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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大事記

97.05.05 OSU藥學院院長Dr. Robert W. Brueggemeier來訪

97.05.13 舉行「藥學院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藥學教育聯席會」 

97.05.13 舉行「六年藥學教育諮議小組第一次會議 」

97.05.30 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01講堂舉行96學年度畢業生徵才說明會

97.06.16 「藥學系大學部調整為六年制」一案獲教育部核准通過

97.06.21 與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合辦「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核心設施研討會」

97.06.21 舉辦2008臺大藥學系研究日

97.07.21-22 與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合辦「台俄雙邊生物多樣性暨活性天然物研討

會」

97.08.26 院務規劃會議通過「國立台灣大學先導性藥品試製工廠設置辦法」

97.09.05  UI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藥學院院長Dr. Bauman、副院長Dr. Engle、臨床

專家Dr. Lau、Dr. Pham、Dr. Wilken共五位貴賓來訪並協助本系規劃六年學制

97.09.08 舉行「六年藥學教育諮議小組第二次會議」，UIC 院長、副院長列席指導

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術

發展，因應世界及社會發展趨勢，提升本校

校務管理與運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學系得依據本要點申請成立為專業學

院（school）。 

三、 專業學院之設置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符合世界主流趨勢，並與國際學術發展

相接軌。

(二)  至少應與所屬學院（以下簡稱母院）一

個以上獨立研究所在學術及運作上具有

密切關係。 

(三)  專業學院學士班原則上須為五年（含）

以上之學制，且其畢業生具備取得參與

相對應之國家專門職業人員考試資格，

於通過考試後能獲得專業證照及執業資

格。但四年學制學士班，若其畢業生繼

續完成同領域研究所碩士或博士班學業

後，亦具備取得前述考試資格，並於通

過考試後能獲得專業證照及執業資格

者，視同符合本要件。

(四)  專業學院須有附屬單位提供學生從事專

業學科之實習。

(五)  專業學院應有足夠之師資員額(系所合

計30人以上)、圖書及儀器設備。 

四、 專業學院在校內行政層級視同系所處理，在

學院內之運作方式，應與母院協商後訂定

之。 

五、 專業學院之成立，由母院依第三點之條件向

教務處提出計畫，並依「國立臺灣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

準及作業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

款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國立臺灣大學專業學院設置要點

2008.03.15國立臺灣大學96學年度
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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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系友許照惠博士於九十五年四月與台大簽訂意向書承諾捐款協助台大籌建藥學系大樓硬體

設施及發展產學合作以促進台大藥學系能早日邁向世界一流藥學院，成為臺灣藥學專業教育及製藥科技

研發重鎮。

為瞭解及協助促進母系升格為藥學院的進程，台大藥學系北美校友董事會代表許照惠、湯丹霞會長

（二十二屆）及吳晉（十五屆）聯袂於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期間在新委任的專案台灣聯絡人邱翼聰系

友（十七屆）的安排陪同下，拜會了包括潤泰建設尹衍樑總裁、台大李泗涔校長、醫學院楊泮池院長、

系内教授、台大前後任總務長、南部各藥學系所主任院長、製藥發展協會理監事、藥品查驗中心代表、

中研院翁啟惠院長及其領導團隊以及產官學校友代表及師長。這些會議目的包括瞭解臺灣的藥學人才需

求，產學界對新藥學院學程設計的看法，藥學系昇格為藥學院進程及瓶頸，未來硬體規劃問題及需求探

討。更重要的是北美校友代表也利用與師長、校友代表聚會時溝通他們對未來藥學院的 vision 及 mission

以及瞭解母系昇格為藥學院的進度。此次北美系友臺灣發現之旅收集到的重大事項摘要如下；(欲知更詳

細的這些事項的背景資料、進程及後續追蹤工作請參閱附表一，此表摘錄自湯丹霞系友的 “NTUSPAA-

NA:Report on the College of Pharmacy Project Progress, May 2008.")

一、學校（臺大）已原則上同意藥學系升格為專業學院，但藥學系須先達到三十個教師名額及具備

五年以上的學制。系上現有二十八個編制員額，須再爭取兩名員額並解決經費來源。系裡六年制臨床藥

學學程已送教育部，六月中已獲教育部回覆核可。

二、經過許照惠系友與學校各單位的討論折衝，未來藥學院可能的院區將包括

1. 醫學院基礎研究大樓藥學系原有的空間(約1500坪)。

2. 徐州路公衛學院後面男十六舍原址新蓋建物的一半，約900坪。此部份將配合新公衛大樓內的臨

床試驗中心設立生物分析、藥物代謝及藥動實驗室。另設立臨床前研發實驗室(配方及分析)供學生實習

獲取實務經驗。

3. 竹北院區產學合作大樓一層半至兩層空間，約500坪。將設立符合國際GMP標準先導工廠，配

方、分析品管實驗室及品保、法規辦公室。此工廠及實驗室設置的目標是供應跨國公司及台灣本地臨床

試驗新藥製造及包裝服務。

三、建築時程預估

徐州路新建築無拆除問題預計明年暑假可以動工。竹北園區六月通過第三次環評後，預計年底可動

工。

許照惠、湯丹霞、吳晉三位系友此次返台之旅確實為母系升格為藥學院的進程促進了與各單位溝通

及取得資源及協助。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熱心及貢獻。未來台大藥學系要邁向世界一流藥學院，成為臺

