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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記事

（2009.03-2009.09）

經過千呼萬喚及長期規畫，由校友許照

惠博士捐款興建的「臺大藥物科技大樓」於

2009.05.13正式開工，李嗣涔校長肯定校友對母

校的回饋與貢獻，也期許未來帶動的產學合作及

藥學專業教育成為國內的標竿。

位於徐州路校區的「臺大藥物科技大樓」五

臺大藥物科技大樓動土
專業教育與產學研發創新局

◎ 景康行政助理　沈敏

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舉行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

場面莊嚴隆重。許博士與李嗣涔校長受邀擔任主

典者，祈求保佑工程順利圓滿，另外陳泰然、包

宗和及湯明哲三位副校長、醫學院楊泮池院長、

公衛學院江東亮院長、陳基旺研發長、潤泰建設

尹衍樑總裁、景康基金會陳永順董事長及台大藥

【藥物科技大樓記事】

3/17 與公衛交換車位討論會 

3/26 大樓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3/31 懇請環工所鄭福田教授討論藥物科技大樓環安議題

4/06 第一次樹審會議（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

4/09 大樓興建工程案通過都市設計審議（都審）

4/24 第二次樹審會議 

4/27 大樓新建工程環安衛、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議暨圍籬位置確認會勘 

5/07 大樓新建工程施工說明會 

05/13 舉行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

5/20 大樓新建工程空間討論會（系上會議）

【系上記事】

4/16 第二屆台法中草藥研討會

05/24-25 台灣大學藥學系所暨臨床藥學研究所教學研究自我評鑑

06/01 藥學系所暨臨藥所畢業生徵才說明會

06/07 九十七學年度藥學系所暨臨藥所撥穗典禮

07/20 Professor Alan H. Lau(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訪問本系商談UIC與NTU教學

合作事宜

08/24 泰國坤敬大學校長Professor Sumon Sakolchai 等人訪問本系

09/14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Professor Armin Buschauer蒞臨本系演講德國藥學教育

09/20 舉辦「社區藥事專業品質國際研討會：社區藥局的民眾照護服務」研討會

09/28 Ohio State University 藥學院副院長Professor Kenneth Hale蒞臨本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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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北美校友會湯丹霞會長等多位貴賓應邀參加。

此外，觀禮來賓中還有兩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他

們是許博士的雙親。藥學系師長也幾乎全員到

齊，一同見證母系的發展。

李嗣涔校長表示，新大樓興建有助於臺大藥

學教育與研究之健全發展，未來更朝成立藥學院

而繼續努力，他並期許未來藥學系推動的藥學專

業教育及科技研發能成為國內的標竿。

許博士秉持著一致的理念：回饋母校，提升

國內製藥產業。她感謝校方、國內外校友、承造

的潤泰集團及羅興華建築師等多方的協助，才使

得大樓能順利興建。未來連同竹北校區的「產學

合作研發大樓」完成後，將陸續推動產學合作，

進而起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海外校友回國，

促使母系之藥學教育及製藥科技研發邁向國際水

準。

「臺大藥物科技大樓」預計明年三月完成主

體結構，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的建物，樓地板

面積共約2700坪。

編按：當日上午同樣由許照惠博士捐款興

建的台大竹北分部「產學合作研發大樓」也舉行

動土典禮，此為竹北分部第一棟建築，未來將由

工學院、醫學院、電資學院、生命科學院等跨領

域研究中心、產學合作實驗室進駐。包含地下一

層、地上六層的建物，樓地板面積約2780坪。可

參見臺大校訊第964期2009.05.20出刊。

上香祝禱，前排主典者左起李校長、許照惠系友，後排

陪典者左起陳永順系友、楊泮池院長、李水盛主任、尹

衍樑總裁

動土儀式

會場場景與貴賓，前排右起為許照惠系友合作伙伴Dr. 

