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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迎著稍有涼意的清晨，第一次搭乘機場捷運前往第一航站，準備搭機飛往

香港，參加臺大藥學校友臺港澳聯誼交流行。 

 

此次在謝汝明學長的號召下，台灣由陳媽媽帶頭，率領來自台灣、美國、北京25位

校友，分五個梯次抵港。 

 

港澳籌備委員會特別安排專車迎接大家至香港荃灣如心海景酒店，是日晚間於九龍

馥苑設宴一齊同歡。 

 

席間在謝汝明會長致歡迎詞後，由校友在港澳最高行政長官-香港衛生署藥物註冊及

進出口管制部總藥劑師陳凌峯校友(34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醫院行政廳廳長

吳國良校友(39屆)分別報告香港、澳門之藥政之相關機構、政策及制度。 

 

台灣則由沈麗娟院長(37屆)、陽明藥科院藥學系林滿玉主任(26屆)及成大藥學系助

理教授林少紅(45屆)，分別介紹臺大藥學院、陽明藥學系及成大藥學系之現況與未

來發展。讓二邊三地興起交流互訪、研討藥政發展之念頭，蕭副座特別交待校友會

應考慮此種交流活動。另外余教授(3屆)、王惠珀教授(17屆)也發表參與本次活動的

感想，此次尤其十七屆的七仙女真搶盡風頭。 

 

第二天一早在海景酒店享受道地廣東飲茶後，驅車前往太平山山頂，鳥瞰維多利亞

港及高聳的大樓，可惜因時間關係，無法欣賞世界三大之一的夜景。 

王在斌(14屆) 校友會理事長 



接下來到赤柱市集( Stanley Bay)享受了一頓美好的自助餐，特別是豬腳，其皮香

脆不油膩，令人口齒生香，餘味猶存，梁啟銘董事長特別照了一張啃豬腳骨頭相片

以為留念。飽食後參觀美利樓，原建築為位於中環具160多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1982年拆除後，將原來一磚一柱原封不動重建於赤柱，可見英國人要在97後留下他

們的痕跡，宣揚曾經是霸主的地位。 

 

隨後到淺水灣，欣賞人工鋪成的沙灘美景，也回想三十多年前來港和同學梁永權在

此海域游泳，想起當初徜徉在百公尺外的海中平台，真是逍遙。而背後的景觀如今

也改變了很多，新建築 The Pulse 真有現代化的美感。可惜沒時間去看張愛玲小說

中的戀情露台餐廳。 

 

晚上在新界吃海鮮勝地，三聖商場之海天花園酒家晚宴，除了有名的燒鵝外，由香

帥親自挑選活海鮮，有帝王蟹、特大扇貝和竹蚶、撒尿蝦。由於實在太好吃了，大

家忙著張口撕咬已顧不得吃相了。而陳媽媽居然和大家一樣吃個精光，真的如顧前

院長所說，此生第一次才知道何謂吃得令人回味無窮的海鮮。真是感嘆seafood、讚

嘆Seafood.謝謝香偉燦校友的招待，梁啟銘董事長還即興吟詩一首以茲留念。 

 

晚宴尾聲由陳媽媽率領沈麗娟院長、林滿玉主任及王惠珀教授向港澳校友致謝，在

大家離情依依不捨的心情下，結束了臺大藥學校友台港澳聯誼交流活動。 

  

