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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上旬，香港天氣有些霧霾。謝汝明出席了一場臺大藥

學系港、台校友聚會。1965 年畢業返港至今，已經算不出是他第幾次

參加了…。而近年來的一些大型活動，無論是母系校友會訪港或是為了

籌募永續基金而來的台灣校友訪問團，謝汝明皆誠摯邀請系友參與並

組織籌委會，大家分工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好。

「我真的很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及信任，目前我們正在港展開頗

為艱巨的永續基金募款工作，迄 2019 年 2 月中旬，已籌得 160 萬元

港幣，且持續增加中…」

　　喜歡運動的謝汝明把運動精神落實在工作上、生活中。他認為整

個團體好，勝過一個人好；所以他對藥師後輩從不吝於伸出援手，也

花很多時間在香港藥業相關公會的事務上，協助推動更理想的藥業環

境。對於港澳校友會活動；畢業 50 多年了，他一直熱心參與及主持。

謝汝明認為，這些公眾事務一定要交棒下去，就像一場接力賽跑…。

2019.01.12 臺大藥學永續基金香港一聚為陳瓊雪老師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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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校友　言必稱老大

數十年來藥學系在港、澳的活動幾乎都是謝汝明主辦，擔任校友

與母校間的聯絡人。每次活動均獲得不少熱心校友鼎力支持，大家尊

( 暱 ) 稱他謝老大。雖然近年已交棒年輕一輩負責；但各種活動只要謝

老大「登高一呼」，校友們自然靠攏。因為很多人當初都是靠他幫忙

介紹實習機會，才能參加藥師考試；試後介紹執業藥師工作的人，亦

不知凡幾！

大約 1950 年代，香港大學有開辦兩年制藥劑師文憑課程，以及香

港曾有 Chemist & Drug 類似職業學校的課程，沒有多久皆告停辦。

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沒什麼出路。所以後來的藥師都是境外回來的，

若具有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大英國協國家藥師執照，不用考試或只

於母系慶祝成立 50 週年時謝汝明帶領港美系友返舊
醫學院外拍攝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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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個科目通過就可以當藥師；其它地區，例如台灣藥學系畢業的，

要先申請實習一年，才能考照。

謝汝明說：「我 1965 年回港算是比較早，競爭沒那麼激烈，順利

到政府醫院實習，然後考上藥師執照。後來我轉到藥房工作，人脈也

廣，所以能夠介紹後輩一些實習機會。不過，現在不必實習就可以考

執照，考試合格再實習。筆試不合格就別浪費時間在實習上了！我們

那時先實習再考照，我在九龍伊莉沙伯醫院藥房實習時是沒有薪水的，

每個月只有 100 元港幣的車馬費。」

( 編按：香港藥師執照考試規定，兩年內要通過香港藥劑法例、藥劑執

業、藥理學三個科目的考試，否則重新起算。)

大學生活　足球與書本

其實謝汝明的好人緣不僅限於藥學系，醫學院各學科他都熟。香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成立初期，曾多次邀請藥理學權威李鎮源教授赴港

交流或演講，每次謝汝明都陪同前往及接待。「李教授上課看起來很

嚴肅，但私下很好相處。有一次農曆新年，我前往李老師家中拜年，

師母李淑玉教授 ( 台大醫學院心電圖專家 ) 還親自下廚款待，他們既親

切又熱情，令我難以忘懷。」 

「這些緣分都是因為醫學院足球隊而結下的。」喜歡運動的謝汝

明剛到台大唸書時，大一參加了田徑隊，1600 公尺武裝賽跑二人組接

力賽，得了全國大專運動會第二名，僅以些微之差輸給有體育系的師

大組。大二、大三課業沈重，謝汝明拼了命唸書：「我好不容易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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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醫學院院長李镇
源教授於 7O 年代接

受台大香港校友會
會長及代表歡宴

大一時參加台大田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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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一定要畢業，豈可從後門出去。」國語不靈光，老師上課不全

