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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科技大樓近況
忻凌偉

由許照惠校友所捐贈給臺大的兩棟大樓在同

一天（98年 5月 13日）舉行動土典禮，位於新

竹縣竹北市的『碧禎館』已於 98年 12月完工，

但位於臺北市中正區臺大醫學院校區的『藥物科

技大樓』工程進度卻是一波三折。先是設計時在

建築基地保留的幾棵樹罹患『褐根病』，依規定

未治療痊癒前不得開工。此工務預算原先未編列

的工作，如果依照臺大的正常流程走完，可能需

要半年以上才能完全解決問題。所幸負責整個藥

物科技大樓新建工程規劃與設計的潤弘公司（為

潤泰集團營建事業群之一員），先代墊經費將保

留樹木的『褐根病』治好，不然工程進度還會落

後更多。另外利用『預鑄工法』是潤弘公司能夠

快速完成『碧禎館』興建工程的一大關鍵，但是

藥物科技大樓基地北側有男生宿舍、南側則有公

衛大樓，距離皆小於十公尺，因此預鑄工法所必

備的吊車迴轉半徑嚴重受限。最後決定改採傳統

工法興建藥物科技大樓，並於 98年 10月 1日正

式取得開工核准。

今年 1月 10日藥物科技大樓的一樓樓版灌

漿完成後（圖一），大樓結構體的地上工程開始

快速進行。從林森南路經過可以看到藥物科技大

樓不斷長高的過程。5月 1日屋頂版完成灌漿，

已經能夠看到整棟大樓的雛形（圖二）。藥物科

技大樓興建工程重大里程碑之一的結構說明會於

5月 18日召開，許系友、臺大李嗣涔校長、潤

泰尹衍樑總裁、臺大藥學校友會宋順蓮理事長、

藥學系李水盛主任及老師們都出席了這項活動

（圖三、四）。在拆除外圍的施工圍籬後，令人

眼睛為之一亮的藥物科技大樓正式呈現在眾人面

前（封面、圖五、六）。內部裝修工程也以幾近

完成，在 8月 26日舉行了裝修說明會（圖七、

八）。

目前環保署規定每一種毒性化學物質都要個

別申請許可並繳交規費，每一個住址須要申請一

份。因此整個臺大校總區雖然有上千個實驗室卻

只需要申請一套，但若是未來藥物科技大樓有新

門牌住址，則就必須單獨依法另外重新申請一套

並繳交規費。雖然藥物科技大樓的大廳入口是面

向林森南路，但是原先建照卻是以法學院宿舍區

圖一、一樓下層版筋及水電配管施作 圖二、大樓結構體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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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裝修說明會-2 圖八、裝修說明會-1

圖三、結構說明會-1 圖四、結構說明會-2

圖五、北側中庭-保留的樹木及施作中的木平台 圖六、入口大廳的彩色帷幕玻璃

的「紹興南街 6號」住址申請。經藥學系 98學

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討論藥物科技大樓的未來使

用需求及相關利弊後，決議提出下列方案。方案

一：採用目前在藥物科技大樓隔壁公衛大樓所使

用之「徐州路 17號」門牌號碼；方案二：另行

申請新的門牌號碼。儘管校總區總務處與醫學院

院方皆認為方案一較容易且可行，但經與公衛學

院溝通協調後，公衛院方反對方案一，故我們必

須採用方案二。然而潤弘公司表示這一塊臺大法

學院校區目前已有兩個門牌號碼，戶政單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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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會同意發給新的門牌號碼。但為了『現實考

