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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感謝有您 

                                                         1 屆 陳瓊雪 

在獲悉藥學系通知教師同仁，早年創系老師顧文霞教授於美國舊金山逝世的消息時，

回想大學畢業後，一路跟隨老師工作 15 年期間的點點滴滴往事，實在感傷良久。不過能

以九十八歲高壽且很安詳離世，可以想她的人生是很福氣了。 

懷念恩師之往事，在此首先引用我在「臺大群芳」曾書寫的“臺大藥學系結緣五十年

之憶往”一篇文章中的乙段，做為感念師長牽引我任教紮實的起步。 

民國46年6月成為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時，選擇了留校工作，卻不知要有生涯規劃。

當時跟隨了最嚴厲的顧文霞教授工作，每週實驗課前的準備與隨堂之指導學生總是戰戰

兢兢，一點也不能有差錯的。她要求助教不得上、下班，應該日夜全心投入學校，當時

藥學系的師生都極畏懼敬而遠之。顧教授兼任臺大醫院藥劑科主任，她指派我兼任藥師，

實際成為隨侍在側的祕書，因而磨練出任勞任怨，習慣於以校為家的生活。 

在講師的階段，因顧教授的信賴得以負責上藥用植物學及實驗、生藥學實驗，每週

可有兩天半與二年級、三年級學生相處，在我用心的指導下，師生間有充份的互動，而

培養出亦師亦友的感情。每當在接受系友的關懷與支持時，很思念此時播下的緣份；也

由於在校工作未間斷之便，我自然成為藥學系畢業同學聯誼會的長期志工。 

在我許多珍藏的書籍中，顧教授以她多年教學經驗所編著，由國立編譯館於民國 61
年 10 月出版之「生藥學」，為當年部定大學用書、對於國內各藥學校學生在生藥學上知

識與應用很有幫助，在此特別提出也是對她教學上貢獻的見證。 

顧教授主要開授藥用植物學及實驗(二年級)與生藥學及實驗(三年級)，她對學生的學

習要求十分嚴格，但對於較為頑皮個性活潑者也相當接納，尤其學生對顧媽媽帶領野外

採藥的教學活動，很有深刻的記憶，老師的用心為教學所付出的成果是很多班系友相聚

時，總會談到的往事。 

談到醫院用藥的規範與標準，早年在臺大係由醫療科主任組成之藥事委員會負責主

導。臨床科希望有越多種藥品選擇，但在醫院整體管理上，藥品品項之容納有其限度。

凡醫院通過進用一種藥品，亦同時取消一種少用或非必備之藥品，這個共識在顧主任堅

持的原則下行之有年，我接主任後要繼續維持此政策，真正瞭解到老師當年推行之不易，

我更要傳承她堅持的精神。 

另外一件顧教授奠定的重視藥品品質與解決問題的辦法，後繼的主任也傳承很久。 

民國 70 年以前，國內之製藥工業水準參差不齊，政府尚未推動 GMP 的時代，臺大

醫院為所採用藥品品質之保證，由藥劑科主導組成查廠小組，對於採購之藥品進行查廠

與定期參訪，嚴格要求藥廠各項措施的改進，力求達到品質符合國際水準，影響所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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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不少醫院之用藥多以臺大醫院採用者為其依據，間接帶動國內藥廠製造與品管之進

步。 

我的一生很平凡，不過很幸運早期在臺大藥學系，就有創系老師的長期呵護教導，

因此成長過程懂得努力學習，一路走來工作也算平順，以致能於臺大服務達 40 年，且退

休後持續受學校後輩的照顧，實在難以道盡內心充滿對恩師的感謝與思念。 

     
顧教授所著之「生藥學」中文教科書封面 

 
臺大醫院藥事委員會編印的處方集第二至五版 

(由左至右，出版年份分別為 1960 年、1964 年、1971 年以及 1976 年) 

 
顧教授帶領第六屆全體同學 

到竹東五峰農場採集藥用植物(1960 年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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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顧文霞教授 

3 屆 余秀瑛  
 

顧文霞教授是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創系教授之一，教生

藥學(Pharmacognosy)，她帶學生整理藥用植物園，寒暑假

會帶領學生和助教去戶外教學採集生藥。 

顧文霞教授兼任臺大醫院藥劑科主任時(1955-1971)，
致力提升藥劑科作業水準，在調劑流程、製劑、製錠、藥品

品質管制、藥品管理等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奠立良好基礎，

對臺大醫院的貢獻功不可沒。 

1959 年我們班畢業，在畢業典禮後、男生服兵役之前，

顧文霞教授帶領我們班及學弟妹共三十多人組成的「生藥採

集隊」去阿里山採生藥。出發時天氣晴朗，也沒颱風警報，

到阿里山的翌日(8 月 7 日)開始傾盆大雨連下兩天。待雨過

天晴，消息傳來阿里山鐵路多處坍塌、位移、斷裂(所謂八

七水災)，至少要半年以上才可修復通車，與山下交通

及音訊斷絕。男生 9 月要服兵役報到、女生要就職，

學校要開學了，不能等到修復通車，且當地居民說存

糧不多，我們待在山上恐將挨餓。顧教授果斷決定沿

鐵路徒步下山，由她分配男生女生兩人一組互相照顧，

縱列前進，她墊後守護隊伍。每人分兩個饅頭當午餐，

第一天走到奮起湖過夜，第二天下午到達平地。一路

走過跨越深谷的空中鐵軌、土石流斜坡、黑暗的山洞，

驚險萬分。 

回到臺北，顧教授沒休息，照常上班，依然精神抖擻，只是雙腳包紮繃帶，我們這

才知道她走崎嶇難行的山路時，腳底磨出水泡、還有破皮，但是她沒讓我們知道，只顧

把全隊平安帶回臺北。 
顧文霞教授對我們的教導、保護，我們永遠感激懷念；她的果斷、毅力，我們永遠敬佩。 

 
 

 

  

顧教授(中)與余秀瑛(左)及張超海

(右)於前往阿里山途中合影 

顧教授和余秀瑛攝於美國舊

金山上海喬家柵中國餐廳前 
(2006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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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瑛「懷念顧文霞教授」英譯 

In memory of Prof. Koo 

Prof. Wen-Yah Koo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School of Pharmacy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Koo was the director of School of Pharmacy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uring 1955-1971 along with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She helped raised the standard 
of School of Pharmacy to a high level. She built a strong foundation with her effort and 
contribution which can’t be forgotten or replaced. 

In 1959, after our graduation, Prof. Koo took us on a field trip to the famous Aa-Li 
Mountain on Aug. 7th, 1959. The weather was clear and sunshine when we started but 
later there were a big storm coming and lasted for two days! There was no 
transportation or food available. The road was totally blocked and it would take 6 
months to repair. We lost any form of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the male students 
need to report to military duties and female students need to report to their new jobs. 
We can’t wait for the road to be repaired. With food shortage too, Prof. Koo made an 
executive decision to walk down the strenuous mountain along the rail road tracks. She 
divided the students into pairs (1 male with 1 female) to take care each other and each 
pair got 2 Chinese bread. We walked down near the rising river to camp out one night 
and the next day we finally arrived to the flat ground. We had passed some dangerous 
terrains, dark caves, and airy railroads before arriving safe ground.  

Return to Taipei, Prof. Koo did not rest and went to work normally with good spirit 
except her feet were wrapped with heavy bandies because she had blistered her feet 
badly but she did not let us know. She brought us back to Taipei safely. 

Prof. Koo’s teaching, and her protectiveness towards our well fare make us forever 
grateful to her. Her decisiveness,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earned our respect 
forever. 