聽得懂怎麼辦？還好有班上從北一女、北二女畢業的同學幫忙。大四

時，在課業上終於可以喘口氣，謝汝明便加入了醫學院足球隊。

「足球隊成員很多都是港澳生，可能是我們比較迷足球吧！當時

的領隊是病理科葉曙教授，我們在四校醫學院足球賽中敬陪末座，熱

愛足球的葉教授有些失望；但他很有耐性地安慰及鼓勵我們，強調人

生要不斷努力奮鬥才有意義。果然隔年我們扳回一城，拿到冠軍。同

年我畢業回港，隔不久葉曙教授短暫過境香港，於是我以香港台大校

友會醫學院代表名義，負責連絡各校友及足球隊前隊友出席歡迎晚宴，

當天氣氛非常熱烈，令人難忘。」

病理學權威葉曙教授於 70 代因公經港接受台大醫學院香港校友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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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每每台大醫學院、藥學系的師長來港澳，謝汝明就自然而

然地成了聯絡窗口，也成為他美好的回憶；他在景福醫訊撰文記錄這

點點滴滴：

「在七十年代後期，有一天突接李鎮源院長來電，將會與楊思標

院長 ( 當時的台大醫院院長 ) 匆匆經港返台，只能短暫逗留。遺憾未

能及時通知醫學院校友，我有見及此，斷不能對兩位老師有所怠慢，

首次客串導遊帶領他們前往接近中國大陸邊界的流浮山，該處除海鮮

著名外，同時還可以遙望對岸的景物，當時大陸被視為鐵幕，更像披

著神秘的面紗，深不可測。我們站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邊緣，兩位院長

對此情此景深感興趣。」( 摘錄自景福醫訊第 30 卷第 10 期．半世紀

台港醫藥情 )

李镇源院長 ( 左一 ) 暨楊思標院長（左二）於 8O 年代返台經港途中，
謝汝明陪同前往九龍新界中港邊境流浮山觀光

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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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遊子　感恩受照顧

「師生感情好，因為老師們都特別照顧我們這些外地僑生。像前

女子田徑隊教練及體育教授許潔老師 ( 據說第一屆的陳媽媽也是她的門

生 )，常叫她的小孩騎腳踏車到男十一宿舍，喊我們去吃飯、吃餃子。

逢年過節一定邀請我們去她家，有時怕我們有其它的邀約，還特別提

前與我們過節…。後來許潔老師移民美國，我視她為至親，經常赴美探

視她老人家。可惜她離世多年，我永遠懷念、敬愛她。」受老師的影響，

使謝汝明對其它台灣回來的藥學系畢業生都特別熱情。

謝汝明會決定到台灣讀大學，是因為二哥及很多認識的朋友都去

了台灣唸書，所以他也很想去。中學唸的是文科 ( 組 )，由於師大免學

8O 年代孫孫雲燾主任率領代表團参加 FAPA 會議後經港接
受留港校友歡宴。前排：左一為劉秋生老師 ( 陳媽媽夫婿），
中為孫雲燾教授，右為陳瑞龍教授（第 9 屆同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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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謝汝明原本計畫考師大…。「我是香港德明中學畢業的 ( 以孫中山

