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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樂
2014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邀請演講

演講者：方承猷（20 屆系友）

本年度景康回娘家的重頭戲是邀請到方系友為剛畢業及不同人生階段的系友傳授理財秘
笈。這是方系友集四十年功力，用十五天結集出來的結晶，難能可貴。為了讓無法參加的系友
也能如沐春風一窺實惠有趣又精彩的演講，特整理演講錄音內容如下，感謝方系友撥冗校訂。

顧院長、理事長、學長姐們、各系友們大家

好，大家午安。

今天理事長給我的題目是「投資理財樂、退

休逍遙遊」，事實上這是兩個題目，要在一個半

鐘頭內講完很難，後來聽理事長說觀眾群約有一

半是應屆畢業同學，所以今天我就講「投資理財

樂」這個題目好了。

（一） 要多少老本才夠快樂終老：

要多少錢才會夠用？人生中最悲慘

的事是「人在天堂，錢在銀行、老婆在禮

堂，小三在小王的胸膛」。其實多少老本

才夠取決於個人，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太一

樣。像我現在一個月三千元就夠，青菜都

自己種，只需一點點買豬肉的錢，我的生

活非常簡單，除了去年十一月因為 60 周

年系慶，有很多系友來我家（台下笑聲）。

所以需多少錢因每個人的需求和狀況而有

所不同。像陳志明學長生日時，他太太就

買一輛法拉利給他！這是她在台灣經濟低

迷時提振台灣經濟所作的表現。人家說輸

人不輸陣，最近我太太生日我也買了兩輛

敞篷車送給她，聚餐時我一提，大家眼睛

都睜的好大以為我中了樂透，結果答案卻

是那兩輛敞篷車是兩輪敞篷車，也就是自

行車（台下笑聲）。回到退休生活的議題，

假如有的人每年要出國一兩次的，那就要

多存一點錢。還有要考慮有一些疾病治療

是健保沒辦法 cover 的，也要存錢或買一

些商業保險。我認為只要知足常樂，多少

錢其實都夠用，調整自己的內心比努力外

求重要。

（二）投資理財的矛與盾：

其實投資理財是個矛盾，因為高風險

就高報酬，低風險就低報酬。很難擁有高

報酬低風險。今天我要跟大家談的，也就

是如何在矛盾之間取得平衡點，進而賺取

人生最大的財富。

（三）不同人生階段的理財需求：

從這張圖表中可以看出：收入所得曲

線減去家庭經濟責任曲線剩下的就是可自

由支配財務曲線，從畢業、結婚、生子、

購屋、退休等生命週期，人生不同階段有

不同的理財需求，透過理財規劃讓可自由

支配財務曲線越來越高，來實現每階段的

目標與夢想。一般人都認為收入所得大都

是來自本身的工作即勞務所得，其實廣義

的收入所得包含了更多如繼承，贈與，投

資等等，尤其投資收入 ( 資本利得 ) 更可

以操之在我，投資標的的決策關鍵為投資

年期 + 報酬率 + 投資彈性。中華民國的稅

法以前對資本利得的課徵又非常的少。所

以聽完今天的課，大家要重新定義你的收

入所得。

好的投資理財是人過世了，財富還會一直增

加，美國的私立學校，財源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校

友捐款，結果發現他們過世的系友所設立的信託

基金財是他們捐款的最大宗來源。而現在台大也

有這個計畫，就是你捐了一筆錢當作基金，台大

就給你 4%，例如你捐一千萬元給臺大，臺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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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給藥學系四十萬元，這是仿效哈佛企管的觀

