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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榮譽榜
我們對系友們的傑出成就感到無比的敬佩與祝賀

恭賀!!
莊德茂系友（第10屆）榮獲中央研究院第26屆院士

註：莊系友現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神經生物學主任，於2006.07.06獲選為生命科學組院士

恭賀!!
蕭美玲系友（第15屆）榮任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

註：蕭系友原任衛生署參事，於2006.08.11接任國民健康局局長

恭賀!!
林慧玲系友（第21屆）榮任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兼
台大醫院藥劑部主任

恭賀!!
鄭慧文系友（第23屆）榮任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副處
長

註：鄭系友現任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恭賀!!
高純琇系友（第25屆）榮任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
心副執行長



台大藥刊

�0

系
友
新
聞
看
板

校友會記事

姓	名 中		文：莊德茂			 英		文：De-Maw	Chuang

當選院士屆數 26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畢業（1962-66）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分子生物學博士（1967-71）

經	歷

美國羅氏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後進修（1971-73）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衛生研究院Guest	 Worker（1973-74）、Staff	 Fellow

（1974-77）、Chemist（1977-83）、Head,	 Group	 on	 Receptor	 Pharmacology

（1983-90）、Chief,	Unit	on	Molecular	Neurobiology（1990-92）、Chief,	Section	on	

Molecular	Neurobiology（1992～）

專	長 神經藥理學、神經退化性疾病及精神性疾病的神經生物學	

曾獲得之

學術榮譽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獎(NIH	Director´s	Award)	(1997)

美國大華府地區中華醫藥學會最高科學成就獎	(1997)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特別成就獎」	(1998-2005)

日本「衰老與厚生基金會」得獎人	(1999)

NARSAD(National	Alliance	for	Research	on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傑出研究獎	

(2002)

中華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HRI)院外學術審查委員(1993～);院內精神健康及藥物濫

用組的遴選及諮詢委員	(1996～)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SCBA)秘書(2004-06)及2006年SCBA國際會議神經科學主題的

共同召集人；美洲華人神經科學會(SCBA)會長(1995-97)

華府國建聯誼會會長(1998-99)及第六屆北美華人學術研討會醫療與衛生組共同召集

人

屢次受邀在美洲、歐洲及亞洲的國際會議上發表學術演說，闡述研究成果，包括	

2005年Neuroscience	Meeting	及	2006年	FASEB	Meeting	的symposia

指導及訓練了四十多名的博士後學者，現遍及世界各地的大學及學術機構，領導及

從事高水準的研究

現	職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衛生研究院分子神經生物學主任	

※本表取自中央研究院網頁

莊德茂系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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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記事

「系友新聞看板」徵稿
親愛的校友：

台大藥刊的「系友新聞看板」是為所有校友設立的，

懇請您支持與投稿，

讓藥刊為您珍藏各屆同學會的剪影，

校友結婚、添寶寶、榮升等也讓大家分享喜氣。

	

請不吝提供個人或同學之最新消息，諸如：婚喪喜慶等訊息，主題不拘。請以簡短的文字說明，附上照

片尤佳。截稿日訂於每年的2月1日及8月1日。稿件請傳至以下。	

	

聯絡方式：

電話：(02)		2312-3456	#	8402	楊玲華

傳真：(02)		2391-9098

E-mail：ylh@ha.mc.ntu.edu.tw

日期 活動 地點

2006.03.05 文山藥園賞櫻踏青 文山藥園

2006.03.25 孫雲燾教授追思紀念會 醫學院101講堂

2006.04.02-4 登玉山 玉山

2006.04.28 第十屆系友畢業四十週年返校團圓 系圖、御和園

2006.04.28 第二十屆系友畢業三十週年返校團圓 御和園

2006.04.28-30 合歡群峰健行活動 合歡山

2006.05.05 校友會代表參加洪美娜系友之子婚禮 遠東飯店

2006.05.06 文山藥園春遊 文山藥園

2006.05.09 寄出理事會改選選票 系圖

2006.05.30
校友會理事會第26屆第六次會議暨第27屆第一次會議

（理事交接）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御和園

2006.07.13 校友會理事會第27屆第二次會議 藥學系系圖書室

2006.09.08 養生舞社團繼續開班 台大醫學院大廳

2006.09.23 教師節健行活動 跑馬古道及林美石步道

2006.09.30 組隊參加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嘉年華 日月潭

莊德茂系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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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長（27屆）專欄�
－�康照洲理事長

感謝各位理事及校友們推選本人為本屆校友會理事長，希望在未來兩年內能與理事們一同為藥學校

友會共盡心力，也期待在我們的努力下讓校友會及母系蓬勃發展。

為了讓校友會的工作能更順利進行，初步構想將校友會的功能稍加規劃如下,以期加強校友之間的

聯繫。由於藥學院及藥學大樓的籌建在即，亦配合醫學校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未來的工作則需

仰賴校友會的全面動員，因此建立起順暢的聯絡網可能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另外，為了讓校友能

更順利及迅速的知道校友會的消息及動態，我們也將加強規劃及架構校友會的網頁及電子報，以加強校

友間消息傳遞及向心力。

臺大藥學校友會27屆理事會組織架構

一、理事會

理事長　康照洲（23）

理事　　	魏宣章（10）、陳永順（13）、符文美（18）、顏月亮（24）、宋順蓮（26）、	

吳維修（28）、忻凌偉（34）、江衍瑾（35）、黃耀欽（37）、黃金蓮（38）、

　　　　	張嘉銓（41）、張祐陵（46）、林文貞（研）、謝右文（研）、劉宛昀（研）、古源翎（研）

二、組織

常務理事　	康照洲理事(理事長)、符文美理事(行政理事)、林文貞理事(財務理事)、	

吳維修理事(活動組負責人)、宋順蓮理事(聯誼組負責人)

行 政 組　	康照洲理事(理事長)、符文美理事(行政理事)、林文貞理事(財務理事)

活 動 組　	吳維修理事(活動組負責人)

忻凌偉理事(游泳隊)、張祐陵理事(壘球隊)、顏月亮理事(養生舞)、

王在斌校友(高爾夫球隊)、尤松材校友(登山隊)

聯 誼 組　宋順蓮理事(聯誼組負責人)

執業暨醫院藥師組－	 黃耀欽理事、謝右文理事、顏月亮理事

行政暨藥商組－	 	 陳永順理事、江衍瑾理事、黃金蓮理事

學術暨研發組－	 	 符文美理事、張嘉銓理事、古源翎理事

康照洲理事長(廿三屆)小檔案

	 台灣台北縣新莊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廿三屆畢業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化學博士	

	 	Boston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uscle	

Research	Department	(Post	Doc)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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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組－	 	 張祐陵理事、劉宛昀理事

聯 絡 組　	本組將由所有理事、學校老師以及各屆聯絡人組成。原則上每位理事與一位學校老師共同負

責與3~4屆的各屆聯絡人保持密切聯繫，以期達到並建立有效的聯絡網絡。

其　　他　藥學系顧問，顧記華老師；系學會會長，曾郁茹同學

三、校友會連絡方式

康照洲理事長	 何雨蓁助教

臺大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台大醫學院藥學系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540室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12樓

TEL	(02)23123456#8603	 TEL	(02)23123456#8401

FAX	(02)23410217	 FAX	(02)23919098

MOB	0958395082

Email:	jjkang@ha.mc.ntu.edu.tw	 Email:	pharmabc@ha.mc.ntu.edu.tw

年度活動計畫（2006/07/01~2007/06/30）

1.	 國考考生服務隊(2006/07/22)	[負責人：張祐陵]

	 主辦：校友會、承辦：大三學生、協辦：藥學系。

2.	 研究所聯誼送舊（時間未定）[負責人：謝右文]

3.	 教師節登山活動（預定2006/09/23）[負責人：吳維修、尤松材]

4.	 泳渡日月潭（2006/10/01）[負責人：忻凌偉]

5.	 景康校友回娘家（預定2006/11/18）[負責人：康照洲]

	 配合醫學校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

	 內容：	 1:30	pm	–	2:00	pm	 報到

	 	 2:00	pm	–	5:00	pm	 藥學系發展座談會

	 	 5:00	pm	–	6:00	pm	 照相及校友交流時間

	 	 6:00	pm		 	 晚餐

6.	 忘年會（與系上合辦，日期未定）

7.	 藥園踏青或採藥活動（約3月）[負責人：李水盛主任]

8.	 校友迎新（與系學會送舊合辦，約6月）[負責人：宋順蓮、張祐陵、劉宛昀]

	 a.	請聯誼組-學生活動組理事與主辦送舊學生保持聯繫，共同籌劃。

	 b.	餐會時校友會及系上師長應與畢業生混合坐，增進聯繫。

9.	 壘球賽（時間未定），另考慮組成軟網隊。[負責人：張祐陵]

10.	高爾夫球賽（時間未定）。[負責人：王在斌]

11.	養生舞[負責人：顏月亮]

	 老師：洪美娜校友	(十三屆)

