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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記 事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備     註

2012/09/07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三十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18人

2012/10/06 第一屆臺大藥學校友盃桌球賽 18人

2012/10/07 臺大藥學系教師節登山健行活動 20人

2012/10/14 臺大藥學校友會中區分會餐聚 40人

2012/10/27 文山藥園踏青活動 31人

2012/11/03 第一屆臺大藥學校友盃羽球賽 45人

2012/11/05 臺大藥學第 16屆校友 40週年回娘家 40人

2012/12/04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湯會長回國餐敘 17人

2012/12/08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190人

2012/12/22 第七屆臺大藥學校友盃壘球賽 16人

2012/12/28 臺大藥學校友會南區分會餐聚 17人

2013/01/06 臺大藥學高球聚會

2013/01/19 2013臺大藥學春遊暨餐敘 (與藥學系合辦 ) 152人

2013/01/26 開心農場摘菜趣 59人

2013/01/31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三十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21人

2013/04/13 2013年臺大醫學院
116週年院慶週藥學系校友返校活動 70人

2013/05/05 臺大藥學高球五月份聚會 12人

2013/06/09 臺大藥學校友會中區分會餐聚 14人

2013/06/29~07/03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大峽谷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
錫安公園 -拉斯維加斯四日遊

2013/07/07 臺大藥學高球七月份聚會 12人

2013/07/09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三十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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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屆許銘能系友榮升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次長
說明：許系友原任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處長、副署長，今年 5月底衛生署升格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許系友步步高升榮任衛生福利部次長。而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改制為食品藥物管理署，

署長一職亦由次長許銘能暫代。

42屆黎世達系友榮獲2013 AAPS New Investigator Grant Award in 
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ies

說明：黎系友碩班於余秀瑛老師實驗室做 gene delivery研究，之後在工研院化工所服國防役期間被送至美國匹
茲堡黃力夫教授實驗室進修半年，返國服完國防役後，黃力夫教授給他獎學金進修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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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你，在做什麼 ?
畢業這些年，不知大家近況如何 ?
為了讓系友的資料更健全，彼此的聯繫更方便

請告訴我們您的最新動態並更新您的資料，謝謝！

回條請寄至 10051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12樓台大藥學系校友會
或傳真：(02)23919098 或 e-mail: nturxp@ntu.edu.tw

或上網登錄：http://rx.mc.ntu.edu.tw/alumni/content09.html
 

....  

E-mail

校 友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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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劉秋生老師紀念助學金緣由
文 /范進財 2013.08.02

    劉秋生老師是台大藥學系的創系教師之一，以發展臺灣製藥產業為志業，一生盡心

盡力的領導臺灣製藥業升級轉型，依序領導推動「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醫藥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醫藥品查驗中心」的成立，讓臺灣製藥產業能夠循序的經由政策的推

展、技術的提升、達到有能力審核新藥、自主開發新藥為目標 , 為臺灣製藥產業建立了良

好的基礎建設。

 以下是劉秋生老師 從無到有 努力推動之脈絡與
歷程：

1. 民國 69年為致力於台灣製藥產業之製造技術
與生產管理的提升，起草「優良藥品製造規

範」，在當時的藥政處黃文鴻處長及工業局顏

平和組長的施政推行下，劉秋生老師結合產、

官、學、研各界菁英，籌組種子師資並訓練

十位輔導員，親自到廠輔導藥廠實施 GMP，
堅持到 77年 10月底完成第一階段 GMP共有
211家符合 GMP標準。

2. 緊接著他個人體認到製藥產業的發展與永續經
營，除了應不斷致力於新產品研發，更與政府

的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故再度邀請有心致力於

研發與永續發展之國內藥廠，於民國 79年成立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致力於發展製藥

產業政策的研擬與建言。

3. 製藥發展協會 79年 7月 1日正式成立後，為
了解國際間藥業研發趨勢，於 79年 10月組團
赴日考察，到日本富山製藥研究所參訪後，再

度想為了提升製藥技術的水準，也為了避免國

內藥廠重覆投資於研發設備，復於 80年分別
於北、中、南三區舉辦說明會，甚至到各藥廠

董監事會說明募集資金、籌設「醫藥工業技術

發展中心」之目的，在積極的奔走與勤募下，

共募得 4000萬業者捐款，加上爭取政府 2000
萬元，共 6000萬元 ,於 82年初順利成立「醫
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也圓了為製藥業者設

立共通研發實驗室之夢想。

            值得強調的是 : 在所有政府資助的研究中
心中， 只有「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獲得
民間資金捐贈高達三分之二 (民間 4000萬元、
政府 2000萬元 ) ，其餘的研究中心之民間資