念。另外一個重要的觀念是越年輕的人，要讓可

支配的錢更往上提。以下分人生階段來介紹。

【25-35 歲的投資理財】

（一） 如何進入贏者圈

醫院藥師起薪是六十 K，比二十三 K

多三倍，所以我們已經進入贏者圈。這個

階段的投資理財最重要的因素有：（1）

出生（2）教育（3）婚姻（4）職業選擇

與工作（5）投資理財

（1）出生：有些人出生就很有錢，這方面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只能埋怨上輩子

沒有多做一些善事。

（2）教育：教育很重要，進入了台大，在

教育上同儕影響力和競爭就會給予

你很大的機會成功。像我當初剛出

來創業的時候，跟人家說我是台大畢

業的，客戶往往會因為惜才而特別

照顧我。我的同班同學程正禹、林東

和都很厲害創立了上市大藥廠台耀、

美時，還有陳澤民的公司準備登入興

櫃，20 屆的系友在台灣創業的比例

特別高，是同儕影響的一個很好的例

子。

（3）婚姻：我不是因為我太太娘家有錢而

娶她，而是因為他很賢淑（台下掌聲

四起！）。當初我毅然出來創業，太

太娘家無後顧之憂，是一個很大的因

素。婚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你進入

贏者圈，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有。

（4）職業選擇和工作：以前的人說「男怕

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專業藥師是

一個很穩定又安全的工作，藥品產業

界及學界也都是目前畢業生能進入

的行業。適才適性就很好。初入職

場，可以私淑一位導師，也可以找一

位你佩服的業內前被當作你的典範。

看一看這就是三十年後的自己，是不

是喜歡，由此再來做調整。

（5）甚麼時候要去投資理財：現在就要開

始投資理財，隨時投資理財。像是從

零到一百是無限倍，而一百萬到兩百

萬是兩倍，所以假如有了第一個一百

萬後，要有兩百萬就不會太難，但從

一塊錢變成一百萬就很辛苦了，人生

的第一桶金就是畢業以後就要開始

設定目標，把它存起來。大部分人的

第一桶金都是設定在一百萬，至於要

如何存，可以有以下技巧。

（二）人生的第一桶金

要如何存人生的第一桶金 ?（1）設

定目標，隨時看（2）養成記帳習慣，規

劃收支（3）建立預算機制，控制消費 ( 但

是不可以變鐵公雞 )（4）交給太太。舉

例說明，設定目標的意思就是預計要多

少時間把它存到。現場的剛畢業的同學，

請問你想要幾歲時存到一百萬 ? 同學說：

我現在二十四歲，預估三十歲會存到一百

萬。方學長說：太慢了啦！你六年存一百

萬，就等同於你一年只存十六萬，不要忘

記有複利之類的。時間是我們最好的朋

友，所以一年存十六萬太少了。你要在降

低三年，一年要存三十三萬，用薪資六十

K 去算的話，一個月要只能用三萬要存三

萬。至於控制消費，做人不能變成鐵公

雞，只要同事出去，都是我在出錢，所以

我非常慷慨，我在當學生時一半的錢都花

在同學身上。另外，我一直主張錢要交給

太太（台下鼓掌！），因為交給太太有最

大的好處，當別人跟你借錢時，你就可以

說，我回去問我太太！以免因為一時的衝

動而朋友及錢財兩失。

（三）人脈的第一桶金存

存人生的第一桶金比較容易，而我最

常強調的是「人脈的第一桶金」。人脈的

第一桶金是「同學、校友、同事、社團、

義工、人脈的人脈」，在你年輕的時候就

要去經營。還有，你要去知道你朋友的有

那些好朋友，即人脈的人脈，因為往往我

們無法同時經營很多的人脈，不如用人脈

的人脈來幫忙我們。同學、校友等是很重

要的，我初出社會時第一次碰到陳永順董

事長就熱情的打招呼，介紹自己是 20 屆

的系友，他就對我印象深刻，後來他的公

司要招人，就優先錄取我，從此以後，

我的人生就是改觀了。人脈第一桶金要

怎麼經營，像是社團，我建議要接近比我

們大八到十歲以上的社員，我們去那邊做

小弟，因為他們的社經地位都比我們高很

多，他們給我們的幫忙也會大很多。我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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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認識的人都是比我大十歲的人，我經營

