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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大事記

參加第九屆代謝體年會心得報告
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abolomics Society

目的 :
代謝體年會為相關領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國際

會議，參加此會議一方面可以了解代謝體學的最

新發展及研究趨勢，一方面發表本研究室之研究

成果，聽取各國專家的建議。

過程 :
本會議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共 4天 (7/1-

4)，第一天為 workshop，上午第一部分演講者包
括第一個提倡代謝提學概念的OliverFiehn教授，
講述此一新興學門常用的分離平台如液相層析、

氣相層析、毛細管電泳與質譜儀串聯之應用。而

分析流程的介紹則是第一天下午的 workshop課
程的重點，講述代謝體研究的整個流程，從實驗

設計、樣品保存、樣品前處理、上機分析到複雜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第二到第四天為全日的內

容，包括口頭報告、壁報論文及討論會。同一

時段共有兩場演講進行本人參加的主題為Model 
Organisms, Cancer Research, New Developments in 
Instrumentation and New Techniques, Metabolomic 
Profiling in Neuroscience, Drug Discovery, 
Metabolomic Profiling in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等 section。 本 人 並 於 Metabolomic Profiling in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中 發 表 ＂Differential 
fatty acid profiling in LPS-treated mice liver using 
stable isotope labeling and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with single sample analysis＂之
口頭論文。

心得及建議 :
此次是本人第一次出席代謝體年會，在會中

學到的新知對本人幫助相當大，亦有機會向國外

有代謝體核心實驗室的專家討論我們實驗細節上

遇到的困擾。透過經驗分享後，我對於如何改善

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難題有進一步的改良想法。此

外，這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國外口頭發表我們

最新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在準備的過程中或上台

後觀眾的提問，都讓我吸取到不少經驗。

在觀看別人的研究論文發表時，可以與其討

論，並且啟發我們研究上是否有可以運用之處，

增加我們研究的觸角，增廣見聞，避免錯失掌握

研究的潮流。

在本次會議短短四天內，看到質代謝體學快

速的發展現況，讓我在這領域有更多的想法。

2013.04. 13 臺大醫學院院慶週藥學系校友返校活動
2013.04.26 承辦 2013植物新藥研發策略研討會（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演講廳）
2013.05.15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第二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

研究論壇開幕典禮，於水森館大廳舉行

2013.05.15第二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研究論壇，於水森館 101室舉行
2013.05.25-26 藥學系藥物化學實驗室搬遷至公衛大樓九樓
2013.07.2 2 范進財系友提供「劉秋生老師紀念助學金」每學年新台幣 6萬元
2013.08.01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成立
2013.08.01 新聘教師林珍芳講師、張嘉銓副教授、王繼娟助理教授，及臨床教師黃織芬臨床助理教授

文 /博班陳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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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
系主任致詞

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及同學們，大家

好，首先恭喜各位畢業班的同學，經過多年的努力及

學習，如今學有所成，獲得了學位，即將前往人生另

一個重大的目標，不管是繼續就學或就業，都是另一

項重要的人生規劃。我也要在這裡恭喜各位家長，除

了恭喜您們的子女能努力學習，獲得了藥學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也獲得臺大的文憑外，也要恭喜各位家長，

您的子女也更加的蛻變與成熟，成為了更專業的藥學

人才。在今天，我也希望能利用這最後能跟各位同學

集體說話的機會，鼓勵各位同學今後在職場上，面對

各種不同的環境與職場文化，還是要保有「好的態度」

「對的態度」以及「積極的態度」，認真學習，將學

用落差降到最小，甚至「學以致用」、「學用加乘」

的效果，此外，在往後任何的職場生涯中，也希望大

家都能保有「熱忱」的心，「熱忱」也是成功的原動

力，若是我們遇到要做的事，要學習的事務，心態若

只是「加減做」「不情願的做」，這樣一定學不來任

何事情，當然也不會成功，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能充分

體會「態度」、「學習」、「熱忱」這六個字並身體

力行。

每一年的畢業季，在新聞媒體上都會看到很多新

聞，談論有關社會新鮮人的就業及起薪的問題，談論

著 20K、30K、50K的問題，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問

題值得探討與關心，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一則報

導淡大建築系的畢業生要交畢業作品，其中一位李承

翰同學是幫一個 93歲的阿嬤，修繕破舊的土角厝，

幫助了弱勢族群，引起社會廣大迴響。這件事的背後，

除了李同學的善行義舉之外，還有很多值得我們了解

的地方，例如在這過程當中，李同學要先說服阿嬤，

解除她的疑慮才能進行修繕，此外，李同學也向師

長親友募款廿萬元，以及做修繕計畫，召集學弟妹與

善心人士一起進行工作，所以這件事情成功的背後，

有著非常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此外，李同學也曾

到柬埔寨幫兒童修建教室，從這些故事，讓我們體驗

到什麼是「愛」，「愛」就是從別人的需要中，看到

自己的責任。今天，各位同學畢業了，在邁向另一個

重要的里程的同時，希望各位同學能對我們的父母感

恩，對栽培我們的學校及師長感恩，首先，應該從

「愛」我們的父母出發，就如同我剛剛說的，愛父母，

就要從父母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而父母會對孩

子有什麼需求嗎，不外乎就是希望孩子能真正懂事、

能有責任心、能不讓父母操心，如此簡單而已，所以

希望從今天開始，各位同學都能夠從對父母的「愛」

出發，也相信各位同學都能順利的達成自己的目標，

最後，再次的恭喜各位同學，敬祝鵬程萬里，也敬祝

各位來賓、師生、家長都能一切順利，平安健康。

顧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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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祝福
撥穗典禮 - 所長致詞

