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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記事

每週四 養生舞 

2006/09/23 教師節登山活動-跑馬古道及林美石步道 

2006/09/30~10/01 泳渡日月潭 

2006/10/22 第二屆台大藥學之友盃壘球賽 

2006/11/08 廿七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臺大藥學系系圖書室）

2006/11/18 第一屆景康校友盃高爾夫球賽 

2006/11/18~11/19 景康回娘家暨台大醫學院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 

2007/02/03 望年會暨陽明山涓絲瀑布登山活動

【前言】

2006.09.23校友會舉辦教師節健行活動，吳維修系友、謝曉菱系友、尤松材系友各提供精彩文章與

諸多景色優美照片，請詳見藥學系網頁-台大藥學校友會電子報創刊號或直接進入http://rx.mc.ntu.edu.tw/

alumni/epaper/1/index.html（不看可惜呦！）

<<歡迎參加>> 

「天空作美，徐風送爽，
登山健行好天氣!
師生校友同遊古道樂
石磐瀑水潺潺最忘憂
教師節登山成功!」

by 28th 吳維修

<<心得遊記>> 

為慶祝教師節，感謝系上老師一年來的辛勞，

系友會訂於95年9月23日（星期日）安排礁溪跑馬古

道和林美石磐步道健行活動。筆者過去也曾幾次收

到系學會健行或登山活動的通知，但總在一種說不

出來.....more

30th 謝曉菱

2006年教師節健行活動－
跑馬古道及林美石步道

跑馬古道北口上新花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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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景康校友回娘家
暨台大醫學院區第一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

時間：2006年11月18-19日

地點1：台大醫學院103講堂-11月18日景康回娘家

地點2：台大校總區綜合體育館-11月19日聯合校友大會

景康回娘家藥學系發展座談會中邀請許照惠系友演講 景康回娘家會中頒發大學部書卷獎

景康回娘家晚宴上頒發高爾夫球獎盃 全球聯合校友大會晚宴－照片由朱茂男系友提供

2006年景康校友回娘家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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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仁博士返台演講－留學經驗談

‧大四蔡令儀

第一屆系友李啟仁博士回到母系演講，原本還有點意興闌珊，聽到有招待披薩，正好省了一餐，一

下課就匆匆奔向十二樓。大家可是饞的很，尤其是聽了一早上的課之後，餓的厲害，手腳得趕快以免向

隅！

既來之則安之，尾隨大家進入1234教室，狹窄的教室一下子擠得水洩不通，只能坐在地上。李博士

是溫文儒雅又有幽默感的學者，他笑說：「我們在美國聽演講的時候也會像這樣請披薩，不過是聽完才

有得吃，免得大家吃一吃就跑掉了！不過我知道，台大藥學系的同學們都不會跑掉的啦！」沒錯！不過

也有可能是因為都吃飽了就不好意思不聽了嘛！

李博士接著跟我們分享了一些留學美國的經驗。雖然大家在大學唸書的時候都讀原文書，但是用英

文上課就是另一回事了。原本自信滿滿的李博士，經過幾堂如鴨子聽雷般的課之後，也開始覺得慌張，

只好到圖書館沒日沒夜的猛K，最後果然趕上進度甚至比同班的美國學生還要優秀！後來畢業以後，繼

續在美國工作，因緣際會進入FDA，甚至因為優秀的日語能力，被派到日本去說明美國FDA審藥的制

度，甚至還發表了日文的Paper。李博士很謙虛的說他只懂一點日語的皮毛，不過在台下的我們都覺得學

長真的是太厲害了！擁有第二外語的能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許就能派上用場。

李博士謙虛的說，自己學不專精，沒能像台下也同是第一屆系友的邱春億教授那樣在美國大學教

書，但是李啟仁博士在所著的Clinical Trials of Drugs and Biopharmaceuticals卻在生物藥劑學領域成為一

本必備的教科書，是每位想在生物藥劑學中臨床試驗的領域更加專精的學生及研究者都該精研的一本經

典。隨後，邱春億學長及王光昭老師也為本次之演講增添許多有趣的話題，分享他們的寶貴的經驗。

這一次輕鬆的講座，我們得以與李博士面對面接觸，雖然我們只是大學部的同學，無法與學長做更

多對話，但是在這場演講裡我們見識到一位真正的學者的氣度風範，正是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

尚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補記

信箱中收到台大校友會

電子報，見校友訊息，不禁一

陣愕然。原本還懷疑自己看

錯，還確認再三。心裡感到非

常惋惜，想到去年底在系上的

演講竟成絕響，而這篇文章的

內容已成追憶，願學長這一席

言談，能在我們之中種下一些

追求知識的種子，期待之後紮

根發芽成長。

2006.11.02第一屆李啟仁系友（左二）與邱春億系友（左三）來系演講與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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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啟仁學長之一面之緣