金捐贈均不到一半，由此可見劉秋生老師深受

製藥界的敬仰、尊重、信賴與支持！

4. 民國 84年 3月 1日台灣正式開辦全民健保制
度為爭取國內製藥業者公平競爭環境與學名藥

合理之健保核價，到處陳情拜會上至總統府，

立法院、醫療院所、衛生署、健保局等。

5. 另為了製藥產業的升級轉型，研究發展新藥，
需要建立新藥自主審查能力， 以及能加速新藥
許可證申請上市之速度，但鑑於政府單位受公

務人員未能擴編與薪資待遇之限制，故仿照日

本 PMDA機構之運作機制，獲得當時藥政處
蕭美玲處長之認同，一起努力推動， 終於也
順利於民國 87年 7月成立了「醫藥品查驗中
心」。

   註 :上述三個法人機構的初次地址均在臺北市
松江路 72號 (生達辦事處 ) 

6. 更為了讓研發新藥的配套措施更加完備，另也
為了讓製藥企業能善一份社會責任，故與當年

藥政處胡幼圃處長一起努力，仿照日本的做

法，推動「藥品藥害救濟制度」，以解決因藥

品的特性、用藥者個別體質及病情之差異，導

致在合理用藥之情況下，發生無法預期之藥物

不良反應，適時的給予用藥受害民眾，可以獲

得及時之救濟，此一政策也于民國 89年 6月 2
日起實施「藥害救濟法」

第四屆學生范進財感恩劉秋生老師對生

達製藥公司的創設與協助，以及他對臺灣藥

業的功績與貢獻，因此，由”財團法人范道

南文教基金會”設置此項獎助學金，以紀念

劉秋生創系教師之功績與貢獻，並藉以嘉惠

臺大藥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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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週年系慶籌備會活動記事 (3/2013~8/2013)

時    間 會議或活動 地    點 記事及活動內容

08/15/2013
籌備會第十一次
組長進度報告

上海鄉村
( 仁愛店 )

梁啟銘、黃秀美、康照洲、宋順蓮、吳維修、
顧記華、高純琇、莊俊三、余秀瑛、林文貞、
吳如琇、林淑玹、張俊博、孔繁璐、姜紹青、
張家瑜、王在斌、曾千芳、忻凌偉、尤松材、
王康力、楊士慧、李春燕

08/12/2013
籌備會節目活動
組第一次聚會

五角船板
林淑玹、宋順蓮、吳如琇、施維宜、岳宗漢、
汪雅婷、陳彥汝、李春燕

08/08/2013
籌備會玉山登頂
( 二臨玉山 )

玉山
宋順蓮、吳維修、尤松材、陳品孜、廖雅郁、
陳彥汝、黃榮銘、潘蘭欣、黃昇平

07/23/2013
60 周年系慶
開幕式籌備會

台大醫學院 顧記華、宋順蓮、林淑玹等與會

07/18/2013 籌備會第十次會議 台大藥學系圖
梁啟銘、黃秀美、宋順蓮、吳維修、林淑玹、
張俊博、孔繁璐、劉瑞芬、張家瑜、忻凌偉、
王在斌、陳虹偉、李春燕與會

06/29/2013~
07/03/2013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美
西四峽谷日遊

美國西部峽谷
( 台北出發 ) 余秀瑛、梁啟銘、蕭美玲、
黃秀美、宋順蓮、何蕴芳、顧記華、林君榮、
黃江隆、潘桂芳、林佳慧、陳翰霖、龔郁婷

06/06/2013
籌備會

媒體公關組會議
張俊博組長辦公室
( 仁愛路 )

宋順蓮、張俊博、連恆榮、王勇堯、陳譽尹、
李昀等與會

05/29/2013 籌備會第九次會議 台大藥學系圖
梁啟銘、黃秀美、宋順蓮、吳維修、顧記華、
忻凌偉、林文貞、張俊博、劉瑞芬、孔繁璐、
張家瑜、尤松材、李春燕與會。

05/27/2013 生技論壇會前會 (III) 庭園餐廳
梁啟銘、黃秀美、何美玥、康照洲、張鴻仁、
葉志鵬、蕭美玲、顧曼芹、宋順蓮、孔繁璐與會。

05/18/2013
台大藥學 60 周年慶
暨藥學發展基金
籌募專款

秘書長辦公室
( 內湖陽光街 )

宋順蓮、吳維修、張俊博、謝佑文等與會。

05/15/2013
臺大藥學

紀念DVD拍攝
”說不完的故事”

水森館 林淑玹、陳昭如 ( 說不完故事總編 )

05/15/2013
向許照惠、許章
賢校友請益會議

水森館
許照惠、許章賢、黃秀美、宋順蓮、
林淑玹與會。

05/9/2013
藥學發展委員會
籌備會第一次會議

乙位屋
日本料理延吉店

黃秀美主委、蕭美玲、梁啟銘、吳維修、
顧記華、蔡育儒與會。

04/29/2013 生技論壇會前會 (II)
臺大藥學系圖
與蘇杭餐廳

梁啟銘、黃秀美、宋順蓮、吳維修、劉瑞芬、
李春燕與會

04/13/2013
(2pm)

孫雲燾教授憶往 /
校友多樣化出路

臺大醫學院
 ( 院慶週 )

藥學系師生

04/13/2013
(10am)