如果十二個年頭算是一輪，那麼臺大臨床

藥學研究所已然邁入第二輪了！
兩週前臨藥所剛完成所務評鑑，在準備評鑑各項

資料過程中，得以與百位已畢業校友及其雇主接觸，

有校友表示：

●  指導教授能以言教、身教向學生傳達藥師或教育
工作者應有的態度與責任，此外，指導教師亦能

提供學生適時的協助與有用的資源供學生研究尋

求協助使用！

●  指導教授在忙碌的工作中仍盡心、細心指導及與
學生討論並且引導養成解決問題之能力

相信以上之文詞，必能讓辛勞的教師們感到欣慰；

此外，受訪社會各界人士對校友之「學」、「用」表

現多所讚揚，相信校內老師們當更倍覺欣喜 � 包括
臨藥所、藥學系所、醫學院所有教師們；是您們的付

出，造就了優秀畢業生，使其得以奉獻所學於社會！

臨藥所今年度畢業班，從一進研究所求學就展現

了群策群力的精神－於楓城新聞與評論（第 220期；
100年 11月）發表了闡述大學部藥學實習之團體作
品。於本所在學期間，無論是兩年內修課近 40學分、
於各單位臨床藥學實習、碩士論文研究等，各樣表現

均可圈可點，特別是全體論文研究主題涵蓋藥動學、

藥物基因體學、病歷回顧、健保資料庫、問卷研究等，

觸探基礎與臨床甚至及於藥學教育研究等多種面向，

相當難得。本所自今年二月以來開始舉辦系列研究演

講，上週三（6月 5日）Research Day學位論文研究
競賽，大家均展現全力以赴精神！相信如能持續這些

良好特質與態度，必可事事如意。

延續今晨校總區畢業典禮貴賓戴勝益校友之致

詞，謹此以「謙虛」、「認真」與大家互勉，並祝福

各位鵬程萬里，力行「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校訓，共
同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美妙！

各位長官貴賓、各位師長同仁、各位家長、各位

同學：

今天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在畢業班同學離校前

跟大家說上幾句話。現在坐在台下的這群孩子中，大

約有三分之一是我的導生。過去這些年來，我很難估

算自己到底教給了你們多少東西，可是從你們身上我

學到了很多。常常，在一旁看著你們以年輕單純的熱

情衝撞著現實，恍惚間就好像見到了從前的自己，心

中同樣充滿了問號與不解。今天，我想要藉著這個機

會，和大家分享我這幾年在陪伴同學們成長的過程中

領悟到的一些事情，一些我希望自己在你們這個年紀

就能夠理解的事情。

第一件，是要心存感謝。這一點前面的幾位師長

撥穗典禮 - 老師代表致詞 孔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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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的師長、各位家長、各

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牧耘的媽媽，原先以

為除了工作之外要在人多的場合

說話得等到李牧耘結婚，沒想到

機會提前了感謝各位家長的承讓，

讓我有機會站在這裡。

我有 2個孩子個性截然不同，
一個是推不出去，一個是拉不回

來，推不出去的三生有幸就讀離

家最近的臺灣大學。臺大不僅環

境好、資源好、老師好、同學更

好，讓個性拘謹的孩子敞開胸懷、

拓展視野，真的謝謝你們。

猶記得大一時的服務學習，

系主任領軍前往藥園探查體驗，

在又濕又冷的日子主任除了講解

導覽還親自煮大鍋麵餵飽一群飢

腸轆轆的孩子，真是令人感動！

當同學們為了幫助弱勢團體利用

假日分組抱著勸募箱在街頭募發

票，需要多大的勇氣啊！那是一

種考驗、一種磨練，更是對人性

真誠善良的了解，孩子你們又跨

出了一大步！

更要感謝的是顧老師顧主任、

忻老師、孔老師 3 位班級導師，
通常在大學裡的導師只有出錢的

份，可能連學生的名字都叫不出

來，但是我們的導師卻是出錢出

力如同兄長般亦師亦友的照顧似

懂非懂的學生，讓家長放心。謝

謝老師！

離別不是分散，而是力量的

擴展。不管同學們未來是繼續升

學、投筆從戎、或是準備投入職

場，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四載同窗

修業的緣分，繼續保持聯絡哦。

更要記得在你背後永遠支持你、

鼓勵你、祝福你、包容你的父母

及家人。

最後謹祝臺大師長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各位家長事業蒸蒸日

上，各位同學擁抱夢想，展翅高

飛，謝謝大家。

撥穗典禮 - 家長代表致詞

已經說了很多了，我只想補充一點點感想。我們當中，

有不少人成長求學的經驗一路都很順遂，也一直是眾

人注目的焦點、世界的中心。也許你會覺得今天自己

能坐在這裡、站在這裡，是自己努力的結果——這是

『我的』畢業典禮、『我的』撥穗典禮，完全無法理

解為什麼你的爺爺奶奶、公公婆婆、爸爸媽媽、所有

的至親好友都要來這兒湊熱鬧……。我想要提醒大家

的，是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想像的那麼理

所當然。我們能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絕不是單靠我

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就而來的。如果沒有親愛的家

人、親愛的朋友、所有識與不識的人在最適當的時候

對我們伸出的援手，我們是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的。

人是自私的動物，沒有人『該』為別人做些什麼。

所以請心存感激，謝謝那些為你付出的人。謝謝你的

家人在你經歷青春期風暴的時候沒有放棄你，甚至，

要謝謝今天早上迎面而來對你微笑的陌生人，只因為

他的微笑為你帶來了一天的好心情。同時，也不要吝

於為別人付出、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我們的過去，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未來

