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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榮譽榜

恭賀!!
2010.01.01 第 23 屆校友康照洲榮任
台灣藥物食品檢驗局（TFDA）局長

時間：2009年 10月 15日 6：30 pm

地點：臺大校友會館 蘇杭小館

主題：藥界前景路上有你有我。為慶賀第 15屆

校友蕭美玲榮升衛生署副署長，藥學校友會邀

請幾位資深校友一起座談，包括學界、醫院、社

區、製造、行銷、景康、校友會等多位系友參

加，為藥界前景交換意見。

慶賀蕭美玲校友榮升衛生署

副署長座談

與會者合照，前排左起為蕭水銀、

范進財、蕭美玲、陳瓊雪、林榮耀、李

水盛。後排左起為陳永順、許章賢、朱

茂男、宋順蓮、梁啟銘、陳昭姿、陳志

明、劉麗玲、王在斌（略敬稱）

◎ 相片提供：陳永順系友



20 校友新聞看板 台大藥刊

傑出校友曾誠齊教授輕鬆談

「我的教育、服務、及抗癌藥物研究」

曾誠齊校友演講
高廷宇，楊玲華錄音整理

【前言】

2009.12.19景康校友回娘家活動，邀請傑出

校友曾誠齊教授演講。本文錄音整理，為使無法

聆聽的系友亦可得知精彩演講內容。也特別感謝

曾校友撥冗校稿。

（以下為系主任開場介紹）

2009傑出系友有 4位，二位在國外，即林

淑華系友（21）與湯丹霞系友（22），另兩位在

國內，一位是符文美系友（18）已經在撥穗典禮

表彰過，另一位今天受獎的是研究所畢業校友

（非大學部畢業）曾誠齊校友，曾校友是民國 62

年入學（R62），進陳瑞龍老師實驗室，研究所第

四屆畢業生，他畢業之後到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去攻讀博士學位，目前是高醫的總務長，

在抗癌藥物的研發與專利都有傑出表現。因為上

次撥穗典禮日期與高醫同一天以致曾校友無法參

加，所以我們利用今天的機會頒獎表彰他。

（以下是曾誠齊教授演講）

李主任，宋理事長，各位學長姊，學弟妹

們，大家好，我看到系上給我的 e-mail，說要上

台講三十分鐘，我想我再怎麼能言善道也講不到

那麼久，所以我會夾雜一些我的研究在裡面，不

過只是簡單的帶過。這幾天我一直在很努力地想

我為什麼會得這個獎，最後我有想到一些答案，

等一下會跟大家報告。

【我的教育】學習經歷

二林農校（51年 8月 -54年 7月） 

員林農校（54年 8月 -57年 7月）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58年 7月 -62年 7月）

台大醫學院藥學研究所碩士（62年8月 -64年7月）

美國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藥物化學博士

（69年 8月 -73年 5月）

農校經歷

進到台大來，事實上也是一個偶然，我從來

沒有想到我可以進到台大來。開始時我先談我接

受的教育，然後談我在教育界做了什麼事情，接

著會穿插研究，結尾回到教育。如果有在做股票

的話這可以用開低走高來形容我的求學過程。我

國小畢業的第一場考試，考初中沒考上，所以就

去念二林農校，念了三年，農校的教育政策大概

就是放牛吃草，三年就是由你玩三年，以後第二

場考試就是考高中，當時有高中聯考，到處都有

聯招，但我選擇的是那種沒有競爭的單獨招生，

到西螺中學去報考，考試的時候我很高興，有

一百個名額，只有六十二個人去報考，結果放榜

我沒有考上，過沒多久他們公告第二次招生。所

以我不得不回到老本行，去員林農校，農校三年

接下來第三場考試是一場硬仗 --大學聯考。那

時候是叫做大專聯考，有大學也有專科，大專聯

考如預期中落榜，沒有遺憾，這個時候是一個轉

捩點，落榜以後要怎麼辦呢？剛好那一年，我弟

弟是初中畢業，我高中畢業，我哥哥要去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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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爸爸就講了一句話：「你們兩個兄弟，一