	 地點：每週四	17:00	~	18:30	醫學院大廳	

新任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長（27屆）專欄�
－�康照洲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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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年5月30日下午六點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廳御和園

新任理事：	符文美	(18)、魏宣章	(10)、陳永順	(13)、康照洲	(23)、顏月亮	(24)、宋順蓮	(26)、	

吳維修	(28)、江衍瑾	(35)、黃金蓮	(38)、忻凌偉	(34)、黃耀欽	(37)、張嘉銓	(41)、	

張祐陵	(46)、林文貞	(研)、謝右文	(研)、劉宛昀	(研)、古源翎	(研)

台大藥學校友會理事會新舊理事
交接相片集錦

理事們於會前合照。

交接儀式中，監交人為第26屆監督理事莊俊三校友

第26屆理事長方承猷校友（右）捐款新台幣十萬元予
校友會，資助校友會之運作，由新任理事長康照洲校友
（左）代表接受

交接景康基金會代託管校友會基金、合庫存金及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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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景康校友回娘家暨醫學校區�
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會

地點：	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103講堂	 時間：2006年11月18日1:30PM	–	8:00	PM

連絡地址：	100		台灣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	毒理所	康照洲	教授

聯絡電話：011-886-2-2312-3456		ext.	8603

手機：0958395082

傳真：011-886-2-2341-0217

電子通訊：jjkang@ha.mc.ntu.edu.tw

親愛的景康校友們平安：

可曾記得？千禧年冬應景福基金會楊董事長照雄之邀，景康校友於二○○○年十二月廿三日首度

與景福合辦校友返校活動，內容包括下午分別舉行的專題演講，諸如系友的經驗分享、系所的現況報告

…，以及晚上一起在醫學院一樓大廳的「辦桌」，由於反應熱烈，每年耶誕節前一個週六成了景康校友

團圓的大日子。

多年來，許多海內外校友趁機返校，聆聽受邀系友的心路歷程，瞭解系所的近況，許多久未謀面的

系友也利用中場休息及在晚宴上享受了聯誼的樂趣，逢五逢十屆數的同學更舉辦同班的Reunion，幾年

來的聚會，無形中也成了台大藥學系五十週慶的暖身活動。

二○○三～四年跨整年度的五十週年慶，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於二○○四年三月底劃下了完滿的

句點。緊接著渾身充滿活力的方承猷系友接掌的校友會也展開了更多元、更多樣化、更活躍的新旅程，

而「景康校友回娘家」也成了校友會的年度盛事，兩年來出錢出力的他也功成身退，又順利交棒給廿三

屆的康照洲教授繼續發揚光大。

值此年度盛事將至，特別是今年「台大醫學校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將於11月19日週日假

「台大巨蛋」舉行，除了藥學同窗，您將有機會遇上當年在醫學院區朝夕相處十分熟悉的面孔，他們分

別從全球不同的角落回來，想想那將又是多幅久別重逢珍貴的畫面。近來，校友們期盼的「藥學大樓與

藥學院」老話題即將進入落實階段的時候，因此景康藥學基金會以及台大藥學校友會，將於11月18日舉

辦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藥學發展座談會，會中將由系主任親自為您解說藥學系的未來發展，除了希望能聆

聽系友們的意見外，更需要每一位校友的蒞臨，共同來見證與分享這台大藥學史上關鍵的一刻。

景康藥學基金會		敬邀

台大藥學校友會		敬邀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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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的可能＂；韋因州大洪正幸教授的“莫札特、

特斯拉（Nikola	Tesla	-	歐洲的愛迪生）及天才的

創造力-	您的兒孫可能也成天才＂；台大研發會

主委陳基旺教授（前藥學系主任）的“台大生技

及研究卓越計劃＂。大家所顧慮的病從口入，將

由永豐餘生技何奕佳總經理主講的“從食品污染

到有機農作＂，及成大生技楊惠郎所長的“魚類

疫苗以免除孔雀石綠及抗生素＂得到解答。長庚

吳德朗院長的“白色巨塔外的世界＂及李泰雄教

授的“生之喜悅＂都將是精彩而吸引人的講題。

美味晚餐後的專題講演將請李嗣涔校長談“心、

靈及氣的科學研究＂。陳育德、理英伉儷將分享

他們三十多年來的情愛與幽默。最後是蔡克信醫

師的“生活的品味，品味的生活＂，透過藝術、

文學、詩畫、音樂、美食與酒，調劑及豐盛我們

的人生。（演講者及講題可能變更。大會演講一

律以中文為主，專有名詞可以中英混用。）

在短短一天的緊湊安排，能夠邀請到諸多精

英，以中文淺顯易懂的解說，來分享他們的專業

成就，誠屬不易，請別錯失良機。去年北美校友

會在舊金山的年會空前成功，帶給我們無比的信

親愛的校友：

我們竭誠歡迎您參加今年十一月的校友返

校團圓。如果您自台大畢業後，尚未參加過任何

校友活動，這將是一個好的開始。如果您已經參

加過校友的活動，這次保證和往常不一樣，因為

全球散居各地的歷屆醫學院系校友將齊聚一堂同

樂。	

11月17和18日兩天，各院系將自行召開系

會、自辦活動。特別是護理系將盛大慶祝成立

五十週年，藥學系友將集思藥學院的成立及藥學

大樓籌建計劃。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第26屆年

會將同時第一次返鄉在台北召開。台灣景福校友

會的返校日將提前在11月18日召開。而後，11月

19日將結合所有醫學校區的校友舉辦全天的全球

校友大會。

當天的節目開始由各校友會長、院所長及系

主任致歡迎詞。對母校、母院及校友會有特殊貢

獻的校友將接受表揚。接著演講者有李嗣涔校長

的“台大現況及未來發展計劃＂；清華大學歷史

系傅大為教授的台灣醫療四百年；陽明大學魏耀

揮教授的“從線虫和人類基因研究，推想延長人

醫學校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ampus 

First Global Joint Alumni Convention

November 19th, 2006      Taipei, Taiwan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

2006年11月19日 ‧ 台灣 - 台北

地點：台大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辛亥路入口)	 時間：8:50	AM	–	9:20	PM

連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臺大醫院婦產部	周松男教授				

聯絡電話：011-886-2-2312-3456		ext.	5165						

傳真：011-886-2-2321-1683	 	 	 	 電子通訊：snchow@ha.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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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信這將又是一次高品質的盛會。

年會後，11月20-22日有為期三天的台灣西

半部之旅，到鹿港、高雄、墾丁、台南，行程

及節目由王永祥醫師精心策劃，一定讓您不虛此

行。遊覽車上的“笑話大滿貫＂將會是另一個令

您難忘的經驗。北美校友可在11月22日即時搭上

夜班飛機返美，和家人同度感恩節，或者您可多

留台灣幾天。

有人說台大校友像一盤散沙，不像其他大學

團結，您我絕不同意！現在正是展現我們對母校

向心力及團結的機會。在今年的11月中旬，請您

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回到母校，向久違的同窗

和室友們道聲好、握握手、擁抱傾訴畢業至今的

點點滴滴，也讓我們集思廣益，為母校貢獻我們

的“心/新＂意。	

當您收到報名表時，請馬上聯絡您的同窗，

儘速報名。大會會場座位、旅館房間及遊覽車位

均依照報名的先後順序來安排。報名截止日期是

10月10日，但請不要拖到最後幾天。

我們籌辦這次第一屆的醫學校區全球聯合校

友大會沒有公家的財務資助。您除了捐助各自系

所以外，請也捐助聯合校友大會。您的慷慨捐獻

將登錄在年會手冊和紀念光碟中，永遠被感念。

（紀念光碟所有權屬於大會專利，為非賣品；捐

助聯合校友大會者將獲贈紀念光碟。）

敬祝您及家人健康愉快

2006年7月4日

	 陳維昭	 沈仁達	 蕭裕源	 周松男

	 名譽會長	 大會會長	 副會長	 執行長

顧問：	李嗣涔、孫　震、陳定信、江東亮、	

楊照雄、許章賢、陳基旺、林芳郁、	

藍萬烘、戴玉慈、李水盛、李君男、	

吳英黛、謝清麟、溫文昭、許文政、	

楊敏盛、吳德朗、李彥輝、郭浩民、	

古皓雲、王政卿、邱文隆、顏裕庭

秘書長：許博欽

大會會長秘：趙菠倩

副執行長：朱茂男

財務長：陳石池

大會節目主持人：賴瓊慧

旅遊策劃：王永祥								

北美校友會2006年會長：韓明元

各科系校友會會長或聯絡人：

　　公共衛生學院：陳志傑

　　牙醫學系：袁旺泉

　　護理學系：胡文郁

　　藥學系：康照洲

　　物理治療學系：柴惠敏

　　職能治療學系：黃小玲	

　　醫技系：孫慈悌	

　　醫科/醫學系：林明燦					

各研究所：林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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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form  (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armacy Alumni Home Coming 

(November 18, 2006 Taipei, Taiwan)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ampus First Global Joint Alumni Convention 
(November 19, 2006 Taipei, Taiwan) 

2006  11  18  - )