 

by her student Hsui-Ying Yu,  
Class of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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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回覆余秀瑛慰問電話之信件內容 

 
------------------------- 

Palo Alto, USA 

                         Sept 28, '94 

余同學：今晨這個電話，你能使一個退休無用的人，重振旗鼓的活下去，多麼有意

義？！敬老護弱，代表孝弟慈愛的一幕，令人讚賞。你自己應不知道，不過你的行動，

使天下海角的流浪異鄉的人，感覺情深義重的有人在山的另一端想到她，其快樂無比！ 

寄上一張快 50 年的記錄，我在 P.D.作實習生時照的，你看時間多麼瞬息過去，現時

已白髮老人，沒有前途可言的人了！想起中國打仗打了幾十年，如何叫人民安居樂業？

政治家還在相爭，不肯放下干戈。我們又要逃難了，努力去奮鬥你的前程！時間不多了，

祝 

  合府健樂   有空請電曾再祥同學，問候 

 

                        文霞草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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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與王清珠助教及第三屆部分學生攝於最早期的藥園前 

 

 

 

 
顧教授率領之生藥採集隊攝於阿里山慈雲寺前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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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率領生藥採集隊於八七水災後沿阿里山鐵路 

徒步下山，攝於落石坍塌處 

 

 
生藥採集隊從阿里山沿被破壞的鐵路走到嘉義途中 

驚險跨步空中鐵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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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教益 緬懷難忘！ 
 

4 屆 范進財 

 
恩師 顧文霞教授 教學非常認真嚴格，對畢業學生非常關愛， 

就連遠在臺南鄉下的我，也深受她的關懷： 

1962 年她安排南來參加我的婚宴及採集藥草， 

生達創立初期她特別蒞臨教導，讚賞生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其後並常來信指導與勉勵，她八十多歲返臺也專程南來參觀指導， 

有幸承蒙她的教導、勉勵、關懷與協助，我永銘於心，緬懷難忘！ 

 

2014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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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顧教授 

4 屆 夏朱黎華 

我是臺大藥學系第四屆與范進財(生達製藥)董事長是同班同學。從他那裡知道了顧文

霞教授仙逝，這讓我時時記起她在醫院與教室給我的深刻教誨。記得教授常說：“一位

最多能懂得四十種不同藥物的醫生，就能算是位最好的醫生，但是對於你們身位藥劑師，

卻需要懂很多很深的藥物，才能幫助醫生及病人，做一位很好的藥劑師。” 

有幸來美國後，拿到 Colorado 大學 master degree in Hospital Pharmacy。顧老師

的言猶在耳，銘記在心，讓我都能在工作的各醫院，被評為最好的 pharmacist。現年事

也高，卻能於兩年多前退休後，仍然能被醫院繼續僱用為 part time pharmacist. 

我因老公年前曾做 heart by-pass operation，除忙於愛好的 pharmacist 工作外，又

要照顧老公及孫兒、孫女們，故很抱歉，甚少與校友們連絡，還請見諒，不過范同學常

Email 我很多消息，謝謝他。 

  感謝顧文霞老師教導之恩。 

  請代問候各位師友好。 

   

    敬祝 

  安康快樂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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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敬愛的顧教授 
6 屆 方森弘 

去年(二Ｏ一三年)臺大藥學系六十周年慶，我們為創系主任孫教授的百歲冥誕追思。

頃過半年，又驚聞我們所敬愛的顧教授於美國九十八歲高齡仙逝，真是萬分的感傷與不

捨，但願她現在已居住在較好的國度。 

回想起五十多年前，在校接受顧教授上課的點點滴滴，惚如昨日。記得當時顧教授

四十多歲一枝花，雖然身材嬌小，但上課時的聲音卻清晰、尖銳，還帶點上海話口音的

國語，此景尚深記於我心。她在上課時除了生藥的專門課程，顧教授常教誨學生一些重

要做人處事的道理，真如古人所言「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顧教授對於同學的關心及照顧如同家母，她每每帶領學生課外的活動。我們班在大三的

寒假(一九六Ｏ年)，顧教授親自帶領，由當時第七屆陳春雄同學的父親臺大農學院教授的安

排，到竹東深山內的「五峰農場」做生藥採集，並與當地原住民同樂。一九六一年的暑假，

顧教授又帶領第五屆及第六屆的部份同學到竹山溪頭臺大實驗林活動。現在回想起顧教授與

同學們打成一片，她的教導如同嚴父，又和譪可親如同慈母，此情此景，長在我心。 

畢業當兵回來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當「輝瑞大藥廠的業務代表」，因為負責跑臺

大醫院，當時顧教授是臺大醫院的藥局主任，是新藥進藥的關鍵人物，因此時常有機會

與顧教授接觸，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出國為止。想起那一段期間，受到顧教授的支持與

幫助，使得輝瑞藥廠及後來必治妥藥廠的業績迅速開展。我記得顧教授常常關心與提醒，

「為外國藥廠賣命跑腿，要有尊嚴與道義，不要為銅臭所腐蝕，不要因交際應酬而墮落。」

我常記得顧教授的話語，使得我當時在風花雪月之中，尚能屹立不搖，不動於心。現在

真是要感謝當時顧教授的苦口婆心，視學生如兒女。 

方森弘(左圖左)及夫人陳美江(右

圖左)與顧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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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一九九二年，我們第六屆同學畢業三十周年慶的 reunion 相聚於舊金山，我

們特地邀請她參加，她當時居住於舊金山 Palo Alto 史丹佛大學附近的老人公寓，她全程

參加我們兩天的活動。想想當時她的年紀就與我現在的年齡一樣，她當時精神飽滿，平

常自己還開著一部陽春車代步。時間過的真快，一晃又是過了二十多年。我因小孩要上

柏克萊大學，因此於一九八八年搬到柏克萊附近的舊金山東灣居住，我自己則在臺灣一

個人做工耕田，以支持太太及四個小孩在美國的生活。我每年會到舊金山兩、三次與家

人團聚，每次我總會撥空開了將近一小時的高速公路去探訪顧教授，她老人家有同學去

拜訪她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我跟我太太都會請她吃一頓飯，她最喜愛的「薑蔥螃蟹」，

吃完飯後還帶一些菜給她回去吃晚餐。臨走告別之時，我總塞給她一個小紅包。記得她

老人家八十歲的時候，我連續三年都給她慶祝。第一次是「虛八十」，第二次是「滿八十」，

第三次是「過八十」，我說顧教授您年年都是「八十」，因此我的物薄情厚的「小紅包」，

她也接納得好自然，並且向她公寓的室友炫耀著她的學生來看她。自從她幾年前搬離了

舊金山的 Palo Alto，我就再也沒機會見到她，真是非常的遺憾，現在想起，到她老人家

公寓小坐片刻，聽她侃侃而談，而她又不時關懷著藥學系的動向，真使我感到她真是一

個難得的師長。顧教授她嚴肅的態度與甜美喜悅的笑容，使我永生難忘。安息吧！顧教

授，臺大藥學院後起之秀，將承續您的創系初衷，而名揚天下！ 

 

 
 

 

  
  方森弘偕同夫人與顧教授(中)攝於餐廳內 

 

 

 

方森弘請顧教授在 Palo Alto 附近餐廳

共進午餐時於餐廳與顧教授合影； 
顧教授時年 82 歲 (1998 年 10 月 3 日)

 

顧教授(中)88 歲米壽時與方森弘(左)

及其夫人(右)合照 
(2004 年 4 月 2日) 

顧教授於 Palo Alto 寓所 
(1996 年 8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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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顧媽媽 

