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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雞納種植事業調查報告

(一) 沿革

卅年前日人在臺灣試植金雞納，經累年試驗，獲得初步成功，

於是開始大量栽種。前東京帝國大學演習林 (臺中竹山) ，京都帝國

大學演習林 (高雄旗山) ，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 (臺東太麻里) 以及

其他星規那產業株式會社，武田，鹽野義等藥商分別在臺中，臺南，

臺東各地種植金雞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人僅將收穫之

金雞納皮運往日本，並未在臺灣提製奎寧。

臺灣省光復以後，京都帝大演習林改稱第二模範林場，東京帝

大演習林改稱第一模範林場先由臺灣林產管理局接管，最近第一模

範林場撥交臺灣大學農學院充作實習林，第二模範林廠則撥交臺灣

林業試驗所管理。其餘星規那產業會社，武田等農場則統由臺灣醫

療物品公司接管。惟近年來各方對於金雞納林未加撫育整頓，致金

雞納樹枯萎死亡頗多，復以任意砍伐，並未增植造林，目睹此項有

關國防與民族保健之金雞納事業日趨荒廢，殊堪惋惜！若不急加整

頓，則前途誠不堪設想！

按金雞納樹原產南美洲之秘魯(Peru)與玻利維亞(Bolivia)等高

山地區，其所需之生長條件為：(1)熱帶 (南緯15度至北緯22度) 高

山地區，海拔在700-2,000公尺間；(2)栽種土壤以排水佳良，腐植

土層較厚者為宜；(3)雨量每年平均在2,500-3,500 mm.左右；(4)氣

溫以冬季不低於攝氏10度，夏季不高於30度為宜；(5)空氣濕潤，晨

間有霧，日照時間較短，少霜害暴風。金雞納因生長條件較苛，故

栽培不易。英，法，荷蘭等國政府均分別自原產地採取種子移植於

熱帶地區，其中荷蘭政府更竭力扶植獎勵爪哇之金雞納種植事業，

故能蓬勃發展，其生產量幾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壟斷第

二次大戰以前之世界奎寧市場。近十年內，我國雲南河口及海南島

保亭等處亦曾作金雞納種植試驗，但效果未著。臺灣省光復後，接

管之金雞納農場多年來未作有計劃之整理，殊覺可惜！尤以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後，爪哇之金雞納林為日人毀壞甚多，致世界奎寧產量因

之大減。近年化學合成之抗瘧藥品雖陸續應市，但價格比較昂貴，一

民國 3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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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經濟落後國家，尚難普遍應用於防瘧方面。查美國在1935年以前

尚不能完全自製合成抗瘧藥品，目前我國製藥工業及化工業情形較

之美國1935年尚形落後，不易大量製造供應該項合成藥品，故奎寧

之治療瘧疾不論在中國或其他各國仍有其特殊之地位。吾人今日重

視臺灣之金雞納種植事業，不僅守成，尚望更能發展。復以金雞納

非如其他經濟作物，需要生長七年後，始可剝皮，提取奎寧，而此

七年中所耗之撫育費甚鉅，故此種企業難望由經費短少之機構經營

成功，勢非政府努力維護資助不可。

(二)一般近況

前衛生部及國防部對於臺省之金雞納均早加注意，先後於卅六

年及卅七年派員來臺考察。筆者於卅七年八月來臺調查金雞納種植

概況，歷時四十餘日，遍經臺中，臺南及臺東各區農場。茲就調查

所得，簡述一般概況，如次：

(1) 根據卅七年各關係方面紀錄：計臺灣醫療物品公司農場

十處，臺灣大學農學院農場一處 (臺中竹山) ，及林業試驗所二處 

(旗山及太麻里) 合計現有林面積1,276公頃 (1,316甲) ，現存金雞納

樹約1,678,800株。惟確實種植面積及現存株數尚待詳盡調查；且卅

七年迄今，所砍伐與死亡之株數正復不少。

臺灣金雞納農場所在地區：

(甲) 臺灣醫療物品公司所屬金雞納農場十處：

(1)   潮州農場－高雄縣潮州區佳佐53番

(2)   來衣農場－高雄縣新置區葉家村

(3)   甲仙農場－高雄縣雄山區甲仙鄉

(4)   關山農場－臺東縣關山區池山鄉

(5)   大武農場－臺東縣臺東鎮大武鄉紹家村

(6)   知本農場－臺東縣知本鄉

(7)   太麻里農場－臺東縣太麻里

(8)   大溪農場－臺東縣大溪鄉

(9)   清水農場－花蓮縣清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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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竹山農場－臺中縣竹山區鹿谷庄鄉

(乙) 臺灣林業試驗所所屬農場二處：

(1) 第二模範林場－高雄縣旗山六龜

(2) 太麻里試驗支所－臺東縣太麻里

(丙) 臺灣大學農學院所屬實習林一處

(1) 第一模範林場－臺中縣竹山區鳳凰鄉

臺灣得溫光雨露之惠，土地肥美，宜於熱帶植物之栽種。尤以

高雄縣之潮州區，旗山區以及臺東之知本鄉等處萬山環抱，岡巒

起伏，常年蒙霧，氣溫較差不大，為種植金雞納之理想地區。其中

旗山第二模範林場現有林面積約計308公頃，而適宜於栽培之面積，

據調查可達5,000公頃之多，頗堪發展。惟臺南臺東若干處山地，在

海拔1,200公尺以上即常行結霜且多暴風災害，加以臺灣氣候有乾季

與雨季之分，雨季中 (四月至九月) 雨水過多，沖刷表土，易使土壤

養分損失，乾季中 (十月至三月) 雨水稀少，亦易使金雞納樹發生枯

槁現象，餘如多處氣溫較差頗大，凡此種種情形均顯示臺灣之地理

環境尚不及爪哇之優越。故在臺灣栽植金雞納必需儘量以人為方法

改善自然環境之缺點不可。

臺灣各農場之金雞納屬於下列三品種：

(a) 萊氏金雞納 Cinchona Ledgeriana Moens；

(b) 紅金雞納   C. succirubra Pavon；

(c) 混種金雞納 C. hybrida, α,β,γ型( C. Ledgeriana XC. 

succiruhra)

餘如黃金雞納C. Calisaya Weddella與正種金雞納 (或稱灰金

雞納) C. Officinalis Linne等各品種在臺灣均不經見。

(2) 各農場以種植地區遼闊，經費困難及山地人工短少故多年來

未能認真進行除草，撫育工作，以致雜草叢生，金雞納因而枯死或

受蟲病害死亡者甚多。多處農場管理欠佳，一部分工作人員並不能

明瞭金雞納樹之特性以及育苗，造林，撫育，保護方法。現時各農

場大部分尚存有地形圖，作業圖等。自光復後即未登記臺賬。測候

儀器多不齊全，各處缺乏完善倉庫與烘焙設備。舊有交通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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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電話) 以及工作站之房舍等項皆逐漸頹廢，不堪供用，影響作

業甚大。旗山與竹山二處僅就枯死之金雞納樹剝皮，而臺灣醫療物

品公司於卅六年起開始大量砍伐，運皮至該公司新營工廠提製奎寧。

關於取皮方法係採用連根砍伐法 (up-rooting method)，爪哇方面

現亦應用此法取皮，蓋以其他敷苔剝皮法 (mossing method)，叢

伐法 (coppicing method) 及削皮法 (scraping method－剝取外

皮，不傷內皮部分) 等種種方法所費人工較多也。金雞納根皮中所含

之總生物鹼量 (total alkaloids) 較幹皮與枝皮稍高。據林業試驗所

化驗報告：臺灣六年生之萊氏金雞納根皮 (乾皮) 所含總生物鹼量為

8.726%，幹皮平均數為7.119%，枝皮僅為6.814%。連根砍伐法可

以利用一部分根皮，但引用該法取皮必需按年造林補償已砍伐面積。

所惜臺醫公司方面採取此項銷毀性最大之方法取皮而多年來並未造

林一公頃，致若干農場交通利便處所之林班，幾被砍伐竟盡，呈現

牛山濯濯矣。其遼遠地方之林班，多為叢草雜樹所掩蔽，農場人員

平時甚少往各處審視，任其自然演變，恐三數年後，再欲尋覓此種

林班，將大感困難，猶若咸陽大火之後，雖按圖以仿阿房宮舊址而

不可得也。

再農場中缺乏完善之倉庫與烘房，若干處僅有極簡陋之烘焙

設備。乾燥生皮有直接用火烘焙者，熱度不能調節，稍不經心，易

將樹皮烤焦，而內部尚不完全乾燥。雨季中，金雞納皮受潮，頗易

發酵霉壞，影響成分不少。

(3) 十三處農場中僅有三數處育有小量幼苗，但均未定植。竹山

第一模範林場尚保存有十數齡之母樹林並附設規模尚稱完善之化驗

室一所，具備檢驗金雞納成分之全套儀器設備。歷年化驗紀錄亦保

存完整。旗山第二模範林場亦保存有母樹林、上二處前在日據時代

均注重殖育試驗，從事純種培植，變種選擇，雜交育種，接枝繁殖

等項工作。迨日人移交時即將殖育試驗紀錄完全燬去，今日留存之

舊時員工僅有片斷之工作經驗，且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吾

人著手重整斯業時，又需在黑暗中稍事摸索矣。

(4) 金雞納皮因品種與著生部位 (根皮幹皮及枝皮) 之不同，其

所含奎寧量亦大有差異。爪哇地方在收穫時將樹皮按品種，著生部

位分類處理，俾適合製造需要，降低成本。臺醫公司所收穫之樹皮

並不分類處置，加以收穫與乾燥方法未合理想，製造技術有待改進，

故製造得量不高。平均每公斤乾皮約可製得硫酸奎寧31.4公分(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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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平均得量)。茲引列臺醫公司新營工廠卅六年至卅八年間生產奎

寧數量以資參考。

總計三年內製造用去金雞納皮205,695公斤，生產硫酸奎寧

5,293公斤，卅六年每月平均產量為110公斤左右，卅七年每月平均

產量為250公斤左右。副產品為鹽酸奎寧及全規等。按全規係全金雞

納鹼製劑，美國藥典規定其金雞納鹼含量不得在70%以下，其中奎

寧不得低於10%。此項全規對於複型瘧疾頗具功效，且價售較廉，

用之防瘧較為經濟。惜臺醫公司並未利用副產品提製全規或其他金雞

納鹼類藥品如異金雞納鹼(quinidine)，弱金雞納鹼(cinchonine)，

異弱金雞納鹼(cinchonidine)等，因此奎寧之製造成本不免提高，

影響產品銷售。按1889年爪哇提製奎寧得量 (計算為硫酸奎寧) 平均

為4%，至1893年乃增至4.6，迄1900-1904年五年中產量即增至

5.37，1924年竟高達6%；可見育種，栽培，收穫以及提製技術之改

進，確能提高生產百分率。今日臺灣奎寧製造得量僅為3.14%。若

不注意改進，則前途難望樂觀。

(三)改進方案

今日欲事整頓臺灣金雞納種植事業，必需擬定詳盡計劃，切實

執行。舉凡育種，栽培，造林以至收穫，製造各項過程，務須以極

少代價，求得最大工作效果。加強農場管理與經營，提製奎寧技術

之改進以及配合整個國家衛生政策。在技術方面需要認真檢討，他

方面更需充分利用在臺技術人員以及各方設備密切合作。世界各地

金雞納種植事業均由政府獎勵協助，最先調查地理環境是否適宜於

栽培，然後選擇優良品種，大量造林，提高提製奎寧得量並調節金

雞納皮與奎寧價格，務使金雞納事業在技術與經濟上能奠定基礎，

然後逐漸擴充發展。觀夫爪哇金雞納種植事業之有如此輝煌成就，

決非偶然。故整頓臺灣之金雞納事業，在最初一年必需由政府全力

153

學

術

性

著

作

年度
全年製造用

金雞納皮數量(公斤)

全年生產

奎寧數量(公斤)

副產品數量*

(公斤)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52,900

105,733

47,062

1,355

3,002

1,566

384

995

448

*副產品為製造全規(Totaquine)原料。



協助，一次撥給整理經費，否則無法挽救目前危機，蓋一般企業性

質之公司以及受經費限制之政府機構均無力擔負該項數字較大之整

理費用也。一年後，事業本身必須有經費自給自足辦法，即以前一

年生產奎寧之收入作為第二年經常費用。

茲就管見所及擬具改進意見如次：

(1) 政府在衛生主管機構或生產管理委員會下設置臺灣奎寧生產

促進委員會，聘請有關專業人員主持。該會負責；(a)擬定及審核臺

灣金雞納種植事業之工作計劃包括金雞納之種植，提製及供銷事宜；

(b)督導現有事業機構如臺醫公司，臺大農學院以及林業試驗所等分

工合作，密切聯繫俾切實執行計劃。

(2) 我國每年需要奎寧數量估計約為六○公噸。若以每公噸乾皮

生產硫酸奎寧三五公斤計算則每年製造奎寧六公噸需要乾皮約一七

二公噸，每年砍伐面積即需八六公頃左右(每公頃以產乾皮二、○○

○公斤估計)。欲求我國對於奎寧能自給自足，必需擬具十年計畫先

就臺灣已有之金雞納農場加以整頓，俟建立完備之體系後，更在我

國其他熱帶地區如海南島五指山區另闢農場，儘量增產。

  目前整頓計劃務求切合實際，不宜過於理想。可對現存金雞納

株數訂定分年(八年)砍伐辦法，同時按年增植造林。若每年能造林

二五○或五○○公頃，每公頃植樹二、○○○株，迨第九年起輪砍

輪植。過去經營之缺點為無計畫之砍伐，摧毀金雞納林面積頗多，

復以所產奎寧價款收入並未完全用於農場方面，今後應力矯比弊。

同時更應保持新造林與砍伐面積之比例至少為三比一，蓋造林三公

頃在七年中經過災害損耗，或成林面積僅得一，二公頃也。最好造

林三公頃後始砍伐一公頃，則更為妥善。

(3) 利用現有機構之設備，人員與一部分經費，按照工作計劃，

充分分工合作，注重保林，造林並求殖育試驗與實際造林工作能切

實配合。重視 (a)農場管理制度之確立；(b)現有林之整理，撫育，

除草，清點株數，重新測繪地形圖與作業圖，登記臺賬等；(c)交通

道之修理；(d)庫房及烘焙設備之修建；(e)改進樹皮之儲運方法；

(f)提製奎寧技術之改進與充分利用副產品，分離其他金雞納鹼類；

(g)配合整個國家衛生政策使奎寧有正當之供銷途徑。

(4) 加強殖育試驗，設法在高雄旗山及臺東知本二處設立殖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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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區，從事純種培植，變種選擇，雜交育種，接枝繁殖等項工作，

並調訓各農場工作人員，實施短期訓練，訂定資送研究進修辦法，

以資獎勵。

(5) 請政府採取關稅政策，限制奎寧及其製劑之輸入，同時並禁

止金雞納皮出口，用以保護我國正在萌芽之金雞納事業。

(6) 目前高山地區人工缺乏，宜設法招募壯年勞工進入山地

工作，解決人工問題。

卅七年十月臺灣省衛生處召集各關係方面舉行臺灣金雞納種植

事業檢討座談會二次檢討臺灣金雞納事業現狀以及今後如何發展問

題，參加人員發言踴躍，足徵各方對於金雞納事業十分重視。茲附

列該項座談會記錄以供參考。(衛生部第一製藥廠。本文於民國39年5月20日

收到。台灣藥學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民國三十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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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雞納種植事業檢討座談會(第一次)記錄

時間：卅七年十月廿七日下午三時

地點：臺灣省衛生處

出席人：臺灣省農林處  王汝弼

        農林處林業試驗所  黃希周

        農林處林產管理局  康正立  白迺義

        臺灣醫療物品公司  蘇弗第  羅健

        臺灣大學農學院 森林系  郭寶章

        中國藥學會臺灣省分會  李發得  許鴻源

        衛生部  孫雲燾  林明道

        臺灣省衛生處  陳愈之  陳少經

主席：孫雲燾                  

紀錄：陳少經



主席：今天邀請各有關機關及學術團體參加座談會，檢討臺灣

金雞納種植事業現況及今後如何發展問題，希望各位多發表意見。

按日人前在臺灣種植金雞納約有卅年歷史，昔時實驗方面由帝國大

學演習林及總督府林業試驗場從事實驗造林，而其他私人藥商如星

規納產業株式會社及武田鹽野義等藥廠則經營經濟林場。光復後，

各農場由省農林處及臺灣醫療物品公司分別接管。近年來因受人力

與財力種種限制，致各農場未能按照原訂計劃整頓發展。但奎寧之

生產與供應，不論在戰時與平時均屬極端重要。國防部與衛生部以

臺省金雞納種植事業關係國防醫藥與民族保健甚鉅，故深表關懷。

本人此次來臺，曾往南部及東部各金雞納農場從事考察調查，歷時

四十餘日。茲就寔地觀察所得向諸位作一報告，盼望各位多多提出

意見商討如何保護及發展此項重要事業。現簡略說明幾點：

(一) 根據各方紀錄總括現時林產管理局山林管理林所管轄農場

二處 (旗山六龜及竹山) 林業試驗所一處 (太麻里)，及臺醫公司十

處，計土地總面積二二、二三○甲，現有林面積一、三一六甲，現

存金雞納樹一、六七八、八一四株，惟確實數量或與上列數字稍有

不同，故對於現有林面積及株數需先做調查。

(二) 多數農場地形測量圖，作業圖及造林圖等大部分尚保存齊

全，但亦有少數圖表已經遺失。

(三) 三年來對於現有林未能注意撫育，至枯死或罹受病害，損

失甚大。若干地區損耗率竟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小部分被鄉民盜砍，

卅六年起臺醫公司開始砍伐提製奎寧。但年來並未造林 (有數處雖育

苗猶未定植)。從前化驗紀錄尚存在，但育種試驗紀錄已不存。

(四) 農場交通道林道及房屋大半均已破壞荒廢，作業及運輸頗

感困難。

(五) 少數農場負責人對於農學知識及經驗均嫌不足。

(六) 現臺醫公司已從事提製奎寧，惟得量百分率不甚高 (每百

公斤乾皮平均約可得硫酸奎寧三公斤)，技術方面或應作檢討。再副

產品如其他金雞納鹼類未作充分利用致增加奎寧製造成本。

今日課題在如何保林，造林，如何利用原有林提取奎寧及配合

全國抗瘧衛生政策，使臺灣金雞納種植事業在一完備之計劃下向前

推進。若干人士以為今日合成抗瘧藥品問世，將來奎寧在醫療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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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殊成問題，此種合成藥品，頗成疑問，故對於現有金雞納自宜

加意培植。日人能於崇山峻嶺中間闢林場，吾人接管以後尚不能守

成，日見其凋零毀滅，應作何感想？

王汝弼：請孫先生將此次考察各農場所見缺點多予說明。

孫雲燾：現在各農場所遭遇之最大困難在於事業經費過少致撫育工

作如除草防止病害等均不能按照計畫進行，今日重要工作在於原有

林之整理除草，清點株數，登記臺賬。每年造林面積與砍伐面積應

保持一相當比例至少為一比三，即砍伐一公頃須造林三公頃。此新

造林三公頃在五年內經災害損失致成林面積實際上不到三公頃。關

於砍伐方法似應加以考慮，本人以為在近三年內應不再用連根砍伐

法(Uprooting method)而需改用留根砍伐法(叢伐法－Coppicing 

method)如此可自殘留根部再萌生新枝，比較由種子造林稍為省力

省錢 (撫育費減少) 在未能大量造林以前可用較少代價造成相當於砍

伐面積之萌芽林。

蘇弗第：臺醫公司前所接受者皆為破舊資產且新營工廠，原為製造

可卡因工廠，後停止製造，利用原有設備提製奎寧，製造方法係經

個人研究實驗試製，尚有待改良。臺醫公司因經濟困難故對於農場

方面未能兼顧。查日人從前經營金雞納事業並非視之為賺錢事業。

政府方面予以補助且所得盈餘利潤亦仍用之於栽培。現公司因經濟

支絀無法推進工作，維持現狀尚不易，希望各方面多予協助，當能

使品種改良，製造上獲得進步。卅六年一月起始正式出產奎寧，最

初產量每月卅公斤目前最高產量可達五百公斤，本人以為金雞納在

臺灣之重要性，過於樟腦，蓋奎寧為國防民生上一種重要藥品也。

王汝弼：農林處方面一向對於金雞納種植事業，甚為重視，前曾與

臺醫公司蘇經理商討過，對於造林方面自當盡力協助。一般砍伐林

木手續，可參考規定辦法申請。農林處所屬農場之金雞納樹如由臺

醫公司砍伐取皮，應除去工價雜費等項繳付貸金。農林處仍以此項

貸金用於造林事業。本處近亦因經費困難對於造林方面未能多做工

作。至於技術種種本處已通知各農場負責人關於金雞納種植造林應

行注意各點。本人亦以為奎寧實較樟腦重要。

羅 健：本人認為臺省甘蔗樟腦具有經濟上之重要性而奎寧則具有國

防保健上之重要性。農林處現有農場二處臺醫公司則有十處。林地

面積二方面甚相近。臺醫公司年來未曾造林此固因經濟困難，但辦

157

學

術

性

著

作



理申請伐木造林手續時延緩時日亦稍受影響。臺醫公司及農林處農

場中所育幼苗均因無錢撫育，以致枯死，如此看金雞納事業，甚為

危險，希望各有關機關協助趕速造林，且造林面積應較砍伐面積更

多。本人更希望衛生部能督導此一事業向正當途徑發展，更不希望

繼續砍伐。

孫雲燾：各位均認為金雞納事業應切實維持，尤以大部分困難在經

濟方面，須首先謀得解決方法，目前最低要求盼望臺醫公司能儘量

以奎寧生產所得價款，用於栽培方面，達到以林養林目的。世界上

擁有熱帶地域之國家如荷蘭，印度，法國政府等莫不竭力提倡，贊

助金雞納種植事業，克復若干難關，卒抵於成。我國除臺灣外如雲

南河口，及海南島等處曾有金雞納栽培試驗，惜成績均不佳。故僅

臺灣一處規模較大，希望亦較大，將來最好能由各關係方面共同組

織一「臺灣奎寧生產事業促進委員會」擬定詳盡計劃逐步推進實施。

王汝弼：本人甚表贊同，此項意見可以提供政府參考 (多數同意)。

黃希周：卅六年林業試驗所開始金雞納殖育實驗工作，已將各項材

料準備就緒，適因二二八事件中止，故僅能攜回葉子少許，供作試

驗。紀錄現仍保存。山地方面亦因經濟支絀，未能充分整頓，且因

交通不便，增加工作困難，現時等於荒廢。根據實際情形及各位意

見本人以為各機關互不聯繫，各自為政，致工作上難收成效，故認

為各方面之聯繫甚為重要。在技術上自育種造林以至製造，雖分為

各階段，但在行政上應成立一統一機構以總其成。再所得利益亦應

仍用於發展事業上。更希望中央多予扶植，使此一事業能臻健全。

孫雲燾：茲已由各位發表甚多珍貴意見，本人建議推定代表數人草

擬一「整理臺灣金雞納農場經費預算」方案以便對此問題，能獲得

比較具體之意見 (多數贊同)。

黃希周，王汝弼：預算請臺醫公司編製，所須參考資料，由農林處

及林業試驗所供給 (同意通過)。

本會三十日 (星期六) 下午三時仍在原處舉行第二次座談會繼續

討論，不另通知。散會。

主席  孫雲燾

紀錄  陳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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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雞納種植事業檢討座談會(第二次)紀錄

時間：卅七年十月卅日

地點：臺灣省衛生處

出席人：臺灣省農林處  王汝弼

　　　　林業試驗所  黃希周

　　　　林產管理局  康正立  張朝邦

　　　　臺醫公司  蘇弗第  羅健

　　　　衛生部  孫雲燾  林明道

　　　　臺灣省衛生處  陳愈之  陳少經

主席：孫雲燾

紀錄：陳少經

主席:今天繼續商討關於整理金雞納種植事業經費預算草案。林

業試驗所攜來殖育實驗計劃及預算，臺醫公司提供材料尚不十分齊

全，請林產管理局根據造林一般經費編製預算，可以較為完備，並

請於下月六日以前完成 (同意通過)。提議通過：

(一)原有林現存面積一千三百餘甲應分八年砍伐預算列具原有

林撫育費逐年遞減。

(二)造林面積每年以五○○公頃為度迨第九年輪砍輪植。每年

增列新造林育苗撫育費。估計五○○公頃面積可生產硫酸奎寧三五、

○○○公斤。

(三)交通道林道之修築依一般情形列計數字。

(四)臺醫公司現有農場十處包括十四作業所林產管理局農場二

處包括作業所八處林業試驗所農場一處二作業所。預算內仍列入員

工薪津惟註明若干人係在省府所屬機關支薪 (註明薪津總數若干)

孫雲燾：本人意見關於育種方面，將來應有專門人員負責。可

在高雄山林管理所六龜分所及臺醫公司知本農場二處成立二實驗區

並對各農場幹部人員實施短期訓練。

散會。

主席：孫雲燾

紀錄：陳少經

臺灣省林產管理局編製金雞納造林事業計劃暨預算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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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擬具金雞納殖育試驗計劃

查本省於日治時代，在各地試栽金雞納，計有品種二種，

(Cinchona Ledgeriana, C. succirubra) 成績較優，後經雜交，

獲得新種(C. hybrida)栽種尤多。光復後以人力財力關係，對於品

種之改良，繁殖，撫育，作業，保護諸端之研究，均未能積極推進。

本省現有金雞納樹數量無多，遠不足供給全國醫療需要；抑且品種

未臻優良，尤其所含有效成分之多寡，常隨立地之不同，作業方法

之殊異而有增減。設欲大量造林，合理經營，則非 (一) 引種外國優

良品種，淘劣留優；(二) 舉行育種試驗，俾獲新品種； (三) 研究殖

育方法以適合環境不可。在上列三項工作進行之際，更需隨時檢驗

其有效成分，藉得確定質量兼優，適合臺省之優良品種。至試驗地

區則擬選定 (甲) 旗山六龜； (乙) 臺東知本與太麻里三處。期間定五

年為第一期。茲簡列第一期之試驗計劃如次：

 一、關於引種外國優良品種者

理由及辦法：金雞納之品種與變種甚多，目下所知者不下數十

種，其中不含本省栽植者固多，而適合本省氣候土質者亦不少。金

雞納樹皮中之有效成分多寡，常因立地而不同，故欲圖改進，首需

設法向南洋及南美各地徵得各種金雞納種子，在本省擇定適合地區

五處試種，觀察其生長情形檢定其所含有效成分，淘劣留優，以供

繁殖。

二、關於育種者

理由及辦法：金雞納樹所含之有效成分常以留種之優劣，立地

因子之不同而異。甲地之優種移栽乙地未必仍優，故應就本省原有

母樹，嚴加選別，擇其樹體健全，樹齡適合，金雞納產量豐富，抗

害力強，生長容易者為母樹，充作親本，舉行自交及雜交工作以育

成更優良之品種並加強其特性相關之研究，又引種於各地之金雞納

樹至適齡時期，亦需作同樣之工作，藉冀育成多種優良品種。

三、關於繁殖保護撫育者

理由及辦法：引種國外品種與選擇原有母樹育種，經檢驗結果

得有優美品種即需大量繁殖，廣為造林。惟金雞納皮中所含之生物

鹼量常因立地不同而顯差異，故對於育苗，造林，保護，撫育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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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不作多方面之特性相關比較試驗，精密檢驗其有效成分，俾

得優良方法，大量造林。        

四、關於調訓初級幹部者

理由及辦法：金雞納樹之造林，較之其他林木之經營尤需熟練

之技術，週密之管理，故對於實際在林地工作之初級技術人員需特

別加以訓練，使其明瞭金雞納樹之特性以及育苗造林，撫育，保護

之方法。訓練期間最少三個月，其資格以選派高級農校之畢業生對

於林業工作已有二三年之經驗者為宜，受訓人員之膳宿均按照規定

供給。

殖育試驗經費預算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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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 1年 近年來藥學研究之進展

內政部麻醉藥品經理處

近十年來發明之新藥甚多，為一般人認作神效藥品(Miracle 

drugs)者亦為數不少。尤以若干種抗傳染病之特效藥品更為人所注

意。今日在醫療上已作廣泛應用者如新型抗生素，維生素，磺胺類

藥品(sulfa drugs)抗組織胺藥品(Anti-histamine drugs)，副腎腺皮

質 酮 ( c o r t i s o n e )， 促 生 副 腎 腺 激 素 ( A C T H )， 新 箭 毒 素

(Tubocurar ine)，多種新型鎮靜止痛劑，抗瘧藥品，肝磷

脂(Heparin)，雙羥香莢豆素(Bishydroxy Coumarin)硫　酮

(Thiouracil)以及殺蟲劑等均各具特殊藥效。餘若習用之重要藥品如

毛地黃，麥角鹼，胰島素(Insulin)等。近經改良提製方法，或自其中

提得較前更為精純之有效成份，使藥效愈見確切。同時藥品之檢驗

方法亦復日新月異，如充分利用儀器分析法檢定藥品，使檢驗工作

更便利準確。他如新乳化劑之應用以及改進各種製劑之製造方法等

等，在藥學進步上，亦殊屬重要。

茲將近年來藥學研究之重要進展概述如次：

抗生素

多數抗生素由微生物來源提製而得，但亦有自藻類以及高等植

物中提得者。氯黴素(Chloromycetin Chloramphenicol)雖可自

黴中提得，但今日已用合成方法大量生產矣。美國在1943年所製之

青黴素鈣每1mg.僅含146單位，由於菌種之精選以及提製方法之改

進，其所產之抗生素品質日見精純。今日一般製藥廠所製芐基青黴

素鈉 (Benzylpenicillin Sodium, Penicillin G Sodium)之效價多超

過美國藥典規定(每1mg含1667單位)。乾燥之結晶性青黴素，於室

溫中可保藏三年其效價不變。常用之青黴素鹽類有鈣鹽，鉀鹽，鈉

鹽以及普魯卡因(Procaine) 鹽等。臨床上視病情之需要選擇其適當

製劑應用之。青黴素在腸胃道中並不遭受破壞而減損效力，故除供

注射外亦宜用作口服。今日醫學界有一種新趨勢如Keefer, Flippin, 

Israeld Bunn諸氏(1,2,3)意見謂青黴素經口服所得之療效並不減於

注射者。由於結晶性青黴素之效力甚高，口服較之應用其他抗生素

仍覺經濟多多，且可減少副作用。但細菌性內心肌炎，腦膜炎及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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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球菌膿毒症等自需用大劑量青黴素注射，使血液中含藥量達到高

濃度不可。此外遇青黴素不易滲入發炎組織時亦宜用非口服方法給

藥。其他一般青黴素適應症用青黴素口服均可得最高之療效。口服

青黴素需於空腹時給藥，則較易吸收。

1950年丹麥Jensen氏發表芐基青黴素之二乙氨基乙酯氫碘化

物對於肺組織感染症頗有特效。此種新青黴素衍化物，經吸收後在

血中之濃度雖較青黴素鈉或普魯卡因青黴素所致者為低，但在肺組

織中濃度則較其他青黴素高出五倍。臨床試驗中以此種新衍化物與

普魯卡因青黴素分組應用每組用十病人作比較試驗。經注射普魯卡

因青黴素之病人，所排出之痰液中，含有青黴素量甚微；但另一組

用新衍化物之病人排出之痰液中，則含有青黴素量甚高。故該項新

衍化物可以治療急性及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肺膿腫，肺炎，

胸膜炎，肺癌以及其他肺部感染症等。由於此種青黴素衍化物對於

肺組織細胞有強大滲透力，於是青黴素之治療領域乃形擴大而能治

療肺部感染諸症。

目前由細菌來源製得之抗生素計有酪菌素(Tyrothricin)及微菌素

(Bacitracin)等前者得自Bacillus brevis,後者得自Bacillus subtilise

茲又有一種具有醫療特效之新抗生素謂之PoIymyxin(4)係自Bacillus 

Polymyxa或稱Baci l lus aerosporus Greer提製而得。緣今

日醫療界對於綠膿桿菌(B. Pyocyaneus 或稱Pseudomonas 

aeruginosa)所致之各種感染症殊覺困擾，蓋一般抗生素及化學療

劑(Chemotherapeutic agent)對之均少抑制作用。如由綠膿桿感

染之腦膜炎以及敗血症等，其死亡率均甚高。Polymyxin之特效係

在極低濃度中即能殲滅頑強之綠膿桿菌。他如由A. aerogenes, H. 

influenzae, Kl. Pneumoniae, E. Coli, Shigella等所致之各種感染

症，雖其他抗生素及磺胺類藥品亦能治療，但尚不及polymyxin之

功效確切(5)。PoIymyxin係由細菌培養液中提製所得，經精製後成

為略帶黃色之白色粉末。其中主要成份為氨基酸。PoIymyxin分

A,B,C,D及E等五種，其區別在各種所含氨基酸成份不同；但以

Polymypin B療效最高。服用治療劑量時殆無毒性，PoIymyxin B中

含γ,2二氨基酪酯酸以及其他數種氨基酸暨一種尚未定名之脂肪

酸。此種新抗生素之性質甚為穩定，其水溶液於室溫中可保持效價

在 二 星 期 以 上 。 P o l y m y x i n之 化 學 成 份 及 其 特 殊 療 效 ，



實引起吾人極大之興趣。

對於各種微生物感染病，醫師究如何能確定用某一抗生素可以

收到最大之效果，誠為醫療界一項重要課題。為適應此項需耍，美

國製藥廠現已製成一種供診斷用之抗生素錠或抗生素試紙應市。此

種診斷用抗生素錠包括青黴素，微菌素，鏈黴素(Streptomycin)，

氯黴素 (Chloramphenicol)，金黴素 (Aureomycin)及土黴素

(Terramycin)等六種，每種含有兩種不同效價(以單位或重量計算)。

試驗時將取自病人體中之病原微生物移置於扁平培養基上，繼將各

種診斷用抗生素錠按適當距離置於培養基上然後移置孵化器中經培

養廿四小時後，即能發生抑制微生物生長現象。共抑制微生物生長

圈之直徑大小係與抗生效能成正比例。參閱說明卡，醫師即能測知

應用何種抗生素始可發生最高療效。此項測定不僅限於定性同時亦

係定量試驗，故在診斷時期，僅耗費極少時間與費用即能收到對症

下藥之宏效。尤以我國目前醫療界對於使用抗生素過分浪費，另一

方面如不能正確用藥，對於病症亦將有延誤之危險。故以診斷用抗

生素錠或試紙協助診斷當可獲益良多。

近年來，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澳洲各方面均報告金色葡萄球菌對

青黴素常有抗藥性情形發生，經研究此種現象之原由，始悉葡萄球

菌能產生一種青黴酵素(Pericillinase)，對於青黴素具有對抗作用。

照多方實驗證明，今日分離所得之致病性金色葡萄球菌有百分之五

十以上能抗青黴素。他如某種不溶血性鏈球菌以及Streptococcus 

fecalis亦如此。Rogers氏報告於1949年自病體組織中分離得各種微

生物。對於鏈黴素有抗藥性者計 E.Coli為百分之三；A. aerogenes

為百分之四五；變形菌(proteus)為百分之七○；A. aeruginosa百

分之七七；不溶血性鏈球菌為百分之三三，及 Str. fecalis為百分之

七七。另有一項重要發現：即嬰兒如與抗鏈黴素之結核病者接觸，

隨即發生結核性腦膜炎時，此兒對於鏈黴素亦有抗藥性。此種抗藥

性之發生乃由於微生物本身之突變(Mutation)所致。

抗結核症藥品

所有抗結核症藥品中，療效較高者目前當推鏈黴素，二氫鏈黴

素及對氨基水楊酸(P-aminosalicylic acid, PAS)。鏈黴素雖對豚鼠

之結核症感染表現優異之效果，但對人類各型結核症尚不能盡有確

切之療效。鏈黴素對於粟粒性結核(military tuberculosis)及結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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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膜炎二症功效特著，可謂絕無僅有。對於肺結核，如係滲液性病

例，反應較佳，可有百分之五○至八○其症狀減輕而有改進。用藥

後痰液中結核菌消失以及肺部空洞癒合者約佔百分之四十左右。一

部分病例在服藥時期中病勢減輕，但停止服藥後又行加劇。或經長

期服藥結核菌對於鏈黴素發生抗藥性，於是服藥即不再見效。若干

晚期病例在治療期中，症狀稍形減輕，但一停止服藥，病勢即行惡

化。

目前臨床上常以對氨基水楊酸與鏈黴素或二氫鏈黴素併用。此

不僅由於兩種藥品之併用可以增加療效，同時尚可以減少發生抗藥

性之危險。二氫鏈黴素之適應範圍完全與鏈黴素相同，惟毒性較輕，

久用亦同樣可發生抗藥性。故在久用鏈黴素或二氫鏈黴素發生抗藥

性情形以及由於其他原因不能應用該項藥品時，則可單獨使用對氨

基水楊酸。結核菌對於對氨基水楊酸發生抗藥性較慢。在一五○肺

結核病例中，每日服藥(PAS或其鈉鹽)10-18公分服藥時間自一月至

一年不等。其中99例為病勢減輕，顯現進步；46例病勢無變化；5

例情形惡化。經一年後檢查：完全治癒者33例；呈停止狀態者8例；

病勢仍劇者37例；病勢輕微者58例；死亡者14例。對氨基水楊酸在

試管內及生體內均有抗結核菌作用。在臨床上，其醫療效力則稍遜

於鏈黴素或二氫鏈黴素。上述三種抗結核症藥品不論係單獨應用抑

或兩種併用均不能完全替代目前一般標準療法如人工氣胸以及外科

療法等。其病勢沉重或體力衰弱之病人不克施行外科手術者，用藥

品治療，往往有化險為夷起死回生之效。

最近 Grunberg & Schniczer 二氏(7)發表異菸鹼醯　(Iso-

nicotinic acid hydrazide, INAH：C5H4-CO-NH-NH2)對於結核

症有特殊療效，頗引起醫藥界之注意。緣1912年奧國Meyer & 

Nalley二氏首先介紹其合成方法以及理化性質，但直至最近始確定

其藥理作用。異菸鹼醯　(商品名稱：Rimifon, Ditubin, Nydrazid, 

Nidaton或Pyr icidin等 )及其衍化物。異菸鹼醯異丙　 ( Iso-

nicotinyl-isopropyl-hydrazine；C5H4N-CO-NH-NH-CH(CH3)2--

商品名稱：Marsilid)有相似之療效。但INAH之性質較不穩定，如用

作注射劑，注射處之局部組織可有發炎現象。其異丙基衍化物則無

此種缺點。INAH之毒性甚輕。以白鼠作毒性試驗。體重每1公斤給

藥20mg.無毒性反應。在人體內吸收及排洩甚速。服藥後二小時，

血中藥量濃度可達最高峰，於廿四小時內變為異菸鹼酸完全由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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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中排出，故在體內不致積蓄。用結核菌液接種於豚鼠及猴體內使

其感染，隨即用藥品治療，三星期後。將試驗動物殺死解剖，其體

內除淋巴節以及間或於脾臟內仍有結核菌外，其他器官中均不含有

結核菌。如以淋巴節之浸漬液加入培養基內培養之，並無結核菌發

生。故該項藥品在生體內對於結核菌究有殺菌作用或係抑菌作用目

前尚未能斷定。臨床方面，若干已用鏈黴素而不見效之病例，給以

INAH，可見顯著之功效。治療劑量為體重每1公斤給藥1-15mg.在

七至十日內，病人體溫迅速降低，同時食慾亦見增加。一般病人每

日所進食物之平均熱量約為2400卡，服藥後食物熱量即需增至4950

卡，故病人體重顯見增加。同時精神感覺爽快振奮。咳嗽以及痰液

減少。以痰液及胃臟內容物作塗片撿查不復再有抗酸性結核菌存在。

用此藥作臨床試驗，計92病例中，77已用鏈黴素治療但並未見

效，少數病例服藥後發生耳聾現象，共中3例在治療過程中死亡(一

人患食管癌。因食管潰爛出血致死，另二人因中風死亡)，其餘病例

之一般病狀顯見改進。但未經五年甚至一年之長期觀察，尚難斷定

其確實治療價值。病人之痰液及胃臟內容物經多次檢查均不含結核

菌體。經X光檢查病人肺部空穴減少甚微。故藥品對於肺部空穴之癒

合作用尚待繼續試驗。

普通新藥問世，必需經過長時期之臨床試驗始能確定其藥效。

異菸鹼醯　類藥品在試驗動物中雖已顯示其良好之治療效力，但在

臨床方面實驗病例尚不多。吾人對之不宜存過奢之希望。尤以病人

本身以及開業醫師更不宜妄用此種新藥，必需在住院情況下，嚴格

注意治療經過，方不致有意外危險。普通用鏈黴素及對氨基水楊酸

並未見效，或發生抗藥性之病例。試用INAH或在症狀上能有顯著之

進步，但不能視之即為治療結核症之理想藥品。且臨床實驗中，已

發現少數病例發生耳聾現象，久用藥品後是否尚有其他嚴重副作用

發生，殊難臆測！病人經短期服藥，病狀雖見改進，但嗣後病灶能

否不致復發或轉有加劇危險，久用藥品是否亦將發生抗藥性，凡此

種種均需有待較多臨床實驗之證明。

磺胺類藥品

近年來合成之新磺胺類藥品不下千百種，但經藥理及臨床試驗

後，具有優異之藥效者實不多。如數年前曾為醫療界所重視之磺胺

　啶 (Sulfapyridine)因毒性較高目前已遭淘汰。即磺胺　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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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athiazole)亦不復認為作理想之藥品矣。惟其衍化物如琥珀醯

磺胺　唑(Succinylsulfathiazole, Sulfasuxidine)及苯二甲磺磺胺　

唑(Phthalysulfathiazole, Sulfathalidine)則有其特殊價值。此二種

藥品之作用與磺胺胍類相似，對於大腸中細菌之生長有強烈之抑制

作用，故在腸道傳染症以及結腸手術前後用之極有功效。此種　唑

衍化物之溶解度均甚小，不易由腸胃道吸收。服藥後100c.c.血中藥

量濃度不致超過2mg故中毒之機會甚少。

在磺胺類藥品中，現時當以若干種嘧啶(Pyrimidine)衍化物較

佔重要地位。臨床上磺胺嘧啶(Sulfadiazine)已取代磺胺　唑之位置

矣 。 經 口 服 之 磺 胺 嘧 啶 在 腸 胃 中 之 吸 收 速 度 較 之 磺 醯 胺

(Sulfanilamide)為慢。其另一種衍化物，磺胺二甲嘧啶(Sulfa-

methazine)之吸收速度亦與磺胺嘧啶類似，惟磺胺甲嘧啶

(Sulfamerazine)則較之上列二種吸收較快且更完全。惟因磺胺甲嘧

啶排洩較慢，故服用較小劑量所達之血中藥量濃量可與其他二種藥

品相等。此三種嘧啶衍化物均先由溺尿中排出，一部份仍係游離狀

態，一部份則為結合狀態。磺胺二甲嘧啶在體內較易成為乙基衍生

物。按磺胺嘧啶在腎臟中之排除率雖較其他磺胺類藥品為優，但比

其同類藥品如一甲基及二甲基衍化物則較小一倍。故單用磺胺嘧啶，

如遇腎臟機能不正常時，亦易在血中儲積，發生中毒現象。若病人

飲水過少，可能發生血尿或尿閉等副作用。

上述三種嘧啶衍化物之滲透性大致相同、對於溶血性鏈球菌感

染，肺炎，腦膜炎，淋病，以及葡萄球菌感染等症均有特效。對於

細菌性痢疾以及氣性壞疽症亦有佳效。近代醫療界對於混合磺胺劑

(Triple sulphonamide mixture)之應用，頗有良好評價。以等量之

磺胺嘧啶，磺胺甲嘧啶及磺胺二甲嘧啶製成合劑如錠劑或懸浮液等，

其醫療價值雖仍相當於其中每一種藥品之三倍，但毒性減輕甚多。

此三種嘧啶衍化物之吸收速率稍有先後，故保持血中藥量之高濃度

較為持久。同時排洩速度亦有參差，於是不致在溺尿中析出結晶，

傷毀腎臟。餘如一般磺胺類藥品常有之副作用如發生尿晶症

(CrystaIluria)，血尿症，尿閉症等情形殆可完全減除。

以磺胺混合劑與青黴素併用，由於協合作用(Synergism)，使醫

療效能更形加強。Hobby, Dawson(8) & VoIlmer(9)諸氏解釋青黴

素除對細菌有抑制作用外，並使菌體對於磺胺類藥品更為敏感。或



謂各種藥品對於微生物之攻擊點不同，固可加強其抑菌力量，但另

一方面之重要點係微生物細胞在新陳代謝過程中所需要之養料同時

為多種藥品所奪取或破壞，於是無法再繼續生存，死亡更速。此乃

多數學者認為抗生素以及磺胺類藥品之抑菌作用不同於其他化學療

劑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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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著

述

選

錄



 

171

一

般

性

文

章

論藥品標準之統一化運動與國際藥典

 

民國 4 2年

歐洲各國之製藥工業至十九世紀初葉，已有相當良好之基礎，

加以各國次第實施健康保險制度，並訂定法令管制毒劇藥及麻醉藥

品之使用與貿易，於是藥師在社會上之地位日漸提高。同時由於國

際間藥品貿易之日趨繁衍，於是乃策劃建立國際藥事合作機構，以

期更進一步促進藥學事業之發展。 1864年德國藥師協會於 

Wiesbaden城舉行全體會員大會，並邀請其他各國藥師參加。該次

會議可謂係國際藥學會議之先聲，當時與會人士咸感藥品標準統一

化之重要性，並首次提及編輯國際藥典計劃。相隔87年後，迨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United Nations)

於1951年出版國際藥典(International Pharmacopoeia)第一

集時，可謂1864年之最初理想終於實現矣。

第一次正式之國際藥學會於1865年在Brunswick舉行，第二次

則在巴黎舉行，嗣後每三數年輪流在各國集會。第十次會議在北京

召開時，通過一項議案，即全世界各國之全國性藥學團體應聯合組

織一國際藥學會。於是1912年9月國際藥學協會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乃於海牙正式成立。兩次世界

大戰期中，會議無形停頓相當時期。第十四次大會係於1951年在羅

馬舉行。今年(1953)9月在巴黎舉行第十五次大會。中國藥學會於抗

日戰爭勝利後方加入國際藥學協會為會員。

18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之國際藥學會中，已論及毒劇藥品之

國際管制問題。1920年，十九國代表集於北京Brussels，同意訂立

國際議定書之原則。迨1906年11月29日所謂國際毒劇藥品標準議

定書 (ProtocoIe International，簡稱P.I.或稱 International 

Formulary)乃正式簽訂公佈。1925及1930年復先後修正二次。

1925議定書共計包括41條，但其重心即在第8條：詳列77種毒劇藥

品及其製劑之規格與強度，其他條款分別規定藥品名稱，極量，標

準滴管(Standard dropper)之定義，以及Arsenobenzene之生物

測定法等。此外復規定成立常設祕書處，負責與各國藥典編輯委員

會取得密切合作、及計劃編輯國際藥典事宜。第35條規定由比國藥

典編輯委員會擔任祕書處職務，行政事項則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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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化學藥品在各國有不同簡名一非專用名稱  ( n o n -

proprietary name)者，國際藥典中採用其最通用之一種。希望各

國藥典能儘量採用此種國際選定名稱，以資劃一。例如7-Chloro-4-

( 4 ' - d i e t h y l a m i n o - 1 - m e t h y l b u t y l - a m i n o ) - q u i n o l i n e  

diaphosphate稱為Chloroquini Diphosphas,2-Amino-1-

phenylopropane稱為Amphetamine。

（3）植物學名按照 Internat ional  RuIes  of  BotanicaI  

Nomenclature(1935)訂名。生藥之藥用部份列在植物名稱之後如

顛茄根BelIadonnae Radix。

（4）化學名稱按照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hemistry所訂原則訂

名。化學結構式係按照Union of Chemistry之1930年會議決定。原

子量則依照1949年，Union Of Chemistry所公佈之國際原子量表。

（5）度量衡依照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之

規定。

（6）篩孔細度係按照 In ternat ional  Organizat ion of  

Standardization之規定。

（7）水溶液製劑不稱 "Liquor"而稱 "SoIutio"。例如蟻醛溶液稱為 

Solutio Formaldehydi。化學藥品之醇溶液不稱 "Tinctura" 而稱 

"SoIutio Spirituosa"。 例如醇性碘溶液原稱Tinctura Iodi, 改稱

SoIutio Iodi Spirituosa。

（ 8）各種藥品或製劑之生物測定法以及各種國際單位。   

(International Unit簡稱I.U.)係由專家委員會擬定，經世界衛生組織

通過認可者。

（9）所附藥品常用量及極量表係經專家委員會分別與各國藥典

編輯委員會及醫學會諮商後訂定者。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對於該劑量表亦會供獻意見。

（10）關於1930年比京議定書所規定之各種毒劇藥品及其製劑之規

格與強度，在國際藥典第一集已酌予修改，故國際藥典亦可視為

1930年議定書之修正協定。茲列舉二，三例於後，以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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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0年議定書規定 國際藥典第一版規定

Hyoscyamus niger L.菲沃斯

Hyoscyamus Folium

乾燥葉

Hyoscyamus Herba

乾燥葉及花梢

標準：含菲沃斯總生物鹼量

(按菲沃斯鹼，Hyoscyamine計算)

不得低於0.05%

Colchicum autumnale L. 秋水仙

Colchici Semen

乾燥種子

Colchici Semen

乾燥成熟種子

標準：含秋水出素不得低於0.5%

Digitalis purpurea L. 毛地黃

DigitaIis Folium

乾燥葉(於55~60℃乾燥)

Tinctura DigitaIis

強度：用毛地黃葉lOGm.

