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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大事紀

95.04.18　	許照惠系友（第十三屆）與臺灣大學校

長李嗣涔校長簽訂「許照惠校友捐款興

建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新大樓承諾意向

書」

95.06.03　撥穗典禮

95.06.01　	高純琇副教授商調至財團法人醫藥品查

驗中心二年

95.06.06　	陳春雄教授榮獲通過提名為本校名譽教

授（台灣大學第2435次行政會議通過）

95.08.01　新聘沈雅敬教授為本系教授

95.08.01　	林慧玲副教授榮任台大醫院藥劑部主任

陳院長、李主任、各位師長、臨藥所同學、藥學

系同學、各位家長及來賓：

今天是第六次臨藥所與藥學系合辦撥穗典

禮，我也是第六次站在台上，向畢業的同學們致

恭喜與祝福。常有臨藥所同學問我，現在外面的

大環境如何？藥師的就業市場如何？多唸了兩年

的臨藥所有何幫助？尤其在畢業之際，同學們對

未來個人志業的方向，面臨了抉擇的時刻。

讓我先呈現一些數據，向大家報告這幾年來

的趨勢變化。在臨藥所的前身，藥學所醫院藥學

組時期，共有28位畢業生，其中4位成為藥師，

佔14%。臨藥所成立以來，共有42位畢業生，其

中23位進入醫院工作，佔55%，而留在台大醫

院藥劑部有15位，佔了65%。今年的畢業同學

撥穗典禮臨藥所長致詞
‧陳燕惠

中，又有4位選擇留在台大醫院。我們優秀的畢

業生，近來大量走入醫院工作，尤其是在台大醫

院，讓我們的臨床藥事作業品質的提昇，有很大

的幫助，我們的進步也帶動全台灣醫院藥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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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進。

這一兩年來，又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在今

年的臨藥所入學口試中，我們發現有70%以上的

申請同學，希望在臨藥所經兩年訓練後到社區服

務，經營社區藥局。到時候，勢必在台灣的社區

藥事服務帶動一波新的氣象。

所以，從歷史的軌跡看來，外在的環境一

直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追求學問真理的決心。告

訴各位同學，在選擇你的終身志業時，不必有太

多的權謀與遲疑，只要選擇你所愛，本著誠信正

直，全力以赴，終必達成。下一個時代，必定是

發揮你的所長的時代來臨。

尤其是未來，面臨全球化的趨勢，我們的同

學們面對的競爭對手，不只在台灣、或在中國大

陸，而是全世界的市場。今天社會上紛紛擾擾之

際，同學們即將踏出校門，希望臨藥所，藥學系

的同學們，帶著這幾年來在學校所學，以及我們

的祝福，邁向光明未來。

最後祝福畢業生鵬程萬里！

來賓萬事如意！

撥穗典禮師長代表致詞－畢業祝福
‧何蘊芳

陳院長、蕭教授、各位貴賓、各位家長、師長

們、同學們：

首先賀喜各位同學畢業了！在此，更代表臺

大藥學系暨研究所與臨床藥學研究所老師們向各

位辛勤的家長們致敬！

這一屆大學部學生係臺大藥學系第五十屆，

同學們在九十一年秋天的入學，象徵著這個系已

跨越半個世紀！而在入學後又巧遇九十一年十一

月北城醫院打錯針事件、十二月崇愛診所吃錯藥

事件，更在九十二年逢百年大疫	SARS疫情，

使得部分同學親身領略在水源校區接受隔離的滋

味。雖然如此，同學們在就學的四年期間卻也表

現非凡，套一句班上的說法「平均成績跟小學生

一樣的高」，真的，系上師長們對第五十屆的你

們真是讚譽有加！讓身為導師的楊雅雯教授、高

純琇副教授、郭錦樺助理教授及我深感與有榮

焉。

其實，不僅僅如此，這一班更有創新與突

破。記得嗎？因為師生的共同努力，我們一起在

社區藥局概論課程完成了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資訊

網製作，不管是網路版或單機版，總是在懷抱服

務社會的心思下努力了。而最後一學期的醫院藥

學實習，更是成為將國內原本500小時醫院實習

時數標準擴展至640小時的第一屆，領先全國。

同學們的表現果然不同凡響！

這一屆畢業的研究生中，則不乏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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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五十週年系列慶祝活動者，也陪同師長們一起

