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
學
記
事

台 大 藥 刊

42

藥學系大事記

2012.04.06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參訪 

2012.03.21 吉林省延邊大學藥學院參訪座談會

2012.03.23  台大藥學系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藥學院學術合作簽約

2012.05.22  邀請泰國三位生藥領域學者來系演講

2012.06.10  懷得國際有限公司范育俊董事長捐贈本系新台幣 100萬元，用以鼓勵從事藥事服務、

藥政政策、藥學相關學術研究之優秀人才來系演講及交流。

2012/6/26-27  本系承辦 2012抗癌藥物研發研討會，分別於國立中山大學海科院及中國醫藥大學立

夫教學大樓各舉行一場

國際交流與外賓來訪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參訪 

日期：2012.04.06

時間：9:00-12:00

行程： Introductçn of NTU School of Pharmacy (Prof. Jih-Hwa Guh) 

Introductçn of NTUH Pharmacy (Director Lin) 

Visit to NTUH Pharmacy

參與人員：藥學系顧記華主任、藥劑部林慧玲主任

吉林省延邊大學藥學院參訪座談會

日期：2012.03.21 (三 ) 

時間：14:30-16:30

地點：系圖

參與人員：顧記華主任、李水盛教授、沈雅敬教授、俞篤文博士、延邊大學藥學院四位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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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藥學院來訪

日期：2012.03.22（四）

時間：中午 12:00 pm-1:50 pm 

地點：系圖（與學生餐聚）

參與人員：Drs. Kenneth Hale、Drs. M÷ap Nahata、林銘彥、林品慧、陳可欣、林婉婷、陳以雯、廖

晨妤、邵偉城、林欣怡、吳昌學、周丹薇、陳虹霖、溫存真、周欣穎、蔡弘穎、呂建緯、張鈺敏、

吳玉惠、陳冠霖、黃俊凱、唐筠雯、許瀞尹、賀筠婷、陳建豪、徐莞曾、林廷倫、黃瑩瑀、陳佳

慧、林嘉均、張菀純

台大藥學系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藥學院學術合作簽約

日期：2012.3.23（五）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系圖

參與人員： Dean Robert Brueggemeier, Dr. Kenneth Hale, Dr. M÷ap Nahata, Dr. Ching-Shih Chen及全藥

學系師生

泰國生藥領域學者來系演講會

日期：2012.5.22（二）

時間：上午 09:00 – 12:00

地點：基礎醫學大樓 403講堂

參與人員：全系師生（沈雅敬老師實驗室主辦）

說明： 邀 請 之 講 者， 分 別 來 自 泰 國 的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Khon Ka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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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系友鄒淑蓮校友返台受獎及演講

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交接茶會

時間：2012.06.28上午

地點：系圖書室與 1234室

說明： 每年撥穗典禮中表揚傑出系友並頒獎。

本年度傑出系友鄒淑蓮校友任教於美國

大學，學期中無法趕回母系參加撥穗典

禮，故擇日返系受獎並對研究所學生一

場演講。

時間：2012年 8月 1日中午 12:00-13:30 

地點：藥學系系圖書室

說明： 何藴芳老師接任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職

務，原所長林慧玲老師任期期滿卸任。

臨藥所師生及藥學系師長均到場觀禮，

茶會充滿溫馨的氣氛。何所長除了感謝

前任所長們為臨藥所努力奠立了良好基

礎之外，也表示將盡力做好協調與集合

各方寶貴意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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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臨藥所所長致詞

楊院長、林院長、顧主任、各位傑出校友代

表、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所有家長與同學人生裡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恭喜你們。同學永遠要對家人持感恩

