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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憑著熱情與堅持一路走來
的蕭美玲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第 15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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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是蕭美玲被奉為經典的語錄之一。對於

現在大家流行“追劇”，她也忍不住提醒：「無論是延禧攻略還是如

懿傳，不要只看那些爭鬥，要看看人家的策略啊！」

在醫學院 　永遠第一名

蕭美玲從高中開始學

習策略─在運動場上。她

是嘉義女中的籃球校隊，

曾與後來的籃球國手交過

手；大學時期打軟式網球，

得到全國大專組的第二名

( 還是第三名？忘了 )，僅

次於有體育系的隊伍。「哈

哈…在醫學院比賽網球，

叫我第一名啦！但更重要

的是我從中學習到策略與

堅持才是致勝關鍵。」

　　策略與堅持是蕭美玲在運動場上學會的兩件事，運用於她四十年

的公職生涯剛剛好。認識她的人都說她對工作要求十分嚴格，但這是

對事不對人；對於人，她總是充滿熱情與關懷。

台大軟式網球校隊參加嘉義吳鳳杯
網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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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畢業後蕭美玲考上台大公衛研究所，接觸到藥學以外的新

領域，並促使她日後走入行政體系，亦是因網球結下的緣：「民國

六十年代，很多人隨著留學浪潮出國唸書；但我對實驗室沒什麼興趣，

是否去當藥師也很猶豫；剛好有一名網球隊的學長報考了公衛研究所，

讓我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

「我們班有三人考上公衛所，除了我之外還有李珮端與周碧瑟。

從來沒收過臺大藥學系畢業生的公衛所也有點納悶，怎麼一次來了三

個？陳拱北教授很煩惱，不知道要教我們做什麼題目。」時至今日，

以藥學背景進入公共衛生領域，有非常多的方向可以發展。當時蕭美

玲等人，算是開路先鋒吧！

生涯轉折　天下第一科

公衛所還沒畢業，蕭美玲就透過高考進入衛生署麻醉藥品經理處

(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前身 ) 服務。「坦白說，那時的工作一成不變，

除了自己努力進修英語外，沒有什麼發展，一度萌生離開的念頭；直

到民國七十年被調回署本部，擔任藥品查驗登記科的科長，才有了轉

圜。」

時任藥政處副處長的黃文鴻教授 (16 屆 ) 回憶：「藥品查驗登記科

工作繁重，又事關廠商權益，動見觀瞻；被同仁們私底下稱為天下第

一科。每天等著蕭美玲處理的公文堆積如山，幾年下來，她總是隨身

攜帶大小包公文，利用空檔一件件批閱。」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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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藥學會
第一次在台
灣圓山飯店
召開

1984 和同班好
友吳芳華於芝
加哥亞培藥廠

前合影

與臺大藥學系早期
系友於陸坤泰教授
家合影 ( 右一 ) 陳
瓊雪教授 ( 左一 )
陸教授夫人莊晴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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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長、副處長再到處長，蕭美玲在藥政處工作了十七年。從早

期推動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GMP)，到跨部會的藥品專利智財權問題，

到與民眾息息相關的醫藥分業…藥政的各項改革發展，她無役不與。

「當年黃文鴻教授自美返台擔任藥政處副處長 ( 後升任處長 )，為公務

體系注入一劑強心針。我還記得他清楚為藥政下了一個定義：從藥的

專業出發，做好行政工作。這讓我受益良多，日後不論是涉外事務或

是到國民健康局工作，我都謹記在政策背後，靠的是專業數據。」

醫藥分業　毅力與堅持

1997 年醫藥分業在抗議聲中上路，藥師遊行完，換醫師上街頭；

蕭美玲拿起麥克風上場面對。「這是我四十年公職生涯中最困難的一

件事。因為醫藥分業不僅涉及醫界與藥界的專業權益，也是大餅的重

分配；更大幅改變民眾就醫行為。」

1992 協助外
交部辦理醫藥
品援助烏克蘭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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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蕭美玲地毯式走訪社區藥局，了解第一線藥師的心聲、化解

