還原物，若您有意捐贈/借用歷史文物資料，歡迎回信或來電與學會連絡。期待您的熱情協助，您
費心的幫忙，我們永矢不忘。

生化學會將於即日起接受會員捐款
各位敬愛的會員您好：
首先，感謝您歷年來對於生化學會所舉辦活動的支持。 近年來舉辦活動的經費甚高，每年
的秋令營持續透支，然而為了維持活動品質，學會希望能盡量避免將活動費用提高，造成學生
會員的負擔。因此，學會想藉由會員募款以維持會議的品質及學會的永續發展，資助會員的姓
名也將於網站及活動手冊內頁中公布，以茲感謝。若您有意願資助捐款，請以郵局劃撥 ( 帳戶
「00170375」、戶名「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或轉帳 ( 郵局(代號 700) 台大醫院
分行、帳號「0002154-0089443」、戶名「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李芳仁」) 的方式
匯入生化學會的帳戶，並麻煩您撥空填寫捐款表單以告知秘書處，讓我們得以開發票給您(此筆
帳 款 為 可 扣 稅 之 捐 贈 款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付 出，捐 款 表 單 連 結 如 下 ： https://forms.gle/
KYYRAM1Hj16T2skc9。有任何疑問也歡迎來信 tsbmb.tw26@gmail.com，或來電(02)2312

國內外近期學術活動
1.

IUBMB 電子報

2.

IUBMB Focused Meeting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POSTPONED) at Taipei, Taiwan

3.

IUBMB Focused Meeting "Crosstalk between Nucleus and Mitochondria in Human Disease
(CrossMitoNus)" (POSTPONED) at Seville, Spain
- Registration and abstract submission deadline: 12 March 2020

4.

2020 KSBMB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5/20-22) at Seoul, Korea

5.

2020 CINP World Congress (POSTPONED to 2020/2/25-28) at Taipei, Taiwan
-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e postponement, please visit 2020 CINP FAQs.

6.

2nd ICANN APAC-TWNIC Engagement Forum / 34th TWNIC Open Policy Meeting
(2020/11/12-23) at Howard Hotels, Taipei, Taiwan

7.

IUBMB Focused Meeting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of RNA Viruses" (2020/11/2427) at Faridabad, India

8.

16th FAOBMB Congress (2021/11/22-25) at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