製成本品l00cc.

DigitaIis Folium

乾燥葉(於60℃左右乾燥)

Tinctura DigitaIis

效價：每cc.或Gm.

含1國際單位之效力

關於抗生素，若干種酊劑，錠劑，注射液，無菌檢驗法，熱原

試驗(pyrogen test)等項，國際藥典第一集中均未及收載。依據藥

典專家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報告(W.H.O. Tech. Rep. 35,1951)，正在

編輯中之第二集收載藥品177種，其中包括較為重要之藥品如下：

Acidum Para-aminosalicylicum

Acidum Undecylenicum

Aureomycini Hydrochloridium

Benzylpenicillinum (Penicillinum G)

Chloramphenicolum

Digitoxosidum

Dihydrostreptomycinum

Methadoni Hydrochloridum

Oxophenarsini Hydrochloridum

Propylthiouraci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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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roidea

Tubocurarini Chloridum

Tyrothricinum

Vitaminum B12

第二集中有錠劑(Compressi)57種，注射液63種，酊劑8種及溶

液5種。

藥典專家委員會認為審定非專用藥品名稱一事牽涉較廣，乃另

設國際非專用藥品名稱審查小組委員會專司其事。一方面與國際商

法學會及國際工業權益保障會等團體商訂審查原則。審定後之藥品

名單交由世界衛生組織之大會通過後，即分別通知各會員國之藥典

編輯委員會，最高藥政管理當局以及其他有關藥事機構盡量謀取合

作或予以採用。如國際非專用藥品名稱一經藥典收載，即係藥典名

稱；該國製藥廠即不得以之註冊，據為專利名稱矣。我國中華藥典

第二版現正由內政部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編輯中．亦將遵照國際協

議，於中華藥典中採用此項審定之非專用藥品名稱，以茲統一。

茲介紹一部份審定之簡名(國際非專用名稱)如次：

今日我國醫藥上所用之各種藥品，品質不一；同一藥品而名稱

互異，往往易於發生錯誤；或醫師依據不同藥典處方，致藥品中所

含成份不同，強度不等；或所用劑量參差懸殊，凡此種種情形均能

導致極大危險。故我藥學界同仁對於藥品標準之統一化問題，應特

別加以重視。吾人注意國際間努力此頂工作所經歷乏種種過程，當

可引為借鑑，知所奮勉矣。(臺灣藥學雜誌，第5卷第1號，民國42年。)

國際非專用名稱

(拉丁名)

化學名稱或其他名稱

Cortisonum

Cyanocobalaminum

Hexobarbitalum

Sulfacetamidum

Methylrosanilinii 
Chloridum

Isoniazidum

11-Dehydro-17-hydroxycorticosterone

Vitamin B12

5-(1-Cyclohexenyl)-1,5-dimethyl 
barbituric acid

p-Aminophenylsulfonacetamide

Crystal violet

Isonicotinyl hydrazide



談有關戰時醫療的幾種藥品研究

在戰爭期中新武器的研究和生產可以加強毀滅敵人的力量；同

時努力醫療救護，減少自己的傷亡，間接就是增加自己的作戰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如青黴素的大量增產，治療傳染病，血漿

及血液製劑的用於創傷急救和防治傳染病，殺蟲劑和化學療劑對於

熱帶病的防治，外科手術的進步使傷亡減少。這些革命性的進展和

成就，都不是平時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等到戰事結束以後，類

似的研究工作仍然繼續進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各國藥品研究的進步程度特別加速。

我們知道Fleming氏雖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發明青黴素的抗生作

用，但直到一九三九年，FIorey & Chain二氏才對提製純粹青黴素

的方法研究成功。可是世界大戰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即開始，當時英

國財力困難，無法大量生產青黴素。一九四一年Florey氏應美國政

府的邀請去到美國解決青黴素大量生產問題。由美國政府醫藥研究

促進會(Committee on Medical Research簡稱CMR)聯合各研究

機關，私人藥廠來合作研究青黴素的大量增產方法。最初一、二年

中生產數量還不多，祇能限制供應醫療使用。但經歷年的不斷改進，

到一九四四年七月，每月的青黴素生產量已達到130 billion單位。

同時青黴素十萬單位的價格也逐漸由美金二○元(一九四三年)降低

到美金一分半左右(一九五二年)。於是可以無限制的普遍應用於醫

療方面。這是美國政府醫藥機構和研究其他學術團體，製藥工業各

方面集中力量在一個問題上通力合作的結果。當然由於青黴素研究

的影響，先後發現其他抗生素。抗生素的治療範圍也由螺旋菌傳染

病，Gram+，Gram-等傳染病擴展到一部份過濾性病毒傳染病了。

就目前的情形來說，已有半數左右的傳染病可用抗生素治療。而抗

生素的研究還日在進展中。

在大戰期間，對於抗瘧劑和血液製品可算得次於青黴素的問

題。因為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作戰，軍隊防瘧工作最為重要。尤

其在日本軍隊佔領前荷屬爪哇(現印尼)以後，就奪獲了全世界奎寧

的寶庫。因為爪哇一地種植大量金雞納樹，所以爪哇的奎寧產量佔

全世界奎寧總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日軍佔領了爪哇，世界其

他國家就無法再能獲得奎寧。但是要在瘧疾猖獗的地區作戰，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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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抗瘧藥品的支媛，軍隊就簡直無法作戰。於是合成抗瘧劑的供

應就形成進事上的一項重要問題。

按抗瘧藥品中除天然奎寧以外，德國在一九三○年已製成一種

抗瘧藥品 Atabrine(又稱Quinacrine 或Mepacrine)，是一種黃色

了定類(Acridine)化合物．可以代替奎寧。美國政府除了督促藥廠

努力增加Atabrine的生產外，並且組織專門機構負責研究抗瘧藥品

問題。經過大量試驗證實Atabrine對於治療 Falciparum  malaria

比奎寧更為有效而毒性輕微。病人口服Atabrine廿四小時至四十八

小時內，寒熱就退清，病人血液內的瘧原蟲也被藥品所撲滅。而且

所需治療時間比較用奎寧情形縮短一半。英美軍隊應用Atabrine防

瘧使二五○○病例中死亡率減低到一人以下。不過Atabrine對於

Vivax malaria不能根治，一旦停止服藥後，仍有復發情形發生。所

以同時更加強抗瘧劑的研究工作，希望得到更理想的抗瘧藥品。這

項研究工作共計選用各種化合物達一萬四千種之多。逐一來作系統的

實驗。先用鳥類(Canary及家鴨)試驗藥品對各型瘧疾的治療作用。

然後試驗毒性和在人體內吸收和排洩情形，最後用人體試驗Vivax 

malaria和Falciparum malaria混合感染的治療功效。同時用奎寧

和Atabrine作比較來確定各種藥品的抗瘧效能。結果從一四、○○

○種化合物中僅證實兩種藥品較合理想，就是：(一)ChIoroquine

和(二)Pentaquine。這兩種藥品對治療Vivax malaria的功效都很

好。同時英國方面合成一種PaIudrine(又稱ChIorguanide或

Proguanil)，對於各種類型瘧疾都有功效，毒性也很輕微。但缺點

是有時會發生抗藥性。關於這種大規模的抗瘧劑研究，實在是大戰

期中一項重要貢獻。平時研究工作的範圍決不會如此的廣泛。

關於輸用全血和應用血液製劑對於戰場傷患的救護，實在幫助

極大。美國政府CMR和海軍以及其他學術團體的合作研究血液問

題，得到結果如下：

(一)改進全血和血漿的採集，保藏技術，儘量使各地紅十字會

血庫中存儲的血液能妥善保藏，不易變質，充分應用到戰場上的傷

患士兵身上，拯救了千萬人的生命。

(二)從血清中分離得一種血清蛋白(Serum albumin)，可以代

替血漿用於嚴重灼傷及衰脫情形。因為這種血清蛋白可以保藏時間

較久，便於應用。



(三)從人血中分離得一種蛋白質部份稱為Gamma globulin，

對於軍隊中常見的兩種過濾性病毒傳染病如麻疹和傳染性黃疸症可

以有預防和治療的功效。此外由於其中含有捐血人血液中的抗體，

所以對於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小兒麻痺症，猩紅

熱，白喉等傳染病，也多少有防治的效能。

(四)從血液中分離得纖維蛋白質(Fibrinogen)，這種物質是促成

凝血作用的成份之一。可以用它來製成止血的Fibrin foam和腦部外

部手術應用的Fibrin film。

(五)從血液中分離得Iso-agglutinins成份，對於血型分類極有幫

助。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每月從各地紅十字血庫中收集血

液約為四五○、○○○ Pints。各藥廠也分別製造各種血液製劑送到

軍隊裡去。所以從上次世界大戰開始，大家確認血液製劑是戰時醫

療的唯一重要藥品。多少士兵受傷後，因為得到血液而挽救了生命。

美國方面曾統計在美軍醫院中，自應用血液製劑，抗生素和其他新

藥，以及進步的外科手術，使死亡率大為降低。以歷次戰爭為例每

一千傷患者的死亡率如下列數字所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八十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四十五人死亡。

韓戰期中  二十四人死亡。

從上列死亡率表中，可以看到第二次大戰期中的幾種藥品研

究，其關係影響是何等重大！

去年金門炮戰時期，所幸受傷兵民數目不多。對於血液的供應

當不感覺到困難。但是今日我們是處在反共戰爭期中，將來還有更

大規模的反攻大陸戰事在前面。我們對戰時醫療需要有充分準備，

對於可以想像到醫藥困難問題，應該早日著手知究來求得解決。尤

其對於血液和血液製劑，我們不能看成和其他藥品一樣，可以完全

從國外輸入。這卻要用我們國民自己的血來拯救戰場上受傷的士兵。

(青杏，第7期，民國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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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之持續性藥效作用

醫療用藥，固多求迅速發生藥效;但對於若干慢性病症，或遇

特殊情形時亦要求藥品遲緩作用或是持續性藥效者。口服之腸溶

錠劑（enteric coated tablets）或定時崩散錠劑（timed 

disintegrating tablets）等藥品均屬於遲緩作用(delayed action) 

之一種。此種藥品到達腸部時始行溶解或在4小時或6小時後崩解而

迅速發生藥效。另有持續性藥效(prolonged action, sustained-

release)之藥品則逐漸發生藥效作用可維持藥效達8～12小時，甚至

24小時。故遲緩作用與持續性藥效之性質並不相同。關於一般全身

作用之藥品必需經吸收後始能發生藥效，故在用藥時，必需注意選

擇適當性質之藥品如屬於水溶性或油溶性，選用何種溶媒劑，以及

應用何種形式之製劑 (如口服藥抑注射劑) 方能收到預期之醫療效

果。將錠劑食於口中，則經由口腔粘膜可以吸收適當量之藥品。如

將藥品迅即吞服，則到達胃中即可開始吸收。其吸收速度又視胃中

空實情形，藥品本身性質與狀態以及所用溶媒劑而定。藥品必需成

溶解狀態始能被吸收也。當急救醫療時，用靜脈注射劑可得最速之

療效，其次則為肌內注射水溶性藥品注射液，而皮下注射劑之

藥效表現較慢但比較均衡一致。此外，若用可可脂製成栓劑

（Supporsitory）藥品經肛門用藥，亦吸收較慢，可維持藥效時間

較長。用乙酸去氧皮質酮（desoxycorticosterone acetate）

120mg.經植入法（implantation）導入皮下組織則吸收作用甚慢，

所發生之藥效約可等於每日注射0.5mg劑量之藥品。而植入120mg.

之皮質酮卻可保持長期藥效達9-15月之久。

多種藥品經吸收後並不均勻分佈於體內組織，或存儲於血液

中。故血液中藥品濃度與發生之藥理作用有時並不成正比例。就理

論言之，測定身體組織中藥量自較血液中藥品濃度較為重要。惟欲

確切明瞭身體組織中之藥量，目前尚無適當可靠之測定方法足資應

用。故一般仍以測定血液中藥品濃度衡量藥效之準則。如藥品吸收

過速則排洩亦快。吾人自不能用大劑量藥品使血液中長時問保持適

當藥品濃度。且用大劑量藥品亦有超過醫療劑量發生中毒之危險。

故欲達到持續性藥效之方法在於減低藥品之吸收速度，或使藥品排

洩作用遲緩或用多次小劑量投藥方式。但多次服藥增加病患者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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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其法殊不足取。

欲使藥品吸收率減低，可以應用下列種種方法：(1)應用溶解度

較小之藥品，例如混懸液注射劑經肌內或皮下注射，則混懸之不溶

性藥品，存貯於組織中，可慢溶解吸收故能發生持續性藥效。  

Romansky氏倡導用芐基青黴素鈉 (PenicillinG Sodium) 混懸於一

種蜂蠟及植物油溶媒中作肌肉內注射，可以維持血液中青黴素水平

量達24小時。普魯卡因芐基青黴素 (Procaine Penicillin G) 之溶解

度僅0.7％，如用300,000單位劑量之混懸水液作肌內注射則在8-12

小時可以維持血液中藥品水平量。又如魚精蛋白鋅胰島素  

(Protamine Zinc Insulin )，及血球蛋白胰島素 (Globulin Insulin) 

注射劑等均使減低血糖作用緩慢而持久。用普通胰島素注射液經一

小時後開始顯現藥效，2-3小時血液中藥量可達巔峰，可維持藥效6-

8小時。用魚精蛋白鋅胰島素注射液經4-6小時後開始顯現藥效，16-

24小時血液中藥量達於巔峰，可維持藥效達24-36小時。抗生素中之

氯黴菌素(Chloromycetin, Chloramphenicol) 經製成棕梠酸酯 

(palmitate ester）係不溶於水，但該項酯類在腸胃液中始分解為

氯黴菌素由腸之上部吸收，故血液中之抗生素量緩慢升高而維持藥

效較久。

(2)藥劑中所用之溶媒劑性質對於藥品之吸收率亦極有影響。組

織中細胞液係水溶液性質，故導入水溶液藥劑能攙和滲入而迅速吸

收。不攙和性溶液如油溶液即不易滲入細胞液中，故發生遲緩

而 持 續 之 作 用 。 如 將 抗 凝 血 肝 素 ( H e p a r i n ) 或 A C T H  

(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 溶於一種明膠及葡萄糖溶液中

亦可得持續之藥效，因明膠為大分子蛋百質有阻止藥品吸收作用也。

Dollerup及Holten兩氏亦試用CMC（Carboxymethylcellulose）

1.25%製成抗凝血肝素溶液可使抗凝血作用較為持久。

(3)普通對於管制藥品之吸收速率較易而管制藥品之遲緩排

洩則較為困難。如設法使腎臟排洩效能減低則藥品之排洩量亦

即 自 然 減 低。例如用 c a r i n a m i d e（ C a r o n a m i d e或 4 ' -

carboxyphenylmethanesulfonanilide）與青黴素同注射入狗體

內，因腎臟排洩量減低故血液中之青黴素濃度增加。一種新藥

probenecid（ Benern id）可以阻止對位胺基水楊酸（ p-

Aminosalicylic acid）反對位胺基苯甲酸（p-Aminoben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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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素類抗生素之發展

四 駢 環 素 類 ( T e t r a c y c l i n e s )抗 生 素 包 括 氯 化 四 環 素  

(ChlortetracycI ine)，氧化四環素  (Oxy-tetracycl ine)，

四 環 素 ( T e t r a c y c l i n e ) 及 去 甲 基 氯 化 四 環 素  

(DemethylchlortetracycIine) 四種，均屬廣效抗生素。其中氯化

四 環 素 應 用 於 醫 療 方 面 最 早 。 1 9 4 8年 自 S t r e p t o m y c e s  

aureofaciens 培養液中提得此種抗生素，因其呈現黃色，故其商

品名稱為「金黴菌素 (Aureomycin) 」。氯化四環素 (簡稱 CT) 之

抗生作用係阻止微生物細胞吸收麩酸鹽 (glutamate)，故對微生物

體中蛋白質合成及新陳代謝作用發生影響。口服藥劑使血中抗生素

量達到適當濃度可以抑制微生物之生長，但難望殺滅微生物。CT 鹽

酸鹽 lgm 可溶於 75cc 水中。其鈣鹽不溶於水，可製成糖漿劑供孩

童服用。

氧化四環素 (簡稱 OT ) 係自 Streptomyces rimosus 培養液中

提得。1950 年以商品名稱「土黴菌素 (Terramycin)」應市。OT 所

以不同於 CT 者，在於四駢環素分子中 C1 缺一氯原子，而在C5 處

為一 OH 基團。OT lgm 在 2000cc 左右水中溶解，其鹽酸鹽 1gm 

能溶於 2cc 水中。OT 與其鹽酸鹽之溶解度雖懸殊甚大，但二者經

口服後之吸收率則相差不多。

1954年由氯化四環素經氫化作用製成四環素 (簡稱T)，其商品

名稱為「Achromycin,Panmycin, Polycycline, Steclin, Tetracyn

等」，T分子中 C1 既無氯原子，而 C5 亦無 OH 基團。T 在水中之

溶解度為1:2500，其鹽酸鹽在水中之溶解度為1:10。T 在水溶液中

之穩定性較 CT 及 OT 稍大，即在不同 PH 及不同溫度情況下亦相當

穩定。其毒性較其他二種四環素稍輕。T 較易透入腦脊髓液中，在

腸胃道中亦吸收較速，且能在血液中達到較高藥量而持續時間較長。

臨床上，給予四環素類抗生素口服劑量250mg，在服藥後一小時血

中藥量可達到適當濃度，約二小時可達血中最高濃度。一般情形在

第四次或第五次給藥後 (250mg, q.6h) 可能達到血中最高藥量。醫

療方面希望服用抗生素後在較短時間內，血中藥量能夠達最高濃

度，且藥效持續較久。故有關四環素抗生素之改進，以能達到上述

要求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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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陸續有各種四環素磷酸鹽複合物如 Achromycin 

V, Panmycin Phosphate , Sumycin, Tetracyn V等製品問市，此

等 製 品 係 以 四 環 素 加 以 不 同 磷 酸 鹽 如 偏 磷 酸 鈉 ( S o d i u m  

metaphosphate, Sodium hexametaphosphate)等製成複

合物。若與其他單純四環素比較，四環素磷酸鹽複合物經口服後吸

收較速，且血中藥量可較高，惟自尿中排洩亦較速。偏磷酸鈉之有

助於四環素之吸收，想係由於腸道中原有某種離子存在足以阻止四

環素之吸收;偏磷酸鈉與某種離子接合時，則四環素之吸收乃不受阻

礙而吸收速度即見增加。此外，檸檬酸或葡萄糖胺 (glucosamine) 

亦有加速四環素吸收之效用。據實驗報告葡萄糖胺之功效最佳，可

使 T 或 OT 於口服後二小時達較高血中濃度，且能持續藥效達六小

時之久。名種四環素與葡萄糖胺複合物之製劑有若干商品名稱如 

Cosa-Tetracyn, Cosa-Tetrabon, Cosa-Terramycin, Cosa-

Signemycin 等。此等葡萄糖胺複合物製劑現已普遍應用，為簡化

名稱起見，此類製劑多已省略其「Cosa」冠詞。另一種合成四環素

衍 化 物 ， 　 咯 啶 甲 基 四 環 素 「 N - ( p y r r o l i d i n o m e t h y l )  

tetracycline」，據稱其溶解度較四環素大2500倍，其商品名稱為

「Syntetrin, Velacyclin」等。其肌肉注射劑與鹽酸四環素或四環

素磷酸鹽複合物肌內注射劑相較，在24小時期間內可使血中藥量增

加頗高。此劑宜於肌內注射，或因其有較大溶解度故吸收較易也。

大多數四環素類抗生素之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糞便稀軟，

腹瀉，肛門瘙癢，以及口腔破損等症狀。為增加腸胃道對於此類抗

生素之忍受性，可於服藥同時飲用牛乳，以減少部份腸胃道不快感

覺。關於口腔破損或嘴唇破裂情形可能由於缺乏維生素所致，故有

四環素類抗生素中加入多種維生素之製劑者，其商品名稱如  

Achromycin SF, Tetracyn SF (stress formuIa) 等。嗣後有實驗報

告證明多種維生素能減低抗生素之藥效，故上述製劑僅供應一短暫

時期而已。病人長期服用較大劑量之四環素類抗生素能導致發生局

部或全身黴菌症。此由於抗生素抑制腸內正常微生物之生長，乃使

念珠菌屬 (Monilia) 黴菌猖獗耳。1954年自Streptomyces noursei

培養液中提得一種抗黴菌之抗生素(anti-fungal antibiotic)，

Fungicidin 又稱  Nystatin (商品名稱為Mycostatin)。四環

素與  Nystatin 併用可以防止因長期服藥而發生之念珠菌感染



症。1958年發現之 Amphoterin B (商品名稱為 Fungizone)，其抗

黴菌力量較 Nystatin 稍強，可以治療嚴重之全身黴菌症。

1960年由 Streptomyces aureofaciens 之突變菌種之培養液

中提得一種去甲基氯化四環素 (簡稱 DMCT)。此種新抗生素在酸性

或鹼性液中皆有極大穩定性。其抗生性能比 T 強2-4倍，故應用較小

劑量，服藥間隔時間延長，可得相當藥效。其吸收速度較慢，排洩

亦較慢，故能維持抗菌力較久。DMCT 中加入檸檬酸並不增加其吸

收速度，以 DMCT 與其他三種四環素類抗生素比較，其療效性能似

較優越。(青杏，第15期，民國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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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醫療用藥與社會安全

近年來醫療上應用的藥品日見繁多，固然為了有更新、更好的

藥品而欣慰，但同時也帶給醫療界不少的困擾。我們若問這些新藥

的真正價值如何，應用在臨床方面是否沒有不良副作用，以及對於

社會安全有無嚴重影響，則這些問題很值得我們多費一點時間來作

檢討。關於醫療用藥的範圍，世界各國情形略有不同。例如在實施

社會健康保險制度的英國，和北歐一些國家如荷蘭、丹麥等國，他

們用藥範圍大部份限制於藥典(Pharmacopoeia)和國家處方集  

(National formulary)所收載的一般正統藥品 (Classical drugs) ，

而比較少用新藥。但是在美國、西德、比利時、瑞士、日本等國，

醫療界受了製藥工業宣傳新藥的影響，使用新藥的數目就較多了。

目前我國情形可算比較放任自由，顯然政府和醫療團體，都沒有對

醫療用藥建立體制或訂定約束辦法。大家對於中華藥典 (第二版，民

國四十九年刊行)所示範圍，普遍的未加重視。更以世界各國都競向

我國推銷新藥，其中自然包括許多不十分安全的藥品在內。

按一般正統藥品都是經過許多人和較長時間的藥理以及臨床試

驗，所以對於這些藥品的療效，副作用和安全性等都格外明瞭，因

此使用這些藥品也比較安全可靠。通常所謂新藥，或者它的成份是

屬於新型的，或者它的化學構造是新穎的，或者雖然是正統藥品但

經過特殊的配合乃至發生新療效的，也都認做新藥。現在我國政府

法令規定:凡國內藥廠製造，以及由國外輸入的新藥都需經審核後才

准供醫療應用。這種審核工作必需十分嚴格，慎密才行，如果祇靠

辦公室方面的審核而沒有一個高級技術機構來負責做這些艱難的審

核工作，自然難求切實可靠。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歐洲辦事處前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在波蘭首

府華沙召開了一次藥事會議。鑒於現時歐洲各國新藥的劇增情況，

如在比利時與瑞士等國，市上新藥數目約達三萬多種，英國約為五

千種，而丹麥為二千種左右，從而檢討新藥對於社會安全所發生的

影響，歸納各方意見作成結論如下：

(1)現時若干新藥雖具有甚大治療功效，但同時也具有嚴重的副

作用，所以服用時需特別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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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最近臨床所得經驗，證明有些藥品還不能認為十分安全。

因為這些藥品的應世，事先所做臨床試驗過少，或者臨床試驗所經

歷的時間過短。

(3)一種藥品必需經過長時間的臨床應用，才能確定是否具有不

良副作用。

(4)新藥的臨床試驗極為費時，需要按照規定情形在多數病人身

上觀察結果，如果經由國際合作方式可以事半功倍，易觀成效。

(5)每一國家衛生主管機構對於新藥應該加以嚴格管制。必需限

於具有明顯療效，且無特別危險性者，方可准許其供臨床試驗。

由於華沙會議檢討結果，所以在第十五屆世界衛生大會中曾有

提案請求世界衛生組織制定有關新藥的藥理與臨床試驗研究計劃，

並要求該組織執行委員會研擬具體可行的方案，由世界衛生組織切

實辦理下列各項：

(1) 制定新藥在藥理及臨床試驗方面而所需要的最低規格和標準

試驗方法。

(2) 國際間經常交換有關新藥的安全性和療效報導。

(3) 各國衛生主管當局應透過世界衛生組織迅速傳佈有關新藥的

嚴重副作用的新聞報導。

一九六三年五月在南美阿根廷召開第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時，

對於此一議題也提出報告和討論。我們相信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

府如果對於新藥的審議工作特別加以注意，逐漸努力推進，一定可

以獲得良好效果的。

此外，使用不合格藥品，或者應用藥品不當，都會遭致嚴重的

不良後果。藥廠製造各批藥品都應該符合原來規定的標準。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就是不合格藥品稱為劣藥或偽藥，它們的分別僅在

於不合格程度的不同而已。

(1) 藥品中所含成份的性質，含量和標示不相符合。

(2) 摻雜其他劣質成份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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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份或全部受污染或變質腐敗。

(4) 過期失效。

(5) 含有害成份或含不合規定的著色劑和防腐劑。

自然，不經過正當醫療途徑而濫用藥品，受害就更大了。(青

杏，第18期，民國53年。)



談我國藥學教育  

我國藥學教育肇始於民國前四年。緣清代光緒二十八年 (民國

前十年)創立北洋軍醫學堂於北平(前稱北京)初僅有醫學科，後六年

即光緒三十四年乃成立藥學科。及至民國以後，軍醫學堂乃改稱為

軍醫學校，迨抗戰勝利後又改為今名國防醫學院。在超越半世紀之

年代中，軍醫學校及國防醫學院所培植之軍醫，軍藥及其他醫事人

員在二萬五千人以上對國家貢獻甚大。

民國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醫科分為醫學、藥學二門，其

修習年限，醫學門定為四年，藥學門定為三年。藥學門教授之課程

計有下列各科目：(1)無機藥化學及實習，(2)有機藥化學及實習，

(3)藥用植物學及實習，(4)植物解剖學，(5)製藥化學及實習，(6)衛

生化學及實習，(7)裁判化學及實習，(8)生藥學及顯微鏡實習，(9)

細菌學及實習，(10)藥制學，(11)藥制比較學，(12)製劑學及實習，

(13)定性分析化學及實習，(14)定量分析化學及實習，(15)工業分析

及實習，(16)藥制化學藥品試驗法實習，(17)藥制生藥藥品試驗法

實習(以上為通習科目);(18)植物化學及實習，(19)國內生藥學及實

習，(20)外國生藥學及實習，(21)粉末生藥學及實習，(以上為修生

藥學之專習科目);(22)衛生化學及實習，(23)裁判化學及實習，(24)

細菌學及實習(以上為修衛生裁判化學者之專習科目);(25)動植物成

分研究法講義及實習，(26)元素分析分子量測定法實習，(27)有機

體構造研究法實習，(28)新藥合成法實習，(以上為修藥化學者之專

習科目);(29)藥品工業學，(30)無機性藥品製造法實習，(31)有機性

藥品製造法實習，(32)化學工藝品製造法實習，(33)藥劑製造法實

習，(34)藥品賦形術實習，(35)工場計劃及製圖(以上為修藥工者之

專習科目)。按教育部最初公布之藥學課程表中，除各科目之學分未

列明外，就通習科目而言，尚稱完備。其中實習科目計有十四種。

在今日藥學課稱中，衛生化學改稱食品化學，裁判化學改稱毒物化

學(注重毒物檢驗)。所堪注意者，即規定課稱中，後列研究科之專

習科目。惟在民國十六年以前，並未有藥學校設置研究科。

民國四年九月，政府頒布文官高等考試令。凡在國內或國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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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列目前臺灣各藥校每年招收新生名額約計如下:

1．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20名

2．國立臺大醫學院藥學系     60名(內僑生25名)

3．私立高雄醫學院藥學系     120名 

4．私立臺北醫學院藥學系     120名 

5．私立臺北醫學院藥學系夜間部     120名 

6．私立中國醫學院藥學系     190名 

7．私立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夜間部     120名 

8．私立嘉南藥專學校及夜間部     300名 

9．私立大仁藥專學校及夜間部     300名

在今日藥學校中，對於課稱之充實，教學方法之改進，尚待多

所努力。更希望早日能成立藥學研究所，或藥學系能擴充藥學院，

則藥學教育可得充分發展。此外，近年來先後成立藥學校多所，固

為可喜現象;但若干新創學校，基礎猶未奠定，復同時設置夜間部，

每年招收新生竟在二○○名以上。如何善盡教學之責，實為一項重

大課題。蓋若不能造就優良藥學人材，則今日招收學生愈多，他日

貽害社會國家亦愈大。故切望教育當局對各藥學校能嚴加督導，則

藥學教育幸甚，邦國幸甚！(臺大藥刊，15週年紀念刊，民國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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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事法規公布後之觀感

關於藥事法規之修訂事宜，經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內政部 (現

為行政院衛生署)十餘年之策劃與研議，終於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將「

藥物管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對於該項藥事法規之審

議亦慎重將事，由內政、司法委員會審議經年。且於審議期中，邀

請各藥學團體暨藥學專家舉行座談會多次，藉以聽取各方意見。在

立法院進行三讀時，各委員踴躍發表意見，曾引起劇烈爭論。深幸

該項 「藥物藥商管理法」(原藥物管理法經修正為藥物藥商管理法) 

經立法院順利通過，並由政府於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明令公布，實

為近年來我國藥學界一項重大事件。

按藥物藥商管理法 (以下簡稱藥物法) 計分總則，藥商之管理，

藥物之買賣與輸入，藥物之製造及輸出，藥品之調劑，麻醉藥品製

劑及毒劇藥品之儲售，檢查抽驗及取締．罰則及附則等九章，共計

條文九十條。其中第八十九條：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今衛生署成立伊始，正積極草擬施行細則中，希望施行細

則之訂定，對藥物法更作詳盡之補充，使該法更臻完善。

內政部為適應年來藥政上之迫切需要，前於五十六年七月二十

七日公布藥商管理規則 (原管理藥商規則同時廢止) 及藥品管理規則 

(原管理成藥規則亦同時廢止)。現行藥物法中包括上述二種規則內

若干條文，並作適當之修正。關於西藥販賣業者買賣之藥品，規定

應由專任藥劑師管理，但不售賣麻醉藥品或不零售毒劇藥品者，得

由專任藥劑生代之。故今後若干不合格之西藥販賣業者如西藥種

商，臨時西藥種商，成藥調製商，藥品零售商及成藥攤販等均將逐

漸淘汰，使藥品管理趨於正常化。該法另一特點則在加重罰則。過

去處罰僅適用違警罰法及行政處法。但違警罰法似嫌處罰過輕，不

能發生阻嚇作用。實際上應用行政處法如由衛生主管機關吊銷或註

銷藥商營業執照，停止其營業，或勒令其歇業者又極少。故加強罰

則自屬必要。

現行藥物法規定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二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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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藥

物法第七二條)。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五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物法第七三

條)。又製造或輸入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或明知為前項之劣藥或

不良醫藥器材，而販賣，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

陳列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因過失而

販賣，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者，處拘

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藥物法第七七條並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

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七十二條至七十六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該條之罰金刑。因此行為人犯罪需受處罰外，

同時藥物製造業或販賣業之公司組織(法人)，或獨資經營之業主(自

然人) 亦一併受罰。惟僅處罰金，並無徒刑而已。

「藥物法」大體上尚稱完備，但亦有若干條文未能盡合理想

者．首論該法之名稱，內政部原擬之「藥物管理法」及另一項建議

之「藥事法」惜均未獲通過而決定採用「藥物藥商管理法」名稱。

按藥劑師法為基本法，亦為藥劑師之身份法，而藥物管理法為藥劑

師之業務法。藥劑師執行其藥學上各項業務，絕非藥商。且藥品或

醫療器材製造業 (藥廠) 之任務係製造藥品或醫療器材，亦列為藥商

尤覺不妥。(藥物法第九條：本法所稱藥商，係指左列各款規定之業

者：（一）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業者；(二) 藥品或醫療器材製業

者。)又第一○條：本法所稱藥品販賣業者，係指經營藥品之批發，

零售，輸入及輸出之業者。前項藥品販賣業，得兼營調劑業務。有

關藥品之調劑及貿易係屬專業性業務並非如普通商業行為之無限制

銷售與供應。應用藥商名稱將導致一般人發生錯誤觀念。

藥物法第四條：本法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療器械。藥品方

面僅限人用藥品而動物用藥 (前稱獸藥 ) 以及與人類健康極有關係之

農藥 (包括殺蟲劑)，食品及化粧品等均不包括在內。動物用藥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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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藥品相同，由藥劑師負責調劑，供應。而食品，毒物以及化粧

品 之 檢 驗 亦 為 藥 劑 師 之 義 務 與 責 職 。 如 英 國 之 藥 事 法  

(PharmacyAct) 即包括藥品 (人用藥品及動物用藥品)，醫療器材，

食品，化粧品在內。其所稱之藥事係廣義之藥事。美國之藥事法規

則列明為「聯邦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法」(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聞衛生署對於食品及化粧品之管理將

單獨立法，但就藥事法規之立場而言，乃失卻其統一性矣。

藥物法第五四條規定藥品調劑應由藥劑師為之。但不含藥麻醉

藥品者，得由藥劑生代之。非藥劑師(生)不得為藥品之調劑。但醫

師以診療為目的，並具有第五十七條第二項所定調劑設備，依自開

處方親自調劑者，不在此限。在同一條法規內，乃發生互相矛盾情

形，實為不妥。目前醫科課程中並無藥劑學及調劑學等項課程，試

問醫師何有專門知識與技能可以從事藥品調劑工作？醫師法中規定

非醫師人員，不得執行醫療業務。但在藥物法中卻准許非藥劑師人

員從事藥品調劑工作，實極不合法理！按民國十八年初訂藥事法規

時有此不合理情形，但經過四十一年後 (自民國十八年至五十九年) 

醫藥衛生事業進步迅速，自迥非昔時情況。豈我人處於今日六十年

代，而思想與觀念仍留滯於四十年前之境況耶？此實深感嘆息者也。

再者藥物法第二五條規定西藥製造業者，應由專任藥劑師駐廠

監製；中藥製造業者，應由中醫師駐廠監製。西藥製造業者製造中

藥時，應由中醫師監製。按藥劑師在大學藥學系肄業時，已修習藥

用植物學、生藥學、藥物化學及藥劑學等課程，其中包括有關中藥

製造知識與技術。按理言之，藥劑師當可監督製造中藥。我國中醫

界向係醫、藥分業者。現藥物法中反規定中醫師監製中藥之製造，

誠不知於法何所依據？就現行藥物法而言，私立中國醫藥學院藥學

系畢業生（現已可取得藥劑師資格）對中藥製造之監製權業已喪失，

反不及中醫師矣。吾人希望中藥能按照科學方法整理研究，方可發

揚光大，故應由學習藥學科學之藥劑師參加此項工作，則今後中藥

之進步與發展可以預期。關於中藥之製造，調劑，及販賣與西樂情

形迥然不同，在規格與標準方面懸殊亦頗大，藥物法中將西藥與中

藥一併列入，顯現步調極不一致。個人曾主張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另訂中藥管理規則，惜此項意見末蒙採納耳。(臺大藥刊，第8期，民國

60年。)



談醫藥分業與衛生事業之發展  

今天我國台灣地區的醫藥衛生事業從表面看來似乎相當發達，

但實際上並未建立良好制度，許多地方很不合理，以致形成混亂局

面。以醫療用藥物（藥品和醫療器材）而論，有人批評我國為最放

任，混亂的藥品市場。我們每天所閱讀的報張，雜誌（非醫藥學術

性雜誌），所收聽和看到的電視和廣播，無不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藥

品廣告。在每條街道上，隔不了多遠的距離，就有一家藥房。那些

藥房的櫥架上，所陳列的各種藥品以及成藥種種可謂兼收並蓄，琳

瑯滿目，集世界各國藥品之大成。過去對於藥房的開設可說沒有嚴

格管制，祇要領到財稅機關所發的營利事業執照，一家新藥房即可

開業。實際上一些藥品零售店也稱為藥房，既無依法開業的藥商執

照，更無專任藥劑師或藥劑生長期駐在工作。這些「無照藥商」和

藥房任意出售藥品，絲毫不負責任，以致國人享有最大的購藥自

由。例如抗生素，磺胺類藥品，安眠藥，興奮劑，甚至一些禁藥，

都可以不憑醫師處方就可任意買到。讓國民享有如此高度的購藥自

由，真是非常危險的事。在歐美國家，除去一般家庭用藥以外，均

需憑醫師處方購買藥品，私人醫師診所除了診療以外，並不調配處

方，或售賣藥品。大眾傳播媒介刊登醫藥廣告，更須經過嚴格審查，

而且祇限於一般家庭用藥。如此多重限制，正為個人健康及社會安

寧的保障，亦為社會進步的象徵。

我們對於醫療費用以及藥品售價並沒有規定標準。醫藥團體沒

有自行釐訂，政府對於藥價也未予以督導。病人對於私人醫療機構

的診費和藥費不能還價祇得如數照付。到藥房購藥就要東打聽，西

打聽價格，或者應用討價還價的方式，其目的無非想減少一些藥費

負擔。其實病人對於藥品價格高低訂得是否合理無從知道，也根本

不知道有權利要求合理的藥價。政府衛生主管當局應該切實核定藥

品價格，規定最高利潤，以及最低售價（保證藥品的品質。不使削

價競銷）。或者由藥業團體自行釐訂藥價，由政府加以核定。這樣

病人才能夠得到公平合理價格的醫療和藥品。

最近公布的「藥物藥商管理法」（自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明令公布）對於藥品的製造，調劑，與販賣，藥商的管理都有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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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關於調配，出售偽藥，劣藥，禁藥等更採取嚴格管制，加重

處罰辦法。如製造，輸入，調配或販賣不合格藥品者處二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由於供應不合格藥品

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於西

藥販賣業者，規定應聘專任藥劑人員（藥劑師或藥劑生）負責藥品

的管理，調配與售賣。今後藥房將不得隨便開設。現有無照藥商為

數不少，依照衛生署訂定辦法亦將積極加以取締。

目前國內現有大小型製藥廠約六百餘所，製藥技術及藥品品質

年有進步。規模較大的藥廠所製的藥品多能符合標準，但亦有小廠

製品品質較差。衛生主管當局應加強管制和輔導，以提高國內藥廠

產品的品質，同時嚴格檢驗，審查輸入藥品，使品質優良，適合醫

療需要的藥品才准許輸入。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多數人民對於醫

藥認識往往不夠，再則醫藥設施未盡完善，一般醫藥費用高出國民

所得標準，以致人民為了省錢，常常不遵循正當途徑就醫，隨便購

買廉價易求的藥品，或是一些特效藥品來自醫，形成草率盲目亂服

藥品的現象。我醫藥界應倡導使用正規藥品（ethical drugs）治病

的方式：就是醫師診斷病症後開具處方授予病人，由病人持藥方向

藥房調配或購用藥品的一種正當途徑。在藥（劑）師或其指導調配

或售與藥品，可以保證藥品的品質優良，藥效確切，而且藥品的價

格合理。如果醫師或其他人員不再自行調配或售賣藥品，而藥房也

不向病人隨便介紹藥品或代為注射，那麼醫藥不分的混亂情形可以

早日獲得改善。

目前本省狀況係承襲過去的習慣，部分醫事人員還未能毅然自

覺，要實施「醫藥分業」似乎仍有困難。但時代是進步的，我們不

能永遠停留在「醫藥不分」的落伍情況中．為我國醫藥前途著想，

為下一代著想，我們必須有勇氣奮力來衝開這面阻礙我們進步的

網。現在醫師診病報酬，除外科手術等費用另行預算外，多數都加

在藥費裡面。病人自然無法知道診療費多少，藥費究竟幾何。這種

醫療診病報酬不單獨列明的方式是目前醫藥制度中的不合理現象之

一。

醫藥分業的原則是醫師負責診斷醫療，藥師的責任是負責製

造、檢定、調配處方藥品。如此各有專職，社會才有秩序，國民健

康才有保障。一個現代國家必需要有良好的醫藥制度。外國人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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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目前隨便購用藥品情形莫不大表驚異。等到問起究竟來也真

會使我們臉紅，不知道應該如何答覆才好。

我們要看「醫藥分業」有何好處，醫師兼做藥品調劑事項有何

弊害，可以從下列幾點得到瞭解：

(1)醫師診所附設的配藥處所儲備的藥品種類有限，因此無法在

處方中開列其他較有效能的藥品。醫師如果在處方時用藥祇侷限於

自己診所內配藥處所備的藥品，就不易得到最大的療效。這樣對於

醫師診務和自己的聲譽自會受到莫大影響。

(2)醫師自身僅具醫學知識而缺乏專門藥學知識。醫師和其他非

藥學人員雖然具有普通淺近藥學知識，但是不足以適應藥品的製備

和調劑工作，一定會發生大小不等的錯誤。大的過失足以致人死亡

或者發生嚴重的傷害。沒有藥師，對於醫師所開處方不能稽核；如

有錯誤發生無法校正。如發生藥品的配伍禁忌（incompatibility）

會使藥品失效或產生毒性；其他如毒藥，劇藥的逾量，使用變質的

藥品等等都會使病人受到傷害。許多醫療糾紛卻是由於醫師自行調

配藥品而起。

(3)現行藥事法規規定使用不升格藥品的處罰極嚴。處罰有罰

款，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醫師調配藥品隨時有觸犯藥事法規的

危險。例如使用超過「有效期限」藥品，就要受到使用劣藥的處罰。

(4)關於處方內容以及藥品價格卻應該公開。醫師不將處方交付

病人，和不公開藥價都是不合理的事情。

今天醫藥混亂情形，主要是由於「醫藥不分業」所引起。藥房

因為得不到處方而隨便出售藥品，並且儘量運用商業方法來推銷藥

品，更有用品質低下的藥品以謀求暴利。許多大學畢業的藥師往往

自視較高，不願側身於服務社會的開業藥房，以致開業藥房的藥學

專業技術水準愈趨低落，變成正如藥事法規其所謂的「藥商」了。

因此大眾有了疾病，莫不悽悽惶惶於如何能購得廉價而有效的藥品。

我們希望「醫藥分業」能夠早日實現，讓醫學界和藥學界各循著正

當途徑發展，使得社會大眾在患病的時侯，能得到最廉價的醫療，

那就有福了。(青杏，第34期，民國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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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漫談  

酒是人們普遍喜愛的一種嗜好品，不論在高興的時候或者是在

情緒複雜的時候，都會想到飲酒，當然借酒澆愁愁更愁。現在請人

吃飯的請帖上常寫著「敬備菲酌，恭候台光」或者是「潔樽候光」，

都是以邀飲的方式代替餐宴的意思。再有，通常稱交際聯誼為「酬

酢」，這兩個字的本意原是相互勸酒的意思：主人敬客曰「酬」，

客敬主人曰「酢」。這也說明交際應酬少不了酒的媒介。當然也有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的。此外，我們在故宮博物院中看

到我國古代各式各樣的酒器，相信酒在我國文化史上也佔著重要的

一頁。

飲酒在於慢慢品嚐，不能牛飲，要懂得飲酒的藝術才能稱得上

會飲酒。像一些日本人喝酒，好像非喝到酪酊大醉不肯罷休。及至

喝醉以後就哭笑叫囂，非常失態。國人飲酒多數知道自我節制，不

喝猛酒，所以比較不會醉，這樣才能得到飲酒的樂趣。孔夫子曾說：

「唯酒無量，不及亂」就是喝酒並不在乎酒量的大小，祇要不喝醉

就好了。酒對人體的作用，先是興奮大腦的心靈區，人在微醺時就

顯得很高興，思想靈敏而富有機智。如果飲酒量增加，越過了興奮

階段便繼之以制阻。等到大腦的抑制中樞(inhibitory center)受到制

阻後，那末言行就失去控制，顯現醉態了。若再繼續飲酒，到了後

腦受制阻時，身體便失去平衡，步履蹣跚了。所以許多會飲酒的人

知道慢斟淺酌，不喝猛酒；不空腹飲酒，避免酒的吸收作用加快；

設法多講閒話來拖延飲酒時間，或者高聲叫喊，猜拳說笑來加快酒

在體內的氧化和排洩作用。凡此種種方法，其目的無非是儘量使血

液中的醇含量保持在適當水準以下，這樣就不容易醉了。我們看這

許多方法可說都是十分符合生理學、藥理學原理的。試問誰能否認

中國人不是一個懂得飲酒的民族呢？

講到酒的歷史，據史載我國在黃帝時候就知道造酒。大概在先

民時期，人們早就發現果汁之類經自然發酵而成酒的現象，後來才

發明用人工發酵方法開始造酒。關於蒸餾酒的製法大概是在唐代從

亞拉伯方面傳入的。一般溫帶、亞熱帶以及熱帶地區的人則比較喜

民國 6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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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喝烈酒。不過像白蘭地和威士忌這些佳釀倒是不分地域，普遍受