12 屆 林麗真 

創系之母顧媽媽仙逝 
接到邀請臺大藥學校友們參加我們最敬愛的顧文霞教授追思會之相關訊息，才知道

顧媽媽她老人家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在美國仙逝(享壽 98 歲)，雖然，我心裡覺得非常不

捨這麼一位 61 年前與敬愛的孫雲燾教授共同奮鬥、克服種種困難才能在臺大醫學院創立

本系的創系之母(她改造、提昇了臺大醫院藥劑科的水準，厥功至偉)與世長辭，

但是一想到她老人家是「福祿壽喜好圓滿、病痛遠離成神仙」，那麼就好好地感恩她並祝

福她在極樂世界永享天堂的清福。  

 

顧媽媽刀子口豆腐心 
回想當年，顧媽媽教我們生藥學和生藥學實驗的時候，她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自信滿滿、很有權威的教授，經常穿戴得很正式、很考究品質；一頭短短雅潔烏亮微捲

的秀髮、一身旗袍、一雙高跟鞋、一副近視眼鏡透露精明睿智的眼光、略帶微笑的小小

酒窩，讓人感覺她是一個很有智慧、學問、氣質和很端莊、嚴於律己愛人、既現代又有

古典美的科學女強人。 

顧媽媽上課時，除了認真講授藥學專業課程之外，她相當注重人文義理的灌輸、培

養，對學生總是愛之深、責之切，在做人做事方面的要求很嚴格，學生們都戰戰兢兢全

力以赴、沒有茍且馬虎的，所以，她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們多是品學兼優、愛國愛人、

在國內外服務社會和造福人群。 

顧媽媽非常愛護學生，特別關懷學生的生活住行、就業、婚姻各方面，如有疑難求

助於她，都會得到幫助、有求必應。雖然聽說大家平常有些怕她，可是一旦有大的疑難

而想找個有力的靠山時，還是都會找顧媽媽，她正是大家心目中最佳的活菩薩，因此學

生們都自然而然地暱稱她「顧媽媽」。 

 

顧媽媽關愛持續發揚 

1970 年代顧媽媽旅居美國，偶爾會抽空寫郵簡或聖誕卡來，每次都念茲在茲地勉勵

學生和感謝科裡同仁為臺大工作而不求虛榮、臺大有幸、病人得福，許多位默默耕耘的

藥劑科同仁，她要感謝他/她們的努力，做有用的人，這是有意義的人生！自從顧媽媽旅

美後，這 40 多年來幸好系上有第一屆大學姐陳老師(陳瓊雪教授)義不容辭地默默耕耘，

持續肩負起關懷、照顧學弟妹們的當責，她為國內外的歷屆臺大藥學系和藥學研究所畢

業校友們搭建起合縱聯橫的橋樑，大家非常感謝後繼有人得以傳承顧媽媽的愛心、延續

並發揚光大，讓校友會功能成效卓著，始能凝聚海內外臺大藥學校友們的向心力與分享

大家在各領域奮鬥成功的經驗，在照顧和聯繫校友等許多方面，陳老師實在功不可沒！

漸漸地，大家就用一句最簡單、最溫馨的稱呼「陳媽媽」來表達，且讓一切感恩之心盡

在不言中！ 

   



永 

懷 

顧 

文 

霞 

教 

授

 

44 

 
  

 
 
顧媽媽對我恩重如山 

聽說過去許多學生和藥劑科同仁曾經受到顧媽媽額外的照顧和幫助，我也是受過顧

媽媽很大恩惠的學生之一。記得那年六月份在校總區剛舉行的全校畢業典禮之後不久，

有一天要回藥學系館去，路過醫學院校園中的女生第四宿舍前，巧遇同班李同學，她談

到:「我已經在系裡上班了，是找顧媽媽要的工作機會」，我說：「好羨慕妳耶！」她答：

「妳也可以去跟顧媽媽說呀！」她這兩句話大大地鼓舞我，當天到了系館後，我就鼓起

勇氣去跟顧媽媽說：「顧媽媽：我可不可以也來工作呢？」，沒想到她並沒有多問我話，

當下就說：「妳明天就來上班。」顧媽媽真是慈悲的大善人，於是我在顧教授研究室當起

臨時雇用人員，工作了一陣子也通過藥師檢覈考試，正等著「考試及格證書」和「藥師

證書」發放。 

有一天因在藥廠上班同學鼓勵我也去應徵面試而需要請假，就去見顧主任：「報告主

任，明天我想請假，好不好呢？」，她溫和地問：「妳請假作甚麼呀？」，我憨直地答:「我

們班同學說他老闆要我去看看---」，不料顧主任突然高聲說：「妳這個小孩子怎麼不懂事

呀！在大屋子底下工作有甚麼不好呀！」，因為一嚇到，我不自覺地就淚眼濛矓，悽悽然！

正好莊學姐進來，就勸我：「哎呀！怎麼這麼傻呢！怎麼這樣跟主任說呢？妳最好還是聽

主任的話---」。不一會兒，顧媽媽遞一張紙條叫我去教務處要到名單上七個人的畢業成績。

顧教授寄給林麗真的聖誕卡正面(中間紅框風景圖的部分)及
親筆所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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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趕緊傻傻地跑去交給教務處同仁，他們一眼看了名單，二話不說，馬上就依序謄寫每

個人的成績 (註：影印機還沒有問世)交給我這個小毛頭，當下我也連看都不敢看一眼就

逕直跑回去呈交顧媽媽，她很快地看一下七個人成績後就說：「下個月起報妳正職藥師，

月薪會多幾百塊錢(原先的臨時人員月薪約 1800 元)，另外有衛生加給、實物配給、還可

以撫養父母，妳就在這裡好好工作吧！」實在非常感謝顧媽媽的寬容、愛護與提攜，讓

我從此就忠心耿耿地留在臺大醫院學習、成長、服務了將近 41 年才退休。 

這次的經歷讓我首次體驗到顧媽媽「喊水會結凍」的威信和為人處世的成功，連我

們這些小小的學生也沾光、託她之福而受到醫學院內其他同仁的特別禮遇與襄助，因此

更加地敬佩她。其實那個年代，醫學院或醫院院長對顧媽媽都非常敬重，無形中讓藥劑

科辦事格外順利，院內不論哪個部門，大家只要看到大名鼎鼎的顧媽媽親筆字條，凡是

她交辦的事莫不心服口服地立即辦妥。有一則大家津津樂道、傳為美談的是：聽說對外

溝通大事時顧媽媽常扮黑臉幫孫教授為藥學系多方爭取、合作無間而終能達成目標造福

藥學系和藥劑科。  

 

顧媽媽回國大家歡樂 

民國 88 年(1999 年) 在臺大藥學校友會和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安排下，高齡 83 歲

的顧媽媽在女兒、女婿和 2 位孫女的陪伴下回國來和大家歡聚，許多歷屆的藥學校友和

臺大醫院藥劑科同仁(不論組長、藥師、技士、技術員、技工、工友)全都聞風而至相見歡！

大家都興高采烈、返老還童地和顧媽媽暢敘、三五成群地邀請顧媽媽一起拍照留念，顧

媽媽也很開心、身體健朗、耳聰目明，還記得好些人的名字。 

 
 

顧媽媽吉祥有您真好 

最敬愛的顧媽媽真是我一生最大的貴人，有顧媽媽真好！因著她一句悟透人生的金

言玉語，引領了我的一生！我在臺大醫院工作一輩子的福氣都是她恩賜的，我永遠感激

她的恩德！永遠懷念她！ 

 

走筆至此，耳際彷彿盪漾著一首老歌~世事難預料的輕快旋律   

 