‧沈麗娟

九十五年十月高純琇老師轉知李水盛主任關於第一屆李啟仁學長將於十月初訪台一事，欲詢問李學

長是否能返回母系關於疫苗的發展與審查進行演講，李主任遂將此任務交付於我，故本人能有機會與李

學長聯絡並敲定演講之時間及題目。

李學長表示此次返國僅約一週，且於藥品查驗中心進行多天演講，恐無法再準備其他專業題目演

說，但他非常希望與所有藥學系（所）學生分享在美國的專業生涯及生活經驗，顧及學生上課時間，為

使全體學生能有機會參與此次演講，故安排的”Lunch Seminar”，提供free pizza ，節省學生吃午餐的時

間，希冀利用中午短短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完成與李學長的交流。

當日適逢第一屆邱春億學長自美返回母系，加上本系名譽教授王光昭老師，有著超過五十年同學情

誼的三位同學相聚，歡喜之情不在話下，令當時的我相當感動，可惜當時陳瓊雪老師到大陸旅行，未能

出席此次相聚。當日參與學生非常踴躍，擠爆了本系現今唯一之大教室，有人索性席地而坐，也不願放

棄此一機會，對於沒能擠進教室者或餓著肚子的學生，深感歉意！

感謝李學長風趣、且鼓勵性的分享他的求學及工作經驗，對於參與的師生有著莫大的啟示，也謝謝

大四蔡令儀同學自願寫下當日之演講內容，讓當日的情景留下一永恆的見證。

事後，高純琇老師還要我能繼續和李學長保持聯絡，最好能邀請他回母系上課，當時即感覺李學長

聽力較差，經由email聯絡亦不容易，僅表示會盡力去做，沒想到九十六年二月中旬聽到學長仙逝之噩

耗，心中雖是滿懷的悵然，但是感恩能與李學長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唯一的一次。

（本文作者為台大藥學系助理教授，第37屆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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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王君蕙、洪貴美系友訪臺北

時間：2006/11/04 

地點：臺大藥學系舊館及國際會議廳

成員： 如照片左起為鍾森田、王君蕙、余秀瑛、

蕭舜香、洪貴美、陳春眩、吳寬諒、施宗

慶

說明： 除了本次團聚，余秀瑛老師更執筆一篇文

章「2006年第三屆同學點點滴滴」，內含

諸多照片，極為溫馨感人。文中最後也提

到「⋯同學大多邁進『人生七十才開始』

的階段。我珍惜每次聚會，期盼今後每次

聚會都是全員到齊、開開心心、熱熱鬧

鬧。」詳細內容請見藥學系網頁-台大藥

學校友會電子報第三期或直接上網站：

http://rx.mc.ntu.edu.tw/alumni/epaper/3/02.

html

左起：�鍾森田、王君蕙、余秀瑛、蕭舜香、洪貴美、陳春眩�

吳寬諒、施宗慶

31屆蔡雅俐系友於2006年11月20日應系上邀請返台演講，並於11月18日下午於台北亞太會館與同學聚會。圖中右起依

次為林信瓊系友、蔡雅俐系友、楊玲華系友。

31屆蔡雅俐系友返台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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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大藥學之友盃
壘球賽心得分享

‧大四 詹舒蘋

甩開連日來陰雨綿綿的壞天氣，今天（2006/10/22）終於看見睽違已久的太陽，和煦的陽光照得我

滿心雀躍，一大早興高采烈到男二跟系壘的夥伴們會合，跟著大家忙進忙出，仔細的清點每樣東西，只

為做好萬全準備帶給大家難忘的系友盃。 

準時到了青年公園，搬了整車的物品，系壘夥伴全體動員，分工合作，整場的拿起用具負責的走過

球場每一個角落，今天的我擔任接待，負責招待所有來賓，看著不同的面孔，有熟悉的、有陌生的，許

多校友一見面興奮的互相擁抱，寒喧彼此近況，平常忙碌的生活讓大家喘不過氣，沒有空閒停下腳步跟

老朋友們連絡，感染校友們愉悅的心情，伴著燦爛的笑容，很慶幸這次的系友盃拉近了大家的距離。 

在大家一片歡樂聲中系友盃正式開幕，此次參加隊伍共有三隊，第一隊是由台灣大學藥學系系主任 

李水盛老師 所率領的大學部，挾著人多氣盛的陣仗來勢洶洶；第二隊是以康照州老師為代表的校友隊，

憑著見識廣博、經驗老到和年輕學子們一較高下；第三隊則是由台灣大學藥理所所長黃德富老師率團的

藥理所隊，系壘主力都是藥理所的學長們，相信他們平常勤快的練習一定會帶來出色的表現，開幕完首

先登場的是大學部對校友隊，第二局下校友隊率

先取得領先，大學部以一分之差落後，第三局上

大學部追平，乘勝追擊，最後以5:2的比數收場，

大學部旗開得勝，拿下第一場勝利。 

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午的藥理所隊對校友隊，

戰況激烈，雙方實力相當，你來我往，互不相

讓，比數咬得很緊，不到最後一刻不知鹿死誰

手，在一旁兼作紀錄的我看得冷汗直流，看見兩

邊隊員熱血沸騰，全力以赴，不願放棄一絲贏球

的機會，酷熱的太陽殘酷地考驗著他們的體力和

耐力，球員汗如雨下，溼透的球衣道盡他們想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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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欲望和決心，藥理所隊一棒棒飛向外野的球，校友隊們齊心協力，驚險的化解種種危機，勝負在兩

