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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榮譽榜

2014.11.01

賀！陳瓊雪教授榮獲「第 24 屆醫療奉獻獎個人特殊貢獻獎」
說明：為肯定並獎勵獻身醫療界、不辭勞苦的醫事人員、護理人員及衛生行政人員，表揚

其濟世救人的崇高精神與胸懷，聯合報與立法院厚生會合辦，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承辦的「中華民國第二十四屆醫療奉獻獎選拔暨表揚活動」，在民國一 O 三年十月

十五日公布得獎名單，本系陳瓊雪教授榮獲特殊醫療貢獻獎。頒獎典禮於民國一 O

三年十一月一日在衛生福利部大禮堂隆重舉行。陳瓊雪教授終身奉獻於藥學教育，

推動基層醫療藥事訓練，引領藥師走入社區，推動社區用藥教育，長期以來，對社

會大眾貢獻殊偉，今獲獎表揚，全系師生及全體校友同感光榮。

2015.02.01
恭賀！黃金鼎系友榮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行政副院長

說明：黃金鼎系友（21 屆）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暨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

所特聘教授

2015.02.01
恭賀！賴明德系友榮任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

說明：賴明德系友（22 屆）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生化所特聘教授

2015.03.08

賀！張雅貞系友榮獲「中華民國第 23 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說明：張雅貞系友 (43 屆 )，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專研感染引

發的發炎反應和氣喘之免疫調控機轉，尤其對國人健康影響嚴重之 SARS 病毒，幽

門桿菌與 A 型流感病毒的研究結果斐然。2008 年獲聘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波士頓

兒童醫院，主要研究 A 型流感病毒和氣喘間的關係，成果發表在知名國際期刊，已

申請專利並為氣喘新藥開發之基礎。更因肺部黏膜免疫機轉有突破性之發現，受國

際肯定並榮聘哈佛大學醫學院講師。其專精研究、貢獻生醫的表現，足為青年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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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會於顧文霞教授仙逝後百日（9 月 19 日），在古色古香令人懷舊的醫學人文館舉行。系友、

母系師長、國防醫學院師長、台大醫院藥劑部退休同仁等近百位參加，顧教授之女蕭蓉華女

士也特地自美國回台參加。國防金明儒教授、陳瓊雪（1）教授、余秀瑛（3）教授、許章賢（13）

系友、梁啟銘系友（14）、李慶三（12）系友、簡慧美（13）系友、台大醫院藥劑部楊正義先生

等人都先後分享與顧教授相處的點滴並表達無比的感恩與懷念，蕭蓉華女士也代表家屬分享感言。

最後全體獻唱「感恩的心」、「感謝你的愛」2 首歌曲，會場氣氛溫馨感人。

顧文霞教授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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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校友會   
吳維修理事長致詞

梁啟銘校友 ( 現為財團
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

會董事長 ) 分享

臺大藥學系第 13 屆
許章賢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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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符文美

大
學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一轉眼就畢

業 40 年了，很多同學都已經升格當爺

爺、奶奶了。感謝台大 40 重聚的發起人，讓

大家在畢業 40 年後於 2014/11/09 能有一次

溫馨的聚會。本人代表本班同學參加籌備會，

一年來每個月開一次會，這次多虧陳志明捐了

50 萬元，台大 40 重聚的籌備工作才可以順利

推展，40 重聚的籌備委員都感記在心，並推

舉陳志明為榮譽副總召，且將景康基金會列為

協辦單位。

40 重聚當天中午在國際會議中心席開 70

桌，我們藥學系就開了三桌 ( 也是陳志明慷慨

解囊另捐了 6 萬元 )，屬於醫學院最龐大的陣

容，我們也邀請了顧記華院長參加，並且當時

教過我們的余秀瑛老師、陳瑞龍老師及夫人也

一起來與同學歡慶，多年不見，會場內大家熱

絡寒喧，並不時會遇到其他系的老同學，節目

表演精心安排，顯得熱鬧異常。

當天晚上我們班在大三元酒樓又另外開了

welcome party，席開 5 桌，由香偉燦作東。許

多中午沒有參加的同學也趕到了，並有多人攜

眷參加。聚會中每位同學皆報告了近況，雖然

每個人只有短短幾分鐘，卻涵蓋了 40 年來家

庭事業和健康的經歷，相當溫馨動人。餐後有

眷屬洪明奇、張天鈞、黃德富等唱卡拉 OK 助

興，大家都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回憶 !  受到熱

烈氣氛感召，包括江漢聲、洪明奇、張天鈞、

許世雄等多位眷屬也宣示將會永久參加台大藥

學系第 18 屆同學會，不論是 45 周年、50 周

年、60 周年或 70 周年重聚都將參加。

隔天我們班連同家屬 30 多位即展開了五

天四夜 (11/10-14) 的環島旅遊，特別請了在

藥學系友心中頗有口碑的導遊林萬草帶隊，每

位同學只花了 15,800 元，卻享受了豐富的旅

遊行程，很多由國外回來的同學對於台灣的山

水景點讚嘆不已。

台大 40 重聚同學及眷屬與藥學系師長合影留念 (2014.11.9 中午 )