Que sera, sera,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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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孫教授與第五、十二屆系友合照 

 
 

 
顧教授與系友合照 

 

 
顧教授全家福與臺大醫院藥劑科技術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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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年畢業同學與顧教授

身著法國博士服 

照片 2：1969 年畢業同學與孫雲燾

及顧教授合影 

懷念顧教授與臺大藥學系及 

我們 1969 這一班 
 

13 屆 許章賢 
景康藥學基金會董事長(1999-2008) 

臺大藥學系五十周年慶籌備會主委 
 
創立於 1953 年的臺灣大學藥學系兩位創系元老教授，孫雲燾(民國二年出生)及顧文

霞(民國六年出生)，兩位都是二次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孫教授奉命籌組臺大藥

學系，在國防學院藥學系任教的顧教授「拔刀相助」，這對「金童玉女」就成了臺大藥學

系的開山鼻祖。1953 年第一屆開始至 1972 年第十七屆念完大三同學，皆受教於顧文霞

教授修習「生藥學」，為讓學生認識「藥學植物」，許多同學在顧教授帶領下，曾經上山(上
阿里山)、下海(遠赴澎湖)，遍尋可當藥用的植物，1958 年暑期八七水災，正值顧教授與

第三屆同學受困阿里山上，為脫困境，大家互相扶持徒步下山，幽默、風趣的顧教授靈

機一動，要每位男同學保護一位女同學下山，唯獨香港來的僑生「張超海」同學被指定

要照顧「顧教授」，看同學們個個照顧一位年輕女同學，據(余秀瑛教授)說張超海同學一

路上喃喃自語，因他要照顧「顧媽媽」，這段路上所建立的「革命情感」也成了不只是第

三屆，也是藥學系史上人人樂道的「佳話」。  

創系初期，臺大附屬醫院的藥局主任一職，以當時來說，無論學識(留學法國藥學博士)
或個人行政能力來說，可說非顧文霞教授莫屬，就這樣孫教授為藥學系主任，顧教授為藥學

系教授兼臺大醫院藥劑科主任，為了學生的教學與實習，彼此合作無間，讓學生們有完整的

實用科學的訓練。 

記得 1966 年暑假，正值孫教授榮聘 WHO 赴伊朗當顧問，顧教授兼任藥學系主任，個

人正好因為第三屆學長曾再祥(亦是我舅舅)的啟蒙，而報名從農學院轉醫學院藥學系，據說

也是顧教授的大筆一揮，才得進藥學系二年級，就這樣大三時修了顧教授的「生藥學」，而

跟她結了不解之緣，特別是藥劑科實驗的課程，偶而經過臺大醫院二樓藥劑科主任辦公室，

一襲白袍顧教授的風采、宏亮的聲音、有時訓人的模樣，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近二十年，掌全臺第一指標醫院藥劑科，受惠於她的科職員，介紹藥廠工作的臺大藥學

系畢業同學，真是不計其數，雖許久未晤，但大多受惠者至今感恩於心。  

  1969 年畢業，當年正值意氣風發的顧教授，身著法國里昂大學圓帽博士服與同學們

合影，成為大家珍藏的畢業照(照片 1、2)。個人一年預官後回系當孫教授助教兩年，也

正是顧教授在系上的最後

階段，時常受其照顧有加，

班上的吳翠柳出國前在藥

劑科工作，也受邀搬進徐州

路顧教授宿舍同住一段時

間，班上僑生陳錫聰也曾在

藥劑科當藥師受其照顧，這

些往事也成為同學們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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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的話題。  

 1972 年暑期，個人進派德藥廠上班的時候，也好像是顧教授赴美受聘到舊金山聖

荷西史丹佛大學當教授的時候。  

幾年後赴美的機會打電話向其請安，沒想到在加州的她在電話中叮嚀要我近日少連

絡，十分不解的我後來才知道，原因是她獲邀回中國北京大學講學，可能報紙都會報導，

在那時候海峽兩岸還是誓不兩立的敏感時期，她深怕在臺同學

會惹上麻煩，其用心可謂良苦。  

又多年後的 1989 年暑假，我們這一班在加州聖荷西陳梅

怡宅舉辦廿周年 reunion 時，我們特地就近邀請她來當貴賓，

已屆 72 高齡並早從史丹佛退休的她，神采依舊，融入我們久

別重逢的喜悅之中，也讓我們有了個有師長陪伴十分溫馨的聚

會。(照片 3，1989 年 8 月 7 日攝于 San Jose 陳梅怡宅)  

 十年過後的 1999 年，同學們決定暑假在臺灣舉行卅周年

reunion，已經 82 歲的顧教授居然答應回來參加，我們非常高興地到桃園機場去迎接(照
片 4，07/28/1999 由阿柳同學陪她回來)，除安排住於臺大景福會館，她出現在 8 月 1 日

中午臺北聯誼社 1969 年級十三屆同學畢業卅周年慶午宴時，不但受到熱列的歡迎(照片

5，許照惠獻花)，席間左邊為久別了的孫雲燾教授，右邊坐著其得意門生陳瑞龍教授，

臉上綻放出滿意的笑容(照片 6，宴席上的喜悅)，尤其那張會後留影的紀念照片她就在前

排的中央，也算是我們聚會的焦點(照片 7，她跟孫教授就是我們卅年重逢的焦點人物)。  

  

  

照片 年顧教授受邀在

參加 13 屆同學 

廿週年 合影 

照片 ：卅週年宴席上的喜悅

照片 5：8/1/1999 接受許照惠獻花照片 在桃園機場迎

接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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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天祥晶華酒店原住民舞蹈

照片 ：顧教授獨照於花蓮兆

豐農場 

照片 10：合影於花蓮太魯閣國家 

公園東西橫貫公路入口 

照片 13：8月 5 日台北惜別晚

宴 

照片 ：台東知本溫泉飯店

照片 ：與前輩校友等留影

 

緊接著花東四天三夜之旅(8/2 – 8/5, 1999)，老人家

跟我們同行，無論在花蓮的布洛灣(照片 8)， 天祥晶華

酒店與多位我們第二代一起跳起原住民舞蹈(照片 9)，來

到卅年前畢業旅行的熟悉景點，東西橫貫公路的入口排

樓更留下了永恆的倩影(照片 10，橫貫線入口)，花蓮兆

豐農場的獨照更展出她高興的笑容(照片 11，兆豐農場)，
第三天在臺東知本溫泉飯店，她仍然是一付顯現不出勞累

的愉悅(照片 12)。  

8 月 5 日回臺北的惜別晚宴(照片 13)，她仍然沒缺席，

也跟著我們到達了 Happy Ending，在臺大校友會館大家互

道珍重。 

此行顧教授在臺待了近

一個月，期間可謂邀約不斷， 可見出國近卅年的顧教授(第
一次返臺是 1996 年底依約 回來參加曾冠勳的婚禮)，仍

然恩情滿臺灣，讓那麼多故舊好友爭相與會。8 月 21 日與前輩

學長們包括生達范進財及第一屆蕭振亞學長等的合影，也算

1999 年其在臺行程的許多回憶的一

章(照片 14)。 

2003 年暑期，北美藥學系校友

會 於 紐 澤 西 州 Wildwoods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年

會，受邀的顧教

授時已 86 高齡，仍

由許中強、吳芳華夫婦陪同從加州飛來美

東與會，當然受到系友們熱烈的歡迎，記

得吳晉會長千金還依顧教授舊照出了一張素描為她祝壽(照片 15 及最末

頁)，我們幾位亦趁機去參觀吳晉公司(照片 16)。 

照片 ：花蓮布洛灣

照片 ：全體與會者師生們合影

照片 15：素描半身

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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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由會長吳晉與個人(時為景康基金會董事長及臺大藥學