的字命名 )，小學老師的 3 個小孩都在台大讀書，她認為台大醫學院是

全台最佳學府。我請教升學問題時，她建議我考慮讀醫學院。」

在小學老師的建議下，再加上謝汝明看到堂哥聘請的從英國回來

的藥師很受人尊重，於是發奮讀書考上了臺大藥學系。本來父親還不

太願意讓他讀，是台北工專 ( 現今台北科技大學 ) 畢業的二哥強調台大

很難考上，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家裡才勉強同意。

執業環境　與台灣迥異

畢業後，謝汝明返港工作並順利考上藥師執照。但他感嘆香港的

醫藥環境和台灣大不同，沒有醫藥分業；醫生可以提供藥品，藥房的

負責人也不必是藥師。看著 50 多年來香港藥房的演變，他說：「1968

年觀塘才有第一家藥房，我就是去那裡工作的第一個藥師。現在全香

港大街小巷藥房林立，全盛時期可說是“一街 8 舖 6 藥房”！其實開

的多，倒的也多；而且藥房品質參差不齊，私下違規販賣處方藥的更

是抓不勝抓。不過近年主管機關對藥房管理日益嚴格，藥房轉換負責

人要先接受衛生署面試審核，還要求該藥房的藥師陪同面試。」

目前香港法例規定「認可毒藥銷售商 ( 即註冊藥房 )」三分之二的

營業時間要有藥師駐店。前幾年曾提案修法，藥房只要開門就要有藥

師在；不過未能通過。謝汝明認為，這可能就是導致香港目前藥房藥

師供過於求的原因之一，當初以為若是在營業時間都要有藥師，藥師

需求會大增，於是本地藥學系大量招生 ( 每年有 100 多名畢業生 )，沒

想到法案並未通過；再加上外地藥學系畢業回港的人數也不少，現在

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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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藥師工作都變得不太容易。

香港七Ｏ年代就有討論醫藥分業的聲音，不過至今未能實行。因

此有人認為香港醫療院所未釋出處方、且未增加藥師員額 ( 香港有調配

員 Dispenser 制度 )，是藥師未充分就業的另一個原因。

( 編按：1992 香港中文大學設立藥學系，2009 香港大學設立藥學系。)

經營藥房　誠信最重要

香港註冊藥房大約 600 多家，謝汝明工作的中正藥房己有 70 多

年的歷史，他在此工作 47 年，身為經理兼董事。「我的藥師執照編號

是第 200 號，而現在已經編到了 3000 多號。既然是資深藥師，要做

大家的榜樣；所以我每天八點半就上工了！」

中正藥房主要經營藥品的批發買賣，也調配處方，謝汝明說：「再

幾年我就要退休啦！我剛畢業回港後的 20 年可說是香港藥師的黃金時

代，現在競爭很大，不容易做。不過，藥局不是做一天、兩天的，誠

信最重要。不管你的客戶是消費者、藥房同業或醫師，只要建立起良

好的互信基礎，還是可以慢慢發展起來賺到錢的。」這話不是說說而

已，謝汝明 1984 年曾與人合資開藥房，雖然做的還不錯，但是太忙、

太累，11 年後就退股了！

整體好　勝過一個人好

儘管大環境不理想，但豈可放棄爭取？謝汝明積極投入香港藥師

相關公協會事務；1972 年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成立，他是創會會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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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6 年被選為會長一職；1973 年港九藥房總商會成立，謝汝明也

擔任藥事顧問一職至今。

「協會的事務真得不容易做，1976 年與醫師團體辯論，他們認為

藥師人數不夠，所以不能醫藥分業…。」同一年香港發生大罷工，當時

負責醫藥業務的主管，透過層層關係找到謝汝明，拜託他幫忙。謝汝

明人脈廣、人緣佳，找到能勉強維持醫院運作所需的藥師人手。

雖然現在退居二線擔任顧問，但回憶起 40 多年前創會時的「夢」

與「想」的日子，他期許年輕的藥師要為執業大環境盡一分心力。「因

為只有當整體大環境好，才會有個人的發展。沒有藥師會甘於在工作

上被當作“花瓶”的角色，或許我們有著對現實低頭的無奈，但還是

不能放棄理想。」

陽明山之旅於
2O17 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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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藥學會、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於

2006.5.21 正式宣佈成立「爭取醫藥分家大聯盟」，10 多年來屢戰屢

敗、屢敗屢戰。謝汝明認為這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及的事；就如同大隊

接力賽跑，要一棒一棒交下去，由年輕一代繼續努力。

「力求以生命影響生命，以平凡創造不平凡」是謝汝明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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