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大 藥 學 六 十 週 年 慶 暨
緬懷孫雲燾教授百年冥誕

日    期 : 2013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

地    點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1樓會議室

司    儀 :沈麗娟部主任

六十週年慶開幕典禮 ( 第一部 )

09:00-09:30 註冊、報到 藥學院

09:30-09:40  序幕 台灣藥師合唱團

09:40-09:45 致歡迎詞 藥學院顧院長

09:45-10:10 貴賓致詞 

10:10-10:15 貢獻獎 

10:15-10:25  專題演講 :榮耀與使命 藥學院顧院長

10:25-10:40  大合照 全體與會者

緬懷孫雲燾教授百年冥誕 ( 第二部 )

10:45-11:10 系友憶孫教授 朱茂男校友 (第 12屆 )

11:10-11:30 孫教授軼事 自由分享

11:30-11:55 鋼琴獨奏 :憶孫教授 陳芳玉校友 (第 8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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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引領期盼的六十週年慶活動終於在 102
年 11 月 16 日隆重開幕了。首先上場的

是慶祝大會，即開幕典禮。典禮台周圍聖誕紅

與綠藤顯得喜氣洋洋，是順蓮姐的精心設計布

置。典禮開始前，正當大家東奔西走做準備時，

楊泮池校長走進會場，大家一陣驚喜。顧院長

很感動地說：楊校長今日原有重要行程，但仍

然百忙中抽空過來，之前楊校長給予我們許多

幫助，包括協助我們藥學專業學院的成立等，

我們真的很感謝！接著顧院長邀請會場中的師

長、系友、來賓與校長合照，留下珍貴的畫面。

（感謝陳永順系友提供照片）

在司儀沈麗娟老師帶領的倒數聲下，慶祝大

會正式開始。大家互相彼此說：台大藥學 60周
年生日快樂！司儀開場時表示：今天是一個非常

難得的節日，讓我們歡迎海內外一同參與盛會的

嘉賓！接著由台灣藥師合唱團的甜美歌聲，拉開

揭幕序曲，祝福台大藥學 60周年生日快樂！獻

唱的三個曲目，分別為神祕谷之歌、牽手、歡樂

年華，這可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曲目喔，也就是：

「我們一起牽手走過這個神秘山谷，一起享用這

個歡樂時光！」，讓大家會心一笑。

接著由台大藥學專業學院大家長顧記華院

長致歡迎詞，顧院長首先介紹了現場非常美麗

大方的司儀，也就是台大醫院藥劑部主任沈麗娟

老師，接著向現場的來賓問好，包括衛生福利

部邱文達部長、台灣大學張慶瑞副校長、臺大醫

院黃冠堂院長、醫學院錢宗良副院長與鄧述諄副

文 /楊玲華
開 幕 典 禮 記 事

  （感謝陳永順系友提供楊泮池校長與系上師長來賓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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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60周年慶籌備會黃秀美主任委員、林榮
耀院士、中國醫藥大學吳永昌副校長…，還有許

多的嘉賓很難一一致謝。顧院長也向敬愛的系友

以及師生問好，並感謝這麼多貴賓與系友蒞臨大

會。接著他簡介台大藥學系自從 1953年孫雲燾
教授創系以來，歷經了 9位系主任；也在 1970
年創立了台大藥學研究所，招收碩士班的學生；

在 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班的學生，所以這 60年
來我們總共有超過三千位的系友，這些系友分佈