這些人脈很久，他們給予我很多幫忙，但

是憑甚麼他們要幫忙我呢？所以經營人脈

還是要有方法的。以下是方法。

（四）經營人脈的方法

共有以下幾個方法：（1）守信（2）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價值（3）分享（4）

增加曝光管道（5）創意與細心（6）把

握每一個幫助別人的機會（7）同理心。

第一個要守信，說出來要做得到，像

是我們五十周年系慶，六十周年系慶，籌

備會時答應要出來幫忙的系友，最後卻換

了很多人。很多人一開始說我可以幫忙，

但是三個月後就說公司很忙，之後就消失

了。雖然這些職位是義工，沒做不會怎麼

樣，但是你就會在這些學長的心目中打一

個折扣，下次你請人家幫忙時，人家也就

會打了一個折扣，所以孔子就說「言必

信，行必果」。

第二個增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這些

人的程度比你高，你提供什麼服務來增加

自己的價值？像我很會寫文章，公會中大

老們開會時都由我做紀錄，再來就由我擬

公文，久而久之，到健保局開會就要我參

加。

再來就是要懂得分享。我端午中秋都

會送親朋好友節禮，雖然禮很輕，但是一

張精心設計的卡片，就可以讓收受者感到

情義重，這件事一做就快三十年。滴水也

能穿石，這是三十年的誠意與心意。

談到創意與細心，當初藥學院成立

時，我立刻送了一盆花籃上頭寫道：「十

年磨一劍，楓城藥學光」，讓所有人印象

深刻。因為成立藥學院整整花了十幾年，

這當中有多少的困難及系上師長的奔走不

為外人所知，我揣摩這些師長此時的心

情，「十年磨一劍」這句辭就躍進我得腦

中，我覺得這個提辭最能反映出他們孳孳

不懈，無怨無悔的努力。陳基旺老師還感

動得以「十年磨一劍」為題目，寫一篇文

章發表在上一期藥刊說明藥學院成立的始

末。送花的人也許很多，但是好的題辭卻

能凸顯你的創意與細心。另外雪中送炭更

比錦上添花好得多。

再來談到增加曝光，我當初會那麼早

出來創業，就是因為中美斷交，我恥為美

國公司的員工，我當晚就問了總經理的家

並到他家慷慨激昂的講，總經理就請我隔

日召開全公司的臨時動員會議在全體同仁

前面講，並發起捐獻所得救國家的活動。

這件事以後公司中許多部門的長官對我印

象深刻，有機會就想提拔我，後來蕭登斌

總裁要出來創業，就力邀我一起共襄盛

舉，當時我的職位還是個業務代表，是屬

於年輕又低職位就創業的案例。因為團隊

中有高階又完整訓練的夥伴，才比較不至

於失敗。

（五）如何跟上世界的腳步

要 有： 洞 察 力 Insight、 創 新 力

Ingenuity、 整 合 力 Integration、 知 識 力

Knowledge、行動力 Action。這五力的培

養，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及自我驅策。例如

行動力常常因為一時的因循就失去了最好

的時機點。

管理大師彼得 - 杜拉克有云：「我們

是知識工作者」，因為每一個人的時間都

是有限的，知識工作者的工作就要有「有

效性」，而有效性是可以學習的。

（六）有效的經營者（行動者）

要成為有效的經營者共有以下幾個

要素：（1）做對的決策（2）為成果而

工作（3）決定工作的優先順序（4）時

間用在哪裏 ?（5）用人的長處 - 人脈替

你工作

（1）作對的決策：好的決策往往都是獨排

眾議的決策。在會議上大家都認可的

決策往往只是不會出錯的決策，而不

是傑出 (Outstanding) 的決策。

（2）為成果而工作：很多年輕人為了工作

而工作，只是上班打卡，做完八小時

拍拍屁股下班了。這八小時中有達到

那些成果 ? 要記得我們對於我們自己

的人生是責任制的。無論短期的工作

上或長期的生涯上，都要好好的定義

甚麼是「成果」。

（3）決定工作的優先順序：因為我們每天

工作的時間很有限，決定工作的優先

順序是很重要的。多做「重要而不緊

急的事情」以及「重要而緊急的事

情」。什麼是重要的事情，什麼是不

重要的事情，也要定義得很清楚。

系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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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間用在哪裡往往要先記錄，每天很