個高中畢業，一個初中畢業，總要有一個人來幫

我」，當然我要出來幫忙，因為要公平啊，弟弟

和我一樣要有機會念到高中啊。後來我弟弟卻

說，他不要念了，原因是他是左撇子，寫字的時

候常常會跟人家相撞，被人家笑，以致不想念，

所以我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唸。

大學聯考

但是現沒有農校可以念了，大學要怎麼考？

事實上也是陰錯陽差，我大專聯考考了兩百五十

幾分，我以為兩百七十幾就可以上大學，其實最

低錄取分數是兩百七十幾分也沒錯，所以我就想

我衝一下補習一下，這二十幾分應該可以衝的上

去，所以我就一個人跑到台北開始補習，那是半

年一期，半年以後就第二期，所以我就讀了半年

以後就回家了，回家自己唸，後來我才知道最低

錄取分數不是兩百七，是三百三十幾，是中山牙

醫，最後一個志願，比屏東農專還低，現在牙醫

當然不一樣了，兩百七的是要考術科的，是體專

才兩百七十幾，我那時候都搞不清楚，連這個都

不知道，所以我才有勇氣去補習班。也因此我就

慢一年。在補習班當然跟不上進度，那個數學，

我們那年是新數學，根本聽不懂，而且一次有三

個老師教，一個從前面，一個從中間，一個從後

面教，化學也是一樣，我前面勉強聽得懂，中間

聽的懂一點，後面完全聽不懂。所以那個時候我

想，我大概考不上台大，我數學可以不要念沒關

係，考六科我念五科就可以了，我三民主義再拼

一下，結果後來聯考的時候，我三民主義考了

八十幾分，數學還考超過 average，因為數學平均

才十幾分而已，我猜了幾題就快二十分了。

高醫藥學的求學經過

就這樣子考上了高醫藥學系，我考了

三百六十八分，在我們班上還算是中上，這種求

學過程我後來發現是很好，因為我上了大學之

後，我很認真唸，有一次我們在上實驗課的時

候，有一位同學是彰化女中畢業的，她說我拼了

半死才考上大學，我為什麼要認真念書。所以大

學四年下來，一年級的時候我是在後段班，到二

年級的時候，往前大概四分之三，三年級的時候

大概是衝到前二分之一，畢業的時候大概是前十

名畢業的，所以那時候我才能來考台大。考台大

那時我也沒有想到我真的會考得上，那時候我是

看大家考也跟著考。當時也想說畢業能夠考個藥

師的工作也很好，能夠有工作就很好了。

在台大藥學研究所的日子

進台大我想也是一個另外的轉捩點，那個

時候只有台大有藥學研究所，我是第四屆的，每

一屆都錄取只有五個人，五個人裡面有四個是台

大的，一個才是外校的，但不是保障名額喔！還

是要考的。但是我們那一年，錄取五個，台大就

是報名五個，包含第一名畢業的，所以想錄取就

要贏過其中一個，結果那一年我是考第三名進

來！前幾年教育部的獎學金是人人通通有獎，

每人每月六百塊，到我們那一年開始就是前 60 

percent有（例如 5名的前 60％就是前 3名），每

人每月一千兩百塊。所以我考第三名，我想說不

錯，錢比較高，所以我就入學了，但後來發生一

件事情，有一位兩年前休學的同學要復學，就是

吳晉，他一復學，他是保障名額，所以我就沒有

獎學金了，那個時候也不會說要去爭取，沒有就

沒有了。台大的這一段時間，讓我會想要去出國

深造，覺得學術的氣氛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老

師（陳瑞龍教授）的研究室是在樓下，研究生全

部都集中在一大房間，那時陳世芳是我學長，因

為我高醫的時候沒有做專題，研究也不知道怎麼

做，還好那時候陳世芳學長就幫我很多忙。還有

同屆的孫紹文，我們在這裡學了很多。那時候我

們在舊館，唯一一間有冷氣的就是儀器室，到中

午我們都躲到那邊去，去那邊打橋牌呀，過的

蠻充實的。那時候流傳「來來來，來台大，去

去去，去美國」，很多人畢業之後也都跑到美國

去，所以我才會想到去美國念這個學位。人生一

路上也是很多轉折啦，所以說是開低走高，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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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相當坎坷，所以什麼學校都考不上，一開盤