在台灣與世界各地，且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成

就與貢獻。顧院長也先利用這個機會，首先感謝

凝聚系友力量、籌辦 60周年慶這個重要慶典的
主角—黃秀美主委與其團隊。黃主委在兩年半當

中，召開了數十次的籌備會，帶領著籌備小組團

員，來規劃今天的活動，有太多太多的系友與師

生幫忙，我們才有今日的盛會得以相聚一堂，所

以顧院長非常感謝大家。顧院長也稍微廣告了除

了早上的開幕典禮外，下午我們也有三場的研討

會，歡迎各界嘉賓、校友蒞臨指導，晚上也有晚

宴歡迎從世界各地陸陸續續回到母系母校來參加

系慶與校慶的系友光臨。顧院長這幾天也親自接

待了許多校友，讓他心裡非常的感動，我們台大

藥學系系友與母系的感情維繫非常的好、向心力

非常的強，這是眾所周知，也是最為人稱羨的。

接著邀請貴賓致詞，衛生福利部邱部長致詞

時表示：對於貴系在這一甲子，致力在國家培育

優質的藥學專才，提升藥學醫藥科技的發展，守

護民眾用藥安全，還有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不

遺餘力的貢獻，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也恭

喜今年台大結合藥學系和藥物研究中心還有臨床

藥學研究所升格成為藥學專業學院。衛生福利部

也在今年 7月 23號正式成立，整合衛生跟福利，
同時也感謝貴系系友康照洲局長、蕭美玲副署

長、許銘能次長等人的貢獻。

接下來邀請本校張慶瑞副校長代表楊校長

為大會致詞，張副校長提到藥學系對台大的貢獻

非常多，包括我們陳研發長在竹北校區協助碧禎

館成立，這是目前竹北校區唯一的一棟建築物。

今日整個台灣的醫療與用藥的水準在國際上獲肯

定，有很大的部分是臺大藥學系的貢獻。楊校長

接任後，認為大學的本質是希望培養學生良好的

核心能力，學成之後可以對國家社會做重大的貢

獻。過去多年來，藥學系其實在這方面是讓台大

能夠社會接軌，服務社會良多。

下一位致詞的嘉賓，台大醫學院鄧述諄副院

長代表張上淳院長致詞，因為張院長許久前已排

定研討會而無法前來。鄧副院長也是醫學院微免

學科的主任及研發分處主任，其致詞時表示誠摯

的祝福，藥學系成立 60周年大家有目共睹，在
台灣的醫藥界培育出不少優秀的人才。雖然現在

藥學系成為專業學院，但是和醫學院的關係還是

密不可分，未來的日子裡大家還是要一起打拼。

台大醫院黃冠堂院長致詞時表示，一甲子

60年實在是不算短，這代表是成熟跟智慧。藥
學系目前已經走到專業學院，相信這已經從以往

只是頂尖的教學、研究、服務，又更上另外一個

頂峰，目前不管在轉譯研究或是新藥開發上面都

有角色，甚至對國家政策的建言和制訂上都少不

了台大藥學人。有這樣的企圖心、自信和勇氣，

黃院長表示佩服，他最後也祝福藥學專業學院繼

續創新進步，繼續為國家社會做貢獻。

接下來頒發貢獻獎。顧院長向大家說明，由

於我們台大藥學系傑出的系友太多了，對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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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台灣社會、以至

於全世界有貢獻者均很

多，經過我們內部的討論，所以先頒發貢獻獎給

團體。首先頒發貢獻獎給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顧院長說明時表示：該會最初於 1983年由 19位
熱心藥學教育、關心台灣藥學發展的台大藥學系