忙，但是不知道在忙甚麼，像是一個

上午打了二十八通電話，但是大家都

不在，這就是無效的工作。

（七）如何讓你的金錢成為你的員工

存了第一桶金，接著要讓你的錢替你

賺錢，這就是羅伯特﹒ T ﹒清崎在「窮爸

爸，富爸爸」書中的觀念：窮爸爸，用自

己的時間、努力和精力替自己賺錢；富爸

爸是用自己的金錢和人脈來賺錢。所以如

何讓要變成為富爸爸，用金錢去賺錢呢？

（1）定存（2）自己的事業及股票債券

（3）房子 ( 產生收入的房子 )（4）基金

（5）保險（6）其他：如黃金，外幣，

IP。這些也是每一項都要用 1-2 小時來

講，所以不在今天講。

（八）要不要創業

再來就是要不要創業，在我們那個年

代整個大環境是好的，所以有很多人出來

創業，都成功。我鼓勵年輕人創業，因為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至少學到承擔失

敗，投資的不是錢，而是青春，會不會成

功或失敗都沒關係，反而因為承擔責任讓

自己快速成長。

（1）創業成功的關鍵：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像是台灣三、四十年前，國民

所得，大概三四千美金左右，在經濟

學中叫做經濟起飛點，那時候創業，

有很多人都成功了。現在台灣來到有

點通縮的情況下，但其他的地方也有

無限的可能。像現在中國大陸第二，

三線的區塊也正是在經濟起飛點。

在那邊機會就比台灣好，比較大的問

題是你是外來的人而且要和當地許

多動機很強而且能力不弱的人競爭。

在台灣就有地利之便了，可是好像好

位置都有人占據了，這時候就需要有

創業家能力找出一塊沒人發現得藍

海去切入。而人和方面，人家說打虎

找兄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出來

打拼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人遇到好

的老闆或公司都不會出來創業，因為

老闆人太好或是薪水給很高，像我遇

過一位屆臨退休的學長，就感歎說外

商很好的待遇讓他像是被人用金鎖

鍊給綁住了。有時人不合時反而是好

事，像我的一位夥伴跟經理吵架，就

不幹了，出來跟著我創業，他就常說

那位經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貴人。

（2）創業家精神：反正少年人想要出來創

業就出來創業，不會損失很多東西。

神鬼奇航的史派諾，划一個小船，就

指著遠遠地方的西班牙旗艦，說我的

船就在那裡，這就是創業家精神，他

會把沒有的東西化為有的東西，並且

要號召一堆人跟隨著他，這就是創業

家精神，創業家精神還要能夠忍受及

克服挫折和失敗。

（3）創業的陷阱：有沒有創業的心是很重

要的，因為有很多人講著要出來創

業，但是出來做的工作還是員工做的

工作，他沒有做老闆該做的事，而是

拿錢出來找一個自己的工作，這非常

重要，我待會請我的小助教 - 宋順蓮

來跟大家談這一塊。

25~35 歲的投資理財講完了，我原本以為今

天新畢業生會來很多，但是年輕系友來的太少，

實在很可惜。反而是有幾位陸生來參加，這也是

許多人感嘆台灣現在的年輕人的動機輸給對岸的

年輕人很多。一個人的態度決定它的高度，還希

望學弟妹們自勉之。

【35-50 歲的投資理財】

35~50 歲這時代最辛苦，三明治時

代，因為有上有父母，下有老婆與小孩。

房子貸款，就學就養，在公司又是中堅幹

部，雖然收入不錯，但是花費也高，可以

自由支配的金錢反而變少。但是這時候也

是經歷與精力充沛的年紀。

（一） 中年危機

何時發生？據調查是 34-42 歲左有

90% 都會發生。人生的迷航，懷疑自己

的人生就要這樣過嗎 ? 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五十歲就知

這輩子就這樣過了，所以孔子在那麼多

年前就知道有中年危機。當中年危機發生

時，我們要把危機化為轉機，我們要檢視

自己是誰？

（二） 人生的體檢表

檢視我是誰、檢視我的資歷經驗、檢

視我的創業家精神、檢視我的生涯規劃。

我們要很誠實的面對自己。做哪些事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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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樂，做哪些事情使我痛苦 ? 檢視我的

