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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記事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備 註

2009/03/18 臺大藥學南區校友會成立餐會 28人

2009/04/19 2009第四屆臺大藥學校友盃壘球賽 40人

2009/04/28 臺大藥學中區校友會成立餐會 19人

2009/06/29 第二十八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 21人

2009/07/18 第二屆校友盃高爾夫球賽 20人

校友榮譽榜

註： 林系友為中研院院士、臺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名譽教授，長期指導我國學生參加美國國際科展競賽

（ISEF），推動科學教育貢獻卓著，被譽為台灣科展教育的舵手，並於2009.04.02獲頒獎章。

恭賀!!
林榮耀系友（第1屆）榮獲教育部頒發
三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註： 明年元旦即將成立的台灣食品藥物管理局（TFDA），總編制為505人，預計將設置風險管理、企

劃及科技管理、食品、藥品及新興生技藥品、醫療器材及化妝品、管制藥品及研究檢驗等7個業務

組，希望能達到食品衛生管理一元化的目的。 

恭賀!!
康照洲系友（第23屆）榮任衛生署食品
藥物管理局（台灣FDA）籌備處召集人

恭賀!!
蕭美玲系友（第15屆）榮任衛生署副署
長

註：康系友為臺大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教授，於2009.04.17獲院內傑出服務獎

恭賀!!
康照洲系友（第23屆）榮獲臺大醫學
院98年傑出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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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學系第二屆高爾夫球賽

王在斌（14屆）

於颱風可能侵台之際，在康照洲教授及王在

斌系友號召之下，第二屆台大藥學系校友高爾夫

球隊又開打了。於7月18日下午在幸福球場分五

組出發。

風停了，雨也沒來，又不太熱，天氣真的出

奇的好，真是打球的好天氣。完成了18洞後，大

夥齊聚於北海漁村做Second run，也請了系友會

理事長宋順蓮共享佳餚，至10時才盡歡而散。

此次球賽老、中、青齊聚一堂，由第9屆至

41屆（68歲→35歲）18人加上朱茂男（12屆）夫

人葉女士共19人。比賽結果以新新貝利制計算，

名次：

於球場，左起為紀幟聰（30）、陳永順（13）、莊俊三

（9）、張俊博（30）（略敬稱）

於晚宴中頒獎，左起為康照洲（23）、朱茂男（12）、

王在斌（14）、蔡卓憲（41）（略敬稱）

註： 朱系友為臺大醫院藥師兼組長。教育部為激勵部屬機關學校同仁工作士氣，提昇服務品質，每年舉

辦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頒獎典禮。典禮於98年7月6日下午2時50分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行,

總計80位受獎者，每位受獎者都是經過各服務單位以非常嚴謹的過程推選後,再經由教育部組成之審

議小組，從130位候選人中審慎評選後脫穎而出。

恭賀!!
朱蓁蓁校友（40屆）榮獲98年教育部暨
所屬機關學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

說明：98年藥事科全國錄取人數為9人，本系系友占6名。

恭賀!!
黃玫甄(48)、陳雅婷(51)、曾慶成(51) 
、陳昌志(53)、陳世芹(53)、張靜嘉
(53)，以上系友錄取98年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藥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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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桿第一名：莊俊三 （第9屆）

淨桿第二名：康照洲 （第23屆）

淨桿第三名：王在斌 （第14屆）

幸運第七名：紀幟聰 （第30屆）

BB獎：李宜真（41屆），原為傅幼斌 （第

39屆），但缺席晚宴故由第17名遞補。

近洞獎：莊俊三（第9屆），康照洲（第23

屆）2洞，賴子堅（第27屆）

二近洞獎：郭槐秋（第12屆），康照洲（第

23屆）

上述名次獎品由王在斌會長準備，分別由宋

順蓮理事長、景康陳永順董事長（第13屆）、朱

茂男學長（第12屆）頒發。

球賽後發現藥學系校友中有職業級高手，賴

子堅（第27屆）成績76桿，郭槐秋（第12屆）成

績77桿（※只比英國公開賽Tiger Woods第二天74

桿多2~3桿）。而低於90桿之高手有黃江隆（第

12屆，88桿）；王在斌（第14屆，89桿）；王明

傑（第38屆，90桿）；蔡卓憲（第41屆85桿）

而康照洲除拿淨桿亞軍外，並有一個二近洞

及2個近洞獎。尤其在幸福球場東區第二洞只差

20公分就一桿進洞，堪稱文武兼修。

經過大家熱情的討論，大家決定每季打一

次，共推王在斌為本屆會長，蔡卓憲（第41屆）

為總幹事，而宋順蓮理事長為名譽會長。並訂下

次於10月31日（週六）開打本年度第二次高爾夫

球賽。歡迎大家一齊參加。

臺大藥學中區校友會成立餐會活動

時間：98年4月28日(星期二) 18:30 

地點： 台中經國綠園道上誠品書局大樓的 3F 誠

品Tea Room 

為凝聚臺大校友情誼及促進藥學發展，臺大

藥學校友會特別舉辦臺大藥學中區校友餐會，邀

請中區的校友共同熱情參與，與學長姐弟妹們一

起來聊聊，以利未來之互通有無，共同為更美好

臺大藥學校友會中區分會成立餐會當日合影

的藥學未來而努力。 

餐會當天，推舉出34屆的林高賢校友擔任中

區分會會長，以及36屆王汝容校友擔任中區分會

總幹事。希望能凝聚中區校友們，期能彼此關懷

共創美好未來。 

註： 南區分會亦已於2009.03.18成立並推舉出會

長蔡瑞真(22屆)和總幹事宋國峻(32屆)