友共同捐款成立，30年來基金會做了許多社會
服務工作、獎助藥學教育的設施、提倡藥學研究

以及藥學事業的發展，鼓勵並協助了非常多的教

師、研究生的學術活動，致力於藥事人員持續教

育、社區教育推展藥學知識、病人安全教育宣

導、反毒、社區藥事服務、兒童用藥安全、婦女

用藥、正確用藥廣播推廣等，並榮獲教育部頒發

推展社會教育有功之團體獎項，基於景康基金會

卓越的貢獻，特頒發貢獻獎以茲鼓勵與感謝。並

請梁董事長代表接受這個獎，邀請衛生福利部邱

部長來頒這個非常有意義的獎項。

接下來頒發的團體貢獻獎是頒給 3個校友
會團體，分別為台大藥學校友會、台大藥學北美

校友會、台大藥學港澳校友組織。顧院長表示以

上校友會以及校友組織，不僅聯絡及凝聚了校友

和母系師生之間的情感，也出錢出力照顧後進，

經驗傳承、輔導就業，以及用獎學金定期補助學

生，此外，北美校友會也長期的大力協助與經費

補助台大醫院藥劑部的藥師與台大臨藥所的學生

到海外受訓，以及在美的年輕的系友開會的旅

費。基於其長期對母系師生、畢業校友的服務貢

獻，特頒發此貢獻獎以資鼓勵及感謝。上台受獎

者分別為現任的吳維修理事長、李德義系友（代

表湯丹霞會長）、余文輝系友（代表謝汝明學

長），頒獎者分別為台灣大學張副校長、台大醫

院黃院長、台大醫學院鄧副院長。受獎人都謙虛

地表示應該感謝的是歷任理事長或會長的付出與

貢獻，自己僅是代表團體受獎。顧院長也特別提

到，港澳校友人數不多，但非常的團結，時常對

於母系送出關懷和幫忙，非常令人感動。因為謝

汝明謝學長當時仍在飛機，由余學長代表上台領

獎，此時現場引起一陣歡呼與騷動，顧院長說：

「哇！余學長你好帥喔！據說余學長（第 11屆）
是在場最酷的一位系友！」。此為令人難忘的歡

樂插曲。

接下來要頒獎給 60周年籌備會以表達感謝。
顧院長表示，黃秀美主委這兩年半來，率領團隊

非常地熱情協助，也非常的辛苦，做得也非常的

好，在此特別感謝籌備會所有成員，並代表母系

的師生感謝與頒獎給黃秀美主委、關秀英副主

委、康照洲副主委、宋順蓮秘書長、吳維修副秘

書長，由黃主委代表受獎。19屆黃秀美學姐上
台領獎時分享心得表示：因為我們十九屆系友是

跟藥學系一起出生的，所以讓她籌備這六十周年

慶好像有點順理成章！她表示籌辦這次活動有很

多的感想，覺得好像在藥學系裡挖到很多的寶，

從大家身上也學到非常的多。關於募捐這項艱難

的任務，當初宋秘書長曾說 :「只要我們做得好，
錢就會捐進來。」結果她是對的。黃主委說：曾

經有一度學長姐替我們擔心，很怕我們破產，結

果還好我們走過來了，這要感謝系友們給我們相

挺，我們也出了一本書「說不完的故事」，當找

訪各處的系友，深覺獲益良多，倍感台大藥學的

光榮。黃主委最後謝謝這兩年多來，跟她一同打

拼的同學林淑玹系友、康局長、宋秘書長等人。

此時醫學院張上淳院長趕到會場，顧院長也

邀請其為我們講幾句話。張院長表示：「藥學系

六十周年慶當然是大事，一定要來參加，台大藥

學系輝煌的歷史，超過三千位的畢業系友，在台

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醫藥界、製藥界、藥

學教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領導者，也在美國有很

大的貢獻，大家也非常讚賞。我從今年八月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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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院長這個職務，當然很多人提醒我醫學院

的院長，不只是醫學系的院長而已，是所有學系

的院長，今日雖然藥學專業學院也已成立，我們

還是要更凝聚在一起，是在醫學院的群體內，如

何使大家有更好的發展，是我的責任。」

因時間的關係 ，為避免影響下午的研討會，
顧院長簡短感謝大家，為榮耀與使命做總結，開

幕典禮就圓滿結束了。接著進行全體大合照，之

後進行由朱茂男系友主講的「憶孫雲燾教授」及

由陳芳玉系友為大家表演的鋼琴獨奏。

因顧院長有溫、良、恭、儉、讓這五種美

德，這五種力量感動人，無論誰都無保留的與之

共事，因此也就事事順利、水到渠成。因為黃主

委、宋秘書長及其他團隊的策劃長才與強大執行

能力，因此給予了所有系友一個完美的 60週年
慶回憶。本次大會巨星雲集，承蒙部長、校長、

各院長一併到齊大駕光臨，為大會增色不少，給

足了 60週年慶面子。當然，在長官的鼓勵下，
是榮耀也是使命，台大藥學的每一份子未來更應

百尺竿頭更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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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服務台-行政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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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峰 論 壇
臺灣生技產業風起雲湧之契機

時      間：2013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 )
地      點：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1樓 (1101國際會議廳 )
(地    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11號 11樓 )

開始時間 主            題 參  與  者

12:30 報到 所有與會者

13:00 貴賓致詞 主    持 :梁啟銘

13:20 I 臺灣生技業的過去、現況與未來 演    講：張鴻仁

13:40 I  回應演講人的過去、現況與未來 回應人：何美玥 /蕭美玲 /康照洲

14:20
II  創業甘苦談與大師對談 上半場

夢醒時分

主    持：黃秀美
與   談：許照惠 /許中強 /陳志明 /張

念慈

15:00 中場休息

15:15
II  創業甘苦談與大師對談 下半場

面對現實
與    談：同上

16:05
III 臺灣生技業面臨的挑戰與智慧財產

追求未來
主    持：何美玥
與    談：葉志鴻 /顧曼芹 /高士偉

16:50
IV論壇建言
貴賓結語

主    持：康照洲
建    言：陳基旺 /吳明機

17:00 大豐收

▼

感謝陳永順系友提供照片，左起依序為吳明機、陳基旺、何美玥、梁啟銘、許中強、許照惠、
陳志明、張念慈、黃秀美、張鴻仁、康照洲、蕭美玲、顧曼芹、葉志鴻、高士偉（略敬稱）