Phillip Frost、許系友父母

邀請李校長、楊院長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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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來賓、各位畢業生同學、家長：

今天早上有許多同學沒有參加校總區的畢業

典禮，因此先轉述在校總區畢業典禮中校長及貴

賓給同學們的叮嚀。校長致詞中提到，四年前新

生入學典禮中，曾闡述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

人」，當初所提期許同學之支票，今日是否兌現

呢？例如「敦品」，校長提出最簡單的行為準則

就是「考試不作弊」，請問同學都做到的嗎？結

果同學大聲回答絕對做到了，這看似一個非常簡

單的問題，事實上關係到將來在社會上的種種，

校長強調的是務實誠信。校長同時提到大學的四

年只是打下基礎，畢業之後到職場退休還有近40

年的時間，還有十個社會大學要去經歷。我們應

破除社會對台大畢業人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的觀

感，能如此以各位的聰明才智，在社會上應該是

無往不利。

另外，上午的畢業典禮邀請來賓天主教單國

璽樞機主教，他以：「哪裡有愛，哪裡就沒有辛

勞」勉勵畢業生，用愛心去面對各種挑戰。這或

許是驚濤駭浪，不是一帆風順，樞機主教給的叮

嚀，我們要「穿著愛的翅膀，鵬程萬里！」。這

是一個非常好的啟示，因為我們在社會上將面臨

各種競爭，而這種競爭不應該是你死我活，而是

尋找雙贏的結果，以利他為出發點，雙贏是一個

最好的結局。我們現在不要求大家能夠完全犧牲

奉獻，但起碼能夠做到雙贏的結果，這是在社會

上做事情能夠無往不利的一個法則。

目前藥學系面臨很多的挑戰，其中之一就

是藥學院的問題。現在我們一步步前進，包括六

年制教育已經將從今年8月開始招生，另外一個

空間的問題，藥物科技大樓也在今年5月13號開

工動土。接下來的使命是我們該如何經營這新的

環境，能夠把藥學帶到另一個境界。剛剛楊院長

也提到，大家畢業了，其實藥學的表現不是只有

撥穗典禮系主任致詞

◎ 李水盛

在學校這部分而已，系友可以說是我們最大的依

靠，包括現在的改革，系友出了很大的力量，也

唯有系友能從社會的角度、國家的需要、世界

觀，督促我們在校的老師和同學不斷的邁進。我

也希望同學畢業了可以秉持愛護母校的心意，不

時的給我們叮嚀，促使我們的教育、研究，能夠

更加的進步。最後祝福大家，用〝愛的翅膀〞鵬

程萬里！祝福各位貴賓、各位家長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謝謝。

（以上為錄音整理，經李水盛主任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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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藥所師生合影

藥學所師生合影

大學部學士班師生大合照（以上照片由陳永順系友提供）

撥穗典禮照片集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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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照片集錦(二)

台上來賓左起為家長代表賀全慶先生、校友會宋順蓮理

事長、陳基旺研發長、李水盛主任、傑出系友符文美教

授、景康基金會陳永順董事長、藥師公會全聯會林子舜

理事、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許駿欽董事長

會場師長與家長來賓

頒發研究生論文獎，由陳基旺研發長頒獎 頒發成績優良獎，由景康基金會陳永順董事長頒獎

頒發服務貢獻獎，由校友會宋順蓮理事長頒獎 系上師長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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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院長、陳院長、李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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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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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記得用熱情與溫柔對待家

人，幸福的家庭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從大學開始，同學們從同儕學習到的事務

往往多於由老師學到的，不過將知識、經驗整合

應用在實際生活的力道是同學還需要學習的。不

論就業或繼續學業，千萬不要恃才傲物，井蛙窺

天，也不要忘記感謝曾經啟發過你或為你將來鋪

路的任何人。

在北京大學已經有三屆六年制藥學教育的畢

業生後，臺大才將開始招收第一批六年制藥學系

學生，前面還有許多要克服的障礙，還好有楊院

長、陳院長以及我們校友的支持。

撥穗典禮臨藥所所長致詞

◎ 林慧玲

藥師是個醫療專業，養成教育中一定需要

師徒制的實習，臺大大學部或臨藥所實習課程之

品質遠超過國內學校，這必須感謝臺大醫院對培

育人才的支持，以及臨床藥學老師、醫院藥師與

醫師們對實習及臨床教學的付出。但真正進入職

場，你們仍會發現自己只是初學者，連登堂都還

沒有。

今天台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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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曾說「你的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我

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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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林所長因公務由沈麗娟老師代表上台