到世界各國人仕的愛好。

按照酒的製法可將酒分為二大類： (1)釀造酒 (fermented 

wines)和(2)蒸餾酒(distilled liquors)。釀造酒是直接由發酵釀造而

得，包括下列各種淡酒如紹興酒(貯存二年者為花雕，貯存四年的為

太雕即陳年紹興酒)，紅露酒和萄葡酒等。紅露酒是用一種特殊紅　

釀造製成，具有特異風味，原自福建傳入，所以本省人士比較喜愛。

葡萄酒的種類繁多，因成分、產地不同而有多種名稱：普通餐用葡

萄酒(table wines或稱"Perfect" wines) 如Bordeaux，Sauternes，

Rhine等。帶酸的葡萄酒(acid wines)如Claret，MoscIle，

Sherry，Port 等。另有加入香料的加Dubounet，Muscatcl，

Traminer，Italian Vermouth(意大利苦艾酒)等。醇度較高的葡萄

酒(strong wines)如Port，Sherry，和Malaga等。很多葡萄酒帶有

甜味，稱為甜酒(sweet wines)，那不帶甜味的稱為不甜酒(dry "法

文see" wines)，稍帶甜味的稱為半甜酒(half-dry "法文demi-sec" 

wines)。普通餐用酒宜用不帶甜味的葡萄酒，因為甜酒中的糖分使

酒在胃腸中吸收較慢，不能多喝，而且也影響酒的品味。開胃酒和

餐後酒往往甜而芬芳。

蒸餾酒是先由發酵製成淡酒再經蒸餾製成烈酒，包括我國的高

梁酒、燒酒、茅台酒以及外國的杜松子酒(Gin)，Vodke(伏特加酒，

蘇聯產的一種烈酒，略帶苦味)，Rum (由糖蜜製成)和亞拉伯四家所

產的Arrac等。高梁酒是我國特產，由高梁釀成，帶有高梁的特殊香

味。喝下高梁酒時覺得食道有灼熱感，好像吞下去一個火團一般。

茅台酒是貴州省的名產，是用米酒再加特種芳香植物蒸餾而成。真

正的茅台酒在開瓶後滿室生香，真是不同凡響，是一種享譽全國的

佳釀。

威士忌(Whisky)是由大麥酒經蒸餾而成，有名的如Scotch 

Whisky，美國的 Bourbon Whisky是由大麥加玉米釀成的，它的風

味和完全由大麥釀成的Scotek有些不同。白蘭地(Brandy，法文名

為Cognac，是法國出產白蘭地酒的地名)是由葡萄酒經蒸餾製成。

Cognac地方的Champagne區所產的葡萄特別好，那裡也是首製

香檳酒所在地。有些白蘭地酒瓶的標籤上標明是"Champagne 

Cognac"乃是指用Champagne區的葡萄製成的白蘭地，而非香



199

一

般

性

文

章

檳酒的意思。另外用水果汁發酵製成的白蘭地有櫻桃白蘭地(Cherry 

Brandy)，李子白蘭地(Plum brandy)，蘋果白蘭地(Apple 

brandy)以及鳳梨白蘭地（Pineapple brandy）等。法國的

Henessy酒廠出品的斧牌白蘭地在我國銷行最廣。因為酒瓶上面貼

有一個月形小標籤，裡面列有三顆星，所以大家習稱它為「三星白

蘭地」。其實「三星」並不是Henessy廠專用的商標，乃是表示白

蘭地的貯存年份的標誌而已。

現在且把代表貯存年份的一些標誌或略標的意義說明如下：

標誌或略標                         酒的貯存年份

三  星                                                      

四  星                                                     

五  星                                                     

VO (Very old)                                      

VOP (Very old pale)                           

VSOP (Very superior Old pale)                   

XO (Extra old)                                       

Napolean                                             

Unknown age (L'age inconnu)            

VSOP和Napolean(拿破崙)都是名貴的陳年佳釀，價值昂貴。

玉拾Unknown age brandy極為稀貴，不易購得。

香檳酒是在半製品葡萄酒裝瓶時另加入酵母任其繼續發酵，經

特殊方法製成。瓶裡面積蓄著二氧化碳，氣壓很大（約有四個大氣

壓力），瓶口是用一個深長的軟木栓緊塞著。當一開瓶，「噗」的

一聲，帶著氣泡的佳釀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頗增喜劇氣氛！至今

傳統的輪船下水時，擲瓶典禮中對著船頭拋擲的是香檳酒。一些喜

慶大典中也定要用香檳酒享客才顯得光輝而隆重。香檳酒的味道是

芬芳雋永，風味特殊，自非一般加入二氧化碳的人工香檳酒

（Sparkling wines）所可同日而語。

酒的釀造直接用含糖的果汁，或者用澱粉經醣化後再發酵製

成。釀造紹興酒所用的米品質要好，其次酒　（酵母）一定要是佳

選，還有所用的水也以硬質水為宜，可能硬水中的鈣和鎂離子對發

酵作用頗有幫助。金門高粱酒負有盛名，當然因為金門所產的好高

5~8年

8~10年

10~12年

12~15年

15~20年

25年

35年

35~50年

不知年代 (45年以上)



粱是一主因，但是金門酒廠就是出名的泉水所在地也不無原因。酒

在釀好後需要經過適當時間的貯存，所謂「促陳」（aging）的階

段，如此酒才會成熟。初釀成的酒裡面含有少量的高級醇，雜醇由

等成份會和酸類化合成為酯類。那些具有刺激性或副作用較大的成

分經長時間的貯存，漸漸地氧化，酯化便變成芬芳的酒香了。浙江

紹興酒地方有一種「女兒紅」的酒很有名。根據當地人家在生下女

兒時就釀造一批酒，一直貯存到女兒成年出嫁時作為嫁粧。這種酒

特別貯存了近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變得色澤較深，密度較大，所

以稱為「女兒紅」，自然風味特佳了。紹興酒甕的形狀也比較特殊，

是上部寬大而底部卻狹小。以放置物體重心來說，這樣的設計是不

大穩定的。據說這樣的酒甕確有助於酒液的對流。再有陶製酒甕的

內壁要預先塗以油脂，如此可以防止酒液外滲，也許別種原因是油

脂經逐漸氧化變為脂肪酸，有助於醇類的酯化作用。我國甕法也有

在酒釀成後，加入少量豬油，然後封甕貯存的，大概也是這個道理。

紹興酒往往在貯存相當時間後發生沉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酒廠一

直在研究此一問題，還沒有獲得滿意的結論和徹底解決方法。大概

由於酒中溶解的蛋白質成分，在溫度和醇度變異情況下，或者受到

金屬離子的影響等諸種原因乃致發生沉澱。我國甕法用虹吸法把甕

中上層的酒吸取出來，可以不把沉澱帶出。現在公賣局的玻璃瓶裝

紹興酒往往有少數在裝瓶後發生沉澱(雖然在裝瓶前已經除去沉澱

過)，這是很麻煩的事。

葡萄酒中因有鞣質(tannin)成分經氧化後便發生沉澱。愈是陳

年葡萄酒愈是沉澱多，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所以飲用葡萄酒要特別

注意，總不能把沉澱的酒倒在客人的杯子裡。這種需要早作準備，

對於Bordeaux，Burgundies等沉澱較少的酒應在飲用前二、三天

就要把酒瓶直立(一般習慣是將瓶平放的)，讓沉澱能集存在瓶底。

在飲用前一小時，小心開瓶除去瓶栓，盡量不要使瓶身振動，然後

將酒慢慢傾出，大概到達瓶中存酒尚有半吋時，那是沉澱積存最多

部分，便不能再供飲用，需要棄去了。對於一般沉澱多的酒需要在

飲用前二星期甚至二星期前就要把酒瓶直立，讓沉澱集存瓶底，然

後小心謹慎地把澄清的酒傾入一隻水晶玻璃酒瓶(crystal glass 

decanter)中。在傾倒酒的時候，特別要注意觀察瓶頸地方，不能

讓帶有些微沉澱的酒混入澄清的酒中為要。帶沉澱的葡萄酒稍有不

佳適的苦味。另一種方法就是將酒瓶放置在酒籃 (dec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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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ket)作20°傾斜。倒酒時也仍然先將酒瓶保持20°角度將酒慢慢

倒出。

白蘭地和威士忌在蒸餾出來時幾乎是無色或淡色的，經

貯存在橡木桶(oak tank)中，據說酒不致滲出，但仍有通氣作用

(aeration)，同時橡木所含色素和一種特有的木香(樹脂成份)溶入酒

中使酒變為淺琥珀色，並且增加香味。

葡萄酒和白蘭地的品質由於葡萄的品種和產地的土壤，氣候等

等極有關係。一般說來，酒是陳年的好，但是某一種酒在那些年份

因為氣候好，生產的葡萄風味較佳，因此釀出來的酒也比較佳美。

這些資料是會飲酒的人必需知道的常識。例如：

Bordeaux  紅酒  較佳年份： 1959 1961 1966 1970

Bordeaux  白酒  (甜)  1959 1961 1962 1970

                           (不甜)1964 1967 1970

Burgundy  紅酒  1959 1961 1966 1969 1970

Burgundy  白酒  1961 1962 1966 1969 1970

California  白酒  1966 1968 1970 1971

所以酒瓶的標籤上特別要注明葡萄的產地，釀造年份，貯存年

份等等，讓人家對這瓶酒的品質能有充分瞭解。在外國餐館裡，當

客人要整瓶的某種酒(整瓶的好酒要比零售的普通酒貴得多)時，侍

應生必定慎重其事地先把酒送給客人細看標籤，然後才開瓶倒出少

量的酒給客人品嚐，如果客人滿意，才算決定要買那瓶酒。

外國人在比較正式的宴會上，常在每位賓客面前放置一排各式

各樣、大小不同的酒杯四、五只，真使人有些眼花瞭亂。當然第一

小杯是供飲開胃酒 (appetizer法文aperitif)的，開胃酒不宜再斟。

其中一只酒杯是供飲紅葡萄酒的，一只是供飲白葡萄酒的，吃魚時

常用白葡萄酒，吃烤肉或大菜時則飲紅葡萄酒。還有一只大杯是供

飲香檳酒的，那最後一只是供飲餐後酒(digestive)。餐後酒常用薄

荷酒，Creme de Cacao，或白蘭地等。一般用餐時多數不飲烈

酒，在餐後喝杯白蘭地倒有助消化。喝白蘭地時也頗有考究，不宜

大口猛喝，宜慢慢品嚐。普通盛白蘭地的酒杯是大肚形的高腳杯 

(tulip cup)，用手把握著酒杯腹部，藉著手掌的微溫使白蘭地微微

揮發而散出芬芳的酒香，輕輕將酒液搖盪幾下，小口品嚐，會使人

覺得這杯佳釀格外佳美。

 



一般酒會常供應雞尾酒，雞尾酒的名目繁多，成分不一，最普

通的如Manhattan，Matini等。不過調製雞尾酒總少不了杜松子酒

(Gin)，其餘成分不一而複雜，加以調製雞尾酒所用的酒品質優劣不

等，多飲了容易頭痛。這類的雜酒還以少飲為宜。

鋼琴大師魯賓斯垣有一次開完演奏會，出席為他而設的酒會。

他只略嚐了些雞尾酒，滿以為稍後會有晚餐。到人家請他入另一房

間時，魯賓斯垣還以為要入席吃晚餐，但只見房內一群人圍著鋼琴

坐下。女主人熱情地說：「我想，你會為我的朋友彈點東西。」

魯賓斯垣單手彈了五個音，便把琴蓋上。

女主人失望地問道：「就這麼多？」「不錯」魯賓斯垣說：

「我就喝了這麼多。」(摘自孫雲燾教授演講，賴玉花校友筆錄。臺大藥刊，

第12期，民國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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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書

受理請願機關：

監察院　立法院

呈文　

行政院　中央黨部教育部　考選部　衛生署

副本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

監察院

為教育部於七十二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

藥學科一事，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

（組）之規定，亦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會商研議，並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即貿然

核准辦理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破壞國

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危害國民健康至鉅！

懇請

鑒　並請

鈞院予以調查、糾正，並對教育部違反教育行政常規，有虧職

守之處，交付懲處。

立法院

為教育部於七十二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

藥學科一事，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

（組）之規定，亦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會商研議，並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即貿然

核准辦理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實有違

教育行政常規，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

危害國民健康至鉅！

懇請

鑒　並請

鈞院予以糾正，無任感禱！

民國 7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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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為教育部於七十二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

藥學科一事，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

（組）之規定，亦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會商研議，並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即貿然

核准辦理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實有違

教育行政常規，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

危害國民健康至鉅！懇請

鑒　並請

鈞院予以糾正，無任感禱！

孫教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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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部

為教育部於七十二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

藥學科一事，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

（組）之規定，亦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會商研議，並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即貿然

核准辦理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實有違

教育行政常規。懇請

鑒　並請轉知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教育部、考選部、衛

生署從政同志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

學科一案，予以糾正，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

之藥事人員，危害國民健康。

教育部

為嘉南藥學專科學校於七十二年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一

事，有違鈞部前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組）之

規定。且鈞部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任用

之配合會商研議，亦未向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貿然核准辦理

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似有未當。謹臚

陳理由及事實種種，懇請

鑒　並請

鈞部對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事，慎重考慮，通令

限期停辦，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

危害國民健康。

衛生署

考選部

為教育部於七十二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

藥學科一事，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增設科系

（組）之規定，亦未向考選部、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會商研議，並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徵詢意見，即貿然

核准辦理不善之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實有違

教育行政常規，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成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

危害國民健康至鉅！懇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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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約有七五○人。七十二年十一月參加考選部藥劑生檢覈考試及

格率為百分之二九、二二（附件一）。大專及執業學校畢業生參加

考選部檢覈考試及格率偏低，顯示藥學教育水準低落，亟需嚴加督

導，提高教學品質。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調查統計資料（附件

二）：七十二年度藥劑人員需求為六、○四五人而現有執業人數為

一二、九七一人，已呈過剩六、九二六人情形，形成失業人數眾多

情況。亟應減少每年招生人數，以適應實際需求，同時提高藥學教

育品質，培植優秀藥學人才，實為切要。

二、 按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任用三方面應儘量充份配合，

由衛生署估計每年需要藥師人數（藥劑職業學校已奉教育部令停辦，

不再造就藥劑生），教育部參照需要人數，與各藥學校畢業人數求

取配合，以期每年需要藥師人數與畢業人數較為接近。考選部方面

保持適當考試標準，如教育部對於藥學校嚴加督導，使藥校畢業生

學識程度提高，能達到檢覈考試及格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則較為理

想。

三、 教育部鑒於醫事人員之需求，於六十二年宣佈暫緩核准新

醫事學校（包括藥學校在內）設立政策，並於六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致函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及台北市政府通告目前對於各級醫事學校增

設科系（組）及非醫事學校改辦醫事學校均應暫緩接受申請。六十

七年更通令仁德及樹人二所藥劑職業學校停辦改科在案。詎料教育

部於七十二年違反該部自訂政策，竟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

年制夜間部藥學科，招收藥劑職業學校畢業生（藥劑生）給予夜間

短期補習教育，以便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資格，可以成為藥師。此種

二年制夜間部短期補習教育，不及大學藥學系修讀年限（四年）之

半數，教學效果尤差，如何能相當於藥學專科教育？且嘉南藥專二

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七十二年一甲班招收學生辜明麗等六○名又選讀

生王麗梅等二十九名合計八十九名。經台北市衛生局調查藥劑生名

冊，證實學生李明哲，杜財源，黃月卿，郭志明等四人確在台北市

執業。另查台北縣藥劑生公會員名冊，證實楊孟慈，吳榮宗，陳明

棋等三人確在台北縣執業（附件三）可能尚有其他學生在台南以外

地區執業者。此等在台南以外地區執業之藥劑生如何能於每晚前往

嘉南夜間部上課？由於學生繳費註冊後，自由上課，加之教學督導

不嚴，缺乏實驗，形同出錢購買文憑。嘉南藥專有意將數千名藥劑

生經過此項短期補習，即可取得參加藥師檢覈考試資格，至於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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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及格，則在所不計。似此頗有假借辦理補習班名義，從事斂錢

之嫌。此種二年制夜間部補習班之增設，不能真正達到補習教育要

求，而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就品質低劣之藥事人員（藥師），從

事國民保健工作，危害甚大！

四、 教育部對於嘉南藥專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之申請應否

核准，事先（一）未向考選部及衛生署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

任用之配合，研議該項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補習班有無增設之必要。

（二）未向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內設藥學小組）徵詢意見，應否

增設。（三）違反該部自訂政策暫緩核定各級醫事學校（包括藥學

校在內）增設科系（組）及非醫事學校改辦醫事學校之規定。（六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教育部轉函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及台北市政府通

告）。（四）教育部於六十三年一月曾派醫學教育委員會藥學小組

委員考察嘉南及大仁二所藥學專校，認為嘉南藥專早期開設藥劑班

計有四十五班之多，招收學生人數過多（約為二、三○○名），教

員人數不足且缺乏優良師資（多數教員未經審核合格），以及教學

設備不足（尤以實驗室過少，不敷應用）（附件四）。迨六十五年

再派醫學教育委員會藥學小組委員前往嘉南藥專評鑑：雖已將六年

制保健藥劑科及二年制技藝部藥學科（高中畢業入學）停辦，教學

設備稍有改善外，但仍覺學生人數過多，教員名額不足。

五、 基於上述各項情形，教育部未作審慎考慮，亦未與有關部

會，考選部、衛生署研商，竟貿然核准嘉藥專於七十二年增設二年

制夜間部藥學科，實有違教育行政常規，殊有未當。謹檢附（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七十二年度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及技師

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社會需求量調查統計表一件（附件一），

（二）考選部七十二年第三次醫事人員檢覈面試成績統計表一件

（附件二），（三）嘉南藥專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七十二年一甲班

學生名單一件（附件三），（四）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藥學小組

考察報告一件（附件四）懇請

鑒　並請

考選部鈞部

衛生署鈞署

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一

案，就藥學人才之培植、考選、任用之配合，以及目前藥事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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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會同教育部、

衛生署

考選部研議該項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有無增設之必要，是所

至禱！

教育部

鑒　並請

鈞部對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一案，重作

考慮，通令限期停辦，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就大量品質低劣

之藥事人員，危害國民健康，是所至禱！

立法院

懇請

鑒　並請

鈞院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

一案予以糾正，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就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

人員，危害國民健康，是所至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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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懇請

鑒　並請

鈞院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

一案予以調查、糾正，並對教育部違反教育行政常規，有虧職守之

處，交付懲處，是所至禱！

行政院

懇請

鑒　並請

鈞院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

一案予以糾正，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就大量品質低劣之藥事

人員，危害國民健康，是所至禱！

中央黨部

懇請

鑒　並請轉知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教育部，考選部，衛

生署從政同志對教育部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增設二年制夜間部藥

學科一案予以糾正，以免破壞國家藥事制度，造就大量品質低劣之

藥事人員，危害國民健康，是所至禱！

六、 本案均以正文分呈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中央黨部、

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副本送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為教育部

於民國72年核准嘉南藥學專科學校設二年制夜間部藥學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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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週年感言

台大藥學系成立於民國四十二年，迄今七十二年適為三十週年。

孔子嘗謂：三十而立。本系雖屆而立之年，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良有以也；是以樂育工作，必須努力不懈，跟隨時代，繼續向前推

進。台大藥學系雖歷史不深，但經多年來之努力發展，教師之辛勤

任教與學生之認真研習，方能使今日之藥學系稍具聲譽。觀夫今年

卅週年紀念會中，國內外校友踴躍參加，以學術演講會及專題研討

會方式紀念本系創立卅週年，意義深遠。

回溯台灣大學醫學院原僅有醫學教育。於民國四十二年始成立藥

學系，是為我自由中國最早成立之公立藥學院系(國防醫學院為軍醫

藥學校)繼之護理學系，牙醫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先

後成立，於是台大醫學院乃成為我國最先完成國立衛生科學(Health 

Sciences)教學中心。本校後於民國五十八年成立藥學研究所碩

士班，七十二年成立博士班。在我國藥學教育史上，本系歷史雖

短，然能最先成為一所完備之高等藥學教學，研究機構，足徵我教

育當局及本校對藥學教育之重視。

本系創立之初，乃參考歐洲大陸國家及美國藥學院校課程訂立適

合我國需要之藥學課程表(嗣後教育部公布之大學院校藥學課程表即

以台大課程表為藍本)，除重視三、四年級藥學專科課程外，並規定

修讀藥學教育所需要之若干基礎課程為數學(微積分)，物理學，生

物學，生理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及微

生物學等。再則，除語文，歷史，及國父遺教外，各科均附有實驗，

此為我藥學教育之特徵，強調學理與實驗並重，本系於創時期，在

師資及教學設備尚未充實之情況下，仍努力以赴，認真教學。歷屆

畢業生因有良好之科學及藥學基礎，再在專業方面勤勉工作，努力

精進，故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均能有所成就，此是引以為慰！

今日藥學正在劇烈轉變中，對於藥品之評價，已樹立新觀念。為

迎合世界潮流，適應國內需要，在製藥工業，社區藥局及醫院藥局

方面，均切需優異人才加強服務。更為鼓勵藥學人士積極參與藥品，

食物，化粧品之檢驗與督察，新藥之研究，藥品之代謝作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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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藥學與藥品之臨床試驗等，尤需培植尖端藥學人才，努力工作

以發展藥學科技與增進藥學服務之品質。

台大藥學系在過去卅年中，雖亦培植若干藥學人才，然人數究

屬有限。藥學研究所在培植師資與研究人員方面雖稍有貢獻，但急

待加強教學範圍與深度。在現有生藥學，藥物化學及藥劑學等專科

領域外，應加列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及免疫學，藥理學及藥效學

(Pharmacology and Pharmacokinetics)，藥品之檢驗與分

析，臨床藥學(Clinical Pharmacy)以及製藥工業(Industrial 

pharmacy)等項研究，以應我國當前迫切需要。蓋藥學事業之發

展；必需各項藥學專業技術充分配合合作，方能期於有成。

    目前我國藥學事業尚未建立鞏固基礎，外來潮流之沖激力甚

大；吾人需要立定腳跟，後速建立較為完備之藥事制度，以發揚光

大藥學事業。欲求藥學發展，當首重藥學教育。本人寄望於本系以

及我國藥學教育界：應加意培植有思想，有能力，有抱負之藥學人

才，在當前艱固處境中，努力奮發，創造光明前途。

吾人研習藥學，不僅欲注意藥學科技之研究，更需注意學以致

用，積極參加第一線藥學工作如醫院藥局，社區藥局等方面之服務，

務使一般民眾對醫療藥品之供應與督導，增強認識與瞭解，並對藥

師樹立一種新形象，進而產生信任感。藥校學生必需有此一體認，

選擇適當途徑發展。從事藥品製造與貿易者，亦應正其誼而謀其利，

則異途同歸，必能使藥學事業發揚光大也。(臺大藥刊，第20期，民國73

年。)

212

著

述

選

錄



213

一

般

性

文

章

憶往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卅日藥學系慶祝成立卅週年，上年假醫院第

七講堂舉行紀念會，會中有教育部前李模次長，本校前虞兆中校長，

楊思標院長等先後致辭。來賓有醫藥界知名人士，教授等約三百多

人參加。紀念會典禮後舉行藥學專題講演，由國內、外校友分別擔

任。下午假景福會館舉行製藥工業座談會，並有小型藥品及醫療器

材展覽。晚間餐會中，師長，校友和來賓歡聚一堂，正好像家有喜

事，成年的兒女們回家慶賀一樣，大家聚在一起，真有無比的歡愉，

值得令人永久懷念！

我在那天參加紀念會，感觸良深，因為我在民國四十二年受聘

來台大任教，開始創辦藥學系，於今歷時卅載，藥學系已經長成，

而我也年屆七十，剛好到七十二年七月底退休那天，也是我七十歲

的誕辰，豈非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雖我平日總沒有注意到自己

巳進入老年，可是此刻倒真的驚覺到自己已屆古稀之了，能不感嘆

時光過得好快！我想假如可能的話，倒真想學從前德國「浮士德」

書中的主人翁一樣，要求再退回卅載年華，那該有多好？！

藥學系歷屆校友在各方面認真，優越的服務很受人推崇。現在

除了本系及藥學研究所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們都是校友以外，連

醫學院基礎學科如藥理，生化，細菌等科都有多位校友擔任教授。

在國內的先期校友都已擔任許多重要職務如政府機關的處長，藥品

公司的總經理，經理，藥廠廠長和醫院藥局主任等項職位。留美的

傑出校友有許多在大學擔任教授，藥廠的技術部門主任，即連

美國聯邦政府的藥物食品總署 (U.S .  Federal  Foo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中擔任重要職位的也有八位之多。那次藥學

系卅週年紀念會，國內校友能參加的都回來了，有多位國外校友遠

道兼程趕回來參加，更是盛意可感。校友們為了紀念母校成立卅週

年，還捐款成立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以加強藥學研究，和促進藥

學事業的發展，更有重大意義。

當藥學業卅週年紀念會籌備委員來要求我為一項紀念品題字

時，我思維再三，想不出甚麼適當詞句。可否寫：「士不可以不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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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寫：「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而不能

使人巧。」？最後，我還是選擇了荀子勸學篇中的詞句，即是：「君

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

於水。」這番話有鼓勵的意思，同時也是一種期許和贊賞。因為青

出於藍，冰寒於水，乃是藥學系教育的成就。

我回想從事教育工作，好像是命中註定的。民國廿八年(一九三

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時候 )，當我在法國里昂大學 (Lyon 

University)結束學業以後，先得到重慶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四年制)的

延聘擔任教職，後來因故未能前往，於是回到母校上海中法大學藥

科擔任副教授。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對外運輸線被日人封鎖，

後方深感醫療藥品供應困難。於是我被徵召前往四川衛生署第一製

藥廠和麻醉藥品經理處擔任藥品製造工作。總算在國家抗戰缺少藥

品供應的時期，盡了一份心力。抗戰勝利後，隨時政府還都南京，

後來又遷來台灣。到了台灣以後，我在民國四十年被推選為中國藥

學會理事長，鑒於台灣在光復以後，僅有醫學教育而無藥學教育，

於是聯合台灣其他藥學團體向台灣大學請求成立藥學系(當時台大校

長是已故錢思亮先生)。經多方奔走和募款響應，終於在四十二年得

到教育部核准成立藥學系。

我從民國三十年到四十二年在衛生界服務了十二年，敘簡任三

級，待遇也還不錯，原想繼續服務下去了。可是那時台大藥學系成

立，衛生部前部長劉瑞恒博士又推薦我來台大任教，又是一次徵召

性質，真是身不由己，怎敢不從命哩？！在藥學系初創時期，真是

艱苦備嘗，後來才漸趨安學教育，以及五十八年休假一年時，應聯

會國之聘擔任駐伊朗藥學顧問外，都沒有離開過藥學系。現在雖然

退休，仍然擔任兼任教授名義。我想，恐怕這一輩子很難和台大藥

學系脫離關係了。(景福醫訊，第1卷第9期，民國74年。摘錄再發表於臺大藥

刊，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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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 5年 美加之行觀感

國際藥學協會  (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Pharmaceutique, F.I.P. ) 一九八五年理事會 ( Council Meeting 

of F.I.P.，1985 ) 以及由國際藥學協會主辦之第四十五屆國際藥學科

技會議(The 4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訂於本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加拿大蒙特爾市( Montreal

，Canada)舉行。我國邀代表中國藥學會參加今年在加舉行之國際

藥學協會二項會識，於本年八月十五日自台北啟程，途經美國洛杉

磯，舊金山、芝加哥，及華府等地參觀並訪問在美系友，八月卅一

日自華府前往加拿大出席九月一日舉行之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以

及九月二日至六日舉行之國際藥學科技會議。九月八日離加，十六

日自美返國，歷時一月。

  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由連榮吉教授陪同參觀南加大藥學院，會晤

John A. Biles院長，該校為南加州唯一之藥學院，創立於一九○五

年，本科舉生約六○○人，研究生約四○人( 碩士班及博士班 )。南

加大為一私立學校，藥學院經費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賴學費收入，其

餘經費則由各方捐助。南加州約有百分之五十藥師係自南加大畢業，

校友及教員對學校亦均有捐獻。本科學生約有百分之九十修讀

Pharm. D. ( 一種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不同於Ph.D.)學

位，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畢業生能通過加州藥師考試取得藥師執

照。加州一般藥師待遇較美國別州藥師所得略高，年薪約在美金三

二、○○○至四○、○○○元以上。南加大藥學院除教學及研究

外，尚舉辦各項再進修教育研討會 ( Postgraduate refresher 

Courses )。一般研討會主題如下："Drug Therapy and 

Pharmacy Practice for the 80's; Professional Practice 

Update; Pharmacists and Computers"等。

在洛杉磯晤見連榮吉 (第四屆) 與陳玲　 (六屆) 系友夫婦，及

楊謙益 (四屆)，謝美英 (四屆)，劉兆菊 (五屆)，蔡玉葉 (七屆)，劉

城高(七屆)，林惠美(十屆)，林春枝 (十屆)，李百齡 (十屆)，李曉燕 

(十三屆)，張麗亞 (十三屆)，沈宏仁 (十四屆)，鄭麗蓉 (十八屆)，李

震東 (十八屆)，林玉娥 (十八屆)等多位系友，在福星酒家餐聚，若



干系友多年未見，晤談甚歡 !

八月廿二日由洛杉磯前往舊金山 Cutter Biological 藥廠參觀

其血液製劑之品質管制部門。在舊金山晤見彭惠美 (第六屆)，盧美

惠 (六屆)，徐人英 (十一屆)，林靜慧 (十四屆)，竺家琦 (十四屆)，

王立言 (十七屆)，高雅慧 (廿三屆)，鄭慧文 (廿三屆)、周敏慧 (廿

五屆)，李惠珍 (廿五屆)，董綺蘭 (廿五居)，及姜任翔 (廿八屆) 諸

位系友。旅居加州系友不少，但平日極少聚會。目前在 Syntex藥廠

工作者即有系友四人，但因平日分在不同部門工作，素未謀面，此

次藉餐聚機會方始晤及。王立言系友亦在 Syntex藥廠工作，擔任 

Section Manager of Process Control and Validation。

  八月廿四日由洛杉磯前往芝加哥，由邱文隆教授陪同參觀伊利

諾大學藥學院。回憶我在一九五四年訪問伊大藥學院時，該校新廈

方始落成。記憶猶新者為該校當時具有較為完備之藥學製造實驗

室( Manufacturing Pharmacy Laboratory)，以及新廈內裝置電

動樓梯，為藥學校所僅見。今日除原有大廈外，復添建新廈多幢。

伊大藥學院係州立學校，已有一百廿五年歷史，惟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始有較新發展，其研究所在一九七五年左右即享有較高聲譽。

現時院長為 Dr. Henri R. Mannasse Jr.，年青有為，極富創新

能力。該院自院長以降有Associate Dean for Research and 

Graduate Education，Associate Dean for Student Affairs 

and Associate Dean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分別主管研究所，

教務及總務。學科則有Department of Medicinal Chemistry 

and Pharmacognosy，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es, 

Department of Pharmacy Practice, Department of 

Phamacodynamics，and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各

學科由主任(Head)領導。此外，另有Hospital Pharmacy 

Services，Clinical Pharmacokinetics Laboratory, Program fo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Pharmacy等部門則各由 Director

負責。藥學院與伊大教學醫院合作甚佳，除供應部份藥品製劑外並

有駐院藥師制度及從事臨床藥學方面之研究工作。邱文隆系友在伊

大藥學院教授中極富聲譽。吳芳華系友即在邱教授指導下從事博士研

究工作，目前發表部份研究成果，獲得一項特殊獎學金。另吳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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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在西北大學擔任 Assoc. Prof. of Pharmacology.

在芝加哥晤見邱文隆 (第五屆)，林明華 (五屆)系友夫婦，朱守

義 (八屆)，吳邦琳 (八屆)系友夫婦及吳照雄 (七屆)，徐中強 (十五

屆)，吳芳華 (十五屆) 系友等。

在芝加哥參觀Abott藥廠，朱守義系友在該廠工作多年，現時

擔任 Chief of Drug Metabolism Laboratory，最近晉昇為 Senior 

Specialist，在技術人員方面地位頗高。另徐中強系友擔任 Chief of 

Drug Improvement Laboratory，工作優越，頗受廠方重視。

八月廿七日自芝加哥抵達華府，晤及系友多人，其中林美李系

友已近卅年未見。承本系北美校友會會長簡多惠博士對我此次訪美

行程事先與各地系友聯繫，妥為安排，並蒙懇切招待，甚為感謝！

在華府與系友有三次聚會，第一次係八月廿八晚在天寶酒家，另一

次係廿九日在陳宏榮系友家，第三次係卅日晚在簡多惠系友家，餐

會係採Potluck dinner方式，有若干系友闔家大小光臨，其中亦有

系友參加第一次及第三次聚會者。在簡系友家之聚會中，承其夫婿

戴常智博士協助熱忱招待，熱鬧異常，歡欣無已，宛如一次家庭聚

會。

計在華府晤及者有李啟仁(第一屆)、林美李(一屆)，陳宏榮(三

屆)，張雪艷(五屆)，簡多惠(六屆)，楊劍英(七屆)，孫思榮(九屆)，

莊德茂(十屆)與劉玲蕙(十屆)系友夫婦，及林祥屏(十一屆)，蕭高興(

十六屆)，葉婉華(十六屆)，陳美玲(十八屆)，陳東勝(十一屆)，黃

尚武(四屆)，馬仰慈(五屆)諸位系友。許瀛旭及王清珠系友夫婦因事

離開華府，未曾晤及。

此次訪美，在美國各地與系友聚晤時，報告事項計有五點：(1)

本系及藥學研究所近況。(2)醫學院十五層新廈即將完工，藥學系將

於十月中旬率先遷入，在十二、十三兩樓計共面積約四千平方公尺，

供藥學系及研究所各科室作研究實驗室，圖書室，會議室及辦公室

之用。另本系製藥實驗室及學生課堂，實驗室等在外。(3)本年十一

月十五日為本校成立四十週年，將有擴大慶祝活動。校慶籌備會決

定邀請邱春億系友、李啟仁系友及連榮吉系友等三人回國作專題演

講，負責往返機票及在台期間之生活費用 (邱春億系友之旅費由景福

基金會負擔，李啟仁及連榮吉二系友之旅費則由景康藥學基金會負

擔)。幸已得邱、李、連三系友同意均願抽暇返國參加本校四十週



年校慶。(4)本系校友會將邀請北美校友會會長簡多惠博士及莊德茂

博士兩位代表北美校友會返校參加本校四十週年校慶，亦訂期作專

題演講，由景康藥學基金會負擔二位系友往返旅費及在台期間之生

活費用等。(5)景康藥學基金會計畫在本年十一月八日及九日會同中

國藥學會及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舉辦一項製藥工業研討會

(Symposium on Industrial Pharmacy)擬由美國邀請一二位，菲律

賓一位，日本一位系友或製藥工業專家，會同國內製藥工業專家等

分別擔任專題演講，邀集製藥界人士參加討論製藥工業方面各項實

際問題，對於我國製藥工業水準之提昇，當有助益。詳細節目尚在

擬訂中，希望北美校友會亦能支援此項計畫。

在華府時期中，由簡多惠系友陪同訪問美國聯邦藥品食物總署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諮詢有關Clinical 

evaluation of drug,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等 問 題 。 由 孫 思 榮 系 友 陪 同 訪 問 美 國 藥 典 編 修 會 ( U . S .  

Pharmacopeia Convention) 並參觀其附設之檢驗室，與 Dr. 

Lee J. Grady，Dr. William M. Heller 等討論藥品檢驗標準之制定

問題。孫思榮系友曾任美國藥典編修會之Laboratory Director，目

前自行主持一藥品檢驗機構 (President of National Analytical 

Laboratory)，頗有成就。另由李啟仁系友陪同訪問美國醫院藥師

總會 (American Society of Hospital Pharmacists)，暸解該會最

近所訂之醫院藥局標準，並參觀Clinical Center Pharmacy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承贈送有關臨床藥學研究報告

多種，可供參考。

八月卅一日由華府前往加拿大蒙特爾市參加九月一日舉行之國

際藥學協會理事會。中國藥學會為該協會之正會員 (Ordinary 

member) (前大陸藥學組織以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名義參加國際藥學協會為仲會員，自我中國藥學會以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名義於一九五八

年加入為正會員後，大陸藥學組織即喪失其仲會員資格)，我此次應

邀代表中國藥學會出席九月一日舉行之理事會，代表席上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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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CH INE一法文 )」名牌。二日舉行升旗儀式 ( F lag  

Ceremony)時，逐一舉起正會員國家國旗。報幕員唱名: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乃舉起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奏我國

國歌，會員均報以熱烈掌聲，深感欣慰！第四十五屆國際藥學科技 

會議於九月二日至六日同在蒙特爾市會議大廳(Palais des Congres 

de Montreal)舉行，有世界各國藥學人士約二千五百人參加，盛況

空前。我國除本人外，尚有湯丹霞系友 (第二十二屆) 及其他三位自

美前來參加。會中除有九項專題演講及研討會 (Symposia and 

Update Lectures)外，另有九項小租會議，計為:

Hospital Pharmacists' Section

Military Pharmacists' Sect.

Sect. for the Study of Medicinal 

Press and Documentation Sect. Plants

Industrial Pharmacists' Sect.

Sect. for General Practice of Pharmacy

Sect. for Clinical Analysis

Academic Sect.

Sect. for Official Laboratorie and Medlcal Control Services

我國參加國際藥學協會為個人仲會員 (Associate member) 者

僅本人及黃文鴻系友 (第十六屆) 二人，希望我系友及藥學同仁今後

能多參與國際藥學協會活動，以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最後，值得一提者則為去年(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廿

五日我國藥學界在台北市籌辦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 (The 10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時，曾邀請國際藥學協

會會長A. Bedat 夫婦蒞華參加，並請其在開幕典禮中致詞。Bedat 

會長嗣後在 Pharmacy International 雜誌 ( F.I.P.刊物 ) 中撰文讚

揚我國辦理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策畫周詳，會議內容充實，會員熱

烈參加小組會議認真研討，尤以參加會議之亞洲各國會員間友情洋

溢，難能可貴，倍加贊許。(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會刊，第18期，民國75

年。)



創刊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於民國四十二年七月成立。當藥學

系成立之初，舉凡師資，校舍以及教學設備等均極感缺乏，惟

所訂教學課程尚稱完備，較之歐美各大學藥學院  (College of 

Pharmacy) 並無遜色。且各項藥學課程均以講學與實驗並重，學生

於奠定各基本學科之良好基礎後，再研讀藥學專門課程，自能對藥

學科技融會貫通。就今日在國內、外較有成就之系友表示：當台大

藥學系成立之初，雖然物質方面並不充裕，但由於課程之制度確切

與教學之認真，乃能樹立良好之教學傳統。歷年來臺灣大學與醫學

院當局對於藥學系均十分重視，給予大力支持，藥學系教師同仁更

劬勞教學；益以歷屆畢業同學均學有專長，服務社會，備受讚譽推

崇，而從事學術研究與衛生行政工作者亦卓然有成，使藥學系屆臨

「三十而立」之年而足以自立，堪以告慰!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適值台大藥學系成立三十週年，台大學校當

局，藥學系系友等深感台大藥學系創立以來，歷經一段艱困過程，

迄今已稍具規模，且台大藥學研究所已有博士班之設立，自不能不

有所表示，乃創議籌辦台大藥學系成立卅週年演講會與晚會以資慶

祝。同時台大藥學系系友發動捐款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

會，希望以棉薄之力，擴大響應，促進我國藥學教育，研究與藥學

事業之發展。

中 華 景 康 藥 學 基 金 會 之 英 文 名 稱 為 ： C h i n g - K a n g  

Foundation for Pharmacy Promotion，其宗旨為獎助藥學教育

設施，提倡藥學研究及促進我國藥學事業之進展。按中華景康藥學

基金會之訂名亦所以標明基金會之宗旨。蓋「景」者大也，源出詩

經：以介景福。「景康」者為求全民大康也。又「景」者景仰也，

另一意義為景仰我國先賢韓康之意。按韓康，字伯休，為東漢時代

人，學識淵博，勤研本草而精於藥品修治。彼欲避名，乃獻藥長安

市，重視藥材之優良品質而口不二價，足為我藥界之楷模。景康藥

學基金會同仁乃遵上述宗旨，自策自勉，努力以赴，希冀能有所成，

不負各方之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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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康藥學基金會成立初期，以集募基金數目有限，以致推展會

務，頗受限制。茲以每年基金之利息及捐款收入，用作下列獎助事

宜：

(1) 獎助藥學校購置教學及研究需用之設備。

(2) 獎助購置圖書，雜誌及參考文獻。

(3) 設置藥學研究獎金。

(4) 設置藥學論文，著作獎金。

(5) 設置藥學獎助金。

(6) 獎助藥學研究計畫。

(7) 獎助出版或刊行藥學刊物及書籍。

(8) 獎助其他藥學發展工作。

景康藥學基金會刻正與各藥學機構聯繫，擬接受外界委託檢驗

藥品與食品以及代作藥劑製造之設計，藥品之安定性研究，藥效動

率學研究 (Pharmacokinetic Study) 等，並逐漸推廣至其他性質之

藥學服務。

茲以 「景康藥訊」創刊伊始，特作如上簡介，說明中華景康藥

學基金會之成立經過及其宗旨。寄望「景康藥訊」刊載藥學新知，

報導藥界消息動態作為我輩溝通之津梁。藥學同仁必當有所指教，

實跂望之。(景康藥訊，第1卷第1期，民國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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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衛生防疫工作之先驅
－伍連德博士－

清光緒年間，我國東三省鼠疫流行，舉國上下協力鼠疫防治工

作極為成功，在我國衛生發展史上實佔重要之一頁。清宣統二年 (民

國前二年) 十二月，我國東北之東三省鼠疫流行，清廷下令各處

嚴防，毋令傳染關內，並看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隨時會商認真

督辦，切實稽查，毋稍疏忽。民政部遂傳諭內外城巡警總廳，下令

捕鼠，曉諭居民，注意衛生，遇有疑似病患，立即呈報，加雇清道

夫役，嚴行清潔，並督飭內外城官立醫院，添置防疫藥品器具，以

資應用。凡疫病發生地方，禁阻出入。附近一帶，竭力消毒，並將

病人所居房屋，酌量拆燬。特仿照日本大阪臨時預防鼠疫事務局之

制，於京都設立臨時防疫事務局。嗣外務部查得此次鼠疫發生於滿

洲里 (前屬黑龍江省，現為臚濱縣)，延及哈爾濱一帶，特照會俄使

並電達東三省督撫各自嚴防外，並遴派天津軍醫學堂 (國防醫學院前

身) 會辦伍連德，率同醫科藥科學生多名，廣置藥品，前往哈地舉辦

除穢所、化驗所、養病院等，頗資得力。繼傅家甸等處疫癘盛行，

俄人聲稱我東三省地近西伯利亞，為防止疫病蔓延俄境，擬藉協助

防疫進兵我國東北。清政府感覺事態嚴重，乃令民政部急電東三省

總督，加派兵巡，切實查驗，免貽口實。未幾停駛奉榆火車，於山

海關車站設立查驗住宿所；奉天、山海關兩處設立衛生會，又於東

三省各港口及大連灣至安東、秦皇島、上海、汕頭、煙台、福州、

廈門等處船隻，按例查驗。凡歐洲過西伯利亞所來之郵件，須在山

海關薰蒸後，方准南行。京師各國使館界內，因防疫交通不便，均

電報來往。我國往時疫癘流行，蔓延慘酷，從未聞有防禦之者。此

次鼠疫之防治乃我國舉辦防疫之起始。

同時京師方面亦設立臨時防疫事務局，歸民政部監督，掌理內

外城預防鼠疫事務，分設五科，專司檢菌、捕鼠、診斷、檢驗、清

潔、消毒、注射等事，設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提調二人，醫官

長一人，醫官六十人，書記廿人，司事六十人，更設顧問四人至八

人。局長，副局長由民政部奏請以巡警總廳廳丞充之。提調由民政

部以巡警總廳衛生處僉事充之。醫官長及顧問由民政部遴選派充。

醫官由局長遴選，呈請民政部派充。書記及司事由局長遴遠選派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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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因防疫局之設置係治標而非冶本之策，特仿照各國中央

衛生會辦法，於該部設立衛生會，商由軍諮處、外務部、陸軍部、

海軍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法部、學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

衙門等派遣人員及通曉西醫人士蒞會討論，依法實行，促使衛生行

政工作之推行，而絕後患於未來。彼時防疫得手，該會與有力焉。

巡警總廳因疫勢蔓延，特組織衛生警察隊，保持清潔，預防時

疫及辦理公共衛生事務，以輔不逮。民政部除組織臨時防疫事務局、

衛生會及衛生警察隊外，更諭內外廳，每區可添派衛生警官一員辦

理有關衛生事項之違警事件。其各區能添一西醫尤妥。又諭兩廳廳

丞按照所管各區，每區派一主任醫官，各選醫生若千名，專管該區

內檢查診斷事宜。其各該區公共之事由主任醫官會議後商承廳丞核

辦。又諭內外城官立醫院．必須注重清潔。各塵芥容置所應即以石

灰撤佈之，從速運赴城外。並諭該院專留西醫辦理防疫衛生及治療

事宜。中醫等另覓房屋施診，限刻日辦妥。凡妨害公共衛生或不遵

清潔，以及行政人員奉行不力者，均訂有專條，科以重罰。其防疫、

檢疫及防疫病室，隔離病室等之設置與管制規律之訂定皆自此時始

也。

該時奉天省因恐防疫不力，釀成國際問題，特設奉天萬國鼠疫

研究會，由東三省總督鍚良及外務部右丞施拉之為主席。與會者為我

國及英、美、俄、德、法、奧、義、荷、日、印各國醫生，又奉天各

司道及從事防疫諸官紳與各國駐奉領事均參列會議。會中公推我國伍

連德醫官為會長，積極推展各項鼠疫防治工作。伍氏學識淵博，辦事

認真。經調查研究發現東北鼠疫不僅由於鼠隻傳染，水獺亦為傳染媒

介。緣當地人民獵取水獺製成水獺皮從事皮貨交易，促使鼠疫傳播成

災，蔓延地區增廣。於是加緊撲滅鼠隻、水獺，將水獺皮悉數焚燬。

同時醫治病患，推展各項滅菌、消毒、隔離等項防疫工作，雷厲

風行，故能於六個月內完成撲滅鼠疫工作，成效卓著，深得清廷及

各國政府暨衛生人士之讚賞與推崇。綜計該次東三省鼠疫之撲滅動員

政府及民間人員逾萬，而所耗經費亦頗不貲。據東三首當局報告：防

疫經費約用去四百餘萬元(銀元)，京津兩處約共五、六十萬元，京奉

鐵路耗費約在五萬美元，總計約在一千萬元以上。

伍連德氏為廣東省人，生於新加坡，及長肄業於新加坡之高等

學校，年十七，校長以其品學兼優，給以學費送往英國入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攻讀，於 1899年畢業。再入倫敦大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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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習醫，以學業優良，常獲金質獎章，為留學彼邦者所罕見。

1902年得醫學士學位，並得劍橋大學獎學金，前往德、法等國從事

研究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凡三年，於1905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旋

經任命為倫敦市立肺病醫院院長。伍氏在英雖倍受尊崇，但彼愛國

情殷，深感學以致用，應為祖國效力，於是乃毅然束裝返國，就任

天津軍醫學堂教官兼會辦。迨東三省發生鼠疫，政府乃徵調伍氏綜

理鼠疫防冶事宜。由其卓越領導，卒能將鼠疫於短期內撲滅，拯救

無數生靈；且使俄國企圖假藉協助防疫而進兵我國東北之野心，無

由得逞。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設置衛生部，成立全國海港檢疫總處

任命伍氏為處長，辦公處設於上海。我國之海港檢疫法權亦由此時

始自外人手中取回。伍氏在海港檢疫總處任內，亦多所建樹，除主

持全國港埠檢疫事務外，並督導上海市之霍亂防治事宜，著有英文 

"Cholera"一書。家兄孫志戎博士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醫學院，畢業後曾任海港檢疫處醫官，故筆者有機緣隨

家兄晉見伍連德博士。伍氏體型稍胖，和靄可親，儼然－忠厚長者。

(作者現任母院藥學系名譽教授，本文由景康藥訊轉載。景福醫訊，第3卷第11

期，民國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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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之行紀盛

我在今年年初就接到美國華府的幾位系友聯名來信，邀約我去

美參加他(她)們第一屆系友畢業三十週年華府慶祝會。起初我因為

路途遙遠，有些猶豫；但後來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正好像家

人們長期分開，遇到一個節日，大家又在一起團聚一樣，我怎能放

棄這樣一個難得的聚晤機會？何況我已年逾古稀，不知那一天走向

天堂報到，我一定要趁我還能走得動的時候，來看看這些功成名就

的系友，這將是我的一項莫大慰藉！

當我在六月十九日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由台北直飛華府的時

候，坐在飛機上心情頗為激動，好像離家多年，一旦就要和家人相

晤的情形，但又有近鄉情怯的感受；雖然經過長途飛行，也不覺勞

累。當六月十九日到達華府旅館時，就見到了一部分系友。當我看

到這些久別的大女生時，真想上前去親親她們，看到一些大男生，

也想去和他們擁抱一下。其中有些系友在近幾年裡還見過面，有些

卻是畢業以後三十年來就從沒有見過。

李啟仁系友還是大孩子面孔 (baby face)，但大多數都變得成

熟了。當二十日早晨我在旅館餐廳用早餐時，一位大鬍子先生向我

打招呼，叫我：「孫主任」，我端詳了半天，他馬上自己報名說：

「我是李華林」，於是我們握手大笑，互道早安。

台北的第一屆系友王光昭、林榮耀、陳寬墀、蕭振亞、傅嗣雄

和葉思淑六位在六月十五日舉行一個餐會來慶祝他們畢業三十週年

並且攝影留念。此次我去華府，帶去台北六位系友的合照分送給華

府聚會的每一位，他(她)們看到台北六對夫婦的丰采都很高興。在

華府二天聚會的時間裡，大家毫無拘束的話舊，談著各人多年來生

活情況，大有良宵苦短之慨！有幾位男女生在校時頗有相互愛慕的

意思，可惜沒有能充分表達出來。今日重聚，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

頭的感觸。

此次舉辦慶祝會，華府的系友，李啟仁、陳淑貞、許瀛旭、王

清珠、林美李諸位得到邱春億系友遠從德州的協助，出錢出力、任

勞任怨，把這次慶祝會辦得近乎完美 (Perfect）的程度，真是難能

可貴。我承蒙大家盛意的款待，銘感無已！我把李啟仁系友的一篇

民國 7 6年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佳作交送編委會發表出來作為台大藥

學系第一屆系友畢業三十週年華府慶祝會的詳細報導。

我於六月二十三日離開華府，經洛杉磯、東京、於七月三日返

回台北。六月二十九日在洛杉磯晤見連榮吉、陳玲　系友夫婦，劉

兆菊系友和她的夫婿，承其邀請往海濱餐廳午餐，晤談甚歡。那天

適逢星期日，海灘上遊人很多。在往海灘前曾去連榮吉系友（現任

南加大藥學院教授）家中小坐片刻，品嘗到他們家後院裡所生長的

水蜜桃。連系友還送我一本他的新著：Side Effects and Drug 

Design （Medicinal Research Series, Volume II）, By Eric J. 