渡過系創辦人孫雲濤教授仙逝的不捨氛圍。你們

在系所裡的表現，特別是在學問鑽研與研究創新

上，同樣令師長們欣喜。

在歡喜各位畢業的此刻，僅以過來人的心境

及工作後的體認，與同學們做以下的分享：

樂觀積極：不論求學或做事總難免遇到挫

折，請以正面、積極的思考面對挑戰，畢竟，危

機往往也就是轉機。

團隊精神：單打獨鬥已無法於現代社會立

足長遠，惟有團隊合作才可能創造出更高價值。

在參與團隊工作時，請善加體認己身的角色與任

務，並應秉持誠信，與團隊成員好好地溝通、合

作並建立良好信譽（credibility）。

前瞻眼光：在你們的就學期間，醫學院與

附設醫院已悄然完成無線網域的架構，只要手提

電腦就可在醫學校區隨處上網，台北市亦成為

wireless	city；而近日捷運土城線的通車，將土城

與台北市區間縮短至僅20分鐘的車程，這些都有

拜科技之賜，是以往人們無法預期的，顯示社會

與生活的變遷往往遠遠超越個人想像。身處科技

日新月異的世代，除可師法陳定信院長引領國內

醫學研究國際化的宏觀眼光，亦請不求近利、懷

抱前瞻性胸懷，將基礎建設做好，為同袍開創福

祉。

奉獻情懷：如果是有理想且願意堅持理想

的人，請不要太在意是否有他人即時的回饋、獎

勵或肯定，因為，一時的光鮮亮麗總是短暫的。

不論邁向理想的路途有多艱嶇，只要能持續努力

總有機會達目標。要知道，理想的完成、或甚至

萬一不巧僅能止於理想種子的散播，便聊以自我

滿足了！國內少數團體正在推展老人醫學及社區

藥事服務，這些前輩先進的奉獻情操是令人敬佩

的。

甘於恬淡：打地基的工作往往是一般人看不

見、感受不到的，但這卻是所有建設與發展的重

要基石。我們要學習甘於做螺絲釘的角色，適應

恬淡的生活或際遇。胸懷志業的同時切忌急躁於

功名利祿。

感恩心情：我們要培養感恩的生活態度，

周遭的人、事、物只要有可嘉許之處，便值得我

們愉悅一整日，即便僅只是自己或他人的一丁點

兒幸運、方便或進步。要知道，許多的建設、措

施或制度，皆是許許多多前人的努力與心血所鋪

成！今日同學自這個系所畢業，又何嘗不是孫教

授及系、所、院、校師長們，在共同創系、建置

校舍、制訂與改進課程等點點滴滴的事務上奉獻

心力所累積鋪陳而成？當然，最重要的，同學們

一定要報答父母含辛茹苦養育之恩。

	

英文是以commencement來稱呼大學畢業典

禮，這個字也同時有開始、開端之意含，亦即，

今日畢業是一個階段的完成，更是另一段人生旅

程的啟始。僅此，祝福各位畢業生以樂觀積極、

團隊精神、前瞻眼光、奉獻情懷、甘於恬淡、感

恩心情，創造快樂、幸福、成功的未來。在此，

也同時祝福各位家長、貴賓及師長們閤家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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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學生代表致詞

‧徐莞曾

院長、主任、各位師長、各位來賓以及我親愛的

同學們：

	曾幾何時，穿著實驗衣，手裡拿著蛙骨的

我們，已經換上畢業禮服，手裡拿著畢業證書

了。

	大一的我們，在新生、共同、普通、綜合

大樓之間，手忙腳亂的迎接新鮮人的各種挑戰；

大二的我們，主辦迎新、藥學之夜，舞台上每一

個贏得掌聲的畫面和令人感動的瞬間，只有我們

清楚其中的酸甜苦辣；大三的我們，在背不完的

藥理機轉、眼花撩亂的藥化結構，拗口繞舌的生

藥學名中努力奮戰，雖然辛苦，但也更紮實的打

下藥學專業的基礎；大四的我們，確認自己的理

想，忙碌於準備研究所的考試，也一邊穿上實習

袍，穿梭於醫院的各個部門，體認所謂的藥師生

活。

四年來，在這個班上，我們因為各種活動

的交集，編織出堅定的友情，以及美麗的愛情。

每一次的班遊，還有那南征北討從宜蘭到墾丁的

瘋狂畢業旅行，都讓我們明白：友情就像遊樂場

的旋轉咖啡杯，你在這一端向你坐上咖啡杯的朋

友拚命招手；然而，在幾圈自轉公轉之後，你才

發現，他坐的咖啡杯正空蕩蕩的轉到你前面停下

來，而他，早已輕輕坐在你身旁了。我相信，不

管將來我們會有怎麼樣的際遇，時間都會為我們

保留這一千多個日子以來的友情證書。

	當然，最重要的還要感謝這四年來帶領我

們進入藥學專業的各位師長與學長姐：師長們用

心安排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學長姊寶貴的經

驗分享與指點迷津，讓我們從一個在選填志願還

迷迷糊糊的門外漢，逐漸累積了一點成竹在胸的

自信，開始明白自己的定位與方向，也不再對知

識的追求劃地自限、講究速成，而是不斷想獲得

更多完完全全屬於自己的專業資產。

	也許，當初我們為了五十個不同的理由進

入藥學系，但我們都將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繼

續前進：帶著所有老師給我們的祝福以及追求專

業的方式，不斷的延續屬於台大藥學系第五十屆

藥胞的驕傲！願不同的我們，能各自去追尋不同

的體悟與感受；願相同的我們，能珍惜共有的回

憶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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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照片集錦－快樂系列－