依循講槁致詞。

院長、陳研發長、李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同

學、各位家長大家好：

四十年前我從北一女畢業的時候，填大專聯

考的志願，第一個志願就是台大藥學系，至今從

來沒有後悔過念藥學系，所以今天很恭喜大家從

藥學系畢業。剛剛師長代表忻凌偉老師說大家畢

業就如同已經取得了一台『台大藥學系』出廠的

撥穗典禮傑出系友符文美校友致詞

◎ 符文美

品牌電腦，那你們今天就升級了，正式成為台大

校友會的會員了。

5月1日我收到系辦公室e-mail通知，恭喜我

獲選今年藥學系的傑出校友，讓我覺得受寵若

驚、有點意外，因為台大藥學系畢業的校友非常

傑出的很多，大概也不會這麼快就輪到我。剛才

李主任致詞時也提到，可能正是「藥物研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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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因為去年十月我的實驗室成功地開發一個

新藥並技術轉移給一家生技公司，可能是新藥的

開發對藥學系的學生有一些激勵的作用。

緣起於我參加國家型生技製藥計畫，跟成功

大學的莊偉哲老師合作，我們開發了一個αvβ3

的拮抗劑，而這個藥物是一個蛋白藥，具有抗

血管新生、抗骨質疏鬆，以及抗轉移到骨頭的腫

瘤，其實有許多家的生技公司想要承接，我們評

估了以後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所以就選擇了陳

志明系友的公司技轉。這是有點私心，因為陳志

明是我大學同班同學，第18屆畢業校友，不只是

同班啦，我們的學號也是隔壁，陳志明是29號，

我是30號，所以藥學系有很多實驗，我們都被排

在一起做實驗，可是大學的時候看不出來他會變

成一個企業家，而且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看不出來喔，因為他外表木訥。所以大學或研究

所成績不好都沒有關係，只要將來你努力，都有

嶄露頭角的時候。

陳志明系友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主要是

專攻藥劑，做錠劑的slow release，就靠這個技

術賺了很多的錢，當年他在美國開了一家藥廠

Andrx，賺了錢之後於2006年高價將藥廠賣出，

退休了幾年他又覺得有點無聊，所以又成立了安

成製藥，在台灣中壢買了一家藥廠，然後到加州

又買了兩間藥廠。當時藥學系要成立藥學博物館

的時候，他也捐了一百萬美金，當然沒有許照惠

系友捐藥物科技大樓那麼多，但以後我們研發的

這個新藥如果成功的話，可以叫他多捐一點，他

會分到96%的利潤，其它4%是分到台大和成大

去。

這個新藥成功的機率應該是蠻大的，安成公

司也蠻積極的，目前在猴子的毒性試驗是沒有甚

麼毒性，所以蠻有信心一直往前開發。藥學系最

被人家羨慕的就是，有很多有錢的校友，例如許

照惠捐了三億蓋藥物科技大樓，陳志明捐了三千

萬台幣，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個新藥能夠成

功，回饋一下母系。

今天各位同學畢業了，也祝福大家，不管

你是就業，或是繼續深造，記住一句話：學無止

盡。大家要不斷的學習，來充實你自己。機會是

給準備好的人，而21世紀的鑽石產業就是生物科

技，所以大家都有機會，生物醫學方面的研究應

該是很有潛力，希望大家努力，最後祝福大家更

上一層樓，謝謝！

（以上為錄音整理，經符系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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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研發長、李主任、陳董事長、傑出系友

