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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不忮不求，永遠正向
思考的余秀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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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反而更忙的余秀瑛，常掛著老花眼鏡坐在電腦桌前一字一

字地 key 出學生的考題。除了幫忙分擔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授課；持續

參與中華藥典編修；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日語導覽；藥師公會的國

際事務都佔了她不少時間…。此外，每星期二上午去台北市敦化國小當

圖書館志工，一做就是 15 年，校長及市長的感謝狀就放在辦公室最顯

眼的位置，可見她多麼以此為榮。

　　人遇到挫折時可以選擇逃避或面對。余秀瑛選了後者，並從其中

開創出更多的可能，也成就了日後的自己。她說：「不管站在哪個位置，

只要認真做就是，一旦機會到來才不會錯失。」

志工松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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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歲月　戰爭洗禮

余秀瑛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時光：「我生於日據時代；日文教育只

念到小學一、二年級，後來因為戰爭太過激烈，軍隊進駐學校，二年

級就停課了；升上三年級時光復。」

談起童年經歷的戰亂，她心有餘悸：「我家住汐止，美軍 B29 轟

炸機在台北、基隆輪番轟炸，我們剛好夾在中間；雖然不是主要目標，

但光是聽人轉述台北、基隆被炸的慘況，對一個孩子來說已經夠嚇人

的了。有時戰機還會低空飛行，用機關槍一路扣扣扣地掃射地面，我

們汐止就有不少人中彈。」

「大概是小學五、六年級時吧…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1947-1948)；

還有後來發生在汐止邊界的鹿窟事件，電影悲情城市有演到這個部

退休後擔任國小
圖書館志工

天公疼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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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編按：鹿窟事件 1952 年發生於汐止、石碇交界的山區。)

考初中時，父親要她考北二女中 ( 日據時期第三高女，現今中山女

高 )，這是當時台灣女生升學的首選。余秀瑛考上初中後一直保持好成

績直升高中，之後並獲保送臺大藥學系。

八七水災　有驚無險

剛升上大二時，父親 ( 醫師 ) 患了外耳道癌，無法行醫且醫療費用

不小，生活陷入困境。所以余秀瑛大二起就開始兼家教賺自己的生活

費。在校時余秀瑛參加的活動不多，倒是畢業後同學們的一次旅行「登

上了報紙」。

1959 年 8 月余秀瑛這班已畢業。趁男生當兵前，顧文霞教授帶領

大家前往阿里山「生藥採集」。出發前風和日麗，也沒有颱風警報。

一行 30 多人在 8 月 6 日搭登山火車，一路開開心心抵達阿里山車站，

下榻阿里山旅社。入夜後開始下雨，且越下越大；第二天 8 月 7 日也

是整天傾盆大雨，所有遊客都被困在旅舍。

「忘了是第三天還是第四天，終於放晴了！我遠眺著不遠處問當

地人：那是海嗎？結果竟是平地淹大水 ( 八七水災 )。我們受困山上，

消息不靈通，後來才知道上山的鐵路有多處坍塌、位移、斷裂，修復

需要數個月。那時並沒有阿里山公路，我們別無選擇只好半走半爬；

花了兩天才到平地。回台北後聽說，我們生藥採集隊失聯的消息，曾

登上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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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插柳　學術殿堂

余秀瑛大四時父親病逝，生前交待母親家境再苦也一定要讓在學

中的七個孩子完成大專學業。「所以我一畢業就進入台大醫院當藥師，

薪資全數交給母親，下了班繼續當家教賺錢分擔家計。兩年後升任製

劑組組長，我對藥劑學實務很投入，從來沒想過要走教職之路。」

婚後因懷孕被當時的藥劑科顧文霞主任解除組長職務並調職，工

作十分苦悶又常挨罵。凡事都正向思考的余秀瑛擦乾眼淚想著：「與

其整天唉聲歎氣，不如想辦法讓自己每天都高高興興地去上班才行。」

阿里山採生藥遇八七水災 (1959)

天公疼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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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她在工作之餘開始做研究。當時台大醫院有自製的口服液 ( 類似現