就跌停，六年跌停才打開，進到高醫以後，又竟

然能夠考進台大，就像漲停板一樣，在座應該很

少人有這樣的經歷啦。

【我的服務】高醫的教學之路

高醫藥學系講師（66年 8月 -69年 7月）、

副教授（73年 8月 -76年 7月）、

教授（76年 8月 -79年 7月）

藥學系主任、藥研所所長（73年 8月 -77年 7月 )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主任（79年 8月 -89年 7月 )

生命科學院院長（89年 1月 -95年 7月 )

總務長（95年 8月迄今）

榮獲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榮獲國科會歷年研究獎勵甲種研究獎 15次

當初台大研究所成立的宗旨，我想最重要

的是訓練師資。例如我們那一年考進來五個，嘉

南藥專就來預約學生畢業以後到他們學校服務，

並提供獎學金。這種機會事實上我那時候也很想

要，但是這種機會總是給第一名的。所以我後來

畢業以後就回到高醫母校當講師，三年講師；三

年副教授、還有三年教授，所以在藥學系是九

年，中間還有出國進修，在這九年中也擔任過藥

學系系主任，藥學研究所所長。我想藥學研究所

的宗旨裡面要培養師資，我在南部服務，而且從

我這邊畢業出來相當多的學生，事實上也相當多

目前在教育界服務。系主任當完以後就籌備高醫

的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的成立，成立以後就接系主

任，一接就是十一年，然後系主任的任期到了之

後，高醫又改制大學，又設立一個生命科學院，

我又轉任院長，院長六年半，任期也是滿了，然

後就接總務長，一直到現在。所以從七十三年美

國回來接系主任到現在，超過二十五年沒有離開

行政工作。雖然如此，我並沒有忽略教學研究，

所以教學方面也得到學校的教學特優獎，也得到

教育部的教學特優獎，而國科會的獎勵方面雖沒

有拿到傑出獎，但是甲種獎也拿了十五次。

【我的研究】抗癌與其他研發

(1)國科會個別型研究計劃

(2)生技製藥國家型計劃

(3)經濟部學界科專研究計劃

近五年發表論文及專利 40多篇

我目前研究方面，有個別型的，有生技製

藥國家型計劃的，也有經濟部學界科專研究計

劃，及一些論文發表。順便一提我們研究的方向

其實還蠻廣的，今年除了一些抗癌的藥物，也有

做一些抗過敏、抗骨質疏鬆的藥物，還有做一

些抗 TB的藥物研究，不過主要的還是在抗癌方

面。而國家型計畫，我們有找了幾個化合物，

做學術要開發新藥不容易，但是有夢最美，希

望可以作出一點東西，這個部份大概是我和研

究還是有一些緣份，有一次我們在跟陳益昇教

授聊天的時候，他在做一些天然物萃取新化合

物的過程，有一些 compound丟在那裡，他說你

有沒有興趣拿去做合成之原料（eq. Dictamnine: 

A natural alkaloid as the starting material）， 我 想

說可以來做一些 modify，從這邊開始我們做出

很多 compound進入國家型計畫，所以我們整個

計畫開始時是在一個聊天的機會，找到一個主

題，做了這麼多年到了現在還在進行當中，也看

到一些成果。現在的藥物開發有一個問題，就

是它的 pharmacokinetics很重要，我們找到一個

compound，他的口服的 peak(in plasma)可以比

iv還要高，主要是因為他有多重的吸收。研究的

部分主要是來撐時間啦，後來發現我只有 20分

鐘，所以研究的部分可以跳過去。

【教育成就】作育英才無數

任職高雄醫學大學者 

王英基 陳義龍 黃龍池 黃博瑞 (楊世群 )

任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者 

韓建華 李冠漢

任職大仁科技大學者

 王泰吉　魏道昌　方國璋　許嘉裕　趙越玲 

黎淑雲　陳意莉　(劉崇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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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天一直在想為什麼會得獎，我想可