符教授、宋理事長、各位先進、賀爸爸、各位家

長、同學，大家好。首先恭喜各位在座的畢業生

們，今天你們在順利拿到畢業證書的同時，也等

於拿到了一台『台大藥學系』出廠的品牌電腦。

不管你們所獲得的電腦是屬於『學士級』、『碩

士級』、或是『博士級』的規格，基本上都配備

了大家所需的藥學專業軟體，而每台電腦在出廠

前，都經過所有老師的嚴格把關。雖然部分同學

的電腦經歷了『重灌』的步驟，但是，今天都順

利地貼上了一張『合格』的藥字標籤。

接下來，我想向大家介紹這台電腦的快速使

用指南。大家知道拿到一台新電腦後第一件事是

什麼呢？是要先找到插座、插上電源，最好還要

有UPS不斷電系統。也就是說大家都需要先有充

裕的經濟來源，才能實現下一步未來的理想。這

裡就要讚美在座的各位家長及畢業生當初的明智

抉擇：選擇了藥學系。即便在不景氣的當下，藥

學系的畢業生幾乎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但我想

問問各位，面對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大家是否也

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呢？

因此，啟用新電腦的第二個步驟不是立刻

連上網路，而是選擇並install適合你們個人的防

毒軟體，也就是確立你們的人生目標以及進行生

涯規劃。也許大家會想：系上好像就有提供了一

些『免費』的防毒軟體，有的老師也已經主動的

幫大家灌入『試用版』，所以何必還要為此傷腦

筋呢？  但是這幾種防毒軟體是否適合每個人？

是否又有即時的更新？我希望大家在準備執照考

試之餘，給自己一些時間、沉澱下來好好地想一

想。自己到底想要個什麼樣的人生與未來。如果

沒有良好的軟體保護，你可能就會像電腦中了毒

一樣，你的人生可能空轉，對未來的方向無所適

從。

撥穗典禮老師代表致詞

◎ 忻凌偉

接下來電腦就該連上網路了。在現在的社

會，網路功能越強，大家所能發揮的效能也越

強。大家在踏出校門面對廣大世界的人與事時，

要時時記得open your mind多多與人互動，加強

『修煉』人際關係，不要對方意見想法一跟你不

同，就把對方封鎖。二十年前我還在唸藥學系的

時候，個人電腦有二大系統：蘋果的麥金塔以及

被稱為 IBM-compatible PC，麥金塔的作業系統比

其他的PC至少超前十年以上。然而蘋果公司卻採

取封閉的態度，不願開放程式碼，結果不僅無法

持續扮演個人電腦的領導者，也將市場拱手讓給

了他人，現在只能靠賣i-pod維生。大家現在都在

用IBM-compatible PC的時候，沒有幾個人能夠真

正了解到這個世界上可能有更好的選擇。近幾年

在台灣考上藥師執照的人當中，大約只有5%是從

台大藥學系畢業的。以化學的角度來看，這樣低

的比率要想能夠有所作為，唯有在化學反應的速

率決定步驟扮演催化劑的角色。所以如果大家真

的有熱忱，希望能對藥學的各個領域有所貢獻，

提升藥學人的地位，切記一定要走出去，了解其

他的人，發揮你們的影響力。

大家一定都有經驗，不論你花多少錢買到市

面上配備最高檔的電腦機種，沒幾年就會落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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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使用。所以你們離開校門後，一定要隨時進行

『擴充』及『昇級』的動作。考量到藥學知識的

進展日新月異，大家的硬碟容量都有限，所以藥

學系的老師們其實比較重視加強大家的可擴充性

以及未來昇級的空間，而不只是一味的灌入大量

的資料。因為如果這麼做，你們電腦的速度勢必

會越來越慢，同時也沒有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不同於在學校，未來大家將會從事各種不同