量』及未來成立藥學院的長程目標，我們請潤弘

的承辦人員盡量幫忙與戶政單位協調，感謝大家

的努力在 6月 11日與中正區戶政門牌組陳長官

現場會勘後，同意可以辦理新門牌申請作業，並

於 7月 23日挑選「林森南路 33號」為未來藥物

科技大樓的正式門牌號碼。

藥物科技大樓的另一大挑戰是將建築物用途

變更為『實驗室』。未來藥物科技大樓的用途應

該會包含各種化學性、生物性及物理性實驗室，

然而為了趕快施工，藥物科技大樓是以『研究

室』用途申請建照。因此在未來進行藥物科技大

樓的二期機電工程、污染防治工程以及內裝工程

前，必須先完成藥物科技大樓的用途變更。但若

是以實驗室為用途申請，由於審查嚴格又費時可

能延宕原來使用執照的取得時程，故業主與潤弘

公司希望在取得「研究室用」使用執照後再變更

為「實驗室用」使用執照，以免影響藥物科技大

樓使用執照的取得時程。

雖然用途變更似乎並不是當務之急，但為

了能在取得使用執照後，儘快進行後續的程序與

工程，我們決定先進行未來用途變更的內部評

估。由於用途變更為實驗室，直接涉及到公共危

險物品檢討並會影響到建築及消防，因此藥學系

全體動員清點並評估未來發展需求後，提出未來

藥物科技大樓所使用的化學藥品、氣體之種類及

量體。相關資料交由潤弘公司檢討管制量，並依

超出管制量的程度進行建築與消防部分的因應調

整。在 4月 23日與臺北市消防局討論後，建議

使用單位於管理上規定各防火區劃所儲放之危險

物品勿超出管制量，則可在不變更現行設計之建

築及消防情況下，申請變更為「實驗室用」使用

執照。這意謂著未來的用途變更在臺北市政府的

層次應為可行沒有大問題的。不過用途變更在臺

大校內也要照標準程序申請，任何案子在崇尚自

由的臺大要多久可以通過，可能沒有人有絕對的

把握。

為感念許照惠校友的熱心捐贈，藥學系李主

任於 7月 12日正式簽會臺大校方以許校友尊翁

之名為藥物科技大樓命名，名為『水森館』（圖

九）。此命名案已於八月三日提臺大第 2634次行

政會議正式報告確認。依照最新進度（圖十），

『水森館』的使用執照將在 99年 10月 19日取

得，而預計在明年一月底前完成驗收、交屋的工

作。屆時就可以展開『水森館』的各項二期機電

工程、污染防治工程以及內裝工程。由於目前國

家財政拮据，臺大校方的預算有限，藥學系必須

積極的募款以籌措相關經費。日前在『藥物科技

大樓興建相關議題第五次會議』中討論藥物科技

大樓分期搬遷相關事宜，決議分階段爭取預算

以及募款，以期在民國 102年的夏天完成『水森

館』內之所有搬遷所需的相關工程。

忻凌偉整理于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圖九、自基地的西北角仰望水森館 圖十、台大藥物科技樓新建工程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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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記事
日    期 講　題　/　活 　動　名 　稱　/　地　點 備　　註

2009/10/10 陽明山踏青活動 30人

2009/10/30 2009年第四季高爾夫球聚會 10人

2009/11/12 第二十八屆理事會第五次會議 11人

2009/11/14 臺大藥學系 23屆班聚（畢業 30週年） 50人

2009/12/19 2009年臺大藥學 (景康 )校友回娘家暨迎新活動 70-150人

2009/12/26 中區校友會聚會 25人

2010/1/9 2010臺大藥學系第一季高爾夫球聚會 15人

2010/01/23 翠華軒 -開心農場摘菜趣（中區校友） 40人

2010/1/30 臺大藥學春遊暨餐敘 (與藥學系合辦，春遊 /望年會 ) 190人

2010/2/1 第二十八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 7人

2010/5/16 高爾夫球隊 2010第二季賽 11人

2010/5/26 第二十九屆理事會理事選舉名單出爐 2010/5/26

2010/5/29 2010第五屆臺大藥學校友盃壘球賽 因雨取消

2010/06/10 第二十八屆理事會第七次會議暨第二十九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理事長：宋順蓮 (恭禧連任 )

財務理事：林文貞 (恭禧連任 )

監督理事：沈雅敬

2010/7/10-11 高山健行活動 --麟趾山 鹿林山

2010/7/18 高爾夫球隊 2010第三季球敘

2010/7/20 南區校友會聚餐

會長：陳麗芳

總幹事：宋國峻 (恭禧連任 )

2010/12/18 藥學研究所 40週年慶 &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含晚宴 )

說明：99 年藥事科全國錄取人數為 11 人，本系系友占 6名。

恭賀！！楊喻帆 (50)、廖怡清 (53)、岳宗漢

(53)、祝瑞霜 (51)、郭立芬 (49)、張旅揚

(52)，以上系友錄取 9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藥事科

校友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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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40週年慶 
2010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活動預告
研究所至今年已成立 40週年，謹訂於 2010/12/18星期六下午，與今年景康校友回娘家合辦舉行慶