人生資歷，總不能做業務員做很久，但是

突然想要去做研發。

（三） 中年時期的投資理財

中年是創業的最好時機，此時是你

的人脈和金錢足夠的時候。假如不創業的

話，可以朝向積極偏多的投資工具，像

是我在中年時期做了許多投資在新創公

司 VC（Venture Capital 創業投資），這

幾年都通通掛牌了，而且這幾年因為生技

偏多，所以就都雞犬升天。VC 投資是高

槓桿，失敗率很高，我的投資方法叫做跟

屁蟲投資。也就是這個 VC 的經理人他懂

得以專業的評估這個新創事業可不可以投

資，我們跟著他去投資就好，人家拿很多

錢去投資而我們只拿一點點錢去投資，我

們一樣享受到那樣的高等倍數的獲利，這

裡面，你為什麼能當跟屁蟲呢 ? 這就是人

脈，承上啟下地人脈經營。這種跟屁蟲式

的投資比起盲目的投資好得多。而對於積

極偏多的投資工具如股票，基金，房地

產等等，一定要做功課，懂得許多 Know 

How，具備足夠的理財 IQ 及 EQ。理財專

員的建議聽聽就好，我在這方面有許多慘

痛的經驗。

（四）大成功的微功

我們請大成功的「微功商行」負責人

26 屆系友宋順蓮為我們現身說法。她在

37 歲時創業，為什麼想要從一個家庭主

婦跑出來創業 ? 她如何從小的公司做到目

前台灣最大最專業的查驗登記公司。你們

可以看到這十幾年來台灣的藥界，成功的

小型新創公司不多，但是她切入一個很特

殊的領域，就是查驗登記這一塊，查驗登

記這一塊是法規面的東西，很麻煩，很複

雜，又常常有時效性。一般一個藥品小公

司專門聘請一個藥師來做查驗登記，不但

不熟練而且不合成本，法規常常又常常修

正，往往如果一個小小的錯誤就退回來，

一差就差三個月。所以都要外包給順蓮，

她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我們都不太敢打

折。這一塊領域就是我前面談到的藍海領

域。請大家歡迎大成功的微功負責人來跟

大家現身說法。

（五）以下為順蓮學姊的演講

我是在 1997 年正式離開法律事務

所，自己創業。那時我已經三十七歲了。

這張照片是「微功商行有限公司」所有

同事，八大女人，一位年輕的，其他是

老女人，年輕的是彥汝 (51 屆 ) 在公司打

工 ( 為出國做準備 )。我們公司的組織架

構，屬於互相支援，每個人都有其負責的

領域，可號稱是一個小衛生署。我是公司

的負責人（CEO），我們做的是瑣碎的小

事情，所以取名 mrs micro-work company 

limited。成員們是孩子的媽媽，一邊當

保 母， 一 邊 在 做 查 驗 登 記（medicinal 

regulatory services 簡稱 MRS）; 目前擔任

非本業的工作，有臺大藥學 60 周年籌備

會秘書長 (2011-13)、中華景康藥學基金

會常務董事 (2011-2014)、臺大藥學校友

會財務理事 (2012-14)、台灣婦女團體全

聯會常務理事 (2013-15)、台灣女科技人

學會常務理事 (2013-15)。這些團體非常

有趣好玩，那也是在累積人脈。

這張投影片列出我的職場和 NPO/

NGO（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 營 利 組

織）的時間對比，亦即我在職場中同時也

參與了民間公益團體。畢業後進入亞東醫

院工作四年，編藥品集、執行 UDD(unit 

dose dispensing) 電腦化，台大醫院的老

師們亞東醫院觀摩 UDD 電腦化作業，就

覺得很棒、超有成就感。很快地結婚生

子，滿二十四歲就生了第一個小孩。

26-30 歲當家庭主婦，余秀瑛老師跟

我說：「你怎麼可以在家 ! 帶小孩 !」，

所以就把我抓去台大醫院的研究室（DI 

center），介紹我接一些翻譯回家做，那

時就開始我的翻譯工作 ( 國科會的生命月

刊 )，趁小朋友睡午覺，用零碎的時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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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學習。後來在法律事務所接了化妝品