之心，多一份熱情與溫柔，少一份粗暴。幸福

的家庭是永恆的價值。

藥師是個醫療專業，養成教育中一定需要

師徒制的實習，臺大大學部或臨藥所實習課程

之品質遠超過國內學校，這必須感謝臺大醫學

院與醫院對培育人才的支持，以及臨床藥學老

師、醫院藥師與醫師們對實習及臨床教學的付

出。

臺大藥劑部近 6年來在醫院院長、許照惠

校友、與校友會的支持下，送了 20人次藥師

到美日受訓，這些 eye-opening與 mind-opening

的經驗，不只培養未來的 leader與教師，也為

未來台灣醫院臨床藥事服務與 6年制教育開創

先機，如擴大臨床藥事服務、開刀房藥局、抗

凝血劑藥師門診等，相信楊院長與陳院長會繼

續支持教學人力。

藥學系有些畢業生未必想要從事醫療工

作。以相同工作量，台灣醫院醫師人力約為

美國 1/4~1/5，護理人員是美國 1/2（且美國不

能有家屬留院照顧病人），藥事人力則僅為美

國 1/8到 1/16，評鑑卻要求藥事服務要達到美

國的水準。為了病人權益，我只能鼓勵吃苦耐

勞、誠信正直、利他，且動作速度比機器手臂

⊙　林慧玲

快的人來醫院工作。

藥學系出路很廣，但沒有一個職場不辛

苦，未來大家更要面臨資源、能源與糧食匱乏

的時代。不論進入職場或研究所，你們都會發

現自己只是初學者，連登堂都還沒有；感恩、

謙虛、不計較與開放的胸襟是最基本的學習態

度。因此如同往年，我還是以下面三句話與同

學一起努力：“真正的偉大來自單純，真正的智

慧來自敞開的心胸，真正的力量來自謙卑”，

這與 Steve Jobs的求知若飢，虛心若愚（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其實是不謀而合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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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跟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分享。