呢？長大成人的一個特權或者你要說是代價也行，是

可以自己做選擇，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小的時候我們

都曾經很在乎別人的肯定，也或多或少地曾經因為別

人的期望而去完成某些事。不管過去怎麼樣，現在大

家即將離開學校，就從現在開始勇敢地承擔責任吧！

學習做正確的選擇、做正確的事，這也就意味著我們

不能、也不應當再把自己的問題、自己的過錯丟給別

人。一旦開始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你會更能認識自己，

也更明瞭自己心中那一把衡量是非善惡的尺到底放在

哪兒。

如果我們能立定志向，再加上剛剛主任的六字箴

言的加持，以大家的能力，將來不管從事哪個行業，

應當都能勝任愉快，游刃有餘。可是，我想送給大家

我的老祖宗曾說過的一句話——『君子不器』。大家

活在世上，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做人的本質。在精進自

己的專業能力的同時，希望大家能停下來想一想，我

們到底要做個怎樣的人，又要如何定義自己。不要忘

了，我們的所作所為，正定義了我們自己。

最後，祝福所有的畢業同學，也祝福在場的每一

個人。謝謝大家。

擁抱夢想  展翅高飛       
李牧耘家長  吳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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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長、家長、和即將畢業

的學長姐和同學們，大家好。

原本是抱著一顆雀躍的心來參

加這場重要的畢業典禮，但在披上

的學士袍的那刻一股鼻酸卻湧上了

心頭，看著身旁這些四年來一直互

相扶持的朋友，離別就在眼前，不

捨、也不願把我們緊緊牽著的手在

此刻就此鬆開。

回憶起過去，第一次的文山藥

園，我們披荊斬棘、穿過陡坡、越

過危橋，手牽著手相互扶持的登上

藥園，享受著水盛老師的現採青草

茶。

眾星雲集的藥夜，每個人突

破自我、展現天賦、像是錫均的

padapada，和明嚴的嬌豔美人，為
的都是留下一記青春的絕響。

艷陽天的藥營，跳著亦翔的咖

哩舞、跑著鴻翔的 RPG，醉月湖
畔人嚇人的可怕夜教，記錄著我們

大學的無比熱情與活力。

眾志成城的大藥盃，紹旋領軍

的壘球、幸樺壓陣的女排、和宗佑

的 PCE不敗傳說，都是大學生涯
中無懈可擊的精采。

真槍實彈的醫院實習，Josh學
長的面惡心善、JCIA劫盜地圖和
抽化療藥時的顫抖雙手，都是我們

這群小藥師的成長日記。

一段段不同的故事，連結著屬

於我們共同擁有的青春與苦澀。

在這裡，我們一同歡笑、一同

流淚，一起悲傷、一起成長。

在這裡，我們經歷的無數次的

挑燈夜戰、甚至徹夜未眠，就為了

堅持我們的考試、報告和信仰。

壓力和無力感曾在我們的身上

多次的蔓延、纏繞，但細膩的關

心、溫暖的雙手讓我們學會了相惜

相知、結伴扶持著一同走向我們的

目標。

追逐夢想的漫漫長路，我們並

不孤獨，因為師長和學長姐們總在

幽暗的險路上為我們點上一盞盞的

小燈、指引我們方向。

感謝每位師長們的諄諄教誨，

在我們迷失、徬徨與害怕時，總是

伸出你們的雙手，給我們指引、讓

我們有信心。

感謝醫院的藥師們，在實習期

間對我們的訓練及分享，讓我們從

兩腳書櫥轉變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小

藥師。

感謝這四年來一同切磋成長的

同學們，在失落時我們相互鼓勵，

讓彼此有了重拾夢想的勇氣。

最重要的，要感謝一直在我們

背後默默付出、無怨無悔支持我們

的父母親和家長們，謝謝你們包容

了我們的壞脾氣、還用你們充滿愛

心的雙手替我們撐起了一整片天

空。

轉瞬的時光，我們即將離別，

再多的不捨和眷戀也不能讓時光之

輪停止轉動。

這一刻我們要勇敢、堅強的迎

向未來，只有往前走才會有遇見彩

虹的機會。

去吧 !帶著台大藥學系給我們
期待與祝福，踏上屬於我們自己的

人生旅程，展翅高飛、築夢踏實。

撥穗典禮 - 學生代表致詞 廖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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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相片集錦

↑台上來賓

←大學部成績優良獎，由安斯泰來
基金會許駿欽董事長頒獎

←大學部成績優良獎，由附設醫院
林明燦副院長頒獎

↓研究生論文獎，由景康基金會梁啟銘
董事長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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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實習優良獎
    由藥劑部林慧玲主任頒獎

↑大學部專題研究獎
    由創新藥物研究中心主任
    陳基旺教授頒獎

撥穗後與老師合照

大學部畢業同學互相加油

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系上老師為每位畢業生撥穗

←
服務貢獻獎
由校友會理事符文美教授頒獎

撥穗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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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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藥所畢業生與師長合照

撥穗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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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成立揭牌儀式
藥 學 專 業 學 院
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時間：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上午九時