祝活動。地點訂於藥物科技大樓 -水森館。收費原則依照往例，晚宴每個人 NT$ 500元，藥學系校友由

景康藥學基金會支付，眷屬自費。40週年活動動員以各實驗室為基本單位，透過實驗室聯絡人動員。景

康校友回娘家照往例動員畢業 50、40、30、20、10週年的系友，即第 4、14、24、34、44以及剛畢業

系友 (第 54屆 )。活動流程預計如下（主持人：劉瑞芬、張淑慧）：

舉行地點：水森館

12:30 - 14:00 報到、餐會

14:00 - 15:30 系務、會務、景康報告、 陳澤民等研究所系友專題演講

15:30 - 16:00 中間休息、拍照、參觀藥學新大樓（水森館）

16:00 - 17:30 邀請演講 -臺大藥學所的「成家」「立業」

18:00  晚宴（基醫大廳）

（當日上午配合景福基金會之校友聯合大會活動）

其中，演講活動邀請對象分兩部分，即領域經歷分享與成雙成對研究所校友之成家與立業（即夫妻

同為藥學研究所校友於藥學所相戀修成正果的夫妻檔）。

第二十九屆臺大藥學校友會 
理事會理事長選舉

【恭賀宋順蓮理事長連任！】

99年 6月 10日下午，於藥學系系圖書室舉行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會第 29屆第一次會議，與會的

新任理事（請見以下）互相推舉理事長，結果宋順蓮系友以高票連任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長。第 29屆

理事任期為 2010年 08月至 2012年 07月，名單如下。關於宋順蓮理事長小檔案請見 53期臺大藥刊第

30頁。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二十九屆理事會當選名單如下：

（2010/5/26開票，總投票數 212張，廢票 0張）

Ａ組（1~20屆）余秀瑛 (3)、林麗真 (12)、符文美 (18)

Ｂ組（20~30屆）吳如琇 (21)、高純琇 (25)、宋順蓮 (26)、吳維修 (28)

Ｃ組（31~40屆）楊玲華 (31)、忻凌偉 (34)、黃織芬 (36)、朱顯偉 (38)

Ｄ組（41~50屆）周蕙萱 (41)、許樂仁 (46)、賀筠婷 (53)

Ｅ組（研究所組）沈雅敬 (R67)、林文貞 (R73)、謝右文 (R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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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2010麟趾山、鹿林山及東埔
山健行活動活動記錄