灣藥學專業教育及製藥科技研發重鎮。我們不可能祇依賴許系友的捐款，就如湯丹霞系友在系友聚餐時

的簡報(參見附表二)，未來台大藥學院如要成為頂尖的研究、教育及專業養成中心，它必須有很強及宏

觀的領導者來推展它的 mission，建立多科際的合作，在新興的臨床及研究領域建立領導地位。要達成這

協助藥學系升格為藥學院之進展報告

◎ 邱翼聰
許照惠博士台大捐贈專案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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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目標，需要網羅一流師資人才及設立一流研究設備。這些在在需要龐大及持續的經費來支持。因此將

來院長的募款能力也很重要。最後要向大家呼籲的是藥學系升格為藥學院這件事不管是台大、醫學院、

藥學系、北美、台灣或其它地區校友都是利害攸關者 (stakeholder)。我們需要所有的利害攸關者出錢出

力確保這個 project 的成功。

附表一、Report on the College of Pharmacy Project Progress

Subject Background Progress in May 2008 A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Elevation of 

Department of 

Pharmacy (DoP) to 

School of Pharmacy 

(SoP)

Approval at the NTU level 

(Feb 2008)1 depends on 

meeting minimal faculty 

headcount (30) and an 

approved curriculum 

program. Current faculty 

headcount of 28 includes 

teaching assistants.

●  Reached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headcount “accounting” 

method and explored paths 

to obtain 2 additional faculty 

headcounts. 

●  NTUSPAA-NA will actively 

seek endowment funds from 

alumni to support these two 

additional headcounts and 

coordinate with DoP.

6-Year Clinical 

Pharmacy 

Curriculum

Proposal submitted by PoD 

Chairman Lee ShoeiSheng 

was approved by CoM and 

NTU. 

Proposal was submitted to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rlier 

2008. 

●  Kick-off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was chaired by CoM 

Dean Yang.  Will start enroll 

15 students fall of 2008 with 

anticipated full transition of 4 to 

6 year program in 3 years.  First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6-year 

program is 2013. 

●  MoE answer is expected by mid 

June, 2008.

●  Alice Chen (NTUSPAA-

NA): Provided input to and 

will again review Clinical 

Pharmacy curriculum ASAP

●  Jane Hsiao (NTUSPAA-

NA): negotiated and obtained 

UIC’s assistance on program 

design and transition; will 

follow up with Dean Jerry 

Bauman of UIC.

Minimal Faculty 

Headcount 

Requirement

Requires a minimum of 

30 faculty members to be 

eligible for a Professional 

School.  We are currently 

short of two headcounts and 

their associated funding and 

space.

●  Explored paths to secure two 

faculty openings:

1.  Explore possible merger with 

other department faculties:  

Departments of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is path.

2.  Explore possible conversion 

of existing TA position to 

faculty headcount: This turned 

out not doable, either.

3.  Identify and devise projects 

to generate revenue to support 

these positions: This does 

not provide funds in the near 

term.

●  NTUSPAA-NA will actively 

seek endowment funds from 

alumni to support these two 

additional headcounts and 

coordinate with D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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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ssen 

Faculty Workload

Four faculty positions 

(Molecular Medicine) remain 

vacant.

●  PoD needs to star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o secure these 

headcounts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  Formulate a plan and 

commitment to recruit and fill 

these positions

●  PoD Chair Lee ShoeiSheng 

to star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  NTUSPAA-NA will help 

with recruitment once these 

positions become officially 

open.

Space for New 

Facilities

NTU approved two sites 

for SoP project, one at Hsu 

Zhou Road behind the Public 

Health Bldg and the other at 

Chu-Bei campus.  Current 

PoD’s available floor space 

(2.5 floors) is 1500 pin.in 

the NTU Medical Research/

Teaching Bldg. NTU has 

a upper space limit for all 

departments based on faculty 

and student counts.  The 

ceiling number is 3400 pin 

for the 6-year program.

●  竹北pilot plant 計畫書已於院

規會通過 

Chu-Bei building can start 

construction around end of 2008.  

●  Hsu Zhou Road bldg can start 

construction in summer 2009.

●  Plan for future SoP facility will 

include three locations

1.  Current location: 1500 pin of 

2.5 floors 

2.  One half of the Hsu Zhou Road 

new bldg, ~900 pin

3.  500-700 pin of the ChuBei bldg

●  PoD: 竹北pilot plant 計畫書

預計6/6提院務會議討論後

續送校總區

●  PoD and Tak Lee 

(NTUSPAA-NA) to provide 

user requirements and 

program proposal (GMP 

pilot and analytical labs) to 

NTU for the ChuBei project 

by June 4, 2008

●  PoD and Jinn Wu 

(NTUSPAA-NA): Prepare 

proposal to use the Hsu Zhou 

Rd space as the bioanalytical 

and metabolism center of 

clinical trials; Provide user 

requirements and proposal 

to NTU Dean of General 

Affairs Hong ASAP

1.  The professional School of Pharmacy (SoP) will be under the auspice of College of Medicine. This is a big 

step toward our eventually becoming a full-fledged College of Pharmacy 專業學院.

