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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校友會記事

日期 活動名稱 / 地點

2010/07/31-8/01 國考服務隊

2010/11/12-14 14屆畢業校友 40週年重逢

2010/11/28 「后豐鐵馬道」單車之旅 -中區校友

2010/11/30 第二十九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暨藥研所 40週年第二次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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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1/27 校友會理事尾牙

2011/02/13 臺大藥學民國百年春遊

2011/04/02-03 NTUSPAA-NA Cherry Blossom in DC

2011/04/25 景康藥學基金會暨臺大藥學校友會聯誼餐會

2011/06/16 臺大藥學校友會二十九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議程

2011/07/30-31 國考服務隊

2011/08/10 藥學系系主任迎新送舊茶會 (水森館 )

校友榮譽榜

2011.03恭賀！高純琇系友（25屆）榮陞財團法人醫藥品查

驗中心執行長

2011.03恭賀！許銘能系友（27屆）榮陞行政院衛生署食品

藥物管理局（TFDA）副局長

2011.03恭賀！翁菀菲系友（28屆）榮陞財團法人藥害救濟

基金會執行長

2010.12賀喜！陳映蓉系友（40屆）榮獲臺大醫院98年度

服務特殊優異獎個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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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會者均承諾給予最大支援。當晚出席尚有

余秀瑛、林麗真、王在斌、符文美、吳如琇、宋

順蓮、沈雅敬、李喜鳳、林文貞、吳維修、張淑

慧、忻凌偉、鍾仁銘（略敬稱）。

景康藥學基金會董監事及臺大藥學校友會

理事代表，2011年 4月 25日晚於台北市彩蝶宴

餐廳舉辦餐敘聯誼活動，邀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

驗中心高純琇執行長、食品藥物管理局許銘能副

局長及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翁菀菲執行長一

同餐敘聯誼，同時恭賀他們就任新職務。餐會由

景康陳永順董事長主持，有陳瓊雪老師勉勵，景

康朱茂男常董、梁啟銘常董鼓勵，年輕的周蕙萱

理事和中區代表鍾仁銘校友的感言，加上方學長

的美酒，吳維修理事攝影，優雅的場地，最後以

一曲感恩的心，溫暖了三位進入艱難職務的校友

景康藥學基金會暨臺大藥學校友會

聯誼餐會-恭賀系友榮任新職餐敘

畢業後偶而回到總區，但從來沒有見過那麼

壯觀的場面，新體育館內一場樓上的三十年一次

盛宴與一場樓下的當季畢業舞會同時舉行。

老面孔、新舞衣互相交錯在黃昏的台大校園

一角，光影移動間，讓人清楚看到了歲月流轉的

痕跡。 

三十年間被時光追著跑，有了工作，有了家

庭，有了白髮，有了老花，唯一不變的是青春的

回憶。

先生問我，台大人有什麼不同？〈朝夕相處

的人是如此平凡，甚至還有點迷糊〉

我想我們有三十年前的聯考相逢，現在還能

跨越科系延續到今天，就是不凡。

張忠謀先生說讀哈佛就像一場盛宴，我覺得

念台大也少不了山珍海味，至少三十年後一定有

第25屆畢業三十週年聚會（一）
羅慧齡

一頓！

追求卓越是現在大學的目標，畢業了就算沒

有闖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好好活出自己也是

追求卓越的一種。

看到同學們都還是如此的活力久久，就讓我

們期待下一次的團聚，台大再見！

八里水岸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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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三十週年聚會的籌辦時間長達一年，但

真正緊鑼密鼓的邀約卻是在會前不到ㄧ個月的時

間內完成，總共與會 15人，其中包含 2位眷屬

和美國回來的鄭雅惠同學。聚會於今年 6月 4日

舉行。

對晚宴的會面有期盼也有擔憂，盼的是對

昔日同窗近況的好奇，憂的是三十年來添增的體

重、皺紋與白髮。或許是宴會上昏暗的燈光吧！

現身的大夥個個不都是三十年前的老樣子嗎？配

合著當年的校園歌曲，恍惚時光倒轉，畢業就在

前夕吧！哪裡是三十年前呢！

有了晚會的暖身後，深覺短短幾個小時的餐

聚無法盡情暢談三十年來的故事，大夥又於隔天

假八里水岸經典咖啡餐廳闢室暢談。當天風光明

媚，敝人還是第一次從淡水搭乘渡輪到達八里，

白雲藍天、河面波光粼粼、景色宜人。更有四對

夫妻檔遠從台北、故宮、林口等地騎單車赴約，

健康指數破表，永駐青春自不在話下。

老昝帶了二位中小學的兒女來，看在兒

子要當兵了的我眼裡，直覺得老昝比我

年輕多了，心境吧！年幼的小孩令父母

不由得年輕起來哪。

話南話北，三十年的歷練使當年靦

腆沉默的我也多話起來，畢竟已達知天

命的年齡了自然豁達些。聽著李立中的

養兒秘辛、戀愛哲學，大吃ㄧ驚後又是

爆笑連連。為妻、為媳、為母的甘苦經

也頗能引起女士們的共鳴。不同領域的

第25屆畢業三十週年聚會（二）

林瑞真

閱歷分享，開闊了大家的胸懷與眼界，豐富了饗

宴的內涵，依依不捨的道別，也預告近期國外同

學回國時的再次相聚。

本班人才輩出，與會同學在教育學術界服務

的有高純琇、林琬琬、陳燕惠（以上在台大）、

李正中（北科大、建國補習班！！）、張立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醫院藥局服務有周敏慧、