(2006  11  19  - )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First               Last                      ( School  Year) 

(Spouse & Other Paying Registrant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First               Last                      ( School  Y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nglish,   First               La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nglish,   First               Last                      

(Home)

(Phone)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urrent or former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18   1:30 pm – 2:00 pm ( 103 )
2:00 pm – 5:00 pm 
5:00 pm – 6:00 pm 
6:00 pm   

11 19    8 am        
        ( )

 8:50 am – 5:20 pm    
 5:20 pm – 7:00 pm 
 7:00 pm – 9:15 pm 
 9:30 pm    

11 18    1:30 pm – 2:00 pm 103
11 19   8 am – 4 pm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 9 – 12 ) (11  1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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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11/18 )

2. 11/18

 :   NT$ 

II
 1.  (11/19 )

     NT $ 1500  per person    $ ____________ 
12       NT $ 1400/person  x ______      $ ____________ 

                                Subtotal NT $ ____________ 

     2.  (11/20-11/22

)

              NT $  8,600   x ________    $ ____________ 
             NT $  5,600   x ________    $ ____________ 
            NT $  12,500  x ________    $ ____________ 
            NT $  16,000  x ________    $ ____________ 

                                Subtotal NT $ ____________ 

                           (1+2)    NT$  

01410009
( 11 19 )

III  :

 :   NT$ 

01410009
( 11 19 )

    ( )

(p1 p2) (p3)

__ __ 2312-3456 #8603      0958395082
2341-0217   e-mail jjkang@ha.mc.ntu.edu.tw

2006 10 10
10 31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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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友聯絡服務設立
--校友動態資訊網站

摘自臺大校訊 第842期

(Hotels) 11 19
10 10

2006 11 14  11 24 11 20
11 22

11 19 8
9:30

1. 38 Tel : 02-2311-5150 
  (Caesar Park Hotel     38, Chung Hsiao West Rd, Sect 1, Taipei  Tel : 02-2311-5150)             

Standard Room   one queen bed, 1 or 2 pp, one breakfast ticket NT$ 3,300 x _________rooms 
            Same as above, two breakfast tickets          NT$ 3,680 x _________rooms 

Executive Suite, one king bed, 1 or 2 pp, one breakfast ticket     NT$ 4,300 x _________rooms 
            Same as above, two breakfast tickets      NT$ 4,680 x _________roo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43 Tel : 02-2361-7856 
  (Cosmos Hotel    43, Chung-Hsiao West Rd, Sect 1, Taipei    Tel : 02-2361-7856) 

Standard Room, one queen bed, 1 or 2 pp, 1 or 2 breakfast         NT$ 2,800 x ________rooms 
Standard Room, two twin beds, 2 pp, 2 breakfast tickets          NT$ 3,000 x ________rooms 
Executive Suite, one king bed,  2 pp, 2 breakfast tickets      NT$ 4,500 x ________roo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19 ( ) Tel: 02-2311-3201 
  (Taipei YMCA       19, Hsu Chang Street, Taipei                   Tel: 02-2311-3201) 

Standard Room, one double bed, 1 person, no breakfast           NT$ 1,900 x ________rooms 
                Same as above, 2 persons, no breakfast         NT$ 2,100 x ________rooms 

Standard Room, two twin beds, 2 persons, no breakfast        NT$ 2,300 x ________roo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31
 (02)2312-3456  ext. 5165                   (02) 2321-1683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     Name appearing on the card :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of  card ; Visa, MC, AmEx, or __________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ation :  ________-_________        CVV2 number : _____________(the last 3 number on the back of the card) 
Billing address and zip code of the card : 

Your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ax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 10 10

15 2
886-2-2312-3456  6370 6378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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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友聯絡服務設立
--校友動態資訊網站

摘自臺大校訊 第842期

為加強校友聯絡與服務，本校已開發完成校

友動態資訊網站。網址：http://host.cc.ntu.edu.tw/

alumni/。或由臺大首頁，點選「校友聯絡」、

「校友動態系統」。校友聯絡室籲請各單位將網

站訊息通知畢業系友，鼓勵上網使用，並建議將

網站首頁建置連結，方便校友使用。如有任何疑

問，請電話洽詢：02-3366-2042朱小姐。校友資

訊網簡介如下：

一、簡介及目標 

本資訊網建立校友動態資料庫，提供校友

本人、班級、系所及本校校友聯絡室基於資源共

享，共同來更新維護此校友資料庫，期能建立校

友聯絡網，加強校友服務。

	 本資訊網提供校友個人專區及班級專

區，校友可查詢更新個人資料，並經由班級專區

可聯絡同班同學、申請成為班級聯絡人。

	 本資訊網管理端由系所聯絡人及全校(校

友聯絡室)共同來管理，可隨時查詢更新所管範圍

之校友資料及各項統計資料，達到資源共享、掌

握校友現況進而加強聯繫的功能。

二、內容及功能 

(一)校友端	

1.		校友個人專區：校友本人以學號及身分證

字號登錄後，可隨時查詢更新個人資料，

並可設定多項聯絡資訊(電話、e-mail等)

是否公開。

2.		校友班級專區：可查詢昔日同窗好友名單

及聯絡資訊、申請成為班級聯絡人。	

3.		提供系統代個人發信(e-mail)服務，校友

可藉此聯繫失聯友人。

(二)管理端	

1.		系所聯絡人管理系統：由校友聯絡室控

管，含資格審查、權限開放、資料修改等

功能；每一系、所聯絡人設定為1人。	

2.	各項管理功能：	

3.		系所聯絡人及校友聯絡室就所給予控管權

限，可以：	

(1)查詢所管範圍校友聯絡資訊。	

(2)更新所管範圍校友聯絡資訊。	

(3)	各項統計表：校友人數、行業、居住

地區等資料統計查詢。	

(4)	大筆校友資料匯入本系統。	

(5)	大筆校友資料匯出本系統：聯繫、製

作報表等使用。	

4.		提供系統代發信	 (e-mail)	服務：系統提供

代發e-mail信件給所管(班級、系所或全)

之功能。	

三、 網址：http : / /host .cc .ntu .edu . tw/

alumni/(臺大首頁，點選「校友聯

絡」、「校友動態系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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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5日		天氣陰雨

又是一個陰雨的週末午后，記得一年前孫教

授公祭那天也是一樣。一年了，時間過得好快！

台大藥學系、校友會及景康基金會共同主

辦的孫教授逝世週年追思紀念會，邀請了各地校

友、孫教授生前友人及醫學院同事等多位貴賓與

會。由陳瓊雪教授主編的紀念專集也在當天出

版，參加的人拿到這本集結多人心力的書時，不

免被裡面的文章、照片吸引，會場中幾乎聽不到

交談的聲音，而是人手一冊的細細閱讀起來，一

直到主持人李水盛主任開場致詞後才劃破現場的

寧靜氣氛。

接著是與孫教授共事最久的陳瓊雪教授上

台介紹孫教授生平，一張張的老照片仿佛又鮮活

了起來。90多年的日子裡，每個人與孫教授交會

的時光有長、有短，但共同點是深深被孫教授影

響了：林榮耀老師就提到，在一次次的國際外交

場合中，他如何跟著孫教授學習、成長，只可惜

未學到保養頭髮的秘訣；廖俊亨局長也談到藥學

孫雲燾教授追思紀念會後記

‧蕭德貞

會的發展與孫教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陳寬墀系

友、蕭美玲系友、王惠珀系友、黃文鴻系友也簡

述了他們與孫教授相處的點點滴滴，蕭美玲系友

特別談到目前台灣在國際藥學會的發展，若不是

前人種下的根基，也不會有今日的進展。陳基旺

老師上台時特別講了有關藥學院成立及藥學大樓

的事，這也是孫教授生前念茲在茲的心願，希望

未來藥學系師生、校友能繼續努力，完成他老人

家的遺願。

紀念會時間共約五個小時，但我常陷在時光

倒流的思緒裡，倒也不覺得長，台下的我如此，

更何況上了台的系友，千言萬語，一時半刻真是

不夠表達呢！最後在宣讀北美校友會和港澳校友

會的公開信後，紀念會溫馨地落幕。望著手上那

本沈甸甸的紀念專輯，回去可得花時間好好看一

看呢！

（本文轉載自景康藥網第十期，作者為31屆

系友，於追思會中擔任司儀）

一起回顧孫教授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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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雲燾教授追思紀念會後記

好姊妹相見，右起為游文瑛、高純琇、賴玉花、翁菀

菲、沈麗娟

許章賢董事長（左）代表孫教授的義女杜莉女士捐贈

500萬台幣給藥學系，由系主任李水盛教授（右）代表

接受（捐款主要作為本系學生的獎助學金之用

系友於演講會場內合影右起為宋順蓮、顧記華、陳永

順、洪美瑱、余秀瑛、高純琇

會場一隅

孫教授生平事略回顧 與會者於會場外交談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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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三月二十五日（週六）