能是因為我和其他人比較不一樣的是我一畢業就

回到高醫母校去任教，培養出來的博士再進入南

部學校如嘉南或大仁擔任教職的學生人數來看，

我想沒有人會比我多。尤其是大仁科技大學的

師資，幾乎都是從我的研究室畢業的。另外還

有在嘉南及高醫的。例如黃博瑞在我實驗室拿

到碩士，他本來要留下來念博士，但是我們不希

望相同專長的老師太多，所以我們請他去中山

唸 PhD。楊世群我把他括號起來，因為他是我

學生但不是從我研究室畢業的，我在當系主任的

時候，那年有三個考進碩士班，要來跟我做研

究，那時候我們收的學生不多，所以我們希望分

散一些，一個人只收一個，那一年是楊世群、李

冠漢、還有一個湯惠平，他們三個都跑來找我，

後來因為李冠漢考第一名，我說我只收一個，但

是那個時候是我當所長，所以也算是我教育出來

的學生。其他幾個當然就是在我研究室拿博士學

位的，李冠漢現在是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院院

長。劉崇喜現在是大仁科技大學藥學院院長，他

雖然不是我研究室出來的，是我當系主任的時

候，他大仁藥專畢業當兵完，我把他聘進來當技

術員，然後讓他在職進修，在高醫唸碩博士，所

以也算是我教育出來的。從這個數字來看，我想

確實在發揮藥學研究所設立宗旨，要培育國內藥

學師資，我事實上也是很努力，也看得到成果，

但是有能力有成果也不一定會得獎，所以這個要

感謝李主任還有我們藥學系這些同仁的厚愛，給

我有這個機會，非常高興也謝謝大家，祝大家聖

誕快樂！

臺大藥學系高爾夫球季賽

時光飛快，三個月轉眼即過，2009年第

四季高球聚會，Tee off time: 07:00 AM  Oct 31 

(Sat.)，地點：新竹關西旭陽球場。聯絡人：41

屆 蔡卓憲。歡欣合照請見右圖。另，2010年第

一季高球賽也已於 99.01.09 (Sat) 同地點開打，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朱茂男學長與朱太太 (葉文琴

)一早就幫大家準備新竹客家的特產菜包跟茂谷

柑溫暖了大家的肚子，讓大家在寒冷的氣候下打

完 18洞，賽後朱茂男學長還請大家到他同學開

的道地客家餐廳吃飯，真是感恩。大家在餐後相

約 4月 18日 (星期日 )再見。 詳細內容請見校

友會電子報第 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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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系友畢業50週年同學會