吳維修（28屆）

2010.07.10-11校 友 5人 與 7友 人， 共 12

人，參加今年玉山的門戶－麟趾山 ( 2854m )及

鹿林山 ( 2881m ) 台大藥學高山健行活動，是輕

鬆愉快、享受高山美景的健行暨生態觀察之旅。

7/9週五晚上，分三車分別集合出發，夜宿

布農族部落 _望鄉的都構密思 (祝福 )民宿，莊

主小田剛好不在，我們純自助的住宿於此，望鄉

特殊的地方，是每家的門口的矮牆都有介紹自己

家族的故事，也有葡萄園及梅林等，是個休閒渡

假的好去處，尤其是聖誕節前後，可惜我們不能

久待，隔天一早於望鄉早餐後，出發往塔塔加登

山口。

抵塔塔加停車場時已 09:30，天空作美，超

情朗的，因為同行的有幾位生態觀察高手，我們

一路輕輕鬆鬆的邊賞鳥、看蝴蝶昆蟲，途經大鐵

杉，慢慢的走到鹿林山莊，再上切到鹿林山，因

為走的太慢了，所以我們就捨棄攻鹿林北峰的氣

象觀測站。

上了阿里山山脈最高峰 -鹿林山，之後的路

程以緩升緩降為主，呈現於眼前的是優美壯觀的

高山美景，綿延數公里之高山草原，景象萬千，

不愧為「嘉義後花園」，展望佳，時而可遠眺塔

塔加遊客中心，而玉山山脈雄踞東方，如巨龍盤

伏。麟趾山，為一草原山頭，步道完整、展望良

好，可惜高山氣後多變，我們到時已起雲霧。

隨後，下山到塔塔加遊客中心午餐，餐後，

在遊客中心聽取一位老師，以幻燈片講解他如何

長期在阿里山及這一帶觀察到的生態，如帝雉、

梅花鹿、灰林梟等。隨後我們前往知名景點夫妻

樹及鹿林神木拍照，並幸運的在台灣第二大神木

－鹿林神木看到帝雉在神木旁平台下方悠閒的進

食。

 晚上住進東埔山莊，晚餐後，由劉至玉成

老師，帶我們開車以手電筒夜觀灰林梟，可惜只

前車的二個人看到一飛而過的灰林梟，晚上我們

參加塔塔加遊客中心舉辦的『星月爭輝』觀星活

動，至少讓我們知道哪顆是金星 ,火星 ,土星及

牛郎織女星。回山莊後還看到樹上的白面鼯鼠。

週日一早，山莊門前的杉樹，

因昨晚停了許多蛾，成了繡眼畫

眉、煤山雀、條紋松鼠、栗背林

鴝、金翼白眉、火冠戴菊及青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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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等的輪流早餐處，大伙也樂得努力

拍照。早餐後，順登了東埔山，又是

晴朗天氣，登頂後可以看到玉山北

峰氣象台，也有許多高山蝴蝶飛來飛

去。

下山回程，原預計前往午餐的野

鴉谷因婚宴客滿， 讓我們在水里丹

姐的私房菜的午餐成為意外之旅，特

殊的菜色值得回味，老板娘的誠懇熱

心，更讓人有家的感覺。

方系友的開心農場

2010年 4月 10日下午，李水盛主任參加南投惠蓀林場「2010台灣天然物化學研究生研討會」之

後，轉往 20屆方承猷系友埔里的家中，受到方系友的熱情接待。本次最難得的是邀約了王光昭老師夫

婦與陳春雄老師夫婦，不僅參觀了方系友的翠華軒住家，更至附近的「能高瀑布」，是一趟豐富之旅。

方系友的家 -翠華軒建築完美，門前魚池內錦魚團簇優雅地來回巡游，屋後遠山環抱，前庭綠草茵茵，

一旁的大溫室裡栽種了多種應時的農作，有小蕃茄、結實累累的青椒及油綠的葉菜等等。此地已經不是

方系友個人的居處，而儼然是埔里的觀光重地，為當地人引以為傲的景點，係當地賢達招待外賓時，必

來參觀之地。 方學長的熱情不減，儘管人群常常來往，總是笑臉迎人，樂此不疲。感謝方系友及感謝讓

我們大家開心的開心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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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畢業30週年同學會
時間：2010年 6月 5日

地點：台大校總區小巨蛋（綜合體育館）

主題：台大 1980級畢業 30週年校友重聚大會  

說明： 24屆系友於西元 1980年畢業，今年剛好是畢業 30週年，參與的系友踴躍，更不乏有遠道歸國的

系友，參與校友請見下圖。其中 24屆潘桂芳系友參加的「臺大校友熱舞團」上台表演 Nobody等

數首流行的勁歌熱舞，精彩絕倫；25屆高純琇系友也應邀前來「見習」，為明年的重聚會做接棒

的準備。本次重聚大會在總召集人電機系賴非羆教授、各班級聯絡人等人的努力下，歷經近一年

的籌劃，出席人數創歷屆空前記錄，席開 80桌，近 800位校友參與，小巨蛋會場爆滿，舞台上

各項節目熱烈進行，台下大家相聚聯誼，有些人更是畢業後 30年初見，更顯得這次重聚的難能

可貴。

24屆系友熱烈參與大會

後排左起為：周庭琪(顧繼慈老公)、王贊清、王筱玲、

呂玫芬、顧繼慈、劉明良。前排左起為：莊建華、潘桂

芳、曹美玲、鄭碧敏、陳惠芳、鄒玫君、邱麗珠、高純

琇

潘桂芳為何作此奇怪裝扮呢  原因在此- 跳 Nobody 啦!