地點：水森館大廳 (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 )

司儀：王儀蓉小姐

09：00 ~09：05　典禮開始

09：00 ~ 09：05　藥學專業學院成立簡介  顧記華院長

09：05 ~ 09：10　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簡介  陳基旺主任

09：10 ~ 09：40　貴賓致詞

李嗣涔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楊泮池  臺大醫學院院長

趙    偉  澳門大學校長

陳凱先  上海中醫藥大學校長

許照惠  潤惠生技董事長

09：40 ~ 09：50　揭牌儀式

09：50 ~ 10：00　禮成　大合照

10：00 ~ 10：20　茶會暨大樓巡禮

10：20 ~ 09：05　第二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研究論壇

第二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研究論壇開幕典禮

註：當日各界參加踴躍，除海峽對岸之來賓之外，校總區有校長李嗣涔、副校長趙永茂，醫學院

有院長楊泮池、副院長張上淳、副院長何弘能，附設醫院有院長陳明豐、副院長黃世傑，公共衛生學

院有院長陳為堅、副院長詹長權、副院長蕭朱杏、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所長陳志傑、黃耀輝、

金傳春、季瑋珠等老師，牙醫專業學院有院長林俊彬，醫技系有系主任鄧麗珍、邱浩傑老師，物理治

療學系主任鄭素芳，職能治療學系主任林克忠，藥理學研究所有所長陳青周、鄧哲明老師，免疫所賈

景山老師，藥學系系友有陳寬墀、黃秀美、朱茂男、莊俊三、郭槐秋、林淑玹、陳文章、羅愛翔等（略

敬稱），其他各校有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理學院院長李冠漢及呂玉玲教授、國防醫學院藥學系主任江

樵熹及胡明寬教授、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鄭添祿及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高佳麟、教授曾誠齊、中國醫藥大學藥物化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莊聲宏、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特聘教授吳天賞、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劉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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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成，大合照

會場盛況

揭牌儀式，右起依次為顧記華院長、陳寬墀總裁、
陳為堅院長、陳明豐院長、楊泮池院長、李嗣涔校長、
趙永茂副校長、趙偉校長、陳凱先校長、許照惠博士、
陳基旺主任

敬邀來賓致詞

大樓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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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專業學院暨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
創新藥物研究中心陳基旺主任致詞

李校長、趙副校長、楊院長、

陳院長，澳門大學趙校長、上海中

醫藥大學陳校長，各位貴賓、各位

朋友、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剛剛我起身走到講台時試圖

走快一點，因為剛剛顧院長說我現

在老了 (笑聲 )。藥學系創立那一
年剛好是我出生，所以我是 1953
年出生，與藥學系同時進入 60歲。
剛剛顧院長已經用了近 30分

鐘，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簡報一

下，我的 slide只有 5張而已。成
立創新藥物研究中心的構想，在我

的裡腦海裡已經浮現了很久，但有

兩個人對我最後做這件事有很大的

影響，一位就是李校長，因為在他

的行政團隊中的時候，他曾經跟我

提到此事，要我來成立創新藥物研

究中心來推動藥物科技的發展，還

有另一位是許照惠博士，過去也曾

跟她談過這樣一個想法，希望結合

我們的校友及我們台大藥學系的師

生一起來推動藥物科技的發展。但

是我一直在整個行政工作上面，我

一直不願去提這件事情，我本身覺

得有點瓜田李下，不好意思來推動

這件事情。所以李校長跟我提了好

幾次之後，實際上我是去年七月離

開這個行政團隊，所以回來以後做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擬定這個計畫

書，直到去年十二月通過學校的程

序，成立了這個中心。

接著跟大家報告，這個中心

名稱為「創新藥物研究中心，NTU 
Center for Innovative Therapeutics 
Discovery」，這個 logo是我們一位
校友李芸幫我們設計的，大家可以