今的運動飲料 )，卻沒有標示使用期限和保存條件，病人若喝了變質的

成品，有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因此余秀瑛以“多種電解質及葡萄糖口

服液 (oral multiple electrolytes 簡稱 OME) 之防腐研究”為主題，探

討口服液的保存條件與成分變化。1966 年即以前述研究所寫的論文升

任講師。

只能說這是上天的安排；當時醫院制定新辦法，仿照駐院醫師升

任教職制度，鼓勵臨床藥師升任教職。顧文霞主任要余秀瑛做研究爭

取，還用“升上講師就不用值班”做為誘因。「這對於有家庭、有孩

子的我來說真是太好了！而且我早就在做實驗研究，當初只是為了興

趣，沒想過寫論文投稿，更沒料到醫院藥師有一天也會有此制度…。」

這說明了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不過，不用值班這件事並沒有成真，

升上講師後的余秀瑛還是得值班，因為「主任說值班藥師不夠」。當

時台大醫院藥劑科除主任、副主任之外，藥師只有 7 人。

兼顧家庭　中年進修

升任講師後，除了醫院、學校兩頭忙，余秀瑛還要照顧三個小孩。

找褓母就令她傷透腦筋：「有次發現褓母家會讓人來家裡賭博，我馬

上尋找新褓母。老三出生時，聽說醫學院黃伯超教授在研究牛奶和豆

漿對嬰兒營養的差異，在醫學院內有個實驗群嬰兒室，我就把小兒子

送了過去。雖然要抽血，但至少照顧者都是護士呢！而且下班回家前

還可以就近去探視一下。只是後來小兒子會開玩笑說，自己是被豆漿

餵大的。」

第 3屆　不忮不求，永遠正向思考的余秀瑛



48

34 歲那年，余秀瑛有機會留職留薪公費到美國唸書；但考慮先生

在台大醫院的工作十分忙碌，且孩子都還小 (7 歲、5 歲、3 歲 ) 而放棄。

原本以為此生無緣出國唸書了，沒想到 10 年後有個赴日研修 2 年的機

會，但仍擔心自己出國會影響孩子們大學與高中聯考，於是採取折衷

辦法，只向日本東京大學申請了一年時間研修。

東大開學時見到藥劑學教授花野先生，他說今後的研究方向是最

新的藥物動力學。余秀瑛聽了一頭霧水，趕緊去圖書館查資料，發現

那是用物理和數學概念去理解的一門科學，頗能引人入勝！而物理和

數學正是自己最有興趣的學科。

那個年代，很少日本女性進修碩、博士，更何況一個從台灣來、

有家眷的中年婦女。原本教授只是要她當助理，但余秀瑛堅持要有自

己的研究題目獨立做實驗，雖然如願以償，但也吃足苦頭：「實驗白

老鼠的血管很細，直徑約 1mm，要斜剪一個小洞插入導管，稍有不慎

剪斷血管，老鼠就報銷了。我戴著老花眼鏡，顫抖著手，成功做完已

滿頭大汗；而其他年輕同學幾分鐘就搞定。」

「教授給我一個 Drug Interaction 的題目。我要從老鼠的一條靜

脈插管注射 A 藥，再從另一條靜脈插管注射 B 藥，最後從頸動脈插管

採血，研究 A、B 兩藥的交互作用。每次做老鼠的插管都很費時，偶爾

助教會探頭關心問：還沒做好嗎？」

雖然血中藥物濃度分析是自己拿手的項目，但必須連著兩天完成

一隻動物實驗後才能分析數據。余秀瑛租屋處位於東大校園後門 ( 彌生

門 ) 附近，步行約 15 分鐘。有次忘了時間，實驗做晚了，彌生門已關

天公疼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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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上鎖；她心想若是繞到正門要花 50 分鐘以上，而且走這麼久的夜路

令人害怕！看四下無人，圍牆也不高，就鼓起勇氣翻牆而過 ( 僅此一

次，之後不敢超時離校 )。

就這樣不眠不休的努力下，余秀瑛終於完成了研究主題，並在日

本藥學會年會上口頭報告。返國前在伊賀副教授協助下寫成論文投稿

到期刊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JPS)。回國後繼續投入藥

物動力學研究。

學以致用　努力不懈

返台那一天，余秀瑛的先生 ( 前台大醫院副院長沈友仁教授 ) 帶著

三個小孩到剛落成不久的桃園機場接機。回家後先生才向她吐實，在

她進修期間，自己因肝炎住院兩個月；為了怕影響她在日本的學習，

特別交待親友絕對要保密。上國一的么兒說：「那時爸爸住院、姐姐

住校、哥哥很晚放學，我一個人好孤單。」余秀瑛聽了心如刀割。

「家人的犧牲就是我努力的動力。」余秀瑛回台隔年 (1981 年 )