2.  To provide full-service clinical supply manufacturing and release for global clinical trials and serve as training 

facility for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3.  To provide full-service clinical pharmacokinetics and drug metabolism services for local and global clinical 

trials and serve as training facility for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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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Presentation of CoP Mission & Status by Diane Tang

NTU College of Pharmacy
Mission and Scope

NTUSP Alumni Dinner, Taipei
May 16, 2008

Mission Statement

� Elevate the Capability of NTU Pharmacy School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Cultivate Leaders in
Taiwan in the following areas:
• Pharmaceutical and Allied Industry (R&D and

Manufacturing)
• Clinical Practices
• Community Services
• Pharmacy Education

By upgrading overall Pharmacy program
and facility in NTU

Future State*

PharmD,
MS, PhD
and Post-
Graduates

Clinical
Pharmacy

Genomics
&

Biomarkers

Dosage
Forms &

CMC

Clinical
Research Clinical

Trial
Mgmt

BioTech

Basic
Research

Community
Pharmacy

GMP Pilot
Plant

Regulatory
Sciences

Molecular
Biology

Emerging
Fields

Outcome
Analysis

Pharmaco
vigilance

Drug
Design

Rx and
Tech
Laws

* Current career path for US graduates

Market
Research

Project Status
� 專業學院已批准通過

� 基地包括公衛大樓後方及竹北校區

� 預估樓板面積 (incl. common area)：
台北：2370*坪，竹北2563坪 X 30%

� 台北校區預計2009年暑假可動工。

� 竹北五月送第三次環評。預計2009年暑假可Occupy

* Exclude underground parking, vs current space 1500坪

公衛大樓後方基地說明

Critical Issues

� Program Upgrad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Faculty
Number - 30

� Six Year vs. Four Year Program
• Starting 2009: 15/45 students
• In 2011: Full conversion to 45/45
• First graduating class: 2013

� Recruitment of highly qualified clin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faculties and staff

� Ensure adequate resources to support our goals

Establish A Strong Pharmacy School Team

� Top notch programs and scientists in researc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Sustainable funding and operations

� Demonstrated leadership in emerging clinical and research
fields

� Supply future leaders in pharmaceutical and related fields for
Taiwan

� Leverage resources and secure strong support among alumni,
friends, and industry

How to Achieve These Leadership Goals

� A strong leader and advocate for our mission

� A well-balanced team with various recognized
expertise; ability to lead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 $$$$$$$$$

� Need support from NTU, College of Medicine,
COP, alumni, industry, and community

A Brighter Future for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Industry,
and Pharmacy Practic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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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會代表返台關心母系升格藥學院之進展
時間：2008.05.16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廳御和園

返台系友：許照惠系友（13）、吳晉（15）、湯丹霞會長（22）

台灣師長系友： 王光昭、李水盛、林慧玲、蕭美玲、高純琇、陳基旺、王惠珀、黃文鴻、梁啟銘、陳永

順、康照州、宋順蓮、程正禹、方承猷、程宏逑、貝南謀

相聚情況，左起為吳晉、陳基旺、高純琇、程宏逑、康

照洲 (略敬稱)

相聚情況，左起為康照洲、邱翼聰、方承猷、程正禹、

湯丹霞、黃文鴻 (略敬稱)

相聚情況，左起為陳永順、王光昭、許照惠、梁啟銘、

蕭美玲 (略敬稱)

相聚情況，左起為林慧玲、王惠珀、陳永順、王光昭、

許照惠 (略敬稱)

湯丹霞會長報告藥學系Mission and Scope 林慧玲老師說明藥學六年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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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系六年教育新聞稿

高中第三類組同學 選系”藥”注意

臺大新增第一個六年制藥師養成教育學制

2008.07.17下午發出

隨著醫藥科技進步一日千里，藥物作用原理牽涉的學門也越來越廣泛，世界各國大學逐步將原來四

年制的藥學教育制度，改為六年學制，以提升藥師之專業知識與能力。因此，教育部於今年6月首例核

准臺大藥學系增設六年藥學教育學制(臨床藥學組)，與四年制藥學教育(藥學組)並行，自98年開始招生，

招生時不分組，到大三時才正式分為兩組，修畢六年學制課程者將獲頒臨床藥學士學位(Pharm D)。

培養專業藥師走入病房、深入社區、服務病人

臺大藥學系李水盛主任表示，目前國內大學四年制之藥學教育涵蓋 藥物研發、製藥工業、醫院藥

學與社區藥學等領域；六年制藥學教育除保留原來核心課程外，將加強藥物流行病學、藥物經濟學、進

階藥物治療學，以及加重臨床藥學實習。

經六年完整訓練的藥事人才，將得以勝任日益複雜的用藥問題與專業化服務，使病患之藥物治療品

質得到提升，減少副作用及藥物浪費。未來藥師將更能走入病房，深入社區，服務社會大眾。

專業藥師在優質醫療臨床團隊不可或缺

國內在全民健保實施及歷經打錯針、吃錯藥等用藥安全事件後，應更重視用藥品質；由藥師參與臨

床團隊，可保障住院病患用藥品質。中央健保局現階段更要求加護病房須有專任藥師，以確保病患用藥

的適當性。將來著重於臨床服務性質的藥師在優質醫療臨床團隊更是不可或缺！高三學生如欲進一步瞭

解此新學制，請上網站(http://rx.mc.ntu.edu.tw)查詢。

參考資料

臺大藥學系新學制

臺大藥學系 六年制臨床藥學組 四年制藥學組

2009年入學人數 總招生人數71名，不分組

二年後(2011年) 正式分組 徵選15人 56人

四年後(2013年) 進入臨床專業訓練 大學畢業 (藥學士 )、考藥師資
格、深造(研究所)、就業等

六年後(2015年) 大學畢業(Pharm D)、考藥師資格、就
業、直攻博士等

獲碩士學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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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藥學院院長等五位貴賓來訪

