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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 許照惠系友（第 13 屆）榮獲 2010 年

臺大傑出校友

上圖：  99.11.15 臺大校慶表揚大會中，許照惠博士 (右 )接受李嗣

涔校長 (左 )頒獎。

恭賀！！劉景平校友（R83）榮獲 2010 景康青

年教師獎

恭賀！！本系第 46 屆系友蔡育儒及陳譽尹當

選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第四屆理事長與副理事長

校友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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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校友會后豐鐵馬道單車之旅暨
「第一酒廠-鐵道之鄉酒莊」聚餐

99年 11月 28日中區校友會舉辦「后豐鐵馬道」單車之旅，隨後前往「第一酒廠 -鐵道之鄉酒莊」

聚餐與改選；中區校友會會長林高賢連任，總幹事 -從缺。宋順蓮理事長、陳永順董事長及忻凌偉老

師特別從台北趕來參加此聚會。「后豐鐵馬道」為臺中縣自行車專用道之一，尤以那跨越大甲溪的花樑

鋼橋以及早期獨特建構的鐵馬隧道，更是具有無比的魅力，在這裡騎鐵馬（自行車），不僅沿途可欣賞

田園風光及自然景色外，亦可體驗騎鐵馬逛鐵橋．鑽隧道，體驗獨特休閒的自行車專用道。「后豐鐵馬

道」以后里馬場為起點，貫穿原舊山線 9號隧道，再經花樑鋼橋，全長共四點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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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系友畢業50週年同學會
第4屆　黃尚武

臺大藥學系第四屆的同學在今年（2011）一月九日聚集臺北母校，前後五天慶祝並回憶藥學系畢業
五十年。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從美西，美東，加拿大，法國，香港，及台灣各地來到臺北。看起來雖然是

蒼老一點，但每位同學都非常的健康快樂。一月九日中午起，我們到公舘的校本部，醫學院的新舊藥學

系舘，參觀，回憶，比較，與展望。我們念念不忘舊的，但也很欣賞贊嘆新的。

一月十日上午，老同學們與家眷歡歡樂樂的開始了計劃好的台灣環島旅行。一早坐着太魯閣號快

車到達花蓮。改坐遊覽車，我們先到美麗的七星潭海灣去觀景 ,  對著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看到起伏的白
浪陣陣衝擊著海灣的石岩岸，拂面吹來清新的海風，很舒暢。海邊近山的地方有飛 機場，軍機也在内

停著。離開海灣後，遊覽車到達了五十年前畢業旅行到過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再次看到被高山絕壁圍

繞的燕子口與九曲洞，俯瞰立霧溪峽谷中的急流，仰望蓋世濶大的垂直峭壁。雄偉驚險 不在美國 Zion 
National Park 之下。砂卡礑溪有峻秀的峽谷，半山上有步道，我們這一夥年過七十歲的老同學，在步道
上快步健行，個個顯出挺好的身子骨， 滿身大汗，但不叫累， 真可貴難得。到了天祥，那白色的梅花
在盛冬的寒風裏迎著我們，也送我們下山。天公作美，沒有下雨， 真好。

在花蓮美倫飯店過夜後，再坐上遊覽車沿著花東縱谷公路南下。 途中先到了鬱金香花卉香草園區，
再到 林田山林場參觀，日本人曾在此林場作大規模伐木，當時稱此林場為“森坂“。 現在留下了一些
舊日本式的房屋建築，伐木工具，以及輕鐵軌。大塊的檜木雕刻還留下不少，但高大的臺灣檜木樹恐怕

已很難看到。原住民 在此開了幾家雜貨店以供觀光客之用。
馬太鞍濕地是我們參觀的另一站。阿美族人在此濕地上發展出獨特的捕魚法。把三層的結構物放到

水中，聰明有效地捕捉三種大小類的魚蝦。濕地有一位阿美族的傑出雄辯家， 他以尖利而戲劇性的格調
很風趣地描述現今的政治暗流，並且非常幽默地把原住民的母系社會描寫得恰到好處。當場得到老同學