36 64



│
   

週
年
慶
特
別
報
導│

高 峰 論 壇
天王如何掌握人生的機會

很
多年輕人問我：「何時可以創業，如何

準備 ? 」我的回答通常是：「你還沒準備
好」。在美國拿了兩個博士後，我在亞培大藥

廠工作 15年，從產品配方、注射劑、固體製劑
到全球管理發展部門，什麼都學，離開亞培前

手底下帶領 250人，擁有一定權力，但很多建
議不為公司接受，升遷遇到瓶頸，加上好友蕭

俊雄、即許照惠先生相邀，我們兩人在 1995年
決定創業，因而創設了 IMPAX。

公司創設初始相當辛苦，我經常往返台美

兩地，為的是尋求資金挹注，但，相形下，我

認為人才比資金更重要，尤其身為老闆，要清

楚公司運作每一環節，好比餐廳老闆自己必須

是好廚師一般。

IMPAX一開始因資金考量，決定從學名藥
做起，後來專注在學名藥不同劑型傳送技術。

由於大藥廠不願投入抗憂鬱症藥這種小而美的

利基藥品，IMPAX鎖定這個市場，做得相當不
錯。1999 年 IMPAX 決定上市，但未依循 IPO
模式，而是採反向合併， Jonhson-Jonhson關掉
Alza藥廠，我們趁機將整批 R&D部門接收，
有了資深研發人才，業務蒸蒸日上，2009年在
那斯達克掛牌上市，2010年營業額 6億美元，
淨賺 2億元美元。所以，看準市場、掌握時機
很重要，吸收好的人才更是關鍵。

許中強: 餐廳老闆必須是好廚師
▼

感謝陳永順系友提供照片，左起依序為吳明機、陳基旺、何美玥、梁啟銘、許中強、許照惠、
陳志明、張念慈、黃秀美、張鴻仁、康照洲、蕭美玲、顧曼芹、葉志鴻、高士偉（略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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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9年剛到美國念書時並未抱持什麼大志
向，只想念完書回台灣，到父親藥房幫忙，

但拿到博士後因接連懷孕，在家當了六年家庭

主婦，直到小孩稍長，舉家搬到邁阿密，在當

地小藥廠找份工作；後來決定跟哥哥開公司創

業。白手起家花光了我所有積蓄，邊工作、邊

學習，從完全不懂經營公司到漸漸有了自信，

當時覺得最困難的就是找資金。

1986 年 Dr.Phillip Frost 找我成立 IVAX，
我們從零開始，他負責財務，我負責技術，第

二年公司股票上市。我發現，找對的夥伴很重

要，夥伴對了、找到具市場潛力的產品，就是

選題對了，找人投資就不困難。

IVAX當時併購海外藥廠，成為美國第一家
以國際為市場的學名藥公司，因此縮短上市時

間。我們搶在最短時間內推出學名藥，因為學

名藥最重要的商機就是速度；另外，學名藥進

入門檻低，大多數藥廠選擇捷徑直接複製，但

我想到的是要讓產品差異化，因此決定投入製

劑改良；也曾經過不斷嘗試錯誤，在累積經驗

後，IVAX成功推出降血壓藥、噴霧型氣喘藥和
紫杉醇等學名藥上市，全盛時期在全球 40個國
家擁有 80個分公司。

2006年全球最大學名藥廠 TEVA以近百億
美元收購 IVAX。本來覺得做夠了、想退休，隔
一年 Frost又找我成立了 OpKo，這次我們選擇
做新藥，讓我重啟學習新知的動力，現在我想

把經驗帶回台灣跟藥界、學界分享，甚至協助

政府找到一條能通往國際的路。

許照惠:夥伴對了 資金就沒問題

本文照片含各場主持人、演講者、回應人、與談人、建言人，各場詳細議程請見第 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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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照惠博士是天后級教母，也是我在 IVAX
老闆娘；在 IVAX 工作幾年、有了經驗

後，看了許多華爾街報告認為生技有機會，決

定出去創業、開設實驗室。創業雖然自由，卻

十分辛苦，尤其缺乏資金，後來跟朋友合作，

在 1993年成立 Andrx公司，由他們找資金，解
決我最大困擾。我一直認為有產品才有未來，

Andrx以研發、生產高科技技術門檻的控制釋
放劑型學名藥為主；當時請了十幾個博士進行

研發，推出 20項學名藥，讓公司價值漲了 20
幾倍，成為美國第四大學名藥廠。後來公司遇

到訴訟案，還碰上美國的「恐龍法官」，一個

案子拖了三、四年不審，Andrx被迫跟原廠和
解，最後將數千萬獲利又吐了回去。

2001年離開 Andrx後，隔年又在美國創立
安成公司，隨後在台設立台灣安成國際藥業，

積極投入學名藥和高附加價值新藥領域。我認

為每個旅美臺灣人在國外生存方式都不同，我

是靠新技術研發來維持公司競爭力，在美國做

特殊學名藥，回來十年對台灣生技並不是很了

解，但希望將在美國的相關經驗導入台灣，進

行人才培訓，讓在美管理團隊豐富的生技製藥

研發和管理經驗，在台灣生根。

（本文轉載自 102.11.25聯合報 A9版座談會）

陳志明:靠研發新技術 維持競爭力

媒體報導有 : 中時電子報、工商時報、蘋果日報、聯合報、Global Bio & Investment、景福醫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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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執業環境及藥事政策
的變遷與展望