隊之間搖擺不定，校友隊們展現不服老的耐力讓後生晚輩嘖嘖稱奇，敬佩不已，藥理所隊也演出精湛的

美技，沒收校友隊許多外野飛球，最終校友隊以兩分之差險勝，但最後比較得失分差後由藥理所拿下今

年系友盃的冠軍，算是實力相當接近的一次賽事。 

午餐席間穿插了”九宮格”該項趣味競賽，讓球員們得以在緊湊的賽程中喘口氣，歡樂一下，今年

系友盃舉辦相當成功，不僅參與人數再創高峰，場地也因為系壘夥伴們的努力來到青年公園這樣正式的

場地，讓球員們可以在最好的場地裡有最佳的表現，想起學長們之前為了這個活動無怨無悔地付出，看

見這樣的成果和大家的熱情，一切都是值得的! 

今年已經大四了，一直以來壘球是我最喜愛的運動，能跟大家一起站在炙熱的太陽下，為了同一個

目標拼命，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一份子，做好自己的本分促進全隊的成功，分享勝利的果實是最棒的!希望

以後看到更多人共襄盛舉，加入我們，享受打壘球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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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景康校友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2006年11月18日 上午6: 00-12: 00 

地　　點：臺北球場

參加成員： 傅嗣雄坽、莊俊三姌、郭槐秋妼、黃江隆妼、朱茂男妼、陳永順姃、王在斌姖、方承猷姇、

康照洲宓、劉勝雄岤、紀幟

聰岵、蘇逢翔岪、蔡卓憲岥 

、陳永達岥、鄭柏琦岥、黃

種鈺(來賓)、葉文琴(來賓)、

陳偉(來賓)   

其他賽程結果、得獎名單及諸多精彩照

片請詳見「藥學系網頁-台大藥學校友會

電子報第三期」或直接進入http://rx.mc.

ntu.edu.tw/alumni/epaper/3/03.html

2006年第二十四屆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嘉年華

臺大藥學校友會再組隊參與今年(2006)第24屆日月潭萬人泳渡嘉年華會，於9月30日至10月01日 圓

滿完成嚕！ 

由忻凌偉老師領軍，共同成功地泳

渡日月潭，擁有一個共同的美好回憶及

紀錄唷！ 

泳渡日月潭成員名單及其他相片請

詳見「藥學系網頁-台大藥學校友會電子

報第四期」或直接進入http://rx.mc.ntu.

edu.tw/alumni/epaper/4/06.html

我們替這些成員掌聲鼓勵鼓勵!!啪

~啪~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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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期   校友會養生舞社團年終同樂會

時間：2007年1月25日（四）

地點：醫學院大廳

說明： 校友會養生舞社團，於年終舉行

同樂會及成果表演。校友會為表

達對洪美娜系友（13屆）的熱心

教舞與付出，特致贈琉璃紀念獎

牌，刻有「熱心堪崇、舞姿美

妙」，由校友會理事陳永順系友

代表贈送。養生舞活動每個星期

四下午5時於醫學院大廳持續進

行中，目前進行者節奏明顯，適

合年輕系友及所有校友，歡迎踴

躍參加。（若想進一步了解訊

息，可洽02-23123456分機8402楊

玲華系友）

各位親愛的校友:

兩年一度的北美校友會年會將於2007年8月6日至11日在紐約往加拿大的郵輪上舉行，主題為大家所

關心的“藥學院的成立與規劃”，其他討論將以與生活經驗有關的議題為主，例如：投資、退休計劃、

兒童教養、青少年輔導、婚姻、養生、美容與塑身⋯等，盼望校友們共襄盛舉，踴躍報名參加。更歡迎

對於以上議題學有專精的校友或眷屬能來主領專題討論，有興趣著請與北美校友會會長詹勵君聯絡。詳

細內容與補助（目前已有近60位校友報名….北美校友會補助每人$300元）請見藥學系網頁（http://rx.mc.

ntu.edu.tw/）（進入後連結台大藥學校友會，再點選電子報第四期；或直接連結http://rx.mc.ntu.edu.tw/

alumni/epaper/4/07.html 及http://rx.mc.ntu.edu.tw/alumni/epaper/3/NTUSPAA_2007_Conference.pdf

詹勵君會長聯絡方式：

(609) 818-3614 (W)

(732) 462-1895 (H)

(732) 299-8119 (Cell)

Email : lcwang2018@yahoo.com

2007年北美校友會年會訊息

（相片由陳永順系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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