地點：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01講堂

14:00	~	14:30 報到與茶敘

14:30	~	14:40 主席致詞

李水盛		台大藥學系教授兼主任

14:40	~	14:55 孫教授生平事略回顧

14:55	~	15:35 Session	1:	藥學系與藥學教育

林榮耀　台大生化學研究所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瓊雪　台大藥學系兼任教授

王惠珀　長庚大學教授、前藥政處處長		

陳基旺　台大藥學系教授兼台大研發會主任委員

15:35	~	16:05 Session	2:	藥學會與國際參與

廖俊亨　前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局長、前中國藥學會秘書長

陳寬墀　美吾華醫藥生技企業集團總裁、前亞洲藥學會會長

蕭美玲　行政院衛生署參事、世界藥學會（FIP）教育推廣基金會董事

16:05	~	16:50 Session	3:	校友與師生感懷

許章賢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董事長

台大藥學校友會代表（康照洲　台大毒理所教授）

台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代表（梁啟銘　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

台大藥學系港澳同學會代表（陳瑞瑛　台大醫院企劃室主任）

黃文鴻　陽明大學副教授、前藥檢局局長		

李喜鳳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公司藥事開發部部長

16:50	~	16:55 致贈孫雲燾教授獎學金基金

16:55	~	17:00 合照

孫雲燾教授追思紀念會
程序表

孫教授追思會全體合影-陳永順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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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藥園春遊相片集錦

活動時間：95年5月6日（六）

活動地點：文山藥園

領隊：李水盛主任

努力剝桂竹筍

李水盛主任解說與教學

小朋友自得其樂

大家一起來認識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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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玉山感言

‧魏淳郁

爬完玉山回來了!!

好開心喔，我的第一座百岳誕生了，親腳踏

過一趟，對所謂的台灣聖山，	多了一種崇敬的心

情，也多了一份的親切。

這次我和姑姑跟著系上的登山隊一起去爬玉

山，靠著嚮導和大家的幫忙，終於可以一償宿願

的登上台灣第一高峰，同時也平平安安的回家。

雖然在第一天，就有3個人因為生病退出了，但

我們在陳基旺老師的祝福中，還是很愉快的抵達

很可愛的奮起湖大飯店，準備明天一早向玉山挑

戰。那天晚上大家都很興奮，男生們還玩鬧了很

久，可見大家心中都對這次的行程感到十分的期

待。我們女生們則是在房間重新檢查自己的行

李。上玉山的時候,雖然公糧和帳棚都有人背，

但是自己要帶的禦寒衣物也不少，雖然已經很努

力的在精簡了，行李還是有6公斤重，還好我在

爬玉山前有聽鄔老師（我目前實驗室的老闆）的

話，好好練習背重物，不然一定會被自己的行李

壓死吧。

	第二天，早早起床後，就帶著有名的奮起

湖便當開始朝玉山邁進。辦好入山證後，我們

偷懶的搭乘100元的”前台大用車”接駁車直達登

山口，從這裡才是真正的開始呢!	一踏上登山

口，	心中就有一股莫名的興奮，	在登山口的石

碑留下這次爬山行最有精神的一張照片後，開始

挑戰玉山的第一道關卡—碎石坡。這裡的地形很

特殊，是由碎石和化石共同組成的，因為時間的

磨損加上岩值地的特性，使得陡峭的山壁上只有

一條撲滿片片碎石的小路。從一開始到孟祿亭

的路，我覺得是這天8.5k中比較不好走的一段，

可能是還不適應吧。(我本來以為是夢露亭呢,這

是紀念一個墜崖的外國博士的)	不過跟大家一起

走，有說有笑，	雖然覺得背包很重，也漸漸適應

了起來。松材學長指著橋旁的號碼對我們解說，	

我們這一路上，	會有80多條棧道，	都是用直昇

機運材料上來，在辛苦搭好的，因此台灣第一高

峰玉山雨峰的登山路徑才會這麼的好爬，讓我這

樣的新手都可以順利的完成。想到在這樣艱困的

環境下，有前人不知費盡多少的辛苦才造就我們

今日得以安全省力的爬上遇上，一路都覺得很感

恩，覺得修路的這些人好強，有的棧道跨過好深

的山谷呢。

	不過我們很遜，還沒到吃午餐的時間，就

急著要解決便當（其實這同時也可以減輕重量阿

....），讓我們的隨行嚮導都一直在笑，不過這次

他們都很顧慮我們的情況，因為隊上有很多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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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爬山的人（像是我….），體力都沒有幾個常爬