Lien, 1987 Mecrcel Dekker Inc. New York.

在洛杉磯停留期中，參觀遊覽下列三處地方，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個去的地方是：Mitsubish IMAX Theater, California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該項IMAX特種70mm高度傳

真性電影體系應用特殊攝影技術（State-of-the-art-technology）

所創製的清晰畫面放演在五層樓高度的廣大銀幕上，並配以六聲道

音響，真是電影史上一項最大的成就。回憶1950年時代，初出一種 

"Cinarama" 影片是用三個鏡頭拍攝的廣銀幕影片。當時用以拍攝

劇情片並不理想但是攝製許多觀光影片，如遊覽大峽谷、黃石公園、

尼加拉瓜大瀑布等地，因為這種影片是在直昇機上拍攝的，所以觀

看此種名山大川影片，真有如坐在直昇機上親身遊歷一樣。不過，

若以 "Cinarama" 與IMAX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了。此次在IMAX

電影院裡所觀看的影片為："The Dream is Alive"，是介紹太空梭旅

行太空的故事（Travel into Space with the Astronauts），如太

空人員的訓練，太空梭的發射，太空艙內太空人作業狀況，如何在

無地心吸力（Zero Gravity）下從事科學實驗，怎樣和人造衛星及

地面管制中心通訊，以及從太空梭上察看地球上的各處陸地等等，

真是驚心動魄，十分壯觀，嘆為觀止！

第二個去觀光的地方是：The Huntington L ibrary,  Art  

Collection And Botanical Gardens. 從前Huntington氏將他經營

鐵路所得資產營建他的住所；建築物內有豐富的藏書，其中包括完

備的美洲鳥類寫生畫和名著的收藏，法國、英國十八、十九世紀的

繪畫，彫塑作品等。全園佔地207英畝，其中花園草地即佔130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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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有玫瑰花園、熱帶植物園、亞熱帶植物園，沙漠植物園，還有

世界聞名的茶花（Camellia）花園。按我國雲南省亦盛產茶花，據

聞Huntington花園中的茶花係由雲南省引種進來栽培的。

第三個去觀光的地方是：美國民俗村，Buena Park，在那裡呈

現美國拓荒時期的各種社會生活形態，如舊時代西部的篷車、牛仔、

劫車暴徒、金礦、郵局、照相館，和各種老式商店。同時也有多種

技藝表演，有一位賣藥人在他的攤位前大聲叫喊，宣傳他的一種 

"Elixir of  Life" 的藥品，這和我們舊社區裡叫賣成藥一樣。我在那裡

一家礦石商店裡買了一塊羊齒植物化石（fern fossil, 350 million 

years）和一塊木材化石（petrified wood）作為紀念。（景康藥訊，

第2卷第2期，民國76年。）



談甲骨文中有關疾病的記載

在清代末年，由於河南殷墟甲骨的出土以及後北平附近周口店

掘發到「北京人」，這兩項發現，在我國文化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大

震撼！可是這項文化寶庫的開發，卻是偶然從中國藥材所謂「龍骨」

和「敗龜板」兩種藥物所引發出來的，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事

情。現在且談甲骨文的發現，試想，今天我們能夠看到並且親手摩

挲欣賞那三千年以前一些史家用筆書寫，用刀契刻的真跡來研索那

古代殷商王朝所記錄的直接史料，豈非一項不可思議的事情？

談到甲骨文的發現，實在也是一項極具傳奇性的故事。當清代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時候，「老殘遊記」一書的著者

劉鶚（字鐵雲）氏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拜訪他的一位朋友，當時擔任

國子監祭酒官職的王懿榮。劉鐵雲到了北京以後大概就住在王家。

適巧王氏那時正在感染瘧疾，延請中醫診治。醫生給他開了藥方，

藥方裡有「龜板」一味藥品。據中醫書籍及本草記載；瘧疾一症是

由於觸犯邪氣所致；而「龜板」的功效可以正邪驅瘧，所以在治瘧

病的藥方中用了「龜板」。按從前時代，一般知識水準較高的病家，

在醫生診病開了藥方，從中藥舖拿回藥方以後，一定要先打開藥包，

按照藥方上所列藥品，逐項一一加以核對，以免錯誤。許多著名的

大藥舖對於各種藥材，都用一種特製的包藥紙把藥品包成小包。並

且在包藥紙上用木刻的字印著藥名和藥性，一則讓人易於識別，再

則讓人看到藥品與包紙上所印的藥品名稱相符，表示沒有錯誤。此

外，一般讀書人多少也有一點識別中藥的常識，所以都樂於做這項

自行稽核藥品的工作（著者本人就有這種經驗）。就在劉鐵雲替王

家檢視藥包的時候，卻發現「龜板」上刻著許多古怪文字。於是他

就把這些龜板拿給王懿榮觀看。王氏原是一位文字學家，他研究過

金文，是認識古文字的，當下對於龜板上顯現字跡這件事情就發生

了濃厚的興趣。於是立刻派人到北京（北京是從前的名稱，民國以

後才改為北平的）菜市口達仁堂藥舖去把所有「龜板」通統買了回

來，仔細加以觀察研究。並且問明藥鋪，有關這種「敗龜板」是從

那裡得來的。據藥舖的人敘述；那些東西是從河南安陽縣地下發掘

出來的。王懿榮把那些材料再經仔細考研一下，看到許多甲骨碎片

上的文字有像甲子、乙丑等六十干支的字，還有且乙，文武丁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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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跟鐘鼎彝器上的銘文很相似，於是斷定必是殷商時代的東西。

這樣特殊發現的新聞就一時傳開了，許多玩古董的朋友們就一傳十，

十傳百，大家都花錢去搜購那些甲骨碎片，乃至北京藥舖裡的「敗

龜板」和「龍骨」一時都被大家搜羅殆盡。這時社會上才知道有甲

骨文字這回事。

在光緒二十五年以前時期，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北部的農田

中就常有甲骨出現。村中有一個名叫李成的剃頭師傅平時撿拾這些

甲骨當作藥材，出售給藥鋪，分「龜板」和 「龍骨」兩種，並把破

碎的材料輾成細粉名為「刀尖藥」，在每年春會時往四鄉去售賣，

作為治療創傷藥品。當時他把「龜板」，「龍骨」大批售給中藥舖

每公斤祇值制錢六文，那些甲骨上面有字跡的多被刮去。所以在私

人和公家機關 (如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等機關)大量發掘以前，

甲骨材料遭受到破壞和損失的數量卻也不少。近百年來，先後發掘

出來的龜甲，牛胛骨片約有十多萬枚，分藏在國內外學術機構和博

物館內，一部分則由私人收藏。在台灣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國立

歷史博物館藏有甲骨材料，惟確實數量不詳。

殷商人迷信鬼神，遇事都要貞卜，而貞卜時一般都用龜腹甲和

牛肩胛骨作為工具，合稱甲骨。所用方法是把占卜的事件經過，以

文字契刻在甲骨上，這種文字就叫做甲骨文。自從劉鶚印行 「鐵雲

藏龜」，孫詒讓著「契文舉例」，羅振玉著:「殷商貞卜文字考」(殷

虛書契考釋)，王國維著:「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劉體智著:

「書契叢編」和郭鼎堂著:「殷契粹編」等等甲骨文的專著刊行以

來，乃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國立台灣大學前教授，中央研究院

院士董作賓(彥堂)和李濟(濟元)二位(均已去世)都曾參加過小屯村發

掘工作。董氏首先做甲骨文的斷代研究，他根據十個標準，把出土的

甲骨分屬五個時期。再則，他列出十個斷代的標準是:世系、稱謂、

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和書體。按照斷代和

分期的方法，使散亂的甲骨文，在時代方面都有了歸屬，做為史料

運用，更為正確有效，對於殷商歷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是一項很大

的突破。董氏的甲骨著述很多，其中以「殷曆譜」算是代表作。他

釋日月食以推證殷曆，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幾

位前輩甲骨學家外，餘如胡厚宣、孫海波、金祖同、商承祚、于省

吾、盧芹齋、屈萬里、嚴一萍、張秉權、劉淵臨、丁驌諸位和一些知

名之士都對甲骨文作了深切研究和探討，發表許多論文和專著，



使甲骨學的研究頓現異采。

從甲骨文所顯現的卜辭乃有關殷商家族、氣候、農事、狩獵、

天象、地理、曆法、祭祀、征伐、疾病、生育等項記載，我們由此

得以窺測到殷代社會的文物、制度、風俗習尚和多方面的情況。此

刻需特別提出的是胡厚宣所著「殷人疾病考」和嚴一萍著「殷契徵

醫」二書，對於殷代疾病與醫療方面的考證，很有貢獻。他們勤於

搜求材料，加以精確考釋文字，和對於典籍的詳徵博引，讓我們能

夠獲知有關殷商時代的許多醫事知識，實在令人十分欽佩！

關於殷人疾病醫療方面貞卜之事，由於婦子，近臣的生育，疾

病而有問卜求佑的動機，自是極其自然的要求。現在對於有關殷代

醫事記載的甲骨文，試作一簡略介紹。主要參考資料係取材於嚴一

萍著：「殷契徵醫」。為便於敘述起見，仍引用原文有關釋文來加

以說明：

殷契無毉「醫」字。古者巫毉連稱，毉術實自巫術孕育而來，

故初作毉者，名日巫彭，又名巫咸(殷人)。卜辭稱之曰咸。如：

「癸酉卜，ㄓ(有)咸，六月」。

卜辭中無「藥」字。別有百草釀成之「鬯」。如：「新鬯在且

乙」。據白虎通考黜篇載：「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

鬯。按百草即百藥也。」又說文曰：「鬯為祭祀之酒，以鬱金草釀

秬黍為之，所以降神。」本草綱目於鬱金項下載：「酒和鬱金，昔

人言是大秦國所產鬱金香。惟據鄭樵著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

三代時未通中國，安得有此草。」按「鬱鬯」釋義為酒名，乃煮鬱

金草取汁，釀黑秬一秠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曰

鬯(音暢)。灌地以降神者也。又據羅願著：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

酒，令黃如金，故謂之黃流，其說並通。按古代所稱之鬱金，或係

屬於薑科之薑黃變種植物，為一種多年生草本高約一公尺。葉長橢

圓形。夏秋間自葉叢中心出花穗，有鱗狀之苞包之，與薑黃相似。

每一苞出三、四花，每花又各有一小苞，花白色，氣芬芳。冬季自

地下莖採取黃色染料(無毒)用以染食品及織物。

綜合文獻記載，殷商時代祭祀所用之鬯，當係用多種芳香植

物，和以鬱金釀秬黍成酒，或僅以鬱金釀秬成酒，實係一種藥酒，

用於祭祀，灌(酌酒以獻)地以降神者也。若用鬱金花梢或全草釀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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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當為一種芬芳藥酒。若兼用地下根(根莖)部分則可成為金黃色而

芳香之色、香、味兼備之藥酒。

殷人重視祭祀，祭祀時不用酒而用特製之香酒、鬯，所以示尊

崇也。用以盛鬯，獻鬯之酒器亦有多種，其型制均極精美。今日祭

祀時，在獻花，獻香，獻爵之儀禮中，獻爵時所用之爵，仍為昔日

殷商時代古典形式之爵。按周禮，禮篇載：「鬯人，周禮春宮之屬，

掌供秬鬯。」是獻鬯之事，亦有專人職掌也。

卜辭中無「病」字。凡疾病之事統名曰「疾」。疾之本義為傷

矢。卜辭「疾」字作　 ，　　諸型，若　 之形出，其傷矢之義益

顯矣。　之形出。則在　(人)外之　，當象石矢，其旁為武器，可

證先民之疾病觀念，初由武器、石矢傷身而來。羅振玉考證謂：

「疾，象矢著人臆下。案古訓急，訓速……最速者莫如矢，故　人

旁矢。矢著人斯為疾患，故引申而訓患，訓苦。

今卜辭所見者，為疾病貞卜之辭，殷人命之曰「疾卜」。如：

「王疾」。其卜二告，三告反覆至再，每于兆旁記其次數。如：

「疾，二三，六七」。既卜得兆之後，王者發問而稽其吉凶，如：

「王占日：其疾」。

卜辭有謂:「　酒才　，不　王古□真，其　王古」(□表示原

甲骨拓片文字不明)釋曰：　為武丁時代著名貴族臣僚，時常隨王從

事祭祀，征伐。此段甲骨文反正對貞，係貞問　因飲酒而患疾病，

能否隨王從事某項工作。

卜辭中「蠱」字或釋為妖邪之蠱，或可視為昆虫，蟲類所傷，

寄生蟲所致疾病亦未可知。如 「貞：王體不佳蠱」。

病狀既顯則以病所為卜，董理之，可得六科。

一曰內科病，內科之範圍最廣，折言之，有傳染病，若病疫謂

之「疾佐」。如：「貞：疾　(佐)」。若頭痛謂之「疾首」。如：

「貞：子疾首」。若瘧疾，如：「□□卜　(瘧)疾」。若消化器病，

謂之「疾□」。如：「貞：疾□」。若腸胃疾，謂之「疾身」。如

「乙己卜　貞，有疾身」。有泌尿器病者，謂之「疾尿」。如：「乙

己卜有疾，王尿」。甲骨文　釋尿，象人遺尿也。

二曰兒科疾。如：「□　子疾，不死」。



三曰耳鼻科疾。如：「貞：疾耳佳有　」。

四曰眼疾。如：「貞：王其疾目」。又如：「疾目不喪明」。

五曰齒疾。如：「□卯卜疾齒」。

六曰產婦科。殷人對於生育之事，至為重視。自求子至分娩靡

不卜。若有懷孕之象謂之「娠」，亦謂之「有孕」。如：「亥卜　

貞：王日有孕　」。甲骨文「孕」字　從身從子，像女人腹中懷妊

之形，為孕之初文。又通稱曰：「有子」。如：「庚子卜　貞：帚

好有子。三月」。釋為：「婦好有子，三月」。王賓婦好為後世之

妣辛，疑為武丁夫人之一。將屆分娩之期，則卜娩，不娩。如：

「免」，「不其免」。甲骨文「免」字　，或釋為雙手接生之象。

分娩得男曰「　」，得女曰「不　」。如：「帚□免　」。釋

為婦□娩得男」。又如 「帚免不　」。釋為：「婦娩得女」。

凡此六科並創傷，瘡傷之病為殷世疾病之大略。惟以卜辭言

簡，僅能舉釋近似，非謂殷人已鑿分六科，亦非殷人之病盡於此

也。古者巫毉合一，殷商時代雖有藥物湯液，猶未分業。至扁鵲始

有「信巫不信毉，六不治也」之論 (見史記)。扁鵲為春秋初期時代

人。是巫毉之分在周代，疾病分科，或自扁鵲始。史記言其過邯鄲

為帶下毉，過雒陽為耳目痺毉，入咸陽為小兒毉。可視為後世分科

之濫觴也。

藥物療疾之辭，不見於貞卜，所見者惟有祈錫於上帝。如：

「甲子卜　貞：王疾齒佳有易(錫)」。有禱祝于祖妣，若「疾告」

又曰「福告」。如：「辛未卜　貞：有疾告」。「貞：于且辛疾

苦」。又如：「癸己卜　貞：子漁疾目，福告於父乙」。

若辟除室內之邪惡疾病有「水寢」之辭。如 「辛亥卜出貞:今日

王其水　(寢)」。釋曰：水寢之水為動詞，即以水洗寢，為殷人之

清潔行為。按我國民間舊俗於除夕前必行大掃除。每屆端午節時，

則以硫黃煙薰居室，並以雄黃酒浸洒居室四壁，以辟除疾疫，其即

水寢之遺意歟？！此種清潔環境，辟除病源，方諸今日之環境衛生，

固亦預防醫學之要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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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殷商甲骨文可說是我國最早的象形文字(多數屬於象形)，例如

日、月、山、川、花木、禽獸等文字所顯現的形象都極其美化，很

富藝術感。而且文體變化百出，不可端倪，實在比金文，篆文等顯

得生動，美化多了。這些契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都是名家手筆，其

契精字美，每令我們幾千年後的人看了不禁悠然神往。甲骨文字的

作風，可謂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時代，字多雄渾，帝乙時代，

字悉秀麗。細者在方寸的片面內，刻字數十，壯者一字之大，徑可

達寸。而行的疏密，字的結構，迴環照應，井然有條。但亦偶有草

率急就章的，多見於稟丁，康丁時代，雖然潦倒而多姿，卻也自成

一格。這些都非精於技藝者絕不可能做到。著者參考郭鼎堂編:「殷

契粹編」一書，對書中所附第一四六八號拓片，倍感興趣。該拓片

當為牛胛骨，僅存的是破碎的二段，幸而文字還能銜接。所刻文字

乃自甲子以至癸酉的十個干支。刻而又刻的數行，其中祇有一行精

美整齊，其餘的則歪刺幾乎不能成字。然而在此歪刺者中，卻間有

二、三字與精美整齊者相同。推測那精美整齊的字乃是善書精刻的

人所示的範本，而那歪刺不能成字的大概是那些學書學刻的徒弟所

摹仿的字跡。也可見刻鵠不成，那位老師從旁捉刀示範，所以間有

二，三字合乎規矩。我們從二段甲骨片面上，想像到當時師徒們藹

然相對情形，恍如目前。這實在是一項極饒有趣味的發現。以此為

證，可見存世的契文，實係一代法書，而那些無名的書契人士實係

殷商時代的鍾、王、顏、柳等大家了。

著者對於甲骨文字發生興趣實由於認識董作賓教授以後才開始

的。董氏從事研究甲骨文，從他最早參加發掘小屯村的工作開始，

然後孜孜不斷的研究甲骨學將近半個世紀。而且他在研究工作以外，

還精於甲骨文書法，他喜歡把古今詩詞，用甲骨文寫成字聯送人(自

動送給朋友居多)。他所書甲骨文境意之高，韻緻之美實在超越前人

多多，於是就被大家稱譽為甲骨文書法家。後來甚至有人祇知道董

作賓會寫甲骨文，而不知道他在甲骨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民國四十八年著者在一次和董氏及其他朋友飲宴後邀約董氏來

觀賞我們台大藥學系舉辦的一次迎新晚會，那晚他對表演很為欣賞，

次日就寫了一幅甲骨文字聯相贈。那是一首小令 「十樣花」的詞：



杏林初爭春處，又教東風約束，遲放亦相宜，人歸后，同觀

取，一樽花下去。

題款是：雲燾先生雅正

四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乙卯觀台大醫學院藥學系迎新晚會，公

演鼎食之家成功，感而書此紀念。翌日丙辰董作賓於平廬。

著者對於董氏這幅字聯，很為珍視，把它一直懸掛在家裡的書

房中。如今很後悔沒有在他生前向他多討幾幅，作為紀念。

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起源，都是圖畫。書畫同源，在我國尤其是

幾千年來一脈相傳。書法的美，是中國文字的特色。欣賞書法，也

是中國人才有這種眼福，才有這種修養。從古到今，自甲骨、金文、

篆、隸、到行、草、楷書，歷代都有大書家，他們的工夫精到，下

筆有神，各個表現出特殊的風格和趣味。文字愈古，距離圖畫也愈

近。殷商甲骨文字可算是篆文的最古者，有許多象形文字，簡直是

圖畫，真可以「雅俗共賞」。自然甲骨卜辭的文法古奧，原文不易

瞭解。為了因應一般社會人士的欣賞，把甲骨文字集成現代的聯語

詩文，寫成屏幅楹聯，便於欣賞，這也是將甲骨文介紹給大眾認識

的一種好方法，同時也符合美學的要求。

著者對於甲骨文字的美，很為著迷。平時喜歡參閱一些甲骨文

書籍，拓片作為消遣。可是書法一道重在朝夕勤練，若是一曝十寒，

實在無從進步。平時疏於執筆寫字，偶而奮筆寫成字聯，雖特別注

意到筆法，結體和佈白(空白)三者的協調，試圖把這種古代文字寫

成現代的書畫作品(書中有畫，畫中有書)，可是終究力不從心，事

與願違，徒嘆奈何而已!回憶大概在十多年前，香港台大藥學系系友

謝汝明君新婚來台歡度蜜月，著者首次寫一幅甲骨文賀聯送給他們

夫婦作為紀念。嗣後多年來若干台大藥學系系友喜慶或者遇到某些

紀念集會時，臨陣磨鎗，也陸續送出一些甲骨文字聯。去年 (民國七

十七年)魏火曜教授和葉曙教授二位都年屆八十高壽，著者各寫了一

幅 甲 骨 字 聯 慶 賀 他 們 杖 朝 之 慶 。 寫 的 是 同 一 首 集 句 詩 :

行盡四方年八十   天下鼓角何時休

淮水東邊舊時月   白雲一片去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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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集句詩祇是一首感懷詩而已，不能算是祝壽詩。適被臺靜

農教授(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又是有名的書法家)看見了，他稱讚了

一番，也有一點驚奇，說想不到醫學院的老師還能用集句詩寫甲骨文

字聯。真是著者不自藏拙，能不汗顏？！實際上，著者不管字寫得好

與不好，祇是藉以表達一點慶賀之意而已。再有，著者在民國六十六

年六月六日曾經贈送台大藥學系系友陳寬墀君一幅字聯。過了十年，

他又向我索取七十七年七月七日寫的另一幅，看我寫的字有無進步。

他還希望在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八日再送他一幅，如果那時候還不去天

堂，一定不願爽約的。人生苦短，這也是一段「文字緣」。

參考文獻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四年三版)。

郭鼎堂：殷契粹編，台灣大通書局。

嚴一萍：甲骨金文叢考，殷契徵醫，上、下冊。藝文印書館(民國四

十年)。

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

王仲孚：中國歷史圖說 (二)殷商。新新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八年)

于省吾：甲骨文釋林。台灣大通書局(民國七十年)。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中國文字，新十二期，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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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醫訊，第5卷第12期，民國78年。轉載於民國88年景康藥訊，第4卷第1期。

八十自述附錄四，民國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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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中山先生病重請中醫診治的傳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一向身體很健康，為了國事勞累，常常席不暇

暖，日夕奔波，不能過著安定的生活。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曾因頭痛

和眼部微血管破裂就醫診治。國父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啟程

北上赴北平 (當時稱北京) 從事和平統一會商，那知甫抵天津即病

發，進入北平協和醫院就醫，當時協和醫院院長為劉瑞恆博士 (後劉

氏出任國民政府第二任衛生部長)，由劉氏主治發現國父罹患肝癌，

病情嚴重，已不能開刀割治，於是就將國父移居北平鐵獅子胡同外

交家顧維鈞博士宅第養病。

當時國父家屬孫夫人等和中國國民黨重要人士如戴傳賢、宋子

文諸氏在北平侍疾，都焦急異常。於是就有人建議不妨請當時頗負

盛名的中醫師陸仲安來診治，看看有無奇蹟出現。可是他們徵詢國

父意見時，沒有得到首肯。後來乃想到請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先生來

勸說國父，因為胡先生那時是青年才俊，北京大學名教授，地位比

較超然，較受國父重視。於是外面流傳說：「孫中山先生病重的時

候，胡適先生介紹中醫陸仲安替孫先生治病，孫先生雖然服了陸仲

安的中藥方，也未見效。」

本人於民國四十二年赴美考察美國藥學教育時在紐約拜訪胡適

先生。胡先生那時已卸任駐美大使職務，就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教授級專員。我記得那一

次訪問就和胡先生談了二個多小時，還蒙胡先生、胡太太留著晚餐。

承蒙胡先生告訴我有關葛思德 ( Guest) 在中國搜集醫藥書籍的故事

以及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成立的經過。他也問我關於我鄉賢清代名經

學家高郵王念孫父子的家庭狀況和他家藏書情形。我也乘便請問他

有關國父請中醫治病的事。承他告知當年介紹陸仲安替國父治病的

事實經過，還笑著說這倒是第一手資料，因為沒有人向他問過這個

問題。胡先生敘述這件事的經過情形大略如下：「當時孫先生身邊

侍疾的人眼見孫先生病情嚴重，協和醫院也無法施行手術，才想到

姑且請中醫師陸仲安診治一下試試看，冀求萬一的希望，但是他們

同孫先生講了，沒有得到允許。於是想起請本人（胡先生自稱）向

孫先生勸說，或許能接受本人建議也說不定。後來就有黨國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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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我，請我幫忙。大概他們聽說我和陸仲安相識，接洽起來較為

方便吧。

我於是就答應試試看。那時陸仲安不在北平，卻在天津行醫，

我趕緊乘火車到天津去把陸氏請到北平來，然後便藉著向孫先生探

病的機會就向國父進言，說平津一帶大家很推崇陸仲安，可否找他

來為先生診視一下？國父沒有說什麼，於是我就乘機說：陸仲安就

在門外，讓他進來見先生。我就立刻把陸仲安引進室內。陸仲安替

國父診脈以後，開了一張藥方，就和我一齊退出來。隨後侍疾人員

請問國父，要不要拿藥方去中藥舖取藥。國父回說：「不必了。」

(景福醫訊，第7卷第6期，民國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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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椿「鐳」的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 後，法國雖是戰勝國，可是由於

戰時人力，物力的損失慘重，以致經濟凋敝，政府財政困難。一般

教育和學術研究機關的經費也遭到大量的削減，處處顯得捉襟見肘。

巴黎大學的居禮教授和他的夫人 (Prof. Pierre and Marie Curie) 早

已共同研究放射線元素問題。在戰後也因經費困難，以致研究工作

難於推展。自從居禮教授逝世後，居禮夫人憑著她個人集募到的經

費，繼續她的研究工作，從成噸的含鈾瀝青中，提煉出微量的鐳 

(Radium)。鐳是當時唯一能治療癌症的物品。據悉那時法國僅有一

公克 (gram) 鐳的存量而已。當時一公克鐳的價格是一百萬法郎 (合

美金十萬元)。居禮夫人除在巴黎大學擔任教授，在物理實驗室繼續

研究鐳的放射性能外，另外還和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 合

作進行研究鐳的醫療用途。她計劃至少要有二公克的鐳才夠應用，

正因缺少鐳的供應而感到困擾。適巧那時美國有一家雜誌女編輯露

絲 (教名) 女士前來訪問居禮夫人。她給居禮夫人精神上很大的鼓勵

和幫助，答應在美國發動一項捐款來購買一公克的鐳送給居禮夫人

作為禮物，其用途全由居禮夫人決定。但她提出的條件是居禮夫人

必需赴美親自接受贈禮，而且答應供給相關資料以便撰寫一本「居

禮夫人傳」刊行問世。結果在1921年居禮夫人終於達成這個願望。

此外，比利時原在非洲擁有許多屬地．他們在比屬剛果  

(Congo) 地方發現放射性礦石，經分析後確認是一種含鐳礦石。比

利時政府於是就積極從事由放射性礦石中提煉鐳的工作。後來，加

拿大也發現了鐳礦。自此世界上鐳的產量大增，因而鐳的價格也就

跌落不少。

當居禮教授早年在他的實驗室裡研究鐳的物理性質時，由於一

時疏忽，不經意的將一枚鑰匙放置在照相用感光玻璃片上，等到照

相底片沖洗出來以後，忽然發現照相底片上顯出了鑰匙的影像，這

才從這偶然事件中發現了鐳的放射性能。過後，有一位比利時科學

探險家到比屬剛果去做探險工作。他在一個夜晚看見當地土人圍著

一個病人在喧嚷跳舞，隨後就把這個病人抬到遠處深山中，將他全

身埋在地面下，祇把頭部露在地面上。這位探險家尾隨著大眾看到

民國 8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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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經過情形，深以為奇，但是也無法瞭解這到底是怎樣一回

事。等到過了一個相當時間以後，他又看到一群人在歡欣鼓舞，圍

著一個人來跳舞慶祝。細看那一個人就是前些時被埋在地面下邊的

那個病人。於是探險家就收集了那處深山裡礦石樣品，帶回比利時

去化驗，才證實那些礦石裡含有放射性鐳。於是比利時政府就積極

開採礦山，從事提煉鐳的工作。因此，鐳的世界產量大增。居禮教

授和他的夫人也由於剛果土人應用含鐳礦山治病的啟示，才想到把

鐳應用到治癌方面，證實鐳的醫療功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前參加八國聯軍的國家先後退還我國

庚子賠款 (賠款總數是白銀四萬萬五千萬兩，每兩百銀折合銀元 

1.39元) 作為發展我國文化事業經費之用。美國首先退還庚款，由

中美人士組成中華文化基金會來處理基金的運用。初期派遣幼年學

生 (高中畢業生) 赴美留學，後來創辦清華大學，學生畢業後亦被選

派赴美繼續深造。這是民國初期留美學生特別多的原因。這些留美

學生後來回國服務，對我國科技發展及建國工作貢獻很大。比利時

政府因比屬剛果具有含鐳礦山而擁有世界上較多產量的鐳。比政府

為了償還我國庚款，乃以大約十公克的鐳 (實際數量不詳) 作為退還

部分庚款的抵償。也由中比人士組成中比文化基金會，並在上海成

立「中比鐳錠院」，聘請留法宋梧生醫師主持院務，以推展我國治

癌醫療工作。在我國對日抗戰時期中，宋梧生院長竭力維護「中比

鐳錠院」，努力保護存鐳，未為日本人攫去，為國家保存了這項極

寶貴的資源，實屬難能可貴。抗戰勝利後，我政府特別頒贈宋院長

一枚勳章，以獎勵他的功績。

宋梧生博士畢業於法國里昂大學醫藥學院，專精內科醫學，由

於醫術精良，乃成為上海地方的名醫。當他在求學時期，除研習醫

學外，對於有機化學，藥化學均造詣甚深，極為Prof. Grignard 

（曾得諾貝爾化學獎） 所賞識，終成為Grignard教授的入門大弟

子。由於宋博士對於藥學上具有濃厚興趣，所以在上海創辦中法大

學藥科。中法大學藥科在名義上雖屬私立，但實際上得到中法文化基

金會以及法國政府的資助，所以也有派送畢業生赴法留學的辦法。

宋氏除主持中法大學藥科校務外，同時並兼任中法文化基金會董事，

中比文化基金會董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中比鐳錠院

院長及宏恩醫院院長等職，他一人身兼這許多重要職務，實在忙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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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但由於他學養深厚，任事能執簡御繁、舉重若輕，所以能把

所主持的事務處理得井然有序，成績斐然，深為各方所敬佩。

本人於民國十八年至廿三年在上海中法大學藥科就讀，宋梧生

主任是我的授業恩師。後來我由學校派送法國留學進修，於民國廿

八年自法返國後又回母校任教二年，多承宋師指導教誨，受益良

多。雖然經歷了近六十年的時光，可是對宋師的恩澤，迄今猶銘記

在心！

我在民國卅七年隨政府衛生機構播遷來台之前，過滬時曾面謁

宋師，要求宋師就中比鐳錠院存鐳中暫將一公克鐳寄存於國立臺灣

大學附設醫院內以供台灣醫界治癌之用 (當時尚未有鈷60)。我一想

這項將鐳移地存放計劃，當不致影響中比鐳錠院有關鐳的所有權問

題。宋師對於此項請求，亦表贊同。允提中比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商

討，惜未蒙多數董事同意，殊以為悵。本人覺得這件事雖然沒有成

功，但總算盡了心力，夫復何言！(景福醫訊，第8卷第12期，民國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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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憶  鄧麗君的歌聲

懷念永遠的鄧麗君 

歌星鄧麗君的猝然逝世，引起國內外千萬人的哀思和懷念。人

生的價值就如同文章一樣，不在於辭句的長短，而在乎它的內容。

鄧麗君有著天真無邪的清麗容貌，一顆善良的心。她雖然學歷不

深，可是勤學不輟，由於她天賦的卓越才華，她能唱國語、台語、

粵語，以至日本，英文歌曲，都能唱得字正腔圓，把歌詞的涵意，

用豐富的感情唱出來而深植人心。她竟能用歌聲安撫了大陸上億萬

同胞的悲憤心情。「小鄧」所得的聲譽竟在「老鄧」之上．實非偶

然！

我平素在教育界服務，很少注意到歌唱界的事。早日祇知鄧麗

君的名字而已，可惜對於她的生平和成就卻所知不多。自從她逝世

以後，從媒體方面獲得許多資訊，才對她有較多瞭解。當她稍稍成

名之時，並不驕傲自滿、先經日本唱片公司的安排，在日本從事聲

樂方面的訓練。及至業已成名以後，還遠去英國再從事聲樂進修二

年。她有一顆盛旺的敬業和進取的心，謙虛而不自滿。熱愛國家，

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捐獻鉅款；拒絕利誘，不到她不願去的地方演

唱。再者，她孝敬母親，對兄弟姊妹友愛，對朋友和善，也不妒嫉

別人，不求非份財富，還以愛心資助別人。這些都是她在做人方面

所表現的美德，成了人們心目中永遠的鄧麗君。

溫柔歌聲慰勞三軍

她不計報酬去向三軍將士作勞軍之行，遠至前線各個角落以及

後方的軍事機構。她在前線身著軍服，不施脂粉，對軍士就和對待

她自己的兄弟那樣親切真摯。拿著手帕替哨兵揩汗，和士兵們共話

家常，唱他們喜歡聽的歌，以慰那些大孩子們背井離鄉的寂寞心情。

我看到她在勞軍專輯裡的一個畫面：她穿看陸軍服裝，頭戴著鋼盔

匍匐在地，忽地鋼盔滑下來遮著了眼睛，她用手把鋼盔向上推了一

下，露出一張天真無邪的臉，真是令人深受感動。我想假如我有這

樣一位女兒，那是多麼欣慰呀！（我自己的女兒現在美國加州擔任

一所公立成人學校的校長，卻也很有才華。）

民國 8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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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台視公司播出的「長相憶：鄧麗君專輯」中，連續播出

她在不同時期所唱的歌曲。首先播出的乃是以宋詞所譜的歌曲多首。

她穿著古裝，襯著具有詩意的背景。她先簡略的敘述作者的身世和

他（她）們作詞時的背景，然後把古詞做適當的詮釋，以感性的表

情，用卓越的聲樂技巧把歌曲婉約的唱出來，真是動人心弦，感人

良深！我想在千萬人的心中，所以對她留有難以抹滅的懷念，應該

是在今日這個積壓著苦悶的時代中，她能用溫柔的歌聲和一些有意

義的詞曲所給予人們的那種撫慰力量吧！從鄧麗君的逝世所引起上、

中、下各階層人士的一致關切和悼念看來，我們可以體會到歌唱家

和音樂家確實負有提昇文化水準的重大使命，實在不能再將流行音

樂以市井小民的俚俗休閒趣味來等閒視之。盼望現在所有流行音樂

從業人員千萬不能看輕自己，因為你們的肩上負有振奮人心，發揚

文化的重責大任！

具有高度文學素養

我覺得鄧麗君具有高度的文學素養，她能把一些普通歌曲如：

「船歌」「梅花」「小城故事」「何日君再來」等和一些民間小調

都唱得更為動聽。恕我「孤陋寡聞」，我不知有多少唐宋詩詞已被

譜成歌曲在市面上流行？！單從鄧麗君所唱的幾首宋詞歌曲中，實

在有許多感人頗深的詞句。例如：

李後主的「無言獨上西樓」詞中的「……剪不斷，理還亂，是

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詞中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

時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聶勝瓊的「玉慘花愁出鳳城」詞中的：「……尋好夢，夢難

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李後主的「林花謝了春紅」詞中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

東。」

李之儀的「相思」詞中的：「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

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

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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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的「去年元夜時」詞中的「……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

後。」拿這些情意深遠的古詞歌曲來和一些現代流行歌曲，如：「

我愛你愛得要死，你卻離我而去」。（只是隨便舉例，大意彷彿如

此）相比，其格調之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我想起少年時代曾唱過弘一上人作詞，裘夢痕作曲的「送別

歌」，歌詞如下：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

山。

山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

寒。這首「送別歌」實在非常感人！我不知道今天的學校音樂課

裡，還教唱這首「送別歌」否？！

懷舊好詞滋潤音樂

元代趙孟頫（子昂）才華英茂，書畫雙絕，他的太太管夫人（

道昇）也是一位才女。當趙子昂有意要納妾時，管夫人得了消息，

於是就做了一首「我儂詞」來相規勸，詞日：

你儂我儂，弋　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

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

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

個槨。

趙子昂看了他夫人的「我儂詞」，深受感動，於是便打消了納

妾的意念，夫婦和好如初。今日有人把「我儂詞」重譜新曲，卻把

最後二句：「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省略掉，這與原詞

的音義就大不相同了。

再有，「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一首令人難以忘懷的好歌。那

是由劉半農教授作詞，趙元任教授作曲的合作產品。劉半農於民國

九年（一九二○年）九月在英國倫敦所作的這首情歌，乃表達遊子

愛國思鄉之情。歌詞典雅，富於情感，音韻和諧，宜於歌詠，是以

傳誦一時。其詞日：

天上飄著微雲，地上吹著微風，

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教我如何不想她？



244

著

述

選

錄

月光戀愛著海洋，海洋戀愛著月光，

啊！這般蜜也似的銀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燕子你說些什麼話？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裡搖，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西天還有些殘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這詞中所懷念的「她」是代表著國家和故鄉，當然也可以把

「她」看作自己的朋友「她」或「他」。像這樣一首好歌，我們為

什麼不去推廣歌唱哩？

我引述了上述二、三首歌曲，祇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因為從

古代五言、七律的詩演變到長短句的詞，原是便於歌詠的。我們歷

史上有這麼豐富的詩歌文學寶藏，為什麼讓它埋沒了哩？我很希望

能用「新瓶裝舊酒」的形式，把許多慷慨激昂的愛國、思鄉和一些

纏綿相思懷舊的好詞譜成新曲，同時也格外努力來譜出更多有意義

的時代新歌來滋潤我們這塊逐漸荒蕪的音樂歌唱園地吧！(中外雜誌，

第 58卷第1期，民國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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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恆其人其事

醫學博士專攻外科

我國衛生事業先驅劉瑞恆博士，字月如，天津市人，生於清光

緒十七年（民前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年），父親劉桐軒為虔誠

基督徒，畢生奉獻傳教工作，由於西方近代科技多藉傳教士傳入中

國，因此他早具有現代科學思想，熱愛科技新知，奠定後來習醫的

基礎。

劉瑞恆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二，讀書成績最好，事業成就亦最

大。

幼年時期他跟其他兄弟一樣被送進私墊攻讀，熟讀四書五經，

所以對中國文學造詣深厚。

十一歲轉入新學書院讀書，接觸英、數、理化等西學，興趣甚

濃，學習頗有心得。

十三歲考上北洋大學，為我國最年輕的大學生。

十六歲時考取公費留美學生，乃於一九０六年赴美，入美國名

校哈佛大學學習，先獲理學士學位，又繼續攻讀醫學，獲醫學博士

學位，為我國學生獲哈佛最高學位之第一人。

哈佛畢業後，劉氏未立即歸國，留在哈佛校園繼續專攻外科，

遂成外科專科醫師。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歸國，出任上海哈佛

醫學專門學校外科教授，翌年哈佛醫學校停辦，他又回到美國，繼

續外科醫學研究。

民國八年，劉氏應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邀請，回國重執教鞭，培

育國內醫學人才，當時他才二十六、七歲，為院內最年輕的教授，

兩年後他再回美國進修，專攻癌症外科，於民國十年再回國，從此

即獻身醫療、醫學教育及衛生事業，畢生未改其志。

國父孫中山病逝受刺激

在協和醫學院他先任教授，後兼院長，不久即專任院長職務。

民國十三年，國父孫中山先生患肝癌入協和醫院治療，他正擔任院

長，乃網羅中外權威名醫，悉心為  孫文診治，奈何病入膏肓，終告

民國 8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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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劉氏深為痛惜。  孫文因病逝世，給劉氏很大的刺激。從而認

識到醫學的侷限性，不像其他科技萬能，可起死回生。遂萌生加強

預防醫學的創建，於是他廣邀國內外各科名醫，於協和開課，講授

預防醫學，開我國醫學教育的先河，也使協和的教學特色，以預防

醫學名震中外。

由於重視預防醫學，使他注意到衛生事務的重要，因為衛生是

預防疾病的第一個門檻，沒有衛生談不上預防。不過使劉博士興起

建立公共衛生念頭者，還有一個故事。就是當時我國正值兵荒馬亂，

民不聊生，加之民性保守，一般人民不知衛生為何物，身罹疾病，

常委因於邪魔厲鬼，求神問卜，滿心迷信。大約在民國十三年間，

距北京約三十里北通州附近的一個村莊裡，住有幾百戶人家，所生

嬰兒活數天即告死亡，幾乎家家如此，無一倖存。連帶好多產婦在

生了孩子以後，就發高燒，病情嚴重，不數天即告死亡。大家都不

知道鄉下接生婆的髒手使產婦感染了死亡率極高的「產褥熱」症

（puerperal fever），那是一種當時無藥可救的絕症。年輕的母親

懷孕後不但不覺得欣喜，反而擔憂駭怕，因為她們知道孩子生下來

也是要死的，甚至連自己也賠上了性命。老一輩的人雖渴望抱孫，

但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全村陷入失望，惶惑與不安的氣氛裡。不

知道究竟是風水犯了沖，還是得罪了某一方面的邪魔，卻沒有一個

人知道嬰兒是患了要命的破傷風症（tetanus)，而產婦是感染了產

褥熱絕症，（直到一九三五年發明磺胺藥品才能防治產褥熱）以致

奪去了許多寶貴的生命。這時候村子裡總算有一個知書明禮的人，

知道北京協和醫學院醫術刮刮叫，可能知道嬰兒猝死的原因，於是

派人到該院請求協助。劉博士知道這事以後，立即和協和醫學院公

共衛生科主任蘭安生博士（Dr. J. B. Grant）研究，認為必是破傷風

病菌所害。因為鄉村中的接生婆不懂衛生，接生剪臍帶的剪刀不乾

淨，致使嬰兒感染破傷風，又無適當的治療，自然會猝死。劉博士

當即派楊崇瑞醫師率兩名護士前往該村調查，確定嬰兒患的是小兒

破傷風症，於是由楊醫師召集該村的接生婆，教導她們消毒、洗手、

剪指甲和臍帶剪紮等技術，從此以後大大的減少產婦的死亡率，並

且再也沒有嬰兒因破傷風而死的事情，使該村人民感激不已。

創設第一座衛生所

這件事刺激劉博士，使他決心推動國內公共衛生，但推行衛生

人才第一，於是他由教育著手，在北平創設了中國第一個衛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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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北平第一衛生事務所，可算得是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源地。

