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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大事記

2010.10.01　 南加大藥學院院長 Dr. Pete Vanderveen、副院長 Dr. Michael Wincor來訪，並與本

系簽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與美國南加州大學藥學院學術交流協議」

2010.11.08　 本系李水盛主任榮獲 2010-2014 FAPA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學術研究組主席 (Chairman of Scientific Section)兼副會長 (Vice-

President)

2010.12.11　 本系承辦 99年度台灣藥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0.12.18　藥學研究所成立 40週年慶暨校友回娘家活動於藥物科技大樓 -水森館舉行

2011.01.27　水森館捐贈典禮

2011.02.28　本系中長程規劃會議於系圖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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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賀！本系應屆畢業生參加 99 年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及格率達

百分之 83.72 ，全國及格率為 45.56

2010.11.08	 	賀！本系李水盛主任榮獲 2010-2014	 FAPA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學術研究組主席 (Chairman	

of	Scientific	Section) 兼副會長 (Vice-

President)

2010.12.11	 	賀！本所學生參加 99 年度台灣藥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榮獲壁報論文獎，藥化暨天

然物組陳建光（李水盛老師研究室）榮獲

優等獎，曾依冰及陳逸宭（梁碧惠老師研

究室）榮獲佳作 ； 藥劑暨藥物分析組孫厚

鈞及陳瑩倫（沈麗娟老師研究室）榮獲佳

作。賀！臨床藥學暨藥事行政組臨藥所學

生王竣鋒榮獲優等獎。

2011.01.26	 賀！沈麗娟老師榮獲 99 年度青杏醫學獎

師生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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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台灣藥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承辦單位：臺大藥學系

委辦單位：台灣藥學會

時間：99年 12月 11日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臺大醫學院體育館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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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森館捐贈典禮

水森館竣工落成典禮 1月 27日上午 10時於該館林森南路門口舉行，本樓館捐款人許照惠系友、

許系友雙親、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包宗和副校長、湯明哲副校長、潤泰建設尹衍樑總裁、醫學院楊泮

池院長、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王光昭教授、食品藥物管理局康照洲局長，共同主持剪

綵儀式，與各界貴賓、諸多校友及系上全體老師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許系友與李校長並共同主持揭

幕儀式。本館以許系友的父親許水森之名命名，建築物本體地上 5層地下一層，樓地板面積共約 2700

坪。

首先陳基旺老師以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主持典禮，並簡述此樓館誕生的起源，

說明 2005年 8月他參加北美臺大校友會年會時報告藥學新大樓的需求；2006年 4月 18日許系友與校方

簽署「捐款興建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新大樓承諾意向書」等。

李校長致詞時除了稱讚許系友的事業有成不忘回饋母系之外，也期許未來能與世界一流大學及頂尖

公司大廠合作，乘風而上，使本校不僅達到前進全球大學排名前 50的目標，甚可至排名前 10的佳績。

最後並讚稱藥學系是系友向心力最強及最護系的學系。

許系友致詞時訴說著今天以感恩的心情參加盛會，今日同時也是在座的父母結婚 72週年，感恩父

母對她的栽培。同時也感謝尹衍樑總裁與宋順蓮理事長的協助，使得大樓興建能順利完成。這 2棟大樓

僅是基地，未來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希望從此地可使藥學教育與研發產業更上一層樓。

尹總裁致詞時感謝陳基旺老師的穿針引線，並感謝羅興華建築設計藍圖且完全沒有收取費用。

楊院長致詞時表示，這是藥學教育與藥物科技發展的新里程碑，未來與大藥廠合作藥物研發，並可

與公衛大樓 8樓的臨床試驗中心相得益彰。最後呼籲系友協助以俾利搬遷。

李主任致詞時說明目前系上發展的軟體、硬體尚須要校方全力協助以促進系的茁壯成長，達到校方

的期許。

最後，陳基旺老師並感謝學務長協助處理緊鄰水森館之學生宿舍的問題；公衛學院江東亮院長的

代為溝通協調，並希望江院長對這新進鄰居多一點照顧，最後並感謝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王儀蓉

小姐的協助。

註：  13屆系友許照惠博士捐贈的藥物科技大樓及竹北產學大樓，分別以其父母之名字命名為水森館及

碧禎館。「臺大竹北分部碧禎館」落成剪綵典禮已於 2009.12.10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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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錦-水森館捐贈典禮

剪綵儀式 許照惠系友正式將水森館捐贈給校方

許博士與李校長共同揭幕 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陳基旺教授主持典禮

貴賓、系友及系上同仁大合照（第二排右起第4位為許照惠博士，第5、6位為許博士之父母）



藥 學 記 事58期   

31

春聯大賽
廖曉偉

今年是兔年又適逢建國百年，為了促進各實驗室間師生交流及慶祝水森館落成，因此於一月份接近

農曆春節的時候舉辦了『藥學所創意春聯大賽』，以『慶祝建國百年』與『水森館落成和藥學系的未來

與期許』為題，不限道具進行創意春聯製作，在大家熱情參賽下，我們在活動當天收到了 25件的參賽

作品，每一件都有著它獨特的特色，有畫著藥學新大樓水森館的創意春聯，有將印度文融入中國傳統春

聯中所創造出別有一番風味的印度風春聯，有走搞笑漫畫路線的影分身兔春聯，有精心剪裁設計而成的

兔春聯吊飾，有結合藥物結構的藥學春聯，有歡慶水森館落成的對聯，還有我從未見過的類似潑墨法的

創意繪圖方式，各式各樣琳瑯滿目的春聯品都讓我見識到了大家無限的創意，平常看到大家都只看得到

在認真做實驗而已，沒想到大家各個都身懷絕技還有無窮的創意。收到的 25件作品在 12樓電梯口以展

示架公開展出一星期，整個藥學所充滿著過年喜慶的氣氛，經展示一星期後，邀請大家來票選出三件最

佳創意的作品，另外還有最搞怪及最認真的作品，參與的同學我們頒發了參加獎以示鼓勵，而參與投票

的老師及同學們也都可以參加最後的『戳戳樂拿獎品』活動。

這次活動的成功都要歸功於大家熱情的參與還有幹部們精心的策劃活動流程，各個參賽者絞盡腦汁

創造出的驚艷作品更是讓我大開眼界，也感謝許多的老師及同學們熱情的參與投票活動，讓整個活動可

以圓滿的結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還有機會可以看到大家的創意表現，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師及同學們