既然是畢業，當然免不了還是要發表一

些畢業感言，不能免俗的是要感謝許多人，到

台灣大學藥學系來是我人生的一個偶然，任系

主任、到總區的擔任研發長一職更是我人生當

中的一個意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要感謝

系裡面有很多同仁的支持，還有我們台大藥學

系校友的接納和支持，讓我有這個機會到系上

來，更能夠全力以赴的在總區的工作上，參與

五年五百億這個巨大的工作能夠迎刃有餘。

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不是在我的規畫之

中，我當初念完博士學位，我只是想回來作為

一個成功的藥物化學家，這樣我就已經非常滿

足，行政工作根本不是在我規劃之中，我不懂

行政管理，不懂得策略規劃，乃至於有人問到

我你五年五百億的 KPI是什麼的時候，我忽

然間愣住了一下，什麼是 KPI。（編按：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主要績效指標）

2012年撥穗典禮陳基旺研發長致詞

⊙　陳基旺

楊院長、顧主任、林所長、各位貴賓、畢業班

的各位同學、還有同學們的家長大家好。

今天大家仍然在討論『椰子樹』，延續昨

日校總區畢業典禮上中華文化總會劉兆玄會長

致詞的話題，台大畢業生不要「只顧自己往上

長，連一點樹蔭都不給」。實際上，這個始作俑

者是我，因為我在研發處辦策略會議的時候，

當時任研發委員的牟中原教授（現任國科會副

主委）舉了這樣的例子 --成大有一棵大榕樹很

有名，而椰子樹是我們台大的象徵。有次餐會

上我又談了這段事，劉會長記了下來，他最後

自己延伸清大松柏孤芳自賞，自我感覺良好。

首先呢，我要恭喜各位畢業班同學在台

大完成了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即將離開

學校，展開人生另一階段的探索與旅程。校

長在昨日畢業典禮也曾提到學位授予的畢業典

禮在英美國稱之為 commencement，這個字的

意思是「開始」，這有其特別的意義，畢業是

另一個學習的開始，是著重在未來，而不是過

去。我參加密西根大學的畢業典禮的那個手冊

也是寫著 commencement，而不是我們所謂的

graduatçn ceremony。 

我七年前離開系主任的工作，加入李校長

的行政團隊，擔任研發長一職，很高興今天各

位同學即將畢業，而我也即將卸任，或許因為

如此，所以系主任要我在今天發表另類的畢業

感言，各位即將邁入人生正在開始之際，我要



藥
學
記
事

台 大 藥 刊

47

諸位，畢業後是另一個學習的開始。你

將面對各種可能的挑戰是書本上、課堂上所沒

有教的，每一屆同學要畢業的時候，我總是提

醒同學，我們要有另外一種心態來面對。我在

這裡仍要提到昨日畢業典禮李校長談到的，張

忠謀有一次在台大跨領域人才系列演講，主

題「學而優則創」，當中他提到的話，我在這裡

要和各位同學共勉，也就是我們在職場上要養

成虛心，要有系統計畫，以系統終身學習的態

度，要用邏輯性的思考，並擁有一技之長。諸

位都擁有一技之長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在這

裡特別強調終身學習的態度，這是我過去七年

乃至十三年來的寫照。

在這個學習過程中，一開始，我大學畢業

以後，乃至於到我念完 PhD的時候，我是一直

在尋找我心中的典範，所以我說我一直立志作

為一個成功的藥物化學家，可是呢？等到我畢

業以後，因緣際會，我有機會參與各項的行政

工作，我開始學習閱讀有關管理的書，有關於

策略規劃的書，所以剛才才提到事實上昨日畢

業典禮劉會長的那段話是先前我們在策略規劃

會議上檢討台灣 SWOT的時候，我所提出來

的。乃至於當我去主持國際會議我要注意的禮

節是什麼？要用英文如何表達？這都是我在當

初學習過程中，沒有碰到也沒有教到的，乃至

於身為一個研究工作者，也沒有學到的，這是

一種自我學習。張忠謀董事長他取得MIT的學

士、碩士畢業後就去工作了，他當初讀的是機

械，半導體完全是他碩士畢業後重新去學的，

所以他一直強調終身學習的態度。

諸位畢業班的同學，今天頂著台大學位是

人人稱羨的，台大畢業總比別人站在有利的位

置上，諸位應該善用這項優勢，將所學知識或

各項創新創造的知識轉化成對社會、政治、經

濟有用效益，上面這句話也是張忠謀先生在那

天講的，我記得非常有用，或許昨天有同學沒

有去參加畢業典禮，校長也用這段話來勉勵各

位，各位可能都經歷過、談到過所謂的「知識

經濟」，但是大家以為知識經濟我們只是高談闊

論創新、創造，可是假如沒有把這些創新、創

造轉化成有利社會的效益，那這個創新、創造

是沒有用的。這也是我們研發處近幾年來對於

台大的創新去發表文章，也應該把這些創新轉

換到該有的經濟效益上，哪怕它是對政治、或

是對社會的某一個領域。

剛才楊院長有提到我們藥學的畢業生有很

多技術將來都應該要 practice，這樣才是真正對

社會有最大的貢獻。但是做為台大人也有其原

罪，尤其近年來社會的氛圍，大家知道台灣的

高等教育從菁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原來二十

幾所國立學校變為五十幾所、變為一百五十幾

所、最近將近一百七十幾所，所以是在打擊菁

英教育。學校數擴充讓人人有機會念書是好

事，可是現在的資源稀釋，下一步的氛圍將要

打擊明星學校。各位可能沒有這種感覺，可是

我在參與行政工作的時候經常在捍衛這一點，

而且我們也領悟到社會上對台大的要求將來會

更不友善，諸位更應該虛心面對各種挑戰，積

極維護台大這個招牌。各位即使畢業了，我們

會以各位的成就為榮，也希望讓母校以你的成

就為榮。今天在這個離開的時刻，在這裡，祝

福大家展翅高飛，鵬程萬里，祝各位嘉賓身體

健康，謝謝。

（以上為錄音整理，感謝陳老師撥冗校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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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教師代表致詞

⊙　許麗卿

各位貴賓、各位老師、親愛的家長們以及應屆

的畢業同學們大家好 :