像台灣省第一任衛生處長及第一任衛生署長顏春輝就曾在北平第一

衛生事務所工作過。該所結合協和醫學院的學生授以公共衛生科學，

舉凡生命統計、傳染病管理、婦幼衛生、學校衛生、工廠衛生等皆

在教學之列。同時由衛生事務所在北平展開教育民眾的工作，由於

獲得京師警察廳的配合，成就輝煌，舉凡我國人民死因調查，疾病

種類、出生與死亡率等均有初步統計資料，作為推廣公共衛生的張

本。此一工作，協和醫學院出錢出力，教導民眾認識衛生科學，而

該醫學院學生亦因而獲得學習場所，後來又擴及其他大學醫學院，

選拔學生至該院接受公共衛生訓練，以廣泛培植人才。所以我國衛

生工作實由劉博士開其端倪。

劉博士對協和醫學院學生的另一影響，是鼓勵他們獻身報國，

不要趨向私人開業，獨善其身。因而以後四、五十年間，協和出身

的醫師致力於基礎醫學研究，服務政府醫療衛生機構，或擔任軍醫

者比比皆是，此皆劉氏感召之功也。

部長降調衛生署長

北伐成功，國土統一，政局漸趨穩定，政府感於公共衛生工作

之重要，乃於民國十七年四月成立衛生司，同年十一月，政府組成

五院，衛生司擴大為衛生部，主導推行全國衛生工作，劉博士被任

命為衛生部次長，部長薛篤弼為法律學者，也是水利專家不懂醫務

與衛生，部務實際上由劉氏負責。旋於次年（十八年）十二月代薛

氏出任衛生部長，當時他才三十九歲。那時保健司長金寶善，醫政

局長嚴智鍾學識淵博，工作認真，對部務推展幫助很大。

實際上，以劉瑞恆的學識、見解、經驗、才能、理想和抱負，

確為部長最適當的人選，只是擺在面前的工作太多了。當時全國各

地沒有公立醫院，私人診所也少，人民患病，除了求神拜佛，就是

吃草藥或找傳教士診治。至於促進健康的環境衛生、婦幼衛生、學

校和工廠衛生，都沒有人去做。於是他著手制訂法規，確立中央及

省縣衛生機構建制，希望先成立機構，羅致幹部，再展開工作。他

同時在南京創設中央醫院，作為各省市設置醫院的榜樣。

民國二十年四月，政府緊縮機構，衛生部改制為衛生署，歸內

政部管轄，劉博士由行政院直屬部次長降調為內政部衛生署長，但

他不以為意，實踐孫文所說的「做大事不做大官」的銘訓，兢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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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推展業務，不稍懈怠，公忠體國之情，令人肅然起敬。二十一

年我國與國際聯盟取得技術合作，許多國際衛生技術專家陸續來華，

他們建議由中央設立衛生設施實驗處，後改為中央衛生實驗院（如

今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為

全國最高衛生技術研究機關。政府接納其建議，而於二十二年正式

成立，其間籌備、購置儀器、勘察房址等均由劉氏一手策劃，因其

為衛生署長兼實驗院長之故。

實驗院成立後，劉博士運用其個人影響力，由國內外延攬各類

專家，分為細菌、寄生蟲、藥理、藥學研究、社會衛生、婦嬰衛生、

衛生工程、衛生教育、生命統計等十多個系，進行各類研究推廣工

作。

由於劉博士盡心盡力，領導有方，雖屬革新機構，卻做得有聲

有色，深獲國際聯盟專家的讚賞。於是在同年（民國二十二年）

內，甘肅、陝西、寧夏、青海等四省成立省級衛生設施實驗處，接

著又在江西、湖南兩省成立。但由於戰禍頻仍，衛生工作績效大打

折扣，但劉氏仍盡力推展，奠定基礎，領導此一長達十年之久的重

責大任。

十年間，他還兼任全國禁煙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滿清覆亡未

久，鴉片餘毒猶在，劉博士宣導煙害，配合警政機關查緝，卒使煙

毒逐漸歛跡。

還有他興建中央醫院也值得大書特書，該院建址在南京的黃埔

路，除南洋僑商胡文虎捐款五十萬元外，其餘全由歷年撙節的經費

開支，未再向政府請領一分公款，足見劉瑞恆愛惜公帑之用心。

醫院落成，他自兼院長由沈克非任副院長。這時他集衛生行政

（署長）、技術（實驗處長）、醫療（院長）三首長於一身，看來

十分榮耀，其實都是做實事的差事，毫無空領虛銜之意。

是國軍軍醫創始人

民國二十一年，軍政部設置軍醫總監部，劉博士又奉命兼任總

監，負責全國軍醫之培訓及軍中衛生教育工作。他認為軍醫必須是

個全才，除醫療技能外還要懂得軍中衛生勤務。他自兼任總監以後，

經常僕僕風塵，奔波各地軍營，為建立軍醫制度而努力。他又把原

設在北京的陸軍軍醫學校遷往南京，自兼校長，延攬優良師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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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軍醫人才，此校即為今日國防醫學院的前身。迄今已五十餘年，

所培植的醫衛人才，早已成國家醫衛系統的生力軍，如林可勝，盧

致德，楊文達，諸位都是劉博士賞識的特殊優越人才。

民國二十年秋，長江大水災，沿岸災黎遍地，政府設置水災救

濟委員會，劉博士又奉命兼任該會衛生組主任，以致西起武漢、東

至蘇北的廣大地區，凡防疫、醫療、衛生工程等皆由他策劃主辦。

二十一年秋黃河又氾濫，又有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衛生組的設置，

自然還是由他兼管。兩處的災區衛生工作，均須動員大批的中央及

地方衛生人員，又徵調各醫學院校的學生投入工作，才勉強應付。

而我們城鄉大規模的衛生設施及實施，也由此肇始。劉博士全力投

入，悉心規劃，漸具規模。

不久，江西剿共開始，軍方在剿共總部成立軍醫處，處長一職

自然又落在他的頭上，於是他經常由南京赴南昌或廬山，規劃設置

前方醫療站及後方軍醫院。為了工作方便，所以他首先在江西省創

設了衛生處，設立江西省立醫院，成為全國最早的省級醫療單位。

江西省衛生處又在他的指導下設立縣衛生院及護士助產學校，完成

全省衛生系統。後來政府要開發西北，又指派他創設陝甘寧青四省

衛生處，他選派幹才，分赴各地主理其事，逐年擴充，卒完成了全

國衛生醫療網。

廣設學校培植人才

這時全國軍政醫療衛生工作在劉博士的掌控之下，他成了衛生

界的靈魂人物。深感機構日多，需才孔急，乃和教育部配合先後完

成設立國立牙醫專科學校、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央護士學校、中

央助產學校、北平第一助產學校、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衛生

教育系、中央衛生人員訓練所，培育醫師、藥師護士、助產士、衛

生工程及衛生稽查人才，奠定衛生工作的基礎。他深知科學無止境，

技術常翻新，因而選拔許多優秀的人才，送往國外醫衛機構學習，

吸取新知識，提昇國內醫術水準。所以如說劉博士為國內醫術工作

之父，迨無人能有異議。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政府成立衛生勤務部，部長自非劉瑞

恆莫屬。「八一三松滬戰役」是第一個戰時醫術的艱鉅任務，劉氏

親自坐鎮，領導規劃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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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八年抗戰進入艱苦階段，物資缺乏，後勤不繼，醫藥

尤其不足。政府派劉博土為代表赴美爭取醫藥援助，他到處活動遊

說，爭取美國友人同情，援華醫藥源源而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

中美同盟，爭取醫藥較為容易，他的工作才完全進入順境，藥品器

材大量湧進，對支援抗戰的助力不小。

抗戰勝利後，劉博士出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委

兼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協助遴選優秀醫療人才赴美深造，造就

了許多醫界的高級人才。民國三十八年劉博士來台，主持戰後美國

醫藥援華業務。大陸變色，政府遷台後，他又負責籌劃台省醫學教

育發展。他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設法充實設備，選才赴國外進修，

使台省醫術水準逐日提昇。

榮任紅十字會總會長

民國四十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成立，劉瑞恆以醫學先進、衛生

領袖的資格，榮任總會會長，這時他雖已年逾花甲，仍幹勁十足，

首在會內設立X光機裝配修理工廠，承裝各地醫院的X光設備。又設

置血庫，搜集鮮血，日夜供應各大小醫院手術之用。民國四十一年

代表我國出席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第十八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

大會亦邀中共與會，他義正嚴辭的抗議中共與會，博得各國代表一

致喝彩。民國四十六年國際紅十字會的另一次會議，中共即未獲邀

與會，實為劉博士嚴辭抗議之功。此外，世界衛生組織的每一次年

會，他都是我國首席代表，為國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民國四十八年，年近七十的劉博士罹患心臟病及高血壓，經友

好敦勸赴美就醫，留醫期間仍對國內醫術工作念念不忘，迭在書信

中指示機宜。民國四十九年獲蔣中正總統頒發一等景星勛章，酬庸

他對醫療衛生的貢獻。至民國五十年八月因肺炎併發症病逝美國，

享年七十一歲，我國一代醫學先驅從此殞落。(景福醫訊，第12卷第3

期，民國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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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地質學界五十年 大哥孫雲鑄教授

鍊鐵成鋼人中之仙

我的大哥孫雲鑄字鐵仙，一八九五年（乙未年）陰曆十月初一

日出生於江蘇省高郵市（縣），一九七九逝世，享年八十四歲。一

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二日（陰曆十月初一日）是大哥的百歲誕辰。我

對大哥的一生行誼和治學精神，敬佩不已。

我們的家庭可算是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殿丞公，字右佳，清代

秀才。民國以後，還讀了杭州法政學校並畢業，可謂好學。王氏和

丁氏母親生我們兄弟六人和姊妹一人。王氏母親生大哥雲鑄、二哥

雲濤和三哥志戎。丁氏母親生我（雲燾）、妹雲軒、五弟雲疇和七

弟雲壽（六弟是義子）。我們叔伯兄弟以「雲」字為大排行，我們

家兄弟以「壽」字為小排行。三哥原名雲疇，後來因改名「志戎」，

就把「雲疇」名字讓給五弟了。父親原先給我們兄弟取名，把「壽」

字配以金木水火土。大哥是長子，所以優先用了「鑄」字。大哥曾

對我們兄弟說他的名字屬金，想不到和以後學習地質礦產學科竟有

關聯！至於他的號稱「鐵仙」，據我推想，這和他的名字「雲鑄」

或許有些淵源。按古籍《法言》載；「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

曰：「吾問靚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

子鑄顏淵矣。」又據《後漢書》載，光武帝謂徐宣曰：「卿所謂鐵

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這是說「出乎其類」的意思。我不知道

大哥的號稱「鐵仙」究竟是父親或者是他自己取的，想來總不外希

望他（或自己）將來「煉鐵成鋼」，也就是鑄成「人中之仙」的意

思。

我們的父親是一位正直的讀書人，待人謙和厚道。鄉里的人喜

歡稱父親為「順治錢」，那意思是又大又厚。從他老人家四十多歲

還進法政學校和年輕人一起讀書這件事來說，就可見他老人家抱持

著新觀念，重視新學一斑了。我們兄弟姊妹都能夠受到高等教育，

實在是拜受雙親的恩賜，也是我們繼承到了最大資產。我們兄弟六

人都受到高等教育，其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三人、碩士學位的一人、

學士學位的二人。除二哥是煤礦工程師外，其餘五人和姐夫都是大學

民國 8 5年





253

一

般

性

文

章

以後，政府在民國元年首先由實業部設置地質調查科，至民國五年

才改為地質調查所，分別做地質、礦藏、土性、地形等方面的調查

工作。然後各省亦先後成立省屬地質調查所。此外，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也先後成立了地質調查所。

大哥學習地質學的動機，大概起初是想研究礦區地質，這是多

數人的一種實利觀念。後來他在北京大學地質系遇到恩師古生物學

家葛利普教授，從他那裡學習到研究古生物學的科學方法，於是對

古生物才加深學習並作專注研究，這才轉向研究純粹地質學這一方

面的。

當丁文江擔任地質調查所第一任所長時（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一

年），他知道中國當時最缺乏的是古生物學專家。他於是就同北京

大學商量，把葛利普教授從美國聘來，使他在二十多年中培養出許

多中國青年古生物學專家，使地質調查所創辨的《中國古生物誌》

在十五年中成為全世界有名的科學刊物。大哥可算是葛利普教授培

養出來的大弟子，也成了我國地質學者研究古生物學的先驅。

大哥在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後，即留校任教，同時任職於實業

部地質調查所。後經地質調查所派往德國哈勒大學深造，於一九二

七年獲理學博士學位。自德國返國即受聘為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

後來又兼任地質系主任多年，教導出許多優秀地質學人才。

深入鑽研迭有創見

在地質學方面研究地層唯一方法是以古生物為基礎的。中國多

年來出土的古生物化石，無論動物與植物，又無論古生代、中生代

與新生代，都極豐富。有時因區域不同，化石各具特性，又可為研

究古代地相和地理之助。我國地層學所以日新月異的原因，也還是

得力於古生物學的研究居多。大哥開始研究中國寒武紀地質和古生

物三葉蟲在各層分布的關係，一九二四年發表《中日北都寒武紀動

物化石》一文，就很受地質界的重視。它是我國地質學者最早發表

的古生物論著，極具學術價值。我國三葉蟲化石以寒武紀為最發育。

他對上寒武紀特別注意，計增列七新屬，並詳分中國上寒武紀為長

山期及鳳山期，都為前人所未發現。通過調查，他對於一些地區的

中寒武紀、下寒武紀分層做了糾正。他首撰文證明三葉蟲存在於中

國中部的奧陶紀。威里士原來認為寒武紀、奧陶紀之間沒有什麼間

斷，可合起來稱為震旦紀，現在已知二者之間僅是明顯的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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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系主任多年，算得上是擔任系主任職務最久的一位。他熱心

教學，提倡研究，延聘專家學者充實教學陣容，使北大地質系培養

的學生人才輩出，北大地質系聲譽蒸蒸日上，不但在全國地質系中

居於領先地位，而且在國際間成為一流的地質學培訓中心。曾有人

推薦他擔任理學院院長，他都婉謝了。他實在不願離開多年與共的

地質系，所以始終是北大的一位資深教授和系主任，倍受學生們的

愛戴。

大哥一生勤於教學、研究，無論在教室、實驗室以及從事國內

外的地質考察和調查工作，都是腳踏實地去做。可惜他沒有寫日記

的習慣，不然我們在紀念他百齡誕辰的時候，不是有更多豐富史料

可供參考嗎？

滄海桑田其來有自

我和大哥在年齡上雖有一段差距，可是每當相聚的時候，總覺

得他那麼平易近人，和我總是有說有笑，絲毫沒有一點看不起小弟

弟的樣子。每當他回家省親的時候，我們家庭就大大地熱鬧起來。

他喜歡帶我們登上家鄉城牆頭遠足，到城外東北方的泰山廟、文游

台等名勝地方去遊覽，我覺得跟在大哥後面有登高而小天下的感受。

同去高郵湖濱散步，看日出日落便覺得胸襟開闊許多，同時也拓寬

我的宇宙觀和視野不少。我們一路上談談說說，其樂融融。他告訴

我古人所說「滄海桑田」的話，都是由化石方面觀察出來的。像唐

朝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中所說：「海中揚塵」、「東海之為桑

田」的話都是因為麻姑山東北石中有螺蚌殼，才推想到從前是海，

現在變為桑田的。又如《朱子（熹）語錄》中也說：「嘗見高山有

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殼即水中之物，下者卻

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這是從化石推到滄桑變遷，又推到

岩石的生成了。朱子又說：「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

便是水泛如此。」更推論古代地殼是由半流體的岩漿凝固而成。這

是我們古代學者早有地質學觀念的事例。

我知道《山海經》這部怪異書的名字，也是從大哥那裡知道

的。他說：《山海經》實際上是一部古代地理誌和博物誌的書。這

部書除卻動植物外，竟是一部石譜。有金屬礦，有非金屬礦，還有

各種怪石，各式堊土，真是無奇不有，這都算得是地質學的部分。

至於那些怪獸，確是無稽之談。承大哥不棄，還對我講些地質學和



古生物化石的拉丁文學名。我問大哥：「這些拉丁文學名都很難記，

你講課時會不會忘記？」他笑道：「這些學名，我閉著眼睛都能說

得出來。」

我們兄弟知道大哥是研究三葉蟲專家，喜歡稱他為「三葉蟲大

哥」以示親熱。他有時也給我們看那些藏有蜘蛛或其他昆蟲的琥珀。

現在我身邊仍藏著幾塊三葉蟲化石，也表示對大哥的懷念。此外我

還有古生羊齒植物鳳尾草、木材、螺殼和澎湖文石等化石以及一些

礦石，如歐洲阿爾卑斯山紫水晶、澳大利亞粉紅色水晶、伊朗玉石

各式瑪瑙和「愚人之金」（硫化鐵礦石）等，都是我旅遊世界各地

所收集的。我也不知道這興趣是否由於大哥的啟發所致。再有，大

哥出國考察或參加國際地質會議回來，常帶給我一些外國錢幣，引

起我收集中外錢幣的癖好和興趣。

吳大猷院長話當年

大哥和大嫂楊蕙芳（後改名為方）結婚，是在我讀中法大學藥

科時。大嫂是浙江湖州經營絲綢世家，家在上海。他們結婚前曾到

中法大學看我。我見她風華綽約，聰慧能幹，也和藹可親，我想大

哥今後真是有福了。大嫂對我說：「你大哥與石頭為伍，一輩子不

會發財。不像你學藥學，碰到的藥品就是錢，將來不愁錦衣玉食。」

我說：「大哥從石頭裡總會找到金礦的；不過他在學術上的聲譽遠

比金礦的價值還高！」我知道大哥的個性木訥，不善言辭，便私下

問大哥他倆怎樣會結合的，大哥於是告訴我，他們原是多年相識，

後來大嫂感染了猩紅熱，病情嚴重，住院治療。大哥不顧感染危險，

每天都到醫院去探視，陪伴在她身旁。大嫂病癒後為大哥真情所感

動，才答應嫁給他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陪大陸幾位學者去訪問台北市的中央研究

院，當時的吳大猷院長特別設宴款待，席間他告訴我有關大哥大嫂

在昆明西南聯大的一番盛情。在抗戰時期，內地的生活非常艱苦。

西南聯大剛在昆明成立，校舍房屋短少，不敷應用，教職員也沒有

適當的宿舍居住。不少教授帶著眷屬只好住在像禮堂一類的大通間

裡，用布帘分隔著做成了蝸居。當時吳大猷教授和他的老師饒毓泰

教授兩家也都住在通間的大宿舍裡。大哥因為是系主任，能分到一

間有臥房的住所，饒毓泰夫人是我大嫂的好友，大嫂便請饒夫人和

她同住，大哥便出來和饒教授一起住在通間裡。事隔多年，吳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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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總忘不了大哥大嫂當年的一番盛情，所以特地把這個故事講給

我聽，大家感嘆不已。

幾十年過去了，有關大哥許多生活瑣事猶歷歷在目，回憶中倍

感親切。大哥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不忮不求，終生獻身學術研究和

培植地質人才，不及於私。他的典範一直留在我的心中。(編按：孫教

授對兄長敬愛，對弟妹友恭。尤其以大哥孫雲鑄為典範。孫教授遺作「縱橫地質學

界五十年─大哥孫雲鑄教授」轉載自中外雜誌1996年10月號第60卷第4期。已於

2005年4月19日徵得中外雜誌同意轉載於紀念專輯。）



258

著

述

選

錄

懷念陳瓊雪教授

在我們藥學系教師中，陳瓊雪教授可算是學經歷很完整的一位

教師，自從民國四十六年自台大藥學系畢業（第一屆）獲得藥學士

學位後，先後又獲得美國普渡大學碩士學位和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

位。再自本校畢業後，即擔任本系助教、講師，然後昇任副教授、

教授；在這時期並兼任藥劑科主任，和藥學系以及藥學研究所主任

多年。在這四十多年來，除了兩次出國進修外，從沒有離開過教學

崗位。在認真教學，研究，以及擔任教育行政工作外，還擔任中國

藥學會秘書長以及理事長（現任）職位，努力推進會務，提倡學術

研究，並和中華民國藥師全國聯合會協力推展「醫藥分業」計畫，

更與國際藥學協會（F.I.P.）及亞洲藥學協會 （F.A.P.A）密切聯繫，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極著成效。此外更受衛生署委託辦理藥事人員

繼續教育訓練，協助藥政工作，考選部藥師考選事項以及擔任教育

部醫教會藥學教育小組召集人等，備受各方敬佩與讚許。

陳教授是一位有深度，有廣闊的胸襟，宏觀意識，富有責任感

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對人處事恭順有禮，不僅是一位優良教師，

即是對於家庭，也克盡職責，協助夫婿劉秋生先生發展製藥工業

（劉先生曾任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理事長，現任製藥技術發展中

心董事長），教導子女學有所成。當她在1972年修畢碩士學位後，

因為孩子還小，教養需人，所以沒有再進修博士學位即決心返校。

及至1986年，她因孩子已較長大，所以就再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博

士學位，專事研究「組織培養」。這種對學識竭力追求的毅力和勇

氣，實在值得敬佩。

陳教授除教授生藥學課程，指導藥學研究所學生研究工作外，

並發表抗瘧藥鴉膽子、青蒿及其他中藥之組織培養以及有效成分分

離研究與合作研究之論文約四十多篇，成就卓著，備受學術界重視。

陳教授對增設中藥科學研究所及臨床藥學研究所之策劃與推展亦多

所努力。不幸中藥科學研究所未能獲准成立，但臨床藥學研究所已

經教育部獲准成立，並可於下學年度即可開始招生，足以告慰！

陳教授對於在校同學倍加愛護，盡力輔導其學業與生活，善盡

導師責職。學生倍感陳教授之親切照顧，常暱稱之為「陳媽媽」。

再陳教授與歷屆資深系友亦多所聯繫，成為系友與母系之聯繫橋

民國 8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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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今陳教授即將退休，希望她本過去愛護本系所之精神，退而不

休，繼續為本系所之發展多所建議與協助。同時希望在校師生亦能

對陳教授過去對教學與服務之卓越貢獻，常懷崇敬與感念，實所至

盼。

我和藥學系、藥學研究所之淵源較深。當民國四十二年創系

時，即看見一位年輕女性懷著熱忱進入本系攻讀藥學，差不多經過

半世紀時光，從求學到任教，於今這位鬢髮飛霜的陳教授即將退

休，真有無限感慨與懷念！昔人詩云：「歲月悠悠人自老，年華冉

冉日初長」，讀了這兩句詩，不免令人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感。

按照我國習俗，以虛歲計算，那我今年已屆米（八十八）壽之年了。

真想能再過幾年能看到藥學院成立，才能了卻心中一樁大願。

如今進入了新世紀，各方面的競爭會更趨劇烈，藥學教育亦復

如此。我們要保持在藥學教育界的領導地位，必須善用我們的智慧，

發揮堅忍苦幹的精神，鍥而不捨的努力，才能期有所咸。如今，一

些資深教師也一一退休了，這發展本系、所的重責大任就落在我們

在校師生的肩上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諸君共勉之。(陳瓊雪教授

榮退紀念專輯，民國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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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學系任教憶往

台灣自光復以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繼續培植醫學人才，那

時卻沒有藥學校的設立。國防醫學院藥學系雖為僅有的藥學校，但

因該校旨在造就軍藥人才，為軍中服役，無法對社會作額外服務。

另由日本留學回國的藥學人才為數有限，自大陸來台的藥學人士數

目也不多，所以極感藥學人才缺乏，不能適應社會的迫切需要。民

國四十年中國藥學會同仁深感發展高等藥學教育的重要，便聯合台

灣省藥師公會（當時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尚未成立）去向

教育部請求在台灣大學內設立藥學系。同時發動向藥界捐款新台幣

五十萬元作為支援，並向教育部、教育廳和台灣大學錢思亮校長等

有關方面奔走陳情。當時台灣大學經費還是由台灣省教育廳撥付的，

所以我們也特別請省教育廳長陳雪屏氏幫忙協助。那年台灣大學向

教育部申請設立的新系計有七個，藥學系是其中之一。最後教育部

於四十二年初只核准成立藥學系。可見台大藥學系確是經過難產才

誕生的。

民國四十二年時期，政府財政困難，教育經費支絀，教育部雖

然核准台灣大學在醫學院內成立藥學系．但不給經費和教職員名額，

要台灣大學自行設法勻支經費，調派名額，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中國藥學會同仁獲知教育部核准台灣大學成立藥學系的事，至感欣

慰。至於如何籌設藥學系問題，那就是台大醫學院的事了。當時醫

學院院長是杜聰明博士，他專長藥理，對於中藥研究也頗感興趣，

所以對於藥學系的設立，倒也表示贊同。

我在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受聘到台大醫學院任教，剛進台大就是

正教授名義，敘薪六○○元，而且新任教職，就派送赴美考察藥學

教育一年，這在台大醫學院是史無前例的。其實我因在衛生署製藥

廠服務12年，對藥學技術及行政一切都已累積若干經驗，而且待遇

也比較優厚，原不想離開。卻是因為劉瑞恆部長之命，不敢違抗，

不得已才勉強答應擔任教職。不過對於台大藥學系的催生，我也確

實付出相當力量。因我當時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因此，我有一

種使命感促使我對藥學教育要作一些貢獻。在早年那種局面，要創

辦一個藥學系也確實困難。就當時情況來說，可謂一無所有，一切

都要去爭取。對我來說，倒是一項具有意義的挑戰。我既然承諾下

民國 9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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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得勇往向前，不能退縮了。

籌辦藥學系，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費、教師名額和校舍等問

題。我向錢校長請求大學經費裡能撥給我們適當的開辦費和應有的

教師名額。我向杜院長請求幫助解決校舍問題。杜院長回說在醫學

院裡找些舊房屋修理一下就可使用了。我覺得那些舊房屋都不堪使

用，於是便請劉瑞恆部長介紹我去見經合分署衛生組組長  Dr. 

Peterson。我設計一份「藥學大樓」建築藍圖和預算，請美國經合

總署撥助美金十五萬元，台大方面也籌措相對款項美金十五萬元共

計美金三十萬元作為建築「藥學大樓」經費。Dr. Peterson因為知

道美國藥學院的規模，他很贊同我所提的計畫，並且一同研究商討

「藥學大樓」的設計，會同察看校舍用地，真是盛情可感！第一個

選擇校舍建立的地點是在醫院園區內，第二個選擇即在中山南路五

號原熱帶病研究所舊址（現在教育部大樓所在地）。我將籌建「藥

學大樓」計畫送請美國經合總署准予補助美金十五萬元以利興建。

結果華盛頓方面回覆因限於經費，只能補助美金五萬元作為購置教

學設備及圖書之用。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只得應用經合總署補助款

美金五萬元和我們藥界捐款新台幣五萬元（原預定捐募目標是新台

幣五十萬元，結果只募得五萬元）購置部分教學儀器（包括顯微鏡

及精密天秤等），參考用圖書及教科書等項。後來我向劉部長報告

「藥學大樓」興建計畫未能成功，請杜院長負責解決藥學系校舍問

題。杜院長那時還兼任藥理學科主任，於是同意將藥理學科前面一

幢樓房的部分房間讓給藥學系作為校舍。後來藥學系得到大學本部

撥給經費添建延續部分房屋方始勉敷應用。

那時教育部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就借用台大醫學院一幢逾齡

的二層樓辦公大樓和一些房屋作為辦公場所。教育部部長張其昀急

於自行建造教育部大樓，但當時中央機關不能編列建築經費，於是

便和我向台灣大學商量借用興建「藥學大樓」名義，由台大編列預

算建造，借與教育部使用。當大樓完工以後，對於安裝電梯及裝修

工程等仍用「藥學大樓」名義招標。教育部借用「藥學大樓」迄今

已逾四十餘年，仍無意歸還台灣大學。據聞那座教育部大樓（藥學

大樓）現已不敷應用，許多部屬單位分散在外面辦公，極為不便。

就今日情況而言，教育部實在應該自行編列經費興建「教育部」大

樓集中辦公，作一勞永逸，長久之計才是。在成長中的藥學系和藥

學研究所一直等待能擁有自己的「藥學大樓」，何日能實現此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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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實遙不可期，能無感嘆！

辦學的首要事項是釐訂適當課程表。我們所擬台大藥學系課程

表自以教育部三十六年公布大學院系藥學課程表為依據，再予適當

增減以適應需要；惟冀台大藥學系的教學能達到高學術性的大學水

準而非偏重在實用性的藥學方面。再者，醫學院的醫科已具有良好

基礎，辦理完善，備受社會人士讚譽，新辦的藥學系決不能落於人

後。

藥學系的教學也和醫科一樣屬於通才教育，學生畢業後，可能

適應藥學方面各項工作，如欲專精於那一種藥學專門科目，可進研

究所深造，或從工作中吸取學識經驗，則五年、十年後，一定也會

學有專精，成為專家或領導人物。藥學系課程以一、二年級講授基

礎課程，三、四年級講授藥學專門課程為原則。以台大藥學課程和

美國課程相較，互有短長。我們課程的特點是讓學生在基礎學科方

面得到良好根基，然後修讀藥學專門學科，自能應付裕如。

譬如在大一時，修讀高級數學微積分對於研習高深藥學或其他

學科便有很大幫助。課程中所有理、化、生物科學，以及藥學技術

學科都是講課與實驗並重。我們每週上課和實驗共計五天半。而且

排課緊密，幾乎沒有空堂。美國每週只上課五天，且空堂很多。他

們的藥物化學，生物化學課差不多都沒有實驗，數學課程度較低。

九成以上學生的興趣在實用藥學方面（pharmacy practice），但

研究所（Graduate Schoo1）辦理較有成績。民國四十四年夏季

曾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院長Dr. Leuallen來台三個月，請

他對台大藥學系作一評估，他認為我們的課程相當完備，不過稍為

繁重，學生負荷較重，缺少自修時間。

在藥學系初創時期，對於師資羅致實感困難。台灣大學對於教

師的任用資格，一向要求很嚴。我因有藥學博士（D. Pharm. Sc.）

學位，曾在中法大學藥科擔任副教授，且有衛生事業人員簡任職資

歷。所以擔任教授沒有問題（經教育部核定發給教授證書），另外

請國防醫學院藥學系顧文霞女教授轉來台大講授生藥學及調劑學課

程（顧教授曾任國立北京大學藥學系教授），又請藥理學科許光淦

講師轉來擔任藥物化學課程。此外，許多留日回來的藥學人士都是

戰前三年制藥學校畢業，連學士學位都沒有，實在無法聘任。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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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說我排斥他們，真是為難之至。我又設

法請台灣大學化學系陳發清教授，台北工專吳樹閣教授來兼授藥物

化學課程，台大化工系許教授和勞侃如教授先後來教製藥工程，劉

秋生副教授講授藥劑學，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劉壽文教授兼授藥事法

規，譚增毅教授兼授毒物學，金明儒教授兼授生藥學。關於這些教

師的聘任，雖不能說是陣容堅強，但在當時，總也算是難能可貴的

了。所幸一、二年級基礎課程概由台灣大學本部文學院，理學院各

科教授負責，三、四年級的生理學、生物化學、藥理學、微生物學

（細菌學及寄生蟲學）則由醫學院各學科教授擔任，因此也減輕教

學上不少負荷。不過這些共同科目教授兼教其他系科學生，班數眾

多，難免不能專注。所以我特別去拜訪這些教授，當面說明這些基

本課程對於藥學的關係，請他們在教學上多多照顧。譬如物理學中

的力學自然是最基本、重要的部分，但是電學和光學對藥學的關係

較為密切，便請物理老師加以注意。還有，數學系的微積分和化學

系的有機化學教師又特別嚴格，常有多數學生考試不及格，我也去

請這幾位老師如何能幫助一些成績比較差的學生把書念好。在醫學

院的共同科目中，我請細菌學科教授在細菌學實驗中訓練學生做滅

菌試驗，無菌操作技術以及示範抗生素效價測定方法等。此外，更

請藥理學教授在藥理學實驗中包括毛地黃（digitalis）效價的生物測

定法。我真感謝這些教授們所給予的協助。

自藥學系成立以後，台大附設醫院組織章程即應我們要求加以

修改：將藥劑部門改為藥劑科與醫院內醫療單位各科平行。藥劑科

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需由藥學系教授兼任。另組藥事委

員會（Pharmaceutical Committee）由醫院副院長一人擔任

主席，藥劑科主任為執行祕書，醫院裡幾位大科主任、藥學系主

任、藥理學科主任都是委員。委員會定期開會，研討醫院內醫療用

藥種種技術問題，是一個學術諮詢性質的委員會。另外刊行台大醫

院處方集（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ormulary; 

NTUHF）作為醫院內醫療用藥的準則。關於編印首版「台大醫院處

方集」，各科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要設法溝通意見達成共識，實

在煞費周章。醫院藥劑科成立後，由顧文霞教授兼任首屆主任。顧

教授具有在國立北京大學、國防醫學院二處的任教經驗，尤以在國

防醫學院時期，習於軍事管理，所以到醫院去擔任藥劑科主任兼職，

也帶去一些軍事作風，對於推展工作，倒也便利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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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藥學系創辦初期，祇有我和顧教授二人是專任教授，在擔任

多種課程教學以外，還要兼管行政事務，實在忙迫異常。所幸台大

錢思亮校長，醫學院杜聰明院長、魏火曜院長都給予藥學系最大的

支援。還有醫學院的嚴智鍾教授、葉曙教授、方懷時教授、李鎮源

教授、董大成教授等也都給予很多指教和協助，實在銘感萬分！

我因在衛生署服務十二年，略有一些技術和行政方面的任事經

驗，所以推行教學和系務工作，還能應付裕如。藥學系經過幾年慘

淡經營，也在穩定中奠定基礎。直至民國四十六年藥學系第一屆學

生畢業時，真有歷經多年辛勤耕耘，乍見收穫一樣的喜悅！前任藥

學系系主任陳瓊雪教授即為當年第一屆系友，她在畢業後留校擔任

助教，二次出國深造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一直在教學及研究工作

上勤奮努力，經講師升任副教授而教授，最是大家尊崇的一位老師。

此外第一屆王清珠系友、魏如圭系友也都留下來擔任助教。我們也

為前幾班畢業同學特別向各方面推薦，他們都能努力工作，事業有

成。很多系友畢業後出國進修。民國五十九年王光昭博士首先返系

任教。嗣後江雪卿、陳春雄、陳瑞龍、余秀瑛、許松勇、林淑芬、

黃金鼎、王惠珀、程正禹、李水盛、楊雅雯、翁苑菲、高純琇、陳

燕惠和孫紹文諸位系友均在國外學有所成或在職保送出國進修，獲

得博士學位，先後返回母系任教，使得藥學系教師陣容大為加強，

教學和研究工作乃能逐漸蓬勃發展。另一方面陸續聘請美國多位教

授如Prof. Ramstad, Prof. Borke, Prof. Y. P. Sun, Prof. Parrott等

來系擔任客座教授幫助教學，受益良多。

台大藥學系成立以來，顯得生氣勃勃，不斷成長發展。特別是

藥學系系友學成回來，擔任專任教職，在提昇教學品質方面幫助很

大。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獲准成立藥學研究所，開始招收碩士班研究

生。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更獲准招收博士班研究生。自此藥學系畢業

生留在國內讀研究所者日漸增多，這是一種好現象。歷年台大藥學

研究所畢業生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者已在一百人以上。民國七十六

年七月第一位國家藥學博士誕生。這是台灣發展高等藥學教育的一

個里程碑。我們還要繼續向前邁進，以期達到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水

準。

現任系主任陳基旺教授對教學與研究卓然有成，努力系務發展

不遺餘力。希望其敦促群倫奮發圖強，締造更卓越業績，俾今日國

立大學中唯一之藥學系早日提升為藥學院，則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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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同學之請在三十週年系慶時，寫了荀子勸學篇中的幾句話

來和大家共勉，詞曰：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這說明為學不可停止。藍草經發酵後才產生靛青。靛青（

indigo）的藍色卻比藍草的藍色還深。冰是由水製成的卻寒於水。

希冀我們系友後學者超越前人，學生要比老師還優越才好。我覺得

引用荀子的話來勉勵大家，頗具意義。

民國七十二年適為我在台大藥學系任教滿三十年，年屆七十退

休之時，我看到藥學系能有如此蓬勃發展情形，深感欣慰！同學們

特別贈送給我一只仿古青花大瓷瓶作為紀念。我把它放置在住所客

廳中，朝夕都能看到，對同學們的盛情，時時不能忘懷！

茲逢本系成立五十週年，應邀書寫感言一文，欣慰之餘，爰綴

數語以誌感懷，詞曰：

藥能壽世　學以惠民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蓋發展藥學教育旨在濟世惠民，任重而道遠，必也勤勉奮發以

求卓越，乃能期於有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今日吾人應以「知足乃辱，知止乃殆」為戒，願與吾輩師、

生、系友共勉之！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時年九十

(景福醫訊，第21卷第1期，民國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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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Address

Your Excellency, Minister Li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Dr. 

Wang, Director General,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Dr. Winters,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 ique  ( Internat ional  Pharmaceut ical  

Federation), Dr. Taningco, President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Your Excellencie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have the honor to extend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5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our hearty welcome to you all.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 was founded in 1964. It is most meaningful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Federation in the 

occasion of Taipei Congress of 1974 today.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o this Congress is more than 1,000 until today.  

The number will be little increasing in today and even 

tomorrow.  This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all the member 

countries are extending their full-fledged support to this 

Congress.  The more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are, the 

more prosperous the Congress will be.  We believe that 

your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assured success of this congress.

It is just as the theme of the Taipei Congress "Research 

Towards Universal Progress in Pharmacy."  It is our aim in 

the Congres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harmacy in both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fields.  It might seek out 

workable solutions to the noble tasks for the protection 

ofhealth of all our people.  We are fortunate in that there 

is one thread of unity through all that we do and  

民國 6 3年

267

宣

讀

論

文

及

演

講



transcending all national interests.  It is no doubt the Taipei 

Congress of 1974 is a milestone on the road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our hopes and aspirations of Asian health 

through Pharmacy.

I should like to see this Congress move from the realm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technique to the realm of 

immediate and direct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I should like to see these things 

happen, not one month, one year or one decade from our 

adjournment, but because our people's needs are not 

tomorrow, but today.

We do hope we have a good time for the Congress.  

The climate is fine here in these days, but we can't expect 

that the typhoon would come.

Hoping all of you will enjoy the stay in Taipei, and 

good health to you,

I thank you.

(Proceedings of 5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 1974, Taipei,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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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抗生素原料自製可行性研究報告

藥用抗生素原料自製可行性研討會會者報告：

台大藥學系孫雲燾主任：

一、醫療藥品中抗生素之用量所佔比例最高，就台灣地區民國

六六年全年藥品用量中，抗生素類藥品銷售金額（三一、八九五、

○○○美元）約佔總金額（一四二、六三四、○○○美元）之二一．

六四％。

二、目前台灣備有台灣氰胺公司新竹廠用醱酵法製造

Tetracyclin類抗生素，其餘多家藥廠用化學合成法製造綠黴素

（Chloramphenicol），另由國外輸入6-Aminopeicillanic半合成

Acid Ampillin Cloxacillin等Penicillin類抗生素。綠黴素雖係廣效

抗生素，但毒性較大，不宜廣用於一般傳染病。民國六十三年至六

十六年間各種抗生素用量均有增加，但綠黴素乙項卻未見增加。

三、在東亞國家中，日本首先用醱酵法生產抗生素，據報告一

九七三年日本抗生素總生產金額約八億七千餘萬美元，其中輸出約

二千二百餘萬美元。近年來韓國亦開始用醱酵法生產多種抗生素。

台灣因受化學原料供應之限制，發展化學合成藥品工業較為困難，

但對發展由醱酵法製造抗生素之可能性較大。在生產初期，可能成

品價格較國際價格為高，政府可用保護政策如限制國外同類抗生素

輸入，以扶植新興抗生素藥廠。

四、關於國內創立抗生素製藥廠，確屬當前迫切需要，宜由有

關機關單位儘速成立籌備會，充分籌措資金，作市場調查決定生產

抗生素種類，向美、日、意等國洽購專利製造法以給付權利金方

式，利用外國生產技術，迎頭趕上，可望於短期內即可生產。自製

抗生素原料之好處為擁有充分自主權，且可再求發展，不受外人之

控制。(醫藥新聞，第1528期，民國68年1月10日)

民國 6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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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 3年 Address of Dr. Yun-Tao Sun

His Excellenc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r. Lee Teng-Hui, His Excellency, the Minister of 

Interior, Mr. Wu Po-Hsiung, Dr. Ti-Yuan Le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Mr. Bedat, President of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 Dr. Echauz, 

President of FAPA,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e wish to 

extend to you a very warm welcome for participating this 

10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ponsored by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Our FAPA was founded in 1964.  It is most 

meaningful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ederation of the occasion of 1984 Taipei Congress.

 The time is passing so fast, we remember very well 

that the 5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was held in Taipei in 1974.  Now, the FAPA is growing up to 

attend an adult age.  We hope the 1984 FAPA Congress is 

milestone on the road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our hopes 

and aspirations of our health through pharmacy.  It is just 

the theme of this Congress revealed: "Advanced 

Pharmacy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It is our aim in the 

Congres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technical knowledge 

in different fields of pharmacy and discuss the programs of 

common interest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pharmacy 

in both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fields.  It might seek out 

workable solutions to the noble task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f our Asian and Pacific people.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o this Congress is more than 1,200 until today.  

The number will be little increasing in today and ev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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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  It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all the member 

countries are extending their full-fledged support to this 

Congress.  We count on your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make the Congress great and success.

We have developed a broad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the Congress.  Besides five plenary symposium lectures, 

132 paper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scientific section 

symposium, and meetings of the professional sections.  

There are 14 posters.  Both the scientific section symposia 

and scientific section consist of the presentation of 

scientific papers on the topics of pharmaceutics, 

biopharmaceutics, pharmacokinetics, pharmacology,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pharmacognosy, drug analysis 

and drug metabolism, etc.. The Community Pharmacy, 

Hospital Pharmacy, Industrial Pharmacy, Drug Marketing, 

Pharmaceutical Jurisprudence, Pharmacopoeia & 

Phytopharmacy,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s well as Military Pharmacy & Emergency Sections consist 

of sessions with presentation of papers and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s of professional pharmacy fields.

In addition to the symposia and section meetings, the 

theme of this Congress is manifest in the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in dep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osmetics, devices and 

pharmaceutical machineries will be held at the Shung-

Shan CETDE Exhibition Complex, just next to the Shung-

Shan domestic Airport, with the opening on November 21 

at 15:30.  The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is open to the 

Congress participants and also to the public.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at your participation will be a pleasant and 

memorable one.  You may be sure that the progra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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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is arranged to your satisfaction and interest.  The 

social events will show you the best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both old and new.  Please fell free at home during 

your stay here and let us know of any assistance you nee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you.

 May the Congress be successful.

 With best wishes for your health and happiness.

 Thank you.