醫學院慶週校友演講 臺大醫學院 梁啟銘、程正禹演講、藥學系師生參與。

03/18/2013
(6:30pm)

籌備會
第八次組長會議

水森館

梁啟銘、余秀瑛、湯丹霞、高純琇、宋順蓮、
吳維修、林淑玹、忻凌偉、林文貞、張俊博、
劉瑞芬、孔繁璐、張家瑜、顧記華、楊士慧、
李春燕與會。

03/18/2013
(4pm)

生技論壇會前會 (I) 水森館
梁啟銘、黃秀美、宋順蓮、吳維修、劉瑞芬、
張俊博、李春燕與會。

03/03/2013 高爾夫球比賽
福爾摩沙林口第一
高爾夫球場

比賽結果：王在斌總桿冠軍、賴智輝淨桿冠軍、
陳永達淨桿亞軍、莊俊三淨桿季軍、
進洞獎：莊俊三、張俊博、王在斌。



懷念孫雲燾教授與校友師生職涯座談會 
2013 臺大醫學院院慶週

師生職涯座談談會會 
院慶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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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二 賴韋婷

「春風化雨一甲子」，適逢創系教授孫雲燾先生

百歲冥誕，也是 60週年系慶，為了緬懷孫教授對藥學

系所的貢獻及將藥學系的人文精神傳承，在其一生培

育藥學菁英無數，今年系友座談會的主軸之一「與回

憶的對話」，在四月十三日邀請了系上曾與孫教授熟

稔往來密切之學長姐回娘家，來細數他們與孫教授之

間的點點滴滴，現場與會還有在學大學部學生，藉由

學長姐們的分享，年輕小輩也可以了解藥學系的創系

過程以及孫教授的生平事蹟。

座談會一開始由顧記華主任介紹藥學系自創系以

來至今的沿革，帶領我們穿越時空，重新見證台大藥

學系的一路走過，也讓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個系，

從以前的舊系館到現在的新設備，各個時期的制度到

現今的完善規劃。

接著是系友們的演講，張天鈞醫師是藥學系的女

婿，其妻子洪美瑱為藥學系的 18屆系友。張醫師首先

分享了他與孫教授之間的因緣際會，並讓我們見識到

孫教授在甲骨文上的專研與精進，接著陳寬墀系友、

朱茂男系友、余秀瑛老師也介紹孫雲燾教授的生平與

相處的過往，傾瀉出他們對於孫教授的緬懷與思念。

即使我們不曾見過孫教授，也因此藉著系友們生動的

描繪在心中刻劃出孫教授一代儒人的形象。每當演講

的系友如數家珍的道出與孫教授的畫面，下面的系友

們也如身歷其境，台上台下笑成一片。感動在一起。

在師生職涯座談會請到梁啟銘系友、程正禹系友、

陳惠玉（39屆）系友、陳彥汝（52屆）系友介紹藥學

系學生在畢業後可以選擇的出路，抑或進修或是進入

職場，並且以自身經歷為例子，告訴我們在求學階段

或是將來面對多元化的就業方向時應該抱持的態度，

還有分享自己在職場上不同階段不同位置的所見所聞

與感想，讓我們在求學階段的同時可以預想未來，事

先強化自身能力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梁啟銘系友說 :「當一份工作能讓你到了晚上十一