日期 :2013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
地點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樓會議室

主持人 :顧記華院長

開始時間 主題 演講

13:00 註冊、報到 大會

13:20 藥事政策的變遷與展望 黃文鴻教授

14:05 罕見疾病用藥的變遷與展望 陳澤民董事長

14:50 茶敘 大會

15:10 臺灣醫院藥學的發展 林慧玲副教授

15:55
社區藥事執業變遷與藥學實

習教學
何藴芳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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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講人黃文鴻教授為第十六屆畢業的學長，

年紀輕輕就大有作為任職於衛生署藥政

處、藥物食品檢驗局，並且推動了許多藥事政

策改革，令我十分敬佩。

黃教授提到了許多藥事法、藥師法的改

革，一些近年來比較重要的改革如：藥師法定

業務增列藥事照護；藥師交付藥品時，容器或

包裝上須註明警語或注意事項；以及藥師開藥

局，須具備執業兩年調劑經驗，每五年須接受

一定繼續教育時數等等，藥事法配合加入 PIC/
S GMP的修正，到今年衛生福利部的成立，可
以了解到藥政政策四十年來變遷的沿革。

然而擔任藥政主管，其理想面與實務面是

會有差異的，例如黃教授提到，公共事務的管

理有政府施政的連續性，藥政主管的權力與資

源，來自於這個職位所應承擔的責任，權力與

資源都只是履行責任承擔的工具，再加上此職

位常涉及廠商利益，在位時逢迎攀附者眾，往

往自我感覺良好，氣質變化而不自知。居其位

者應先思考的是責任，而非權力與資源。

黃教授提到，當年接任藥政處副處長職務

時，資深前輩諄諄告以 :藥政領域有三件事情
在當時的衛生署中是只能說不能做：GMP制度、
醫藥分業、藥價管制。然而黃教授在擔任藥政

處副處長時，規劃與推動第一代的 GMP制度，
甚至使當時的西藥廠關掉了三分之二，雖然這

對當時造成了衝擊，卻也奠定今日台灣製藥產

業的基礎；另外黃教授也推動健保給付制度，

減少了民眾許多看病的負擔。黃教授特別提到，

1997年醫藥分業之巔簸上路，沒有接任他擔任
藥政處長的蕭美玲 (第十五屆畢業系友 )之毅力
與堅持，醫藥分業早已胎死腹中。

雖然黃教授已離開政府機關職場多年，演

講最後也提出了現今首要改革的地方，目前食

品及藥物都是由 TFDA管理，TFDA成立以一
來，檢驗與研究能力的弱化令人憂心。檢視近

年來的食安問題，其管理資源多數投入處理食

品安全危機，再加上最近的食用油風暴，因此

黃教授表示，是到了食品與藥品管理機構分家

的時刻了。

（特別感謝黃文鴻老師撥冗修訂本文）

文 /藥學三 /廖凱宇

藥師執業環境及藥事政策的變遷與展望

心 得 報 告
演講者：黃文鴻教授

藥事政策的變遷與展望第一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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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慧玲老師所分享的醫院藥師的工作、變遷