時間：2006.06.03

地點：台大醫學院大廳

快樂系列一學弟妹前來祝賀

快樂系列二-與老師合照

快樂系列三-漂亮畢業

快樂系列四-終於畢業了

快樂系列五-感謝老師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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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照片集錦－花絮系列－

師長進場 臨藥所團照

大學部團照-拽帽校友會贈紀念品予每位畢業生，由楊喻帆代表接受

藥學所團照
大學部團照-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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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照片集錦－頒獎系列－

研究生優秀成績獎由李水盛主任頒發 藥學實習優良獎由陳燕惠主任頒獎

服務貢獻獎由康照洲理事長頒發

專題研究獎由陳基旺主委頒發

系上第一位畢業之博士班外籍生-Ruhual塔立卡

大學部成績優良獎由藤澤醫學研究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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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Kyoritsu�University�of�Pharmacy
國際臨床藥學教育討論會記行

‧林慧玲、沈麗娟

今年日本開始全國招收6年制藥學系學生，

六月初應日本Kyoritsu	University	of	Pharmacy臨

床藥學部主任Dr.	Motoko	Kanke邀請參加該校舉

辦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nical	Pharmac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並以「台灣藥學教育的

演變」作為壁報論文發表的主題。此藥學院位於

東京鐵塔旁，建地與樓層面積頗大，感覺不輸台

大醫學院。設備齊全，雖建於4-5年前，其會議廳

比台大醫學院剛建好的國際會議廳設備還好，還

新穎。

經由兩天的交流，我們了解此校臨床藥學研

究所一年雖只有10-12個學生，但與美國6個學校

建教合作，每個學生都需赴美進行臨床藥學實習

兩個月，由於有建教合作關係，所以美國學校並

不收取任何學費，但學生須自己負擔生活費及交

通費等。此研究所一入學，進行密集課程訓練，

沒有寒、暑假，前7-8個月每天上課從早上八點至

晚上九點半，包括許多英文化藥學課程。接著7

個月在日本國內醫院實習，兩個月在美國實習，

最後7個月作臨床研究論文，雖然辛苦，學生都

鬥志高昂。這些課程安排恰可做為我們臨床藥學

研究所在課程規劃的參考。

會議於6/2-6/3舉行，我們提前一天到達，

得以於6/1參觀東京附近兩家醫院，東邦大學附

屬大森醫學中心	 (Toho	University	Omori	Medical	

Center)	與東京臨海醫院。前者1400床，後者400

床。前者有很好的電腦系統，完全電子病歷，護

理給藥紀錄、TPR也電腦化，X-ray片子在電腦

上可以看到。所有醫事人員可在電腦上進行病歷

紀錄，且各醫事人員的紀錄於電腦中顯示不同背

景顏色，以便查閱。後者醫院非常現代化，設計

非常優美，非常乾淨，護理人員一人一台無線電

腦，給藥後直接用紅外線條碼紀錄。除備有注射

藥自動調配機，葯局已提供IV	admixture服務根據

他們統計，由護理人員稀釋注射藥，給藥錯誤率

30%；由藥局調製好給他們，護理人員還有7%錯

誤率。

此次開會額外的收穫包括遇到一些與此學

校來往密切的美國藥學院院長或資深教授，口頭

得到有機會願意來台交流的應允。這些學者包

括University	of	Maryland之David	S	Roffman，專

長於	Cardiology，親自執業，經驗非常豐富，至

今每週仍然看診，且進行臨床教學；University	

of	 Kansas	 Medical	 Center之副院長Harold	 N	

G o d w i n，是K a n s a s第一個做 I V 	 a d m i x t u r e	

service，對葯局管理非常有概念，與日本建教合

作密切；	University	of	Kansas	Medical	Center之

Michael	A	Oszko，專長為General	medicine，每年

赴日教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之John	R	Horn

與Philip	D	Hansten，專長都是Drug	 interaction，

後者就是有名的Drug	Interaction一書的作者。

此次參訪了解日本的臨床藥學教育制度、醫

院及社區藥局藥師執業作業、及國際學術交流與

合作，希望能有助於台灣藥學相關發展之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