山的學長好，大家都很體諒的放慢速度，讓我們

也能跟的很自在。嚮導們也教了我們很多好用的

爬山小撇步。大嚮導還要我們閉目感受山林中的

氣息，聽著山的聲音，呼吸的新鮮的空氣，心裡

有一股幸福的踏實。	到了西峰下觀景台，先行的

嚮導已經煮好了咖啡，爬了這麼久的山路居然還

有好喝的咖啡等著我們，好幸福阿，大家都一杯

接一杯，連一直嚷著不喝咖啡的姑姑，也喝了一

大堆，印證了嚮導說的，沒有人會不喜歡高山的

咖啡。從觀景台遠眺，白木林，大峭壁，還有遠

處的關山和樹林，這一路上都有很美好的景致，

讓人覺得，還好我上來了。

看到排雲的紅屋頂，就了解為什麼再行前的

登山介紹影片中會說排雲是有五星級，八星級山

莊，因為經過了這麼辛苦的奮鬥才終於到了阿，

讓我們的腳步也不免得輕快了起來。晚上吃嚮導

們的手藝，真的很讚，薑湯的銷路更是好，因為

氣溫降的好快阿，冷到我頭都有點痛，幸好有嚮

導貼心的煮了薑湯給我們喝。一路上我還很擔心

瓊誼，因為他還在感冒呢，臉色都不好看，還好

他隨身帶藥（順便造福了其他也在頭痛的人），

而且大好人展榕還幫忙分擔瓊誼背包的重量，因

此第一天的行程總算安穩的告一個段落。

排雲真是個不好的睡覺場所，	打呼的，	說

話的，總之吵死了，我在心中不停的咒罵	還一

直不停的看錶，不過溜去外面看星星的時候還真

漂亮，讓心情好了許多，回來就可以順利進入夢

鄉了（還多虧了我媽帶的好吃牛肉乾）。儘管如

此，在攝氏兩度的凌晨兩點，大家都準時起床，

我們在夜色中靠著頭燈準備完成最後的一段攻頂

之路。

2.7k 550m（註一）

一路上都是碎石坡和未溶的冰雪，真的是

最有挑戰性的一段，風口的風好強，一路上都好

冷，但幸好我們都爬上來了。雖然喝著熱咖啡，

我都沒有喝到熱東西的感覺，手也水腫到不能

握，但是我還是很興奮，因為終於爬上玉山了。

這次我們運氣非常的好，	天空很清澈，	氣候很

穩定，在玉山上，我看到生平最漂亮的一次日

出，那種心中的激動真是超過了文字可以敘述的

極限阿。等天亮了之後，	站在最高的地方看著四

週的景色，老大說，再也沒有更高的地方了，就

這樣站在台灣的最高峰向下看，	覺得台灣好美，

我想如果每個人都來爬一次玉山，應該會更珍惜

這個美麗家園吧。

「心清如玉　義重如山」，這是玉山主峰上

的題字，讓我很感動，希望我這一輩子，永遠不

要忘記這種精神。



台大藥刊

��

系
友
新
聞
看
板

我們都很開心的和主峰石碑照相，小葉帶

著她的口琴，姑姑帶著她健行會的旗子，我也有

打給江柏，告訴他我們登頂了，大家都十分的開

心，最精典的莫過於，老大只裹著登山社的旗子

大擺pose的那部份吧。下山的時候也不輕鬆呢，	

因為上來的時候已經是手腳並爬的了，所以下去

就一樣的辛苦啦，不過溫度已經暖一點了，天也

大亮了，不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才看到一路

上的景致其實也很美的，尤其是遠處的山，帶著

殘雪，湛藍的天，還飄著薄雲，看了就全身充滿

了精神，嚮導說，他覺得我們系上的人很難得，

大家都很互助，真的阿，我和我姑姑，這一路上

就是多虧了大家的幫忙，才能平安順利的下山。

像八卦，小葉，老大，王姐，還有展榕，都

一路幫著我們下山，	說笑讓我們心情輕鬆，還要

裝作是自己走不動所以要走慢一點,或者是因為想

照相所以才慢慢的跟我們走一起，藥學系真的是

一群好人匯聚的地方阿。

下山後回到登山口，心情真是一整個亢奮	 ,

真是我永生難忘的經驗，我的第一座百岳終於成

功了，吃著慶祝用的泡麵和蘋果西打的時候，心

中真是超級的滿足，這可能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泡

麵了。這次真的很開心，有機會參加了這麼有意

義的活動，開始對爬山有了更大的興趣，我要多

加鍛鍊自己，在朝下一個百岳前進。

（作者為46屆系友）

註一：	2.7k	550m是指從排雲山莊到玉山主峰這段

攻頂路段全長2.7公里，上升高度為550公

尺，是登玉山主峰中最辛苦的過程。

台大藥學系第十屆系友畢業四十週年返校團聚

I、我們開了畢業四十年同學會

‧魏宣章

在兩年前，我們同學相互見面的時候開始

談起這件事。十年前曾有人提議在夏烕夷開同學

會。但因大家都不容易把工作挪開而沒辦成。這

次，我們終於在2006年四月舉行了畢業四十年的

同學會。

四十年來同學們散居台、美加、港、馬、新

各地。要辦同學會得先取得連絡。我們就從常有

聯繫的人開始，並請其告訴籌辦人其他同學的電

話。經過如此連鎖性的通告，在去年春完成初步

工作。於是決定在今年四月大家相聚，一起回憶

往事。許多同學，特別是定居在美國的同學，就

開始安排為期一兩週的假期來配合此一盛事。

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我們從台北搭乘莒光號

列車到花蓮，轉租遊覽車開始四天三夜的旅遊同

學會。吃過午飯到達兆豐農場就遇到一場大雨。

但大雨澆不熄我們重聚的興奮和熱情。我們分乘

五部遊園小車，滿懷喜悅地進行參觀活動。次日

天氣大好，我們乘車沿美麗的花東海岸遊覽遺勇

成林－石梯坪－長虹橋－八仙洞－三仙台（麥飯

石海灘、神龍橋健行），一路玩到台東知本，住

進知本溫泉飯店。隔天再走花東縱谷上天祥，途

經高台茶園風光（全台最美的飛行傘訓練基地）

－關山親水公園腳踏車之旅（全台首座自行車

道）。午餐後參觀柴魚工廠，然後到光復糖廠吃

冰。最後一天沿途悠閒地欣賞太魯閣國家公園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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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大家對九曲洞那一段徙步區的印象尤其深

刻。

旅行中的山珍海味便餐給我們許多驚奇。

住宿飯店的溫泉讓我們有滌清繁華城市的生活污

泥，滿是舒服與寧靜感覺。天祥之宿更使我們回

想起大學二年級寒假集體參加中部橫貫公路徒步

旅行的豪邁、青春和勇氣。全程我們充分利用了

在車上、在溫泉、在飯店、相偕行的每一時刻，

談論別來的人生際遇，和家人及兒孫的溫馨感

受，工作上的成就，還有當年同窗時的趣事和欣

賞昔日許多照片。再搭火車回到台北已是四月

二十八日華燈初上的時候了。

隔天，我們返回藥學系瞭解系裏的發展並邀

老師共進午餐。下午也回到校總區再看看當年滋

育我們的椰林大道及校園。

我們已約好了兩年後到洛杉磯再相聚，然後

美東，然後台南高雄，然後….。

我們的心情真愉快。欲知其中的感受，請繼

續參閱—劉城高的“我們又再青春一次”一文

II、我們又再青春一次

‧劉城高
四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們在旅遊車上，揮

別了知本老爺旅館熱情的服務員們，往北向花蓮

的方向駛去。大家已相聚一起，整整兩天了。大

家不斷的談笑著，從前的如何如何，和那時的怎

樣怎樣，把剛見面時的那一絲陌生，如果真有的

話，給沖刷得盪然無存。熟悉的聲音，相同的表

情，和神似的動作，好像原就該是那樣的相互對

待，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樣。如果這時你回頭看一

看，肯定會認為謝桂榮那平頭上的頭髮，四十年

前就是那樣的灰白，或是花白，和少白頭的洪昭

雄一樣。絕對不認為如此的，可能只有謝的夫人

了。但那又有何妨呢。就算久處孤島的陳淑慧，

也漸漸地顯露出昔日的音容。

一個多小時後，到了一個度假村。離午飯，

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導遊安排了我們可以選

擇徒步去遊公園或者去騎腳踏車。選了騎腳踏車

的我們六個，興緻勃勃的跟著導遊去取車。這時

灰色的天空開始下起雨來，但卻沒能阻擋我們重

回記憶的執著。買了塑料雨衣，脫掉鞋襪，赤著

腳，踏上車，歡呼地出發了。騎沒多久，雨就小

了許多。細細的雨絲飄在臉上，帶來清新濕潤的

感覺。你瞄著灰色的天空，迷朦的景色，擁著自

出遊花東7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御和園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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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只屬於青年的一往直前精神，踏著腳踏車，

沒有甚麼思緒，也沒有了時間的概念。好像這幾

年，幾十年都不曾銷耗過你。我們魚貫地騎進了

公園，沒看到一個遊客，好像這裡是專為了我們

的重聚而等待。

到了一個碉堡似的建築，裏面有盤旋而上

的水泥階梯。放下腳踏車，打著赤腳，我們幾個

都上到頂部，頭上還有個水泥蓋子。無心的向四

面看看，錯落著小橋，水池，綠草，歇亭，彎曲

的小徑，和斷斷續續的樹叢。低下頭，眼前地上

有一小片水泥平台，大家都伸出一支腳板，放在

上面，談笑著那隻是羅漢腳，那隻是台灣腳，那

隻是大陸腳。你總覺得你的那雙腳，怎麼看，都

不像是有著，多了四十年的磨損痕跡。回到地面

上，我們又跟著導遊向前騎。一會就聽到附近傳

來歡樂的戲笑聲，是那些步行遊園的同學們，同

伴們。打個急轉彎，向著他們，披著雨衣，赤腳

踏著腳板，拿出年輕的，無比的英雄氣慨，騎了

過去。

照完團體照，就又騎著腳踏車，隨著導遊，

離開了公園。這時才在公園門口，見到一些剛要

進來的遊客。接著，我們騎上了一條鄉村小道，

最多只能讓兩輛腳踏車並行。去時，右邊矮堤的

下面，是一條有點寬闊，卵石嶙嶙的河床，其間

有一串涓涓細流蛇行而前。左邊則大多是稻田，

其間經過了一片看似荒蕪的空地和一座孤伶伶的

建築物。据導遊說，這裡曾經是一處飛行教練

場。林惠美的先生--賴醫師該能看出是個甚麼名

堂來吧。這時雨好像停了，也沒有脫下雨衣，只

是推下雨帽，讓整個頭髮和臉面浸浴在清涼溼潤

的空氣裏。你騎得輕鬆自在，一點也沒覺得你是

騎在一條微微上坡的小道路。直到停下來，回頭

展望那才發現的，緩緩向下傾斜的幽長小道，及

旁邊和來時騎向相反的溪水，這你才在心中發出

了欣慰的微笑；寳刀未老。可是你又看到黃淑蓮

嬌喘吁吁，一面嗲聲呼喊她的先生，一面扶著腳

踏車，走上坡來。哦，會不會是你從來不曾注意

到過，她的四十年前，同樣的嬌嫩模樣。時間差

不多了，回程像是一馬平川，沒蹬幾下，就又來

到了度假村。

吃過午飯，旅行車又沿著山路繼續北行。

導遊告訴阿魏，這一趟將會有許多時間都待在車

上。於是洪昭雄談了他目前的科研項目，蔡必勝

頗有興緻的提出他的看法。蔡的太太靜靜地坐在

他的身旁。林慧花告訴我們神對她的啓示。窗外

有一絲晴朗，可遠處不斷起伏的山巒，還是帶著

淺灰色的迷朦。而旁邊飛駛而過的水稻田，則是

出遊花東四十年後重逢，攜手同遊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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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接著一片的幼嫩青綠。李百齡，彭德滋在談