聽衆的共鳴 與讚賞 – 好！
在台東我們住進那魯灣飯店，當晚盡興欣賞原住民的歌舞與抽獎，次日晨我們向北到達了在台東海

岸的三仙台與小野柳附近。但是南下的寒風冷雨使我們的行程改變。幸好的是我們看到水往上流並解開

了它的迷，而且在富崗品嘗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午後乘坐觀光環島之星列車由台東南迴越山前往台南。

南迴鐵道一路沿著海邊向南走，左有廣大的太平洋， 靠近右邊的則是山。太平洋海岸的台東沒有平坦的
沙灘，有的是海浪衝擊的礁石，曲折的海岸線，與蜿蜒的道路，此景色有點像美國加州的中北部海岸 – 
很美！

列車通過了屏東與高雄，終於進入了台南站。下車後我們步行到達香格里拉飯店過夜。在這旅程第

三天的第一站，我們參觀了台南科學園區。首先在園區管理處的接待室有個說明會， 使我們對園區有了
大概的瞭解。接著是隨著導遊，坐車實地觀覽園區内的種種產業及廠商的建築物。園區内有公寓，購物

中心，與康樂設備。處處有綠色草木，也有幾個滯洪池，很整潔，很摩登。

我們的下一個旅遊參觀重點是生達化學製藥公司，范進財董事長是藥學系第四屆我們的老同學。現

在的廠長是他的長子。他們熱烈歡迎我們的登門拜訪。廠長把生達的發展過程很詳細的介紹給我們。董

事長帶我們參觀了 GMP合格的種種製造，化驗，包裝等作業。進入製藥廠内部時，我們都穿上綠色的

防護帽，衣，及鞋子，聆聽各主管的解説。參觀了生達，我們不但增長了見識，也接受招待並且滿載而

歸。

利用最後的旅遊時間，我們去參觀了台南縣的臺灣蘭花科技園區 -蘭花探索世界。在園區裏看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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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各樣的蝴蝶蘭展出，很美麗。有同學想買些蝴蝶蘭帶回家， 但是因爲行李已經太多， 買得到也帶不
走。在嘉義我們用了晚餐後就乘坐高鉄回到臺北。

五十年過得真快，雖然在校中大家都學藥，畢業後我們的經歷可能各有不同。可是在此聚會中，我

們互相的歡笑，融合的交談，盡是大學時代珍貴甜蜜的回憶。這次的聚會剛結束，但我們已在盼望著開

下一次，日期未定，但是已有負責召集的同學了。下次見！

第4屆連榮吉系友於旅行最後一天於台南所寫

相約遊聚校總區校園

參觀歡聚於生達化學製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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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系友畢業40週年返校團圓

2010.11.12-14第 14屆畢業系友舉行畢業 40週年同學會。11月 12日下午回母系參訪，拜會李水盛

主任、陳瓊雪老師及余秀瑛老師，並於系圖書室合照。王在斌系友及夫人並代表第 14屆贈送母系一幅

題為「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畫（請見以下圖）。之後並參觀水森館。隔天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

心開會，各自簡報近況與分享感言，並參觀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及胡適紀念館。14日大夥共 33人坐

遊覽車至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及礁溪泡溫泉等，大家大快朵頤並留下歡心滿滿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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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錦-2010景康校友回娘家暨

迎新/藥學研究所四十週年慶

系友踴躍參與，會場一景 主題「藥學所讓我們成家立業」，系友上台分享

陳瑞龍老師與系友們合照 參觀水森館樓層

校友會養生舞指導老師13屆洪美娜系友講解養生舞，兩

旁為晚宴主持人53屆賀筠婷與陳建豪

蕭水銀老師贈紀念品予洪美娜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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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TFDA局長康照洲(23)賢伉儷、莊晴惠(5)系友、林

祥屏(11)系友、陳瓊雪(1)老師、李淑娟(16)系友

研究所畢業系友右起為曾滄濱、沈雅敬、陳澤民、張溫

良、李喜鳳、莊寶珠（略敬稱）

研究所校友與實驗室老師合照 剛畢業的新系友-第54屆系友合照

多位系友熱心協助本次活動 研究所校友與實驗室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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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藥學研究所四十週年慶

楊玲華

欣逢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 40週年，與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合辦舉行慶祝活動，2010.12.18下午