點還不想停止，這不是職業，而是事業」，共勉之。



北美校友會年會北美行感言
文 /顧記華

剛要到美國時內心還有些猶豫，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怕

坐飛機，從以前就很怕坐飛機的我，想到要坐這麼久

的飛機，內心就 ....需要很大的克服，但從下飛機的
那一刻便知道這一趟旅程是非常值得的，尤其當天晚

上的 reception看到顧文霞教授，在我的心裡，她是那
麼的傳奇，見了面，聽到充滿鄉音的談吐，以及親切

有力的握著的手，讓我倍感親切，內心滿激動的。晚

上老鳥與菜鳥的相聚，整個主題內容，讓我充份感覺

到主辦的北美校友會系友及湯會長，還有順蓮姊的用

心，老鳥學長姊們，有著非常豐富的職場及人生經驗，

也都能熱情及真誠的和菜鳥學弟妹們分享，是非常有

意義的晚會節目。當天晚上也認識了許多學長姊，雖

是第一次見面，但大家都很親切，每個人傑出成就下，

卻有著共同點，那就是和靄與謙虛 ,讓我對北美的學
長姊們非常佩服。

隔天的旅程是另一個期待的開始，雖然經歷了百年難

得一遇的高溫 ---49'C,但卻絲毫未減任何人的遊興，
反倒是極難得的經驗，幾天的旅程裡，參觀了許多難

得一見的景點，也造訪了幾個世界級的國家公園，這

趟的旅程經驗，真的令人永生難忘。然而，最令我難

以忘懷的是與學長姊的這幾天的相聚，雖然很多學長

姊是初次見面，但感覺卻像是家人般，說話聊天完全

沒有距離，而且每一個 hug,確實感覺是家人，雖然回
來至今近—星期了，但還是很想念學長姊們。

本次旅程另一個令我高興與感動的是看到許多學生也

參加，旅程中一起開心的聊著，也憶起了許多往事，

同時也知道學生們的近況都很不錯，心裡也很放心及

高興，可愛的學生們，謝謝你們與我同樂。

旅程中，坐巴士也是另一種享受，聽著每一位學姊還

有德義學長的生動的介紹，以及給學弟妹們的懇切的

建議及給予人生歸劃的方向，原來坐巴士也能收獲如

此豐富，而這也感謝順蓮姊深湛的主持功力。

最後—天要道再見了，心裡有著萬分的不捨，但也不

知該說些什麼，只能互道珍重，互祝平安健康，希望

大家能很快再相聚，最後也要再度的感謝 Diane會長
學姊，德義學長及所有辛苦籌劃的系友們，感謝所有

參與的學長姊及學生們，也感謝顧文霞教授特地過

來，讓所有系友學子們更感恩更凝聚在—起，感謝一

切的一切，祝福大家。

北美校友會

剛要到美國時內心還有些猶豫，最主要的原因

坐飛機，從以前就很怕坐飛機的我，想到要坐

的飛機，內心就 ....需要很大的克服，但從下飛
那一刻便知道這一趟旅程是非常值得的，尤其

上的 reception看到顧文霞教授，在我的心裡，
麼的傳奇，見了面，聽到充滿鄉音的談吐，以

有力的握著的手，讓我倍感親切，內心滿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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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hoto in front of Bryce Canyon, under the heat wave of 110 degree F( 感謝北美校友會，湯丹霞會長提供本照片 )



文 /冉榆平         圖 /李郁惠郁郁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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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後的歡聚 (1978 2013)

35 年後的歡聚 (1978-2013)

如果你看到海上的煙火會想到 6341，

如果你吃到七磅的龍蝦會想到 6341，

如果你早上在海濤聲中醒來會想到 6341，

如果你看到肯達基炸雞和 group hug 會想到 6341，

你一定參加過 2013 藥學系 22 屆洛杉磯的同學會 !!

藥學系 22屆的我們 ,因為學號
上都以 6341起頭 ,不知何時起 ,我
們都以 6341自稱 . 七月三日傍晚 ,
在和 2013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
美西峽谷精華之遊的學長姊學弟

妹道別後 ,我們藥學系 22 屆在洛
杉磯開了畢業 35週年同學會。我
們在金都海鮮餐館先擺了一桌 ,到
場的有余秀瑛名譽教授老師 ,湯丹
霞 ,李德義 ,黃淑蝶 (李德義的太
太 ),呂乃珍 ,楊淑珍 ,冉榆平 ,王
慕華 (冉榆平的先生 ),奚筱莉 ,黃
維遠 (奚筱莉的先生 ),王樂華 ,Phil 
Smith (王樂華的先生 ),李郁惠 ,安
瑞妮 (李郁惠的女兒 )。在紛紛跟
七磅大的龍蝦沙拉照相 ,大噲朶頤
同時 ,大家互訴畢業後的景況。余
老師七十餘歲 , 身體非常健朗 , 在

美西峽谷精華之遊 Bryce Canyon 
1.3 英哩 (海拔 8000英呎以上 ), 下
山上山 , 一馬當先 , 令人贊佩。她
現在還在傳授她的專業知識。在席

上 , 她也分享她在系上數十年來做
研究，教書的心得與藥學系趣事。

湯丹霞一年前在職場叱咤風雲三十

年後退休 ,比上班時還忙 ,除了忙
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的事 ,也數
次回台灣�加臺大藥學院的活動。

楊淑珍 , 奚筱莉 , 冉榆平都離開藥
學領域。楊淑珍現在是 CPA,家住
費城 .奚筱莉和冉榆平都是電腦工
程師 . 奚筱莉是 web developer,住
紐約 ;冉榆平是開發加護病房電
子資料庫軟體的工程師 ,在麻省的
Philips Medical公司做事。呂乃珍
在休息十年後 , 重新出發 , 現在在

休士頓專門 compounding 的公司做
藥師 , 對藥品品質管制非常重視。
王樂華住北卡 ,在幾個藥廠服務 ,
也曾在創投公司擔任重責 , 現在在
做藥廠的 consultant,有任何疑難
雜症都可找她。李郁惠多才多藝 , 
除了在芝加哥武田藥廠做全職工

作 , 也學畫還開畫展 , 忙得有聲有
色 .李德義在大藥廠服務多年 , 也
做過藥廠的 consultant, 今年三月到
亞特蘭大擔任副總裁新職。他是下

屆的北美藥學會會長。2015 的阿
拉斯加遊輪之旅將由他主辦。

酒醉飯飽之後 ,奚筱莉夫婦及
呂乃珍先告別離開 . 大夥討論明天
晚餐 ,有人提議吃肯達基炸雞 ,一
群很久沒大吃肥雞的中年人竟然在

餐館 group hug,嘆為觀止 . 離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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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一行人又入住到湯丹霞的海灘別墅去續攤。 由劉
葉盛 ,湯丹霞夫婦殷勤招待 ,有歌有舞 ,有酒有樂 ,不
知天將發白。