四年前，我回到母校任職，很榮幸地和

陳燕惠以及梁碧惠老師共同擔任今年大學部畢

業班的導師。同學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

哪裡嗎 ?是在埔心農場的迎新宿營。時間過得

真快，一轉眼，你們已從當時的菜鳥，搖身一

變，成為羽翼豐滿，即將振翅高飛的大鵬鳥。

這四年來你們很辛苦，在知識爆發，一切突飛

猛進的今天，有太多東西要學了，經過三年

的基礎學科訓練、大四精采的整合課程及半年

來的實習，現在你們應該可以勇敢地面對往後

職場上的任何挑戰了吧﹗恭喜你們終於學成畢

業，老師很為你們感到高興與驕傲。除了唸書

之外，多才多藝的你們也辦過無數活動，舉凡

藥學營、藥學之夜、大藥盃等等。希望你們進

入社會之後也能繼續本持著在臺大唸書、辦活

動的熱誠並以關懷的心為我們的國家社會盡一

份心力，讓台灣變得更美好。

在座即將畢業的準碩士及博士們，從事研

究工作是一項巨大挑戰，不但需要聰明才智，

還需要很多努力、耐心及堅忍不拔的毅力，在

面臨困難和挫折時要能堅持到底，奮鬥不懈。

你們已通過層層嚴格的考驗，就剩下最後一關

了，祝福你們在未來一兩個月內能有最好的

productivity，並順利通過論文口試。

各位同學們，今天是屬於你們的大日子，

也是你們生命中的一大里程碑。高興雀躍之

餘，別忘了心懷感恩，跟父母家人說聲謝謝，

沒有他們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的你。也別忘了

握握身邊同學的手，珍惜同窗之緣，承諾畢業

後要保持聯繫，在往後人生旅程中，繼續做好

夥伴、彼此扶持。以後也要記得回來探望老師

們，讓我們分享你們的經驗及成就，需要幫助

時，更不要遲疑，記得回來，系上老師們都會

很樂意幫忙。

畢業後大家會有很多就業選擇，在經濟

不景氣、失業率高的今天，你們算是很幸運

的一群，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又有很多傑

出系友，像在座的康照洲學長可以做你們的好

榜樣。祝福你們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

作、前程一帆風順。

最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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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生與師長合照

藥學研究所畢業生與師長合照

撥穗典禮照片集錦(一)

臨床藥學研究所畢業生與師長合照

照片提供：博士班陳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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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照片集錦(二)

台上來賓

頒發大學部成績優良獎，由陳基旺研發長頒獎

頒發服務貢獻獎，由校友會宋順蓮理事長頒獎

傑出系友康照洲局長受獎

頒發研究生傑出論文獎，由景康基金會梁啟銘董事長

頒獎

藥師公會全聯會獎，顧記華主任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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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照片集錦(三)

頒發藥學實習優良獎，由林慧玲老師頒獎

司儀帥哥－碩班王康力

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碩士班畢業生與實驗室家族溫馨合照

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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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家長代表致詞