楊蕙圓、羅慧齡、高雅靜、鄭雅惠，藥界有李立

中、李榮昌、黃震銘，婦產科醫師昝舜華，中華

電研究所張嫈女，並有大二轉學轉系離開卻仍友

情贊助的死忠班友歐陽彥正（台大資工教授）、

施純叒（榮總醫師）等，至於敝人是家管兼藥品

查驗登記工作。希望三十週年聚會是往後大家更

積極聯繫的開始，畢竟三十年讓多數人在事業家

庭上有了階段性的成果，而老友是豐富後半輩子

不可或缺的一員喔！

臺大校總區體育館歡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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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六十週年系慶籌備會成立

2013年為臺大藥學系成立 60週年，60週年

系慶籌備工作目前已逐步展開，2011.03.10於系

圖書室舉行之發起人會議揭開序幕。2011.05.03

於台北市六福皇宮，推舉 19屆黃秀美系友為

六十週年系慶籌備會主任委員（詳情可參見景康

藥網第二十期）。另於 6月 2日有初步核心小組

會議，8月份也已密集開始 3次籌備會會議，經

由這幾次籌備會議， 60週年系慶之使命與工作

小組組長均已確認。60週年系慶籌備委員初步組

織架構依 50週年系慶之籌備組織，由組員晉升

組長而成型。每一組將有 1-2位副組長協助事務

進行。目前架構如下圖。

匯集初步核心小組之前籌辦系慶經驗，此次

籌備會黃主任秀美委員，對於 60週年系慶之期

許有三：1.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2. 傳承

30, 40, 50週年慶之優點、3. 創新：以 30-40屆為

主力精英，思考藥學系未來，瞭解扮演的角色。

顧主任記華提出目前系上目標與願景，並感謝各

具專長系友投入 60週年慶。校友會宋理事長順

蓮亦試圖將各式校友會活動與 60週年慶宣傳相

串連，包括校友會登山社將辦理健行、壘球賽、

系主任迎新送舊茶會等等。

籌備會的每一小組，目前均已開始草擬計

畫、進度與預算，在在均顯示系友們希望能經由

種種活動，壯大 60年系慶聲勢，使台大藥學系

能夠豎立更為鮮明、榮耀的形象，以促使藥學院

更為快速、完整的成立，打造一個更臻理想、培

育英才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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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委 員：黃秀美 19th

副主任委員：�康照洲 23rd、湯丹霞 22nd、關秀英

20th

秘　書　長：宋順蓮 26th

副 秘 書 長：吳維修 28th

監　察　人： 符文美 18th、林淑玹 19th、高純琇

25th

指導顧問群：

(1) 行政秘書組：高純琇 25th

(2) 財務總務組：莊俊三 9th

(3) 節目活動組：朱茂男 12th

(4) 出版學術組：符文美 18th

(5) 募款組：許章賢 13th、方承猷 20th

(6) 媒體公關組：梁啟銘 14th 

(7) 校友動員組：陳瓊雪 1st

北美地區：湯丹霞 22nd

港澳地區：關秀英 20th

工作小組職掌及負責人員：

(1) 行政秘書組：忻凌偉 (組長 ) 34th 

開會通知、會議記錄、相關行政工作及幕僚

作業

(2) 財務總務組：林文貞 (組長 ) 73R

協助各組預算編列及控管，支援並配合各組

活動相關事宜、採購、郵務、印刷等事宜。

(3) 節目活動組：許樂仁 (組長 ) 46th 

六十週年系慶籌備會組織及工作人員

節目活動規劃（例如：晚宴節目、會後旅

遊、球類比賽）等相關事宜。

(4)  募款組：蔡卓憲 (組長 )41 st 

募款相關事宜。

(5) 媒體公關組：王勇堯 (組長 ) 30th 

媒體聯繫、專題報導及宣傳，大會紀念品等

事宜。

(6)  出版學術組：劉瑞芬 33rd(出版組長 )、孔繁

璐 33rd (學術組長 )

邀請演講者、學術演講、學術專刊、出版

五十週年紀念專刊等。

(7) 校友動員組：朱顯偉 (組長 ) 38th 

研究所動員人：謝右文 80R

系友通訊錄確認更新、動員系友參加活動

等。

(8) 長青系友聯誼組：王在斌 (組長 ) 14th

集合退休系友的智慧與經驗、增進聯繫，協

助活動進行。 

上圖左起第5位為黃秀美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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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週年系慶籌備會-招兵買馬

姓名：　　　　　　　 

屆數或研究所入學年：　　　　　　　（例如：40 屆或 R80）

應徵項目：

□ 行政秘書組 □ 募款組 □ 財務總務組

□ 媒體公關組 □ 節目活動組 □ 校友動員組

□ 出版學術組 □ 長青系友聯誼組

□任職於　　　　　　　 □退休 □生活管理者

聯絡方式：

Email：　　　　　　　　　　　　　　　　　

Phone：　　　　　　　　　　　　　　　　　

Address：　　　　　　　　　　　　　　　　　　　　　

請愛心勾選與回傳

資　　格：本藥學系所校友

條　　件：性別，年齡，經驗不限，須有一個願意的心

報　　酬：藥學系所獨家秘方

報名熱線：校友會  email: pharm_alumni@rx.mc.ntu.edu.tw 

　　 Tel: (02) 2312-3456轉 88401   

fax: (02)2391-9098

徵各工作小組組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