第18屆藥學系友難忘的畢業40年重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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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元酒樓舉行了熱鬧的 welcome party (2014.11.9 晚上 ) 
● 後排左起 : 蔡龍生、張天鈞 ( 掌旗 )、許世雄、洪明奇、黃德富、江漢聲、朱俊隆、顏田富、林玉玲、呂麗雪、

張輝隆、林榮輝 ( 掌旗 )、李壽星、汪秀娟。
● 後二排左起 : 黎慧珍、羅婉萍、洪美瑱、鄭金蘭、 林連芳、符文美，香偉燦，張瑞雲、林玉娥、雲小瓊、

傅可欣，蘇啟穎。
● 前二排左起 : 何淑賢、粟抗蘇、宋申霞、林朱芳、李芬蘭、紀秀怜、邱麗芬、洪玲蓉、黃少華、黃翠芳、

陳美玲。
● 前排左起 : 陳隆美、賴明宗、李蔭英、陳志明、尹國華、陳萬錦 。

行程設計如下 :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搭乘 8 點自強號約 10 點 39 分到達花蓮→改搭豪華遊覽車→藍藍餐廳
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多媒體簡介→砂卡礑溪步道→燕子口→七星潭→晚餐→夜
宿花蓮煙波大飯店

第二天
晨喚七點、享用自助式早餐→ 8 點半集合上車→雲山水夢幻湖→林田山文化園區，
日據時代最後一個林場→玉長公路→午餐→三仙台→泰源幽谷→小野柳地質公園→
米巴奈享用原住民風味餐→夜宿知本老爺大飯店→欣賞原住民表演及溫泉 SPA

第三天
晨喚七點、再次泡溫泉→早餐享用自助式→約 10 點離開→經南迴公路→午餐→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搭竹筏遊潟湖，登蚵島吃烤蚵→搭船遊旗津看夕陽→晚餐→
夜宿高雄翰品酒店夜遊愛河

第四天
晨喚七點，享用自助式早餐→台南四草綠色隧道遊台江內海→七股濕地觀賞難得
一見成群的季節性黑面琵鷺→周氏蝦捲享用台南小吃→嘉義參觀檜意森活村→夜
宿溪頭米提大飯店

第五天
晨喚七點，享用自助式早餐，走溪頭森林遊樂區→走神木、空中走廊、大學池→
午餐→日月潭搭船遊湖〈玄光寺、伊達邵、拉魯島〉→埔里→烏日搭乘 17:39 高
鐵，約 18 點 30 分返回台北，結束五天四夜環島快樂之旅

五
天行程中，在遊覽車上或在遊賞美景時，得以分別跟老同學細談，彌補這些年來的空白。更

多時候，這些談話顛覆了大學時的熟悉印象，深入了解到多位同學的才華和特別成就。如林

榮輝特殊的植物專長，李震東和張輝隆豐富的鳥類知識，紀秀怜寧堅持原則而丟了高薪工作，蘇

啟穎先生陳萬錦在台灣及澳洲打拼的故事，都令人動容。此次環島旅遊另個特色是每頓飯都吃得

非常好，在美食佐引下，大家聊得特別開心，是由口腹到心靈的全方位歡喜。還要感謝林朱芳先

生朱俊隆犧牲自己玩樂，替全程活動錄影，使這次重聚能有完整的記錄。

40 年的同學情誼一旦啟動就停不下來。11/14 晚上結束旅遊回台北，李蔭英特別在福華蓬萊

邨晚宴招待海外回來參加重聚的同學。11/15 晚上林榮輝也繼續在福華江南春設宴款待同學，還有

多位同學參加，氣氛仍然熱鬧，為 40 年重聚留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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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宗