系 50 周年慶主委)陪同造訪藥學系校友齊聚的華府，受到 D.C.
系友們包括李啟仁、王清珠、莊德茂、林祥屏…等等的晚宴款待

(照片 17)。隔天李學長還專程陪同參觀各博物館(照片 18)，後來

我們一道送她老人家從費城上飛機回加州，完成了這不可能的任

務，也是我們的榮幸。  

 兩年後的2005年在舊金山舉行北美校友會兩年一度的盛會，

會前與同班陳梅怡、何見識一道去顧教授所居住的 Senior Home
看她(照片 19)，她還是元氣十足跟我們閒話家常，只是 88 高齡

的她已經不繼續自行開車了，而且有女兒與孫女兒就近照顧，也

真為她高興。 

四年前 2010 年知道她從舊金山搬到洛杉機，住在已結婚孫

女附近的 Senior Home，10 月 29 日 94 歲生日那天，從臺灣撥

電話來祝壽，已經當曾祖母的她十分高興。  

去年(2013 年)暑假慶祝臺大藥學系六十周年慶的籌備團隊，也配合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

會在 LA 舉行，去拜訪顧教授也陪她參加晚宴，許多年輕的系友幹部們都首次目睹其風彩，

不但爭相留影，更把彼此的對話影音錄下，在 11 月舉行的甲子慶典上，顧教授的錄影賀詞

成為臺大藥學甲子慶的焦點之一，也算為顧教授與孫教授 60 年前共同創立的臺大藥學系，

走過一甲子，如今已經脫換骨成為大家期待的「臺大藥學院」，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記得去年(2013)10 月 29 日她生日那天，從臺北去電，她竟然親自接電話，跟她報告「藥

學系 60 周年慶」即將舉行，她從電話的那一端，還追問「我可以幫你們做些什麼嗎？」對

我而言，那是 Dr. Wen Yah Koo 的最後絕響。  

 
 
 
 
 
  

照片 17：DC 系友晚宴 

照片 ：一道參觀吳晉公司

照片 18：參觀 DC 博物館

照片 19：在顧教授 
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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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擁抱顧教授 

13 屆 吳翠柳 

受同班同學陳永順之託，我終於又跟顧文霞教授聯絡上了，心想多年不見而她年事

已高(80 多歲)，有可能不記得我或聽不清楚我講什麼。意料之外，電話上的她聲音清晰，

意識清楚，我遂把來意說明：1. 請他寫篇紀念孫主任的文章，2. 請她寫下藥學系創立經

過。她當下答應，雖說她已記不得太多細節，我答應幾天後去她住在我公司附近的老人

公寓去見她(加州 Palo Alto)，心想若她不能寫，我也許可以用錄音的。誰知第二天她打

電話給我說已寫好了，我喜出望外，當天晚上即驅車前往。遠遠見到顧教授堅挺嬌小的

身影在寒冷的黑夜中等我，我感動趨前深深的擁抱她，好似一對久別重逢的母女。忽然

間我覺得我長高了好多(加上三吋高跟鞋)，看到她充滿溫柔的笑臉，覺得不可思議，這那

是當年人見人怕凶悍的顧教授呢！她引我到公寓大廳，果然熱鬧非凡，住在這裡全是健

康的長輩，她們或是閱讀或是與親友聊天，日子過得充實。她的女兒女婿就住附近，也

常來看她，是個孝順的好女兒。我說顧媽媽您還真會保養，看起來還是年輕如昔，精神

又好，她說這是有醫藥常識的好處，她還能照顧自己，只是不能走太遠路，腳較無力，

其他一切都好。最好她領我上樓到她的公寓，設備齊全，有微波爐，我奉上一小盒從德

國帶回的巧克力，她欣然接受，使我很高興，因這是我第一次送她東西。我們終於坐下

來聊天，她交給我兩張她寫好的文章，給孫主任和藥學系的，有些字太草，她還念給我

聽，我如獲至寶，當晚即拍照送伊媚兒給陳永順交差，沒想到那賴老頭(陳的外號)還不放

過我，覺得太便宜我了，還要我寫此文交差才算。媽啊！我的中文現比幼稚園小孩都不

如，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可恨，交錯朋友啦！ 

言歸正傳，顧教授是上海中法大學畢業，留學法國(與孫雲燾主任同學)，再回北大教

書，共產黨打進北京那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用飛機把她與毛子水等人送到南京，她就回

上海等候 2 週，與傅斯年、胡適、梅貽奇同機飛到臺灣。她就任教國防醫學院教生藥學，

傅斯年校長和教育部為她在臺大奔走，終於二年後成立藥學系。然而那時民風保守，臺

大不能聘用女教授，她即引介孫雲燾(當時南京麻醉藥管理局處長)來臺大當藥學系主任，

她在幕後幫忙。兩年後，她終被聘為臺大藥學系教授，有此俊男美女把持，藥學系終走

上康莊大道，一片青春氣息(顧教授說孫主任是個美男子)直至今日。 

回想 1965 年，我考入臺大藥學系時，顧教授已是赫赫有名，我們常聞其聲不見其人，

因聞聲喪膽早已躲得遠遠的，但她和孫主任的羅曼史卻讓我們這群情竇初開的少女們稱

頌不已。真正與顧教授接近是我 1969 年畢業被她聘為臺大醫院藥師兼做生藥研究。出入

社會，那種新鮮感使我永生難忘。每天值班時，都藉機溜到樓上打乒乓球，或週末與技

術員和小弟們到冰宮溜冰，也常被顧教授警告交友要小心，不能隨便陷入愛河等之類耳

提面命之話。在藥劑科，大家每次正聊得興高采烈時，她聲音一到，大家立刻鴉雀無聲。

我常想，藥學系與藥劑科能強大，也得靠這位女強人撐住才可，她的存在也是大家的福

氣啊！我終於學到一些生存的道理，我問顧教授，您當年為什麼這麼兇啊？她說不這樣，

藥學系爭不到東西的，因孫主任是大好人，只能由她出面當壞人，當打手啦(我們相視大

笑)！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現在好好把自己照顧好最重要。當年我因上班老是晚到，顧

教授要我助他家可以走路上班，常常晚上她盛裝與孫主任出去應酬時，我與她下女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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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姑娘)在家鬧得天翻地覆，直到深夜他們回來，還帶宵夜給我們吃呢。當然第二天我

又不能早起上班，她會走到藥劑科辦公室打電話回家叫醒我，順便罵我一頓。週而復始

一直到二年後我到美國留學，就這樣我被顧教授訓練得很皮了，別人罵我，我根本聽不

見。謝謝您啦，顧先生！ 

顧教授至今仍是身子細小，姿勢優美，兩眼炯炯有神，且聲如宏鐘。我阿柳真是佩

服她了，還有這麼多精力，只要不再像以往一樣罵我就好了。真酷，我今晚終於可以跟

顧教授平起平坐了，我趁機開她很多玩笑，她也不在意了。光陰似箭，我已不是當年那

調皮長不大的女孩了(但上班晚到還沒完全改過來)。 

聊著聊著，我們又說到藥學系她教過的學生，每個她記得的人，她都會記得那個人

及有趣的事情(在此恕不分享)，很多她在藥學系時發生的事情，她都記得一清二楚，但是

她說，不管以前多麼叱吒風雲，現在都只化成一個回憶而已。我說顧教授，回憶多是美

的，您能有健康的身體來享受這些美麗的回憶，是多麼的幸福啊。她大笑！ 

看著她客廳她及女兒全家福照，兩個孫女活潑可愛(與白人混血兒)，其中老大已結婚。

顧教授是幸福的，她是個獨立堅強的女性。她對藥學系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 

終於夜深了，我起身告辭，答應以後有機會再來與她深談。顧教授堅持送我到停車

場，我再次深情的與她擁抱話別。唉！真是不打不相識。走筆至此，我已累壞了，尤其

是思索中文筆畫，真是難如登天。可惡的賴老頭，害我別字一堆，下次不再理您了。 

 