外界對藥師專業的疑慮；並運用在公衛、藥學、社會保險等各界人脈，

爭取學界與民間團體的支持。「藥事法中明訂健保實施兩年內需醫藥

分業，我們抓住這個契機，在官方奧援有限、醫界強勢反對的環境下，

仍爭取到藥師比以前更多一點的執業空間。」

2017 年醫藥分業二十年之際，醫界與藥界紛紛發聲，都不滿意現

況。單軌制、雙軌制、調劑權等問題仍爭論不休…「看人挑擔不吃力，

事非經歷不知難。」與蕭美玲共事多年的黃文鴻教授說：「沒有她的

毅力與堅持，醫藥分業早已胎死腹中。」

長路漫漫　唯有使命感

法規背後靠的是政策研究，從專業領域出發到跨領域的整合，不

是件容易的事。蕭美玲忙而不亂的公務生涯中，參與了非常多法規制

度的增修：藥政時期的「藥事法 102 條」、台美智財權談判的「七七

公告」；國民健康局長任內的菸害防制法新法；技監 / 參事期間的藥

品查驗中心 (CDE) 設立；副署長任內的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大陸中

藥材邊境管理制度…等等。

每一項決策、每一條法規，皆是漫漫長路。由於牽涉層面極廣，

思慮必須周全；因此，除了需要聽取專家的建議；事涉外交的要衡量

國內外情勢；關乎民眾的要了解民意；與產業相關的則要與各公協會

溝通協調…。等法案出了行政院，還有立法院這一關；若黨團協商順利

也先別高興得太早，能不能排進議程還有很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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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政就是要「撩下去」做！莫名的使命感讓蕭美玲一直堅持

著；即便在藥政處長期間曾大病一場，按部就班地接受治療後繼續工

作。對於很多年輕公務員異動頻繁，她忍不住說：「不要遇到一點挫

折就放棄，我常說“放棄”是最容易做的事了。一個人對工作要有

PASSION…，尤其是公務員。我父親在中華電信工作 ( 當時尚未民營

化 )，小時候印象很深刻，每次颱風天他都要出門上班…。」

「那些一天到晚抱怨公部門的人，應該親自來做做看。還有的人

在公家機關待了幾年後跳槽到業界；薪水加倍，責任減半…卻回過頭來

指責自己以前的工作單位，那不就是你過去沒做好的事情嗎？」

誠實溝通　勿小看民眾

近年來民意抬頭，公務員必須學習如何與民眾溝通、說明政策，

以減少推動時的阻力；但有時引用科學數據卻仍不敵名嘴的瞎掰。以

美牛進口為例，這不單純是與民眾相關的食品問題，還牽涉到對外貿

易等經濟層面，十分複雜。蕭美玲說：「不要怕面對民眾，民眾是可

以溝通的。我們如何以白話文向民眾說清楚專業問題才是關鍵。例如：

與其說吃牛肉得到狂牛症的機率是 1×10-12，不如說吃牛肉得到狂牛症

的機率比被雷打到還低…。」

「幾年後，美牛又碰到添加瘦肉精 ( 萊克多巴胺 ) 的爭議，我們苦

思對策，後來終於以“牛豬分離”過關。這四個字的精神入法，乃根

據國人膳食調查等專業研究而來。由於國人攝食豬肉量遠大於牛肉，

且因台灣是養豬大戶，所以豬肉進口是零添加；而牛肉則明訂在一定

的含量以內 ( 人體可自然代謝 )。如此一來，既保護了養豬戶、顧到了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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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健康，也免去了一場美台間的貿易大戰。」

蕭美玲認為平常就要教導民眾科普知識；例如：風險的概念，包

括微量、累積、時間…等等。不論是以前的瘦肉精風波或最近的藥品原

料含不純物質而下架事件，都可以套用上。「記得有一次到鄉下說明

瘦肉精時，民眾的反應是：唉呀…你們早這樣說我就懂啦！」

另外，在國民健康局時期，為了公共場所禁菸一事，蕭美玲又帶

領同仁“掃街”了！「我們必須讓每一場所貼上明顯禁菸標誌，讓民

眾清楚了解並遵守…。後來，有一年我到宜蘭南澳鄉，發現部落裡的雜

貨店也貼上禁菸標誌；立刻會心一笑，打從心底感佩基層工作同仁的

辛勞。」

2006 接任國健局局長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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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折衝　賴多年深耕

2018 年台灣正式加入 ICH( 國際醫藥法規協合會 ) 成為會員，對

提升醫藥水準、產業發展具正面意義。這是 20 多年深耕的成果：「幸

好我們在 1998 年成立了藥品查驗中心 (CDE)，延攬許多 Ph.D., M.D.( 臨

床醫師 ) 到中心擔任全職工作。早在 ICH 還未成為一個組織、只是多

邊會議的形式時，CDE 就派團參加，連續去了快 20 年…。台灣特殊的

國際處境，使我們唯有不斷出席各種活動，才能增加台灣的能見度；

在會場上多結交國際朋友，他們才會為我們發聲…。每每倦勤時，我總

會想起阿嬤說過的一句台語古諺：『行、行，嘸行抹出名』，以此激

勵自己，站起來，繼續走出去。」

2008 董氏基金會菸害防治宣傳海報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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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衛生外交工作就不能不談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緊張，蕭美玲