29

57期   

系
友
新
聞
看
板

地廣人稀的東部系友近況
林子舜

東部雖然佔了台灣將近一半的土地，但目前系友總數卻僅有寥寥可數的 20位。由東部各縣市公會

的資料顯示，工作地點在宜蘭縣者共 15位，其中在醫療機構工作者就佔了 10位，有 1位則擔任科學中

藥廠主管，其餘 4位則為社區藥局或受聘於診所的藥師；至於在花蓮縣者共 5位，醫療機構及社區藥局

藥師各佔 2位，1位則是醫用氣體藥商公司的藥師；台東縣境則

無任何系友。

子舜忝為東部召集人，藉此機會邀請戶籍或居住地在東部 (

宜、花、東 )的所有系友能主動告知相關資訊，以建立完整的系

友動態資訊 (姓名、生日、現職、屆數、執業地點、以及聯絡方

式，包括電話及 email)，可以的話請 email： tslin073@gmail.com 

。

編按：作者第 29屆系友，為東部校友會召集人，目前為羅

東聖母醫院院長室特助、藥劑部主任。
2007.03.12宜蘭縣藥師公會接待FAPA韓國

會長訪宜蘭

前排左一為系友會宋順蓮理事長

第三排右二為筆者

台大藥學南部校友會聚餐暨 
新任會長選舉

今年 7月 20日南部校友會會長蔡瑞真（22屆）、總幹事宋國峻（32屆）舉辦南部校友餐聚，並於

會中選出新任會長 -陳麗芳（20）系友；宋國峻（32）系友連任總幹事。陳麗芳系友現任奇美醫學中心

藥劑部主任、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宋順蓮理事長也赴會中報告母系發展近況、藥學

研究所 40週年慶祝活動事宜、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二十九屆理事當選名單等。南部校友會於去年 3月成

立，本次於台南市成大校友會館一樓「雨荷舞水」餐廳聚會，校友們熱烈參與，與會系友有

詹道明（17）、陳麗芳（20）、

簡伯武（21）、賴明德（22）、

蔡雅珍（22）、蔡瑞真（22）、

高雅慧（23）、蔡雅真（26）、

宋順蓮（26）、周辰熹（30）、

林嘉音（30）、宋國峻（32 ）、

陳力騏（32）、張家嫺（49）、

詹季蓁（52）、劉玟琦（52）、

簡孟恬（53）（略敬稱）共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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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刊