緣於臺大醫院兒童醫院於今年啟用，以及臺灣臨床藥學會接受衛生署委託執行「建置優質用藥安

全品質及發展策略計畫」，由臺大醫院藥劑部、臺大臨藥所、臺灣臨床藥學會、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在

9/6(六)、9/7(日)合辦「兒童用藥安全暨臨床案例研討

會」。

地點為臺大醫學院國際會議中心，邀請了美

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UIC)藥學團隊蒞臨演講

與案例討論。UIC藥學團隊此行由藥學院院長Dr. 

Bauman、副院長Dr. Engle、臨床專家Dr. Lau、Dr. 

Pham、Dr. Wilken五位貴賓參與。照片為UIC五位貴

賓於藥學系系圖書室與系上老師討論六年學制藥學

系整合性課程之相見歡情形。

亞洲各國大學藥學系學制

亞洲現

況

六年制藥學教育 說明

台灣
2009臺大藥學系增設六年學制

四年學制並存，得考藥師資格

六年制：2年基礎+ 4年專業課程

韓國 2008 全面實施 2年基礎+ 4年專業課程

日本 2006 全面實施 2012年四年學制不得考藥師資格

泰國 2009全面實施 2000 部分實施

歐美各國大學藥學系學制

歐 美 現

況

六年學制 說明

美國 1960 年代中末期開始
2000 全面實施

2003年四年學制不得考照

荷蘭 2001 全面實施 3年基礎+ 3年專業課程

法國 六年學制 依領域區分為藥廠組、醫院組及社區藥局組，於第一年

及第四年均有基礎及分組考試。

英國 仍為四年學制 畢業後須完成一年實習才可以參加國家考試。

臺大藥學系2008.7.15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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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照片集錦

醫學院楊泮池院長蒞臨致詞

臨藥所師生合影 藥學所師生合影

大學部學士班合影

系上師長一一地為每位畢業生撥穗時，碩士班畢業生熱

情地擁抱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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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研究生成績優良獎 頒發大學部成績優良獎前二名，由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研

究發展基金會陳如月董事頒獎

頒發大學部成績優良獎第三、四名，由景康基金會陳永

順董事長頒獎

頒發服務貢獻獎，由校友會康照洲理事長頒獎

頒發特別貢獻獎，由藥師公會全聯會林麗真常務理事頒

獎

系主任致詞時特別提到本系第一位博士班畢業僑生林少

紅（左一）與特別嘉許第一位碩士班聽障生陳鐘民（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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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院長、陳院長、黃主任、錢主任、陳董事長、