(Proceedings of 10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 1984, Taipei,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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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增設
藥學科計畫書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說明

查台省向無藥科學校及牙科學校之設立，現在本省之藥劑師及

牙科醫師，除少數係由大陸來台者外，其餘則皆為光復以前在日本

大學「藥學科」或「藥學專門學校」及「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之畢

業生。光復以來，台省既尚無此兩科之學校設立，補充乏人，故藥

劑師及牙科醫師之人數，無法與一般醫師保持相當比例。本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省立各縣市醫院及各機關醫務室遂均感藥劑師及牙

科醫師之缺乏，無法補充。且台省各地有西藥商約五○○戶，西藥

種商六一三戶，藥品零售商約二○○○戶，以及多數之製藥工廠亦

咸感缺乏藥劑師主持，影響所及，實為全省保健衛生工作甚大之障

礙。

台灣省臨時議會，各縣市議會，台灣省藥劑師公會，中國藥學

會台灣省分會及台灣省齒科醫師公會，亦皆有鑒及此建議政府從速

在本大學醫學院增設該兩種學科，可以利用原有人員及既具設備之

一部分，較諸單獨創立，利便實多。

按現在從早設立上述學科，已須四年乃至六年以後始有畢業生

出而用世，揆諸此項人才在台省極感荒缺之情形，此舉已不容再緩。

尤以藥學方面人才，如前所述，最感迫切需要，茲請自四十一學年

度（即本年秋季）起，先行在本大學醫學院增設藥學科。計畫如左：

藥  學  科

  修 業 年 限    四年

  募 集 人 數    本年招生三○名「男女兼收」

  投 考 資 格    高中畢業

(一) 經 費 概 算

(1)設備費「包括修建，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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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儀器

化學藥品

課室實驗室傢俱

圖書

修建

總計

第一年度(元)

500,000

60,000

120,000

100,000

200,000

980,000

第二年度(元)

500,000

70,000

50,000

50,000

100,000

770,000

第三年度(元)

300,000

70,000

50,000

50,000

100,000

570,000

第四年度(元)

300,000

70,000

50,000

50,000

100,000

570,000

計(元)

1600,000

270,000

270,000

250,000

500,000

2890,000

 

四十二年度        四十二年度

  三五○,○○○     三○○,○○○

  四十三年度        四十三年度

  六三○,○○○    四七○,○○○

(2)經常費

項目

薪俸費

辦公費

總計

第一年度(元)

142,800

47,600

26,400

8,800

169,200

56,400

第二年度(元)

159,000

30,000

189,000

第三年度(元)

195,400

34,800

230,200

第四年度(元)

277,200

46,700

323,900

計(元)

774,400

691,100

137,900

122,500

912,300

813,600

四十二年度          同 上

（8-12月）        

七○,五○○元     七八,七五○元    

四十三年度          同 上

（1-7月）

九八,七○○元    一一○,二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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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學科教員編制表

第一學年

科目

國文

英文

拉丁文

微積分

普通物理學

普通化學

教授

1

1

副教授

 

1

1

1

講師

1

助教 計

1

1

1

1

1

1

第二學年

科目

普通動物學

藥用植物

分析化學

有機化學

德文

生理學

教授

1

1

1

1

副教授

 

1

講師

1

助教

1

1

1

計

1

2

1

2

1

2

第三學年

計九人

科目

生藥學

藥劑學

微生物學

藥物化學

藥理學

教授

1

1

1

1

副教授

 

1

1

講師 助教

1

1

1

2

2

計

2

2

2

4

3

計六人

計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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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年

計十六人半

科目

生理化學

植物化學

有機分析化學

藥品鑑定

藥律學

理論化學

衛生化學

工商管理

化學工程

毒物學

公共衛生學

倫理學

教授

1

1

1

副教授

1 

1

1

1

1

1/2

講師

1/2

1/2

助教

1

1

1

1

1

2

計

2

2

2

1

1/2

1

2

1/2

1

3

1

1/2

(三)教職員名額表

教員

職別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小計

員數(人)

11

13.5

3

17

44.5

職員

職別

事務人員

會計人員

助理技術員

公役

小計

員數(人)

4

2

10

12

28

共計七二‧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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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學科課程分配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目

國文

英文

微積分

普通物理學

普通物理學實驗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驗

拉丁文

三民主義

總計

講義時數

136

136

102

102

102

68

646

實習時數

 

102

102

204

計

136

136

102

102

102

102

102

68

850

講義學分數

8

8

6

6

6

4

38

計

8

8

6

6

2

6

2

4

42

實習學分數

2

2

4

科目

普通動物學

普通動物學實驗

藥用植物學

藥用植物學實驗

分析化學

分析化學實驗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德文

生理學

總計

講義時數

68

68

102

102

102

68

510

實習時數

 

102

102

204

204

612

計

68

102

68

102

102

204

102

204

102

68

1122

講義學分數

4

4

6

6

6

4

30

計

4

2

4

2

6

4

6

4

6

4

42

實習學分數

2

2

4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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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年

科目

生藥學

藥劑學

微生物學

藥物化學

藥理學

調劑學

總計

講義時數

102

136

51

85

85

459

實習時數

102

153

102

102

102

151

712

計

204

289

153

187

187

151

1171

講義學分數

6

8

3

5

5

27

計

8

11

5

7

7

3

41

實習學分數

2

3

2

2

2

3

14

科目

生理化學

植物化學

有機分析化學

藥品鑑定

藥律學

理論化學

衛生化學

毒物學

工商管理

化學工程

公共衛生

倫理學

畢業論文

總計

講義時數

34

34

34

17

51

85

51

17

51

34

17

425

實習時數

102 

51

102

102

102

102

102

663

計

136

85

136

102

17

51

187

153

17

51

34

17

102

1008

講義學分數

2

2

2

1

3

5

3

1

3

2

1

25

計

4

3

4

2

1

3

7

5

1

3

2

1

2

38

實習學分數

2

1

2

2

2

2

2

13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代電    )                     

 
受文者 錢校長 附件 附件隨文 

日期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抄送副本

機關 
 發文 

字號 (44)醫祕 第  649 號  
事由 為檢送藥學系新修訂課程表電請鑒核轉呈教育部核備由 

批示 提教務會議 擬辦 
呈核 
四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

決議「原則通過」 

 
  
 

   
              
                                     
 

一、據本院藥學系主任孫雲燾教授簽稱：「藥學系課程表前於四十三年一月

修訂後已報請核備在案（註：本院以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43)醫教字第109

號代電報請總區轉呈教育部核備）。茲以本院醫科自四十三學年度起已採用

劃期教學制度（Block System），例如大部分學年課程改為學期課程，而講課

及實驗時間並不更變，或少數課程就教學上需要，將授課時間稍予增減，目

的使學生對於課程之注意力較為集中。美國醫藥學校近年來實施此項劃期教

學制度後，頗著成效。藥學系亦擬自四十四學年度起採用此新教學制度，以

期與醫學院整個教學計劃，以及各種實驗設備密切配合。再四十四年七月至

九月，本校聘請美國哥侖比亞大學藥學院院長羅亞倫博士（Dr.E.E.Leuallen）

來校擔任藥學顧問，經本系與羅亞倫博士共同商討課程表，認為第三、四學

年之調劑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及理論化學等四課之講授次序，如予更調

，較為合理。至於原課程表中所列各種科目則未有變更，僅四學年修習學分

總數原為一七六學分，擬改為一六六學分，本系擬自四十四學年度起試行新

訂課程表。茲將該項修訂藥學系課程表，報請鑒核並轉請核備為禱。」

二、經提本院四十四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擬予試行

三、茲檢奉該新修訂藥學系課程表乙份，及四十三年一月修訂藥學系課程表

各五份電請  鑒核轉呈教育部核備

             附件如文

                                                                                          醫學院院長    魏火燿

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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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新修課程表報校文民國 4 4 年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藥學研究所籌設計畫

(一) 設所理由：

近代醫療進步，藥學上之研究與發明使若干病症能獲得有效治

療。關於植物藥品以及其他生藥之成份研究，不特對天然產物增加

瞭解，且可由於新成分之發現直接擴充疾病醫治範圍。更以中藥經

數千年之體驗應用，其確具療效者，亦宜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其成分，

並闡明其藥理作用。餘如藥物化學方面，研究以合成方法製備新穎

藥品，並研討其化學構造與藥理作用之關係。藥劑學方面研究藥品

之物理、化學性質及其變異對於藥效之影響。此外，對於抗生素以

及抗癌藥品之研究，亦為藥學研究上之重要課題。故今日發展科學

教育中，亟需加強藥學研究。

本校藥學系自民國四十二年成立以來，歷屆畢業生約有四五○

人，其中約有一二○人赴國外繼續進修，成績頗為優良。目前國內

大學尚無藥學研究所之設立。藥學系畢業生欲求在國內進修者，因

限於環境迄今尚無機會，殊覺可惜。茲為造就藥學專門人才及培養

藥學師資起見，擬於民國五十八年成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研

究所，而於五十九年秋季招生。

＊按藥學研究所……並不包括藥學各專門學科也。

(二) 教學及研究設備：

藥學系現有之研究實驗室及其設備暫時足敷研究所應用。實驗

室儀器設備除一般常備者外，其中主要儀器設備另詳附表（附件一

－主要儀器設備表）。此外每年可向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補助添購

圖書，及儀器設備等。

(三) 師資：

藥學系現有孫雲燾、顧文霞教授二人，包克、劉壽文、金明儒

兼任教授三人，許光淦副教授一人及陳瓊雪、余秀瑛講師二人。五

十八學年度擬聘請客座教授或副教授一至二人。以上教員擔任碩士

班主修課程及部分選修課程，其餘部分選修課程可請醫學院其他研

究所教授擔任。

民國 5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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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

本研究所之課程分主修科目及選修科目兩種。研究生應修學分

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

(1) 主修科目：

生藥學特論及實驗

(Pharmacognosy II and Experiment)　　　　　　　八學分

藥物化學特論及實驗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II and Experiment)　　八學分

藥劑學特論及實驗

 (Pharmacy II and Experiment)　　　　　　　　　八學分

上列三種任選一種

第二外國文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學分

專題討論 (Seminar)　　　　　　　　　　　　　　　二學分

專題研究（研究論文）　　　　　　　　　　　　　　 六學分

(Research in Pharmacognosy,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or Pharmacy)

研究生主修生藥學者應修讀生藥學特論，

其論文應為生藥學專題研究。

其主修藥物化學者應修讀藥物化學特論，

其論文應為藥物化學專題研究。

其究生主修藥劑學者應修讀藥劑學特論，

其論文應為藥劑學專題研究。

(2) 選修科目：

植物化學 (Plant Chemistry)　　　　　　　　　　　　四學分

化學療學 (Chemotherapy) 　　　　　　　　　　　四學分

物理藥學 (Physical Pharmacy)　　　　　　　　　　四學分

化學藥理學 (Chemical Pharmacology)　　　　　　二學分

生物檢定 (Biological Assay) 　　　　　　　　　　　二學分

應用微生物學 (Applied Microbiology)　　　　　　　二學分



免疫學特論 (Advanced Immunology) 　　　　　　二學分

病毒學 (Virology)　　　　　　　　　　　　　　　　 二學分

高級生物化學 (Advanced Biochemistry) 　　　　　 四學分

酵素化學 (Enzyme Chemistry) 　　　　　　　　　　四學分

分子生物學 (Molecular Biology)　　　　　　　　　四學分

細胞生理 (Cell Biology) 　　　　　　　　　　　　　三學分

儀器分析 (Instrument Analysis)　　　　　　　　　 一學分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研究所碩士班章程草案

第一條 本章程依照國立台灣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本研究所學生以國內外大學藥學系或獨立藥學院畢業，

獲有藥學士學位，經入學考試及格或教育部分發之外國籍研究生為

限。

第三條 研究生入學後應商承本研究所主任認定指導教授，其應

修習之課程及研究論文由本研究所主任及指導教授負責指導之。

第四條 研究生修習之學分連同研究論文不得少二十四學分，研

究論文為六學分。

第五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之科目不得補

考，但得重修一次，如重修仍不及格即令退學。

第六條 本所之第二外國文定為德文、法文、及日文三種，任選

一種。必要時得以其他外國文代替之。第二外國文為主修科不給學

分，但至少須修畢二年（每週二小時），成績及格。研究生選修德、

法、日三國語文以外之語文為第二外國文時，應得本研究所主任之

同意。

第七條 凡研究生已在大學本科修畢第二外國文兩年，最後兩學

期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於入學時得憑成績單申請免修第二外國文。

如在大學本科未修第二外國文，或所修第二外國文未滿二年或已滿

二年而最後兩學期成績不滿七十分，入研究所後應補讀適當班級之

第二外國文，隨班通過考試，成績滿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應行

補修，並於補修及格後使得續修次學期之第二外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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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研究生修業期限為二年，其有繼續研究之必要，經本研

究所主任同意並經教務長之核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但最多不得超

過四年。兼任本校助教之研究生修業期限為三年，最多不得超過五

年。

第九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依國立台灣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辦理。

第十條 研究生在本研究所修業期滿，修畢規定課程，並經碩士

考試及格，經報部核定畢業資格者，由本大學發給藥學碩士學位

證書。

附件一 主要儀器設備表

一. 研究用顯微鏡 (Research Microscope)　　　　　　二具

二. 植物切片組 (Microtome)　　　　　　　　　　　　一具

三. 精密分析天秤 (Analytical Balance)　　　　　　　四具

四. 熔融點測定器 (Precise Melting Point Determination 

Apparatus)　　　　　　　　　　　　　　　　　　一具

五. 柯氏顯微鏡用電熱台熔融點測定器 (Kofer's Hot Plate 

Melting Point Determination Apparatus)　　　　一具

六. 旋光度測定器 (Polarimeter)　　　　　　　　　　　二具

七. 折光率測定器 (Refractometer)　　　　　　　　　一具

八. 分光光度測定器 (Spectrophotometer)　　　　　　一具

九. 紅內線分光光度測定器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er)　　　　　　　　一具

十. 電泳紙張色層分析器 (Paper Electrophoresis)　　　一具

十一. 薄層色析器 (Thin-layer Chromatographic

         Apparatus)　　　　　　　　　　　　　　　　　 三具

十二. 層柱色析器及自動收集器 (Chromatographic Column    

and Automatic Fractional Collector)　　　　　一具

十三. 自動滴定器 (Automatic Titration Apparatus)　　一具

十四. 氫離子濃度測定器 (PH meter)　　　　　　　　　四具

十五. 空真旋轉式蒸發器 (Rotary Vacuum Evaporator)  三具             

十六. 冷凍乾燥器 (Freeze-drying Apparatus)　　　　　一具



國立台灣大學藥學大樓新建工程
原核准配置案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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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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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教育部對於借用「藥學大樓」案
按期（八十七年底）歸還台灣大學公文

簽 于台大藥學系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日

主旨：台大藥學系、藥學研究所為教學與研究上迫切需要，急

需收回「藥學大樓」以資應用。請教育部按照借用契約規定於八十

七年底將「藥學大樓」歸還台灣大學，並且教育部自行籌建「教育

部大廈」作一勞永逸大計，實所企盼。

說明：一、台灣光復後，中央政府遷台，當時教育部因無適當

房舍辦公，乃借用台灣大學醫學院部分逾齡房舍作為辦公場所。該

時教育部部長張其昀氏急於自行建造教育部大樓，但因當時中央機

關不能編列建築經費，乃向台灣大學商量借用興建「藥學大樓」名

義，由台大編列預算建造，借與教育部使用（當大樓完工後，對於

安裝電梯級裝修工程等均用「藥學大樓」名義招標），允於需要時

無條件歸還台灣大學。教育部借用「藥學大樓」迄今已近三十年之

久，藥學系孫雲燾教授於民國四十二年及擔任藥學系主任，於民國

七十二年退休後受聘為名譽教授，對於教育部借用「藥學大樓」經

過知悉甚詳。按教育部借用「藥學大樓」一事，乃係教育部與台灣

大學間之一項君子協定。昔日台灣大學協助教育部抒解辦公處所困

難問題，今日台灣大學藥學系及藥學研究所切需收回「藥學大樓」

以供自用，教育部在道義上自應體諒下情，早日歸還「藥學大樓」

為是。

二、台大藥學系及藥學研究所（現有碩士班及博士班），年來

學生人數增加，教學及研究工作繁鉅，深感教學與研究空間不敷應

用遠甚，故迫切需要收回教育部借用之「藥學大樓」以資應用。為

使教育部備有充分時間搬遷，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同意，允將

「藥學大樓」借用時間延至八十七年底，期滿不再續借，並以校總

一一二一號函送借用契約在案。懇請教育部對於借用「藥學大樓」

案，本誠信原則，按期（八十七年底）歸還台灣大學，以誠意解決

此一歷時多年之懸案，實深慶幸！

三、台大藥學系及藥學研究所師生、校友等對於監察院糾正案中

所稱「為國防部、教育部及國立編譯館等先後借（占）用台灣大

民國 8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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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多筆校地，非但逾期不與返還，其中或繼續長期違規借（占）用，

或逕行變更使用，擅專獨行，是違法佔用為當然，均有違法令，破

壞制度，悖於誠信原則，造成諸多困擾，招致非議，洵屬不當。」

等情，深感不安！唯恐教育部為長期使用「藥學大樓」計畫招受非

議糾正，有損大部尊嚴與信譽也。

四、國有財產局於八月二十四日召集教育部、財政部法規會及

本校等單位開會協商「教育部申請撥用藥學大樓土地事宜」，於會

中本系、所代表明確表達請教育部契約期滿即歸還藥學大樓，以應

本系所之迫切需要。今日政府經費充裕，全國上下莫不重視教育，

教育部理應編列預算，商請國有財產局撥用其他國有土地，自行興

建「教育部大廈」，作一勞永逸大計，實所企盼。

此呈

醫學院院長 謝

轉呈

台灣大學總務長 陳

台灣大學校長 陳

藥學系 藥學研究所 主任 李水盛

名譽教授 孫雲燾

教授 

王光昭　余秀瑛　江雪卿　陳瓊雪　陳春雄　陳基旺　陳瑞龍

王惠珀　

副教授　

程正禹　陳燕惠　楊雅雯　孫紹文　高純琇　林文貞

講師 

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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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推展會務。茲列五團體仲會員名稱如下：

1. Federated Pharmaceutical Service Guild of Australia

 （澳洲）

2.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New 

    Zealand（澳洲及紐西蘭）

3. Ikatan Apoteker Indonesia（印尼）

4. The Ind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印度）

5.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ospital Pharmacists（美國）

上述仲會員中Th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New Zealand將申請改為正會員。按澳洲及紐西蘭係位於太平洋

區之國家，彼等甚願與亞洲國家發生聯繫。

亞 洲 藥 學 協 會 之 組 織 包 括 ： （ 1） 大 會 （ G e n e r a l  

Assembly）；（2）理事會（Directorate）；（3）常務理事會

（Bureau）；及秘書處（Secretariat）。大會為亞洲藥學協會之

最高機構，由各種會員組成之。在大會中享有選舉權、表決權者計

有：1、正會員之代表；2、各國政府派遣具有藥師身份之代表

（ P h a r m a c i s t  d e l e g a t e s ）； 3 、常務理事會之會長

（P r r e s i d e n t）、副會長（V i c e - P r e s i d e n t s）及秘書長

（Secretary General） 等，以及4、各小組主席（Chairmen of 

Sections），在大會中有發言權者：1、名譽會長及名譽會員；2、

正會員；3、仲會員及4、通訊會員等。亞洲藥學協會現任會長為Dr. 

P.M. Taningco（菲律賓），副會長五人為Dr. K. S. Min（閔寬植博

士，韓國）Dr. Samarch Angsusingh （泰國）Dr. Y. T. Sun（孫雲

燾博士，中華民國）Dr. M. Ishidate（石館守三博士，日本）及Dr. 

M. W. Hong（洪文華博士，韓國――按照會章規定，藥學科學組主

席洪博士兼任副會長）。會長及副會長由理事會選出，任期均為四

年。現在任期自一九七○至一九七四年，迨一九七四年大會時改

選。另秘書長為Mr.  E .  D .  E sp inosa（菲律賓）各小組主席

（Chairman）及聯席主席（Co-Chairman）任期均為二年，則由

每屆大會各小組選出之。

亞洲藥學協會規定每隔二年舉行大會，在正會員國輪流舉行，

由邀請國會員籌備辦理。大會包括下列各小組，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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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學科學組（Scientific Section）

2. 社區藥房組（Community Pharmacy Section）――前稱

開業藥房組（Retail Pharmacy Section）

3. 醫院藥局組（Hospital Pharmacy Section）

4. 藥品市場組（Drug Marketing Section）

5. 藥典組（Pharmacopoeia Section）

6. 藥學教育組（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Section）

7. 藥學法規組（Pharmaceutical Jurisprudence Section）

8. 製藥工業組（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ection）

9. 公共衛生組（Public Health Section）

一九七二年大會決議於一九七四年大會時增設軍藥組（Military 

Pharmacy Section）。藥學科學組自第二屆大會起乃擴展為亞洲

藥學會議。亞洲藥學協會自成立以來，歷次大會舉行之時間及地點

如下：

一九六四年　第一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  菲律賓  馬尼拉

　　　　　　The 1st General Assembly of FAPA

一九六六年　第二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  日本東京

　　　　　　The 2nd General Assembly of FAPA

　　　　　　第一屆亞洲藥學會議

　　　　　　The 1st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一九六八年　第三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  韓國漢城

　　　　　　第二屆亞洲藥學會議

一九七○年　第四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  菲律賓  馬尼拉

　　　　　　第三屆亞洲藥學會議

一九七二年  第四屆亞洲藥學會議  泰國曼谷

我國為亞洲重要國家，鑒於歷次大會已先後在馬尼拉（二

次）、東京、漢城、及曼谷等地舉行，於是決定邀請亞洲藥學協會

於民國六三年（一九七四年）在台北市舉行第五屆亞洲藥學會議，

已得大會熱烈贊同決定。按過去每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與亞洲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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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合併舉行，二種會議名稱易使人玄惑不解，故自一九七二年起

僅用亞洲藥學會議單一名稱，而實質上仍為二種會議合併舉行。

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至九日第四屆亞洲藥學

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時，我藥學界計有孫雲燾、許鴻源、許林碖、

范祥安、陳玉麟、陳寬墀、廖俊亨、鄭水金、劉秋生、賴榮祥、李

輝炫、鄭楊彩霞、江美玉、郭金盔、王　耀、楊鸞鳳、顏克修、郭

縛、張天能、王明昌諸君本五十餘人參加，為參加歷屆大會人數最

多之一次。此次大會假曼谷市內Indra Hotel為會場。十二月四日上

午九時舉行開幕典禮，泰國總理他儂元帥，國際藥學協會（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會長Dr. Winters, 世

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代表Dr. Wallen，泰

國醫藥衛生機關首長，我國駐泰馬繼壯大使暨各國駐泰使節均應邀

參加典禮。泰國國家行政會議主席他儂元帥並繼大會主席後致詞。

開幕典禮中先舉行升旗禮，由各國代表引導各該國國旗入場，繼分

別介紹各國會員。此次參加大會會員有八百五十人。

開幕典禮後舉行特別演講，計有Prof. Zopf講：「藥學教育之將

來」（The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of the Future），Dr. 

Wallen 講：「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藥品品質管制之計劃」（WHO'S 

Program on Pharmaceutical Quality Control）以及Dr. Mills講：

「醫藥衛生教育」（Education of the Health Team）。四日晚間

在曼谷郊區玫瑰園舉行歡迎晚會，晚餐後並有泰國舞蹈、歌唱表演

以娛嘉賓。

十二月五日至七日各小組分別舉行討論會，並參觀藥廠、醫院

藥局、社區藥房以及曼谷市區各處名勝。藥學科學組宣讀論文三十

餘篇，提議加強藥學研究資料之交換及成立資料中心，並建議第五

屆亞洲藥學科學會議中舉辦「中藥之研究」專題討論會。藥典組討

論亞洲各國間藥品檢驗標準及編輯亞洲生藥集（注重藥用植物）事

宜。藥學教育組討論藥學教育年限，藥學科目及課程標準，藥師再

教育問題等。醫院藥局組討論臨床藥學（clinical pharmacy）是

否可以推行及如何辦理藥品資料供應（drug in fo rmat ion 

service）。製藥工業組討論藥品之穩定性及有效期限，藥品之品質

管制等問題。藥品市場組討論各國輸入、輸出藥品管制辦法，藥品推

廣及藥品價格問題等。社區藥局組討論醫藥分業與公眾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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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規討論部份藥品及毒藥、劇藥、及麻醉藥品之管制。公共衛

生組討論公共衛生教育、毒物檢驗、環境污染、食品及食品添加物

等各項問題。

十二月八日大會與理事會同時舉行，通過各項議案及各小組提

出之報告，隨即舉行閉幕典禮。閉幕典禮中由孫雲燾博士代表中國

藥學會致詞並歡迎各國會員於一九七四年前來我國參加第五屆亞洲

藥學會議。晚間惜別晚會中，迨燃放之焰火顯出「FAPA, 1974, 

TAIPEI」字樣時，乃結束此次盛大之第四屆亞洲藥學會議。各會員

於驪歌聲中互道「台北再見」而別。

六十二年初中國藥學會，中國藥學會台灣省分會，台灣省藥劑

師公會及台北市藥劑師公會為主辦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第五屆

亞洲藥學會議乃成立第五屆亞洲藥學會議籌備委員會辦理有關會議

一切籌備事宜。並經推定中國藥學會等四藥學團體理監事及台灣省

各縣市藥劑師公會理事長為籌備委員，孫雲燾教授為主任委員，林

明道處長，黃銅樹委員，許鴻源博士，蔡陳翠蓮女士，及范祥安先

生等為副主任委員，陳玉麟教授為秘書長。初步決定第五屆亞洲藥

學會議會期為六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七日。希望亞洲各國會員能有

五○○人前來參加而我國內藥學人士亦有五○○人參加，合組成一

千人之盛大亞洲藥學會議，在亞洲藥學史上佔一光輝燦爛之一頁。

(台大藥刊，第12期，民國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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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亞洲藥學會議紀實

亞洲藥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簡稱FAPA）係由亞洲自由國家全國性藥學團體組織而

成，於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在菲律賓馬尼拉正式成立。

其宗旨為加強亞洲自由國家間藥學組織之聯繫，促進藥學研究及藥

學事業之發展。目前亞洲藥學協會計有十二個正會員（ordinary 

member）。我國由中國藥學會（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代表參加該協會為正會員，其他正會員則

有韓國、菲律賓、泰國、日本、香港、印尼、以色列、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之全國性藥學團體，另有團

體仲會員及個人仲會員（associate member）。

亞 洲 藥 學 協 會 之 組 織 包 括 ： （ 1） 大 會 （ G e n e r a l  

Assembly）；（2）理事會（Directorate）；（3）常務理事會

（Bureau）；及秘書處（Secretariat）。該協會一九七八-一九八

二年任期之會長為Dr. Lourdes T. Echauz（菲律賓）、副會長五人

為Dr. Moon-Wha Hong（洪文和博士、韓國），Dr. Yun-Tao Sun

（孫雲燾博士、中華民國），Dr. Samardh Angsusingh（泰國），

Drs. Soekarjo（印尼）及Mr. James M. H. Lau（柳文海先生、香

港）另上屆會長為Dr. Morizo Ishidate（石館守三博士，日本），

秘書長為Dr. Jesusa A. Concha（菲律賓）。會長及副會長由理事

會選出，任期均為四年，各小組主席任期亦為四年，由大會各小組

選出去。

本次第九屆亞洲藥學協會大會（9th General Assembly of 

FAPA）及第八屆亞洲藥學會議（8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合併舉行，但簡用第八屆亞洲藥學會

議名稱，於一九八○年（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廿五日至廿九日在日

本京都市舉行。我國參加代表於八月廿四日抵達京都，八月廿五日

辦理報到手續並拜訪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主任，下午由亞洲藥

學協會副會長孫雲燾，中國藥學會理事長林明道，藥品市場組主任

陳寬墀及我政府代表李族祺等四位參加本屆大會第一次理事會。大

會於八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在京都市京都會館隆重開幕，計有一千一

民國 7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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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位來自亞洲各國藥師參加此一盛會。先後由亞洲藥學協會

會長Dr. Echauz致開會辭，大會籌備會主席日本藥學會會長石館守

三博士致歡迎詞，然後按照次序介紹參加國家之藥師代表，首先介

紹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位藥師給亞洲學界，我國代表全體起立揮手，

贏得各國代表熱烈掌聲，陸續介紹各國代表，計韓國八十八位，泰

國一百一十位，印尼五十位，印度三十六位，菲律賓三十位，新加

坡十位，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共十二位，美國十二位，巴基斯坦一位，

世界衛生組織（WHO）二位，日本七百位，共計有一千一百餘位參

加。除日本地主國外，以我國出席人數最多，首由四位日本音樂家

演奏古琴及笛子，隨後由來賓致詞包括日本厚生省大臣齋藤邦吉，

京都府知事林田悠紀夫，京都市長船橋求己，日本醫學會會長水野

傳一，京都商工會會長森下弘等。大會開幕典禮莊嚴而隆重，頗獲

與會人士讚賞，於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結束。

八月廿六日下午舉行特別演講，邀請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

區執行長Dr. Hiroshi Nakjima主講：WHO Drug Policies and 

Essential Drugs及美國衛生福利部主管公共衛生之副部長Dr. A. J. 

B. Brand主講：Primary Patient Care by Pharmacists in 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籌備會並舉辦藥品及醫療器材展覽會介

紹日本藥學科技及製藥工業現狀。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聯歡盛宴款

待與會人士。

本屆大會包括科學、醫院藥局、藥典……社會藥局等十組於二

十七、二十八兩日同時進行各組研討，藥學會均派員代表參加玆簡

述各組研討報告如下：

一、 科學組（Scientific Section）我國代表陳玉麟教授

科學組會議於八月廿七日上下午八月廿八日上午在日本京都市

傳統產業會館第四室舉行，主席為Keijiro Takagi（日本）、副主席

為Amorita V. Castillo（菲律賓）及Susumu Okabe（日本），計

有日本、中華民國、印尼、印度、美國、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及

奈及利亞等國會員約一百位參加。

本次科學組專題報告共有三十六篇，其中日本有十二篇，其次

我國有九篇，佔百分之二十五份量相當可觀，印尼五篇、印度四篇、

美國二篇，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及奈及利亞計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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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報告，除孫雲燾教授在藥典組及方森弘藥師在藥品市

場組另有報告外，在科學組中提出專題報告者計有下列七位：

（一） 陳朝洋教授：Structure of Niacinamide-Ascorbate 

Complex and its Stabilized Mechannism of 1-Ascorbic Acid 

Moiety.

（二） 楊玲玲教授：Studies on the Antibacterial Eva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I. "Huang-Iian-Ziee-Dwu-

Tang"

（三） 江雪卿教授：The Constituents of Paris Formosana 

Hayata.

（四） 陳春雄教授：New Germacradienolides from 

Eupatorium Formosanum.

（五） 金明儒教授：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some Triterpenols and Derivatives as Anticancer Agents.

（六） 周碧瑟教授：Statistics of Cancer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七） 陳玉麟教授：Residues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 

Insecticides in Sea Water and Sediments of West Coast of 

Taiwan.

以上七篇報告均具有學術水準，得到與會人士好評。

二、 醫院藥局組（Hospital Pharmacy Section）

我國代表陳瑞龍教授

醫院藥局組於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八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上午

在日本京都市京都會館舉行，主席為Tae-Sun Roe（韓國）、副主

席為Lydia G. Maglay（菲律賓）、Harmany（印尼）、Ryohei 

Hori（日本），參加小組會議者包括我國、日本、韓國、菲律賓、

泰國、新加坡、印尼等國代表，另外美國、澳洲代表列席國家。我

國出席代表為陳瑞龍、賴玉花、郭信江、宋樂亭、楊玉珠、林明芳、

楊遵聲、林淑清、蔡昭華、陳正雄、李幸美等十位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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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國代表報告：

（1） 印尼、日本、澳洲代表等報告該國醫院藥局之發展近況。

（2） 泰國及日本代表報告研究論文。

（3） 美國、日本、菲律賓代表報告有關臨床藥學教育問題。

（4） 日本代表報告最近在日本開發之新藥。

（5） 美國代表報告美國醫院藥局近況。

（6） 韓國代表簡介韓國醫院藥局概況。

（7） 我國代表向會員提供我國醫院藥局及臨床藥局之最近發

展資料。

（二） 小組論之決議：

（1）醫院藥師應參予更多臨床事務，提供更多服務，造福病

患。

（2）為提高醫院藥事服務之品質，各醫院藥局應建立藥品資訊

服務系統。

三、 藥典組（Pharmacopoeia Section）我國代表孫雲燾

教授

藥典組會議於八月廿七日上午在京都會館舉行，主席為Dr. 

Jesusa A. Concha（菲律賓）、副主席為Dr. Takanobu Itai（日

本）。亞洲藥學協會（FAPA）副會長孫雲燾教授（中華民國）經常

務理事會推派為藥典組及藥學教育組聯絡指導人。林明道理事長、

孫雲燾教授為中華民國出席藥典組代表。主席宣布會議程序，首為

專題報告，繼為國情報告及討論（Country Reports and 

Discussion），最後提案討論。

（一） 專題報告：

Motoyuki Fujii（日本）：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on Technical Innovations in Manufacturing 

Drugs.

孫雲燾博士（中華民國）：National &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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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ichi  Nakaj ima（日本）：Dissolut ion Test ing in 

Pharmacopoeia.

（二） 國情報告：

由我國代表孫雲燾教授報告：中華藥典第三版於本年（民國六

十九年）三月六日公布，同年九月六日生效，計正文收載原藥及製

劑六八三種，較第二版增藥品三四三種，刪除藥品二八二種，並說

明編修要點與特徵，且將所攜去日本之中華藥典一冊向會員展示觀

閱，倍受各方重視。

（三） 提案討論及決議：

（1） 收集資料積極進行編印："Specification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Asian Crude Drugs."

（2） 籌設藥品檢驗對照標準品（Reference Standards）實

驗室事宜。

（3） 請各會員國政府派代表出席本組下屆會議。

四、 藥事法規組（Jurisprudence Section）我國代表許章賢

藥師

藥事法規組會議於八月廿七日下午在日本京都市京都會館舉

行，主席為Dr. Pakdee Pothisiri（泰國）、副主席為Mr. Kumeo 

Shirota（日本）。

（一） 主席報告：

（1） 本組已獲大會理事會支持撥款美金伍百元作為活動基金。

（2） 以主席為連絡中心成立永久資料交換系統，由各國推選

代表提供各國有關藥事法規最新資料，由中心收集後影印傳送各國，

以便互相參考比較及建議改進。

（二） 國情報告及討論：

（1） Mr. James M. H. Lau（香港）：

香港在今年七月廿三日通過藥事法規中已經開始成立委員會管

理藥商及藥物之進出口業務，同時除委員會之外另有訴願法院以超

然地位審理對該委員會不服之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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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r. Kumeo Shirota（日本）：

報告日本厚生省為確保藥物安全及生理效驗對藥事法加以部分

修正，此外更報告去年十月完成立法之「不良藥物反應受害者賠償

基金法」，頗受各國代表及現場聽眾之重視。

（3） Dr. Rosario C. Tan（菲律賓）：

關於藥品銷售上使用通名（Generics）即之專題論文，指出使

用通名之優缺點，其優點為可以從每年十八億菲幣之藥物開支中節省

七千萬菲幣，避免許多不必要之廣告浪費。研究指出在政府登記之二

五○○種品牌藥物中，其實只有二○○種處方而已，譬如

Tetracycline有八五個品牌，Penicillln有九○個品牌，Ampicillin有

五○個品牌，各品牌互相競爭之結果只能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最後舉例說明中華民國由於已開始實施藥物使用通名之政策以及部分

醫師在處方上使用通名藥品，在節省醫藥費用上已經發生功效。

這個研究報告對於「藥價問題」之探討的確值得參考。

（4） 許章賢藥師（中華民國）：

報告我國藥政管理概況後，並詳細回答新加坡代表所提問題：

(a)貴國新藥師法規定藥師可以經管中藥之製造與販賣是否已經

有藥師開始開設中藥房。

(b)貴國正研擬中之GMP之管理方案，有否包括「中藥製造

廠」？

（三） 專題討論：

（1） Dr. Sompol Prakonpan（泰國）：FAPA-Scheme for 

Assurance of Drug Quality.

（2） Dr. Takeo Endo（日本）：Quality Control of Drug in 

Pharmacy.提出藥局（藥房）藥品之品質管制研究，在確保藥品安

全及有效上十分重要，可惜它使藥局經營之成本提高，優缺點均值

得推敲，討論十分踴躍。

（四） 提案討論及決議：

（1）提議本組名稱 "Juriprudence"似嫌狹窄，建議應為

"Juriprudence and Drug Policy"，經各方討論並熱烈激辯後，達

成決議仍不變更名稱。



308

著

述

選

錄

五、 製藥工業組（Industrial Pharmacy Section）我國代表

劉秋生藥師

製藥工業組於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日本京都市京都會館舉行，

主席為Dr.Jap Tjiang Beng（印尼）。會議開始時，因會場所放置

之國家名牌獨缺我中華民國，我國代表乃先向主席提出抗議，經主

席道歉並補充後，各國之負責代表人乃正式入席，參加者有我中華

民國、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日本，參加之會員，近六十

人之多，我中華民國就有十四人，因發言踴躍，延至下午一時始得

結束，發言人皆有餘言未盡之感。

（一） 國情報告：

（1） Mr. Sadao Abe（日本）：日本製藥公司對業務代表之

教育及訓練計畫。

報告日本新修正之藥事法規規定製藥公司必需將藥品之效能及

安全性讓使用人充分了解，故製藥公司之業務代表之素質極為重要。

日本八十家製藥公司所組成之日本製藥公會於舉行調查研究後，乃

於一九七九年六月通過「製藥公司業務代表之教育及訓練計劃」並

實施之。其內容為：製藥公司之新進業務代表至少需接受五十小時

之法律、法規等課程，以及一百小時之解剖、生理、藥理等之專業

課程，現有業務代表亦得每年接受合計一百小時以上之專業課程訓

練。每家製藥公司必需指定一人負責業務代表之教育及訓練，並由

一經理級之專人向製藥公會登記為代表，每年且應將訓練計畫及成

果報告公會。此項計畫實施後，極獲醫療界之嘉許與好評，對業務

之發展極有幫助。日本製藥公司之業務代表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為大

學畢業者，百分之二十五為藥師。

（2） 印尼代表：印尼之藥品政策

細述印尼政府因管制藥品進口而使該國製藥工業獲得質與量的

進步與發展，六年間生產數字增加近五倍，處方藥品金額一九七八

年已達美金三億五千元，藥品品質之提高亦因藥品管理之嚴格與加

強獲致成效。

（二） 專題報告：

Dr. H. Kurata（日本）：非滅菌製劑之微生物污染及其管理報

告內容為日本國立衛生研究所所赴各藥廠直接抽樣，從事微生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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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測定，僅先做眼藥水及液劑，發現細菌及黴菌污染情形甚為嚴重，

固體製劑現正在調查中，日本衛生當局可能將加以法令規定。

（三） 結論：

講演完畢，出席者自由發言，甚為踴躍。關於政府如何管制藥

品進口及扶植自己工業各有不同，近似自由開放或登記進口者為我

國、香港、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其他國家如印尼、韓

國、日本、印度及菲律賓等則是一方面管制進口、提高關稅，另一

方面加強藥品登記手續，以淘汰小型藥廠，進而提高藥品品質，發

展製藥工業。

六、 藥品市場組（Marketing Section）我國代表陳寬墀藥師

藥品市場組於八月廿七日在京都市傳統產業會館舉行，主席為

陳寬墀（中華民國），副主席為Kentaro Iwaki（日本）。該組會議

由連任主席八年之我國代表陳寬墀主持，過去一直受與會人士重視，

又此次前週密計畫與準備，參加人數約二百人，致使會館座無虛席，

形成大爆滿場面。

（一） 主席報告：

報告本組過去二年來各會員國代表通信連絡事宜、加強活動之

建議及以後努力之目標。

（二） 專題演講：

（1） Tai  Mor i sh i ta（日本）主講：一九八○年代Sel f -

Medication應扮演之角色。森下泰氏（Tai Morishita）是日本森下

仁丹會社社長及現任日本國會議員。

（2） Yuji Naito（日本）主講：Self Medication在亞洲

內藤祐次氏（Yuji Naito）是日本衛材公司社長兼日本Naito 

Foundation理事長。

該二位之專題演講，均不約而同地呼籲有關人士注意正當使用

藥品之問題，蓋世界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皆在努力全民醫藥保險，

政府花費龐大經費供應寶貴藥品，應喚起全民注意合作，使這些醫

藥保險預算作有效運用，不致浪費。尤以身涉藥品市場行銷之藥師

同業更應負起教育民眾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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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報告：

（1） 方森弘藥師（中華民國）：Report on Taiwan Anti-

Infective Market.

在亞洲各國大多無正式官方統計資料可諮參考，能有如此內容

充實之報告，各國代表甚表讚佩。

（2） Kentaro Iwaki（日本）：日本藥品批發商之作業情形

利用彩色幻燈片對日本藥品批發商之藥品儲藏如倉庫溫度濕度

之確實控制，藥品之管理，存放及運輸作詳盡介紹，另對於利用電

腦控制藥品之銷售，進貨，出貨及存貨量等作業亦有詳細介紹，頗

具參考價值。

（四） 提案及討論：

請下屆主席努力繼續編印"FAPA Marketing Bulletin"，編印費

用不少，請大會准予必要時招攬廣告收費貼補。一致熱烈期望主席

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五） 決議：通過。

最後放映彩色電影標題「母親是我們的家庭醫師」並在主席致

閉會詞後，各國代表及與會會員於依依不捨聲中道別。

七、 藥學教育組（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Section）我

國代表陳春雄教授

藥學教育組會議於八月廿七日上午在日本京都市傅統產業會館

舉行，主席為Milagros P. Ocampo（菲律賓）、副主席為Tsuneji 

Nagai（日本）。

（一） 主席報告：

前次亞洲藥學會藥學教育組之建議事項計有下述四項：

（1） 增加臨床藥學教育以加強藥師之臨床經驗及訓練。

（2） 建立亞洲藥學系學生協會。

（3） 建議各會員國間交換教員，提高並促進各會員國之教育

水準。

（4） 各會員國間課程資料及教材之相互交換。



311

藥

學

學

會

相

關

文

章

以上四項之間均有部分實現、部分未執行。今年藥學教育組之

主要討論主題為藥師教育之職業訓綀（Practical Training）以及藥

師再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之問題，請各會員國代表就上

述專題發表並討論。

（二） 國情報告：

（1） 日本代表：Taro Kaneko. Dean, Kobe Women's 

College

題目：Necessity fo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Pharmacy      in Japan

敘述二次大戰以後日本之藥學教育及研究工作均落後西方甚

多，故有必要提高現行之藥學教育水準並對執業之藥師進行再訓

練，乃建立再教育之制度，日本藥師協會自一九七六年開始即經由

廣播網進行藥師之空中再教育之節目，神戶女子藥學院自一九七四

年起進行藥師再教育之訓練，日本目前有數所藥學院進行該項計畫，

效果甚佳。

（2） 菲律賓代表：Milagros Pineda Ocampo President, 

The Philippines Women's University

題目：Pharmacy Degree Programs in Philippines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為使藥師能更有效地進行臨床之服務，在傳統之藥學教育訓練

中須加入臨床藥學及訓練，論文研究之訓練，社會科學之訓練以及

藥品資訊之知識等之訓練，有關上述各方面之課程均詳加討論並介

紹。

（3） 中華民國代表：陳春雄（台灣大學藥學系主任）

題目：The Country Report of the R.O.C. on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報告近年來我國藥學教育之狀況，在課程方面於一九七七年進

行修訂，增列臨床藥學（Cilinical Pharmacy），藥效藥劑學

（Biophatmaceutics）等課程以提高藥學教育之水準；在一九七

九年修訂藥師法，藥師之職責增加有關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

劑。為達到此項目標、藥師須接受適當之中藥課程訓綀。目前正由

我國教育部會同衛生署制定適當之中藥課程標準。台灣大學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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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亦設有藥師再教育之計畫及課程，自本學年度開始進行藥師之

再教育訓練，此外為訓練高級藥學人才，以應付藥學教育及製藥工

業之需求，台灣大學藥學研究所正計畫成立藥學博士班。目前藥學

教育在我國已經逐漸在發展及改進中。

（4） 印尼代表：Sasongk S. Adisewojo

題目：A Principal Change in the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Indonesia

（5） 韓國代表：John Kap Kim

題目：Country Report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Korea

（6） 其他會員國代表包括新加坡、泰國、印度、巴基斯坦、

賴比瑞亞及香港等國，亦相繼作各國之藥學教育國情報告。

（三） 討論及建議：

注意學校衛生，維護和促進學童健康：

為了配合修訂之「學校衛生法」，日本學校衛生學會於

一九八○年三月出版「學校和學校藥師指南」乙書，並作為「全國

學校藥師講習班」之教科書，該講習班於一九八○年七月止已辦廿

七班次。

截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日本學校中設有藥師者：小學佔百

分之八十九點四，初中佔百分之八十五點八，仍有百分之十以上的

學校還沒有學校藥師。以離島或偏遠地區居多。日本「學校藥師」

制度可供我國參考，這是藥師參與公共衛生工作的範例，尤其是環

境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而我國藥師似有供過於求的趨勢，可鼓勵

更多藥師投入改進學校衛生領域。

八、 急救藥學組（Emergency Pharmacy Section）

我國代表金明儒教授

急救藥學組於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日本京都市傳統產業會館舉

行，主席為Djoko Santosa（印尼），因故未出席，由副主席Yoshio 

Kanakubo（日本）主持會議，會議中計有下列三國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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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代表：Yoshio Kanakubo

Chib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ne

題目：The Experience of Miyagi Earthquake

（2） Allen J. Brands,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at a U.S. Army Hospital

（3） 中華民國代表：金明儒教授，國防醫學院。

各國代表及與會人士對我國捐血運動及捐血中心之作業均極感

興趣，討論相當熱烈。

（1） 建議加強各會員國之藥師再教育，以提高在職藥師之水

準。

（2） 建議加強各會員國間之教育人員及學生之交流或交換，

以促進各國間之藥學教育水準。

（3） 建議交換各會員國之藥學課程、臨床藥學訓練及再教育

訓練等資料。

九、公共衛生組（Public Health Section）我國代表周碧

瑟藥師

公共衛生組會議於八月廿七日下午在京都市傳統產業會館二樓

第六會議室舉行，主席為Tadashi Mogoyama（日本）、副主席

為Panya Vanasatit（泰國），共有中華民國、日本、韓國、菲律

賓及泰國等五國代表約三十人參加。

（一） 國情報告：

周碧瑟藥師（中華民國）：

介紹我國公共衛生行政系統，再報告公共衛生概況：

（1）健康保險制度：包括公保、勞保及其他私人或公司保險。

（2）台灣的衛生問題：十大死因型態之轉變以及簡介目前我國

主要的衛生保健計畫。

（3）衛生人力與設施：報告台灣衛生人力之供應情形，醫院診

所病床數等。

最後報告台灣的醫學與藥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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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題報告：

Michihiko Tanemura（日本）：日本學校藥師的業務

日本「學校藥師」制度始於一九五八年 ──「學校衛生法」

頒佈時，繼而韓國也採行，除此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設有

此制度。

為力求達到規定標準並普及全國，於是「學校衛生法」經修訂

並制定「強制施行細則」，目前日本學校藥師的主要任務為：「指

導正確用藥」及「維護環境衛生」，尤以後者為重。

十、社區藥局組（Community Pharmacy Section）

我國代表劉邦慶藥師

社區藥局組於八月二十七日在日本京都市京都會館舉行，主席

為Sang Chol Yoon（韓國）、副主席為Takayuki Takeda（日

本），參加會員包括我國、韓國、日本、印尼、新加坡、馬來西

亞、菲律賓、澳大利亞、香港及泰國等代表。

（一） 討論題目：醫療之進步與社區藥師之責任

（二） 討論提要：

（1） 社區藥師從事多種而廣泛的重要工作，其專門職責是藥

品之調劑、藥品之儲藏和管理以及藥劑之交付，在藥學科學上，社

區藥師在人類的保健範圍，更是負有一個特殊的職責，為了推動大

眾健康和人類福祉，社區藥師的工作更是任重道遠。

（2） 由於今日醫療的進步，社區藥師必須廣泛地充實自己吸

收更新的醫藥常識，隨時對病人的關懷，注意病人的動態。但是由

於藥師不斷地增加，競爭在所難免，在惡性競爭情況之下，必然減

低對病人的服務精神，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由於惡性競爭結

果，藥品往往被削價出售，造成藥價紊亂於是社區藥局的合法利潤

被削減了。如此惡性循環，劣質藥品勢必應運而生，以致影響大眾

健康，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所以如何防止藥價的惡性競爭，實在是

目前當急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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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防止藥價的惡性競爭，首先必須由藥學團體及藥師公

會，廣為宣揚藥師的職責，建立藥師執業的服務精神，並由廠商提供

優良的藥品，配合公會的宣導，制定「藥品不二價運動」，保障社區

藥局的合理利益，以提高對社區民眾的服務精神，同時運用公會的力

量，配合政府的政策，按人口之比例及居住者的距離，限制社區藥局

適當的設立，以避免惡性競爭，確實實行藥品不二價運動。

（4） 近年來，日本由於實行醫藥分業，其保險處方箋之張數，

請求開藥方數量，開業調劑藥局數目等均有逐漸上昇的趨勢。根據

一九七九年十月所作之調查，醫師及牙醫師要求藥局配藥之比例數，

已佔藥局調劑之３５％之比例。在各地區而言，處方數量正急速上

昇中，也因此引起了所謂「第二藥局」的問題。所謂第二藥局即指

藥局和診所根本是在同一地點，一般而言其意義是相當含糊的，易

言之，係在診所或醫院附近由醫師或藥師的家人、親戚或職業上的

朋友所開設的藥局，事實上大部分有關醫師的處方，均由此類藥局

調劑，由於此類第二藥局的有利客觀條件，在有些發跡較早的地區，

即成了處方調劑之主流，此種現狀，造成了一般藥局在調劑處方及

銷售藥品兩方面都面臨了由於第二藥局之日益發達而引起了危機。

（5） 在今天現代化的精確及專業性的調劑藥品智識，藥師已

成為每一個社區民眾提供最大之醫藥健康服務之一群專家，和醫師

及護理人員共同為病患服務，在法律上及職業上有責任以最負責、

最安全可靠的態度來處理調劑藥品為病患大眾服務。

（三） 對我國藥局現況的感想：

（1） 亞洲各國尤其是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其藥師從事

於社區藥局之執業情況，均為全國藥師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

百分比是相當的高而且是可喜的，尤其是一個社區藥局往往需要數

名甚至十名以上的藥師參與工作，由此可見藥師是非常地受重視。

可是在我們的國家裡，藥師從事於社區藥局者，其百分比實在太低。

（2） 在我國從事於社區藥局的藥師是如此地少，可是藥房卻

非常的多，這是有目共睹之事實。這些在行政上聘有藥師管理而又

未見藥師執業的合法藥房，其數目卻非常龐大，競爭自然激烈，於

是乎削價出售名廠藥品，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偽劣藥就充斥於市

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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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我國開設藥房，因為沒有人口及距離的限制，更沒有

資格的限制，人人皆可開設藥房，而且以營利為主，造成藥房過剩

的現象，須知每一粒藥品均包含著道德的成份，藥師從事於社區藥

局亦稱之「商」，這對於藥師的專業精神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

（4） 我國未實行普遍的醫藥分業制度，社區藥局無法從事於

正當的調劑工作，執業未能在法律保障之下，大多數的藥師自然不

願從事於社區藥局的工作，這實在是非常浪費國家的藥學人力資源。

（四） 建議：

（1）請政府實施醫藥分業之制度，藥師得學以致用，提高藥師

從事於社區藥局的執業精神。

（2）對於新設立的藥房，請以行政命令規定須由藥師親自執業

方得設立，以避免藥房過剩及往後造成新的無照藥房的產生。

（3）由各公會推動「藥品不二價運動」以保障藥房的合理利

益。

（4）徹底取締偽、劣、禁藥的買賣及陳列，以保障國民的健

康。

小組會議結束後八月廿八日下午，孫雲燾教授、林理事長明

道、李處長族祺、陳寬墀藥師及其他會員參加本屆會議第二次理事

會，隨後參加閉幕儀式及惜別晚會；八月廿九日參觀日本製藥工

廠，三十日起開始會後觀光旅行。

本次大會是一九六六年第一屆大會在日本舉行以來，第二次由

日本舉辦，大會主辦單位為亞洲藥學協會、日本藥劑師會及京都府

藥劑師會，協辦單位為厚生省、京都府、京都市、日本醫藥情報、

日本製藥團體聯合會、日本醫院藥劑師會及日本藥學會等有關單位

通力合作，於廿九日圓滿結束。

此次亞洲藥學會議除了地主國日本以外，我國是參加入數最多

而且各方面表現最活躍的國家，同時第五屆亞洲藥學會議於一九七

四年在台北市舉行時，籌備完善，辦得非常成功，留給亞洲藥學界

相當深刻的印象與好評。本屆理事會中決定第九屆大會於一九八二

年在韓國漢城召開，為再次提高我國藥學界在國際間的聲望，本會

擬爭取一九八四年第十屆亞洲藥學協會會議在我中華民國舉行。(台

大藥刊第18期，民國70年。)



317

藥

學

學

會

相

關

文

章

民國 7 2年 簡述參加國際藥學會見聞

國 際 藥 學 協 會 （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Pharmaceutique）為國際間唯一之世界性藥學組織，由世界各國

之全國性藥學團體組織而成。總部設於荷蘭海牙，每年舉行理事會

（Council Meeting of FIP）及國際藥學科技會議一次，每二年舉

行大會一次。本年度一九八三年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及第四十五屆

國際藥學科技會議（4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訂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至九日在瑞

士蒙妥市（Montreus Switzerland）舉行。我中國藥學會（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為國際藥學協

會之正會員（ordinary member），此次孫雲燾理事長代表中國藥

學會應邀參加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並與鍾柄泓博士（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主任），陳瑞龍博士（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教授）及黃文鴻

博士（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等一併參加國際藥品科技會議。此次

共有四人參加國際藥學科技會議，為我國歷來年參加人數最多之一

次。

我國代表備受禮遇

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舉行。理事會係由

會長、副會長，秘書長、九個小組主席及正會員國代表等所組成，

此外，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United Nations）及國際藥學學生協會代表等應邀列席為

觀察員。會議席上各國代表坐席前放置國家名牌，我國名牌為中國

（Chine-法文），未用「台灣」名稱。理事會主席由國際藥學會會

長貝達氏（Bedat）擔任，彼對我國代表孫雲燾博士表示：極為重

視我國藥學會之地位及對國際藥學協會之支持與貢獻。會場中未懸

掛各國國旗，亦未有大陸共匪人員參加。

理事會會議中，首先報告一九八二年在奧國維也納舉行之國際

藥學協會大會記錄及一九八二年理事會會議記錄。九個小組主席分

別報告各組活動，繼以財務報告及通過一九八四年預算案。



明年國際藥學會改在匈牙利舉行

會議中通過重要議案：（一）加強對第三國際落後國家（The 

third world）藥學科技援助，（二）加強研究核子戰對大眾傷害之

防範，（三）一九八四年國際藥學協會大會及四十四屆國際藥學科

技會議將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 Hungary）舉行。

發表論文頗具新意

第四十三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在瑞士蒙

妥市會議廳舉行，約有一八○○人參加。此次會議，除有專題演講

三十四篇外，另有論文二八一篇在會中發表。論文範文屬於醫療用

藥之督察（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藥品檢驗與分析

（Pharmaceutical Analysis），藥品之生理效驗（Bio-availability 

of drug）藥效藥劑學及藥品動率學（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以及防止藥品濫用（Drug abuse）等多方面

之研究。若干篇論文特別報導有關抗癌、免疫、抗生素、心臟血管

用藥以及多種新藥之研究心得，內容極為精闢，並具創新意見。再

此次會議中，按論文性質分別採取口述及圖表講解（poster-

session）方式進行，所得效果甚佳，會議期中，九個小組分別舉行

研討會並引導參觀。小組之名稱為次：

（一）醫院藥局組（Hospital Pharmacists Section）

（二）軍藥組（Military Pharmacists Section）

（三）藥用植物組（Section for the Study of Medicinal 

Plants）

（四）出版組（Press and Documentation Section）

（五）製藥工業組（Industrial Pharmacists Section）

（六）社區藥局組（Section for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Pharmacy）

（七）臨床檢驗組（Section for Pharmacists Engaged in 

Clinical Analysis）

（八）藥品檢驗組（Section for Official Laboratories and 

Medicine Control Services）

（九）學術組（Academic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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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並組成小組委員會，負責會議後之聯繫並推動會務。開

會期中，軍藥師均著制服參加，頗為壯觀。瑞士軍醫院大部分建在

地下，甚計甚為週詳。按歐洲國家之軍藥師除負責供應及調製藥品

外，並積極參加軍中食品衛生、環境衛生、毒物檢驗，以及化學戰

之防禦事項等，倍受重視。

期盼國內醫學人士多參加國際會議

此次國際藥學科技會議，我國計有四人參加，分別參加專題討

論及小組研討會，較之歷年僅有一、二人參加之情形，改進頗多。

小組會議中討論藥學專業問題，資料交換以及有關各種藥學技術

等，不僅個人可以獲得專業及學術上之新知，並可促進國際學術交

流，獲益非淺。惟前往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所費較多，希望今

後我國各界能鼓勵並資助藥學人士多多參加各項國際藥學會議，幸

甚！(醫藥新聞第1795期，民國7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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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簽呈核派衛生署藥物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孫雲燾博士與藥政

處副處長黃文鴻同往考察，此次訪問比利時行程係由該國藥業公會

（AGIM, Association Generale de l ' Industrie du 

Medicament）負責，日程安排極為緊湊，訪問單位包括該國衛

生部藥政主管單位，與該處高級官員Mr. G. Van Herpe與Mr. F. H. 