與變革，臺大醫院帶領全國醫院藥學的

發展，醫院藥學的內容不斷的推陳出新。從早

期軟膏、乳劑、藥錠…等，都由臺大醫院藥劑

部自己製作，到現在幾乎所有的藥品都來自藥

廠，節省的藥師人力能讓我們在藥事照護上更

專研。醫院的藥品配製及分送制度也是不斷的

革新，像是現在推出機械手臂、全自動化的藥

品倉儲系統、線上核對處方系統…等，不但讓

藥品的調劑及配送效率上升，正確性也上升了。

總之，最終極的目標是希望將來藥品的調劑配

送等工作都能電腦化、自動化，而省下的藥師

人力就可以拿來做更好的規劃（要知道，臺大

醫院一天的處方筆數近 20000，是國外的好幾

如
果說要定義一個最具灰色地帶的行業，我

想應該就是藥商這一塊了。商場上的爾虞

我詐、虛與委蛇一直都是我無法接受的部分，也

無法理解這個行業的核心和其價值，直到陳澤民

校友今天的這場演講。他講述了關於罕見疾病用

藥這領域的歷史上的發展和其侷限，及其現在所

面臨之困境。最令人感動的不是他到底為了這塊

領域做了多少事，遇到多少困境仍繼續堅持著，

而是在講述過程時那段空白的幾十秒鐘，我在這

短短的時間內，感受到一個做為企業家的良心，

體現了身為台大人、藥業人在社會中應負起的責

任，我想他做到了。

疾病最折磨人的其實不只是身體上的苦痛，

而是其伴隨而來拖垮一個人，一個家庭的悲慘，

而對罕見疾病的患者和家庭來說，這種永無止盡

的痛苦之巨大，更是外人所無法體會的。立法保

證其用藥，對他們來說是個希望，但在這其中，

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努力的地方，包括罕病的人道

考量、認定的限制、藥品的安全評估和取得等。

除了政府政策方面的引導外，還需要各方面的醫

藥專業的互相配合和努力，才能真正推動罕見疾

病的醫療照護。無視目前社會扭曲觀念下的成

敗，職業不分貴賤，帶著善心服務的經營理念，

去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以照顧弱勢的罕病病友

團體為終身志業，致力於此，就已值得掌聲和喝

采的。我想，這是我在這場演講中最大的收穫。

(特別感謝科懋生技 陳澤民董事長撥冗修訂本文 )

文 /藥學三 /翁儀安心 得 報 告

演講者：陳澤民董事長

罕見疾病用藥的變遷與展望第二場演講

文 /藥學三 /張立人心 得 報 告

演講者：林慧玲副教授

臺灣醫院藥學的發展與變遷第三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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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老師以本系 1957年的生藥學實驗課（藥學
系舊館 2F）黑白圖像，對比 2013年藥劑

學實驗課（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4F）的彩色照
片，點出近六十年來社會整體環境的各種轉變，

進而道出國內社區藥事執業與本系社區藥局實習

教學之演進。近年來在各方協同努力下，現在由

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藥師不僅負責處方調

劑業務，還積極透過社區關懷和其他業務拓展，

提高社區藥事服務之廣度、深度及品質，社區藥

局可以提供民眾之服務真是越來越多元。在推展

國內社區藥局實習教學上，本系不僅領先自民國

81學年度起開授「社區藥局實習」                ，
近年另藉由執行衛生福利部計畫，由本系籌備並

辦理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的培訓，為國內藥學

教學及基層執業之品質提升共同戮力。而從學長

姊撰寫的實習感言，也可知道這些實習經驗的確

讓學生受益良多。雖然本系多年的努力已有進

展，演講最後，何老師提到現在仍面臨許多挑

戰，包括醫藥分業落實、實習場所拓增、指導藥

師延攬等。期待之後暑假的實習課程，能親身體

驗學習更多。

文 /藥學三 /林怡均心 得 報 告

演講者：何 芳副教授

社區藥事執業變遷與藥學實習教學第四場演講

倍至百倍 !! 沒辦法，臺灣人愛吃藥 @@。所
以正因為病人多，醫院藥局更應該有效率與正

確的處理藥品）。例如處方的覆核，藥品使用

的衛教，藥品諮詢…等，這些才能更加彰顯藥

師的專業價值，也是民眾的一大福祉。而這一

切並非不可能，曾經聽過這樣的說法：鴻海集

團好幾萬個電子元件都能電腦化機械化的生產

了，臺大醫院的藥品調劑與配送的全自動化我

想應該也是指日可待啦 ~
至於人才的培育也是逐步進行中，從 1993

年創立＂醫院藥學組碩士班＂，也就是臨藥所的

前身，就不斷的進行臨床專科實習，欲在臺灣培

育出專業的臨床藥師。臺大臨藥所近年也不斷送

藥師與學生出國受訓，學習國外優良的技術、知

識、想法…等，將之帶回臺灣，以增進國人的藥

事服務品質。乃至 2009年首推的六年制，更是
強化臨床藥學相關專業的表現，畢竟我們學醫藥

的人終究離不開病人嘛 !

而說到這六年制我實在很開心，慶幸自己

是出生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捩點，能夠見證藥師漸

漸走入臨床，加入醫療團隊走在第一線給予病人

最好的醫護。喔 ~可能不只是見證，而是親身體
會，因為我將來可是會成為全臺灣最強的臨床藥

師嘿！

（特別感謝林慧玲老師撥冗修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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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金色年華

黑幼龍大師

臺大藥學系的女婿 (第十屆 ) 
日期：2013年 11月 16日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室
主持人 -王在斌校友

13:30 註冊、報到

14:00 致詞與介紹 王在斌校友 (第十四屆 )