康理事長、林理事、家長代表、各位貴賓、各位

老師、各位同學：

感謝各位參加今天的盛會。今年總共有53位

大學部學生、17位碩士班學生以及1位博士班學

生畢業。博士班學生畢業後面對不同的挑戰應可

獨當一面；碩士班對自己的專業已有更進一步的

認知，可增進在職場的競爭力；大學部的畢業生

現在算是完成初步訓練，我知道在座許多畢業生

畢業後會到醫院服務，這是一個充實專業能力的

一個很好機會。

今天早上在校總區舉辦的畢業典禮當中，

校長以三個心跟大家勉勵，就是要有感恩的心、

關懷的心及慈悲的心。關於感恩的心這話題最近

漾起軒然大波，校長認為臺大應該要調整學費，

認為臺大接受了全國最好的資源，所以更應該以

感恩的心來面對社會的期待。同時希望以關懷的

心對於各個弱勢團體以及對行動不便的人做出些

關懷的舉動，實際行動是最佳的行為表率。另

外，慈悲的心，這邊提到是講求正義，對於有關

社會公益的事情要挺身而出，這樣才能對大家給

予我們臺大這麼多資源做一個回報。除此之外，

在最困難的時候，要以堅強、和平、理性的方式

來面對，以臺大生的資質所有問題應該可以迎刃

而解。此外，早上中研院翁院長也特別提到他的

求學過程，強調終身學習，這是以後大家都會面

對到的事情。要能終身學習，必須要有興趣，他

勉勵畢業同學如果對某方面知識很執著，以臺大

生優良的素質，應該可以完成別的學校學生不能

達到的事情，就算是失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經

驗。所以我就重述今天早上校長和貴賓給我們的

勉勵，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年的畢業生應該是臺大藥學系大學部的第

52屆，到目前為止本系共培養出將近2700名的畢

業生。畢業的同學在社會或是各個行業的表現都

是相當傑出，所以每年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來表

彰傑出系友，也可以讓大家有個遵循的方向。

在大學當中大家凝聚了很多力量，希望在畢

業後大家可以把這個力量一直延伸下去，而未來

如果遇到問題，我們在校老師也歡迎大家回來跟

我們討論。在研究所這部份，一般我們比較少著

墨，一部分因為其歷史比較短，同學畢業後也比

較少連絡，但這幾年來我們也努力在這方面做整

合，我們希望研究所學生不只是研究室畢業的學

生，也是臺大藥學系的學生，因此藉著這個機會

期許大家在畢業後能互相合作。

最近藥學系面對許多挑戰，包括要不要實行

六年制，現在教育部已在審核當中，我們希望明

年可以實施。在六年制的設計中，我們希望不只

能滿足對臨床藥師的需求，也希望藉由這個設計

讓大家以後出社會後更有競爭力，無論是在研究

方面或是在各個藥學相關領域方面。因此，希望

大家能在各級層內廣泛宣傳這個制度，我們最近

也會更進一步討論如何在六年制中培養製藥產業

界所需之人才。

最後要特別說一下，今年博士班畢業生，是

本系第一位僑生博士。而另外在碩士班方面有一

位特別的學生，我們說要關懷弱勢，那他就是我

們所謂的弱勢，他聽不到（聽障生），只能靠著

撥穗典禮主任致詞

◎ 李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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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嘴型來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在他求學過程中，

他可以說是非常認真執著地完成了他的學業及研

究。所以對於這種比較弱勢卻很有性向的同學，

我們要更加關懷。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端午佳節愉快！

（以上為錄音整理，經李主任修訂）

撥穗典禮臨藥所所長致詞

◎ 林慧玲

楊院長、陳院長、黃主任、錢主任、李主任、陳

董事長、康理事長、林理事、家長代表、各位貴

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所有家長與同學人生裡一個重大的日

子，恭喜你們。同學能有今天首先應該感謝全力

支持你們的家人。

將來同學要在學業或事業上衝刺，一定需要

家庭的支持，所以要記得對家人，多一份熱情，

多一份溫柔，少一份粗暴。幸福的家庭是我們生

命中最珍貴的資產。這屆大學畢業同學的特質是

感性與靈活，希望大家能永遠保持這樣的陽光特

質。

今天台灣許多制度傾向單一標準與單一價

值觀，這樣會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因此同學有機

會應到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學校，來開拓你的胸

襟，啟迪另類思考。

臺大醫學院與臺大醫院的使命都包含培育卓

越人才。但在1999年至2006年間臺大醫院工作量

增加，相關醫療人員增額26-46%不等，藥事人員

總數卻僅增加3%。藥劑部工作靠所有藥師長年無

償加班咬牙撐過，為求及時完成工作，許多工作

流程被扭曲，許多保護病人安全的機制被省略。

當時所有其他醫院藥劑部都在發展建設，臺大藥

劑部失去領導優勢，藥學教育進展幾乎停滯，藥

師畢業後訓練幾乎真空。所幸去年醫院林院長了

解事態嚴重，也信守去年撥穗典禮時『要將臺大

醫院變成臨床藥學教育舞台』的諾言，給予藥劑

部人性工作與部分流程再造的人力。相信未來藥

學教育將在醫院新上任的陳院長與醫學院楊院

長的領導下蓬勃發

展。今年許多畢業

生因擴編而得以進

入臺大醫院工作。

你們進來之後，藥

劑部必須進行一連

串的變革、藥師培

訓與分級制度，以

為未來藥學教育打

下根基。希望大家

一起合作貢獻，往

後當你們回顧時，

可以很驕傲的說，我也曾經參與了那劃時代的變

革。

教育是一條漫長的路，雖然臺大臨床藥學研

究所才成立7年多，但臨床藥學的碩士教育已經

15年，第一位學生沈老師2005年回來承接衣缽，

具有美國Pharm D及residency訓練的林淑文老師

也於去年回國，這些青出於藍以及在醫院奉獻

的臨床藥師，將為我們未來6年制教育開創新紀

元。今年臨床藥學研究所畢業生被李啟明老師譽

為資質最齊的一屆，有多位將與大學畢業生一起

進入臺大醫院。未來團隊合作的病人照顧與教育

訓練勢在必行，我們必須向醫療團隊其他成員學

習自己欠缺的部份。住院病人1/5的醫療傷害來自

藥品，各位進醫院後，不可忘記『安全、經濟、

有效的用藥是藥師不可迴避的責任』，要以醫院

那些利他、全力保護病人的藥師為楷模。也不要

忘了將所學提攜所有的藥師與學生，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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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才是教育的真諦。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沒有任何事是理所當

然。因此要有「無求即全」的人生觀，對任何”