看出來這是一個苯環。當初，我原

先有一點點疑問，這個符號看來時

不是像緊張冒汗阿？或流淚阿？當

初我建議這一點是不是該拿掉？後

來想一想，那一個藥物創新過程，

不是流汗所造成的 ?設計者說這是
「水滴」，經蒸餾後，水非常的清澈，

所以做成藍色，這樣也好，因為這

個藍色就像一個小藥丸，當然不是

藍色小藥丸 (笑聲 )，那其實這是
一個膠囊，我那天到副院長在辦公

室裡，他跟我說這棟大樓的建築從

某一個角度來看是像一顆膠囊的，

所以當初設計是有它的意義的。

本中心成立的宗旨很簡單，就

是對於創新藥物研究發展的人才培

育，希望能夠為學術界及產業界提

供一些相關服務的工作。剛才李校

長提到，我們台灣大學的使命是要

對社會盡到一些社會責任。大家

知道新藥開發的程序從基因解碼

2000年開始，新藥開發過程依序
為靶標的鑑定，確定前導藥物的優

化，最後的目標是希望有一個藥物

能夠上市。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個中心裡

面成立幾個核心實驗室，這也是學

習醫學院的基因體研究中心許多良

好的制度，企圖提供一個非常好的

核心設施。我們大陸來的先進，有

時間安排大家參觀基因體中心的整

個設施。本中心想要推動幾個核心

實驗室，感謝李校長在過去這段時

間給我們的支持，等一下會後有一

些時間再帶各位來參觀。

這個中心成立要成功，還是

必須靠校友協助，所以整個中心，

非常有特色的一點：是目前台大

校級中心主任都是由學術界的來主

持，可是在這個中心成立以後，我

們將來的主任不一定要是來自學術

界的，可以是業界的人士。為甚麼

會想到業界的人來當主任，最主要

是考量我們有很多的校友在美國、

各行各業具備相當豐富經驗，增加

創新藥物成功機會，畢竟，台大藥

學系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校友在國

外，在美國 FDA做審查工作的就
大概有 12人，所以我們希望借重
他們的專長，對這個中心提出寶貴

意見，並做出貢獻。

我們更希望成立一個「創新

藥物產業聯盟」，目前正構想中，

聯盟的成員像許照惠許博士成立的

潤惠新藥創新公司主要就是在竹北

校區的碧禎館。還有程正禹系友是

台耀公司，做的是原料藥的合成，

且得到美國、日本跟歐洲的認證。

陳志明系友在美國成立公司，跟許

照惠博士都是在美國創業有成再回

台，陳系友的安成公司作的是的劑

型開發，在竹科、苗栗科學園區有

很大的廠。美時公司林東和系友本

來是做學名藥，可是最近藉由一些

通路外銷到美國、歐洲。生達公司

范進財先生也是做學名藥的外銷。

美國 FDA有很多的校友，台灣的
FDA也有很多校友，這也都是我們
聯盟的成員。

最後，值得跟大家一提的是兩

岸四地在澳門大學聯合設立「中華

創新藥物聯合研究中心」，這個中

心過去在澳門大學趙校長的支持之

下成立，在澳門設立總中心，由港

大、澳大、北大、台大共同成立，

這個中心的成立，將來可以協助我

們這四校兩岸新藥在大陸市場的開

拓，所以這整個聯合也是成立一個

機制，希望能夠為未來的需要提供

一些貢獻。謝謝大家！

（以上為錄音整理，感謝陳基

旺老師撥冗修訂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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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專業學院暨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

臺灣大學李嗣涔校長致詞

【前言】
行政院五年五百億「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總體目

標提供師生一流的學習與創

新優質環境，培養領導菁

英，提昇臺灣對世界的貢

獻。獲此經費挹注，各項基

礎建設耳目一新，國際學術

聲望大幅提升；過去八年是

台灣大學的黃金八年，台灣

大學進行一場寧靜革命，同

時，藥學系也走向藥學專業

學院，四年制走向全國第一

個六年制 Pharm D. 學制，
藥物科技大樓 (水森館 )於
2011落成，以及推動製藥
生技發展的創新藥物研究中

心，也正式揭牌運作，藥學

系與台大黃金八年攜手並

進，有請這一項工程的推

手，台大李嗣涔校長致詞。

澳門大學趙校長、上海中醫藥

大學陳校長、趙副校長、楊院長、

醫院陳院長，公衛學院陳院長，還

有各位來自海內外的貴賓，大家早

安 !

首先我很高興來參加藥學專業

學院跟創新藥物研究中心的揭牌典

禮，首先我一定要感謝我們的許照

惠許博士，過去這麼多年她以傑出

校友身分捐贈了我們藥學院水森

館，也在我們竹北校區捐贈建了一

棟碧禎館。不但讓我們藥學系未來

的研究發展有很好的硬體設施，還

捐了很多的軟體設施、設備，讓藥

學系將來走向世界一流奠定穩固的

基礎。她在我們竹北校區建了碧禎

館，也讓我們台大跟科學園區附近

的廠商合作有了一個很好的基地。

所以她可以說是推動整個藥學院轉

型的重要推手，我在這裡代表學校

來感謝她。

我記得我們剛當選校長的時

候，我拜訪各個單位，到了牙醫

系、獸醫系、藥學系，它們都提出

了強烈的呼籲，希望能夠成立學

院。可是這三個系其實都很小，

人數不夠多，所以要成立學院、要

跟別的學院一樣，是很困難，要怎

麼辦呢 ?因為它不成立學院，別的

學校成立了學院，政府找人規劃方

案等都不會找它，都是找別的學

校的院長來，我們這邊都是系主

任，就比人家氣勢上差了一截。後

來我們就想我們應該來成立一個

professional school，這 school的定

位是在院跟系的中間，希望它是一

個專業學院，它的學術可以自主，

它決定自己發展的方向，但在行政

上為了避免增加太多的單位，所以

希望它的行政還是要經過母院來決

定，這樣子的話大家的反對力量

會比較少。我們台大的每一年都

有 retreat，所有的一級主管加上院

長，我們一起來討論我們未來的走

向。我記得我第一次提出 "專業學

院 "這個概念的時候，好多人跳出

來問可不可以成立專業學院啊？

化工系也跳出來說它的編制也很大

啊，可不可以成立專業學院啊？我

一看不得了，每一個系都要變專業

學院，所以我們就加了很多嚴苛的

條件，第一個要五年以上之學制，

第二個要有附設單位提供學生從事

專業實習，要考證照…等，那就把

大部分的系都去掉了（笑聲）。所

以我們加了一層一層的關卡，我

們其實目標就這幾個系，最後大

家就同意了，也就通過了專業學院

設置要點。不過藥學系是稍微慢了

一點，最後終於在上次的校務會議

通過，能夠成立藥學專業學院，再

經過送教育部，我相信很快也能成

功。不過就希望未來的醫學院院

長，對於藥學專業學院不要管這麼

緊，不要像牙醫專業學院管這麼

緊，學術方面給它多一點自主，讓

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行政還是經

過母院，這樣子我們幾個專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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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致詞

就會具有非常大的特色，它在母院

的照顧之下，但本身又衝得很快、

發展得很好，這個是對它的未來有

很大的幫助。

那麼剛剛顧院長也講了，四年

前就開始了六年制的 pharm D.，比

美國也沒有晚多少年，藥學系變成

藥學院是國內的龍頭，帶動學術領

域的走向，到明年就會整個都變成

六年制。所以也有人有點疑慮，變

成六年制會不會太偏重臨床了呢 ? 