此次活動，感謝謝汝明會長，香偉燦校友及港澳籌備委員會江國榮(14居)、鄭開發

(15屆)、吳耀滿(19屆)、關秀英(20屆)、曾憲華(27屆)，史書翠(27屆)、梁子豪(29

屆)、陸榮達(46屆)之精心規劃，使台灣校友有賓至如歸之享受，也感謝港澳校友及

台灣校友之參加，我們期待下次再相聚。 



謝汝明(9屆) 港澳校友會會長 

臺港澳藥學交流會巳於一週前在互說珍重下曲終人散，為著籌備前所未有舉

辦交流會，頗為吃力，可幸有一班師弟妹鼎力支持及無私付出，大家分工合

作，彼此互相提點，同時更有香偉燦兄慷慨解囊漁鮮夜宴，讓大家留下深刻

的印象，從第一天至機場接機及第三天送機期間，短短48小時，雖然時間飛

逝，但我們與各位老師及學弟妹有一份前所未有的親切與認識，尤其是我們

尊敬的陳媽媽，在這期間我們擔心她老人家體力不支，但是她出奇精神飽滿，

所以有陳媽媽在，她是票房的保證，她才是我們凝聚在一起最大的力量。如

果說這次活動是得以順利完成，在斌兄功不可沒，尤其是他的活力與魄力是

無法擋，佩服佩服；同時更要感謝澳門代表吳國良兄與眾兄弟送贈手信予嘉

賓，大大提高現場氣氛，但我們不要忘記各位講者精彩介紹，例如我們的學

長陳凌峰及梁宇光學長精闢介紹，讓我們一新耳目。現在曲終人散，才發覺

我們的校友多麼尊師重道，又才發現陳媽媽那麽關心在校困境的學生，昔日

種下的種子，現在開花結果，這份親情，我深受感動，坦白說有余老師春風

化雨及桃李滿門的陳媽媽，我作為她的學生，引以為榮，所以這次難得的交

流，確實令人難忘的，希望他日有緣再聚，敬祝母校及各位學長姐及弟妹等

明天會更好，謝謝。 

謝汝明(9)敬書 



謝汝明會長： 

籌備會系友們：  

各位港澳系友： 

2017年12月15-17日香港之行，承蒙謝汝明會長用心規劃、籌備會系友們考慮

周到、熱心服務，港澳系友們出錢出力、熱情出席參與聚會，餐餐招待、又

贈送名產美味伴手禮，我感動感激之心情無以言喻。更高興的是見到學弟學

妹有如見到久別重逢的好友，溫馨暢談，深深感受到學弟妹們對我的關懷。

謝謝各位港澳系友。 

 

從晚宴中港澳系友的presentation及聊天中，可知港澳系友們在職場上都很

認真、有成就。讃佩！本系的名譽因你們的努力而響亮。 

 

此次港澳系友會的邀請，給我機會旅遊香港。這是我第一次入境香港，輕鬆、

安心、温馨、愉快，飽覽香港風光景點、美食大餐，回味無窮。 

 

衷心感謝！再感謝！謝謝！ 

祝大家 健康平安 新年快樂！ 

余秀瑛 

余秀瑛(3屆) 



王惠珀(17屆) 

台大藥學港澳生 

系友念舊好熱心 

邀約母系香江行 

聯誼歡敘師生情 

春風化雨六十載 

枝繁葉茂花盛開 

陳媽媽及余老師 

學子有成樂開懷 

老師學生敘不完 

六十四載昨日事 

同窗聚首共回味 

大學年少輕狂時 

太平山頂留倩影 

淺水灣邊敘舊情 

黃金海岸賞日落 

繁華香江好光景 

維多莉亞港邊歇 

見識龍蝦大螃蟹 

樂享偉燦帝王餐 

台大師生開眼界 

汝明在斌如磁吸 

展現台大內聚力 

呼喚全球系友歸 

擘畫母系更永續 

師生情，陳媽媽在我坎坷的
職涯中給了最多的關愛 

師生情，我的指導學生李
世恩已是澳門藥政官員，
也白髮叢生了 

汝明學長是香港校友靈魂
人物，麗英則是本班大美
人 

余老師春風化雨，自己
則寶刀未老，健步如飛，
美麗如昔 

17屆同窗情，前排左起司徒
悠悠、葉萬敏、游淑淳，後
排陳志球、王惠珀、袁麗英、
孫秀強 

咱班陳志球大哥，畢業40
年在班刊《風鈴傳頌》寫
了《志球連續劇-我的台
大情緣》，文情並茂可歌
可泣，我最是感恩 

17屆七仙女太平山頂敘舊  如心廣場快樂行 

黃金海岸的夕照 赤柱港灣迷人的風景 維多莉亞港 荃灣如心酒店夜觀維多莉 
亞港美景 



多年未見的香港，超高樓林立的荃灣，讓人讚嘆!!感謝港澳校友會細心安排，旅館

房間美麗的窗景，垂涎三尺的美食和清新秀麗的太平山淺水灣美景，推翻我以往對

香港只有人潮擁擠的印象!! 

 

看到班上四位同學全員到齊，真是感動，我們已經四年不見了，感謝她們熬夜搶到

報名，全程陪伴!! 

 

新認識好多港澳校友，汝明、香帥、阿牛，還有叫不出名字的年輕學弟，大家一見

如故，聊得好開心喔！ 

 

第一天，一到旅館，迫不及待去海邊公園，欣賞海灣，船隻點點，超高大樓，開心

拍照，像小孩子般，擺pose!! 

 

離開前，香港機場工作人員說，我們是一家族請走family櫃檯check-in，是啊！陳

瓊雪教授就像是校友家族的媽媽!! 