 

 

 

 

 

 

 

 

 

 

 

阿柳於美國加州 
2006 年 2 月 24 日 

(原登載於孫雲燾教授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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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教授與第十三屆畢業 20 週年系友聚會 
後排右三：吳翠柳；右四：顧教授 

(1989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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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文霞教授與我 
14 屆 梁啟銘 

 

從范進財學長轉來的電子郵件，知道顧教授於今年六月十二日往生的噩耗，雖然她

享年近百，且是安然辭世，但對我們這些痛失「創系精神領袖」的臺大藥學校友而言，

仍是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我是在民國五十五年入臺大藥學系，如我沒記錯，大三及大四時才上顧教授的課，

至於上甚麼課，由於幾乎是五十年前的事，我已記不太清楚，一個好像是與藥用植物有

關，另一個則似乎是與調劑有關。我現在連課程名稱都記不得，更別說是她所教的詳細

內容。但有三件事，顧教授對我影響至深，所以我即使到現在仍覺得宛如昨日。謹陳述

如下： 

我在大四時，自願選修研究課。我的研究是利用薄層色譜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來分析不同品牌醬油所含胺基酸的質量之差異。因為是初次自己做研究，

所以不只常把「薄層」弄成「厚層」，而且同一片就厚薄不一，實驗結果當然慘不忍睹。

而她卻只是在課堂上很委婉地說，有個同學做得不太好，要多努力。當時除了我之外，

全班同學大概都不知她在講誰。如果她當時把我當眾痛罵一頓，以我「外柔內剛且死愛

面子」的個性，以後可能就不會走研究這一條路。現在如果我的研究生、助理或博士後

實驗做不好，我也記取她的做法，從不當面批評，而是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有一次上課，顧教授花了整整一個小時，強調用薄膜保護食物的重要，當時大家都

覺得浪費時間，去聽這似乎毫無頭緒的課。但從那時開始，我若將剩菜放入冰箱，一定

記得顧教授所說，包上塑膠薄膜，而且對用哪一種塑膠薄膜也會特別留意，這五十年來，

對我的健康多少有些助益。我一生不知上過多少課，大部分全都忘得一乾二淨，而這是

我少數唯一還記得的課。 

大三暑假時，我在藥學系當志工，隨顧教授還有她的助教及助理到蘭嶼去採集藥用

植物。我們是搭船去的，大家都躺在甲板過夜。我因很會暈船，所以只好哼歌來避免頭

暈，雖然當時沒有人埋怨，但相信一定有人被我吵得睡不著覺。而顧教授應該就是其中

的一個，因為她隔一天早上問我說，你怎麼能記得那麼多條歌？但她不忘再補上一句，

你唱得很不錯。在這以前，我雖然一向喜歡哼歌，但從未有人告訴我說我唱得還可以，

有了顧教授的鼓勵，我以後在大庭廣眾前，才有膽量唱幾句，而這都是顧教授的功勞。 

顧教授的國語，帶著一些鄉音，我並不是常常都聽得懂，故有時難免會選擇性撿些

好話來聽，而以上三例，就是我不只聽得懂並且銘記在心。希望顧教授在天之靈，若想

幫我們這些過去的學生打分數，不會把我打得太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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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銘「顧文霞教授與我」英譯 

Professor Koo and I 
From Mr. Fan’s email, I learned Prof. Koo passed away on Jun. 6, 2014. Although 

she was almost 100 years old, died peacefully, I still felt extremely sad for loosing such 
spirited funding leader of School of Pharmac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t is a 
great lose to us all. 

I was at the class of 1966, if I remember right, I did not attend Prof. Koo’s class 
until my Junior and Senior years. It has been 50 years, so I do not remember in detail 
what classes I took, it has to be related to medicinal herbs and labs. But there were 
three incidents which Prof. Koo has deeply affected my life. Even now I felt as if it 
happened yesterday. The 3 incidents are as follow: 

In my senior year, I had chosen a research class from Prof. Koo. My research was 
using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o analyze different brands of soy sauces.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I did not do a good job to make ‘thin layer’ looking like ‘thick layer’, as 
one could imagine the wrongful results. But Prof. Koo was very kindly referred 
anonymously to point out the error and encouraged the person to work harder. Nobody 
knew who was she talked to except myself. 

I was so grateful for not scolding me in front of others, I learned that in the future 
when I teach, I would follow Prof. Koo’s method which is not to confront and scold in 
front other students or colleagues.  

One time in class, Prof. Koo spent a whole hour explained how important to use 
thin layer to protect food. At the time, a lot of students felt it was waste of time to learn 
on the subject. But from that class, every time I have left over food, I always 
remembered Prof. Koo’s lecture using the thin layer plastic cover. During the 50 years, 
it helped my health too. Other classes I don’t remember much but this particular lecture 
I never forget.  

During the summer of my junior year, I was working in the dept. helping Prof. Koo 
and her assistants for a field trip to collect various plants at Lan-Yu Isle. We had to take 
a boat to the isle and stayed overnight on the boat. I was sea sick, in order to calm my 
dizzy head, I started to sing softly. Luckily nobody complained including Prof. Koo. Next 
morning Prof. Koo asked me ‘How come you remember so many songs?’ then she said 
‘You sang pretty good’. I enjoy singing but before no one ever said to me about my 
singing whether good or bad. With Prof. Koo’s encouraging words, I was able to 
perform in front of audience singing! I consider this is Prof. Koo’s effort to give me the 
courage. 

Prof. Koo’s mandarin has a Shanghai accent. Sometime it was hard to understand. 
It was hard to pick what was good to listen or pick but about 3 examples, not only I 
understood but remembered in my heart. Hope Prof. Koo can realize in heaven, if she 
would like to give grades, she won’t give me a too low grade.  

From your beloved class of 14 (1970) student, 
 Chi-Ming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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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師生緣－ 

憶永遠讓我們懷念的顧教授  
 

15 屆 吳 晉 
 

 
顧教授與吳晉(右)、張自愛(左)合影 

(2003 年 9 月 26 日) 

 