那它的研究怎麼辦 ? 所以當初我們

在這個創新藥物研究中心的成立也

有一點這種考量，它也可以集中在

研究上面。其實我們內心還有一個

想法，我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的時候，我們必須去看世界上頂尖

的大學它們是怎麼做的？我很早就

體會到了，它是心態上的改變，任

何一個頂尖大學如果心態上沒有改

變，它是沒有辦法走向世界頂尖大

學的。我們去看看加州理工學院，

它只有兩千多個學生。我們有個叫

領航計畫，只要院長或是中心（我

們有幾個大的中心），有什麼新的

想法，經過研發處審核過了，我們

就給通過，我們這個審是很鬆的，

我們覺得可以做的就做，我們要用

領航計畫來帶領。那麼在醫學院藥

學系，我們的想法很簡單，中藥現

在興盛起來了，我們除了一般的西

藥之外，我們怎麼樣在世界上很快

地踏出去能夠變成領先的呢？不管

是經絡還是脈診，我已經看到了希

望，我有一個 dream，有一天我們

在世界上領先的是這個東西，絕對

是這個東西，只要你肯下去做，一

定會領先的，問題是肯與不肯，問

題在我們的觀念，只要觀念一改，

這個世界就會出現了，一個很奇妙

的世界，一個幾千年的東西就會出

現在你眼前，光電的、不同的…，

我們一起來找這些東西，我也有領

航計畫在推這個東西，我希望五年

以後、十年以後，這些 mystery可

以在我們手中就算得到不能全部解

決，起碼得到部分的解答。尚有 2

名師資聘任條件即希望有中醫背

景。創新藥物中心我曉得已經有四

項的新藥的技轉，已經有很大的成

就！最後祝大家順利！謝謝！

（註：前言為司儀稿，感謝王光

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董事王

儀蓉小姐提供）

校長、從大陸來的貴賓趙校

長、陳校長、王一濤院長，趙副校

長、醫院的陳院長、公衛的鄰居、

公衛的陳院長、許照惠校友：

我們的藥學專業學院已經成

立，那其實應該改名叫顧院長。其

實這是一個里程碑，我們等這天其

實等很久了，從我上任開始的第一

天，就希望牙醫跟藥學這兩個都可

以變成專業學院。牙醫走的比較

快，看他們現在非常快樂（笑聲）。

所以我在下任前，我一直 push顧

院長說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成，

要不然很沒面子。

很高興今天在我下任之前可以

看到這個藥學專業學院的揭幕，還

有創新藥物研究中心的揭牌。這是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里程碑。剛

剛我們李校長也解釋專業學院的成

立條件等等，其實我會非常希望專

業學院所有的對外通通是院長，你

們的評估、再評估、聘任通通自

主，然後那些很煩的事情呢，行政

的事情呢，那個人事、會計，通通

醫學院，然後水電費沒有錢付的時

候也是醫學院（掌聲如雷）。所以

我那時候覺得很納悶說你們為甚麼

不做？

不過好不容易走過，那真的是

希望在這以後我們可以好好發揮，

因為整個國家的製藥產業需要你們

來多多幫忙。這也跟整個台灣大

學，跟醫學院，跟公衛學院，特別

是公衛學院這邊有一個臨床試驗中

心，他們有很多很好的人才。那現

在你們有接合了，希望大家一起幫

忙，讓我們國家的生技產業可以往

前走，謝謝大家！



52

藥學記事

尊敬的李嗣涔校長、楊泮池院

長、趙偉校長、許照惠博士：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教授、

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今天，“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

院暨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

式＂和“第二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

研究論壇開幕典禮＂在這裏隆重舉

行。我們作為大陸藥學界的同道，

應邀參加今天的盛典，感到分外榮

幸。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和創新藥物

研究中心成立揭牌，是臺大發展歷

程中的一件大事，必將對臺灣藥學

領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我謹代

表中國藥學會藥化專業委員會、代

表上海市藥學會、代表大陸的藥學

界同道，同時也代表上海中醫藥大

學和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向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和創新藥物研

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對

學院和中心未來的發展表示最良好

的祝願！

各位都知道，現代醫藥產業對

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 步具有重要的
影響。創新藥物的研究與開發，集

中體現了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

前沿的新成就與新突破，體現了多

學科交叉的高新技術創新與集成，

是新世紀科技和經濟國際競爭的焦

點之一。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生命
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研究成果成為最

尊敬的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尊

敬的醫學院院長 -台大的後任校長，
各位嘉賓，各位女士，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興能夠參加國立台灣大學