的查驗登記，是同學蔡雅真介紹的，因為

雅真同學知道我在家裡閒閒沒事做，當

時的她兼不了那麼多工作，就轉介給我。

我的勇氣來自：「你敢給我做，我就願意

做」。

而 30~37 歲在法律事務所，這是一

個很大的跨國公司，也讓我學習很多。在

37 歲時一些因素而離職，這正可呼應到

剛剛學長說：「老闆不好，我就不幹了，

就回家了」，回家之後就有客戶找我，詢

問接案的可能性，我未曾有計畫要創業，

身為二個孩子的媽創業，1997 年的大環

境是不友善的；於是開始了接案工作，信

念就是：「好！你相信我，我就做！」。

就這樣、一直做到現在，自己當老闆。

這期間，因為在法律事務所認識了新

的世界， 34 歲加入婦女團體（婦女新知

基金會法律諮詢專線的志工），在 39 歲

時進入理監事會，在 2003 年當選台北市

婦女新知協會的理事長。接掌理事長後就

不可能一個人經營工作，於是隨著營利事

業的成長、陸續請了多位員工，大家一起

工作、彼此幫補，大家都可以享受做自己

的事情。每當向新客戶介紹我們公司時，

NPO/NGO 經歷、為婦女團體服務，成為

附加價值、贏得客戶們的認同。絕不是刻

意凸顯公益事務來博取或抬高身價，言談

之間自然的就發生了，這剛好可以呼應學

長講的人脈關係。

利用 NPO/NGO 的人脈，在用藥的本

行方面，參與很多衛生署的企劃案，我可

以去連結橫向的關係，是一種很有成就感

的事，也就是不賺錢的事務，可以帶給我

豐富人生。事實上，驅動我創業的關鍵力

量有：母親角色、藥師角色、上進心；未

經規劃就生了二個兒子；經拜訪余老師、

展開不一樣的人生路；同學蔡雅真介紹

「好康」即法律事務所給我；由法律事務

所進入 NPO/NGO 的新世界；當時崇拜婦

運的，都是個體戶的經營事業，所以步上

後塵。以上分享，謝謝大家！

（六）方學長接著講評

我們可以看到順蓮在 NGO 這方面如何用人

脈去創造自己的人脈，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也就是她的藥學專業這一塊。我剛剛談到創業的