的工作，因此勢必針對工作的特性，建立量身訂

做的各種設定值以及我的最愛，還有每份工作都

會有不同的know-how，這些都是我們為大家保留

記憶體空間的用途。

最後也要提醒大家，你們手中的畢業證書也

是一張保證書，台大藥學系及台大藥學校友會對

所有的台大藥學校友都提供永久保固以及售後服

務。歡迎大家有空多回到藥學系這個娘家，也希

望大家踴躍的參與台大藥學校友會的各項活動。

祝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撥穗典禮學生代表致詞

◎ 陳建豪

我想做為一位代表致詞可能有點沉重，不過

作為一個畢業生，談談我對於畢業的感覺可能要

來得輕鬆一點。

昨天晚上我才注意到今天已經是農曆十五號

了。月亮是這麼地寧靜，暖暖地送著光，就像大

家今天聚在這裡一樣，圓滿，卻不得不面對接下

來一天天的虧損與逝去。

我最近常常坐在宿舍的電梯口看著電梯在

樓層間運送。進進出出的人潮，在這一層停留，

在那一層出入。運送著匆匆忙忙趕著八點上課的

人，或是三五個正要晃去吃晚餐的人，搭載著這

群認識的人，或是那群不認識的人。這就是電梯

的工作，送往迎來，就跟學校一樣。學弟妹們陸

續進入，我們也像輸送帶上的罐頭一樣，充填封

裝好正準備出廠。

過去四年的回憶像填進罐頭的沙丁魚，在倒

出來回味的時候卻發現通通塞在一塊兒。兩次藥

夜大家都忙到沒日沒夜，等我們坐在台下時突然

發現，欸，這四年也過得太快了點；每年迎來新

的送走舊的，從等著吃家聚到換我們煩惱找餐廳

請學弟妹；每個活動從準備連絡找場地拉贊助到

吃便當打水球戰我們都卯足全力；立享和囧興籌

備了每一次到綠島花東新竹澎湖的班遊，每一次

都玩得好瘋好痛快；我還記得我們的制服日紅綠

燈日哈利波特日，從大一拼蛙骨大鼠解剖到打錠

跑NMR的實驗，還有每個跟大家在君悅好樂迪

的晚上；每次發現美食就辦聚餐慶功宴，我們為

好多人寫卡片買蛋糕唱生日快樂歌，一起到拉拉

Coach囧興家倒數跨年。每一年每一年我們辦活

動玩社團念書寫考古題，每一年每一年嶄新的記

憶重疊舊的，一層一層刷上五顏六色的塗料。

只是電梯沒有空下來，就沒有辦法搭載更多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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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抱抱身邊陪了你四年的戰友，

因為不是他們，你不會成為今天的你。他們為你

慶祝，幫你擦眼淚，一起熬夜拼日出，練球打比

賽，一起血拼周年慶。古詩說：「衣不如新，人

不如故。」老朋友知道你的喜好，懂你的死穴，

但「衣不經新，何由而故？」在每個人生階段裡

朋友會不斷更新，懷念舊的，同時擁抱新的，因

為這些陪伴過你的人會給你向前走的力量。

洪蘭教授說：因為大腦的老化，才會讓父母

控制不住對你的關心與嘮叨。練習體諒父母不斷

地提醒你帶傘吃飯加衣服，因為世界上只有家人

不會嫉妒你的成就。去擁抱你的父母，因為家是

我們最後的避風港，特別是在臨出航的這一天，

我們更需要彼此支持的勇氣。

我希望你記得曾經堅持過的理想。為了夢想

也好，為了病人，為了家庭，為了自我實現，為

了一餐溫飽，為了這些都好。不要忘記你曾經是

個孩子。蔡康永說：我們所在的地球是一直在旋

轉的，但我們不旋轉了。我們很輕易就拋棄了這

麼容易就讓我們快樂的事。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竟

然忘記了原地旋轉那樣簡單的快樂呢？單純是一

種天賦，而學生是最單純的職業。邁入職場後，

未來的顧慮只會更多。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必

須不斷拋棄擁有的東西，也許是時間，也許是價

值觀，也許是自尊，也許是家庭，但請你記得：

不要忘記你自己，因為你是獨一無二，無可取

代。

世界第二大富豪Larry Ellison在2000年耶魯

大學畢業典禮中提到，今天台下的畢業生未來全

都將是失敗者，因為世界首富Bill Gates是輟學

生，而Larry本人也沒能畢得了業。不過這個迷

思在去年被打破了：股神Warren Buffett可是哥倫

比亞商學院碩士，而第二大富豪墨西哥電信大亨

Carlos Slim也至少是個大學畢業生。這例子讓我

覺得，畢不畢業或許不是首富的指標，不過成功

者的腦袋裡裝的必然是不同於常人的想法，他們

勇於突破傳統，創建典範。我希望大家在畢業後

仍然能夠培養自己觀察、批判以及創新的能力；

擁有自己的思想，不被現實環境侷限。離開學校

並不表示走出了知識殿堂，畢業只是對於過去的

一種肯定，而未來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學

習。

我相信不會有永遠的相聚，也不會有永遠的

分離。我今天不能像Larry Ellison一樣勸大家快去

辦退學手續，我只能恭喜你們：今天，你就要畢

業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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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U研修心得