◎ 第3屆 余秀瑛

全班同學引頸期盼的畢業 50週年同學會，

原本打算併入 2009年北美系友會，既熱鬧、又

可見到上下屆好友及接受學弟學妹祝福、也省得

承擔籌劃重任。可是當我們得知北美系友會的旅

程恰是本班前次同學會 (2005)的船旅時，同學參

加意願低落，遂決定配合年尾系友回娘家的日期

(12月 19日 ) 在台舉辦。經過問卷調查，大家都

勾選四天三夜的島內旅行。

本班定居北美有 20位、香港 1位，台灣只

有 8位，我想讓國外同學看看台灣的獨特景覿。

台灣的 12月最有看頭的應該是蝴蝶谷，冬季，

蝴蝶都聚集在溫暖的山谷過冬，聽說景觀令人讚

嘆。我上網搜尋，找到高雄縣茂林蝴蝶谷，網上

佳評如湧。接着找旅行社，指定茂林蝴蝶谷為必

看景點，其餘景點路線由旅行社安排，幾經討論

修改，擬定茂林蝴蝶谷、阿里山、日月潭。阿里

山埋藏着我們年輕的足跡和深刻回憶，50年前

(1959)顧文霞教授帶隊上阿里山採生藥時，八七

水災重創阿里山交通，把我們困在山上，顧教授

帶領全隊歷經驚險走過崩山走石、架空的鐵軌，

徒步兩天才到山腳。言歸正傳，旅程既定，等待

旅行社報價期間，來了個八八水災（同學們戲言

我們畢業 100週年時將有八九大水災），茂林和

阿里山災情慘重，復元待何時？我的籌劃付之流

水，只得從頭來，旅程北移。這次我指定金瓜石

的黃金博物館為必看景點，中部景點路線由旅行

社安排，我的重點是：首要交通安全、旅舘潔淨

舒適、腳程不累、適合 70歲以上。快馬加鞭討

論、估價，敲定旅程如下表：

旅程訊息用 Email和 Fax發佈出去，報名非

常踴躍。本班畢業時 33名，已故 3名 (道男、潤

文、再祥 )，下落不明 1位 (宣澤 )，目前健在 29

位，報名 23位，出席率 80%，連同眷屬共 44位

參加旅遊，僑生出席率 100%，森茂祖孫三代同

行。最大的遊覽車只能載客 43人，所以再加租

一輛小巴士。兒孫輩乘小巴士，同學一起在大的

遊覽車。

12月 14日的晚宴拉開序幕，歡笑聲此起彼

落，有同學 50年來不曾相見，打招呼當下認不

出是誰，說出名字後，眼前的人就變回當年的樣

子，只不過臉上多了幾條紋而己。大家就座後先

為亡友默哀，然後請系主任李水盛、景康董事長

陳永順、系友會理事長宋順蓮先後致詞。晚宴

中一邊播映宗慶精心編製的大學時代生活照片

DVD，給眷屬們看看身邊人當年風釆，與現場情

月 /日 (星期 ) 活動 備註

12/14(一 ) 晚宴 (方森茂同學請客 ) 台北福華文教會舘

12/15(二 ) 台北→埔里產業文化之旅→日月潭 宿：日月潭哲園大飯店

12/16(三 ) 日月潭遊湖→集集→竹山→關子嶺 宿：關子嶺統茂飯店

12/17(四 ) 關仔嶺→嘉義東石鰲鼓濕地→嘉義高鐵→台北 宿：台北福華文教會館

12/18(五 ) 台北→金瓜石黃金博物館→九份老街巡禮→朱銘美術館→台北 晚餐後回住處

12/19(六 )
白天系友回娘家活動 
晚宴醫學院校友大團圓

醫學院 103教室
醫學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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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相對照，回味無窮。

12月 15日早上在醫學院大門集合，先到二

號舘正門石階排排站，仿照 50年前畢業時拍攝

團體照。上車出發，於近午到達埔里花卉中心，

觀賞花海。下午到埔里造紙廠參觀手工造紙過

程，並且 DIY每人糊了一把紙扇，扇面有我們

的系徽。接着去埔里酒廠參觀，舔了一小口免費

酒。晚餐時有個驚喜，當天是貴美夫婿吳先生的

生日，在她倆不知情的情況下，旅行社準備了生

日蛋糕，當我宣佈壽星大名並送給他填滿同學暨

眷屬們簽名的生日賀卡時，貴美夫婦驚喜萬分，

她問：你們什麼時候簽這張卡片的？我說這張卡

片是飛越太平洋在同學間寄來寄去花了幾個月簽

名的呢！她半信半疑，在大家齊唱「生日快樂」

的歌聲中，過了一個難忘的生日。

12月 16日上午乘船遊湖去光華島、玄光寺

之後，乘遊覽車環湖去玄奘寺，然後去集集火車

站。下午到到竹山的紫南宮，據說是全台最富有

的土地公廟，其洗手間景觀名聞遐邇。到關仔嶺

時已天黑，投宿該地體騐泥漿溫泉浴。

12月 17日上午爬石階上峻嶺看水火同源，

同學個個步履穩健，重溫 50年前的畢業旅行。

午餐後到嘉義東石鰲鼓濕地，搭乘機動木板船出

海，有解說員隨行指點賞鳥、養殖生蚵等。船上

有卡拉 OK設備，大家隨興各展才藝唱歌跳舞搖

鈴鼓，開懷盡興。黃昏時從嘉義高鐵站搭乘高鐵

到台北市，直往曱天下餐廳。森田夫婦早就預約

這一頓晚餐他請客，他倆站起來接受大家的熱烈

掌聲稱謝。

12月 18日上午參觀金瓜石黃

金博物館，礦山縱剖模型展示坑道

的錯綜複雜和採礦工人在坑洞工作

模樣感動人心。大家也去摸一下大

金塊盼能財運沾身。順道去九份老

街巡禮，品嘗芋圓等當地小吃，在

狹窄熱鬧簡樸的小店間溜達，國外

來的同學覺得新奇，我則懷念童年

鄉土味。

下午到金山的朱銘博物館，

粗獷的刀法鑿出傳神的人物，大而

美，室外園區處處擺置着與真人等

埔里造紙廠紙扇DIY並印上藥學系系徽晚宴12月14日回憶以往

旅遊出發前於二號館合照，此處同時也是當年畢業照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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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旅遊大合照