陷阱就是，很多人創業就是一直做員工做的事，

沒有老闆做的事，你們看順蓮為了要做 NGO 這

一塊，就組織人，組織了因為要育兒而離職的學

妹幫她做員工做的事，讓這些媽媽還能發揮所

長，而她有時間做老闆做的事。這許多都可呼應

我剛剛的 slide，謝謝她願意分享她的成功。在

這裡我也要建議剛畢業的學弟妹，你可以找一位

學長的人生做 model 成為未來你的人生要如何發

展的樣式。

【50 歲以後的投資理財】

五十歲是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大前研一

「後五十歲的選擇」一書中談到，五十歲時最

好來一次 reset。我們人生像是現在的電腦，

window 系統常常同時開了很多畫面，有谷歌、

股票、文書等等之類的，而我們也會因為習慣

了，以致陷入「忙與盲」的輪迴裡，為什麼不

reset 一次呢 ? 把過去全部抹掉，重新把自己的

畫面訂出來，這是 reset 的觀念。所以在座的不

管幾歲，都可以 reset 自己，重新把人生的電腦

重新開機。他在書中提到五十歲在原公司上班的

人、五十歲想換工作的人、五十歲夢想創業的

人、五十歲已退休的人。每一種人都有他應該深

和考慮的因素。建議有興趣的人買一本來看。這

裡有談到五十歲想創業、想換工作、想退休的

人，我覺得最好是當顧問。我舉一個例子，莊俊

三學長，他非常成功。因為他在日商大公司，工

廠賣了，獲利了結。原先的藥證就必須委託製

造，公司非常希望他用他的經驗來度過這段過渡

期，所以給他有給職的顧問。再來是最近台灣要

求 PIC/S，而日本本國並沒有 PIC/S，要如何讓日

本生產的藥品在台灣可被台灣官方接受，這需要

一些架橋文件，因為語言翻譯的落差，許多日本

公司都搞不定，因為莊學長在日僑商會數十年的

人脈，大家又紛紛請他當顧問。還有現在日本政

府獎勵學名藥，許多台灣藥廠接了日本藥廠的代

工，也請他做顧問。真是左右逢源老來俏，退休

後反而非常忙又賺錢。

人有六老 , 一切安好。老本、老友、老伴、

老健、老趣、老傻。至於老了要多少錢才夠用

呢？減法的生活，知足常樂，戰勝通膨，保本為

重，體制內的創業。這些是心法與方法。五十歲

仍然還是可以創業的，我這裡有例子，不過我們

今日不報明牌。因為時間上的關係，50 歲以後

的投資理財就不詳說了，而是著重在 25-35 歲的

投資理財。以上謝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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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臺大醫學院 117 週年院慶

圖／吳維修

2014 年景康校友回娘家暨

迎新活動與臺大醫學院院

慶活動聯合舉辦，這是第一年

的聯合，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回娘家，除了提早迎接應屆畢

業校友外，也一起參與院慶活

動。

下 午 場 次， 例 行 有 校 友

會、藥學專業學院、景康基金

會的報告，還頒發了 101 學年

度傑出校友獎，由陳永順 (13

屆 ) 校友得獎，退休生活十分

愜意的陳校友常常周遊各地，

拍攝精彩照片，剛好這段時間

他回國，藥學系也才有機會公

開對他表揚。

再來重頭戲就是方承猷

(20 屆 ) 校友的演講「投資理

財樂、退休逍遙遊」，許多校

友無論屆別都慕名而來。雖然

方校友一直提到：今日不報明

牌，但他提供比明牌更好的觀

念及態度，鼓勵年輕人相信自

身專業、相信同學的專業，勇

於創業。另外也請宋順蓮 (26

屆 ) 校友現身說法，以自身經

驗來分享。

最後還有臺大醫學院北

美校友會莊武雄理事長來宣

傳 2014 年的北美年會。之後

大夥就移動到醫學院大廳享用

晚餐，與許久不見的老同學或

學長姊聊天，欣賞著台上的表

演，在歡樂氣氛下，結束了本

次回娘家的活動，也期待明年

再相見。

15:00 - 15:30 報到 茶會
15:30 - 15:40 校友會迎新及報告 吳維修  理事長
15:40 - 15:50 藥學專業學院報告 顧記華  院長
15:50 - 16:00 景康基金會報告 符文美  常務董事
16:00 - 16:10 休息、茶會
16:10 - 17:30 「投資理財樂、退休逍遙遊」 方承猷 (20屆 ) 校友
17:30~ 17: 40 頒獎「101學年度傑出校友 -陳永順 (13屆 )」
17:40~ 17: 50 醫學院北美校友會 8月北美年會宣傳 莊理事長

17:50~18:00 大合照、水森館、人文館參訪
18: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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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迎新及報告，吳維修 (28) 理事長

「投資理財樂」演講， 方承猷 (20 屆 ) 校友

景康基金會報告，符文美 (18) 常務董事

宋順蓮 (26 屆 ) 校友經驗分享

藥學專業學院報告，顧記華 (34) 院長

「投資理財樂」方承猷 (20 屆 ) 校友演講場景

頒獎「101 學年度傑出校友 - 陳永順 (13 屆 )」

醫學院北美校友會 8 月年會宣傳莊武雄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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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吳維修理事長連任第 31 屆校友會理事會理事長
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會第 30 屆第七次會議暨第 31 屆第一次會議已於 103 年 7 月 22 日假大