聽到顧教授往生的消息，內心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與不捨，這麼一位亦師亦母的

長者就永遠離開我們了嗎？心中許多的懷念讓我不禁的回想起過去近半世紀與顧師的情

緣，就像是去年，十年前，甚至是我在唸大學時的情景一樣，歷歷在目，揮之不去。 

從我進入藥學系的第一年就已聽到顧教授的大名，更是藥學系全體同學口中暱稱的

“顧媽媽”。直到大三，上到生藥課時才有比較頻繁的接觸。另外大三時我們班按慣例要演

話劇，我是負責後勤打雜的，也是大道具(搬重東西)的負責人。彩排，正式演出時需要用

的大道具(如沙發、桌、椅和櫃子等)都是去顧媽媽的住處搬來借用的，才會有更進一步與

顧教授的溝通與接觸。但真正讓顧教授注意到的是我在校總區為醫學院足球隊在臺大訓

導處課外活動組申請球隊活動經費時的努力不懈，讓校方頗為頭痛，也在校總區的校務

會議上多少有些議論，顧教授聽到後，才會在上生藥課的時候當着全班同學批評說“本系

有一位同學對系外的事要比系內的事更熱心”。害得我大四趕快自告奮勇要當一次藥學系

班代表，以表明我絕無厚此薄彼的服務本意。但因此也與顧師結下了近半個世紀的師生

之緣。我大學畢業後在服兵役期間及在美國繼續唸書時仍然能偶以書信與顧師聯繫，繼

續接受教誨，深受其惠。其他細節就不在此贅述了。我僅把近兩次在北美系友會中與顧

教授接觸的片段，回憶如下，以聊表學生對老師的永久追念之意吧！ 

時間飛逝，轉眼就到了藥學系成立五十周年的 2003 年，本來是在臺有盛大的慶祝

活動，但可惜由於 SARS 來襲，不得不延期。此時本系北美校友會就義不容辭的斷然决

定在美國來辦一個慶祝活動。邀請的貴賓除了現任及過去擔任過的藥學系的系主任外，

景康藥學基金會的董事長，北美各屆系友等等自然是不在話下。當然，我們同時想到的

是可否把 1953 年與孫教授共同創系的、已退休在美國的顧教授由加州灣區請來東岸新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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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州的野木市一起為藥學系的 50 周年慶共襄盛舉。經過詢問，顧師欣然答應，且非常願

意來與我們全體校友相會。當時顧師不過高齡 87 也！ 

顧教授是 2003 年 9-26 曰(星期五)晚間七時半左右由許中強、吳芳華夫婦由舊金山

搭機全程陪同抵達(當時我們為了考慮她老人家的身體而購買了頭等艙的機位，而為了不

辱使命“全程陪同”，中強、芳華也在發現後及刻改變艙位，以便就近照顧，可見學生對顧

師的關懷是很不一般的)。當晚許多系友一見到顧教授就如同見到久未見面的親人長輩而

興奮不已。大伙都爭取和顧教授寒暄，敘舊及照像，氣氛極為融洽、溫馨。 

2003 年 9 月 27 日一大早八時正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大會特別對在場的顧教授致最

大的敬意，並宣佈成立 Professor Koo NTUSP Young Alumni Travel Grant，是范光富系

友為感謝顧教授而發起的、用以鼓勵年輕在美的臺大藥學系系友(尚在研究所就讀及博士

後研究員)參加全美或國際性學術會議，旅費之補助。當晚，六時半，開始了 cocktail 
reception，將近七時半，全體參加大會的系友家屬集合於宴會廳合拍乙張團體照，另有

乙張是藥學系系友與系主任，顧教授的團體合照，頗有歷史紀念性、正式晚宴於八時開

始，首先是請大會貴賓顧教授致辭，顧師以八十七高壽談起五十年前創立藥學系的經過，

仍歷歷在目，猶如昨日，多年來培育了許多藥學界專才，服務於各行各業，均有傑出表

現，顧師還特別祝福諸位系友身心康泰，事業順利成功，藥學系及校友會特別致贈 “春
風化雨” 扁額乙面以略表感謝之意，另外在景康藥學基金會董事長許章賢的建議下，大

會特別訂製了一個米壽蛋糕，全體來賓合唱 “生日快樂” 敬祝顧教授 “福如東海，壽比南

山”，場面充滿了師生溫暖感謝之情，也帶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回憶、這也舖下了我們十年

後的系友會在南加州再與顧師相會的一幕。 

繼野木市的年會及藥學系五十周年慶之後，顧教授由許章賢和我陪同之下藉着在東

岸之便，順道抵達大華府地區遊覽及探望當地的系友們。9 月 29 日在大華府地區的系友

們(大多是受過顧師言教與身教的學生)，晚間七時在福順樓特別舉行了相別 30 多年難得、

珍貴與豐盛的謝師宴，計有系友二十四人參加，席開兩桌，名單如下：李啟仁(1957)、
王清珠(1957)、陳淑貞(1957)、陳宏榮(1959)、洪貴美(1959)、黃尚武(1960)、張雪艷(1961)、
簡多惠(1962)、孫思榮(1965)、莊德茂(1966)、林祥屏(1967)、陳東勝(1967)、姜家慧(1968)、
李敏珠(1970)、許章賢(1969)、洪淑卿(1970)、吳淑珍(1971)、黃益謙(1971)、吳  晉(1971)、
陳美玲(1974)、李秀美(1975)及吳連光(系友眷屬)等。 

大華府地區的校友，尤其是早期系友，出席率相當高，晚餐由主持人李敏珠(14 屆)
致詞之後，接著由顧師再一次被邀請給大家 ”訓話” 拉開序幕，另外由許章賢及吳晉分別

報告了五十周年系慶狀況及北美系友會會務，並播放歷屆各系的大學畢業團體照(光碟資

料由高純琇老師提供)、這些珍貴的畢業紀念照，給大家再次提供了美好的回憶、尤其是

在畢業紀念照內去找尋幾十年前年輕的自我及同窗好友，製造了不少歡欣與驚訝氣氛、

相聚許久各系友才依依不捨的與顧師告別。秦懋新系友(1963)，有事未能參加晚宴，也

特別打電話到 Park Inn 來向顧教授問候，充分表現了尊師重道的精神。次日，也就是 9
月 30 日，第一屆的李啟仁和王清珠及景康董事長許章賢系友等，特別由李啟仁親自來駕

車陪同顧師去參觀白宮、國會大廈、博物館以及 Jefferson 紀念堂等具有代表性的華府

地標。晚間又由過去當過顧教授在臺大醫院藥劑科藥師及助教的林祥屏與夫婿黃醫師等

系友作東，在新陶芳飯店晚宴謝師及話家常，幾十年一轉眼就過去了，過去年輕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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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個個都巳事業家庭有成，顧教授頗感欣慰與高興。十月一日在返往費城的途中，又

順道走馬看花逛了一趟巴爾的摩海港的內港海灣，然後才在下午按原訂計劃送顧師搭機

返回舊金山。2003 年顧教授能不遠千里由美西到美東來參加系友會年會及藥學系 50 周

年慶祝活動，並風塵僕僕到大華府地區探望系友，以及系友們尊師重道的表現，在在顯

現了我們藥學系師生間濃郁深厚的感情。當天晚上美東時間十時半，顧教授來電告之已

安返金山家居，精神體力都還十分良好。筆者不禁羨慕的自許：但願自巳的身體也可以

保養的與顧師一樣好，也祝她老人家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2003 年的盛會就這樣的

完滿結束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但光陰似箭，十年的歲月就又在轉眼之間的溜過去了，2013 年的藥學系 60 周年慶

就到了，北美系友會由會長湯丹霞及董事們策劃，在前一年就决定辦一個在美西由洛杉

機附近的爾灣出發乘巴士去拉斯維加斯，大峽谷等地的友誼之旅以茲慶祝。這次的北美

系友聚會因為同時為 60 周年慶，有不錯的配套節目，所以吸引了許多美國各州的系友及

不少臺灣來的藥學系的達官貴客(臺大藥學系現任系主任也是第一任藥學專業學院的院

長顧記華、臺大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何藴芳、教授余秀瑛及林君榮、景康基金會董事長

梁啟銘、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祝會主任委員黃秀美及秘書長宋順蓮、剛卸任的衛生署副署