◎ 顧記華

其實去年會決定申請出國研修，對於我本身

的個性及安排都是很突然的一件決定，最大的轉

折在於「時間點」，因為在偶然的機會裡，一位

好友告訴我，他分析說若我要帶全家出國一年，

那時間剛好到了，因為老大剛上高中，老二則還

有兩年才考基測。當晚和美玲及孩子們討論後，

便著手申請程序，也感謝系上老師的協助及主任

的幫忙，讓我能順利通過補助，而教學及實驗室

學生也多虧有多位老師協助，讓我無後顧之憂的

到Ohio State University做一年的研修。

我真的是一位幸運兒，因為一直以來都有

許多師長及朋友幫忙，這次出國也不例外。先是

系上及院內一些老師的協助，讓我能順利成行；

到了美國以後，又有系友及實驗室陳慶士教授夫

婦及研究生的大力幫忙，這種種過程真的很讓我

感動，尤其是楊淑英學姐及陳教授夫婦。楊學姐

對我整個家庭的照顧，可以說是到了無微不至的

程度，也幫我張羅了所有居家的內容，一些節慶

假日還常帶著我們全家出去走走，讓我們在國外

都還能感受到像親人般的溫暖。陳教授及婉如對

我們的照顧也讓我們非常感動，只要有任何機會

要出去聚會或用餐，陳教授及婉如一定是邀請我

們全家參與，也親自帶我們到果園採蘋果及櫻

桃，這是我們從沒有的難忘的經驗；因我須在實

驗室做研究，孩子則在上學，婉如及楊學姐更是

貼心的常帶著美玲出去用餐及到處參觀，凡此種

種，更讓我們感受到就像家人般的受到照顧。這

次能到OSU做研究，也非常感謝陳教授的成全及

促成。這一年的研究，我學到了很多也獲得了很

多，不僅僅是實驗的內容，也包含了實驗室的管

理及運作，也了解了OSU相關的經營及內容，真

的不虛此行。而孩子們因為是唸當地的國高中(

義務教育)，這一年的學校教育也讓他們獲得了

許多，不僅僅是語言上，還有社會文化及學校體

制，也因為美國這個多種族的社會，孩子們也大

大的增加了國際視野，這種種經驗都是非常難得

的。

這一年當中，我們也利用了機會到處旅遊，

除了到過不少的Ohio的State park及Metro Park，

我們也跨州旅遊了舊金山、華盛頓DC、賭城、

上圖：顧記華老師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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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峽谷及黃石公園。每一個地方每一次旅遊都讓