高的成隊人物彫像，同學混在彫塑人群中拍照很

有趣。之後沿路欣賞海岸風景，到淡水晚餐。在

車上我和大家約好：「想看我們大學時的藥學系

舘和現在的藥學系所在的人，明日下午 4點到醫

學院 103教室集合，整個下午在 103教室有系友

回娘家演講」。因國外同學大半訂於 12月 20日

離台，19日白天是僅有的自主時間。數十年未

曾訪台的僑生結伴去逛校總區、去吃懷念的牛肉

麵、喝永和豆漿等。

12月 19日下午近 4點時，全部僑生攜眷依

約出現，先去舊舘緬懷、拍照，再到基礎醫學大

棲 12樓藥學系走走，己近醫學校區聯合晚會的

時間。晚宴席開 51桌（醫學校區聯合晚會），包

括本系 15桌，其中 4桌是本班同學和眷屬，可

說是歷年來出席率最高的班。晚會節目全班上台

合唱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緊接着李水

盛主任上台接受森茂捐贈美金一萬元給藥學系，

然後大家退下，留森茂一人獨唱，此時有幾位學

妹上台配合歌曲舞蹈。後來別系的合唱節目中森

田自告奮勇上台客串表演歌詞的手語。整晚大家

情緒都很 high。同學會的活動隨着席散落幕，彼

此互道珍重，後年再聚！

這次同學會能如此盡興皆大歡喜，要謝謝

大家。森茂慷慨捐款用於支付所有共同負擔的費

用如遊覽車、司機、導遊、領隊、解說員等的開

支，以及 12/14晚宴和車上零食。森田於 12/17

請大家晚餐。兩人的慷慨減輕了每個人的負擔。

舜香夫婦籌劃 12/14晚宴，佳餚美酒、服務好。

宗慶特地製作 50 Years Ago照片 DVD，連結今

昔，並於同學會活動期間夫婦一路背着笨重的攝

影器材為大家捉住瞬間留下永恆。曲終人散，他

更忙於整理此次活動的照片取捨、編輯、燒錄

成 DVD、複製，包裝、郵寄給全班同學，日夜

忙了數週，而且婉謝材料費，真是出力又出錢。

森茂負責晚會的餘興節目，晚會當場手寫歌譜給

奏樂師為我們拌奏。旅行社的陳雅芳女士，為我

們安排了精彩的旅程和驚喜的生日蛋糕。最要感

謝各位同學熱烈響應、踴躍攜眷參加，我真的很

高興。我用心籌劃的同學會如果出席的人寥寥無

幾，多難過。這次聚會六天中我和同學們、尤其

是僑生們講的話，比大學同窗四年間講的話還

多。同窗友誼愈久愈醇。

我們班人才濟濟，藥學相關專業之外，兼具

職業水準的攝影師、手語師、歌王、舞后、有錢

又慷慨的老闆，有肯出綫、肯出力、肯出時間的

人，我們很幸運能成為同班同學。希望 2011年

的同學會有更多同學帶更多眷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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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康回娘家相片集錦

2009傑出系友獎得獎人曾誠齊教授受獎並演講 第3屆系友歡聚畢業50週年，方森茂系友更致贈美金一

萬元予母系

養生舞表演，舞碼為「花語香音」-陳永順系友攝 養生舞「新唐舞風-秋夕」，由洪美娜系友獨舞-陳永順

系友攝

晚宴於醫學院大廳舉行，系友們歡聚一堂-陳永順系友攝 晚宴有15桌系友熱情參與-陳永順系友攝

時間：2009. 12. 19　地點：台大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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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後於台北喜來登飯店餐聚，並邀請多位師長參加