藥學專業學院和國立台灣大學創新

藥物研究中心的成立揭牌儀式，這

裡我非常高興能夠代表中華創新藥

物研究中心，代表和台灣大學一起

創建這個中心的其他三所大學，北

京大學、香港大學以及澳門大學的

全體同仁，向臺灣大學的諸位師長

同仁致以熱烈的祝賀，向各位嘉賓

和新老朋友表示最誠摯的敬意。

大家知道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創新藥物研究模式，已成為團結結

合了一個多元體系，我們非常高興

看到去年我們四所大學高瞻遠矚，

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和台大李校長的

督促下，創建中心，為我們兩岸乃

至全國華人的學術研究開啟了一個

新的榜樣。就我個人而言，這是第

一次兩岸四地四校的一個非常有實

際意義的聯合。我們綜觀各校的校

旨，臺灣大學的敦品勵學、北大的

求知創新、香港大學的明德格物和

我們澳門大學的仁義禮知信，無異

不是為我們當前精誠團結同舟共濟

聯合研發新藥物的親密結合而有了

鞭策。作為澳門大學，我非常幸運

的是，我們是三、四所大學裡面的

小弟，作為我們四校的小兄弟，我

們一定盡心盡力，搭好平台，做好

秘書，做好服務，為四校合作研究

創新藥物提供最好的條件。我們澳

門大學很快也將遷入一個嶄新的新

校區，有 80多公頃的樓宇，在那裡
我們也將啟用澳門的生物醫療設施

中心，我們也熱情的歡迎台灣大學

和兩岸四地的各位兄長大學、在座

的專家朋友來指導，和我們一起研

發新藥物，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振興

貢獻力量。

今天台大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的成立也是我們陳研發長長期努力

的結果，所以我們祝賀。最後再次

祝賀這兩個單位的成立，祝賀各位

來賓身體健康、吉祥如意，謝謝大

家！

（註：前言為司儀稿，感謝王

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董事王儀

蓉小姐提供）

澳門大學趙偉校長致詞

【前言】
澳門大學的倡導，與北

大、港大、台大等四校，成立

四校聯合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2012年 2月於北京大學創新藥
物研究院成立三周年之際，四

校校長簽訂合作協議書。以下

邀請趙校長致詞。

【前【前言】】

【前言】
海峽兩岸創新藥物研究論

壇發起人，也是上海中醫藥大

學校長陳凱先院士致詞。

【前【前【前言】言】言】

上海中醫藥大學陳凱先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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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動人心的科學成就之一。這些領

域日新月異的發展，推動藥物研究

與醫藥產業進入了一個革命性變化

的新時代。一方面，生命科學前沿

技術如功能基因組、蛋白質組和生

物信息學等與藥物研究緊密結合，

以發現和驗證新型藥物靶點作為主

要目標，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另一

方面，理論和結構生物學、計算機

和信息科學等一些新興學科越來越

多地參與到新藥的發現和前期研究

中，使新藥研究的面貌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

和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的新技術，對

創新藥物的研究與開發產生深遠的

影響。在此背景下，生物醫藥產業

的發展獲得新的推動力，展現出成

長為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巨大潛

力和廣闊前景。

臺灣和臺大在藥學科教和生物

醫藥產業發展方面，具有扎實的基

礎和良好的條件。臺大藥學系成立

一個甲子，是臺灣第一個培養高級

藥學專才的搖籃。臺大藥學系對學

生有嚴格的課程訓練，從基礎科學

到臨床藥學均有精心設計與安排，

2000年又進一步成立了臨床藥學
研究所。迄今臺大藥學系已培育莘

莘學子近三千人，分散在各醫藥相

關領域，獲得社會大眾充分肯定。

除了專業藥師培育之外，臺大藥學

系也朝多元化的教育發展，使其更

成為生物醫藥科學的搖籃。一大批

學生畢業後取得優異成就，有的成

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有的成為藥政

管理的高層人才，更多的則是投入

藥物研究、在海內外創業成功，受

到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廣泛重視和好

評。當前，隨著生物科技的進步，

生物制藥受到高度重視，有可能繼

電子科技之後，為臺灣經濟再創另

一高峰。當此之時，臺大藥學專業

學院暨創新藥物研究中心成立揭

牌，展示了臺大和藥學系同仁以原

有雄厚基礎為依託，抓住機遇、迎

接挑戰，向新的目標出發的眼光和

魄力。我們作為藥學界同道，對此

深表欽佩，從中深受啟發和鼓舞。

大陸藥學院校的建立和發展

已有悠久的歷史。改革開放以後，

大陸的藥學教育和藥物研究得到加

強，發展加快。上世紀 90年代，
大陸與美國、日本和歐洲達成知識

產權保護的協定，隨後又加入了世

界貿易組織（WTO），使得自主
研發新藥更加凸顯出重要性和緊迫

性。從 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科
技部先後設立了“九五＂、“十五＂

重大科技專項，持續支持藥物的創

新研發，“十一五＂和“十二五＂

期間，又在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

框架下繼續實施“重大新藥創制＂

的重大科技專項，從研發一批創新

藥物、建立一批技術平臺、攻克一

批關鍵技術、扶持一批醫藥企業、

建設一批生物醫藥園區等方面，來

培育創新能力，推動新藥研發。與  
“973＂、“863＂計畫和重大基礎
研究計畫，加強生物醫藥領域的基

礎研究。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國

際上第三大的醫藥市場，預計近年

內可能成為第二大醫藥市場。我們

的目標是：到 2020年，中國不僅
成為國際生物醫藥的大市場和大工

廠，也能逐步由藥物生產製造的大

國走向藥物研發創新的強國。在生

物醫藥領域，大陸和臺灣有著共同

的發展目標，正在向著共同的方向

努力。

多年來，海峽兩岸藥學界同

仁在藥學教育、藥學研究方面，開

展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促進了兩

岸藥學事業的共同發展，也增進了

兩岸學者專家之間的深厚友誼。其

中，影響比較大的一項是“世界華

人藥物化學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hinese Medicinal 
Chemists , ISCMC）＂， 該 會 自