⊙　陳昭蓉女士

顧主任、林所長、各位敬愛的師長、家長、親

愛的同學們，大家早：

我是高廷宇的媽媽，特地從澎湖趕來參

加孩子的畢業典禮，更感到榮幸的是有機會上

台來和大家講講話。首先我代表畢業生的家長

們，感謝學校的師長們，在這四年對我們孩子

的教導，在這樣一個自由開放的學習環境中，

讓我們的孩子從懵懂到成熟，從利己到懂得

關懷，從蔽塞到視野開放，學校教給我們孩子

的，不只是做學問的方法，更重要的培養了一

顆放之四海的開拓胸懷。然而台大四年來，讓

我這個為人父母最感恩、最安心的是，提供了

我們外地學生四年安定、安全、方便的住宿環

境，讓我們的孩子不用再每年都得拖著行旅四

處奔波。每每看到一些其他學校的父母們，為

了孩子的住宿頭痛不已，讓我更深刻的感受到

台大照顧外地孩子的這份貼心。尤其今年我的

感觸更深，因為我的另一個孩子在九月份也要

到台北來就學，可是他就沒有哥哥這麼幸運，

現在我們就要為他的住宿開始操心。想想四年

的時間，廷宇能在這麼安全的環境中，自由自

在的學習，讓我省了不少的染髮劑，在這裡我

要以外地的父母赤誠的心，由衷的向台大的師

長們致上最崇高的感謝。

再來我想向畢業的同學們講一些小小的道

理，有這麼一個故事：

有三隻獵狗追一隻土撥鼠，土撥鼠鑽進了

一個樹洞。這個樹洞只有一個出口，可是不一

會兒的時間，從樹洞裏鑽出一隻兔子。兔子飛

快地向前跑，並爬上一棵大樹。兔子在樹上，

倉皇中沒站穩，掉了下來，砸暈了正仰頭看的

三隻獵狗，最後，兔子終於逃脫了。

聽了這個故事，你們發現到什麼問題嗎？

我們說：兔子不會爬樹。一隻兔子不可能同時

砸暈三隻獵狗。還有哪？你們有沒有想到，土

撥鼠哪里去了？

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在追求人生目標的

過程中，有時候，我們會被途中的枝微末節和

一些毫無意義的瑣事分散精力，擾亂視線，以

至中途停頓下來，或是走上岔路，而放棄了自

己原先追求的目標。各位畢業後不管是繼續升

學或是就業，都不要忘了時刻提醒自己，土撥

鼠哪裡去了？自己心目中的目標哪裡去了？證

嚴法師也說過，路選對了，即使路再遙遠都會

達成目標，若無一年換 24 個頭家，就白白浪

費咱的青春、金錢佮時間。

第二個故事是：一位教師在上課時，拿

出一個十分精美的咖啡杯給學生看，當學生們

正在讚美這個獨特造型、細緻優雅的咖啡杯

時，教師故意裝出失手的樣子，將咖啡杯掉在

水泥地上摔成碎片，這時學生中不斷發出婉惜

聲，教師指着咖啡杯的碎片說：你們一定對這

個咖啡子感到婉惜，可是無論你怎樣婉惜也無

法使咖啡杯再恢復原形。今後在你們生活中發

生了無可挽回的事情時，請記住這個破碎的咖

啡杯。學生們通過摔碎的咖啡杯，懂得了人在

無法改變失敗和挫折時，要學會接受它、適應

它，轉換自己低落的情緒。這也告訴大家，今

後你們無論在求學或職場上，遇到瓶頸時也要

學會接受它、適應它，轉換自己低落的情緒。

《可蘭經》上所說：如果你叫山走過來，山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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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那你就走過去⋯⋯，正是我們所說的山不

轉路轉，證嚴法師也說過，遇到問題，就要面

對他、接受化、處理他，最後放下他。如此一

來生活才會舒坦，活得自在。

最後我要以一個媽媽的心情，來和你們說

些心裡的話：

每次看到孩子們在挑燈夜戰，徹夜不眠，

我的心就很難過。孩子們！為什麼你們那麼不

會珍惜自己的身體呢，沒健康的身體，哪有彩

色的人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毁損。為人

父母，最關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平安。再來

是再忙也要抽空打個電話問候家人。有句廣告

詞，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那媽媽的要求並

不多，只是想聽到孩子你的聲音而已，聽到你

的聲音，媽媽心上日日夜夜牽掛的那根心絃才

得以放鬆，孩子們抽空打個電話吧！

最後感謝學校的教導，也希望同學們，能

找好人生的目標，坦然面對未來的一切，謝謝

大家。

註： 家長代表陳昭蓉女士為畢業生高廷宇的母

親。斜粗體字紅字表示台語。

撥穗典禮學生代表致詞

⊙　吳少夫

今天我們齊聚在此，不是因為服務學習時

數還沒補滿要去衛教，也不是因為等一下在藥

理實驗與小白鼠有個約會，而是因為我們曾經

一起經歷了這些種種，一起走過了這四個年頭。

首先，我謹代表 97級藥學系同學向主任

及各位老師致上最誠摯的感謝，謝謝你們對學

生無私的教誨、指導，還有考驗 (不論期中或

期末 )，激勵我們成長，也讓我們在過程中摸

索下一個方向。感謝我們最摯愛的家人和朋

友，因為你們的支持與陪伴，我們才得以從大

學跨出夢想的第一步。而我親愛的同學們，藥

學是門無法與生命脫節的課題，儘管我至今 22

年的歲月還無法體現生命完整的價值，但你們

用顛覆我所見識過的熱情，讓我感受到生命的

熱血和積極。

回憶總是有趣，第一次普生期中考令人

傻眼的考題讓我懷疑達爾文的演化論到底出了

什麼問題。第一次組了個看似搞笑卻還有點架

勢的樂團。第一次坐在新體的大階梯放閃給星

星看。第一次發現中學班長是作龍頭大學班代

卻像隻駱駝。讀完藥化、藥劑，我們可能會糊

塗忘記 controlled room temperature是 20-25度

C。但經歷過藥夜、藥營，哪個女生最辣，哪

個男生最殺卻可能成為我們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緣分讓我們今天齊聚在此，一如四年前的

聚首，然而從今天起我們將啟程向各自的未來

前進。以各領域優秀的前輩為楷模，走入企業

或實驗室，成為藥師或是老師，或者更瘋狂的

人想成為機師。甘地說：「快樂就是你所想、所

說、所做的都是一致的。」我在此祝福各位畢

業快樂，也期許我們畢業後，所想、所說、所

做都能以台大藥學為榮，並銘記彼此熱情奔放

的大學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