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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0202 「「臺臺臺灣灣灣大灣 學藥學專業學院」暨

       「「創「創「創「創新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牌牌揭牌揭牌揭牌牌揭牌牌牌揭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式儀儀式儀式儀式儀儀式儀式式儀式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儀式儀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感謝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謝感謝感謝感謝謝感感謝感謝謝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焦點人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0303003003003000000030033033 2020202020202000200202020202022020200020202 131111113131313131313131331331111333傑傑傑傑出出傑出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出出出出出傑出出出傑傑傑出出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系系友得獎得獎得獎得獎得獎得得獎得獎得獎獎得獎得獎得得得得 人 -人 -人 -人 -人人 -人 -人 -人 -張麗張麗張麗張麗張張麗張麗張麗張麗張張麗麗張張張 亞系亞系亞系亞系亞系亞系亞系亞系亞亞亞 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000040404040400040404  202020202020202 13131313131133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出傑傑出傑傑 系友系友系友系友系系友系友系友友系友系友系系友友得獎得獎得獎得獎得得獎獎得得獎得獎得獎得 人人 -人 -人 -人 -人人 -人 -人人人 --陳永陳永陳永陳永陳陳永陳永永陳永陳永陳永永陳永順系順系順系順系順系順順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專專題題報報導導

05050505050555  由臺由臺由臺由臺由臺臺臺由臺由由臺大醫大醫大醫大醫大醫大醫大醫醫醫大大醫醫院首院首院首院首院首院首院首首首院首院首首院首例 H例 H例 H例 H例 H例 H例 H例 H例 HH例例例 7N7N7N7N7N7N7NN9流9流9流9流9流9流9流9流流9流9流流99流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感案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
        淺談淺談淺談淺談淺談談淺談淺談淺談淺談淺 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新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感流 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防之之之防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06060606066006 以微以微以微以微以微以微以微以以微以微以微微波輔波輔波輔波輔波輔波輔波輔波輔波波輔輔波 助鈀助鈀助鈀助鈀助鈀助助鈀助鈀助鈀助鈀助助鈀助 催化催化催化催化催化催化催化催化化催化化催化的氯的氯的氯的氯的氯的氯的的的氯氯氯氯的 化苯化化苯化苯化苯化苯化苯化苯化苯苯衍生衍生衍生衍生衍生衍生衍衍生衍生生衍生衍 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物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物之之物之羥基羥基羥羥基羥基羥基羥基羥基基羥基羥基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學學術術發發展展

07070707777 系上系上系上系上系上系上系上系上上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師教師教師教 與研與研與研與研與研與研與研與研與研研與 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究生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生究究生究究究 學術學術學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學術術學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 近況近況近況近況近況近近況

131313131313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生生師生生生師師師師 榮譽榮譽榮譽榮榮譽榮譽榮譽榮譽榮譽榮譽榮榮譽榮譽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1414141414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學術術學術術學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研究研究究績效績效績效績績績效績績效績效績效績績效獎勵獎勵勵獎勵獎勵獎勵勵獎勵勵獎勵獎勵勵勵

15151151515 101010101 2年2年2年2年2年2年22年2年度台度台度台度台度台度台度台台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藥大藥大藥大藥學學學專學專學專學專學專學專學專學 業學業學業學業學業業學業業 院執院執院執院執院執行研行研行研行研行研研究計究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計究計計究計計計計究計計究計計畫統畫統畫統畫統畫統統統統統統畫統畫統畫統畫統統統畫統統統計計計計計計計

1717171717  新任新任新任新任新任新任任任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師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介介紹介

募募款款與與與與感感感感恩恩恩恩恩

20202020022020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捐款捐款捐款捐款捐款捐捐款款捐 與致與致與致與致致致致致與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2020202020202  范進范進范進范進范進范范進財系財系財系財系系系財財系財 友提友提友提友提友提友友提友提提供「供「供「供供「「供 劉秋劉秋劉秋劉秋劉劉秋劉劉秋劉秋秋秋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老老師紀師紀師紀師紀師紀師紀師紀師師師師紀念助念助念助念助念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念助助助助助助助念助助助助念助助助助助念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金學金學金金金學金金金金金金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學金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金學金學金金金金金學金金金金學學 」」」」」」」」」」」」」」」」

232323232323 台大台大台大台大台大大大台大大藥學藥學藥學藥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學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展發展展發展專款專款專款專款專款專款款專款款專 認捐認捐認捐認捐認捐認捐認捐捐認認捐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同意同同意書書書書書書書

系系友友新新聞聞

2525252525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友友校 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會會記會會會記會記事事事事事事

266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榮譽譽榜榜榜榜榜

26262626266266262626266262626666666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友校友校友校友友友校友校友友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友校校校友校校校校友校校 動態動態動態動態動態動態動動動動動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查查 -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在在 你在你在你在你在你在在你在在做什做什做什做什做做什做什麼麼麼麼麼麼麼麼