著，用四十年換來了甚麼，體會了甚麼，生活了

甚麼。動的變，靜的不變。眼前窗外的景色，不

變的持續了幾百年，幾百萬年；窗內的我們，離

開了學校，摻進了社會，開創了事業，組織了家

庭，又生育了下一代，不是不變也得變嗎。現在

有些人事業停了，有些還在堅持，可是小孩長大

離開了，都早已完成了一個循環。

接著開始用卡拉OK唱起歌來。這可是四十

年前沒有的玩意兒。大家搶著唱，盡情的唱，連

快到天祥前的峭壁和激流，都阻擋不住我們的歌

聲。歌聲裏沒有一丁點的蒼老，也沒有絲毫的喑

啞，有的只是曾經盛開過的全部青春。誰知道張

春梅，王錦霞原來是這樣的喜歡唱歌。還不到下

午五點，天就很快的微微暗了下來，是車行駛在

峽谷中間的原因吧。加上對面的峭壁，車窗上就

隱隱地顯露出你那帶有皺紋的面龐，和頭頂上的

一些灰髮；如果你沒有染黑它。和先前阿魏放出

在電腦上的舊照片中的你相比，還有丁點的神似

嗎。可是只要你閉上眼睛，聽著那徊響在你耳邊

的清脆歌聲，或是對你來說還是那麼熟悉的談笑

聲，你能不放鬆你的身心，翺翔在那四十年前，

一幕又一幕的人物情境中。

之前，你也有過和一位或幾位老同學會面

的時候。可就在你快要迷迷糊糊的進入那個人物

情境的關鍵時刻，總會有你的先生或太太來提醒

你：時間不早了，該準備準備，帶你的老同學去

飯舘吃飯了。剎那間，你被從那迷糊的人物情境

中推了下來，找襪子，穿襪子，穿鞋子，找鑰

匙，開了車門，坐上車，開上那目前對你已經熟

得不能再熟的道路。可是現在不同，就在這個旅

遊車上，東一個迷糊，西一個迷糊，左一個迷

糊，右一個迷糊，整個車廂裏，都迷漫著迷糊，

將你實實在在的圈裹起來。你自然的，也是心甘

情願的，融進那些你曾經逛盪了四年的人物情境

中，更忘掉了這之後的四十年，你有沒有生活

過。就算這時，坐在你身邊的先生或者太太，輕

輕的推你一下；要你少說點話，你也會全然的沒

有知覺。像那部科幻電影一樣，你是清清楚楚，

年紀又輕了四十嵗地回到過去。

大家好像是歌興沒有了，吃完晚飯，還是有

些人聚到了天祥旅舘地下室的卡拉OK廳，繼續

歌唱。大概是商業利潤掛帥吧，每首歌的時間，

都給大打了折扣。怎樣也不能盡興。真想要阿魏

去找來導遊，把旅遊車發動機給發動了，好好的

唱個痛快。可一想，我們的阿魏和那優良的後生

導遊，這幾天都太辛勞了，都該早點休息。更何

況，我們就算再唱它個一夜一晝，那餘音能了了

麼？

返訪母系並於舊系館前合影 學生時代於校園-行政大樓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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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系友回臺感言

A�visit�to�Taipei�After�20�Years

The	walks	around	the	dry	city	streets	of	Taipei	under	sunny	blue	cloudless	sky,
the	liberating	walks	without	umbrella	on	a	rainy	typhoon	day,

the	exploring	rides	boarding	Metro	Rapid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city,
those	are	the	flashbacks	that	creep	to	mind.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Lisbon,	Portugal.	 	 It	

almost	blew	my	mind	away	with	 its	subtle	beauty	

that	 rivaled	my	second	hometown,	San	Francisco	

where	I	got	married	15	years	ago.		Budapes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	have	visited.		It	

presents	a	fine	quality	of	life	such	as	Turkish	baths,	

spicy	culinary	flavor	and	endless	coffee	shops	among	

the	backdrop	of	magnificent	Parliament	buildings	

and	bridges	on	the	Danube	River.		Of	course,	I	never	

have	had	a	bad	trip	visiting	world	famous	cities	like	

London,	Paris,	Barcelona,	Madrid,	Munich,	Athens,	

Beijing,	Tokyo,	Osaka,	or	Singapore.	 	However;	

Taipei	 is	beyond	comparison	and	 it	 is,	no	doubt,	

forever	 the	one	and	only	most-loved	city.	 	 It	ha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despite	 the	many	cities	I	

have	lived	in	or	visited.

228 Peace Park: 

I	used	 to	cut	 classes,	 especially	when	 I	had	

enough	smell	of	Formaldehyde	 from	Anatomy	or	

enough	looks	at	parasite	eggs	under	microscopes,	I	

would	cross	the	old	NTU	hospital	to	enjoy	the	water	

lily	pond	in	 the	“old”	“New	Park”.	 	However;	 this	

time	when	I	revisited	the	228	Peace	Park,	everything	

was	so	different,	I	got	lost	without	a	map.		Just	like	

the	entire	Taipei	city,	 I	c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a	map.	 	 I	used	 to	 take	buses	all	over	 the	city,	way	

before	the	MRT	era.		Taipei	is	not	just	a	city	to	me,	

it	has	become	spiritual.		It	is	a	sanctuary	in	my	heart.		

When	you	lived	in	a	city	during	your	turbulent	youth	

and	you	get	a	chance	 to	 live	 there	 for	one	month	

after	20	years,	would	you	 feel	 like	you	are	on	an	

endorphin-high?	 	 I	am	ready	 to	embrace	whatever	

changes	Taipei	endured.	 	Any	encounter	can	not	be	

unsatisfying.		

Reunion:

I	 was	 very	 lucky	 to	 have	 a	 reunion	 with	

classmates	 from	 the	28th	 class	 of	 the	School	 of	

Pharmacy	 (see	 attached	 Picture	 A).	 	 We	 had	 a	

wonderful	dinner	and	everyone	kept	saying	to	each	

other:	“You	have	not	changed,	even	with	 the	same	

hair	style!”			We	make	new	friends	as	we	go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Those	friends	you	knew	from	

your	youth	are	 the	 friends	you	keep	 for	 life.	 	My	

high	school	 friend	offered	us	her	newly	purchased	

car	to	drive	to	Yehliou	(see	attached	Picture	B)	and	

her	vacation	home	at	Green	Bay	(Picture	C)	to	stay	

for	the	trip.		Having	lived	in	the	States	for	half	of	my	

life,	I	would	just	rent	a	car	without	even	thinking	of	

borrowing	a	friend’s	car.	 	Because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over	 three	decades	and	we	used	 to	

share	hot	lunch	boxes	when	we	were	teenagers,	 the	

feel	of	friendship	was	still	there	even	though	we	have	

not	seen	each	other	for	two	decades.

‧葉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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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s:

Cousins,	aunts,	and	uncle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in	my	upbringing.		My	cousin	who	used	to	share	

an	apartment	with	me	at	RenAi	Road	during	my	

years	at	NTU	Pharmacy	School	would	always	take	

time	off	 from	her	 lunch	break	as	a	pediatrician	 to	

treat	me	to	 the	 trendiest	 restaurants	 in	Taipei.	 	My	

other	cousin	would	drive	us	to	YangMing	Park	for	a	

day.		We	visited	my	aunt,	who	was	still	healthy	and	

stylish	although	in	her	80s.		She	insisted	on	taking	us	

out	for	dinner.	 	My	kids	were	wondering	how	come	

we	had	so	many	free	meals.	 	As	 long	as	we	were	

eating	with	relatives,	they	would	not	allow	us	to	pick	

up	the	tab.		

MRT:

We	 could	 not	 live	 in	 Taipei	 for	 one	 month	

without	MRT.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its	well-

directed	signs	 in	both	English/Chinese,	cleanness,	

strong	air-conditioned	and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people	who	needed	help.	 	The	free	MRT	map	was	

excellent	to	serve	as	a	tour	guide	to	list	 the	popular	

attractions	 like	museums,	night	market	and	several	

one-day	and	two-day		trips.

Kids-friendly activities: 

My	kids	 learned	how	 to	 surf	 in	Chinese	not	

from	Mandarin	Daily	News	Chinese	School	 they	

attended,	 but	 from	 the	 friends	 they	 made	 at	 the	

Apple	Computer	counter	at	K-mall.	 	One	day	we	

saw	 the	“Eight	Buddha	Water	Amusement	Park”	

advertisement	at	MRT.	 	My	kids	were	able	 to	find	

its	website	and	directions	to	get	to	the	town	of	Bali.		

They	were	 rewarded	with	 the	most	 thrilling	day	

during	their	visit.		

Another	 favorite	 place	 was	 the	 Children’s	

Museum	of	Transportation	on	DingZhou	Road.		They	

loved	driving	go-karts.	 	The	Youth	Center	at	RenAi	

Road	was	also	their	favorite.		.

Last word: 

No	doubt,	 the	most	 impressive	building	was	

Taipei	101.	 	The	English	paper	 claimed	 it	 as	 the	

“Pride	of	the	Taiwanese”.		Environmentally	the	most	

improved	was	that	 there	was	no	more	black	smoke	

trailing	buses	or	cars.	 	The	most	delicious	seafood	

was	 found	at	a	 small	 seaside	 	 restaurant	near	 the	

harbor	and	MaZu	Temple	at	Yehliou.		

Last but not the least:

During	my	city	walk	on	the	rainy	typhoon	day,	

I	walked	 from	Mandarin	Daily	News	 to	C.	K.	S.	

Memorial	Hall.	 	Many	taxis	stopped	to	wait	for	me.		

I	waved	them	away	and	really	enjoyed	the

raindrops	falling	on	my	shoulder	and	observed	

the	 little	snack	noodle	shops	around	 the	Memorial	

Hall.	 	Only	by	walking	could	 I	get	 such	a	close-

up	 look	at	 the	 little	corners	of	 the	big	Taipei	City.			

When	 I	 reached	Section	2	XinYi	Road,	a	middle	

school	girl	with	an	umbrella	passed	me.	 	Suddenly	

she	turned	back	to	share	her	umbrella	with	me	and	

said,	“I	am	sorry	I	did	not	see	you	earlier!”		What	a	

considerate	youth,	a	perfect	stranger,	a	product	from	

the	city	of	Taipei.	 	So	we	shared	 the	umbrella	 for	

about	one	block.	 	I	almost	drowned	in	the	stranger’

s	kindness	so	I	 jumped	 into	a	store	and	bought	an	

umbrella.	 	I	wish	all	 the	best	for	the	girl	with	a	big	

heart,	who	gave	hope	for	an	even	better	Taipei,	my	

most-loved	city.