一夜好眠 ,清晨在海濤聲中醒來 ,打開窗戶 ,久違
蔚藍的太平洋就在眼前 ,潮起潮落 ,美不勝收。中午又
聚集上海灘餐館 ,湯媽媽 ,李詠鸞 ,徐伯河和徐伯河太
太都來會師 ,真是喜出望外。湯媽媽多年不見 ,氣色極
佳 ,真令人羨慕。李詠鸞的時髦俏麗短髮 ,看起來很
有精神 . 她拿出兒子和先生的照片 ,要端詳一陣 ,才可
分出誰是爸爸 ,誰是兒子 ,真是一家好看族 . 她在一個
380床的大醫院做了 28年 ,由臨床藥師做起 ,12年後
接長掌住院部藥局和醫院附屬藥局的主任至今 . 徐伯
河太太說徐伯河的臉胖了一圈 ,我們看了覺得蠻好的 ,
可能是以前太瘦 . 席間我們各自分享 (或被拷問 )當初
怎麼遇到另一半 。幾人招供 ,人人自危 ,還好余老師
的朋友已等候多時 ,大夥就趁勢而起 ,告別余老師 ,湯
媽媽 ,李詠鸞 ,徐伯河夫婦和王樂華夫婦 。
剩下兩部車 ,又開往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 (South 

Coast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爾灣中文學校 (Irvine 
Chinese School)參觀。此中心是湯丹霞在當南海岸中
華文化協會理事長 (2000, 2001, 2003和 2004) 時，面
臨爾灣中文學校的房租被學區「暴漲」所刺激的遷校

危機 , 到各方奔走呼籲 , 籌得一千一百萬美元興建而
成 , 2005年落成 , 占地四英畝 , 第一、二期工程，包括
文教大樓、多功能體育館，面積共 4萬 4298平方呎 , 
學校共有一千兩百個學生就讀。中國式的飛揚紅瓦 ,
進門挑高玻璃大廳 ,氣派輝煌 ,真是華人的驕傲 ,也讓
走在湯丹霞四周的我們特別覺得與有榮焉 。

回到海灘別墅 ,我們又分隊比賽桌上曲棍球 ,電玩鋼
珠 ,空氣曲棍球 ,戰火隆隆 ,大夥不禁想起 1974年七星山
我們這群新鮮人被迎新的情景 ,真不知今夕何夕。夜幕低
垂 ,我們在陽台上 ,面對著太平洋等待 ,看到第一顆煙火
畫開黑幕 ,在火戰車和拉丁的熱鬧音樂中 ,左右兩邊的海
上此起彼落的放著各式煙火 ,中間的海灘上也有人插花放
煙火助興。壓軸的煙火放完 ,我們不禁相擁 ,互道七月四
號快樂 ,氣氛超 high。大夥都無睡意 ,又回到家庭電影院
看春晚笑劇 ,運動笑肌。
七月五號 ,在安靜的海灘上有的跑步 (還記得火

戰車 ?),有的散步 . 在半身和鞋子濕透之後 ,我們互道
珍重 . 拖著依依的心情 ,疲憊的身子邁向歸途。
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 2015七月的阿拉斯加遊輪

之旅正由李德義和他的幹事群籌備中。6341的你們會
一起來創造下一個難忘的回憶嗎 ?



33

系友新聞

第 31 屆 同 學 會

台大藥學高球七月份聚會

適逢美國蔡雅俐同

學回國，大家相聚一堂，

幾位同學竟是畢業後 26
年第一次見面，大夥話

家常並分享生活心得。

（圖前排左起陳政女、

楊玲華、蔡雅俐、林信

瓊，後排左起陳英璋、

高振文、徐紹華、林成

俊、蔡振華）

時間：102 年 07 月 21 日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羅浮宮

時間：Jul 7, 2013(Sun)    地點：桃園球場

此次高球敘地點為

桃園球場，正值酷暑，

參加的夥伴真是勇氣可

嘉，打起球汗如雨下，

正是體力跟耐力的考

驗！在大量補充水分，

加上王在斌學長友情贊

助防曬乳加持，大家堅

持到最後順利完賽，球

賽後於場內餐敘。此次

得獎人員如下：總桿冠

軍劉勝雄 (82桿 )、淨桿
冠軍王在斌、淨桿亞軍

賴子堅、淨桿季軍賴智

暉、近洞獎賴子堅、郭

槐秋、蔡卓憲、宋正義

(GUEST)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
2013 二臨玉山登山健行 心得分享

臺大藥
2013 二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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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52屆校友 陳彥汝