得”都要心存感恩。遭遇困境時，看看那些更慘

的人，我們會覺得自己很幸運。當順遂時，要感

謝所有啟發我們或為我們鋪路的人。千萬不要恃

才傲物，井蛙窺天。人生是漫長的學習旅程，智

慧與能力的養成需要長年經驗的累積。就像醫院

與教育一樣，要做長遠的投資，才能永續經營。

千萬不要抄短線，殺雞取卵。要勤於播種與基礎

建設，不要只想收割與剪綵。最後仍然像去年一

樣，我要以下面三句話與同學一起努力：“真正

的偉大來自單純，真正的智慧來自敞開的心胸，

真正的力量來自謙卑＂，謝謝大家。

撥穗典禮師長代表致詞

◎ 沈麗娟

各位師長、親愛的貴賓，還有我們親愛的

學生家長，以及我們藥學系、藥學所、臨藥所的

應屆畢業同學，大家好！今天很感謝系上給我這

個機會，以導師代表的身份來跟大家分享此時的

心情，也謝謝另外兩位導師：林慧玲老師以及陳

基旺老師，給我這個機會能夠站在這個台上，今

天陳基旺老師出國，所以沒辦法來參加今天的盛

宴，但是他對你們的的祝福還是一樣滿滿的。

我與同學相處了近四年的時間，從你們一

開始新生進來，到今年初正式進入醫院實習的授

袍典禮，相信今天在場的多位家長，也都參加了

上次授袍典禮，如同今日，那是個令大家感動、

難忘的場合。今日能與諸位家長與畢業生再次相

聚，這可能是師長們最後一次有機會在講堂裡和

大家在一起談談心、說說話。

今天首先要鼓勵同學的是，你們踏出校門

時，可能會面對很多的挑戰以及困難，但是不要

害怕，你們要有勇氣去面對所有的困難與挑戰，

只要你能夠抱持著一顆樂觀的心，且一定要有信

心，學校的師長以及各位的家長們都會成為你們

的後盾。我常常會問同學，你們念了四年書，或

在四年之後又多念了兩年研究所，甚或博士班，

你們學到了甚麼?你們覺得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其

實愛因斯坦是這樣說的：「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獨

立的個體，培養獨立的思考判斷的能力，更重要

的是要能為社會大眾服務的心」，如果你只有前

面兩者，一個獨立的個人與獨立的思考能力，這

樣是不夠的。

畢業以後同學要做甚麼呢?可能有人已經做

好決定了，可能念研究所、或找工作（去當兵

是無可選擇的）。請問這些是你們喜歡的嗎？在

不同階段，大家會有不同的思考，如果這時畢業

了，你還找不到你自己有興趣的部分，沒有關

係！我想送同學一句話，最理想的情況是「做你

喜歡做的事」，但是如果你還不確定你自己想要

做甚麼，至少你要「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我想

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常看到剛從大學畢業踏入職

場的藥師們，剛開始進入這個職場，具有熱忱與

理想，因為先前在實習的過程中，師長給大家

很多的鼓勵，可是真正到職場以後他發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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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每天的工作是不斷的重複，於是，一個月以

後，他好像覺得這份工作有點枯燥，然後很多人

就似乎開始失去他的熱忱。可是我們大學的目的

是甚麼呢?剛剛有提到，最終目的是要幫助這個

社會，大學教育並不是給你能找到一份工作的能

力，而是得到了幫助別人的一個能力，而你今天

帶著這樣的能力去服務社會上的人，那我想你的

工作會做得更有使命感，而且能夠持續的不斷做

下去。

另外，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早上我

收到一封e-mail，就是今年臨藥所有兩名學生到

OSU（Ohio State University）做兩個月的臨床實

習，我收到OSU的副院長寫信告訴我，這兩個學

生表現得很好，到目前他們對於臨床的學習也沒

有問題，他想要給他們一個實習的證書，要看看

我們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考慮。所以在這邊提出是

要鼓勵大家有機會多看看國際上所發生的事，有

一本書書名是「世界是平的」，以前我們都認為

地球是圓的，但現在竟然認為有人提出世界是平

的，你在美國德州打一個0800免付費服務電話，

可能是在印度的一個印度人接聽，他甚至可以模

仿德州腔來回答你的問題，讓你覺得很親切。所

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有機會，我當

然希望同學能夠到國外多看看，如果沒有機會，

其實目前藉由發達的資訊有可獲得許多別人的經

驗。例如「驚豔芬蘭」一書中，描寫芬蘭這個北

歐國家，可是他們的經濟非常的強大，在他們的

小學課本裡面就已經提到，台灣有一個最高的大

樓叫做101，但如果問大家芬蘭有甚麼建築、或

有甚麼大樓，甚至是他們首都是在哪裡?或許少

有人回答得出來。所以我要講的是，我們未來的

競爭，不是只在臺灣，而是在亞洲、在全世界，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擴展視野，多找找看未來要