1998年創辦以來，每兩年舉辦一
次，迄今已在臺北、成都、南京、

香港、上海、高雄、北京等地成功

舉辦了八屆研討會，影響日益擴

大。此外，2011年 8月，兩岸學者
進一步創建了“海峽兩岸創新藥物

研究論壇＂。首屆論壇在新疆烏魯

木齊市召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引起各方參與的興趣，形成每兩年

召開一次的共識。2012年 2月，由
北大、臺大、港大、澳大四所大學

共同創建的“中華創新藥物聯合研

究中心＂正式成立，標誌著兩岸四

地藥學界的交流和合作進入了一個

更加緊密、更加深入的新階段。

許多前輩學者為此做了奠基性

和開拓性的工作，受到兩岸藥學界

的共同景仰和衷心的感念。我這裏

還要特別提到臺大的陳基旺教授，

他多年來始終熱心推動兩岸和全球

藥學領域華人學者的交流和合作，

不僅熱心組織了多屆“世界華人藥

物化學研討會＂，而且積極倡議、

規劃和組織“海峽兩岸藥物研究論

壇＂，成為“海峽兩岸藥物研究論

壇＂的創始人之一，展現了臺灣學

者和臺大教授深厚的學術素養、清

晰高效的工作思路、誠懇包容的品

德修養，受到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

藥學同道的尊敬。我願借此機會，

向陳基旺教授和臺灣藥學界的前輩

學長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各位來賓，臺灣大學藥學專

業學院暨創新藥物研究中心今天舉

行了成立揭牌儀式，第二屆海峽兩

岸創新藥物研究論壇也在今天隆重

開幕。我衷心祝願藥學專業學院在

藥學專業人才的培養上不斷取得巨

大成就，祝願創新藥物研究中心在

藥物研究和開發上不斷取得豐碩成

果，推動臺灣生物技術產業取得快

速成長。同時我也希望並且相信，

我們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將進一步發

展，為生物醫藥科學的發展、為兩

岸人民的福祉做出新的貢獻！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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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楊院長還有我們台大

所有的長官、院長、我們台灣業界

的先進，還有我們中國的先進，在

業界、學界的領導人，來到這邊參

加這個盛會。今天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興奮的時刻，因為從開始有這

個想法已經有好幾年了，能夠促成

也是因為我們的李校長、楊院長、

我們系裡的師生，尤其是在陳基旺

教授、李水盛教授、然後顧記華教

授、其他系裡的教授，大家很努力

在爭取、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難，我

們才有今天。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夢

已經開始可以成長了，在大家的支

持下，我們有很好的機會，所以我

是非常非常高興的，因為我的夢事

實上是以能夠促成產官學界接軌，

這一點呢，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有

一個碧禎館、水森館的原因。那個

夢想就是產、學界可以接軌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那個環境，昨天我到

碧禎館看了一下，事實上碧禎館裡

的設備，有兩層半的樓實驗室都已

經建好了，只剩等我們住進，所以

我們希望鼓勵大家積極一點，把要

做的項目遷進去，我覺得      機會

是很多的。

今天我也是代表我們北美藥學

系校友會的董事會來恭賀今天的盛

會，歡迎創新藥物研究中心以及藥

學專業學院的成立。我們在國外的

藥學系系友，剛說過有三分之一在

國外，而且有很多成就都蠻高的，

我們都有一個向心力，就是為了母

校，我們要對母校替母校做很多很

多事情，我們是無條件的要回饋給

學校。以這種心態，我們目前的會

長是湯丹霞（22屆），我們下一

屆的會長是李德義（也是 22屆），

然後我們的吳晉博士（15屆），

還有林玉葉（17屆）、詹勵君（20

屆），而張麗亞是我們 13屆的，

有當過我們一陣子的董事。所以我

們常常一年好幾次開會都是為了我

們能對母校做些什麼事在考慮、在

布局。事實上我們今年六月底七月

有個聚會 --我們的年會（編按：

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年會），我

們歡迎學校幾位師生會去參加，也

希望藉由這種交誼的機會來交換意

見，來考慮我們能夠再為學校做些

什麼！

我們系裡面、我們院裡面（因

為現在是藥學院了）有什麼需求，

我們做得上的，我們都願意無條件

的來幫忙與付出！因此我們希望從

台大藥學院的基礎，我們真的能夠

做到社會上的龍頭，不只是在臨床

藥學、社區藥局，還有在產業界我

們都必須當龍頭，我們有很好的條

件，我們有這種機會跟環境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努力，然後我們

預祝新的藥物研究中心的成立、專

業學院的成立有非常非常多成功的

可能性，所以預祝成功！謝謝大

家 !

（註：前言為司儀稿，感謝王

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董事王儀

蓉小姐提供）

 【前言】
臺大藥學系成立至今 60

周年，我們的校友分布於

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表現，

有近三分之一的校友旅居海

外，有創業有成者，感謝他

們長期對於母系的關心支持

與回饋。今天非常高興邀請

許照惠博士專程從美國趕回

來參加揭牌儀式，沒有她的

鼎力支持，就沒有今天的藥

物科技大樓（水森館），現

在我們邀請 1968年畢業的
傑出校友許照惠博士上台致

詞。

許照惠博士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