2727272727772727777277  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設創創設創設創設創設創設創創創創設創設創創創創創設創創設創設創創創創創創設創創設創創創創創設創創設創創創設設創創 劉劉劉劉秋劉秋劉秋劉秋劉劉秋秋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生老師紀師師紀師紀師紀紀紀紀紀念助念助念助念助助念助念助念助念助念 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金學學金學金學金學 緣由緣由緣由由緣由緣由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2828228 臺臺臺臺臺臺大臺臺臺臺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臺臺臺大臺大大臺大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藥學 6060606060週年週年週年週週年年年週年週週年年年年年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籌備備籌備籌籌備會記會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記會會記記會 事事事事事事事

29292  懷念懷念懷念懷念懷念念念懷念懷念念念懷念懷 孫雲孫雲孫雲孫雲孫孫雲孫雲孫雲孫雲雲孫雲孫雲孫雲孫雲燾燾燾燾教燾教燾教燾教燾教燾教燾教燾教授與授與授與授與授與授與與授與與授授授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師生職涯職涯職涯職涯職涯職涯座談座談座談座談座談談座談會會會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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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303030 北美北美北美北美北美美北美美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校友校友友會年會年會年會年會會年會年年會年會 會會會北會北北會北會北會北會會會 美行美行美行美行美行美行美美行行美行行行感言感言感言感言感言感言言言言感言感言感言言感感言

3131313131 3535353533535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後年後後的歡的歡的歡的歡的歡的歡的歡的歡歡的歡歡聚 -聚聚 -聚 -聚聚 -聚聚聚聚 222222222 屆系屆系屆系屆系屆屆系系友同友同友同友同友同同學會學會學會學會學學學會會

3333333333333 第 3第 3第第第 3第 3第 31屆1屆1屆1屆1屆屆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學會會會會會

33333333333  台大台大台大台大台大大台大大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學藥學高球高球高球高球高球高球球球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 份聚份聚份聚份聚份份 會會會會會會

34343434344 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大藥學藥學藥學學藥學學 606060606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年周 慶 -慶 -慶 -慶慶 -慶 --
     20202020200001313131333二臨二臨二臨二臨二臨臨玉山玉山玉山玉山玉山山玉山山玉 登山登山登山登山山登登登山健行健行健行健行健行心心心心得分得分得分得分得得分得 享享享享享享

36363636363  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 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藥 北美北美北美北美美北美美美北 傳情傳情傳情傳情傳情傳情情傳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學學學記記事事事事事事事

3833838383838383  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學學藥藥學藥學藥學學藥 系系系系系系大系系大系大系大系系大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事記事記事記事記事記事記記

3838383838383838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參加參加加參加 9t99t9t9tt9ttt9ttt9t9ttt9tttt9ttt9 h代h代hh代h代h代h代hhh 謝體謝體謝體謝體謝體謝體謝體謝體年會年會年會年會年會年會年年年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心得得心得得得得得得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報報報告報

撥穗撥穗典禮典禮

3939393939393939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主系主系主系主系系系主系系主系主系系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致任致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404040404040040 所所所所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長所所所所所長所長所所所所所所長所所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詞

404040404404040 老師老老老老老老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老老老老老師老師老老老老老老老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4141414141414141 家家家家長家長家長家長長家家家長家長家家家長家家長長家家長家長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 致詞致詞致詞致致詞致詞詞致致

4242424242424242  學學學學學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學生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學學 代表代表代表代代表代表表代表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

434343434343434  照照照照照照片照片照片照照片照照片片照照照照片照照片照照照照 集錦集錦集錦集錦集集錦錦集錦集錦集

專業專業專業學院學院院學院揭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牌典禮典禮典禮典禮特別特別特特別特別報導報導報導報報導 ::::

464  國國國立國立國國立國立國立國立國國國立國立國國立國國國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臺灣臺臺灣灣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學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大學學大學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藥藥藥藥藥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業業專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學院院院學院院學學 、、、、、、
       創創創創新創新新創新新創創創創新創新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新創新創創創創新創創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藥物藥物藥物物藥物藥物藥物藥物藥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究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心心心心中心心心心中心心中心心心心心心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成成立成立成成立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揭牌揭牌揭牌揭牌揭揭牌揭牌牌揭牌揭牌牌牌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儀式
     第第第第第二第二第第二第二二二二二第第第二第第第二第第第第二第二二第第第第 屆屆海屆海屆海屆海屆海屆屆海屆海海海海峽兩峽兩峽兩峽兩峽兩峽峽兩峽兩峽兩峽兩峽兩兩峽兩岸創岸創岸創岸創岸創創創岸創岸創岸創創岸創創創岸創岸創新藥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藥物研物研物研物研物研研物研物研物研研物研物物研物研物研物物物研物物物物 究論究論究論究論論究論究論論壇開壇開壇開壇開壇開壇開壇開開幕典幕典幕典幕典典幕典幕典幕幕典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4949 陳陳陳陳陳陳陳陳基陳基陳基陳基陳陳基陳陳陳基基陳陳基陳基陳陳陳陳基陳基陳陳 旺主旺主旺主旺主旺主旺主主旺旺主主主旺主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致任任致任致任致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50 李李李李嗣李李李嗣李嗣李嗣李嗣李李嗣嗣李李嗣李李李李李李李李嗣嗣李李 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校涔涔涔 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致長致致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5151111 楊泮楊泮楊楊泮楊楊泮楊泮楊楊泮楊泮泮泮泮楊楊楊泮楊泮楊泮楊楊泮楊楊泮楊泮楊楊楊楊楊楊泮楊楊楊楊楊 池院池院池院池院池院院池院池院院池院院池池院池院院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長致致長致長致致致致致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52252525252 趙趙趙趙趙趙趙偉趙偉趙偉趙偉趙趙偉趙趙趙趙偉偉趙趙趙偉趙趙偉趙趙趙趙趙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長長校長長長校長長校長校長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詞致致詞致致致詞致詞詞致詞詞致詞致詞致致致詞致詞詞詞詞