非
常感謝來參加 40 周年重聚的各位同學，

尤其是從美國，加拿大，澳洲，和香港

不遠千里特地來參加的同學，好幾位同學還要

用掉或透支僅有的假期，真是我們道地的老同

學。我很興奮能見到了多位 40 年沒見面的同

學，洪玲蓉，尹國華，蘇啟穎，何淑賢，李芬

蘭等，還有失聯多年重出江湖的李蔭英。我很

高興見到了 35 年沒見面，以前在芝加哥的同

學顏田富 ( 陳美玲先生 )。我也很高興看到 11

月 9 日 40 周年重聚晚餐，好多位同學都帶了

先生或太太來，我們藥學系第 18 屆真的成了

個大家族，當晚也成為 40 年前夏天畢業謝師

宴以來，我們班上最大的聚會。40 周年重聚

的 highlight 是環島旅遊，五天的旅遊讓我深

深了解，同學還是老的好，有幾個時刻好像回

到無憂無慮的大學時代，真是美好的光陰。

這次重聚要大大感謝符文美的詳細策畫和

陳志明的大力支持。我還必需要在此特別謝謝

香偉燦，他是這次 40 畢業周年重聚的最大幕

後黑手 ( 推手 )。香偉燦不只是負責了 40 周年

重聚晚餐近十萬元的帳單，他一年來的猛烈催

票，是我們的 40 周年重聚這樣熱鬧成功的主

因之一。在過去一年裡，香偉燦為了 40 周年

重聚，打了上千通電話到地球這個行星上各個

角落的台大藥學系第 18 屆同學。有些電話是

無頭緒的搜尋，如他多次打到馬來西亞還是找

不到蔡龍興的下落。至於找得到的同學，他的

電話通常在毫無心理準備時出現，如果不承諾

參加時電話會沒完沒了的盧著。我們不知道有

多少位同學因此被他說服參加重聚，但可以確

定沒有參加的受話者至今還帶著罪惡感，準備

在 42 周年或 45 周年重聚時回報香偉燦。

我記得大學時，香偉燦上課都穿著整整齊

齊，打個領帶套著獵裝，唸香港中學帶過來的

好習慣。他通常坐在第一排，但總是靠邊坐，

知道教室前排中間要留給女生的。香偉燦通常

笑嘻嘻的，深受每個同學的喜愛。也只有他會

天真得問老師考試要考那裡。儘管如此可愛，

當時沒有一個人有能力看到某個遙遠的未來，

香偉燦會是推動我們班畢業重聚最熱心的同

學。香偉燦後來建立紙器事業，並成功拓展到

電器城，台大藥學系的訓練對很清楚的香偉燦

並沒有任何用處。也因此我們對香偉燦如此念

舊特別銘感於心，我們真的很幸運有香偉燦這

位老同學。

鄭金蘭

千
言萬語，也無法表達這次四十年後的同

學重聚感受。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從 11 月 6 日踏上返台飛機的那刻，大學

四年的生活點滴，如跑馬燈似的一幕幕的由記

憶深處蹦跳於眼前。二十小時的飛行，綿綿密

密的思緒沒間斷。

11 ∕ 9 重聚的中餐，情緒已被衝擊不少，

到晚宴時，在那一剎間，巳是腹內心緒驚濤駭

浪，興奮之情久久無法抑制。尤其得知每位親

愛的同學，畢業後四十年的人生旅程，更是久

久無法成眠。唉！這就是人生吧！

我們真的非常的幸福能夠在這畢業後的

四十年再相聚，這段記憶將永遠刻在心底，記

憶的最深處。（除非我有了老人癡呆症，那就

只得先向各位親愛的同學說聲對不起囉，哈！）

也向大家道歉無法和大家一起旅遊，因要參加

洪明奇的傑出校友頒獎典禮，及招待他的兩位

上司（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vice provosts) 

參 加 an international biomedical conference 及 

showed them around central Taiwan. 所以同學

聚會後，我的行程相當緊湊。很對不起符文美

及賴明宗，臨時取消我旅遊的報名，添加他們

麻煩。而我也真心感謝他們精心的安排，沒有

他們的付出，恐怕這次重聚無法如此精彩。當

然也非常感謝陳志明和香偉燦的全力支持和贊

助。 

總之，感謝每一位親愛的同學，賜我這珍

貴難忘的回憶。

誠摯盼望五十年的重聚。

也祝大家身體健康永遠，

永遠英俊、永遠美麗。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大家意猶未盡，香偉燦便決定明年 (2016)10 月在九寨溝舉辦本

班的 42 年重聚，只要同學飛抵成都，之後的費用一概由香偉燦負責，超期待這次的重聚 !!