發展的方向是甚麼?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個重點是，請問甚

麼叫成功?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可能不一樣，但

是在我來看，在每個階段有你自己的目標，而且

盡全力把這個目標達成，做到你滿意的程度，於

是你的人生就是這些成功的經驗的不斷的一個累

積，一直到你可能七、八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知

道甚麼叫成功。

這四年裡面，我對所有的學生都仔細的不

斷的叮嚀，套一句陳基旺老師說的話：每一個學

生要畢業了，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好像要離開這個

家，心中雖有不捨，但是你卻有我們滿滿的祝

福。並希望在未來我們又多了一層關係，我們不

再只是師生關係，有可能我們未來會是在職場上

的同事關係，未來我們可以一起努力。我想老師

的叮嚀總是非常的多，在這邊真的祝福你們未來

會有一個圓融的生命，這當中需靠自己的努力與

奮鬥。謝謝大家！

（以上為錄音整理，經沈老師修訂）

撥穗典禮傑出系友梁啟銘校友致詞

◎ 梁啟銘 

李主任、林所長、各位在台上和台下的貴賓、幫

子女出了很多學費，總算可以來這裡坐幾個小時

的家長、還有受過我們藥學系「折磨好多年」，

總算今天可以稍微喘一口氣，「勉強笑一笑」的

畢業生，大家好：

我想先澄清一句話，主辦單位之前交代我上

台講五分鐘，可能怕我講太久，但是我剛才發現

另外兩位傑出系友沒有出席演講，所以我應該可

以講十五分鐘（一陣笑聲）。我很感謝，在十幾

天前，被通知獲選為傑出系友，和我們的家長代

表一樣是莫名其妙被選上。我是在1970年畢業，

到現在已經畢業三十八年。人生經驗上有不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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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想對今年應屆的畢業生講一講。我有四點重

要的感想，畢業之後對我的人生影響較大的有四

個Q。第一個Q是IQ，即智商，這主要取決於父

母，和我本身的努力沒關係。第二個Q是EQ，是

處理情緒相關情事的能力，此點通常和家庭的人

如兄弟姊妹有關，事實上和我的努力也沒有太大

的關係。接下來是MQ，即辨別是非道德，這主

要取決於朋友，近朱則朱、近赤則赤，所以與我

也沒有關係（也是一陣笑聲）。最後一個Q倒是

和我的努力比較有關係，也是我想要和大家共勉

的，就是DQ，determination決心。從我個人的經

驗，我覺得此點對能否成功滿重要的。

關於這點我有幾個現成的例子：第一是李遠

哲院長，我和他相處十年多，覺得他IQ、EQ、

MQ都很不錯，但是讓我最impressed的是他的

DQ。他決定要做什麼事情就真的會去做，早上

想，晚上也想，不管有多困難就是非設法完成不

可。第二就是我嫂嫂。我們家有四個博士，IQ最

差的也許就是我嫂嫂。我們四個都有拿到駕照，

三個都會上路，只有她還不會開車。有一次我出

國，她女兒到我家去住，我回來的前一天，我嫂

嫂過去幫忙清理房子，結果把我的吸塵器弄壞

了。她就和我說：『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吸塵

器搞壞了，我一向都很怕機器。』我說：『不是

您怕機器，應該是機器怕您！』這個嫂嫂是我們

四個博士裡面唯一出任政府要職的，她現在是國

史館的館長。她一直認為只要是對的就要去作，

所以對於台灣的定位一直有她獨特的剖析與看

法，就因她一直往這方面研究，才能出任國史館

的館長。第三就是我自己，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

這個台上，是因為我畢業那年下了兩個決心。第

一就是我到美國去絕對不喝咖啡。因為我去美國

的前幾天遇到陳瑞龍教授，他整天都在喝咖啡，

成癮改不掉，他對我說：『梁啟銘啊，你出國去

絕對不能喝咖啡。』所以我出國就沒有喝咖啡；

我下的第二個決心就是絕不忘本，一定要幫台大

藥學系。所以我在這三十八年內，只要母系或系

友會有什麼事情找我，我都盡可能的幫忙。想是

因為這樣，所以我今天才能站在這個台上。

今天，我最主要想強調的是，不管畢業以

後作什麼，你們自己心裡要有一把尺，決心要做

什麼事，就一直往那方面去認真籌劃，你才會成

功。楊院長剛剛說：『已經給你們釣竿了。』，

但若只拿來釣旁邊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還是沒有

大用（引起一陣笑聲）。釣竿只要好好的使用，

好好的努力，一定會成功。最後我和你們分享我

個人現在的決心，就是要把台灣的生技醫藥產業

弄好，希望大家也能往這方面一齊努力，謝謝各

位！

（以上梁系友風趣輕鬆卻富哲理的談話，為

錄音整理，再經梁系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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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學生代表致詞

◎ 陳彥汝

主任，各位貴賓，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

好：

我是畢業生代表陳彥汝。四年的時光，如同

昨天發生的事情一般的歷歷在目。從剛進大學，

什麼都不懂事的我們，在台大藥學系的四年中，

一同經歷過許多共同的回憶 。

我們曾在球場上恣意的揮灑青春，在舞台

上大放光芒，在考試前努力衝刺，一起去參觀藥

廠、溪頭班遊，與到台大醫院藥劑部實習等等，

這些生活點滴在我們離情依依的心中，交織成一

個美麗的故事。

今天的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段旅程的開

始。此時，我們已擁有了可以繼續下一段歷程的

知識與態度。

在座許多同學的父母，在四年前的此時，都

曾陪伴過孩子們經歷大考的煎熬，將我們送進台

大的校門。而在今天，在台大藥學系的撥穗典禮

上，我們又再一次的看到了他們，拿著相機，笑

容也更陽光，我們應該利用此時，對我們的家長

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同時更應該向教導我們不移餘力的老師們

致上最高的敬意，有您們的課業及處事態度上的

提攜與指導，我們才有本錢迎接下一個階段的挑

戰。

最後，祝福各位師長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祝福所有畢業生，鵬程萬里，鴻圖大展；祝福在