第28屆系友回臺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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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台大藥學校友合歡群峰
登山活動遊記

‧吳維修

4月27日，	台大藥學師生校友共39位，帶著

愉快的心情，分乘2部高級中巴，於下午及晚上

前往盧山春陽溫泉，展開今年的高山健行活動。

住進春陽後，半夜開始飄起霧雨，春末霪雨霏

霏，配上高山嚴冷的氣候，著實在大眾路線的合

歡山上，給大家一場紮實的考驗。	

週六一早，全台最高的公路武嶺停車場上，

大伙穿上形形色色的風雨衣，於5~6℃的氣溫

下，為台大藥學展開了團體第三座百岳-合歡主峰

的征服之旅，3200公尺以上的稀薄空氣、寒冷的

低溫及綿延不絕的霧雨，讓原本該是輕鬆之旅的

30分鐘路程，變得相當的有困難度了，雖沒人喊

累，但看得出來，有些人是蠻勉強登上3416公尺

的主峰，由於隊伍拉的較長，峰頂又冷，不耐久

待，所以主峰是三五成群的各自照相，並未進行

團體照。

4/28的上午，雖不是個晴空萬里的好天氣，

卻是高純琇老師及許多學妹個人第一座百岳登頂

值得慶祝的時刻。

合歡山莊午餐後，前往石門山登山口，雖是

號稱全台最輕鬆15分鐘可登頂的百岳，稜線地形

加上快速移動的鋒面，形成陣陣強風及惡劣的氣

候，讓許多人於半途打了退堂鼓，但仍有半數以

上人馬順利登頂。

登罷石門山，天候更形不佳，於是打道回春

陽溫泉山莊，泡完溫泉享用美食後，天氣轉好，

星星也探出頭來問候，當晚大家的餘興節目更是

不斷。只見陳永順學長拿著專業的單眼相機，以

山莊門前的海芋花當模特兒拍起照來了，還有山

莊老板的兒子免費幫忙打光呢，英佐則忙祿地載

下午隊出發合影

高老師的第一座百岳

快站不住的石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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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妹去盧山溫泉逛街，	有人於附近路邊及台

大實驗林看到了螢火蟲及一間不錯的山地工作室

回來報導，陸續又有人跟著出去到台大實驗林看

螢火蟲，最後在莊主準備的打蔴薯活動及吃蔴薯

中，渡過愉快的一晚。

週日，好天氣，部份師長群共7人要留下逛

附近的春陽步道及賞鳥，於是大伙拍完合照，約

好集合地點後，剩餘人馬就出發往合歡山，抵合

歡山莊與張志堅校友一家會合後，隨即往奇萊及

合歡東峰登山口，於奇萊登山口合照後出發。

晴朗的氣候果然不同，大家走起來心曠神

怡，比起昨天輕鬆多了，一路上，可見到奇萊主

春陽山莊合影

北峰、屏風山、畢祿鋸齒山、合歡北峰等山岳美

景相隨，不自覺得拿起相機就多拍了幾張。不自

覺中，一公里上坡的路一下子就完成了，由於上

山的隊伍多，聽說還有專程來淨山的台大登山社

近百人隊伍，難怪我隊人員中有人碰到老朋友或

室友，頻打招呼，最後，終於在費了一番工夫

後，大家聚在東峰的山頭拍了一張團照，也為此

行帶來最有成就感的成果	―	台大藥學校友第三

張百岳合影。

當然，最後大家也就帶著愉悅的心情及甜美

精彩的回憶回家去囉！

合歡東峰合影

（本文作者為28屆系友）

2006年台大藥學校友合歡群峰
登山活動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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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女人心儀的美娜老師

‧洪美娜口述、楊玲華整理

前言：

洪美娜學姐是13屆系友，她熱心地策劃主持

台大藥學校友會的其中一個社團活動-養生舞（註

一）。洪學姐舞藝高強，教我們系友跳舞甚勝專

業教練，是這團系友的偶像。我們這團是忘年之

交，從二、三年級生（例如余秀瑛老師、蕭水銀

老師等）至五、六年級生通通有，只可惜全數為

女人。我們公認洪學姐具有超強的EQ，促成她社

區藥局經營有聲有色及自創產品品牌頗有心得。

除了專業，洪學姐更是個了不起的母親，同時對

社區常常賦予愛心及對社會百態也有深刻的解

析。以下是平時聽取洪學姐零星的談話之後整理

的，並經其同意後投稿。洪學姐言行中盡是蘊藏

超高的智慧與人生哲學，親近她的人自然瞭解。

以下是洪美娜學姐的談話內容，謹與大家分享。

註一： 校友會社團目前有：登山隊、壘球隊、游

泳隊、高爾夫球隊等。目前養生舞進行中

的舞蹈為-敦煌舞，歡迎系友於每週四下午

五點逕至台大醫學院大廳參加。

1  社區藥局經營的小故事：

（1）三十年前我的藥局開始營業時，來客

數實在不多。在某場合，我看到文化大學的美術

系學生的陶瓷作品，堆積如山，不知如何處理。

我以每個10元材料費的代價買回，種上植物，放

在店門口與店內，一方面美化環境，一方面吸引

客人，他們入店後，會多聊幾句，問說：「這植

物這麼漂亮，是供觀賞還是賣的？」。我回答：

「這陶瓷容器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每個都

長得不一樣，每個1000元」。結果，陸陸續續我

賣出了大批種上了植物的陶瓷品，買的人都很高

興買到這麼珍貴的東西，偶而有人回來反映說，

這容器怎麼會漏水（學生的作品雖獨一無二但實

習中的作品難免有瑕疵），我會告訴她，有排水

功能，植物的根才不至於泡爛，客人都會很滿

意。

（2）經營社區藥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

是小孩便秘。但是，對於小兒科的用藥是有所顧

忌，為了安全，不輕易地對小兒投藥的。這時我

就需先去瞭解這些小孩為何會便秘。結果發現，

這些上班族媽媽，通常對坐在馬桶上的小孩說：

「快快快，媽媽上班快來不及了，限你5分鐘之

內便便完！」。所以當然便秘。我的處理方式

是，讓小孩來我的藥局便便，除了耐心的陪伴

他，並不時地誇獎他很棒，便便時的臉很可愛！

通常如此均可以幫小孩與媽媽解決問題，同時贏

得客人的信賴，讓人瞭解，藥師並不只是要積極

的供應藥品，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務與衛教。長久

以來我們這些老藥師是非常耗時耗神在經營藥

局，現在的年輕藥師就不一定願意這樣用心了。

（3）現今社區藥局經營不易，但有一途不

僅利潤好且病人不會有藥物不良反應的危險，那

就是販售膳食補助產品和皮膚保養品。要朝此方

向經營，最重要的，藥師要能理解病人的不舒服

的原因，及其與販售商品的關連，也就是要說得

出所以然，才可讓病人信服。例如：某次有位計

程車司機抱怨體重一直攀升，我告訴他：「你一

定做錯了什麼事！」，他當然反駁說他生活一切

正常。我又問他，那你說說看早餐吃些什麼，他

說：「我從小就固定每天早餐到圓環吃一碗米糕

加一碗四神湯啊」。這時要能教育病人這些食物

的油脂含量，幫助他建立正確的飲食觀念。

2 參與校友會活動及社區服務

原先，我有感這支養生舞，配合著音樂，既

可活絡健身亦可怡心舒壓，迫不及待地要與系友

們分享。我來教大家跳舞，純粹是好玩，常常說

些笑話，也是為了讓大家不要太緊張，引發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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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在社區裡，我也常在我的藥局內舉辦健

康講座，服務附近的居民。另外，現今社會太注

重物質，為了滿足物慾，又拼命地鑽營賺錢，忽

略小孩與家庭，實在得不償失。

3 養生之談

我每天五點起床，至榮星花園練舞，學習新

舞時，常常每天跳舞的時間早、中、晚三段加起

來長達6小時。我的三餐都是定時定量的。定量

的方式是，將這餐所應該吃的菜飯先放在一個盤

子，吃完就不再取，以可避免不自覺地攝取過多

的食物。

後記：養生一定要問洪學姐，不過，當你看

到一位三年級生長得像三十歲小姐時，不要被嚇

到。

4 教子經驗談

我的二個兒子，都是人緣極佳，腳踏實地，

一位是日本牙醫師，另一位也已取得歐盟和台灣

醫師執照。他們小時候，並非名列前茅，但是我

總是以「鼓勵」的方式支持他們自由發展。最後

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深刻的認知並找到興趣後，

勇往直前，我再從後方支援。

後記：今年五月五日，蕭水銀教授（5）、

謝玲玲系友（20）、吳如琇系友（21）、顏月亮

系友（24）、我與13屆多位系友代表校友會出席

一場世紀婚禮-洪學姐的二位兒子一同舉行的婚

禮，典禮中我們上台獻唱，祝福四位新人。四位

新人上台致詞，令人印象深刻，也讓在座者感嘆

現在年輕人少有如此懂事乖巧有禮的，此實歸功

於洪學姐也。我從未參加過這樣的婚禮，井然有

序，場面非常溫馨動人，上台致詞的來賓幽默橫

趣，主婚人洪學姐的致詞令人感動，她說受她邀

請在座的都是她生命過程中不同時空的貴人。參

加婚禮的人，每位手上都戴著洪學姐親手作的手

環，每個手環都不一樣，典禮結束時，還贈送每

位一朵玫瑰，讓我們沾了滿滿的喜氣回家。洪學

姐做事周全，可見一般。隔週練舞時，她又送我

們喜糖。結論是，來參加校友會的養生舞，好處

多多！敬請多加利用！

洪美娜系友小檔案：

1969年台大藥學系畢業，	 	 	至今工作37年，

現為九洋健康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九洋藥局負

責人，領有養生運動丙級教練執照。

（本文編者為31屆系友楊玲華）

今年五月五日系友代表上台獻唱祝福新人，上

圖右一為主婚人洪美娜系友

Double	Wedding	Party，四位新人同時受到大家的祝福，

上圖中央為主婚人洪美娜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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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藥學園地