於水森館 -藥學新大樓盛大舉行（照片請見相片集錦）。邀請了 2位研究所畢業校友 - R69曾滄濱總經

理（順天生物科技）、20屆陳澤民董事長（科懋生物科技）蒞臨專題演講。醫學院楊泮池院長、台灣藥

物食品檢驗局（TFDA）局長康照洲（23屆）均出席致詞。除了邀請所有系友回母系相聚之外，更歡迎

2010年 6月剛畢業的新系友（第 54屆）回來團聚。最難得的是久違不見的陳瑞龍老師也出席，一入場

即獲得熱烈掌聲。除了演講，另一個溫馨的主題為「藥學所讓我們成家立業」，邀請了夫妻同為藥學研

究所校友於藥學所相戀修成正果的夫妻檔上台分享近況。共有 3對夫妻分享，分別為 R66（20屆）葉本

和 -R66賴俊元（均江雪卿老師實驗室畢業）、R85黃偉展 -42屆林嘉威（陳春雄老師、李水盛老師實驗

室畢業）、R83俞篤文 -40屆郭姵君（高純琇老師、陳瑞龍老師實驗室畢業）。

曾滄濱校友與陳澤民校友專題演講內容請另見本期藥刊 -藥學記事 P. 34, 35。

校友會理事忻凌偉老師代替宋順蓮理事長致詞時，首先感謝潤弘公司，並說明水森館的現況，本樓

以捐贈人許照惠系友的父親名字來命名，目前大家可見大樓建物主體已經完成，但空調只有一部份，如

果將剩下的水電工程等內裝完成，大概還需台幣一億元以上，目前正與校方和醫學院院方爭取中，還需

要系友們適時伸出援手，無論是人力上或財力上。接著報告校友會過去一年的工作與活動。

李主任致詞時提到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至今已經 40年，累積了眾多研究所畢業校友於社會各行各

界均很有成就，這是母系很重視的。今天非常高興有很多研究所畢業校友參加，也非常高興看到陳瑞龍

老師康復的情況非常好，能與我們共襄研究所 40週年慶之慶祝盛舉。接著報告系上近況，為因應去年

的評鑑，藥學系之臨床專業相關師資轉移至臨床藥學研究所，所以現在不能用狹義的方式來看藥學系，

整個藥學系與臨床藥學研究所是一體的，應該以專業學院的方式來看待。另外，系上有五位老師通過

九十九學年度教師升等，分別為顧記華老師升等為教授，何蘊芳、忻凌偉、楊家榮及林榮信四位老師升

等為副教授。目前 40歲上下的教師占大多數，也是系上的主力。關於水森館，如忻老師所報告，尚有

未完成的軟硬體設備，希望民國 102年 8月也就是藥學系 60週年慶時可以搬遷進入新大樓。另外，系

上有將近一半的老師的研究是趨向生技領域，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目前已改為生技醫藥國家型計

畫，系上研究也朝這個方向前進。

景康陳董事長致詞時介紹景康基金會近 5年的工作重點是走向社會，推廣正確用藥。我們辦了相當

多全國性、地方性的活動，或是訪談性推廣正確用藥的節目，有些是和扶輪社一起舉辦，效果相當好。

之前還有社區教育推展藥學知識計畫。我們同時也編輯出版「安全用藥 500 Q&A」專書，也與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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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多的合作。另外像是乳癌用藥、新增的 600、700Q&A，也都有相當好的反應。對於藥學研究方