525255252525  陳陳陳陳陳陳凱陳凱陳凱陳凱陳陳陳陳凱陳陳陳陳陳凱陳凱陳陳陳陳凱陳陳 先校先校先校先校先校先校校長致長致長長致長致長致致致長致致致致長致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545545454545  許許許許許照許照許照許照許照許許照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照許許許許許 惠系惠系惠系惠系惠系惠系惠惠 友致友友致友致友致致友致友致友友 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學學系系活活動動動動動

5555555555555 如何如何如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何如何讀讀讀讀讀讀書讀讀書書讀書讀書讀讀書讀書讀讀讀讀書讀讀讀讀讀讀讀
5555555555 送舊送舊送舊送舊送舊送舊送舊送送舊舊舊晚晚晚晚晚會晚會晚晚會會晚晚晚會晚會晚會晚晚會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5656565656 藥技藥技藥技藥技藥技藥技技技中中中中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心心中中中中心中中心中中心中中中中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習習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心得心得得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劑研劑研劑劑 發研究室

5757575757 暑期暑期暑暑期暑期暑期暑期期藥藥藥藥藥藥藥業藥藥藥業藥業業業藥藥藥藥業藥藥業藥藥業藥藥藥藥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習實習實實習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得

5858585858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社區區區區區區藥藥藥藥藥藥局藥藥局藥局局局藥局藥局藥局藥藥藥藥藥藥藥局藥藥藥藥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 心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心得得心

5959595959 醫院醫院醫院醫院醫院院醫醫院醫醫院醫院院醫院醫院醫院院醫院醫院院醫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實習實實實習實習實習習習實習實習實習實實習實習習實習習實習習實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得得心心

61 服務服務務服務服務服務服服務服 學學學學學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學學學習學習學學學學學學習習學學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安寧安寧安寧寧安寧安寧安寧安 緩和緩和緩和緩和緩緩緩和緩和和緩和醫療醫療醫療療醫療醫療醫療醫療醫療醫療醫 病房病房病房病病房病房病房病房病房房房房病

622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第十第第十五五五五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屆五五五屆五五屆五五屆五五五屆五五五屆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大臺臺大大大臺大臺大臺臺 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藥學藥學藥學藥學學藥學藥學藥學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營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646444 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藥大大大 盃心盃盃盃心盃心盃心盃心心盃心盃心盃盃盃心盃心盃心盃盃心盃盃盃心盃盃盃盃心盃盃盃心盃心盃心盃盃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64646464464 杜鵑杜鵑杜鵑杜鵑杜鵑杜鵑杜鵑鵑鵑杜杜杜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節花節花節花節花節花節花節花花花花花節花花花花節節節花花

66666666666 國考國考國考考國考考國國考國 服服服服服服務服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服務服服服務服務服服服服務服服服 隊紀隊紀隊紀隊紀隊紀隊紀隊紀隊紀隊紀紀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676767676  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業畢業生生生生生徵生徵生生徵生徵生生生徵生生徵生生徵生生生生生生徵才說才說才說才說才說才說說說說明會明會明會明會明會明會明會明明會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加加參加加參加加加參加加加加加加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得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得心得心心心
67676767677 IPIPIPIPIIIPSFSFSFSFSFF各各各各各各各國各國各國各國各國國各各國各各各各國各各各各國各 藥學藥學學藥學藥學藥藥學藥藥學藥藥學生的生的生的生的生的生的生生的交流交流交流流流流交流流流流流交流流流交交流交流流流流流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平台台平台平台平平台平台台平台台台

686868688 泰迪泰迪泰迪泰泰迪泰迪泰泰 熊熊熊熊熊熊熊醫熊醫熊醫熊醫熊熊熊醫熊熊熊熊熊醫熊醫熊醫熊熊醫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