可以來參與我們的活動讓活動能夠更加的趨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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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錦-2011台大藥學三峽滿月圓春遊

午餐鱒魚美食饗宴與摸彩

系友熱情參與

初春氣爽遊園區

享受瀑布美景森林浴

系友大合照（陳永順系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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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大藥學三峽滿月圓春遊

博一 林敬婷

藥學系本年度春遊於 2011.2.13 (日 )舉行，地點為新北市三峽滿月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鄰近之千戶

傳奇生態農場。參加成員包括藥學系教師、邀請來賓、碩博士班學生、研究助理，同時也與校友會合辦

邀請系友一同參加。當天天氣微陰，終結連日陰雨綿綿，正是適合出遊踏青的天氣。大夥約莫八點二十

由醫學院出發，一路上交通通順無阻，很快的就來到三峽，遊覽車彎入了三峽的街道，還經過了三峽老

街，再經過一連串的山路，終於到達滿月園國家森林遊樂區。

滿月圓森林遊樂區由於山頭狀似滿月的滿月圓山而得名，是台北近郊森林與瀑布最多的森林浴場。

進入園區後，由三位專業的解說當作嚮導，一路上大家聽著解說員的解說，一邊享受森林裡的芬多精，

走走停停，不一會兒我們即抵達園區內最大的瀑布 — 處女瀑布，當日瀑布水量充沛，好不壯觀；瀑

布旁有一座三層樓高的觀景亭，爬上高樓，瀑霧水珠迎面吹拂，清涼有勁。此時遇到腳程快的人，原來

他們已經去過園區裡的另一個瀑布 — 滿月圓瀑布了，我們在此稍做休息，再慢慢的步行回到入口，結

束了森林浴之旅。

中餐抵達離滿月圓不遠處的千戶傳奇享用鱒鱘美食饗宴。在享用美食的同時，首先李主任、景康

基金會陳永順董事長與藥學校友會宋順蓮理事長一一上台致詞，在用餐一段時間後，就開始進行大家期

待已久的摸彩時間。今年募集到的獎項非常豐富，摸獎的現場大家可是驚呼連連，尤其是抽出陳永順董

事長加碼的現金紅包時，現場更是嗨到最高點。真的是要感謝所有贊助的師長及系友，有你們的熱情支

持，才能有如此歡樂得一個下午。

吃飽喝足後，大家於餐廳外，櫻花樹旁合影留念，接著便驅車回到醫學院，結束這悠閒又歡樂的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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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慶
曾滄濱校友專題演講

時間：2010.12.18

地點：水森館

演講簡介：曾校友為民國 69年進入研究所就讀，

演講題目為「Reflections on Drug Development in 

Western Big Pharma」，回顧與探討西方國家大藥廠

的藥物研發方式 — 單一靶點導向的優缺點。內容

著重為何 R&D 的費用日益增高 ； 除高失敗率是

主因外，大藥廠的不良人事及資源的經理和法規

要求過多的早期動物試驗也是原因。他並一一介

紹 Drug discovery、Preclinical development、Clinical 

development。並詳述臨床試驗各分期的試驗重點。

原則上臨床一期是先探索藥物在極高劑量下在人體上可能發生的毒性 (adverse or severe adverse effects)；

臨床二期 找出它的臨床療效 ； 臨床三期是用更多病人族羣去確認它的療效和萬一發生的毒性 (low 

frequency adverse effects)。其他亦提及執行臨床試驗的挑戰在於試驗設計，該藥不是對所有的病人都有

效，選對臨床劑量，藥品間的相互作用等。演講內容精彩豐富，若對此主題有興趣的系友，可與母系聯

絡索取演講檔案（聯絡人：楊玲華小姐 yanglh@ntu.edu.tw）。（感謝曾校友撥冗修訂本文）

說明：為慶祝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 40週年，與景康校友回娘家合辦舉行慶祝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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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5 （20屆）陳澤民董事長（科懋生物科技）蒞臨專題

演講。其他藥研所四十週年慶活動請見本期藥刊校友新聞看板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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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慶
陳澤民校友專題演講

時間：2010.12.18

地點：水森館

演講簡介：陳校友為民國 65年進入藥學研究所就

讀，演講題目為「事業與志業孰重？」，繼曾校友

演講新藥開發之後，陳校友接著為大家演講企業經

營，否則研發的龐大費用如何回收呢？演講內容包

括企業營運與策略、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科懋

/科進製藥的經營文化和理念。在講述生技製藥的

經營管理時，也提及新藥研發時程與費用、價值鏈，

並說「變革」是企業經營之靈魂。最後以公司的「洗腳哲學」與大家分享，藉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故事「我

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提醒大家懷著無怨無悔的服務精神。

（感謝陳校友撥冗修訂本文）

說明：為慶祝臺大藥學研究所成立 40週年，與景康校友回娘家合辦舉行慶祝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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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5 （20屆）陳澤民董事長（科懋生物科技）蒞臨專題

演講。其他藥研所四十週年慶活動請見本期藥刊校友新聞看板 P.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