14:05 享受金色年華 黑幼龍大師

15:00 大師、觀眾、及與談人互動時間

與談人：台大藥學

八十自述 陳寬墀校友 (第一屆 )

朱子文化的實踐與推廣 朱茂男校友 (第十二屆 )

利他主義 許章賢校友 (第十三屆 )

享受金色年華行動派 方承猷校友 (第二十屆 )

血緣與情緣 陳昭姿校友 (第二十三屆 )

16:50 頒    獎 王在斌校友

17: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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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受金色年華講座由第十四屆系友王在斌學

長的開場介紹開始，共邀請了第一屆系

友陳寬墀學長、第十二屆系友朱茂男學長、第

十三屆系友許章賢學長、第二十屆系友方承猷

學長及第二十三屆系友陳昭姿學姐來分享。另

外系上邀請了黑幼龍大師來主持並分享這個有

關系友＂退休生活＂的講座，黑大師不僅是卡

內基訓練 (Dale Carnegie Training) 的大中華負
責人，更是台大藥學系的女婿。一開始，黑大

師以電影＂The bucket list＂分享了摩根費里曼
和傑克尼可遜坐在金字塔頂端的對話，摩根費

里曼問傑克尼可遜，神決定人是否能進天堂的

兩個問題，這問題分別是＂你在生命中是否有

找到喜悅 ?＂及＂你的生命有沒有為別人帶來
喜悅 ?＂黑大師剖析這其實是一個問題：＂你
是否是個喜悅的人 ?＂擁有一顆快樂的心，在
許多統計研究中發現其實是最強的競爭力，一

位內心喜樂的人也才可能真正感染他人吧 !
黑大師繼續以電影＂搶救雷恩大兵＂中，

營救雷恩大兵的米勒上尉在戰場臨死前對雷恩

說的一句話＂You better earn it! (你是值得得
到自由的 !)＂與大家分享，意思是當時二戰唯
一倖存的雷恩家小兒子，重獲的自由是值得由

一八人小組進入戰區犧牲性命換來，電影最後，

年邁的雷恩回到諾曼地米勒上尉的墓前憑弔，

問道＂Have I live a good life? (我是否有好好過
一生呢 ?)＂，其實，我們也需常常問自己，是
否天天都有用心過日子呢 ?黑大師在開場的幾
個小故事與卡內基的金科玉律的分享，都讓台

下大家點頭如搗蒜，聽起來雖不困難，但都可

讓大家學習與省思。

接下來，年屆八十歲的陳寬墀學長笑稱分

享＂老人感言＂，他深感施比受更有福，認為

自己僅暫時管理上天賜的一切，並熱切祈禱上

帝將豐盛的恩典賜給大家，使大家不但充足有

餘，還能夠繼續在各樣需幫助的事出力。朱茂

男學長則分享＂朱子文化的實踐與推廣＂，學

長除舉辦朱子學堂不遺餘力，今年 (2014) 也
將舉辦一朱子與閩台文化交流暨音樂饗宴，最

後以一首他與夫人睡前會聽的＂覓幽蘭＂與大

家分享。許章賢學長接力分享了他的＂快樂之

道＂：分別是＂喜樂的心乃良藥＂、＂助人真

快樂＂、＂善意不妨由你開始＂，這三點是學

長加入扶輪社後的深刻體悟。方承猷學長則是

分享了人人羨慕在埔里翠華軒的退休生活，除

了享受在農舍種植的樂趣、接待朋友，也關心

附近鄉村及其環境與教育等。除此之外，學長

還是持續支持校友會事務，並成立台大動科系

及暨南大學人文學院之翠華講座，雖說退休，

但學長仍然活力十足的接待與照顧後輩真是讓

人十分佩服。

最後也是今日唯一的女性分享者 -陳昭姿
學姊，她分享了被診斷不孕後的心路歷程，不

斷地向衛生署及立法院為解禁代理孕母請願，

然而，學姊自認非常的幸福，遇到了一路相挺

的超棒老公，並一起領養了一個小孩，她分享

了她和小孩間棄＂血緣＂就＂情緣＂的親子關

係，真是讓人深深感動 !有很多人問她，為何
還要繼續為代理孕母解禁請願，她在投影片最

後只寫＂將心比心，成全別人追求幸福＂，她

說這是她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為自己的利

他主義 !
聽到這幾位系友前輩的分享，讓人感觸良

多 !其實不外乎，就是做自己會快樂的事情，
時常省思自己的生活；若有餘力，幫助需要幫

助的人，而這兩件事其實是相輔相成的，與大

家共勉之。

（編按：作者為臺大藥學所博士班畢業校友，

現為忻凌偉老師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

文 /張莉德享受金色年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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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系六十週年
慶祝晚宴