游淑淳(17屆) 

我一直覺得陳瑞龍老師還跟著我，這次去到香港，見到了死黨老同學，感受到臺大

藥學校友們的蓬勃之氣，大家情同親人的凝聚力，我相信陳瑞龍老師一定非常欣慰。

校友會要多辦類似活動鼓舞校友們！ 

葉萬敏(17屆) 



林滿玉(26屆) 

臺大藥學的開枝展葉 

 

陳老師、余老師、汝明學長、王理事長、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大家好: 

 

我是26屆林滿玉，為了讓大家更容易記住我，我都會說我是宋順蓮的同學，在座的

還有我們班的多位港澳同學，包括寶蓮、麗芬、美琪、美霞、廣長和顯達(從上海

趕來，因為感念陳媽媽當年的照顧，如今年年回饋母系)。謝謝王理事長的邀請，

我很高興來參加校友會舉辦的「台港澳藥學交流會」，回到娘家的懷抱，真好!所

以，今天是來向各位兄弟姊妹報告我和數位校友在陽明大學藥學系打拼的情形。 

 

近年來，生技醫藥產業成為帶動經濟產轉型的重要產業，其中含藥物研發與臨床藥

學專業；因前項的成果，病患可以得到個人化精準的新藥，有後者的臨床藥學專業

加上醫療團隊的合作，病患可以得到最佳品質的醫療照護。因應這種氛圍和需求，

104年教育部同意陽明大學成立藥學系。在陽明藥學系成立的過程中，除了陽明大

學的梁校長及各級單位的支援，我們最要感謝的是黃文鴻教授(16屆)的指導，還有

臺大藥學系師長的幫忙，像今天在座的沈院長、顧前院長和忻副院長...；有時在水

森館遇到陳老師和余老師，她們也是再三關心陽明藥學系的進展。 

 

終於在105年秋天，陽明大學校園迎來了第一批藥學系的學生，陽明藥學系是六年

的藥學教育學制，隸屬於陽明藥物科學院，院長是康照洲教授(23屆)，目前本系共

有9位教師，包括康照洲(23屆)/林滿玉(26屆)/許銘能(27屆)/姜紹青(34屆)/東雅惠

(42屆)等5位台大藥學系校友。此外，我們也聘請臺大藥學系校友當本系的兼任教

師，如在座的蕭美玲學姊，過往也邀請臺大藥學系校友到本系演講，如在座的顯達

和順蓮同學。 

 

目前台灣共有九個藥學系，除了臺大藥學系，成大藥學系和陽明藥學系也都是臺大

藥學系校友擔任主管，這算是母系的開枝展葉。未來還請母系的師長和校友多多支

持陽明藥學系，更歡迎各位蒞臨陽明大學藥科院暨藥學系，給我們指導和鼓勵!   



喜歡跟校友出遊，一直就是兄弟姐妹，八十有三的陳媽媽，健朗的叮嚀、優雅的

衣裝，從不馬虎，負責當八人組長的順蓮，有權管陳媽媽、余教授、王惠珀教授、

林滿玉教授，跟美國FDA官員陳宏榮與陳蓮蓮、游淑淳管管局主秘、中央銀行主任

葉萬敏，真是賺到。本組一路領先，表現超優。我們這一組好像忘了合照。 

 

與港澳系友相聚的藥學交流，對藥政與醫院多一層認識，社區藥房，同學黃廣長

私下提到，工時12.5小時，每週五天，雖薪資高(x萬港幣)，犧牲了家庭時間。 

校友會相聚，26屆出席率超級高，臺北二位(順蓮、滿玉)，在地六位(黃廣長、李

顯達、劉麗芬、鍾美霞、余美琪、湯寳蓮)18歲相識的老友。年輕學妹(林少紅)45

屆成大教書，生藥學，藥用植物。 

宋順蓮(26屆) 

吳維修(28屆) 

個人此次校友港澳交流行，臨行前一直擔心與公司上櫃審議會撞期，還好沒有，

終能順利參加行程，也因此而收穫良多!  

 

此行見識到校友們強大的凝聚力，香港校友們的熱誠貼心的接待及安排，澳門校

友風塵僕僕下班後搭一個多小時船前來參加晚宴，十點多晚宴結束後，又趕搭船

回澳門，真是非常有心及感動。行前宋順蓮學姊趕在11/11網路大優待期間協助及

通知團員購得便宜的港澳上網Sim卡，讓多數人在港期間可以輕鬆地上傳照片及觀

看群組訊息，讓使用line校友會群組的校友們可即時觀賞到活動的進展及照片，共

同參與及歡樂。 



看到了臺大藥學人尊師重道一面，大家都仔細照顧著陳媽媽及余老師，晚宴期間也爭

相合照；屯門海鮮宴，可看出香學長非常禮遇師長及校友的一面，台灣的師長也非常

尊重陳媽媽的吩咐發表感言。 

 

當然也有學術的一面，交流報告有香港的藥品管理、香港醫院藥局的自動化管理、澳

門藥政、台灣則有臺大、陽明及成大藥學院的說明。 

 

校友方面，除了看到了大學同宿舍的同學廖肇熊、呂紹師及姚培智，也看到多年不見

大學期間熟悉熱心的校友曾憲華、梁子豪、黃廣祥、史書翠，以及熱心全程協助的46

屆陸榮達學弟。師學長方面，見識到除了曾祖發學長的童心未泯、蕭美玲理事長原來

也是很會玩的、王惠珀老師的才氣及梁啟銘董事長比七步成詩更厲害的即興演出，謝

汝明學長的長期無私奉獻，香偉燦學長的「生得要健康、生得要快樂、活得有意義、

活得要精彩 不枉此生」更是受益良多! 