精彩的座談會

相約遊校園

第23屆系友畢業30週年團聚
暨演講座談會

◎ 23屆 李景瑜

今年適逢第 23屆畢業 30週年，我們排除萬

難凝聚向心力，感謝多位 23屆同學從國外特地

回來參加同學會。本著回饋母系的心情，大家都

願意將這些年來於工作上的難得的實務經驗或生

活上的點滴，與其他系友或學弟妹們分享，故於

11月 4日星期六下午假母系 1234室舉行團聚並

舉辦一個座談會。

當日除本屆同學之外，有師長、系友、臨床

藥學研究所及藥學研究所同學、大四同學等，共

50餘人參加。原先有多位 23屆系友預計上台演

講，領域涵蓋藥事行政、藥局、新藥、劑型、人

文科學、教學與研究等等，但因聽眾反應熱烈，

時間不足，最後以歸國的同學優先，共有 8位上

台分享。

王萱系友簡介「美國醫院藥局的管理」，黃

麗莊和何香荷系友介紹「美國的藥局藥師」，可

想而知與會的年輕系友提問的是美國全面實施六

年學制後台灣學生至美國考照的問題。馬旗系

友說明「香港醫院藥局管理」，讓我們對香港醫

院管理局的龐大與香港當藥師的優渥待遇印象

深刻。梁家慶系友介紹加拿大「Long Term Care 

Pharmacy-- An Ontario Experience」，除了目前熱

門的長期照護，當中還說明 Digital Pen System、

DigiOrder、DigiMAR (Medical Administration 

Record)等，讓大家大開眼界。陳紫雲系友分享

發展生物科技新藥的針劑劑型，姜家敏分享經

皮吸收製劑的研發過程，經驗寶貴；謝璧華系

友分享她的基礎研究經驗「教學與研究」；吳政

仁系友幽默有趣地分享他的電腦生涯（Software 

Career）；楊性芳和嚴仲陽系友分享基因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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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6中區校友會於台中放送局義式

廚房歲末歡聚，共有 34位校友與眷屬參加（眷

屬 11位），同窗好友、學長姊、學弟妹們熱情相

聚，互相交換經驗，大家都覺得有這麼「鄰近」

的校友會，感覺真好！我們已經完成中區校友會

通訊錄，希望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可以往來更密

切。感謝陳永順董事長（13屆）提供以下聚會照

片與大家分享。

臺大藥學中區校友會 
2009歲末歡聚

◎ 中區校友會長 林高賢（34屆）

2010.01.24中區 (等 )校友及眷屬相聚於翠

華軒 -方承猷學長的家。方學長埔里的家，獨棟

建築優美又奢華，遠山環繞地廣菜又甜，鄰近能

高瀑布可登山健身，附近景點還有日月潭纜車、

九族文化村、埔里酒廠等。方承猷學長慷慨提供

場地，除了偷菜以外，還安排大家做韓國泡菜，

酸白菜，並提供寶貴經驗與大家分享。感謝鍾仁

銘校友提供路觀圖及翠華軒相片等資料。更要感

恩方承猷學長熱情招待及校友們的熱情參與。也

感謝中區校友會長林高賢（34屆）提供以下聚會

照片與大家分享。

2010開心農場摘菜趣

科學的奧秘」。最後壓軸的是現任藥政處長康照

洲系友，其以「台灣藥物食品管理局的醫藥政策

與展望」為題，除了介紹明年即將成立的台灣食

品藥物管理局（TFDA），也鼓勵年輕系友多多投

入藥政公務領域。

講者眾多珍貴的經驗與智慧，讓年輕系友與

同學收益良多，也讓我們這屆同學對多年不見的

同窗好友有更多的近況瞭解，既是個快樂而有趣

的同學會，也是溫馨又充實的分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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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健行活動，這是校