Gosselinckx晤談，並會見該部藥品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Professor 

De Schepper，並拜會藥師公會，訪問從事新藥研究發展與臨床評

估之藥廠、醫院與學術機構，並實地參觀該國中小型藥廠數家，以

增進對該國製藥工業全盤性之瞭解。

二、比利時製藥工業現況

比利時幅員與我國台灣地區相似，面積三○、○○○平方公

里，僅為台灣的六分之五，人口約一千萬，境內俱是平原與丘陵，

故交通便捷，自首都布魯塞爾起始，東西南北四方均在一小時的高

速公路行程內，其製藥工業集中在布魯塞爾附近及北部二、三省境

內，根據製藥公會之簡報資料顯示，一九八○年度其製藥業會員共

一六二家，該公會並依其會員之性質劃分為五級：第一級者係指除

生產藥品外亦從事新藥研究開發之藥廠，僅六家；第二級者係指製

造藥品且具有外銷實績者二十家；第三、四級係指不同規模之藥廠，

以其本國市場為主者分別佔二十四家與三十家；第五級為輸入業者

有八十二家之多。故其製造業者之數目實僅八十家，且大部份係多

國 性 藥 廠 之 分 支 ， 以 配 方 （ f o r m u l a t i o n） 、 製 造 （

manufacturing）、分裝（packaging）為主，真正從事新藥研究

開發者仍屬少數，而以仁山大藥廠（Jassen Pharmaceutica）為

佼佼者，即若如此，其製藥業者一九八二年度投資於研究發展費用

仍達四、五千萬美金之譜，外銷金額亦達六億美金左右，約佔製藥

業者生產總值的五○％，僱用員工數目亦達一四、○○○名，在比

利時化學工業中，亦佔有重要的地位。

由於我國優良藥品製造標準（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自民國七十一五月廿六日公布迄今，中小型藥廠持觀望

態度者仍多，此次訪問曾請比方安排參觀其國人自營的中小型藥廠，

瞭解其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之情形，以便輔導我國中小型製藥業

者，故停留比利時期間先後訪問了五家不同規模之藥廠：



（1）Smith Kline-RIT,（2）Jassen Pharmaceutica,（3）

UCB-Pharmaceutical Division,（4）Continental Pharma,（5）

SOPAR S. A.

（1）Smith Kline-RIT為多國性企業史克大藥廠Smith Kline & 

Beckman之分支公司，專事生產生物製劑，尤以小兒麻痺等各種疫

苗為主要產品，我國衛生署小兒麻痺防疫計畫，該公司亦為主要供

應廠商，廠方對於確保所生產疫苗之純度（pur i ty）、安全性

（safety）及力價（potency）等製造品質管制措施，制訂有詳盡

的書面作業程序及各種檢定方法，從原料（無論其為生物來源或其

他來源）、細胞底質（cell substrate）、半製品及最終成品，均反

覆測試，防止任何可能之各種微生物、濾過性病毒及其他特定的污

染，並針對世界各地環境的差異研訂廣泛的安全儲存條件，以小兒

麻痺疫苗為例，其每批生產週期前後需耗時八個月之久，故此類製

劑生產所需之設備與品管措施，實非一般藥品製劑所能比擬。

（2）Jassen Pharmaceutica原係比利時學者Dr. Paul 

Jassen於一九五三年創立者，其後因規模日趨擴大而被美國嬌生公

司企業（Johnson & Johnson）收為旗下之藥廠，其在Beerse工廠

佔地一五○畝，僱有員工二、○四○人，其中專事研究發展者達

八○○人之多，以化學合成新藥為主，過去三十年中先後合成

六○、○○○新化合物（compounds），並經臨床試驗獲許上市

者有六十二種，每個月投資於研究發展之費用達美金二百萬元，約

佔其營業額之二○％，據廠方說明，該公司所開發新藥成份，經動

物毒性藥理試驗以迄臨床評估而經衛生主管單位核准上市之成功率

約佔四分之一（即每四件進行臨床試驗之新藥成份，可預期有一件

可提出新藥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而獲得核准），此次

參觀該廠對於自化學合成新成份開始、確認其物理化學特性、進而

動物毒性藥理分析之評估制度，印象至深，非一般泛泛規模之藥廠

所能及者，此從該廠研究部門每日可合成一○種新化合物（New 

C h e m i c a l  C o m p o u n d s）及其各種實驗動物飼養規模達

七、○○○多隻，涵蓋牛、馬、羊、兔、鼠等各型動物可見一二。

（3）（4）（5）係比利時國人自營之中型藥廠，其規模雖非

前述二家多國性藥廠，但亦從事各種層次之研究發展，並就藥廠資

源設訂特殊發展領域，如Continental Pharma側重於心臟血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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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潰瘍等類藥品之研究開發，每年平均亦有能力合成三百種新化

合物以供新藥篩選測試之用，Sopar雖無力開發新藥，但亦致力於

藥品改良配方與投與目標的研究（formulation improvement and 

drug targeting），且都具有外銷實績。

至於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之情形，一般而言，較具規模之藥

廠對於廠房設施、設備以及品管制度大抵能符合GMP之精神，品管

部門之職責似仍以化驗為主體，故品管部門之檢驗設施、人員配置

均足以擔當傳統靜態的品質管制功能，但對於GMP所強調全面性的

製造品管制度以及軟體查核制度，因受時間之限制未能深窺其堂

奧，但從工廠參觀所見如左列實例，頗值探討者仍不乏見：

（一）液劑製造調劑過程之適當階段，容器之標識迭見塗改而

未見責任者簽名、說明，監製藥師無法說明其原委而未能指出該製

造階段為何者。

（二）設備清潔標識卡已簽有日期而無責任者簽名。

（三）成品包裝作業線上，發現有整批成品包裝至一半停工

者，即包裝線上留有已充填錠劑之成品容器僅加塞棉花而末予封蓋

者，此明顯與GMP精神不符而廠方不以為意。

（四）批號之定義不夠明確，不連續生產作業者，未經驗證其

均質性亦標以相同批號。

（五）針劑無菌充填作業室，雖具高效能空氣過濾系統，但充

填作業區未見廠方採適當措施以確保第一級清淨度。

（六）錠劑打錠室雖部份採密閉式，但房間空調設計未見空氣

之進出管道。

三、比利時藥政管理與新藥核准制度

比利時藥政管理層次，可從該國對藥品管制（ levels of 

medicament control）的層次加以分析討論之：

（一）衛生主管當局的藥品核准制度為第一層管制

比利時政府對於藥品之製造與輸入，亦採事前核准之方式（

premarket approval），與我國不同者，動物用藥亦屬政府衛生

部門主管，無論其為製造或輸入業者均需依法聘任專職之藥師



（industrial pharmacist），其資格有別於一般執業藥師，除需正

規藥學教育外，尚需具備一年之藥廠實務經驗者始能擔任，由於該

國遠自一九五○年即已建立藥品登記審核制度，並於一九六二年開

始對於藥品申請登記案件規定需檢附詳細完整之資料，包括毒性藥

理資料、分析化驗方法以及臨床試驗報告與文獻等三大部份。因此，

比利時的藥品審核制度堪稱為較上軌道的制度之一，由於藥品登記

與審核均採從嚴的方式，故歷年來經核准上市的藥品品目僅有八、

二二一品目（含動物用藥品在內），另有二、三七六品目雖已取得

上市許可，但並未實際銷售。根據官方統計資料，該國衛生部藥政

管理部門一九八二年全年度僅受理七二一件申請案件，而在該年度

中經審核完竣者共四○八件，其中核准者三九五件，駁回不准者十

三件。玆將其審核作業方式彙整說明：

比利時藥政主管當局對於藥品申請登記案件，不論其為新藥（

New Drug Substance）或俗名藥品（Generic Drugs），均規定

需檢附詳盡的毒性藥理資料、分析化驗方法與臨床報告、文獻；新

藥固需檢附原始資料（primary information）以供審核，俗名藥品

亦需從已發表之文獻報告整理出一套與該藥品有關的毒性、藥理、

臨床等資料併核，始予受理，又因審核制度採新藥優先審理的方式，

因此，比利時核准的藥品以原發明廠的藥品（brand drugs）居多，

俗名藥品較少。藥政主管部門負責審理的五位藥師僅就送入的申請

資料，查核其應檢附的資料是否齊全，並不負責審核資料內容，所

有申請資格分成（一）毒性藥理（二）分析化驗及（三）臨床報告

三部份分別送請有關專家學者審核，俟其審核書面報告回覆後，始

予彙整提交該國藥物審議委員會討論做成決議是否予以核准或駁回，

被駁回的申請案件得於二個月內就駁回之書面意見檢附資料申覆，

據比方官員告以申請案件之平均審核期間都在一年以上。此種藥政

主管當局僅負責申請案件之受理，而不負責案件本身之裁決是該國

藥品審理制度之特色；又，案件申請費用每件折合新台幣四○、○

○○元，專家審核費每件折合新台幣四、○○○元，藥品許可證每

次得展延五年，展延費用折合新台幣二、四○○元，均遠較我國為

高。

此外，比利時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中，政府給付之藥品支出每

年約值美金三億左右，佔該國製藥工業產值之四分之一，故比利時

對於藥價採未上市前申請核定的方式，其藥價核定作業係由經濟部門

324

著

述

選

錄



325

藥

學

學

會

相

關

文

章

負責，並邀集業者及醫藥團體代表參與制訂，其作業似甚複雜而耗

時，未能有機會深入瞭解。

（二）藥師公會的品質監視為第二層次管制

比利時藥師公會（Belg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依

該國法律授權監視市售藥品的品質，該公會對藥局調劑或零售之藥

品每單位包裝得抽取○．四五比利時法朗之管理費用，因此，比利

時藥師公會每年從藥局市售二億二千萬單位包裝得以收取總值九千

九百萬比利時法朗之管理費（折合新台幣約七千九百萬元），並以

此收入設立一甚具規模之檢驗室，以從事市售藥品之品質監視管理，

該檢驗室分設有化學檢驗與生物檢定部門，共聘有一百餘位技術人

員負責市售藥品之抽樣與檢驗，據統計每年經抽樣化驗不合格而由

藥廠收回者約一○○、○○○單位包裝，佔總數之○．○四五％而

已，其抽樣重點一般藥品每隔三年會有一次抽樣機會，較特殊之藥

品如毛地黃、生物製劑類，則每年均予取樣。

又，比利時全國有五、二○○家藥局，執業藥師有九、○○○

人，藥劑生則有四、○○○人依法需在藥師監視指導下執業，每一

藥師可督導藥劑生一～三人，目前每年六所藥學系畢業生共為二七○

人，入學時人數則為三倍八百人左右，採嚴格淘汰方式，藥劑生數

目則無顯著增加，且有逐漸減少趨勢，一般開業藥局之營運收入百

分之七十五來自處方調劑。

（三）藥廠稽查與市售藥品之抽驗為第三層次管制

比利時中央衛生主管單位編制有藥政稽查人員，對藥廠及市售

藥品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的稽核與抽驗工作，由於比國幅員不大，故

依其人口特性分為南北二區（按北區係荷蘭裔系為主，南區為法裔

系為主），各設置中央稽查員一人，並各輔以藥師及秘書二名，在

各省行政區亦設置省級藥事稽查人員十人（即每一行政省各編制一

人），以協助稽查工作之執行，一九八二年度共計自藥廠抽驗二、

六○五種產品，藥局（含中盤批發商）六、○○○種藥品，其現場稽

查統計則分別為藥廠三二九人次，輸入及中盤批發商五一○人次。

由於此行考察主要目的係實地瞭解該國新藥核准制度，除前述

有關活動外，曾拜會比國衛生部藥品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Dr. De 

Schepper，交換有關新藥核准制度的看法，並參觀一從事新藥臨



床有關試驗之醫院Palfijn Ziekenhuis in Merksem，其臨床試驗小

組負責人Dr. J. De Cree並親自說明該小組從事新藥臨床療效與安

全評估之經驗；此外，並訪問魯汶大學國際病理研究中心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athology），該中心負責人詳細說明

其參與新藥研究發展之情形。

比國藥品審議委員會成員之組成與我國衛生署藥物審議委員會

相似，聘請該國醫藥學者專家據任委員為榮譽無給職，惟因比利時

之申請案件如前所述係將有關資料先送有關專家學術機構初審，再

彙整其初審報告提會討論，故委員會並未直接審核廠商申請時檢送

之資料，此與我國衛生署藥物審議委員會之作業略有差異。Dr. De 

Schepper認為該國委會成員之聘任與審議方式，可免除衛生主管

單位受到不必要之干擾，而純就醫藥專業知識與學理衡量藥品申請

案件之核准與否。Dr. De Schepper對於我國衛生署所採行的新藥

核准參考國家名單，表示為一甚明智的措施，既免除新藥安全與療

效文獻資料審核之繁複與耗時，且仍足以保障新藥之安全，維護大

眾的健康。比利時藥品審議制度原與荷蘭合併為一，數年前始分別

獨立，彼時亦曾考慮類似我國現行之新藥核准參考名單方式，後因

故未予採行，根據Dr. De Schepper的瞭解，我國目前認定的八國

參考名單之外，比利時、荷蘭與北歐四國的新藥核准制度，均堪為

借鏡，惟彼認為製藥工業發達的國家，有時對藥品核准制度的寬嚴，

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此行所參觀醫院Palfijn Ziekenhuis的臨床試驗小組係與Jassen 

Pharmaceutica合作，從事該藥廠合成新藥第一、二階段的安全與

療效評估，亦即所謂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s）階段的評

估，第一階段（Phase I）的新藥評估，因僅依據動物毒性、藥理試

驗而得的資料判定，故一般係以少量的新藥成份試驗於健康人體，

大部份的受試對象來自該醫院醫藥人員，俟確立該成份在人體之安

全性後，第二階段才選擇性地試驗於少數病人身上，受試病人來源

部份係該醫院之病患，其餘則與該附近地區之執業醫師合作進行，

比利時並未制訂臨床試驗辦法，受試對象之保障大體參照赫爾辛基

人權宣言中之有關條款，該臨床試驗小組成員往往率先受試，以為

試驗對象之榜樣。

魯汶大學的國際病理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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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創始人為一九七四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Dr. Christian 

de Duve，其後除續得到各國基金會的贊助，尤以美國洛克斐勒基

金會為著，故該中心與美國洛克斐勒大學關係至密，並與世界二十

餘著名大學與研究機構保持合作計畫，該中心目前約有三百位科技

人員，外籍科技人員約佔五分之一，除從事基礎醫學與遺傳疾病等

多方面研究外，其藥品研究發展項目係接受藥廠委託之計畫，負責

接待的Dr. Andre Trouet說明其所負責小組的研究計畫之一為Drug 

targeting，主要欲藉媒質（Carrier）改善藥品（尤其是抗癌藥物）

在體內吸收與代謝之選擇性（Selectivity），從而提高藥品之藥效

並降低其毒性。Dr. Trouet並表示願與我國學術研究機構建立交流管

道，以共同促進醫藥研究之發展。

四、 參加日本第三回G M P研究會

考察比利時新藥核准制度返台回程之便，順道參加在日本大阪

舉行的第三回GMP研究會，俾瞭解日本衛生主管單位厚生省藥務局

與製藥業者對於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GMP）溝通意見的方式，

按日本厚生省雖於一九八○年公告全面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

在此之前，日本製藥業者早於一九七二年主動推行此項製造規範；

GMP研究會係日本製藥團體聯合會GMP委員會與厚生省藥務局所

主辦，目的在相互研商GMP有關之法令、事例，瞭解各國實施

GMP的趨勢、以及業者實施GMP心得之發表，每隔半年召開一次，

每次均輪流在東京、大阪與富山三地舉行，以便有關官員與製藥業

者就近參加研討，此次研究會主題為「GMP實施效率與今後課

題」，報名參加人數共達一、八五一人，各地參加的情形是：

東京地區：政府官員四○人，製造業者七三三人。

大阪地區：政府官員六九人，製造業者七一九人。

富山地區：政府官員一九人，製造業者一六七人。

研究會的主要內容可分成三大部份：

（一）GMP有關之問題與海外最近GMP之動向

第一節演講是由厚生省藥務局監視指導課藥事專門官土井脩主

講厚生省對GMP之政策趨向，包括實施GMP之自我檢討、醫藥品

之品質確保與輸入醫藥品之品質管理有關之基準（ Good 

Importation Practices），較值得注意的重點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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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即將公佈的確認（v a l i d a t i o n基準），「確認」

（validation或譯確效）原是優良藥品製造標準中極重要的一環，

尤以無菌作業之確效（aseptic validation）在美國儼然已成為製

造技術方面之專門領域，日本GMP全面實施過程，可能因顧慮到中

小製藥業者之情況，並未嚴格要求「確效」之規範，俟國內中小製

藥業者逐漸接受GMP之觀念且付之實行後，始開始推廣「確效」的

規範，此種漸進方式似較符我國現階段實施GMP之國情。

2.對醫療器材與漢方製劑之品質確保

日本現行GMP之適用範圍並未涵蓋醫療器材、原料藥、體外診

斷用藥（in vitro diagnostics）與化粧品，厚生省並未計劃規定原

料藥實施GMP，但要求原料藥製造業者自行推廣與實施，另一方

面，厚生省預定在本年度提出拋棄式透析器（disposable 

dialyser）、注射針筒（disposable syringe）等類之醫療器材實

施 G M P之 構 想 。 又 ， 有 鑑 於 類 固 醇 荷 爾 蒙 類 （ s t e r o i d  

preparations）品質問題迭有發現，厚生省計劃於本年十月份左右

制訂其品質管制方法；漢方製劑方面，土井博士勉勵業者自行研訂

可行的品質試驗基準（方法），並表示該類製劑之品質問題值得重

視，演講中並提及近日日本警方查獲走私之中藥製劑經檢驗含有西

藥成份，其來源之一為台灣。曾請土井博士就有關該案件之資料檢

送我國衛生署參考，並已專案查辦。

3.輸入藥品之GMP要求

日本政府為確保輸入藥品品質，已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公佈輸入

藥品之GMP基準，研析其內容，遠較我國一般輸入藥品申請許可所

需檢附之資料繁瑣嚴格，該基準之制訂與執行應可為我國借鏡。

第二節各國GMP政策之動向研究係由　路藥事顧問所負責人　

路雄作說明英、美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之GMP趨勢，側重於英國第三版橘皮書

（Orange Guide）亦即「英國GMP」之謂中新增訂之章節如第十

一章液劑、霜劑、軟膏劑；第十二章醫療用氣體；第十三章放射性

醫藥品；第十五章動物用醫藥品與第十六章電腦資訊處理（EDP,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第五章製程管制亦增列確認（效）

實驗與紀錄之條款，此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所屬製藥查察會議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一九八０年三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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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Guideline for Good Validation Practice，美國FDA一九八

三年三月公告的Guideline on General Practices of Process 

Va l idat ion均有殊途同歸之意義，並就各種確認（效）規範

（Validation Guideline）之內容加以闡釋與比較。

（二）第二部份係由厚生省藥務局審查課之藥品審查官員說明

審核作業之法規依據、流程與所需資料之內容，包括產品安定

性 （長期保存試驗、苛酷試驗、加速試驗）與生體均等性

（ Bioequivalence）之試驗方法；並針對輸入藥品所需檢附之文

獻資料加以解說。

（三）第三部份係日本GMP研究會的特色，即是由製藥業者發

表實施GMP的心得與作業改善的實例供同業參加，此次研討會共有

三篇研究報告：

1.小規模藥廠實施GMP之經驗。

2.實施GMP中，製造過程之效率化、省力化實例。

3.包裝工程效率改善事例。

五、結論與建議

（一） 增列比利時為衛生署新藥核准參考國家名單之一

比利時新藥核准制度及其作業細節，已大致敘述如前，該國對

於新藥核准尺度，與我國現行採認之美、英、日、澳洲、加拿大、

瑞士、德、法八國相當，雖未若美、日兩國規定之繁瑣，但與其他

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之新藥核准制度，則亦相當嚴謹，其國內從事

新藥研究發展之藥廠僅六家，而以Jassen Pharmaceutica最具潛

力，該國藥廠獨自開發之新藥，迭經各醫藥先進國家所認可，在我

國未建立新藥臨床評估制度之前，增列比利時為新藥核准參考國

家，對藥品之品質、安全與新藥引進之速度，均有適度的增益，且

既經本署藥物審議委員會初審同意，應於該審議委員會聯席會時予

以追認。

（二） 參考比利時藥品審核制度，詳定應檢附之文獻資料，酌

訂合理之登記與審查費用。

我國目前之藥品查驗登記準則雖規定需檢附各項書件審核，但

因申請案件甚多，承辦人員有限，故除必要之證件與品質檢驗規格



等資料外，尤以毒性藥理與臨床療效資料，往往參考各國核准該藥

品之仿單予以核定，最近一、二年雖對新藥申請規定原廠應具原始

資料（或其摘要）併參核，但對其他相同成份之俗名藥品（generic 

drugs）並未嚴格要求檢附文獻資料及其與原發明廠之品質相等性之

試驗，七十二年開始雖依據「優良藥品製造標準」之規定，國產藥

品需予查廠以瞭解其試製及品管，輸入藥品則需檢附與GMP相關之

製造品管書件與紀錄，以供審核，但申請廠商對該藥品之毒性、

藥理與臨床資料，以及該藥品與原發明廠之藥品是否均等

（equivalent）等認識，似尚不足以提供專業行銷推廣與醫藥界參

考之需，自七十二年元月起，衛生署曾公告新藥安全監視辦法，並

於安全監視期間不受理任何第三國仿製品之申請，國產藥廠得於實

施GMP並經認定後，自行研製該新藥成份配方（formulation），

檢具資料提出申請並與原廠規格相較（必要時，並應檢附生體可用

率之資料），以確保國產藥廠對此類新藥成份之製造品管，故參考

比利時藥品審核制度，規定俗名藥品亦應檢具毒性、藥理與臨床文

獻資料的方式，似可自該安全監視期間之新藥俗名申請案件開始試

辦，以於提高國產藥品製造品質水準的同時，增進廠商對該新藥的

完整認識，此方式應能擴及安全監視期滿後，所有輸入與國產俗名

藥品之申請案件，以引導建立品質導向的市場競爭，並促進國內醫

藥界對生體可用率與均等性（bioavailability & bioequivalence）

之研究。

至於藥品查驗登記費，現行每件四○○元之收費不足以反應藥

品審核作業成本，更不足以支付申請資料外送學術單位之審核

費（每件五○○元），尤以新藥申請為然。根據所蒐集的各國藥品

登記費資料顯示，除美國、紐西蘭、哥倫比亞係採免費制度，凡採

收費制度的國家，均較我國為高，例如以一九八三年四月時之匯率

折合新台幣澳洲約需二、二四○元、法國一三、五六○元、意大利

二二、八四○元、日本四○、○○○元、韓國二、○九一元、丹麥

三七、二○○元，在英國、德國均分別高達十五萬與十三萬元，僅

菲律賓與我國相近，故適度提高藥品登記與審查費，不僅對浮濫申

請之廠商有節制之效，對提高審核作業之品質與國庫收入均有莫大

之助益。

（三） 我國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應按既訂進度推行，尤

應輔導中小型業者建立正確之製造品管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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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廿六日由經濟部與衛生署會同公佈之「優良

藥品製造標準」預期於五年之內全面實施完成，此次赴比利時考察

期間先後實地訪問各種規模之藥廠，屬多國性企業之藥廠如：瑞士

之Ciba-Geigy, Hoffman LaRoche, Jassen Pharmaceutica與

SK-RIT，其他則為區域（國家）性的中小型廠如UCB, Continental, 

Sopar。歐洲系統之GMP理念與美國、日本均有某種層次的差異，

歐洲系統的GMP理念，品管部門的職責似仍沿襲傳統作業，對原

料、物料、以至成品之檢驗均尚能符合GMP規定，廠房設施大體達

到GMP基準，在多國性藥廠所見，其生產管制作業均已自動化與電

腦化，製造品管之作業程序甚或紀錄之查核，亦有委由電腦查核者，

其基本理念似較接近以完善的設備與硬體管制設施，防止人為因素

而來的誤差與相互污染，此與美國系統規定基本廠房設施與儀器設

備等硬體之外，更強調軟體書面作業程序與雙重查核（double 

checking）之重要性有別，因此，歐系的理念在多國性藥廠雖均能

達到品質嚴謹的要求，在資金與人力較受限制的中小型藥廠，若硬

體設施不足以相比擬，而未輔以嚴密的軟體彌補其短，則勢必影響

GMP整體理念；日本系統之GMP理念，大體仍承襲美國GMP之理

念，除其組織結構中製造管理與品質管理職責之區分不同之外，軟

體書面作業程序均仍側重紀錄之完整與其查核，故中小型藥廠雖在

硬體設施方面無法於短期內改善，但經由軟體之實施，逐漸體認硬

體配合之重要性，從而整合產品結構及改善相關設施，以符合GMP

之規定，故我國現階段之GMP推行，仍應使廠方負責人與從業人員

瞭解GMP軟體對藥品品質之重要性，而且促使GMP與製造品管作

業根植而如影隨形，事實上從英國GMP之修正，與美、日、歐洲自

由貿易聯盟先後制訂確認（效）規範（Validation Guideline）的

情形來看，硬體設施出於廠方對自己工廠本質與特性的理念而有所

差異，但軟體的理念已漸趨一致。

（四） 督促GMP藥廠實施確認（效）規範

我國優良藥品製造標準條款中在第三篇第三章第三十六條明列

有關確認（效）之規定：

毋須滅菌之成品其書面作業程序中應制訂適當之措施，以避免

有害微生物之污染。須滅菌之成品其書面作業程序中應制訂適當之

措施，包括足以確認滅菌效果之步驟，以避免微生物之污染。



但衡量國內製藥技術水準，故在GMP實施初期，並未嚴格要求

全面性的確認（效）（Validation）措施，即使勘廠時，前述條款

之施行亦僅供參考性質而已，事實上確認（效）之範圍相當廣泛，

涵蓋方法確認（method val idation）與程序確認(process 

validation)二大領域。確認(效)規範（validation guideline）雖暫

不列入實施GMP認定範圍，但對經核定為已實施GMP之藥廠，應

督促廠方自行建立確認（效）規範，尤應自無菌作業滅菌程度之確

認（效）開始（sterilization validation），此種確認滅菌程度

（sterilization）僅是程序確認領域之一而已。例如，對於須符合無

菌標準之製劑，一般僅藉產品之最終品質檢驗，來確認是否達到滅

菌狀態而無微生物污染之虞，事實上，以需在無菌狀態下作業之製

劑而言，其最終產品質所能宣稱之滅菌程度乃是數種階段滅菌作業

之累積，例如：容器之滅菌、製劑成份之滅菌、所需製造充填設備

之滅菌、無菌充填作業（aseptic filling）、及無菌封緘作業；故其

所能宣稱之滅菌程度理論上說應無法優於其中每一階段所能達到的

最高滅菌程度，何況，無菌作業過程還受到環境與操作人員因素的

影響，無菌作業場所之溫度、濕度、無菌空氣過濾系統之效率，均

可能影響須滅菌成品的品質與安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制訂的標準，一般滅菌確效的認定是在滅菌

培養基模擬充填成品（simulated aseptic media fill）中，若被微

生物污染的比率低於○．三％，即為合格，也就是說每一千瓶以滅

過菌的培養基模擬充填製造的成品中，被微生物污染者未超過三瓶

時，就可確認滅菌的境界，在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與製藥工

業界確認的標準卻是○．一％，即是每三、○○○瓶以滅菌培養基

模擬充填之製品，其被微生物污染者不得超過三瓶。

此種確認滅菌標準之重要性，可由台灣地區五百毫升點滴注射

液之消耗情形來看，目前台灣地區大型點滴注射液之消耗量每月約

一五○萬瓶，則全年為一、八○○萬瓶，以前述最嚴格的滅菌確認

標準（低於○．一％）而言，雖通過滅菌確認標準而仍可能受到微

生物污染的製品數量最高可達一八、○○○瓶。

確認（效）規範的技術層面遠高於製造品管所需之技術層面，

但仍需建立於對優良藥品製造標準的正確認識與基礎上，此為我國

製藥工業尚待努力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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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定期舉辦製藥技術研討會，鼓勵國內製藥界技術人員相

互交流，並發表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與作業改善之心得。

國內製藥業者每每因保密與工廠作業之顧慮，各廠閉關自守暗

自摸索，對於製造品管的基本觀念缺乏溝通與共識，故對於實施優

良藥品製造標準，往往事倍功半，製藥公司會對藥品市場因素之關

切遠超過產品品質，實施GMP以來對業者製造品管之輔導乏善可

陳，但國產藥品品質形象一日未建立，市場競爭因素永遠是價格導

向，故鼓勵業者定期舉辦製藥技術之研討會，實有迫切需要，政府

之GMP推動小組亦應極力促成其實現。(醫藥新聞第1811期，民國73年1

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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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

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於二十日開幕典禮後，與會的一千二百多

名來自亞洲十二個國家地區的藥學學者專家，以「進步之藥學促進

人類健康」為會議主題，在台北市環亞大飯店分為藥學科技、藥品

市場、藥事法規、製藥工廠、公共衛生、醫院藥局、藥典及植物藥

學、軍藥及救護、社區藥局、藥學教育等十組，展開為期五天的論

文發表及研討會議。會議於今天圓滿閉幕，成果豐碩，深獲國內外

人士佳評，譽為最成功的一次國際藥學盛會。

李副總統勉藥學界  創新藥學造福人群

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致詞全文於次：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

先生：   

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暨亞洲藥

學協會二十週年紀念會於今日在中

華民國台北市隆重揭幕，登輝躬逢

其盛，甚感榮幸。除致衷心之祝賀

外，更對遠道出席之各國嘉賓，表

示誠摯之歡迎。

由於近代科技發達，交通便利，無形中縮短世界時空距離，尤

以亞洲及太平洋區各國之間距離不遠，彼此經由文化、經濟、教育、

衛生各方面之交流，使關係益形密切。藥學為衛生事業中之重要一

環，有關藥品之製造、供應，藥政之改善，對於疾病之預防與治

療，以及促進人類健康，關係重大。現代藥學隨科學之發展，日益

進步。藥學界人士多年來所做精湛之研究與不斷努力對社會人類之

貢獻，亦與時俱增，至感敬佩。

亞洲國家對於藥學之研究與發展，歷史悠久，成就輝煌。際此

藥學科技發展之新時代，更需彼此交換知識與技術，加強聯繫合作，

使藥學事業繼續蓬勃發展。貴會此次會議，以「創新藥學，造福人

群」為主旨，憑藉各與會貴賓之豐富學識與經驗，交換心得，研

民國 7 3年

李副總統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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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藥學會長揭櫫  亞藥成立目的

亞洲藥學會會長Lcurdes T. Echauz博士致詞：

亞洲藥學會成立二十年來，會員國已由原來的六個亞洲國家增

加到十二個，我們渴望著每二年一次的聚會，得以互相切磋砥礪。

本會的目的在於：

(一) 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藥學會建立密切的聯繫。

(二) 收集各國國家有關藥學實際應用的資料。

(三) 研究藥學教育相關的問題。

(四) 促進藥學的進步與實際的應用。

(五) 研究藥學立法問題，促使本

會的會員國得以早日實施醫藥分業制

度。

我們需要具有再教育功效的討論

會與定期的科學專業會議，更需要有

關藥品管理品質管制，臨床藥學藥品

濫用等領域的知識與研究，我們尊重

其他的專業團體，同時也企盼他們給

討各項藥學問題。深信由於此次會議所獲得之豐碩成果，必能使今

後之藥學，精益求精，日新月異，造福人群，定可預期。

         敬祝              大會成功！   

                           諸君健康！

大合照

亞洲藥學會會長
Lcurdes T. Echauz博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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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分揭幕。除了與會者之外，並對外開放，供一般民眾參

觀。

大會安排了各項節目以娛嘉賓，並將盡最大努力以祈大會圓滿

成功，使所有與會貴賓有賓至如歸之感。

促進藥學新知交流 藥學展覽會 展出成功 顯示製藥業 長足進步

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藥品展覽會於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五日

止，在外貿協會松山機場展覽場舉行，參觀廠商分為藥品三十五

家、五十八攤位，製藥器械十七家、十三攤位，醫療器材二家、二

攤位，化粧品二家、二攤位；合計五十六家、七十五攤位。

此次展出產品分為製藥機器、藥品及化粧品三部份，其中參展

的製藥機器廠商，雖僅十餘家，展出的產品卻包含了所有製藥所須

之機器，贏得與會各國藥界代表的讚賞。

前往會場參觀的業者指出，我國製藥機器的發展，從每小時五

萬片產能的高速雙層打錠機、流動噴霧造粒乾燥機、高速各製劑充

填機、打糖衣錠機器、至蒸氣高壓滅菌機，幾乎GMP藥廠所需之機

器設備國內均能產製，且性能不亞於國外產品，可以看出有長足

進步。

剪綵儀式

會議進行



而參展的業者也表示，目前國產製藥機器，除了供應國內藥廠

之外，已積極打開東南亞市場，發展潛力雄厚。

至於展出藥品的藥廠，強調的都是符合GMP的製造精神，部分

廠家以GMP的看板及圖片作為參展重點，部分則以具代表性之藥品

為訴求重點。藥政官員說，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國內藥廠隨著GMP的

實施，對品質安全的重視大幅提升。

二十一日揭幕式由亞洲藥學會會長Echauz、副會長孫雲燾及國

際藥學會會長夫人共同剪綵，一連展出三天，開放民眾自由參觀。

(自立晚報，民國7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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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約在五、六十篇左右），交換研究及工作心得。

(3) 每年刊行「臺灣藥學雜誌」四期，每期刊登原著論文六、七

篇，頗具高度學術水準，深得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學術富議委

員會以及國內，外學術界之認可與贊許。民國七十一年曾獲得教育

部獎勵。

(4) 聯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藥師公會、台北

市、高雄市藥師公會等對藥政提供改進意見。對於「藥師法」及

「藥物藥商管理法」之修訂事宜，亦提供多項意見。

(5) 民國四十一年藥學會與前台灣省藥劑師公會等團體向政府建

議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增設藥學系，經多方奔走催促，終於四十二年

成立台大醫學院藥學系，是為本省高等藥學教育之創始。期後高雄

醫學院、台北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陸續學系。嘉南藥專、大仁藥

專等校亦相繼成立藥學科。

(6) 經常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國內、外藥學專家作專題演講，計

七十一年十五次，七十二年九次，七十三年七次。

(7) 會同衛生署、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

公會，舉辦「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講習會及研討會，討論GMP實施

辦法及品質管制方面種種技術問題，再會同藥師公會舉辦「藥品市

場行銷」研討會。

(8) 協助衛生署中華藥典編輯委員會編修第二版及第三版中華藥

典，經多數會員參與集體編修工作，字斟句酌，殫精積慮，始底於

成。第三版中華藥典民國六十九年三月發布，第三版中華藥典補篇

尚在編輯中。

(9) 對國際藥學團體加強連繫，民國四十七年中國藥學會以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名稱加入國

際藥學協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 簡稱

F.I.P.）為正會員。大陸藥學團體原以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名稱參加國際藥學會為仲會員自中國藥學會入會後，

其會籍即被取銷，國際藥學協會每年在世界不同地區舉行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一次，每

二年舉行大會（General Assembly）一次。今年大會將於九月二

日至五日在加拿大Montreal 市進行會議。中國藥學會理事長孫雲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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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將代表我國參加理事會人（會議代表係用「中國」(China)名義

而非「台灣」）。據悉衛生著藥政處長黃文鴻博士亦擬參加今年加

拿大會議。凡我藥界同仁有意參加今年國際藥學會加拿大會議者請

與中國藥學會洽詢參加手續。

(10) 中國藥學會代表我國藥界聯合亞洲各自由國家及地區學團

體組成亞洲藥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簡稱FAPA）。亞洲藥學協會成立於1964年，現有十

二個會員國，計為中華民國、韓國、日本、香港、澳洲、菲律賓、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印度及巴基斯坦等。現任會長為

Dr. Lourdes T. Echauy（菲律賓），副會長五人，孫雲燾博士為副

會長之一。每二年進行大會一次，在正會員國輪流舉行。我國於六

十三年在台北市舉辦第五屆亞洲藥學會議(自第四屆大會起乃改稱為

亞洲藥學會議)甚為成功。我國藥學人士復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

九日至廿五日舉辦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The 10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假台北市環亞飯店舉行，同時

並慶祝亞洲藥學協會創立廿週年，更具重大意義。大會開幕典禮假

國父紀念館舉行，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內政部吳伯雄部長及國際藥

學協會會長Mr. A. Bedat 等均應邀參加並分別致辭。此外，有醫

藥衛生界學者專家及會員一千二百餘人參加，典禮莊嚴隆重。會議

期中，有五位國內、外學者作特別演講，十二位學者作專題演講，

宣讀論文一五三篇，其中包括國內學者學術價值。另有十個小組分

別進行研討各項專業問題並交換工作心得，作成議案，足供我政府

及業界參考。

茲列舉十個小組之名稱如下：

(一) 學術科技組（Scientific Section）

(二) 社區藥局組（Community Pharmacy Section）

(三) 醫院藥局組（Hospital Pharmacy Section）

(四) 製藥工業組（Industrial Pharmacy Section）

(五) 藥品行銷組（Marketing Section）

(六) 軍藥及急救組（Military Pharmacy and Emergency 

Section）



(七) 藥學教育組（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八) 藥事法規組（Pharmaceutical Jurisprudence Section）

( 九 ) 藥典及植物藥學組（ P h a r m a c e o p e i a  a n d  

Phytopharmacy Section）

(十) 公共衛生組（Public Health Section）

會議期間，在松山區外貿協會展覽中心舉行國內首次規模最大

之藥品、化粧品、醫療器材及製藥器械展覽會招待大會會員及國內

民眾參觀，增加各界對於優良藥品之認識。

此次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辦理成功，備多各方推崇贊許。

中國藥學會多年來推展會務，並於國內其他藥學團體密切合

作，促進藥學事業之發展；更重視國際間學術技術交流，增進相互

瞭解，以進步之藥學，造福人群。目前，中國藥學會會員人數不多

（不及五○○人），經費支絀，能力有限，希望我藥學同仁，多多

參加中國藥學會為會員，俾增加新生力量，積極推展會務，造福社

會國家，則幸甚矣！(台大藥刊第22期，民國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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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 6年 參加一九八七年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
暨第四十七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報告

國 際 藥 學 協 會 （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Pharmaceutique）為國際間唯一之世界性藥學組織，由世界各國

之全國性藥學團體組而成，總部設於荷蘭首都海牙；每年舉行理事

會（Council Meeting of F.I.P.）及國際藥學科技會一次，每二年

舉行大會一次。本年度一九八七年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及第四十七

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The 4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訂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四

日在荷蘭安姆斯特丹（Amsterdam）舉行。按國際藥學協會創立於

一九一二年至今年（一九八七年）適為七十五週年。我中國藥學會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於一九

五八年即加入國際藥學協會為正會員（ordinary member）。此次

國際藥學協會邀請中國藥學會名譽理事長孫雲燾博士參加一九八七

年國際協會理事會。理事會後即舉行第四十七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

我國藥學人士參加者計有孫雲燾、劉秋生、張憲晶諸生先及陳瓊雪、

余秀瑛女士等五人。

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舉行。理事會係

由會長、副會長、秘書長，九個小組主席及正會員會代表等所組成。

此外，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代表應邀列席為觀察員。會議席上各國代表之坐位席前放

置其國家名牌，歷次國際藥學協會理事會中，我國名牌均為中國（

Chine－法文），未用「台灣」名稱。此次理事會秘書處因受中共

駐荷蘭「偽大使館」建議，乃將我國名牌改為「Taiwan, China」。

經抗議後始將除去「Taiwan」，仍為「China」。惟中共藥學組織

刻已有意加入國際藥學協會為正會員，但今年尚未提出入會申請。

今後對於我中國藥學會英文名稱及國名自將發生紛擾。吾等當持嚴

正立場予以維護。此次會場中未懸掛會員國國旗，亦未有中共人員

參加。

理事會主席由國際藥學協會會長奧迪氏（Dr. J. A. Oddis）擔

任。彼為美國人士首次擔任國際藥學協會會長。理事會議中，首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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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九八六年在芬蘭Helsinki舉行之國際藥學協會大會記錄及一九八

六年理事會會議記錄，九個小組主席分別報告各組活動，繼以財務

報告及通過一九八八年預算案。我中國藥學會均按年繳納會費並舉

總部取得密切聯繫。會議中通過重要會議：

（一） 加強國際間藥學科技資訊聯繫。

（二） 加強研究核子武器對大眾傷害之防範措施。

（三） 加強抗癌及抗病毒之防治研究。

（四） 制定藥師守則。

（五） 一九八八年國際藥學協會大會及第四十八屆國際藥學科

技會議決定一九八八年九月初在澳洲雪梨市（Sidney）舉行。

第四十七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

月四日在荷蘭安姆斯特丹市國際會議廳舉行，約有一、八００人參

加。此次會議有十二項專題演講，分別就主題從各方面介紹藥學科

技研究最新動態與發展。綜計有論文二九二篇在會中發表，其中若

干篇特別報導有關抗癌、免疫化學、抗生素、心臟血管用藥、植物

藥品成分，胜　藥品（Peptide drugs）之研究與應用，以及多種

新藥（包括新劑型）之研究心得，內容極為精闢，並具創新意見。

論文範圍屬於醫療用藥之督察（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各種新劑型之製備技術探討，藥品之精密檢驗分析法（特別注重生

物科技方面），藥品之代謝作用（Drug metabolism），藥品吸收

率之探討（Bio-availability study），藥效藥劑學與藥品代謝動

率學（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以及防止藥

品濫用（Drug abuse）等方面之研究。

在此次會議中，按論文性質分別採取口述式及圖表講解式

（poster session）進行，所得效果甚佳。

會議期中，九個小組分別舉行研討會並引導參觀。小組之名稱

名次：

（一） 學術組（Academic Section）

（二） 製藥工業組（Industrial Pharmacist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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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品檢驗組（Section for Official Laboratories and 

Medicine Control Services）

（四） 藥用植物組（Section for the Study of Medicinal 

Plants）

（五） 醫院藥局組（Hospital Pharmacists' Section）

（六） 社區藥局組（Section for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Pharmacists）

（七） 軍藥組（Military Pharmacists' Section）

（八） 臨床檢驗組（Section for Pharmacists Engaged in 

Clinical Analysis）

（九） 出版組（Press and Documentation Section）

各小組並組成委員會，負責會後之聯繫並推展會務。會期中，

各組分別引導會員參觀藥學研究機構、學校、醫院、藥廠等。軍醫

院大部分建在地下，設計甚為週詳，予人印象深刻。按歐洲國家之

軍藥師除負責供應及調製藥品外，並積極參加軍中食品衛生、環境

衛生、毒物檢驗以至化學戰爭、核子戰爭之防禦事項等，故在軍中

備受尊重。此項制度堪供我國軍藥界之參考與借鏡。

目前歐洲多數國家之醫療作業實行轉診制度，病人必須先往開

業醫師處就診，如認有必要，始由開業醫師轉介至專科醫院或綜合

醫院治療。質言之，醫院僅接受住院病人，而無門診病人，故對一

般住院病人可以悉心治療，成效較佳。關於醫事檢驗方面，亦無醫

事檢驗師制度。（按醫事檢驗制度係美國創立，我國現仿照美國辦

法，亦有法定醫事檢驗師。）藥師如欲從事醫事檢驗工作，必需經過

政府醫事檢驗考試及格後，取得Pharmacist-Biochemist資格，方可

擔任醫院內醫事檢驗室（Clinical Analysis Laboratory）工作。一

般藥師擔任醫院藥局主任者多考得Pharmacist-Biochemist證照，

同時亦能主持醫院醫事檢驗室工作。醫院藥師由於醫院藥局（藥劑

部門）及醫事檢驗室雙重關係對於推行臨床藥學（Clinical 

Pharmacy）以及從事醫療用藥之督察工作（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較為順利。故國際藥學協會中設有臨床檢驗組



（Section for Pharmacists Engaged in Clinical Analysis）供從

事醫事檢驗工作之藥師參加，研討有關醫事檢驗方面各項技術問題。

再此次製藥工業組（Industrial Pharmacists' Section）與藥品

檢驗組（Section for Official Laboratories and Medicine 

Control Services）聯合舉行研討會，研討主題為「重組脫核醣酸

科技製品之品質管制問題」（Quality Assurance of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小組會中報告專題如下：

1. Guidelin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Control.

2. Quality Control of Protein Drugs.

3. Meeting the New Guildlines - A View from the 

European Industry.