臺大藥學校友會中區分會會長林高賢

(34屆)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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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台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年會與會紀實

忻凌偉

在今年三月份的某一天，李水盛主任問我

是否可以代替他出席八月底舉行的台大藥學系北

美校友年會。回想上一次參加北美的校友聚會是

1999年在馬里蘭州黃益謙學長與李秀美學姊的家

中，當時34屆（1990）的我還是在場最年輕的藥

學系校友。轉眼間十年過去，能夠有機會再次參

加北美校友的活動，心中自是滿懷著興奮與期

待。

但是隨著日期的接近，心中無形的壓力卻與

日俱增。因為這兩年在台大藥學系所進行中的改

變是空前的，不管是藥學大學教育的學制改變或

是林森南路『藥物科技大樓』的興建，來自四面

八方的各種不同『關切』、『意見』、『指示』

與『命令』，時常將藥學系的原先規劃進行『無

法預期』且有時『令人傻眼』的變更。看著藥

學系大家長李主任為這些事忙得焦頭爛額之餘，

還必須向可能意見相左的『單位』說明與進行溝

通，深深體會到主任的壓力與無奈。而這次我要

代表主任參加北美校友年會，在會中向大家報告

台大藥學系的『最新近況』。面對多年來一直關

心並以行動支持台大藥學系的北美校友們，一定

要利用這次面對面的機會與校友充分溝通、交換

意見，使未來雙方的合作更有效率。

這次的北美校友年會是在『 C a r n i v a l 

Paradise』遊輪上舉行，我們一上船就體會到

『計劃趕不上變化』的道理。原來是遊輪公司的

另一艘船遇到颶風更改行程，為了將停泊的碼頭

讓給那艘船，我們的行程也大為更動，對我們影

響最大的是將最後一天的年會報告提前到第二天

早上。於是只好無視於遊輪上的各項設施與美

食，咬著牙對抗時差，將報告內容進行最後的修

正確認。

2009台大藥學系北美校友年會在北美校友會

長湯丹霞的簡短開幕致詞後，由許照惠系友進行

『竹北產學合作大樓』與『藥物科技大樓』的興

建進度報告。聽到就在我們飛機穿越太平洋上空

北美校友會湯丹霞會長（左）與許照惠博士 許照惠博士（左）與校友會宋順蓮理事長

遊輪上的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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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竹北產學合作大樓』順利完成了上樑

儀式，在興奮的同時心中壓力倍增，因為『藥物

科技大樓』尚未獲准正式開工。同時也不禁感嘆

若非當初大樓選址一波三折，現在大家應該正在

籌備落成典禮吧！

接下來分別由湯丹霞會長與宋順蓮理事長分

別代表北美校友會及台大藥學校友會頒獎給許照

惠系友，表彰她這些年來對於北美校友會和台大

藥學系的卓越貢獻。最近的莫拉克颱風在東、南

台灣造成極大災害，許系友立刻捐出一千萬給台

大作為受災學生的助學金。於是我們在由中華景

康藥學基金會與台大藥學校友會共同頒給許系友

的獎牌外盒印上精心設計的一段話：『許願勤耕

大業成、照明塵世益蒼生、惠施學子愛心足、義

舉垂芳臺大情』以感謝表揚許系友的傑出成就與

奉獻。

此次北美校友年會邀請到目前任教於俄亥

俄州立大學的陳慶士教授，以『Drug Discovery 

Research in Academia. Is the Glass Half Full or Half 

Empty?』為題進行了一場精采的專題演講。這幾

年陳教授對於台灣學界的新藥開發以及藥學人才

的培育都盡了不少心力，系上的顧記華老師今年

七月份才從陳教授的實驗室完成進修歸國，而李

主任的公子目前也正在陳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

學位。演講結束後湯會長代表北美校友會頒獎給

陳慶士教授，接著就輪到我上場進行台大藥學系

的近況簡報。

報告內容分為『招生與師資』、『藥物科技

大樓』、『六年制藥學教育』及『臺大藥物科技

大樓暨藥學院行動小組』四部份。除了將最新的

訊息帶給北美校友外，我也將許多實務執行上的

前因後果以及目前系上在『空間規劃』、『師資

遴聘』及『經費』等方面遇到的困難與瓶頸攤開

來談，希望能集思廣益、克服難關、撥雲見日。

最後一場簡報是由林慧玲主任報告臨床藥學的發

展現況，這幾年北美校友會對於台大臨床藥學的

發展出錢出力，也承諾將繼續支持臨床藥學師資

的所需經費。

下午的聯誼活動就輕鬆多了，校友們展現藥

學專業以外的才藝，載歌載舞好不熱鬧。宋順蓮

學姐也帶領我們全體台灣代表隊進行了『姐姐妹

妹站起來』和『妳是我的花朵』的歌舞表演。可

惜陳永順學長因為忙著拍照而無法下場，不然我

們的表演一定更有看頭。這次的北美校友年會與

會的最年輕系友是1993的賴品秀學妹以及2001的

葉瑋炘學弟，很高興看到年輕的校友參與校友會

活動，卻也感嘆我不再是最年輕的了。這次的北

美校友年會也舉辦了抽獎活動，獎品是300塊美

贈詞予許照惠博士 作者忻凌偉老師全家福

賴品秀系友及其公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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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系友畢業40週年團聚