我的藥師之路
朱蓁蓁

我過去的學習生涯是經過了四年藥學教育，

兩年研究所實務訓練，以及十年的臨床工作，在

這漫長的過程當中，我真的深切體認到藥師在

醫療團隊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許現在的

你（妳）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藥師，但是經過數

年的訓練與學習，相信也可以勝任保護病人的工

作，為民眾的健康把關。藥師身為醫療團隊的一

份子，需要學習的事情真的很多，不只是專業知

識的精進，還要不斷學習與其他專業人員或病人

的應對與溝通，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熱忱與求知

的心，對藥學治療發展能夠持續涉略，扮演好藥

師的角色，放下身段，處事彈性並樂於溝通，因

為團隊運作是講究分工與合作，而非展現個人特

色。在團隊運作當中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溝通

的本質並不是要將自己的想法貫徹到底，而是站

在藥學專業立場讓病人的治療取得最大的效益。

所以，惟有靠著每位藥師辛勤的付出、一點一滴

持續不斷的耕耘，才能建立出大家對於藥師專業

的信賴。

還記得我剛進醫院當藥師的時候，那是一

個非常忙碌的早晨，將近上百位住院病人等著出

院，因此，我的手邊堆積著一籃一籃的出院藥品

等著核對，就在我疲於奔命想要趕快將手邊的藥

品核對出去時，我發現一張處方，用藥劑量雖然

是一般常用劑量，但再仔細一看病人的年齡卻只

有三歲，根據年齡與體重計算早已超出兒童最大

劑量，如此使用可能導致毒性，我不禁捏了一把

冷汗，趕緊聯絡醫師修改處方，當下住院醫師表

示他沒有注意到病人年齡，不小心開錯劑量，他

非常慶幸有藥師幫忙把關；經過這次事件我才發

現原來藥師的工作有多麼重要，即使再忙也要非

常謹慎地為病人的用藥把關，不能有一絲疏忽與

遺漏。除此之外，在我的周遭不時也會看到許多

藥師為了保護病人用藥安全，堅持立場等待醫師

確認並修改處方，常常為此延誤下班卻毫無怨

言，這不禁讓我體會到專業有多大責任就有多

重。

藥師工作的每一刻都肩負著教育的責任與義

務，不管是對藥師、學生、醫護人員或是病人，

我們都需要懷抱著熱忱將知識分享給他人，減少

因無知造成的疑慮、恐懼與傷害。還記得有一

次我在急診藥局值班的時候，病人家屬來到藥局

領藥，他看看藥袋露出懷疑的眼神問我說，為什

麼醫師要開利尿劑給我母親？我趕緊詢問他為何

來到急診？他表示母親因為嚴重胃腸出血入院，

因此，我告訴他出血時需要輸血，輸血的過程常

會導致體內水分過多，適量給予利尿劑將水分脫

掉，才不會造成心臟的負擔，他聽完後放心的離

開，不再對醫師的處方有任何疑慮；我相信一般

民眾在接受醫療行為時都是十分的無助，因為他

們對醫學的瞭解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充分的告知

是非常的重要，我們有責任要教育民眾讓他們安

心的接受治療，懂得如何正確用藥並照顧好自

己。

一個優秀的醫療團隊不僅要有優秀的醫師，

還需要有優秀的藥師、護理師及其他專業人員，

團隊成長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學習，如何將正確的

藥品資訊與安全用藥觀念應用在日常工作中是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想充分的溝通與不斷的提醒

與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一環，我常常跟本校藥學生

說不要吝嗇與別人分享你有的藥學知識，惟有讓

更多人都能清楚瞭解正確用藥資訊才能真正確保

病人的安全，因為，我們不可能每天 24小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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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病人身邊，所以需要仰賴所有的醫療人員共

同來把關，護理人員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夥

伴，當我們把病房裡的護理師教育好，自然而然

他們就能一起幫忙維護病人用藥安全，這才是團

隊合作下最佳的模式。當你常常聽到病房裡的護

理師提醒醫師說，藥師教過這個不能這樣用，我

想你的付出與教育或許就已成功了。

藥品的使用有其必要卻也有風險，臨床上

有藥師共同參與治療監測，確實可以減少不必要

的危險；當病人出現副作用時，藉由藥師專業判

斷，停用可疑藥品可有效降低傷害，這是我們在

臨床上十分重要的工作。還記得好幾年前有一位

病人診斷是隱球菌腦膜炎，因感染導致腦壓升

高，醫師處方 acetazolamide，服藥第二天病人出

現嚴重譫妄，並開始出現攻擊行為，經藥師查

證文獻判斷疑似為此藥品所導致，故建議醫師停

藥，一天後病人意識恢復清醒。這顯示出專業分

工、團隊合作的重要意義。

當我們站在治療病人的第一線，藥師可以

做的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從根據病人病情選

擇最合適的用藥，並依照肝、腎功能決定治療劑

量，監測療效與副作用，直到處理可能存在的藥

品交互作用與病人用藥指導，都是藥學專業所賦

予我們的責任；唯有主動積極、時時用心思考如

何才能提供病人更適當的藥物治療，讓他們獲得

更完善的照顧，並將藥師工作做到最好，如此一

來藥師的專業才能逐漸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我

很慶幸過去的我不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一路走

來經驗的累積與專業的培養，對我而言都是十分

珍貴的資產，可以憑藉自己的所知、所學去幫助

他人、啟發後進，是非常富足而快樂的事情，也

期待未來有更多人一同秉持「愛」和「榜樣」的

熱忱讓這條專業之路更加發光、發亮。

[編按：作者為本系 40屆畢業系友，現任附

設醫院藥劑部臨床藥事組組長，因歷年工作表現

優異，獲附設醫院推薦並榮獲教育部暨所屬機關

學校 98年度優秀公教人員獎 ]

（本文轉載自楓城新聞與評論第 204期並徵得其

同意轉載）

台大藥學系高爾夫球隊2010第二季球敘
日　　期：2010年 5月 16日

地　　點：林口幸福球場

參加人員： 郭槐秋 (12)、黃江隆 (12)、陳永順 (13)、王在斌 (14)、賴子堅 (27)、劉勝雄 (28)、 

紀幟聰 (30)、張俊博 (30)、賴智暉 (35)、陳永達 (41)、蔡卓憲 (41)

成績：

淨桿第一名：賴子堅、淨桿第二名：陳永達、淨桿第三名：劉勝雄

Near Pin: 賴子堅 X2、王在斌，陳永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