2013年是台大藥學 60周年，臺大藥學校友會舉
辦一系列各式各樣的活動盛大慶祝，其中也包括這次

的「台大藥學 60周年慶 2013二臨玉山登山健行」，
繼 10年前的 50周年慶登玉山活動之後，再度廣邀校
友們一起登玉山。今年預計舉辦兩個梯次，第一梯次

時間為 8月 6日到 8日，參與的隊員們包括吳維修
(28)、尤松材 (R91)、廖雅郁 (42)、陳品孜 (52)、陳彥
汝 (52)、黃榮銘 (26屆宋順蓮先生 )、及 38屆黃金蓮
友人潘蘭欣、黃昇平等共 8位。

好事總是多磨，從一開始預計的 4月登山，因為
排雲山莊尚未整修完成而延後活動日期；等到山莊 7
月中開放後，又需要用抽籤的方式才能抽到山莊的床

位，幸好，在維修學長的努力下，最後終於讓我們抽

中了山莊 8月 7日的位置，也確定了這次玉山登山的
時間。期間為了考量大家平日運動強度不一的情況，

所以也特別舉辦了行前訓練，包括陽明山、大屯山、

觀音山及獅子頭山等，除了可以先認識同行隊員，也

可以當作登玉山前的小小運動。

在 8月 6日的晚上，大家在上完一天的班之後，

由維修學長及松材學長開著車，載著大家浩浩蕩蕩的

從台北出發，前往南投望鄉部落都構密斯民宿 (1)，看
著大家戴著的行囊與包包，在車上討論起裝備等等，

非常有趣。到了民宿已經是晚上 10點，為了隔天一
早的登山，便匆匆洗澡就寢了。

8月 7日一大早，一行人出發前往塔塔加鞍部登
山口，途中也經過了夫妻樹 (2)。從塔塔加小隊到玉山
登山口大約有 2.8公里，我們有安排了接駁車直接搭
到登山口 (3)，開始了第一天登上排雲山莊的旅程。

第一天預計是從玉山登山口出發到排雲山莊，路

程大約 8.5公里，海拔從 2,610公尺上升至 3,402公尺，
共有 82座陸橋，每 0.5公里出現一次的路標指示，都
成為沿路上大家倒數距離排雲山莊的目標。途中經過

孟祿亭、大峭壁、白木林等景點，維修學長貼心的準

備了火爐及鍋子，讓我們在白木林可以煮水泡茶及咖

啡，舒緩一下登山的疲勞。

沿路上最辛苦了就是之字形上升的路段，第一

次登百岳加上背著重裝備包及單眼相機的我，對於這

種路段還是有點吃不消，不過好在大家都互相打氣加

油，而且沿路慢慢走一邊欣賞沿途山景風光，從早上

9點半出發，到下午 4點終於抵達排雲山莊。
爬了一天的山一行人也都累壞了，在享用過山莊

的晚餐後，在 6點半左右就全部就寢，這大概是我第
一次這麼早睡還可以睡的這麼熟的一天。除了剛到排

雲山莊有一點輕微的頭痛外，很慶幸地沒有高山症的

症狀，可能是大家的身體都很健康，或是前一天都睡

的很飽，還有我跟品孜都有先吃預防高山症的藥都有

關係吧。

到 2點半左右，山莊的所有山友陸陸續續起床吃
早早餐，準備攻頂看日出，此時的天空正是一片星海，

非常壯觀美麗。我們臺大藥學團也在 3點從山莊出發，
一路上戴著頭燈，在黑暗中前進。短短的 2.4公里，
海拔從 3,402公尺上升至 3,952公尺，真的是相當嚴

1. 晚上投宿於南投望鄉部落都構密斯民宿

2. 塔塔加遊客中心登山口附近的夫妻樹 3. 塔塔加鞍部登山口出發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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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一段路，過排雲山莊 1.9K之後則完全是山岩峭
壁，已無植物生長，也是所謂的碎石坡。最後的風口