今年第13屆系友畢業40週年了，趁北美校友會年會的前夕，相約至洛杉磯舉行同學會，陳永順系

友、許章賢系友等均由台灣至美國會合。上圖為歡歡樂樂喜相逢的合照，大家向心力十足，倍感40多年

的同窗之誼彌足珍貴。右圖為本屆同學王瑾學表演彩帶舞。

相片提供：陳永順系友

第四屆臺大藥學壘球系友盃賽事報導

藥二 李璟昕

時間：2 009 / 04/ 19 早上8點到下午4點

地點：台北市青年公園棒球場 

隊伍： 校友隊、藥理隊、藥學A隊、藥學B

隊，共四隊 

金，結果幸運得主是賴品秀學妹的公子Edward。

在聽到藥學系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後有不少系

友都有沮喪的感覺，在陳永順董事長、林慧玲主

任及宋理事長的聯繫下，我們隔天緊接著與北美

校友會的理事們舉行進一步的會談。這次的會議

大家開誠佈公，進行的方式以及效率是我以往在

學校很少看見的，儘管有不同的看法卻能迅速尋

求共識並提出結論。李德義校友負責整理會議紀

錄與結論，當我看到會議紀錄粗稿時是既驚訝又

佩服，由內容得知北美校友已完全了解目前藥學

系所面臨的問題，也針對問題逐項提出具體的行

動方案。因此這一次會議成功的減少了大家原先

的認知差異，同時也確立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台大藥學系第十三屆的校友也利用這次的北

美校友年會舉辦畢業四十周年同學會，我才發現

除了許照惠系友外，前任的景康董事長許章賢系

友與現任的景康董事長陳永順系友也都是第十三

屆的。看到藥學系學長學姊們的傑出成就及對母

系的貢獻，心中頓時浮現『有為者亦若是』的目

標，我們都應該更加把勁才能承先啟後，不辜負

台大藥學系前輩們的奉獻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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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感謝充滿活力與朝氣的理事長，以及

忻老師、沈老師、林老師的熱心參與，讓這歡樂

的運動更拉近了師生間的情誼。

這次比賽分四個隊伍：

校友隊─由老師們、畢業之校友所組成的

夢幻明星隊伍；藥理所─實力超堅強，擁有絕佳

默契的團隊；二代藥─大學部現任系壘成員，慢

慢磨練成長中；藥學軍團─由大學部和藥學所組

成，實力不容小覷 

第一場比賽：校友隊VS藥學軍團 

雖說校友隊大部分是藥學系壘的超強學長們

組成，可是藥學軍團也很厲害，有一名超級強投

「阿劭」領軍，讓比賽更加刺激、有趣。 

老師們都有下場打球，玩的很開心，尤其是

理事長，超有活力超可愛的！ 

我只能說，壘球真的很棒啊！ 

第二場比賽：藥理所VS二代藥

雙方列隊~來個先禮後兵!!

這場比賽打得難分難捨~最後比數13:15超緊

張的啊~~由藥理所贏得勝利！

中午休息時間，大家愉快的享用便當。在此

特別感謝藥理所贊助的香噴噴便當，讓我們補充

體力迎接下午的挑戰！

茶餘飯後之時，理事長還跟我們分享了人生

歷程，忻老師也跟大家聊到實驗室的近況，老大

還述說著草創系壘之蓽路藍縷困境，最後所有學

長都上台分享，超級溫馨的∼ 

下午又繼續熱血的打起壘球，分別比了季軍

保衛戰和冠軍爭霸戰，驚險又刺激。一定要來親

身體驗，才能感覺箇中樂趣啊！ 

冠軍是，明星夢幻校友隊！

亞軍是，陣容堅強的藥理所！

季軍是，大學部！ 

於閉幕典禮時，分別頒發金手套獎、安打王

等有趣獎項。超HIGH!! 

而本日MVP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理事長！

 壘球系友盃真的是件很棒的活動！不僅能

聯絡校友間的情誼，更能讓大學部的同學與校

友、老師們多做交流，一起快樂的運動，真的很

難得！ 

這次活動能順利舉行，要感謝校友會、景

康基金會、何助教、藥理所及藥學系所的各位支

持，真的很謝謝大家，希望這種活動能永續舉辦

下去。（詳細照片請見第32期台大藥學校友會電

子報http://rx.mc.ntu.edu.tw/alum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