4. Industrial Use of Recominant DNA Technology.

5. Biosynthetic Human Insulin：The Process, Validation 

and Quatlity Control.

6. Incidence of the Cellular Host - Vector System on 

Quality of Therapeutic Proteins.

7. Validation of Biotechnical Production Processes.

又製藥工業組另與學術組（Academic Section）亦聯合舉行

研討會，研究專題為「今後製藥工業發展途中工廠藥師之研究所教

育問題之商榷」（Postgraduate Education for Industrial 

Pharmacists in a Changing World）。

小組會中報告專題如下：

1. Industry Needs Educating

2. Possibilities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Associ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and the Center for 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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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cademia and the 

Authorities.

歐洲若干國家為有效推行「優良藥品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採取專業藥師制度，規定藥廠

需任用工廠藥師（Industrial Pharmacist），並就工廠藥師中任命

一人為首席工廠藥師（Chief Industrial Pharmacist）督導全廠藥

品製造工作。

此次四十七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我國計有五人參加，分別參

加專題討論及小組研討會，較之歷年來僅有一、二人參加之情形，

有所改進。小組研討會中討論藥學專業問題、資料交換、以及各種

藥學技術等，不僅個人可以獲得專業及學術上之新知，並可促進國

際學術交流，意義深遠。此次小組會議中，社區藥區組及軍藥組均

未有國人參加，殊為可惜。尤以社區藥局組主席屢次函請中國藥學

會選派會員參加，均未獲結果，深望我藥學界同仁今後對於社區藥

局之發展多加注意，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實所至盼！

此次國際藥學科技會議，日本有三十五人，韓國亦有十人參

加。我國本年度雖有五人參加，但因決定參加時間過遲，僅余秀瑛

教授一人提出論文報告（因大會規定論文宣讀者需在五月底以前繳

交論文摘要，過期即不受理），殊為遺憾！今後我國藥學人士如欲

參加國際藥學科技會議，必需早作準備。近年來我國藥學研究水準

已逐漸提高，甚望我國藥學人士能將研究結果多向國際學術界報告

發表，以提高國際人士對藥學界之認識與評價。藥學專業人員亦可

提出工作經驗與研究心得與國際友人相互交換意見，以收切磋之

效，並可藉此機會與藥學同道增加認識與聯繫。

國際藥學協會主辦之國際藥學科技會議，大率均在歐洲國家舉

行。由我國前往歐洲國家參加會議，路途遙遠，往返費頗貴，即在

美澳國家旅費亦頗不貲。加以大會註冊費與開會期間一週生活費用

等所費甚多，如由個人負擔經費，不無困難。希望我政府機關學術

機構，醫藥團體能多予藥學人士資助，使能參加此項具有重大意義

之國際藥學科技會議，並鼓勵參加者提出論文，以及勇於發言、質

詢、討論，以求實效。



明年（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初第四十八屆國際藥學科技會議將

在澳洲雪梨市（Sidney）舉行，甚盼我藥學人士能及早籌劃，組團

參加，並可藉機參觀考察澳洲及鄰近國國際藥學科技發展，藥事制

度以及藥業管理與經營等情形，則在觀光之餘，復可獲得寶貴之專

業知識，對於個人身心，當大有裨益也。(景康藥訊第三卷，第2、3期，

民國76年。本文另轉載於醫藥新聞，第20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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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學會之沿革

The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was 

founded in 1907 by the first name of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and then changed to the 

present name: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SROC).

For organizing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it was to 

define the aim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y 

in different means in the statutes of PSROC.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interrupted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activitie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was re-organized in 1942. The publication of 

pharmaceutical journal was also interrupted at different 

interval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PSROC's achievements since its foundation have been 

numerous and varied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reports. Let 

us continue and exert all our efforts for more progressive 

PSROC.

起源

我國最早之藥學會組織係由我國留日藥學人士於民國以前在東

京發起而創立者。最初訂名為「中華藥學會」後改稱「中華民國藥

學會」。民國初年藥學會負責人將會址由東京遷回北平，當時主其

事者為伍晟、王紹文諸氏。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藥學會

之會址於十六年復由北平遷至上海，先後擔任會長或理事長者為葉

漢丞、張輔忠諸氏。

按國民政府組織中設有衛生部，衛生部掌理全國醫藥衛生事

務，內設醫政司、藥政司、保健司、防疫司、總務司等，惜當時因

無適當藥政司司長人選，以致藥政司終未設立。衛生部於民國十九

年刊行中華藥典第一版，由衛生部部長劉瑞恒氏擔任中華藥典編修委

民國 7 7年



員會總編修。衛生部首度刊行中華藥典，實為我國藥政史上一項重

要措施。再則，藥學會原發行「中華藥學雜誌」，及至民國三十年

出版至第三卷時乃因抗戰而告停刊。

中日戰爭時期

民國二十六年冬抗戰軍興，我政府西遷四川，藥學會因未能及

時內遷，當奉社會部公告取銷立案。嗣經大後方藥學人士努力奔走，

請求恢復會籍。迨至民國三十一年夏，始准以「中國藥學會」名義

重新立案。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五日在重慶廣播大廈召開成立大會及

第一屆年會，選舉陳璞、連瑞琦、孟目的、於達準、葛克全、羅霞

天、陳思義、潘經、黃鳴駒諸氏為理事並推舉陳璞（璞成）為理事

長。民國三十二年秋復在重慶舉行第二屆年會。按照中國藥學會會

章規定，本會得在各地設立分會並在重要地點設置辦事處。重慶時

代依法成立分會者有成都分會、福州分會、安順分會等，在戰時本

會總部與各分會間尚能保持適當之聯繫。

重慶時代物資缺乏，生活倍感艱苦，然我藥學同仁無不精誠奮

發，各盡所能，發展藥學教育，提倡研究，從事藥品製造供應，期

使前後方醫療藥品不虞匱乏。同時恢復藥學雜誌之刊行，將原先「

中華藥學雜誌」改稱為「中國藥學會會誌」，初由中國藥學會成都

分會發行1，主任編輯為湯騰漢氏，民國三十二年六月發行第一卷第

一期，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即改由中國藥學會發行2。計先後發行三

卷五期。勝利後以復員工作紛忙，又告停刊。

抗戰期中，我國對外交通遭受封鎖，以致醫療藥品供應困難。

藥學會同仁乃敦促行政院衛生署召開全國藥事會議，制定常用藥品

表（約計原藥150種），俾用藥範圍有所限制，以便實施戰時藥品計

畫生產制度。凡常用藥品表中之藥品能在國內生產製造者則由公私

營藥廠設法製造供應，其不能在國內生產者則由國外統籌購置輸入。

當時衛生署設置藥品供應委員會負責公立醫療機構之藥品廉價供應

事項。衛生署（設在四川新橋）設化驗室負責藥品之檢驗工作。衛

生署復在四川合川成立第一製藥廠製造一般普通藥品包括磺醯胺類

藥品，其他多種重要內服藥及外用消毒殺菌劑等。麻醉藥品經理處

製藥廠則製備麻醉藥品供應前後方軍民需用。此外，軍醫署亦設置

製藥廠多所專供軍需藥品之用。民營藥廠則有中央製藥廠重慶廠及

成都廠二處。華西藥廠乃係華西大學藥學系之實驗藥廠。在當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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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物質條件極度貧乏情況下，各藥廠所製藥品均經檢驗合格，符

合中華藥典（第一版）之規定標準。

至於藥學教育，在戰時大後方仍繼續推展，當時藥學校計有三

所：軍醫學校藥學系（即今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前身）設校貴州安

順，專門培養軍藥人材，國立藥學專科學校設於四川歌樂山，華西

大學藥學系設於四川成都。各藥校教師均係藥學會之中堅份子，肩

負教學與研究重任，孜孜匪懈，方使莘莘學子，笙歌未輟，薪火

相傳耳。

勝利復員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政府各機關紛紛復員。中國藥學

會亦隨政府遷還首都南京，會址暫設南京秣陵路秣陵新村十五號，

並在上海南陽路一八六號成立上海辦事處以利會務推展。中國藥學

會於三十六年春上海召開第三屆年會，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假南京國

立藥學專科學校召開第四屆年會。戰亂後我藥學同仁，故舊新知復

能歡聚一堂，倍感愉快！戰後百廢等舉，亟謀恢復戰前舊觀，俾會

務早日拓展光大。其中重要工作之一乃係藥學雜誌之復刊。爰於藥

學會第三屆年會時即決議成立編纂委員會，負責藥學雜誌編輯事宜，

由曾廣方氏任總編輯。「中國藥學雜誌」第七卷第一期於三十七年

四月刊行，每年四期，由中國藥學會發行3。「中國藥學雜誌」之英

文名稱為：Journal of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按重慶時代刊行「中國藥學會會誌」之卷數係繼承「

中華藥學雜誌」之卷數，故成都版之「中國藥學會會誌」第一卷附

註為第四卷，然後第二卷、第三卷分別附註為第五卷、第六卷。復

刊後之「中國藥學雜誌」首卷第一期註明為第七卷第一期者，職是

故也。

政府於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行政院衛生署恢復原制為衛生

部，但組織中之藥政司仍未成立。藥學校除華西大學藥學系仍留四

川成都外，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及軍醫學校藥學系乃遷回南京，其餘

如中法大學藥學科，及上海醫學院藥學系仍在上海，浙江省立醫藥

專門學校仍在浙江杭州，齊魯大學藥學系仍在山東濟南，瀋陽醫學

院藥學系仍在瀋陽復校。勝利後新成立之藥學校則有國立北京大學

藥學系，國立浙江大學藥學系等，各藥學校之肄業年限均為四年。



播遷台灣時間

抗戰勝利後不久，共黨倡亂，中國藥學會於三十八年復隨政府

遷來台灣。鑒於抗戰時期，前藥學會組織因未能及時遷渝致遭受停

止會籍情形，故當時本會孫雲燾理事特將「中國藥學會」印信攜帶

來台，呈報內政部核准登記，內政部另行頒發「中國藥學會」印信

（即現時本會所用印信）供用，於是中國藥學會乃經合法登記，繼

續推展會務。惟該時藥學會原任理監事來台人數不多，爰遵照規定，

組織司選委員會以通訊記名授函方式選舉第五屆理監事。藥學會歷

屆理事長分別由梁其奎（第五屆），孫雲燾（第六屆至第十六屆），

林明道（第十七、十八屆），孫雲燾（第十九、廿屆），林明道（

第廿一屆現任）諸氏擔任。台灣省分會理事長分別由許鴻源、陳玉

麟、林明道諸氏擔任，孫雲燾理事於七十六年中國藥學會第廿一屆

理監事會中請辭理事職務，經各理事同意接受並推舉其擔任名譽理

事長。

中國藥學會台灣省分會於台灣省光復後即行成立。民國三十八

年發行「臺灣藥學雜誌」4刊載藥學研究原著、簡報及快報等，每年

四期，迄至七十六年底計發行三十九卷。由許鴻源、陳玉麟、王光

昭三氏先後擔任主編。近年來我藥學同仁研究成績甚為輝煌，投刊

藥學雜誌論文之水準日漸提高，益以編審嚴謹，故藥學雜誌深受學

術界重視。七十三年及七十五年二度經教育部頒發優良學術雜誌獎。

民國七十七年起「臺灣藥學雜誌」改稱「中華藥學雜誌」由中國藥

學會發行，推舉劉剛劍氏擔任主編。最近刊行「中華藥學雜誌」之

卷數仍用「臺灣藥學雜誌」之延續卷數，故首卷為第四十卷第一期。

其英文名稱為：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中國藥學會之臺灣時代，總會與台灣省分會密切合作，極積推

展會務，頗具成效。歷年來，總會與台灣省分會之理監事胥由我藥

學同仁輪流擔任，故能合作無間，充分發揮潛能，共謀藥學之發展。

玆簡列近年來本會之重要工作項目如次：

（1） 按時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會務，每年舉行會員大會

一次，討論議案，並宣讀論文，分組進行討論。

（2） 發展藥學教育，促成藥學校及藥學研究所之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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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倡藥學研究，經常舉辦學術演講，藥學專題研討會如

藥學科技研討會，製藥技術研討會，醫院藥局研討會，臨床藥學研

討會及藥品行銷研討會等，並刊行演講集或會議錄。

（4） 參加國際藥學組織，極積參與國際間各項藥學科技會議

及活動，以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本 會 於 1 9 5 8 年 加 入 國 際 藥 學 協 會 （ F e d e r a t i o 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 F. I. P.）為正會員5，經常參加

國際藥學科技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armaeutical 

Sciences）。國際藥學協會於 " History of F. I. P. " 1987所列國際

藥學協會正會員表中刊載本會之會籍名稱為：China (Taiwan): The 

Pharmacue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

本會於1964年與菲律賓、日本及大韓民國等國藥學同仁共同發

起組成亞洲藥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以謀求亞洲國家間藥學事業與科技之發展。

亞洲藥學協會現由菲律賓、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日本、泰國、馬

來西亞、印尼、新加坡、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及澳洲等十二會員

國或地區之全國性藥學團體所組成。自1964成立迄今（1988年）已

有廿四年歷史。每二年輪流在會員國舉行大會（亞洲藥學技科會議，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一次。本會率同

我國其他藥學團體先後於民國六十三年及七十三年在台北舉辦第五

屆及第十屆亞洲藥學科技會議（The 5th and 10th Asian 

Congresse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6，有國內，國外會

員約1,200人參加，成效卓著，備受各方讚許。

（5） 協助政府衛生部門推行藥政，支援藥品之審查，評估工

作及推廣「優良藥品製造規範」制度，對於藥事法規之修訂及有關

藥學技術問題提供意見。

（6） 協助衛生署從事中華藥典之編修工作。

衛生部於民國十九年刊行中華藥典第一版。

內政部於民國四十九年刊行中華藥典第二版。

衛生署於民國六十九年刊行中華藥典第三版。



本會多數會員均參加中華藥典編修工作，倍感辛勞。本會並接

受 衛 生 署 委 託 從 事 中 華 藥 典 第 三 版 補 篇 （ C h i n e s e  

Pharmacopoeia III, Supplements）之修訂，現已完成中華藥典

補篇第一集、第二集及第三集文稿。

結語

我國藥學會組織雖於民國以前即已成立，然確實成立日期已不

可考。（或謂創立於民國前五年，即公元1907年）。中國藥學會自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五日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屆年會，迄今已

逾四十五年。回顧半世紀以來，國事蜩螗，歷經抗日戰爭及共黨倡

亂，以致藥學會會務之推展及若干活動遭受阻礙，藥學雜誌亦因之

數度停刊，良深浩歎！今日建國大業已露曙光，希望我藥學同仁，

群策群力，團結於中國藥學會旗幟下，努力學術研究，加強藥學服

務，為社會國家謀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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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 0年 中國藥學會之組織嬗遞及
其學術活動紀要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the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n-Tao Sun

Honorary President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11, 1990)

ABSTRACT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the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herewith 

presented. Be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ivil 

conflicts in China during the 4th and 5th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the society's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were much 

inflicted and even interrupted. Anyway, since the 

mov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Taiwan in 1949 the 

reorganized society has made a steady progress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 and sciences 

of our country. Its achievement i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by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 Activation as ordinary member in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harmaceutique (F.I.P.) and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

b.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now up to 43 volumes, editing and revising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from the 1st to the 3rd edition including 

Supplements No. 1 to 3.

c. Organizing and hosting a number of bilateral 

international symposia with Japan, Germany,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etc., in different 

field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also the 5th and 10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d. Promotion and helping to enhance the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hort,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society are numerous 

and tremendous. Let us continue and exert all our efforts for 

more prosperous future. 

前言

民國七十七年初中國藥學會改選之際曾應中華藥學雜誌編輯委

員會之請，草述「中國藥學會之沿革」一文刊於更名後之本誌第四

十卷一期卷首。惜是時手邊資料不齊，僅就學會組織略記其演變過

程。惟按中國藥學會自其成立迄今已發揮極大功能，對我國藥學舉

凡考選典章、教育制度、專業技術、學術研究乃至國際交流合作之

推展促進貢獻至鉅，確有更深入闡述之必要。爰依時間順序就中國

藥學會組織嬗遞過程補綴其專業及學術活動概要，以供我藥界同仁

之參考，疏漏之處尚祈賢達指正。

創始初期篳路襤褸

我國藥學會組織創始於清光緒卅三年（1907年），由留日藥學

人士王煥文、伍晟、曾貞、胡晴崖等在日本東京集會發起組織者。

當時訂名為「中華藥學會」，訂定會章，公推王煥文為會長，是為

我國最早成立之藥學組織。民國成立後，留日藥學人士次第返國，

民國元年在北京集會，當時會員已增至百人左右，將會名改稱「中

華民國藥學會」（簡稱中華藥學會），公推伍晟為會長，推展會務。

民國以來，政府由內政部設衛生司管理醫藥衛生事務，包括醫

士、藥劑士之查督及賣（售）藥營業之檢查事項。民國四年九月政

府頒布文官高等考試令，包括高等文官之醫藥考試，並通令各省籌

設醫藥學校。當時各省公立醫學專門學校中，僅浙江兼辦藥科，故

定名為浙江公立醫藥專門學校，醫學部預科一年，本科四年，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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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科一年，本科三年。據民國七年十二月教育公報刊載該校藥學部

學生共四十六人（三班）。民國四年內務部公布「管理藥商章程」

及「限制藥用鴉片嗎啡等藥品營業章程」。當民國初期，政局不定，

進退失序，故未能建立比較完備之藥學教育與藥事管理制度。

歐戰期間（民國三年至七年）藥學會會務一度陷於停頓。迨民

國九年，藥學會又恢復活動，推選王煥文為會長。王氏時任內務部

衛生試驗所所長，得以衛生試驗所及浙江醫藥專門學校為據點，推

展會務較具成效。民國十五年及十六年先後在上海舉行年會，改選

葉漢丞為會長，修改會章改會長制為委員制，選舉劉步青、吳冠民、

海萍、黃鳴龍、鄭訓、周夢白、陳豐鎬、金鰲等九人為委員，葉漢

丞為委員長。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中華藥學會經內政部、衛生

部、教育部批准備案。按國民政府組織中設有衛生部，掌理全國醫

藥衛生事務，內設醫政司、藥政司、保健司、防疫司等，惜當時藥

政司因故未能成立，藥政事務乃由醫政司代為掌理。另附設中央藥

物研究所、麻醉藥品經理處及中央防疫處（主持防疫工作、生物學

製品製造事宜）等有關藥品製造及管理機構。衛生部於民國十八年

制定「藥師暫行條例」，民國十九年五月頒布中華藥典第一版。衛

生部首度制定「藥師暫行條例」及刊行中華藥典實為我國藥政史上

重要措施。關於中華藥典之編修，由劉瑞恒部長兼任總編修，聘請

藥學會會員孟目的、於達望、薛宜琪、陳璞、趙燏黃、黃鳴龍等為

編修委員。

自國民政府成立後，中華藥學會之重心即集中在南京、上海兩

地，尤以上海會員人數較多，對於推動會務，較稱便利。民國廿四

年藥學會在上海召開年會，會期三天，會中計宣讀論文十四篇，經

選舉劉步青、曾廣方、孟目的、陳思義、周夢白、吳冠民、朱文馨、

金鰲等為理事，並推舉張輔忠為理事長。決議籌備刊行「中華藥學

雜誌」，由曾廣方任編輯主任，陳思義、趙燏黃等卅三人為編輯。

中華藥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終於民國廿五年正式刊行。民國廿四年

年會重要決議案為：（1）建議教育部設置「藥學教育委員會」及籌

設國立藥學院並儘可能於大學內增設藥學系以造就藥學人才。（2）

建議衛生部早日修訂中華藥典第二版以應醫藥需要。同時，藥學會

會章亦經大幅度修正；惟藥學會名稱仍為「中華民國藥學會（簡稱



中華藥學會）」。實際上，一般均習用「中華藥學會」名稱。會章

第六條規定，凡一地會員在十人以上者得設分會並由總會派一人為

聯絡員。當時成立之分會計有北平分會、成都分會及廣西分會等。

民國廿五年復在南京舉行年會，參加年會者約有百數十人，宣

讀論文廿篇。「中華藥學雜誌」於民國廿五年創刊，經陸續刊行至

第三卷時乃因抗戰而告停刊。

抗戰歲月笙歌未輟

民國廿六年冬抗日戰爭爆發，政府西遷重慶。戰時中央政府緊

縮編制，衛生部乃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署。抗戰初期，局勢混亂，中

華藥學會未及遷往內地，於是社會部乃宣布撤銷「中華藥學會」之

立案登記。當時大後方藥學人士深覺確有恢復藥學會之必要，乃向

社會部陳情，直至民國卅一年，始准以「中國藥學會」名義重新立

案。中國藥學會於民國卅一年七月五日假重慶市廣播大廈召開成立

大會及第一屆年會。故中國藥學會雖為中華藥學會之延續，但因更

換名稱，故「中國藥學會」之成立自應由民國卅一年起始計算，迄

今已歷四十餘年。故至民國八十二年即屆本會成立五十週年。希望

本會會員重視此項史實，及早籌劃慶祝我中國藥學會五十週年會慶

並刊行：「中國藥學會史」以茲紀念。

中國藥學會第一屆及第二屆年會均在重慶召開。第一屆年會中

推選連瑞琦、孟目的、於達準、葛克全、羅霞天、陳思義、潘經、

黃鳴駒等為理事，陳樸（璞成）為理事長，另於達望、徐從乾等為

監事。並先後成立福州分會，由於達望、林公際等主持；成都分會

由湯騰漢、薛愚、朱廷儒等主持，及安順分會由張鵬翀等主持。抗

戰期中，總會尚能與各地分會保持適當之聯繫。

民國卅二年，「藥師暫行條例」經修訂為「藥劑師法」。雖將

「暫行條例」性質之法規修訂為大法，但因採用日本立法例範，將

原有「藥師」名稱改為「藥劑師」。我藥學人士，對「藥劑師」名

稱甚感不滿。蓋藥學範圍廣泛，非僅屬於「藥劑」方面之工作而已

也。

抗戰時期物資缺乏，生活倍感艱苦，然我藥學會同仁感於自身

之職責重大，無不精誠奮發，各盡所能，致力發展藥學教育，提倡

學術研究，及從事藥品製造供應，期使前後方所需醫療藥品不虞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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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同時並積極恢復藥學雜誌之刊行，將原先「中華藥學雜誌」改

為「中國藥學會會誌」，初由中國藥學會成都分會刊行，主任編輯

為湯騰漢，民國卅二年六月發行第一卷第一期。惟由第二卷第一期

起即改由中國藥學會（總會）發行（民國卅三年），計先後發行三

卷五期，至卅四年復行停刊。另一種藥學刊物「藥報」刊載一般綜

合性論文及簡訊等在重慶刊行，由葛克全主編，出版至第七期時亦

即停刊。

鑒於抗戰期間我國對外交通遭受封鎖，以致醫療藥品供應困

難，中國藥學會同仁乃敦促行政院衛生署召開全國藥事會議，主要

議題為請政府制定常用藥品表（約計原藥150種，製劑在外），俾醫

療用藥範圍有所限制，以便實施戰時藥品計劃生產制度。凡常用藥

品表中之藥品能在國內生產製造者，則由公私營藥廠設法製造供應，

其不能在國內生產者則由國外統籌購置輸入。當時輸入之青黴素（

Penicillin）僅能作限量供應，其他重要療傷藥品如麻醉藥品、消毒

殺菌劑、磺胺類藥品暨一般常用之內服、外用藥劑等尚能供應無缺。

衛生署設置藥品供應委員會負責公立醫療機構供應廉價藥品事項。

衛生署（設在四川新橋）設置藥品化驗室負責藥品之檢驗工作。當

時各公私營製藥廠雖在物資條件極度缺乏情形下，所生產之藥品均

能符合中華藥典第一版之規定標準。公營製藥廠包括衛生署在四川

合川所設立之第一製藥廠（由孫雲燾主持），製造磺胺類藥品，多

種內服藥及外用消毒殺菌劑等。麻醉藥品經理處製藥廠（由梁其奎，

孫雲燾主持）則製備麻醉藥品供應前後方軍民需用。此外，軍醫署

亦設置製藥廠多所專供軍需藥品之用。民營製藥廠則有中央製藥廠

重慶廠及成都廠二處，華西製藥廠等協力從事藥品生產，使戰時藥

品供應，尚不虞匱乏。

至於藥學教育，在戰時大後方仍繼續推展。當時藥學校計有四

所：軍醫學校藥學系（即今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前身）設校貴州安順，

專門培植軍藥人才，國立藥學專科學校設於四川歌樂山（原設在南

京），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藥學系則設於四川成都，及國立貴陽醫

學院藥學專修科（四年制）設於貴州貴陽。各藥學校教師多為藥學

會之中堅份子，除肩負教學重任外，仍從事研究工作。其研究工作

性質多著重於利用內地各省資源從事藥品製造技術之探討，以適應

當時迫切需要。在抗戰大後方，我藥學同仁辛勤教學，孜孜匪懈，

方使莘莘學子，笙歌未輟。



勝利還都百廢待舉

民國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政府各機關紛紛復員。政府還都南

京，中國藥學會亦隨政府遷回南京，會址暫設於南京秣陵路秣陵新

村十五號，並在上海南陽路一八六號成立成上海辦事處以利會務推

展。中國藥學會於卅六年春在上海召開第三屆年會。民國卅七年五

月假南京國立專科學校召開第四屆年會，出席會員約三百餘人，不

僅限於南京，上海二地，即遠自西安、濟南、杭州、重慶等地均有

人前來參加。台灣省藥學界推派代表盧茂川、張國周、葉啟明、許

鴻源等四人來京參加年會，備受歡迎。該次選舉周夢白、連瑞琦、

朱文馨、管光地、薛愚、雷興翰、孫雲燾、王紹鼎、王殿翔、顧學

裘、金理文、周敦年、李成功等為理事，孟目的為理事長，另於達

望、趙燏黃、吳榮熙、梁其奎、蔣桓等為監事。年會中通過若干議

案：（1）請將「藥劑師法」修改為「藥師法」。（2）請衛生部修

訂中華藥典。（3）建議衛生部設立藥政署。（4）請教育部設置藥

學教育委員會，將藥學科、系改制為藥學院並設立藥學研究所以造

就高深藥學人才。（5）請政府輔導製藥工業等。戰亂後我藥學同仁

藉參加藥學會年會之便，故舊新知復能歡聚一堂，共商會務，倍感

愉快！戰後百廢待舉，亟謀早日恢復戰前情況，使會務繼續拓展光

大。其中重要工作之一乃係藥學雜誌之復刊。爰於中國藥學會第三

屆年會時即決議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藥學雜誌編輯事宜，由曾廣

方任總編輯。「中國藥學雜誌」（Journal of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第七卷第一期於民國卅七年四月刊

行，由中國藥學會發行，每年四期。按重慶時代刊行「中國藥學會

會誌」之卷數係繼承抗戰前刊行「中華藥學雜誌」之卷數，故成都

版之「中國藥學會會誌」第一卷附註為第四卷，然後第二卷、第三

卷分別附註為第五卷、第六卷。抗戰勝利後復刊之「中國藥學雜誌」

首卷第一期註明為第七卷第一期者，職是故也。

政府於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行政院衛生署恢復原制為衛生

部，但組織中之藥政司仍未成立。衛生部附設之製藥機構有第一製

藥廠，麻醉藥品經理處及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等，新設藥物食

品檢驗局於上海。衛生部復成立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著手編修中華

藥典第二版，仍請劉瑞恒為總編修，孟目的為副總編修，孫雲燾、潘

經、朱文馨等為編修委員。編修工作由孟目的主持，經數年集體努力

工作，完成之初稿已在複審中，終因時局不靖，未能完稿刊行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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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校除華西協合大學藥學系仍留四川成都外，餘如國立藥學

專科學校及軍醫學校藥學系乃遷回南京，上海中法大學藥科及上海

醫學院藥學系仍在上海，浙江醫藥專門學校仍在浙江杭州，齊魯大

學醫學院藥學系仍在山東濟南，瀋陽醫學院藥學系仍在瀋陽復校。

勝利後新成立之藥學系則有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國立浙江

大學理學院藥學系等。上海中法大學藥科於民國十八年成立，首創

四年制教學。民國廿五年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成立，亦採用四年

教學制。抗戰前有藥學專科學校採三年制者，但在抗戰勝利後，全

國藥學校無論專科或藥學系均一律採取四年制教學矣。藥學研究機

構則有中央研究院藥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中華自然

科學研究所藥用植物研究部等處。

東渡台灣續傳薪火

抗戰勝利後不久，共黨倡亂，中國藥學會於民國卅八年隨政府

遷來台灣。鑒於抗戰時期，前中華藥學會因未能及時遷移致遭受停

止會籍處分，故當時孫雲燾理事特將「中國藥學會」印信攜帶來台，

呈報內政部核准登記，由內政部另行頒發「中國藥學會」印信（即

現寺所用印信）供用，於是中國藥學會乃經政府合法登記，繼續推

展會務。惟該時原任理監事來台人數不多，爰遵照規定即組織司選

委員會以通訊記名投函方式選舉第五屆理監事。按照本會會章第四

章第十二條規定：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理事九人推選三人

為常務理事，於常務理事中推選一人為理事長，監事三人推選一人

為常務監事。理監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民國五十三年年會

時修改會章，將理事名額增為十五人，監事名額增為五人。六十二

年年會再修改會章：理監事任期仍為二年，惟連選得連任一次。中

國藥學會遷台後即與台灣省分會聯合推展會務。雖總會與分會分別

選舉理監事，但平時理監事會議及年會（會員大會）均聯合舉行，

會員亦僅繳納一次會費。故多年來推展會務，舉辦各種活動，刊行

藥學雜誌等費用繁多，深感經費支絀，時有捉襟見肘之感。中國藥

學會歷屆理事長分別由梁其奎（第五屆）、孫雲燾（第六屆至十六

屆）、林明道（第十七屆、十八屆）、孫雲燾（第十九屆、廿屆）、

林明道（第廿一屆）及林榮耀（第廿二屆，現任）諸氏擔任。台灣

省分會理事長分別由許鴻源、陳玉麟、林明道諸氏擔任。孫雲燾理

事於七十六年中國藥學會第廿一屆理監事會中請辭理事職務，經各

理事同意接受並推舉其為名譽理事長。



中國藥會目前（第廿二屆）之組織為：

名譽理事長：孫雲燾

理事長：林榮耀

常務理事：黃文鴻、蕭美玲、陳春雄、陳朝洋

理事：廖俊亨、劉剛劍、陳玉盤、林明道、黎漢德、許鴻源、

　　　江雪卿、林仁混、黃金鼎、楊藏雄

秘書長：陳瓊雪

秘書：程正禹

常務監事：張世憲

監事：胡幼圃、徐型堅、楊玲玲、張弘

台海省分會目前（第廿二屆）之組織為：

理事長：陳玉麟

常務理事：陳瑞龍、郭盛助、王惠珀、王光昭

理事：金明儒、李安榮、陳增福、陳國棟、顏焜熒、張憲昌、

　　　張鍵官、盧盛德、張柏林、鍾柄泓

總幹事：張憲昌

常務監事：吳午龍

監事：林山陽、張博夫、田伯誠、程正禹

中國藥學會台灣省分會於民國卅七年三月成立，其前身為台灣

藥學會。民國卅八年發行「臺灣藥學雜誌」刊載藥學原著、簡報及

快報等，每年二至四期迄至七十六年底計發行卅九卷。由許鴻源、

孫雲燾、陳玉麟、王光昭諸氏先後擔任主編。近年來我藥學同仁研

究成績甚為輝煌。投刊藥學雜誌論文之品質水準日漸提高，益以編

審嚴謹，聲譽日隆，備受學術界重視。民國七十三年及七十五年二

度獲得教育部頒發優良學術雜誌獎。民國七十七年起「臺灣藥學雜

誌」改名為「中華藥學雜誌」（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Journal）由中國藥學會發行，推舉劉剛劍為主編。因雜誌性質為全

國性藥學雜誌不宜再用前「中國藥學雜誌」名稱以免與中國大陸雜

誌名稱混淆，故決議訂名為「中華藥學雜誌」。其卷數編號仍用

「臺灣藥學雜誌」之延續卷數，故其首卷為第四十卷第一期。「中

華藥學雜誌」自續刊以來，在編輯方面稍有改變：除原著外，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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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評 （ R e v i e w s ） ， 合 併 簡 報 （ N o t e s ） 與 快 報

（Communications）而為簡報。另編排格式亦有所改變以適應藥

學研究之新發展。中華藥學雜誌第四十卷計刊出論文三十一篇，凡

二百七十四頁，其中綜評四篇，原著二十二篇，簡報五篇。第四十

一卷計刊出論文三十八篇，凡三百五十四頁，其中綜評及簡報各四

篇，原著三十篇。第四十二卷起即改為雙月刊發行，計刊出論文五

十七篇，增至五百五十頁，其中綜評六篇，原著四十四篇，簡報七

篇，已見其顯著成長。就數量而言尚難稱豐富，然其內容則涵蓋甚

廣，計包括：藥學史、生藥學、天然物化學、藥物化學、藥品分析

、藥理學、藥劑學、藥品動力學及臨床藥學等類。其中尤以天然物

化學、藥物化學、藥品分析及藥劑學四類所佔比例較高，略可窺知

目前國內之研究重點與動向也。又綜評部份有國外學者如日本歧

阜市立藥科大學川島嘉明教授，日本東京星藥科大學永井恆司

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連榮吉教授及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R. W. 

Brueggemeier教授之賜稿，對本誌之聲譽更有助益。另最近亦曾

受理埃及Mansoura大學及利比亞Al-Fateh大學論文多篇，並有大

陸地區學者來稿，則益見本誌之受重視也。

按藥學雜誌於民國三十八年在台灣續刊之後不久其論文即收入

"Chemical Abstracts"及"l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Abstracts"迄今不輟。而最近亦接獲Bioscience Information 

Senvice（BIOSIS）來函索取本誌擬收入"Biological Abstracts"。

此外亦有複本寄送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希其

目錄能進入"Current Contents"。而本誌自第四十二卷起亦已取得

國際標準期刊編號為ISSN-1016-1015。民國七十八年再度獲得教育

部自然及應用科學類優良刊物獎。

中國藥學會遷台以來，總會與台灣省分會密切合作，積極推展

會務，頗其成效，分別於民國六十四年、七十四年、七十七年、七

十九年榮獲內政部頒發全國性績優社會團體獎，及台灣省社會處頒

發工作成績優等獎，此足證我藥學同仁之之努力奮勉，已獲得肯定。

歷年來，中國藥學會總會台灣省分會之理監事胥由我藥學同仁輪流

擔任，故能合作無間，充分發揮潛能，共謀會務之發展。

政府遷台初期，實行精簡緊縮政策，主管衛生之衛生部經撤銷

改為內政部衛生司，工作人員減少，推進工作倍感困難。台灣省設

置衛生處，實際推行全省衛生保健事業。台灣省光復時，藥事業務極



為紊亂，經營藥局業務者計有九種藥商，名目繁多，管理不易。雖

經民國五十九年修正公布「藥物藥商管理法」，然在藥品管理方面，

亦未見若何成效。政府為重視衛生行政，促進民族健康，乃於民國

六十年三月成立衛生署，直隸行政院（行政院衛生署）、署內除醫

政處，防疫處外，增設藥政處（歷任處長為許源源、李族祺、林明

道、黃文鴻、蕭美玲），後數年復成立食品衛生處。此外，衛生署

尚設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及中醫藥委員會等，附屬機構則有藥物食

品檢驗局（歷任局長為林明道、鄭彰澤、洪其壁、黃文鴻），麻醉

藥品經理處（歷任處長為梁其奎、郎榮山、劉遯、劉鑑、汪岳喬、

耿成章、林明道、廖俊亨），及預防醫學研究所等。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廿六日政府公布「藥師法」，將「藥劑師」

名稱修正為「藥師」。我藥學同仁認為目前藥事法規過於陳舊，龐

雜支離，極不合理，應有一完整之藥事法管理藥品（人及動物用

藥），醫療器械、食物、化粧品等。雖累向政府提出修訂意見，並

出席立法院之聽證會說明意見，惜多未蒙採納。衛生部於民國十九

年刊行中華藥典第一版，嗣因抗戰前後時期，局勢混亂，故中華藥

典修訂工作累作累綴，且三度易稿，終於民國四十九年由內政部中

華藥典編修委員會刊行中華藥典第二版，然距中華藥典第一版刊行

日期已歷三十寒暑矣。中華藥典第二版總編修仍為劉瑞恒氏，副總

編修為孫雲燾、劉遯等。迨中華藥典第二版刊行後，內政部中華藥

典編修委員會即無形中停頓。衛生署於民國六十年成立後，亦歷時

九年，於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始刊行中華藥典第三版。中華藥典第三

版總編修為王金茂（當時衛生署署長），副總編修為孫雲燾、許鴻

源等，編修委員為林明道、金明儒、陳玉麟、陳瓊雪、楊藏雄、那

琦、黎漢德、盧盛德、譚增毅、劉壽文、李鎮源、董大成等。關於

中華藥典第二版及第三版之刊行，中國藥學會會員實擔負極大部分

編修工作。自民國六十九年迄今（六十九年至八十年），已逾十年

而中華藥典編修工作尚未著手進行。按中華藥典編修工作，必需由

衛生署常設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編列適當預算，遴聘國內藥學專

家及其他學者從事此項艱鉅之編修工作，並應延攬專責人員隨時收

集資料，研討更新內容，期使中華藥典編修間隔時間儘量縮短，庶

幾適應現代醫療需要，確立藥品品質標準，作為藥政管理上之重要

依據以及醫藥界用藥之準則。

台灣自光復後，藥師人數不多，蓋自大陸來台之藥學人士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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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多數藥學人士為留學日本藥學校（三年制）畢業返國者。國

防醫學院藥學系自上海遷台後僅造就軍藥人才，無法為社會服務。

中國藥學會同仁鑒於台灣藥學人才不足，急需發展高等藥學教育，

乃於民國四十一年與台灣省藥劑師公會（該時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尚未成立）等團體聯合向政府建議，請在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內籌設藥學系，並進行籌款五十萬元以為支援（結果僅籌得五

萬元）。經年來奔走呼籲，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終於民國四

十二年成立，民國五十九年復成立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研究所，先後

設置碩士班、博士班、完成一系列之高等藥學教育體系。隨後高雄

醫學院、台北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陸續成立藥學系。民國六十三

年起，中國醫藥學院設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及藥物化學研究所，台北

醫學院及高雄醫學院則均設置藥學研究所，分別招收碩士及博士班

研究生矣。又國防醫學院於民國五十七年即在其生物物理學研究所

下設立藥物化學組碩士班，民國七十五年則改為藥學研究所，目前

正籌組之生命科學研究所亦將設藥學博士班。

本會除關心藥學教育外，對於製藥工業亦深表關切。民國四十

九年本會協助內政部衛生司及經濟部工業發展小組（主任為李國鼎）

進行全省藥廠普查，訂定「製藥工廠設廠標準」將藥廠評鑑分類為

甲、乙、丙、丁四級。將原有藥廠七百餘家淘汰為四百餘家。嗣後

衛生署推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制度，本會亦多方協助，如舉辦製藥研討會，學

術演講會及優良藥品展覽會等以資宣導。

學術交流蜚聲國際

本會為提倡學術研究，經常舉行學術演講會，專題研討會，並

每年邀請國外學者來華演講，參觀訪問，予以接待。同時本會會員

亦經常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歷年舉行年會時，除請特別來賓作專題

演講外，並宣讀論文，分組研討，交換研究心得。本會於民國四十

七年（1958年）請求教育部協助，派遣駐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孫宕

越專員陪同本會理事長孫雲燾同赴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市

（Brussels）參加國際藥學協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P h a r m a c e u t i q u e ,  F . I . P .）大會，以中國藥學會（ T h 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名義加入該會

為正會員（ordinary member）。該時大陸藥學會（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原為該會仲會員（associate 



member），不久即因失去聯繫，欠繳會費而失去仲會員資格矣。

國際藥學協會於其出版"History of F.I.P."1987年刊物中所列國際藥

學協會正會員表中刊載本會之會籍名稱為：China（Taiwan）,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按國際藥學協

會章程規定，每一國家可有二個以上全國性藥學團體加入該會為會

員。目前大陸藥學會有意加入國際藥學協會為正會員，惟要求我中

國藥學會按照奧運會模式修改會名（英文）及國家名稱。本會為維

護本身權益，堅持立場，未予同意，故大陸藥學會迄今猶未能入會。

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本會與菲律賓、日本、及大韓民國等

國藥學同仁共同發起籌組亞洲藥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FAPA）以謀亞洲自由國家間藥學

事業與科技之發展。按照會章規定：每一國家僅可由一個全國性藥

學團體代參加為正會員。現時亞洲藥學協會由十二個正會員組成，

計為菲律賓、中華民國、韓國、日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澳洲等國家及地區之全國性藥學團

體。亞洲藥學協會自1964年創立迄今（1964-1991）已有廿六年以

上歷史。我國由中國藥學會代表以"Republic of China: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名義參加為正會

員。在今日國際學術會議中，我中國藥學會係僅以「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或R.O.C.）國家名稱而不用「台灣」名稱參

加會議者，實為難能可貴之事例。亞洲藥學會議會議每二年輪流在

正會員國舉行。民國六十三年由我國在台北市舉辦第五屆亞洲藥學

會議（The 5th Asian Congress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民國七十三年再由我國在台北市舉辦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成效卓

著，倍受各方讚許。最近第十三屆亞洲藥學協會在菲律賓馬尼拉市

召開（1990年11月）改選"Bureau member"，Dr. Lourdes T. 

Echauz（菲）連任會長，我國孫雲燾博士連任副會長，陳玉麟教授

連任科學組（Scientific Section）主席，張豐明主任新任藥品行銷

組（Drug Marketing Section）主席，陳寬墀總經理連任藥品行銷

及資訊中心（Drug Market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主席及

林松齡博士主持四項藥學專題研討會。本會同仁積極參與亞洲藥學

協會各項活動，全力支持，深得該會及各會員國人士之尊崇。

茲簡列中國藥學會近三年來重要工作項目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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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時舉行總會與台灣省分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會務，

每年舉行會員大會一次，討論議案，分組宣讀論文，並進行討論。

（2）每年刊行「中華藥學雜誌」四-六期，會訊四期。

（3）提倡學術研究，經常舉辦學術演講，藥學專題研討會，如

藥學科技研討會，製藥技術研討會，醫院藥局研討會，臨床藥學研

討會及藥品行銷研討會等，並刊行演講集或會議錄。三年中本會邀

請國外藥學專家學者來華作專題演講，訪問者計有十八人。

（4）三年中分別舉辦國際藥學研討會如「中日製藥技術研討

會」、「第三屆中德藥學研討會」、「中美臨床藥學教育研討

會」、「中日藥物化學研討會」及「中英藥學科技研討會」等。

（5）對亞洲藥學協會，國際藥學協會及其他國外學術團體經常

保持聯繫，並鼓勵會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6）協助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推行藥政，支援藥品之審查、評估

工作，協助宣導藥廠實施「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規範）」制度，並

對修訂藥事法規及有關藥學技術問題提供意見。

（7）接受衛生署委託編輯中華藥典第三版補篇。現已完成中華

藥典補篇第一集，第二集及第三集文稿，並函請衛生署恢復中華藥

典編修委員會，早日著手編修及刊行中華藥典第四版。

（8）建議教育部從速將大學院校藥學系改制為藥學院，以提高

藥學教育品質水準，並增加每年公費留學藥學名額。

（9）教育部設置之學術獎九科中，將藥學隸屬於理科或醫科，

不甚合理。建議教育部於學術獎九科外，增列「藥學科」以鼓勵藥

學研究。

（10）請中央研究院恢復原有之「藥物研究所」，以提倡藥學

研究。

（11）聯合藥師公會，研討發展「社區藥局」方案，推展醫藥

分業，確保全民健康。

結語

我國藥學會組織於民國以前即已在日本成立。民國元年在北京

集會，訂名為「中華民國藥學會」，簡稱「中華藥學會」。民國十

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中華藥學會經政府批准備案，積極推展

會務。



民國廿六年冬，抗日戰爭爆發，政府西遷重慶，中華藥學會因

未及遷往內地乃經社會部宣布撤銷立案登記。後經大後方藥學人士

陳情，始准以「中國藥學會」名義重新立案。中國藥學會於民國卅

一年七月五日在重慶成立大會及第一屆年會。迄至政府播遷台灣

後，中國藥學會重在內政部登記，與台灣省分會聯合推展會務，而

今已逾四十八年（民國卅一年七月至七十九年十二月），迨至民國

八十二年即屆五十週年矣。回顧半世紀以來，歷經抗日戰爭及共黨

倡亂，以致藥學會會務與若干活動遭受阻礙，藥學雜誌數度停刊，

良深浩歎！惟際此顛沛流離歲月中，我中國藥學會同仁均能堅守崗

位，為適應社會環境之急速變遷，加強藥學服務，提倡藥學教育與

藥學科技研究不遺餘力，並注重國際學術交流。更就學術立場，輔

導製藥工業，藥品行銷，及藥事管理諸端以求藥學事業之正常發

展。今日建國大業已顯露光輝，希望我藥學同仁，群策群力，團結

於中國藥學會旗幟下，更奮發圖強，為國家社會謀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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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istory of F.I.P., International Pharmacy Journal, Vol I, 

Supplement II,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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