向上 0.2公里攻上主峰的一段路，除了要手腳並用地
拉著鐵鍊向上，也要克服對高度的恐懼，一步一步的

穩定向上前進。

最後終於趕在 5點半踏上了玉山山頂 (4)(5)，也
趕上了日出的那一刻，看著太陽從東方冉冉的升起，

登山一路上所有的辛苦，在那一刻都化為了無限的感

動，踩著從日據時代就設置的一等三角點，從 3,952
公尺的頂點俯瞰群峰，心中久久不能自己，以前常聽

別人說，登大山能夠使人更謙卑，站在群山的山頂上，

更能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大自然的偉大。

回程中再度停留排雲山莊吃早午餐後，出發下山

回到塔塔加，旅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歸心似箭，所以走

起來都特別的輕快，也走得特別快，不過下山還是會

讓大腿和膝蓋有點吃不消。中餐就以現有的乾糧簡單

解決後，回到都構密斯民宿簡單洗澡，此時順蓮學姊

也貼心地替大家準備了當地盛產水果蓮霧，切洗好歡

迎大家歸來，好不開心。下山後前往了方承猷學長的

翠華軒拜訪 (6)，由宋順連學姊代表送上了祝賀方學
長喜獲金孫的祝福照片及題詩 (7)，也很謝謝方學長
宴請大家吃了一頓好料的，包括釣上來的大魚三吃，

一起下山的疲憊與勞頓。

這次是我第一次攀登百岳，很幸運的兩天天氣都

很好，不會太熱也沒有下雨，可以好好的欣賞風景與

登山的樂趣，但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能夠藉由校友

會參加這樣子的活動，一行中認識了各位學長姊，更

讓我覺得臺大藥學是個團結的大家庭，希望未來能夠

有更多機會參與這樣有意義的活動，延續臺大藥學的

傳統與光榮。

5. 陳品孜 ( 左 ) 與筆者陳彥汝 ( 右 ) 同為 52 屆校友於玉山山頂合照

6. 於方承猷學長的翠華軒拜訪之合影

7. 祝賀海報

4.  於玉山登頂合照，由左至右分別為吳維修 (28)、
    廖雅郁 (42)、陳品孜 (52)、陳彥汝 (52)、及 38 屆黃金
蓮友人黃昇平、潘蘭欣、尤松材 (R91) 及黃榮銘 (26 屆
宋順蓮的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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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 藥 學 系 北 美 系 友 會（NTU School of 
Pharmacy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America，
NTUSPAA-NA）2013年會暨美西大峽谷旅遊，從 6
月 29日的暖身晚會開始。

晚會上，主辦單位以有趣又別具巧思的活動為兩

年一度之團聚揭開序幕。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長湯

丹霞和前臺大藥學系校友會理事長宋順蓮於會前特別

情商母系許麗卿副教授（26屆）、微生物學科暨研究
所董馨蓮副教授（26屆）預先備妥試題，微生物、寄
生蟲、中藥及生藥領域都是試題的範疇；而來自美、

臺各地參與盛會的系友，涵蓋第 3屆至第 56屆共 127
位（含眷屬）則被分成十組，每組各由一位資深系友

「古早鳥」及二位年輕系友「菜鳥」搭起組內溝通橋

梁。湯會長並責成最後各組須於 7月 2日中午，將作
答交給裁判湯會長和宋順蓮系友。湯會長在說明遊戲

規則時特別強調，「考題是經過確效測試，絕對公平！

方法為：許老師讓 2012年剛畢業的校友考試，以 100
分通過。對照品就是畢業 31年的宋順蓮，現場考試，
得了鴨蛋！」現場哄堂大笑。在晚宴歡樂氣氛中，各

組開始了跨 54屆的交流活動 -讓「菜鳥」在短時間內
能與富有經驗的「古早鳥」交談、熟稔，並自飽富人

生智慧的「古早鳥」身上初窺成功祕訣及處世之道；

此外，「菜鳥」們於四天的旅程需與「古早鳥」持續

互動，在 Gala Dinner盛宴時，以一句精要分享自「古
早鳥」習得之成功經。

晚會當日，最讓人驚喜的莫過於得以親炙傳說中

的創系二老之一顧文霞教授。眾人欣喜同慶教授 98
高壽！而臺大藥學專業學院今年八月正式成立，首任

院長顧記華教授（34屆）與年齡相距半世紀的顧文霞
教授緣繫千里，兩人相見、傳承，於臺大藥學六十周

年慶格外添注深意。湯會長、顧院長、六十周年慶主

委黃秀美（19屆）接續作了會務、藥學院、六十周年
慶祝活動簡報，另有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梁啟銘董事

長（14屆）主持《小藥丸大學問》書籍義賣後。翌日
大清早，大夥便展開了 4天精采的美西峽谷國家公園

精華之旅。

旅途中的種種精彩見聞請容略過；而「菜鳥」們

各自對「古早鳥」人生智慧所體會萃煉之一句經典，

請詳右表。

旅程最後一晚的 Gala Dinner歡宴，湯會長特別
贊揚年輕系友的活力表現、組織能力及團隊精神，且

在旅途中充分展現潛能，並預祝成為藥學領域未來的

領導人才。最後，湯會長帶領 20位「菜鳥」向 10位
「古早鳥」行鞠躬禮，以感謝資深系友們對年輕系友

的照顧與指導。那晚，由 22屆系友李郁惠與王樂華
帶來餘興節目—相聲，景康梁董事長以嘹亮嗓音清唱

臺大校歌，藥學專業學院顧院長、臨藥所何�芳所長

（28屆）、林君榮老師與最年輕成員林佳慧、徐艾梅、
陳翰霖（56屆）共同舞蹈餘興。

北美校友會活動之舉辦，讓系友們有機會充分交

流，不但能「重溫同窗情誼」，更增添許多傳承意涵。

收受於社會，回饋於社會。臺大藥學系北美校

友會為年輕系友做了最好的示範，除了聯絡系友間的

感情外，更經援母系、提供獎助學金（研究獎助金、

補助臺大醫院藥師）、學術交流及工作機會，冀望學

弟妹們成為對社會有所回饋的人才、期能對臺灣新藥

研發有所幫助；深切體會臺大藥學系北美系友會之宗

旨：「期待能使臺大藥學院、臺灣藥學教育、藥業研

發製造、藥政法規更完整的發展、更為進步，以貢獻

人群。」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努力！

臺大藥學北美傳情
圖、文 /湯丹霞（22屆）、宋順蓮（26屆）、陳翰霖（56屆）

系友與顧文霞教授開心合影。拍攝於 6/29/2013。

Gala Dinner時，湯會長於「菜鳥」們報告前的提醒、指導。拍攝於 7/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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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鳥 菜鳥 精神標的 一  句  經  典 闡                     述
陳基旺研發長 林芳如 (45 屆 )