友會登山隊的年度大戲，今年因故延誤至 10月

10日才舉行，只好教師節加國慶日一同慶祝。今

天原計劃行程是：冷水坑遊客中心→牛奶湖→擎

天崗→絹絲瀑布→菁山遊憩區溫泉渡假村 (午餐

)，可是計劃歸計劃，八點準時從醫學院出發，沿

途天氣詭異，正慶幸多日陰雨今日終於稍歇，但

高興沒多久，行經菁山小鎮時又已雲層低罩。車

行駛到冷水坑停車場，已經是迷霧茫茫，風雨飄

搖，讓人領教了陽明山秋日多變的氣候型態。由

於風雨實在太大，宋理事長決定將活動改成陽明

山公車半日遊，在草草的見過牛奶湖後就狼狽的

逃回冷水坑遊客中心。上車後繼續前行，繞過戰

備道路、陽金公路，來到第二站小油坑遊

客中心。一下車，冷風強勁，暴雨襲面而

來，我們再度被風雨擊敗。

大夥討論之後決定改成室內活動比較

保險，所以我們就朝著陽明書屋前進，抵

達時已接近 11點，不過管理處還是很貼

心的通融我們，安排了專人導覽，陽明書

屋原名為「中興賓館」，一樓原供蔣總統

接待外國元首、使節或本國高級官員等貴

賓及辦公使用，二樓原為供避暑、居家生

活處所。在解說員的介紹下，可以藉此窺探一下

這位顯赫一時的大人物的起居，遙想一代歷史人

物叱吒風雲，如今物換星移，姑且不論其功過，

見物思其人不經令人感慨。

感性時間結束，接下來就是今日大夥最期待

的用餐時刻，這次活動台大藥學校友會特地在景

色優美的菁山遊憩區中餐廳安排午餐，用以感謝

老師們這一年來對藥學系的付出與辛勞，師生、

校友們在餐廳柔和的燈光下，吃著精緻的美食，

享受著今日難得的平靜時光，為今日不完美的活

動留下一個還算完美的句點。

註：文字作者為博士班（91年入學）畢業

校友

2009 教師節健走活動

－計畫趕不上變化的陽明山 
踏青活動

◎ 文字：尤松材校友
相片提供：陳永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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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本年度春遊於 2010.1.30 (六 )舉行，

地點為綠世界生態農場及新北觀光果園。參加成

員為藥學系教師、碩博士班在學學生、研究助

理、邀請來賓，並與校友會合辦邀請校友參加，

共 5台遊覽車約 200人參加，聲勢浩大。因地處

新竹，中區校友會成員也共襄盛舉。當天天氣晴

朗，不冷也不熱。感謝陳永順系友在綠世界園

區入口幫忙照這麼漂亮的大合照（請見封面照

片），證明來此一遊。

生態農場有六大主題樂園，結合休閒育樂。

聽林慧玲老師說其中鳥類生態公園最負盛名，也

有幸跟著老師共遊，這是一個模擬鳥類自然生

態環境的天然鳥園，一進入叢林，上百種各式各

樣的鳥就在我們身旁飛翔覓食，鳥聲不絕於耳，

樹蔭清涼，彷彿置身原野叢林。有專門解說人員

任憑我們考問，讓我們對鳥類的認知頓時功力大

增，我覺得其中大嘴鳥鮮豔的大嘴最顯目，而織

布鳥以高超技術編織甜蜜的家最厲害。

逛一圈園區，已到中午，我們於園區享用百

臺大藥學2010綠世界春遊

◎ 楊玲華

年古厝客家風味餐，同時進行摸彩。首先主任致

詞，報告系上近況。本次活動要感謝藥學系各教

師贊助費用，感謝校友會的支持並提供 10,000元

現金做為摸彩獎項。更要感謝多位校友、校友會

理事及景康基金會提供豐富優質的摸彩獎品與現

金紅包，我們總共募集超過 200個獎項，系友們

對母系的支持可見一斑，不僅讓每位參加者人人

有獎，還可以抽第二輪的現金與禮券獎項，最後

抽現金獎時還有理事長與多位系友加碼，讓抽到

大獎的同學直呼今年真幸運！最後其實也要謝謝

幕後功臣研究生協會幹部們不辭辛勞的籌備規劃

與搬運獎品。

下午繼續前往豫章坊 -新北觀光果園，入園

後一小段上坡步道訓練我們的心肺能力，接著可

安步當車，沿路橙黃的果實令人驚豔，登至高

處可眺望大霸尖山，開放採果的有桶柑、茂谷柑

等。

我們結束一天充實愉快的旅程，返回台北，

互道明年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