地點：典華旗艦館 ( 大直植福路 8 號 6 樓 )
17:00 報到

18:00 雞尾酒會

18:30 主持人開場 陳彥汝 (52)、岳宗漢 (53)

臺大藥學榮耀與使命特製影片

18:50 系對走秀進場 王光昭名譽教授與陳瓊雪教授

打擊樂器木琴獨奏 汪雅婷 (41)校友

弗朗明哥舞蹈表演 施維宜 (49)校友、段人偉 (50)校友

美聲獨唱 岳宗漢

19:30 生日祝福影片

藥學系 60歲慶生 歷屆系主任

京劇大登殿 徐禎 (28)校友

經典名曲吉他演奏 段人偉 (50)校友、張偉玲 (52)校友

20:00

活動報告

單車環島壯舉

攀登玉山慶週年

陳基旺主任、方承猷 (20)總經理、
王康力 (55)校友
吳維修 (28)理事長、尤松材 (R88)博士、
陳品孜 (52)校友

17屆系友合唱
19屆熱舞

十七屆全體

十九屆全體

20:50 楓耀榮譽 傳承使命
黃秀美 (19)主委、顧院長 (34)、與各屆聯絡
人各屆代表六十位出場

21:20 感恩的心 黃秀美主委

圓 滿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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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藥學邁入了 60周年，這一甲子的歲月
來作育許多英才，在藥學的領域引領著

產、官、學界的發展。隨著一整個年度的 60周
年慶系列活動，活動的最高潮來到了在台北典

華飯店旗艦館舉辦 60週年系慶晚宴，能夠讓所
有校友能夠再次聚首，聊聊往事分享在學校共

同的回憶，以及一起為我們的母系慶祝生 60歲
的生日。

從一開始加入 60周年慶的籌備團隊，接下
主持人的工作，準備起活動來不免戰戰兢兢。所

幸在活動組的各位夥伴相互支持合作下，歷經幾

次的場勘與會議討論，晚宴活動的內容與流程也

漸漸成形。晚會的以「榮耀與使命」活動主題，

因為每一位系友的付出，使臺大藥學系以各位校

友為榮，也希望將這一份使命感繼續傳承下去給

未來的學弟妹，維繫臺大藥學系的榮耀。

隨著晚宴時間一分一秒的逼近，系友們也

陸陸續續的進場就座，整個會場非常的熱鬧，彷

彿回到了同學會一般地聊著這幾年發生的趣事。

晚宴的開場由不同屆的系隊走秀進場，除了可以

在大銀幕看到各對佳偶相識相戀的照片回憶外，

上台走秀的代表也都盛裝打扮且帶著全家一起上

台，展現幸福美滿的氣氛。晚宴中也精心設計了

的一連串精采表演，上半場的節目從汪雅婷校友

帶來精彩的打擊樂器木琴獨奏開場，緊接著由

施維宜校友伴隨著段人偉校友的吉他伴奏，帶來

專業的弗朗明哥舞蹈，岳宗漢系友也表演美聲獨

唱，風靡了在場各位校友的心；下半場則有由系

友徐禎帶來一小段京劇大登殿，系友段人偉及張

瑋玲演出數首吉他與中提琴的聯奏，以及 17屆
系友合唱帶來的合唱，60周年慶的兩大活動＂
單車環島壯舉＂與＂攀登玉山慶周年＂的參與團

隊也上台分享活動的心得，也讓大家覺得我們校

友真的非常多才多藝，不只在職業的專業領域表

現亮眼，也各個身懷絕技多才多藝。

晚宴的最高潮來到了傳承與接棒的活動，由

60周年籌備會的黃秀美主委及顧記華院長領軍，
帶領各屆代表代表手持感恩的聖火出場，依序沿

著星光大道排列至舞台上，並將聖火依序傳遞至

聖火台上舞台，最後再點燃聖火台，象徵台大藥

學系的薪火相傳。主持整場晚會的過程中，我覺

得非常榮幸參與了這麼棒的活動，除了認識了不

同屆的系友外，也感受到臺大藥學系真的是一個

大家庭，彼此之間都會互相照應幫忙，讓我深為

藥學系的一份子，對於系上先進的成就也與有榮

焉。

能夠順利圓滿地辦完晚會的活動，除了黃主

委的號召，還有活動組的總召林淑玹學姊還有活

動組的團隊夥伴們，才能夠順利的完成圓滿的晚

會，期待下次 70周年慶的再次聚首，也在再次
祝福臺大藥學系 60歲生日快樂。

(感謝陳永順系友提供晚宴照片 )

文 /第 52屆校友 /陳彥汝

晚宴活動晚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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