 

吃喝玩樂的一面:跟著呂紹師同學上山頂的屋頂，看著東西南北的美景豪宅，談著經

濟大勢、與姚培智同學在陶源酒家吃早茶聊天到中午又跟大家一起同一地點吃午餐、

真的不肥也難；赤柱的豐盛德國豬腳自助餐、淺水灣的海灘看著張國榮的豪宅、機場

核心計畫展覽中心與校友們看著拍著多變的夕陽及飛機的穿越雲層、香學長請大家於

屯門三聖邨吃的現抓巨大虫聖子、龍膽石斑、帝王蟹、超大六公分級扇貝及超大25公

分以上瀨尿蝦、知名深井燒鵝等，感受到的不只是滿滿的吮指回味，還有香學長滿滿

的熱情。 

 

為表謝意，我將遵梁董事長吩咐，請好友將現場即席詩，及後來張俊博提議林滿玉學

姐修改為「香偉燦讚」的藏頭詩，以隸書及大篆(大賺)書法完成後，裱成卷軸以景康

及校友會名義寄送給香學長。 

 

梁董事長即席詩:                        

香氣滿屋全入鼻  

偉觀海鮮無法比 

燦爛奪目真難忘 

祝您人生永順利 

「香偉燦讚」修正版藏頭詩: 

香氣滿屋全入鼻 

偉觀海鮮無匹敵 

燦爛奪目真難忘 

讚詠人生更瑰麗 



今年二月接任藥學系主任兼任藥學專業

學院院長職務以來，兢兢業業，所幸院

內師長們齊心相助，院外系友們鼎力支

持，儘管台灣高等教育面對困難的環境，

臺大藥學仍要建立長遠的發展藍圖。在

此次香港行前一週，才聽取藥學校友會

王在斌理事長及北美校友會董事許中強

系友關於臺大藥學永續發展計畫的建議，

簡要的想法也在此次港澳聚會中報告。

藉本次香港行，也參加香港大學130週

年慶祝之全球健康領袖高鋒會議

(Summit of Global Health Leaders)，

有感世界大學及產業環境進步及發展快

速，未來十年對於臺大藥學的發展尤其

重要。在國家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希望能如王惠珀老師所言，母系能得到

系友支持，特別是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

長及會長們的幫忙，「展現臺大藥學內

聚力，呼喚全球系友歸，擘畫母系更永

續」。個人於此感謝此次港澳系友籌備

此次成功的聚會，再次感謝景康梁啟銘

董事長過去對院內藥學發展的支持，另

外，也恭喜王在斌理事長承接景康董事

長之重任，也希望能持續其對於臺大藥

學校友會的領導與付出。 

麗娟敬上 

 

什麼是一家人? 什麼是熱情無法檔? 看

過來，臺大藥學系校友會告訴你~~~ 

 

2017/12/15，88位臺大藥學系校友分別

由台灣、美國、北京、香港和澳門各地，

坐飛機、坐船、坐地鐵，紛紛趕往香港，

只為參加這次的台港澳校友交流會！由

第1屆到第54屆，齊聚一堂，這就是我

們臺大藥學系校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誰能匹敵! 

 

藉由這次校友會，遇見了失散多年的直

屬學弟榮達(46屆)，重遇了澳門的直屬

學長姐們，除了頭銜越來越高之外，大

家果然一點都沒變，一相聚就像重返大

學時代，(八卦)聊個不停，有來參加這

次的活動，真的很幸運！另外這次身負

重任，要代表高雅慧主任介紹成大藥學

系，介紹時非常緊張，也幸虧學長姐們

對我的寬容，順利完成。第二天時，道

地的港式早茶、維多利亞色彩古蹟美利

樓享用香脆的德國豬腳大餐、太平山頂

看風景、淺水灣沙灘漫步、到晚上震撼

的海鮮大餐，都讓人畢生難忘!榮達學

弟更貼心安排晚上去吃甜點，豆花芝麻

糊和榴槤忘返~~東西好吃，心也好暖! 

 

這次行程，全靠多位學長姐們的悉心籌

備與安排，讓我們渡過了難忘的三天香

港之旅，再次獻上由衷的感謝！ 

沈麗娟(37屆) 林少紅(45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