校的學弟妹們，學業一帆風順，大學生活愉快充

實！謝謝！

（註記：陳同學於致詞完畢接著施展她的魔

術高招，瞬間變出一隻白鴿，遨翔於禮堂，引起

一陣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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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藥劑師學會一行15人於2008.06.20下午至本

系參訪，首先由李水盛主任簡介臺大藥學，接著由

郭潮輝會長簡介澳門藥學。進行與學生座談、討論

與交流時，本系澳門僑生提問關於澳門目前的制度-

藥師、技術員（類似台灣的藥劑生）、學徒之間的

職權差別及澳門目前的藥業經濟等問題。藥劑部參

訪部分，先由沈麗娟副主任簡介臺大藥劑部，接著

參觀UDD住院藥局及門診藥局等。來訪者對於藥劑

部的電腦系統，例如門診診間電腦與藥局電腦連線

後直接於藥局印出藥袋、連線分包機、藥師可直接

於電腦系統查詢病人資料以監測病人用藥情況等，

感到興趣並提問討論。

2008臺大醫學院藥學系研究日 

暨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核心設施研討會

時間：97年6月21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301講堂

說明： 藥學系研究日本年為首次舉行，預計往後每

年均舉行一次。今年研究日主題為天然物開

發，上午特別邀請二位法國專家Dr. Georges 

Massiot（Director of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 

center ; Pierre Fabre）、Dr. Frederic Ausseil

（Director of pharmacy Lab of the Pierre Fabre 

Group-CNRS）及本系老師李水盛教授、顧

記華副教授、林榮信助理教授學術演講，

中午並於藥學系系圖書室進行Round Table 

Discussion分享經驗與意見交流，藉此了解兩

國間天然物研發現況。下午為壁報論文與口頭報告，由碩士班應屆畢業生與博士班貳年級以上同

學發表研究成果，壁報論文共27篇，口頭報告博士班同學有賴怡君、陳建光（博士後研究員）、

江柏政、蔡勝發、林曉青、陳依呈、林憶珊、張莉德，並由博士班研究生擔任主持人，以訓練同

學研討會口頭發表經驗。

澳門藥劑師學會參訪臺大醫學校區

上圖為參訪藥學系時於系圖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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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瞭解台灣與俄羅斯雙邊在生物多樣

性及活性天然物最新研究發展狀況，並討論雙

方未來合作模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

灣大學藥學系與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

室於今年七月二十一與二十二日共同舉辦台俄

雙邊生物多樣性暨活性天然物研討會（Taiwan-

Russia Bilateral Symposium on Plant Biodiversity 

and Bioactive Natural Products）。邀請了來自俄

羅斯科學院 遠東分部（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FEB RAS）海洋生

物學研究所（A.V. Zhirmunsky Institute of Marine 

Biology）、生物暨土壤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Biology and Soil Science）的學者，並同步邀請國

內學者共同進行有關海洋生物多樣性、植物生物

多樣性、天然物藥物活性成分、食物添加物等議

題交流。

此次來自FEB RAS的兩位所長演講中，海

洋生物學研究所所長Andrey V. Adrianov院士，首

先介紹俄羅斯科學院 遠東分部 海洋生物學研究

所，俄羅斯科學院佔地遼闊，除了位於莫斯科的

科學院總院外，另有三個分部，分別為：遠東分

部，西伯利亞分部及烏拉爾分部，其中遠東分部

的海洋生物學研究所目前有401名員工，其中187

名為科學家，分為18個實驗室及部門，此研究所

主要研究目標有三，第一為進行遠東及太平洋海

域之海洋生物植物群、動物群、生態學與產物相

關研究；其次是研究及發展生物性資源之保存、

複製及管理的科學性機構；第三為海洋有機體之

適應作用、個體發生及演化作用相關研究。此

外，Andrey V. Adrianov院士特別提到，以往在進

行海洋考察時發現只出現在熱帶海域的魚群，現

在亦會出現在寒帶國家的海域中，顯示地球暖化

問題日益嚴重。FEB RAS生物暨土壤科學研究所

所長Yury N. Zhuravlev院士介紹此研究所主要是

以植物生物科技之基礎及應用研究為主，自80年

代起，以俄羅斯遠東地區重要作物為主的組織培

養研究，如：馬鈴薯、稻米及大豆等，目前正在

進行有關植物細胞株的variability、morphogenesis 

control及stability of epigenetic traits等研究，藉

由與俄羅斯科學院  西伯利亞分部  細胞學暨基

因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ytology and Genetics, 

Siberian Branch of RAS）合作，已發展出將具抵

抗病毒及壓力的基因轉殖到馬鈴薯、稻米及大豆

等方法。

藉由此次邀訪及各專家學者的精采演講，帶

給與會人員對俄羅斯科學院 遠東分部更深入的了

解，且會後雙方熱烈地討論可能的合作模式及機

會，雙方學者均非常樂意朝國際交流與合作，以

增進雙邊學術研究領域的寬度與深度。

2008台俄雙邊生物多樣性暨活性天然物研討會心得分享

◎ 博士班　劉佳雯

台俄研討會謝幕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