三元酒樓圓滿舉行，會中除了進行校友會第 30 屆財務報告、校友會年度預算及執行狀況、頒發第

30 屆卸任理事感謝狀，以及第 31 屆當選理事致詞外，校友會第 31 屆理事長改選為本次會議之另

一項重點。

本屆理事長改選，由 31 屆理事出席代表進行票選，並在宋順蓮理事監票下，選舉結果由吳維

修理事長再度榮任第 31 屆理事長。同時本次會議出席理事一致推舉由宋順蓮理事、張俊博理事擔

任第 31 屆校友會執行理事，林文貞理事擔任第 31 屆校友會財務理事。

在此，敬請各校友踴躍支持並感謝理事們為臺大藥學校友會主動奉獻心力及犧牲個人時間，

使得校友會能更加蓬勃發展 !!

第 31 屆 理 事 長 吳維修

第 31 屆執行理事 宋順蓮、張俊博

第 31 屆財務理事 林文貞

第 31 屆理		 	 	 事 余秀瑛、王在斌、宋順蓮、吳維修、張俊博、張家瑜、李春燕、王兆儀、黃織

芬、周蕙萱、張嘉銓、蘇芳玉、蔡育儒、沈雅敬、林文貞、謝右文、尤松材

校友會記事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2013/7/7 臺大藥學高球七月份聚會

2013/7/20 國考服務隊

2013/8/6-8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活動玉山行 第一批

2013/10/12-21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單車環島

2013/11/3 臺大藥學系高球會長盃

2013/11/9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祝茶會

2013/11/16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活動

2013/11/17-18 臺大藥學 60 周年慶搭火車之旅

2013/12/7 2013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2014/1/12 2014 高球隊第一次球敘

2014/1/15 60 週年籌備會暨景康藥學基金會暨臺大藥學校友會尾牙餐會

2014/3/2 2014 高球隊第二次球敘

2014/4/6 2014 高球隊 - 茂男盃

2014/4/12 2014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 晚宴

2014/5/4 2014 高球隊第三次球敘

2014/5/10 2014 第七屆台大藥學系友盃壘球賽

2014/7/4 2014 高球隊第四次球敘

2014/7/22 校友會理事會第 30 屆第七次會議暨第 31 屆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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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七屆台大藥學系友盃壘球賽

宗 旨 ： 增進在校同學及畢業系友間互動及聯絡，促進系友間感情及球技交流
時 間 ： 2014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地 點 ： 中正和濱公園慢速壘球場 A
隊 伍 ： 校友隊、研究所隊、藥學隊
賽 制 ： 採取循環賽制

自從 LINE 推出之後讓同學之間聯繫更方

便，某日在 SOGO 忠孝館 11 樓開設「三合院」

港式飲茶的魏胖同學，自願提供場地與餐飲，

找大家聚聚聊聊，隨興的邀約，時間就訂在 4

月 3 日（星期四）晚上，共有 7 位同學參加。

隨著大家一一邁入五十知命之年，感覺

上同學們對人生都有另一番的歷練與體悟、更

珍惜友情與過去的回憶，同學間感情似乎也更

好！席間大家紛紛憶起大一時各項活動的回

憶、喜怒哀樂，當時覺得難以承受的痛或傷，

一路走過、於今看來，似乎是顯得那麼微不足

道。有同學說：「我們從 1982 年入學至今，已

經認識超過 30 年了！」是啊！多麼難得的緣份

啊！

（以上文章節錄自謝曉菱的「小山貓的窩」部落格
http://blog.xuite.net/bobcat_emily/twblog/177488828）

後記：

世事難料，在那次的小小歡聚之後，冷定安同

學在三個月後（7 月 27 日）因心肌梗塞而離開我們，

大家都不禁想到，還好有那次的聚會可以多看同學

幾眼、多聊幾句話……，似乎也印證了「三不五時、

愛要及時」的真諦，也因著這件事，同學間似乎更

珍惜相聚時光、心手相連牽得更緊密了！

第 30 屆小型同學會

前排左起：謝曉菱（作者）、冷定安、紀博仁。
後排左起：王勇堯、吳金山、魏建國（爐主）、張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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