面，我們參與了衛生署委託「我國成立財團法人國民營養基金會可行性之研究與建議」計畫。另外在藥

界政策研討方面，為了調解外商跟台廠間的利益衝突，我們設置了藥界溝通平台。景康基金會未來仍會

朝向加強科技智財的方向而努力。 

主題「藥學所讓我們成家立業」，葉本和系友準備了精彩的照片與大家分享，回憶舊往，令人會心

微笑，也稱羨其美滿家庭。黃偉展校友除了介紹與太太交往的機緣之外，也感謝回台北進入北醫生藥所

後系上老師於研究上給予的協助。俞篤文校友與太太帶著一雙可愛的子女上台，除了感謝高老師也順提

及自己雖創業開公司，但還是從事研究工作，希望與母系有持續的交流。

晚宴仍照往例與醫學院各系聯合於醫學院大廳舉行，藥學系有 16桌系友共襄盛舉。系上提供的節

目包括校友會養生舞表演「祥雲扇」-洪美娜系友指導，另唐風舞蹈「雲想衣裳花想容」由洪美娜系友

獨舞，以羽扇表現中國女性的優雅婉約。洪系友於台上同時講解了養生舞與唐風舞蹈，談笑風生，展現

具十足的群眾魅力，也預告此唐風舞為下一支教學舞碼，歡迎大家加入。蕭水銀老師（第 5屆）並上台

致贈洪美娜系友一座舞姿妙嫚的銅雕。另一個歌唱節目由 53屆岳宗漢演唱「多情總為無情傷」，以優

美的歌喉吸引眾目光。本次晚會部分節目主持人為 53屆賀筠婷及陳建豪，雖為第一次主持，但台風穩

健，創意十足，讓晚會圓滿又溫馨。盼大家喜歡這個大家庭，明年再相約回娘家。

(感謝劉瑞芬系友 33、林相圻校友 R92於下午活動擔任主持人；感謝謝右文校友 R80、周蕙萱系友

41、劉瑞芬系友、林相圻系友於晚宴幫忙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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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醫療義工做愛心

12屆系友林麗真組長自台大醫院退休後，開始了新的生活、走出藥局、擁抱民眾，與年輕系友學

弟妹們不約而同地參加非政府組織路竹會 ( Taiwan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 ) 所舉辦的每月一次 2~3天

的國內高山部落義診、每兩月一次 9~20天的國外義診。2010年 4-12月林麗真系友共有 8次國內高山部

落義診及 3次國外 (中美洲、菲律賓及印度 )義診，而巧遇到四位優秀又有愛心的學弟妹們 (依時間順

序為王竣鋒 52屆、郭奕靚 53屆、蕭佳汶 53屆、岳

宗漢 53屆等 )，可謂，他鄉義診相逢自是有緣，異

國傳愛同門一償宿願！她說 : 「能夠有機會到處走走

參與義診、散播愛心的工作，非常感恩 ! 也深深地體

會到生活在臺灣的人實在很幸福，希望有機會、有

體力還能繼續參與路竹會國內外義診、將臺灣人的

愛心傳到世界各國需要醫療救援的地方。」

第31屆同學會

時間：99年 11月 6日 (六 )中午 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濟南路 1段 2-1號）

拜台中同學吳世珍北上參加 FAPA之賜，一場小型同學會順利成行，剛好圍成圓滿的一桌。許多同學都

是畢業 23年來第一次相見，大家互道近況並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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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CEO許中強系友

第 15屆許中強系友於 2008年獲母系傑出系友獎並於 2008.11.16回國演講及受獎（參見以下照

片），當時曾分享創業歷程。1995年許系友是 Impax藥廠的創辦者之一，2006年臨危受命接下 CEO的

職務，勵精圖治，訂下 5年目標，親臨十餘場演講向員工傳達公司策略及發展方向以加強員工信心，調

高薪水鼓舞士氣等，2009年讓公司重返那斯達克，成績斐然。在此之前，1998年許系友也曾處理 Impax

公司的財務危機，當時他返台籌資，獲貴人統一集團高清愿董事長支持與投資。最近亮眼的成績為 2010

年 3月 Impax取得學名藥 FLOMAX的美國 FDA認証，這是第一個問市的該種學名藥，因為贏在先馳得

點，讓公司不到 8個星期賺進 2億美元的利潤。

許系友分析，學名藥大致分為兩種型式，一是已

成為市場大量藥物商品，二是需要更多的研發不

易被複製者，而後者是較具市場價值的。而近來

讓公司受矚目的則是 2010年初馬英九總統訪舊

金山灣區時，Impax是唯一讓馬總統走出旅館參

觀的地方。馬總統一直鼓勵他要在台灣多投資，

許系友也連稱一定把台灣作為 Impax的海外最重

要據點，而事實上也已具體行動並於 2007年百

分之百投資了台灣益邦製藥。詳文可見：美西玉

山科技協會通訊第 250期 /2010年 9月號。 上圖為2008.11.16許系友回國接受傑出系友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