林克儀 (49 屆 )

火鳥 把握每個契機，設

定階段性目標，盡

全力執行。成功之

門為自立者而開。

傑出成就背後都來自努力不輕言放棄、積極開

創並把握人生的機會。

王有章（12屆） 薛嘉祥 (46 屆 )

張立欣 (49 屆 )

遠見 把握好轉型的

機會。

「無關努力而是享受」的工作態度。有了這樣

的態度，並且目光能不侷限於眼前而能積極的

把握機會、不害怕跨出領域，便能勇敢轉型。
許照惠（13屆） 王    璿 (47 屆 )

陳兆愉 (49 屆 )

孔雀 人生當如孔雀開

屏，燦爛輝煌且

收放自如。

臺灣的藥物研究相較美方毫不遜色，除了厚植

自身能力外，更應走出世界、弘揚臺灣的藥學

實力。孔雀開屏絢爛輝煌；根根雀尾又各如微

物，呈現出千重萬疊的的組合。雀尾的一收一

放，也契合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處

事哲學。我們不論在順境或逆境中，都能進退

得體而優游於世。
梁啟銘（14屆） 黃明怡 (47 屆 )

胡婉詩 (50 屆 )

大鵬鳥 珍惜過去，突破現

在，創造未來。

臺大藥學經歷 60 載，受惠於前人努力及現今

各方校友支持，除了感謝，更應再接再厲，讓

我們一同邁向下一個 60 年！
吳晉（15 屆） 李建勳（48屆）

鄭伊寧（50屆）

Hurricane 人生是不斷解決問

題的過程——面對

它、解決它。

人生轉彎處的抉擇，每每需要勇氣，培養解決

問題的能力很重要。人生充滿了許多不確定，

問題永遠都在，難免有徬徨與挫折，但不必想

太多，面對它、解決它就是了！
黃益謙（15屆） 葉亭均 (48 屆 )

黃亭綠 (51 屆 )

天堂鳥 人生不能重來。珍

惜當下，愛你所

選。

在面對每一個重要的決定時，要認真思考、冷

靜判斷。一旦下了決定，即使遇到困難與挑

戰，不要再去懊悔當初的決定。許多成功的人

並不是沒有遇到困境，而是他們的韌性，能夠

面對、接受並且克服那些困難，走出自己的

路。
李德義（22屆） 龔郁婷 (52 屆 )

陳韋綸 (48 屆 )

超級鳥 Learn a lot; enjoy 

a lot!

凡事不要畫地自限，以開放的心態來看待事

物，才會學得廣、收穫多。

成果並非是最完美的，在過程中我們學習成

長。我們也許無法完全掌控未來，但只要能夠

創造機會，未來是有無限可能的。

蕭美玲（15屆） 鄭隆儀 (49 屆 )

林佳慧 (56 屆 )

VeRx 旅行是最棒的投資。職場生涯需倚靠熱情和好奇心。用「好奇心」

去挖掘國外的狀況；遇到挫折倚靠「熱情」。

走出臺灣國際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只是簡單

地參與世界藥學生聯合會、亞洲太平洋藥學生

年會、亞洲年輕藥師協會等國際藥師團體舉辦

的活動就能辦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保留

臺灣的優點並改善臺灣的缺點。
黃秀美（19屆） 胡安蓁 (49 屆 )

陳翰霖 (56 屆 )

Turkey 遇到珍貴的人與關

鍵的事，都要積極

爭取。可以失敗，

但不能放棄。

人生不能重來，所以遇到任何珍貴的人和事，

都要盡力爭取。可以失敗，但絕不要後悔。

李秀美（19屆） 林振銘 (49 屆 )

徐艾梅 (56 屆 )

Beauty 

and the 

Beast 

( 八仙女

與四神

獸 )

苦盡甘自來，汲汲

莫倦怠。真材走天

下，吹牛萬事通。

面臨挫折時，絕不能輕易的放棄或懈怠，要持

續努力目標邁進。經過多方磨練與學習，具備

真才實料後，也要懂得展現自己，適時『吹噓』

自己的能力，往往是讓自己脫穎而出的關鍵。

學習如何用最適當的溝通及表達方式來展現自

己的能力。

此是充滿趣味的活動，所以用了帶點戲謔的

「吹牛萬事通」。
欲見更完整、豐富的內容，請見 NTUSPAA-NA網站，http://www.ntuspaa-na.org
隨著年齡的增長、經驗的累積，每個人的心得、體悟都是不同的。期待大家能找到自己最寶貴的一句話。在自

己的旅程中，煉出一顆最美的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