‧台大醫學院藥理所名譽教授　蕭水銀

一、前言

正當我參加系友會主辦的養生舞，由於洪美

娜老師的美姿美德及同窗的系友們，克勤克勞的

優良表現（圖一），激起了我對藥學園地永續經

營的願景，從母系學生的培育人才起，伸入社區

教育傳播藥學知識，發揮奉獻及博愛的精神，以

至於參與中草藥科學化及新藥發展等等，都是值

得我們永續經營的藥學園地，請大家一起共同努

力，期望母系於2013年，慶祝成立一甲子時，有

更輝煌的成績呈現。

二、令我感動的養生舞：

我們的系友會在前會長方承猷理事長的策

劃下，舉辦多項聯誼活動，如登玉山，遨遊日月

潭，坪林文山藥園一日遊，及養生舞等等，這些

活動非常有意義，不但可藉由各種活動的參與，

大家可以聯絡感情，交換各行各業的心得，更重

要的是大家在忙碌之餘，可以藉此舒展身心，養

精蓄銳，俾使事業更具衝刺的能量，我個人因參

加養生舞，在這二方面都有收獲，非常感謝方會

長為我們請到十全十美的好老師洪美娜（第13屆

系友），也感謝林文貞老師告訴我有養生舞的消

息，雖然每星期只有一次，但有多位系友，都堅

持要繼續練舞，至今仍持續不斷，期待更多的系

友參加，也應鼓勵母系的學生踴躍來參加。

有關十全十美的洪美娜老師，已有楊玲華

系友寫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在景康藥網第十期

（95年7月）刊登，洪老師給人深刻的印象是：

(1)年青優雅，看似30多歲而已。(2)作每件事情，

必需充分準備，決不含糊，她為了教好養生舞，

必先拜師學習到每一動作都很精確，而且自己每

日重覆練習三次以上，這樣勤奮的練舞，一般人

在一年內，學會二套新舞蹈，已很了不起，但洪

老師一年內學了十多套新舞，顯示她能全心全意

投入作她想作的每件事，而且講求精確及完美。

(3)她具有令人敬佩的美德，原先在必安研究所，

跟隨許鴻源教授及陳玉盤所長作研究，在13年期

間，完成編輯一部巨著「漢藥之化學成分Volume	

I、Volume	II」，這是研究中草藥含有的成分及其

化學構造，及在不同中草藥所含有的共同成分，

均在此巨著可查得。之後，自己創業（九洋連鎖

藥局），很成功的深入社區，為病人及一般民眾

傳授養生之道及用藥知識，深獲讚美。(4)相夫

教子，並奉侍母親，極盡孝道。另外，我們學員

當中，如圖所示，謝玲玲（20屆）、楊玲華（31

屆）、吳如琇（21屆）、顏月亮（24屆），不但

都非常認真學習養生舞，而且也都在各自崗位

上，善盡藥師之責，謝玲玲及吳如琇提早從台大

醫院藥劑科退休，但仍退而不休，玲玲回母系教

導學生臨床藥學實習，如琇則受邀於藥師公會或

社區演講，作好名符其實的好藥師，深受好評，

自認早該走出象牙塔，放眼天下，服務社區，這

種成就感令人雀躍。顏月亮在台大藥劑科當一位

好藥師，而且參加社區大學，教育藥學，表現傑

出，楊玲華乃是我們養生舞的靈魂人物，非常盡

責的作各種準備工作及聯絡學員，在我與他們互

動中，學習很多，因此令我深刻的思考一件事：

我們的系友都很優秀，但如何突破瓶頸，讓我們

在母系成立一甲子時，會有更輝煌的成就，奉獻

給我們的社會。

我們是否能找到一些共同努力的目標，大家

一起同心協力，永續經營我們的藥學園地，使它

茁壯蓬勃！

三、深入社區，教導民眾用藥知識：

洪美娜老師是一位良好的模式，我覺得我

們母系李水盛主任可以安排機會，請美娜老師演

講，也可以請學生跟隨美娜老師學習。此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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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延伸到我們還有許多傑出系友，都有感人的

成功奮鬥史，我們可以安排一系列的演講，從第

一屆開始，定期請系友回母系演講，開放給母系

學生參與，相信在系友們，在系老師及學生們，

共聚一堂，分享創業心得，不但能激發學生對藥

學前途的願望，培育人才，而且系友間，聯繫感

情，說不定也可激發共同的理想，燃起合作的火

花，在事業上，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

力，必定事半功倍，藥業騰達。

當今民眾重視保健，用藥頻繁，門診的治

療藥，各式各樣的保健食品，在不適當的濫用之

下，不經意的造成慢性中毒現象，可能發生的機

率很大，因此在社區，系友們若能聯合企業化，

經營遍佈全省的社區藥房，一方面教導民眾小心

使用藥物的正當知識，另一方面瞭解民眾的需

求，由開藥廠的系友們，提供自製優良的產品，

產銷連鎖經營，切實服務民眾，藥師的好形象一

定能建立起來。目前在台灣，居家慢性疾病的長

期用藥病人如憂鬱症、老人癡呆症、糖尿病、高

血壓等等，都急需灌輸正確用藥的常識，這是我

們藥師的職責，這塊園地，值得深耕。

藥師公會週刊每期介紹一位優良奉獻社區

的藥師，這是很值得鼓勵的事，系友們應多加參

與，另外，藥師公會正在努力推動關懷社區的重

要活動，如積極參與反毒及吸毒運動，輔導吸毒

病患戒治毒品的活動，非常有意義。還有推動禽

流感的防疫運動等等，藥師可用武之地，非常

多，放寬我們的視野，深入社區民眾，奉獻藥師

的專業知識及博愛精神，獲取民眾的信賴，藥師

的優良名聲一定能建立起來。

四、中草藥新藥發展的願景：

新藥的發展很難，歐美各國大藥廠研發新

藥的強勢陣容，我們難與競爭。最近政府積極鼓

圖一、由左至右依序為謝玲玲（20屆）、楊玲華（31屆）、洪美娜（13屆）、吳如琇（21屆）、顏月亮（24屆）、蕭

水銀（5屆）、黃玉霜（舞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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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蹲者：郭敏文、游碧菁夫婦及小孩。後立者左起：陳遠甫夫人、陳遠甫、邱郁文及夫人（前蹲立者及其小孩）、姜紹
青、姜紹青夫人、張人杰夫人、張人杰、蘇建智夫人、蘇建智、張雅惠、林信宏及夫人（男女主角）、廖鈞德、張文
源、陳世英（蹲立者）、陳春榮（後立者）、顧記華、黃肇明及夫人、忻凌偉、郭健文等系友及其家人小孩共36人。

(圖文提供：顧記華）

第34屆系友林信宏醫師的結婚禮讚

勵中草藥新藥發展的政策值得重視，我們己有系

友，積極參與，目前急需有經驗的系友們，有規

劃的整合，以企業化的規模，從領航創投，慎選

藥材，精心炮製，研發新製劑及新用途的方劑，

創新改良固有方劑等等，都是具有潛力的開發園

地。

另外，如新劑型的改良，符合民眾的需求，

再由產銷經營管道，與國際接軌。永續經營及發

揚我們固有的傳統中草藥，附加現代醫藥知識，

達到科學化及改良進步的中草藥，系友們若能掌

握良好時機，必能獲得意想不到的輝煌成果，奉

獻給我們的社會。

五、展望：

我們藥學系的傳統精神是合作及和協，系友

會歷屆會長及幹部的努力，使大家更團結，我們

瞭解創業必須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精誠合作，

努力奉獻，藥學園區的幅地寬廣，我們必須放寬

眼界，尋求創新及追求成功的長遠策略，以博愛

的精神，深入社區，傳播藥學知識為己志，或發

展傳統中草藥，凝聚研發經費，培育藥學人才，

建立藥業群聚，發展卓越藥業，這是一個深具潛

力的藥學園區，我們都有責任，一起永續經營。

完稿於95年8月22日藥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