升等副教授，但她並沒有停頓；持續將學習到的藥動知識應用在臨床

上，例如：癲癇藥品 Sodium valproate 血中濃度與療效的關係、與其

它藥品的交互作用等，1985 年順利升任教授。

然而作風低調的她一直不是學生心中熱門的指導教授人選，擔任

教授 2 年後 (1987 年 ) 才有了第一個研究生。余秀瑛問這個高醫藥學

系畢業的學生為何會找自己當指導老師？「原來是高醫某位老師推薦

的，而這位高醫的老師也曾在日本東大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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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應邀於 UCSF
皮膚科演講，與科
主任 Prof. Howard 
Maibach 合影

1998 台灣大學優良教師表揚

1983 國際學會
發表研究成果

天公疼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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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有緣！」余秀瑛說：「1987 年國際藥學年會 (FIP) 在荷

蘭舉行，花野教授獲邀為大會演講貴賓。他知道我近年的研究主題，

來信鼓勵我去參加 FIP 發表研究成果；我才有了結識紐約大學、舊金

山大學、倫敦大學等國際同儕的機會。而我以歷年研究成果向日本東

大申請博士學位，在隔年 (1988) 寒假通知我去口頭發表研究成果、回

答提問，再經筆試 ( 專業科目、英語、第二外國語 ) 及到指定科目的教

授研究室個別口試 ( 製劑學、藥理學、毒物學 )，考完後即返國等待評

審結果。幾個月後得到好消息，獲論文博士學位，距大學畢業已 29 年！

50 多歲啦。」

國際事務　經驗傳承

2002 年余秀瑛剛退休不久，台北市藥師公會新上任的連瑞猛理事

長邀請她擔任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盛情難卻接下此一任務。

余秀瑛想起之前參加世界藥學會 FIP( 每年在不同國家舉辦 )，看到日

本、韓國、非洲等國家藥師成群結隊出席 ( 從服飾及膚色看出來 )，所

展示的壁報大多數是社區藥師執業經驗及心得。而台灣出席者寥寥無

幾、各自與會，發表的壁報都屬學術研究。於是余秀瑛內心激起願望：

「要鼓勵我們的社區藥師參加 FIP，拓展社區藥師的視野及提升台灣在

FIP 的能見度。」

余秀瑛從介紹 FIP 組織說起，向公會幹部傳授如何尋找主題、如

何寫 abstract 投稿、如何製作吸睛壁報等，並協助修改 abstract 及投

稿事宜。2003 年 FIP 在澳洲雪梨舉行，台北市藥師公會組團赴會 ( 台

灣首次組團出席 FIP)，發表 13 篇壁報。在余秀瑛建議下設計了壁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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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讓大家一眼即可看出是台灣台北市藥師公會。果然在展示場頗引

人注目獲得讚賞，連展示場的工作人員都說：well organized。

此後高雄、台南、台中等藥師公會繼起推動，如今每年台灣出席

FIP 的藥師人數及發表的壁報數已名列前幾名。藥師公會也為了鼓勵藥

師們在 FIP 及亞洲藥學會 (FAPA 每兩年在亞洲會員國輪流開會 ) 發表

執業成果，從 2003 年至今，每年都安排繼續教育課程 3 次，要余秀

瑛授課及協助修改 abstract。

「其實國際事務主委一職任期屆滿後，我請公會找年輕人接棒。

結果他們要我做副主委，繼續支持年輕人，我答應了，卻沒想到一做

就做到現在。」余秀瑛笑道：「沒關係，忙就忙吧！退休後能生活充實、

步調輕鬆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了！」

2000 年藥學會大會
壁報 ( 研究成果 ) 展
示 ( 孫斌 ) 傑出獎

天公疼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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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退休

FIP2008 於瑞士 Basel 遇 Prof. Mrs. Bennet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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