便透過民間組織參與各項會議；關係和緩，她則為政策畫下紅線。海

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中的「五不原則 *」是她根據當時的社會氛圍

所提出；她深知唯有免除民眾疑慮，才有可能獲得立法院支持，完成

協議的簽署。後來，陸方對中藥材出口檢驗，執行意願不高，蕭美玲

親自拜訪對岸主管單位溝通協調，才讓政策沒有跳票。

* 不涉及醫學人才培養、不開放大陸醫事人員考照、不開放大陸醫事人

員執業、不開放陸資來台設立醫院、不開放大陸醫院健保給付

心心念念　培養年輕人

「年輕醫師、專業人員，若是沒有好好給他們一個環境栽培，人

就散了，又回去第一線執業了！」多年來，即使公務再忙她仍在各藥

學院兼課：「我想在學生心中埋下一顆種子，希望它在某個時刻可以

發酵、可以開花結果。」

2000  
CDE 喬遷及兩

週年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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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海峽交流
基金會 - 海峽兩
岸關係協會簽署

儀式

2012 年 8 月參加
海峽兩岸醫藥服
務與管理制度交
流研討會

2012 參加
WHA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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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美玲退休後推動成立了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希望集結學者專

家做一些事：「學會是一個平台，可以有不同層次的對話；我們多次

邀大陸學者來台。就藥品法規方面而言，大陸近年改變相當大，如果

要進軍大陸市場，第一關就面臨法規問題…我們要做“該做卻沒有人要

做的事”。」

我心依然　結束與開始

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Winston, 

Churchill)

蕭美玲的另一個開始是當了阿嬤。「我兩個女兒小時候，我和先

生都忙於工作，靠兩個阿嬤 ( 奶奶與外婆 ) 幫忙照料。現在換我來顧孫

了。」人生就是這樣一棒接一棒，蕭美玲在退休後飛往美國替小女兒

坐月子；煮飯、育嬰、開車接送全一手包辦；根本就是一隻電力不減

的金頂牌阿嬤。

好友們為阿嬤出版了一本“寫真集”─「我心依然」。全書收錄

200 多張照片，記錄她公務生涯中的身影；另有 57 篇文章，分別由師

長、昔日同仁、外交上一起作戰的夥伴以及採訪過她的媒體記者們所

寫 ( 後來都成了好朋友 )，道出與她相處的點點滴滴。這些文字與照片

就像 3D 投影，立體呈現出蕭美玲這個人：她坦然接受一切磨難與試煉

後浴火重生；熱情擁抱生命中的人、事、物。以下摘錄自蕭美玲公職

四十載紀念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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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美玲是「怎麼罵也罵不哭的女生」…

不止做事認真，而且具有鋼鐵般的意志…

蕭副有「三不」，即絕不能說：「不知道」、「不會」、「找不到」…

一路上，她高談闊論對醫藥分業的理想；突然間，戛然而止…目

光停留在路旁櫥窗內的一雙紅鞋…她，左右腦平衡、並且可以隨時切

換…

她隨時會拐進路過的藥局，找駐店藥師聊開來…用餐時，她突然

停筷、瞪著電視，原來她發現正播出的藥品廣告：有問題…

是位嚴格、但不嚴厲的長官：公務上，她要求很多；私下，她卻

是慈愛的長輩…

假日有公務行程，她自己會安排交通，讓公務車司機休息，甚至

2012 成為世界藥
學會 (FIP) Fellows-
由主席米歇爾布魯

曼先生頒證

生命的高度在於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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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小秘書…沒空接電話時，她也會幫忙接聽 ( 只是常嚇到電話另一頭

同仁 )…

兩人多半同房；即使出差在外，她通常清晨五、六點起床，為了

怕影響還呼呼大睡的我，便一個人關在浴室裡看公文和資料…

專注公務之外也熱愛生活、懂得美食…一票人常趕著中午休息時

間，去吃一頓美食、搶購打折的舶來品、到「明星」喝杯咖啡，再乖

乖回辦公桌前賣命…

最令人恐怖的是她的準備功夫；赴港澳旅遊前…把國父在當地的

生活點滴及相關景點串連起來，自己重走一遍…

美玲是個有品味的生活家；衣著優雅、談文學、論電影、嚐美食、

知交滿天下；她每天認真過日子，樸素、但有滋有味…

與馬英九
總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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