長蕭美玲，及前臺大研發長系主任陳基旺等)都不遠千里而來共襄盛舉，參加盛會。 

出發的前一晚在爾灣有一全體系友(共計 115 人)的招待餐會。意想不到的是顧教授居

然就近在眼前，因為她老人家就住在距爾灣不遠的新港灘的養老院，而她的女兒家也就

在步行可及的附近。許多系友就在當日下午相約去探望顧師並當面邀請她老人家來參加

晚上的系友招待餐會。高齡 97 的顧師再一次毫不猶豫的答應參加並致勉勵辭(見照片 6 –
現任會長李德義提供)。此時的顧師行動已不如十年前而須以輪椅代步。不過，據她女兒

說媽媽的記憶力仍舊敏捷，腦筋也極好，打牌時算分往往又快又準，在養老院內也是極

受其他長者歡迎的一位，真是令人羡慕。還記得顧師見到我們大伙時笑容滿面，開心的

擁抱我們這些學生，還親自點名道姓，真是佩服。對於身為學生的我(們)，時常忘東忘西

的有些早期痴呆的傾向，怎麼不羡慕呢？ 

2013 年這個歷史性的聚會也成為我們眾多系友與顧教授的最後一次的溫馨團聚。想

想顧教授自與孫教授在 61 年前在臺創建臺大藥學系(及臺大醫院藥劑科)以來，誨人不倦

辛苦的教了 17 屆的學生，人數近千人之多，她這樣愛系、愛學生的精神，也為了臺灣的

藥學教育奉獻了一輩子的長者，應是我們全體系友值得學習與懷念的典範！現在她老人

家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們實在是非常的難過與不捨。我想我們所有藥學系的每一份子都

會永遠的記得與懷念顧教授的。謹以此文表達我個人的最真誠的感激與祝福。 

 

 

 

回憶於新澤西州西溫莎 

2014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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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與藥學系系主任及與會系友合影 

(2003 年 9 月 27 日) 

 

 

 
陳基旺系主任致贈顧教授「春風化雨」扁額 

(200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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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教授 對您懷念特別多 
 

19 屆 黃秀美 
 
從順蓮處獲知，我們最敬愛的「藥學系之母」顧文霞老師近日辭世了，有說不出的

悵然；去年夏天，那個嬌小的身影、清脆、堅定的聲音，似又在眼前、耳畔縈繞。 

去年是臺大藥學系六十周年系慶，忝為母系成立一甲子的慶典籌備會主委，我們特

別規畫了事前訪問各地的系友，十分慶幸在這次北美行中如願見到了旅美多年的顧教授

身影。 

我們其生也晚，未能目睹顧教授昔日年輕時丰采，亦未能親炙她的門下，只是常聽

學長姐們提起，嬌小的顧教授一身旗袍、兩條又黑又粗的長辮子，活脫像從「未央歌」

裡走出來的人物；顧盼之間，任誰都難忘這位”The little charming Chinese lady”；她和

溫文儒雅的孫雲燾教授，也因而成了景福校園最著名，也最具人文的一景。 

去年訪顧教授時，她已高齡九十八了，以輪椅代步；但，老弱的身軀並無法拘束她

飛躍的思緒、奔放的熱情；她和我們談起藥學院發展、藥學系弟子的成就，依然神采飛

揚；面對來自故鄉的校友會來訪，顧老師非常開懷，似等不及傾瀉她長久以來對母系及

故土的思念，一一探詢系上一事一物及近日發展，並不斷鼓勵大家。我們至今仍很慶幸：

那時以錄影留下了顧教授最後的風采，不僅將它收錄在母系六十周年特別錄製的 VCR 裡

的珍藏畫面，顧教授所代表的上一代人的神采風韻，相信今後已渺難再得了，她也將永

遠停駐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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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顧文霞教授 

34 屆 顧記華 
 

去年 6 月到美國參加北美校友

會的年會，很幸運的在年會晚宴上

見到了顧文霞教授，這是我第一次

見到她老人家，因顧教授在系上任

教近二十年，系友從第一屆到第十

七屆都曾受教於顧教授，我因是第

三十四屆入學，雖沒直接受教於顧

教授，但卻知道顧教授對於臺大藥

學系的貢獻。顧教授是在 1953 年進

入系上任教，這一年也是本系的創

始之年，而顧教授及孫教授都是創

系教師，當時篳路藍縷，非常艱辛，

但儘管一切的資源如此缺乏，兩位

教授卻能以藥學教育為使命，教育

及提攜莘莘學子，也讓臺灣的藥學教育從此茁壯，而今許許多多校友在臺灣，甚至是在

世界各地的卓越成就及貢獻，都植基於兩位教授的教導與傳承。這一次在美國有幸能親

自見到顧教授，內心非常激動與感恩，除了知道顧教授的春風化雨事蹟外，更多了一份

說不上來的感動，可能因為我自己也姓顧，所以進入系上後，便會特別知道系上有一位

大家長 - 顧文霞教授，耳聞多年，於今終能親睹她老人家風範，內心自是激動莫名，而

當顧教授伸出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時候，我更是激動的告訴她老人家，很高興也很幸運能

見到她，顧教授也跟我講了幾句話，但我一時激動沒能記住她老人家的話語，如今甚感

遺憾，然而我當時的激動的另一原因，也是因為看到許許多多的系友圍繞著顧教授，每

個人都想握握她老人家的手，每個人都想跟她老人家說說話，每個人當下非常自然的都

像是她老人家的子女、孫子女，每個人都彎下腰低著身子來噓寒問暖，當時一個諾大家

庭的最最溫馨的暖流，流過了彼此，不僅我感動，相信所有的系友都彼此感動，這樣的

團聚，數十年來的藥學心的連繫在一起，孫教授及顧教授是最大的力量，而當聽到顧教

授與我們長辭的消息，內心非常不捨。而今看回當時與顧教授同攝的照片，回憶著她老

人家的聲音，及當時大家在一起的溫馨過往，顧教授，我非常感恩您，您有形無形的力

量讓大家團聚在一起，您雖然與我們長辭，但您對我們的影響永遠都在，您還是緊緊的

握著我們的手，叮嚀我們，提攜我們，我們都在內心將對您的思念與感恩，遙送到您的

國度，告訴您，我們永遠愛著您，臺大藥學系永遠都會記著您想著您。 

  

系上的二位顧教授： 
現任系主任顧記華教授(左)與顧文霞教授(中)合影， 

右為許照惠系友(13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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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記華「憶顧文霞教授」英譯 

Remembering Prof. Wen-Yah Koo 
 

Last June, 2013, at Costa Mesa, California of the America Alumina Annual 
meeting. We are very fortunate during the evening banquet, Prof. Koo was ther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d met her because Prof. Koo taught nearly 20 years from class 1st 
to class 17th. I did not enter the department until class of 34th, so I missed Prof. Koo’s 
teaching. I heard a lot about Prof. Koo’s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of Pharmacy. Prof. 
Koo started teaching at 1953, the first year of the creation of the dept. and it went 
through many obstacles and lack of funds. Both Prof. Koo and Prof. Sun worked very 
hard t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establish the world standard education for the Pharmacy 
studies. Later many their students had become outstanding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entrepreneu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time I could personally met with Prof. Koo, I felt 
extremely excited and grateful. Besides I have same last name as Prof. Koo, I feel very 
proud to have the same family name as one of our founders. When Prof. Koo held my 
hands tightly, I mentioned to her how excited and felt fortunat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her. Prof. Koo talked to me but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what she said. To this 
date, I still regret it. Another reason for my excitement was there were so many 
students circle around her and bent over talking to her as her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like a big family. Now we heard her passing away, we felt a great lost. Prof. Koo, we are 
grateful for your influence and encouragement. You are forever in our heart and our 
thoughts. We love you and the NTU School of Pharmacy forever remembers you. 

 

by Jih-Hwa Guh 
Class of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