我們全家人非常感動，對我來說，這是我最開心

的日子，因為能夠帶著家人旅遊是我最大的享

受。這些景點各有特色，舊金山是華人聚集較多

的地方，遊覽重點有漁人碼頭及金門大橋，這裡

的中國城算是較大的一個；DC則是一個非常有

文化氣息的城市，到處是富麗堂皇，充滿歐式古

典風格的建築物和橋樑，舉目所及是藝術和歷史

文物，博物館的密度更是讓人驚訝，我們去的時

節又正是櫻花盛開時，所以DC之旅真的讓我們

驚訝連連；賭城則是個沙漠奇蹟，但她真正美麗

的是她的夜，這兒的飯店一家比一家華麗絢爛，

深怕遊客們被競爭對手給吸引過去，所以無不竭

盡心力的妝點其飯店，竭盡所能的吸引遊客上

門；大峽谷真的非常壯觀，更神奇的是這麼壯觀

的地形竟是一條河的傑作-科羅拉多河；而說到黃

石公園，則是我們全家的最愛，雖然是最辛苦的

旅遊，但也是最難忘的經驗，這座國家公園內的

景點，各個都是大自然的超級傑作，而這也是我

們全家最想重遊的地方。總之，這一年是我們全

家豐收的一年，不管是體驗也好、是學習也好、

是開闊視野也好，我們都有著最大的收穫。而回

到台灣後，我們也盡快的適應了以往熟悉的生

活，唯獨對楊學姐、陳教授、婉如及許多好朋友

的思念，是最難克服的。最後謹以這文章來感謝

所有幫助過我們的好友，也希望能有機會大家又

能相聚。

第二屆 台法中草藥研討會
2nd Taiwan - France Workshop on Herbal 

Medicine

中草藥目前已被列為臺灣最具競爭力的生

技產業之一，本系於2009年4月16日，假台大公

衛大樓201會議廳舉辦「第二屆台法中草藥研討

會」，邀請法國與國內之中草藥、生化、醫學、

藥學等專家出席發表專題報告及討論，就兩國在

中草藥之研究發展進行交流。

今年會議主題為 “Omics”，藉雙方的交流

與研討，為傳統醫藥的之應用與療效，廣泛結合

各種新科技性方法、安全性的概念及品管評估，

為中草藥領域的整合與應用，開啟合作之契機。

本次會議，法方代表團由去年曾訪台的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之M. Georges Massiot 教授

率團，我方也邀請在中草藥研發領域的專家學者

發表論文及卓見，藉此提昇台灣在全球中草藥市

場的競爭力。

日月潭大合照 玉山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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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感染與癌症治療會議手記

Infection and Cancer: Biology, Therapeutics, 

and Prevention in HK

◎ 碩士班　陳姵璇

2008年12月4日深夜，我與同伴踏上了香港

的土地。肩上揹著海報筒，心中滿懷期待的我，

想像著自己是初履異域的戰士，而奮戰的對象就

是隔天的研討會 – 由美國癌症研究協會(AACR)

所舉辦之「2008年感染與癌症治療會議」。此次

研討會邀請了許多來自 Harvard, Johns Hopkins, 

UT M.D. Anderson 等美、德、台、中學者進行關

於癌症與慢性發炎感染的演講，並發表大約100

篇學術論文，其研究範圍含蓋癌症篩檢、基因體

治療、病毒感染、發炎反應、癌症新藥研發等相

關議題，是兩岸三地相當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

會。初出茅廬的我原本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參與，

還好藉著系上與景康基金會的幫助，讓我有機會

飛出台灣，一圓美夢。

會議當天我們很早就起來準備，大家埋頭

猛看自己海報，嘴裏喃喃唸著英文的場景，現在

想起來還滿有趣的，但當時可真的是很緊張呢！

想不到，在一番迷路之後，我們竟錯過了大會提

供的接駁車，只好迷更久的路，改搭公車⋯ 還

好香港的大眾運輸相當發達，讓三個臭皮匠在繞

了一大圈後總算還是順利抵達了。聽了幾場演講

後，終於到了張貼壁報的時間啦！當天瀏覽壁報

的人相當多，討論的風氣也很熱絡，這時我才體

會到英文的重要性，沒有它，在會場就只好當啞

巴囉！除了一些老師的指導，也有幾位它國研究

生與我交換意見，這些對我的研究都有相當的幫

助，也讓我對將來要進行的題目有更多的想法。

在 coffee time 我們還結識了各國研究生，除了學

術上的交流外，也學習到中外各地的不同文化及

民情，真的相當有趣！

難得來一趟，我們也好好把握了會議結束後

的時間，暢遊香港。搭著與台北相似的地鐵，新

奇的雙層巴士和叮噹車，我們跑遍了香港的著名

景點，從太平山上令人感動的夜景、時代廣場名

牌絢爛的繁華，星光大道上佈滿的名人手印，到

行政中心前代表回歸的紫荊花，我驚訝於香港街

道上熙來人往的各色族群，也對這個臨山面海的

城市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當然我們也沒忘記品

嚐各種特色美食，尤其是各式各樣的甜點小吃，

蛋塔魚蛋豆花奶酪菠蘿包芝麻糊芒果爽，以前只

能在旅遊書上流口水看著想像的食物，現在都燒

燙燙端在眼前啦！雖然一直走路很累很酸，但看

著迷路許久才尋得的目標，一口下肚，喔~ 真是

太幸福了！

總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不

但能增廣視野，也結識了各國學者與研究生，真

是大開眼界！非常感謝系上與景康基金會給我這

個機會，希望以後也能有更多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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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刊

「學海築夢」這個海外實習計畫，去年在臨

床藥學所莞曾及雅涵完成實習回國、並且到各處

進行經驗分享之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於是第

二年的計畫也就順利展開。

去年底，對此有興趣的學生撰寫海外實習的

學習計畫，並且經過所上老師進行英語能力及臨

床技能的面試後，決定了到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實習的學生人選。在知道我

跟千慈幸運的在名單上時，可說是一則以喜一則

以憂：喜的是從未出過遠門的我，有機會開開眼

界，可預期有豐富收穫；憂的是對自己的英語能

力以及臨床藥學專業並不十分有信心，擔心屆時

表現不佳，斷了以後學弟妹出國體驗的路。

經過幾個月雙方密集的郵件往返，安排聯繫

各項事宜，五月中我們既緊張又鬥志高昂的抵達

遙遠陌生的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滿心

期待接下來兩個月的實習。

我們實習的行程安排，前兩個星期先到社區

藥局、兒童醫院以及有藥師參與的各式門診，接

下來四個星期在OSU Medical Center的各個不同

單位，最後大概兩個星期是實習中段時經過溝通

討論而盡量安排到其餘我們有特別興趣的單位。

到海外實習的目的是要了解當地的醫院、

社區的藥事作業環境與藥事照護體系，比較其與

台灣現況的異同，藉由這樣的觀摩互動，除了拓

展我們視野之外，回國後的經驗分享，也希望讓

大家重新思考，我們能從哪些方面來提升國內的

臨床藥事服務品質，讓藥師的專業能夠被大家看

見，並且獲得認同。

在這過程中，實習點的安排豐富多元，我們

幾乎每天都到不同的點，跟著不同的指導藥師，

去觀摩在各不同領域的藥師們工作時如何思考、

與整個團隊溝通、並發揮最大的作用來幫助病

人。

這裡工作環境與台灣最大的差異，除了健

康保險制度外，醫院方面，可能在於藥師們多有

擅長的專科，大家各司其職，彼此間卻又維持著

緊密的聯繫網絡，團隊合作以給予病人最好的藥

事照護；在門診及社區方面，很多診所的藥師是

與醫師同步提供服務，近年來也持續推廣各式藥

師門診，直接由藥師來追蹤病人情況並且評估用

藥。

很幸運的是，在這段期間，OSU的所有教職

員對我們的實習及生活都相當照顧，每天遇到的

指導藥師及技術員等人對我們的加入打擾也十分

歡迎，熱切的想要了解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醫療體

系及生活差異外，樂於跟我們分享工作經驗、也

都熱衷教學，讓我們得到豐碩的收穫。

除了吸收當地藥師工作經驗及心得之外，更

特別的是，體驗到不同的民俗風情。在台灣時，

很難想像身邊有這麼多不同膚色、種族、口音的

人是什麼情況，一開始語言溝通對我來說的確是

個不小的障礙，有時候是鴨子聽雷，有時候卻又

有口難言⋯。經過一些時間的調整及學習，越來

越能進入狀況，彼此間也能有良好的溝通互動，

「學海築夢」海外實習心得

◎ 臨床藥學所　陳佳其

實習接近尾聲時，跟OSU重要的教職員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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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Uppsala University學生來訪

2009.04.10上午瑞典Uppsala University學生

一行十餘人參訪本系，並由系上人員陪同至臺大

醫院藥劑部參觀。訪問團由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

物研究所所長張芳榮教授領隊，抵達系圖書室

後，先分發藥學系簡介及藥劑部簡介書面資料，

稍作說明後即觀賞藥劑部簡介影片。接著全體於

系圖書室合照，並由沈雅敬教授代表系上受贈紀

念品。之後參觀藥劑部各組，感謝各組組長協助

解說，參觀者均勤作筆記並勇於發問，留下豐富

及難忘的國際交流經驗。

甚至有機會實際進行病人的問診、給藥及衛教

等，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也難得的機會。

很感謝臨床藥學所提供這個機會，這一趟

的美國行，從剛開始出遠門的惶恐不安，到最後

要離開Columbus時帶著滿滿回憶跟感動的難過不

捨，真的是一趟非常值得的行程。鼓勵未來有興

趣的學弟妹能盡量把握類似的機會，看看不一樣

的世界，回程時的收穫絕對比預期中更多，也可

能帶給國內臨床藥事服務進步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