以下是幾位同學對於本次 40 重聚的感言，節錄於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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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玲

雖
然現在也常有機會見到一些老同學，尤

其我每週固定有一天和麗芬、少華、翠

芳一起跟著洪美娜學姊學習養生運動，算起

來已屬十分幸福，不過在 11 月 9 日晚上見到

了許多許久不見的同學，那種幸福感更無法言

喻。

阿賴說我們養生運動的同學是本班活動的

固定咖，能當固定咖也是一種幸福。回首 40

年來，前面有 30 年我埋首工作中，直到被宣

判重症，差點來不及挽回，在重症後的重生日

子裡，我改變許多想法，瞭解到：珍惜自己所

遇到的各種緣份才是真正的人生。

有幸能與大家成為同學，更有幸能成為一

輩子的朋友，經歷過生死的過程，更體會出這

種情誼的可貴。我還記得，因為工作需要及個

人志趣，我決定報考法律研究所，當時需要兩

位教授推薦，我打電話給很久未見面的文美，

請她幫忙填推薦函，立刻得到她的回應，並且

請黃教授填另一份推薦函，就這樣，我順利完

成報名手續，然後考取法研所，完成學業。我

感覺：同學的情誼，在任何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永遠都傳遞溫暖。

我很遺憾沒能和同學一起去環島，因為我

最愛的人—我的兒子，剛好在這個時點遇到一

些困難，我希望能陪他、鼓勵他、支持他，只

能忍痛在最後關頭放棄了旅遊。造成阿賴和文

美的困擾，我深深地感到抱歉，請原諒。也請

大家原諒我這個做母親的同學的自私，希望下

輩子我們還是好同學。

說到我的兒子，我還要謝謝阿賴，阿賴替

我寫了感言，收錄在台灣大學四十重聚會紀念

冊中，阿賴的敘訴實在傳神，我很珍惜，決定

不再添加文字，保留下來作為紀念。現在補充

說明於下，兒子已經從台大畢業，現在赴美留

學，因為要與數家公司作 on site interview，

同時又得到幾份工作 offer，他希望能和父

母討論，因此我留下來，沒參加旅遊，我想

2016 年應該沒有這些困擾了。

祝福大家

邱麗芬

出
發前， 我身體有些狀況不適長途旅行 , 

但看到你們熱心辛苦的籌備這次的旅

行， 身體就不藥而癒了。

最後一天在溪頭前往大學池的路上， 因

為我上氣接不了下氣 、 喘吁吁的， 同學都自

動跑來慰問和幫忙 ，我因為地上濕滑而摔了

一跤，接著玲蓉和美玲就來拉著我的手怕我再

次滑倒， 在我們談話中就輕易地走完全程了。

希望下次去九寨溝也能大家一起玩得這麼

開心，我也可以順順利利參與全程。

宋申霞

四
十年的時空距離 , 歷經多少的人事變化 , 

今年我們卻能再度歡聚 , 這是一場何其

不易的活動 ! 雖然我只參加了我們班的重聚晚

宴 , 在過程中只有感謝與感動 !!

回顧一年前文美 / 明宗就已經啟動所有的

規劃與連結 , 我個人身在企業界 , 非常了解要

辦一場活動的動力 , 人力與壓力 , 都非比尋常

的大 ! 就只憑少數幾位同學的熱誠與付出 , 我

們得以成就如此的歡聚 ! 感恩與感動 !!

半年前我就接獲香偉燦從香港來的越洋電

話 , 苦口婆心勸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參加重聚旅

遊 ,  放下電話我心中不停的 OS" 怎麼有這麼熱

心的同學 " , 耳中一直迴響著偉燦的獨家 " 廣

東國語 ", 雖然我因一些私人因素終未能成行 ,

好感謝同學還記得我 , 好感動大家為成就 " 重

聚 " 的熱誠付出 !!

過程中不斷接收到散居在世界各個角落的

同學與阿賴密切連結的 email, 好多同學努力喬

時間 , 只為了珍惜這難得的重聚 , 因為有大家

的情誼 , 才能成就這次的圓滿 , 好感動 !! 天涯

 

▼

 花蓮太魯閣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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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不是距離 , 四十年也沒有疏離 !!

晚宴場合乍見之下 , 確實因 40 年未見 , 

有些同學一時還難認出 , 但只要開了口 , 連上

了名字所有的感覺都回來了也許世事多變人生

曲折會改變外在的你我 , 但當年個人的特質卻

依然浮現 , 彷彿又回到年輕學子的單純真情 !

阿賴的主持依舊詼諧趣味 , 卻讓他幾乎完全無

法享受餐點 , 賣力的付出只為了每個人都能留

下美好的回憶 , 為這珍貴的每一刻 !!

四十年前我們有幸同窗 , 四十年後我們有

緣再見 , 今生今世難能可貴 !! 除了感動還有惜

福 , 除了惜福還要感恩 , 感恩幕後勞心勞力的

文美 / 明宗 , 感恩熱心出錢出力 的志明 / 偉燦 , 

感恩同學共同的參與促成 , 有您們真好 !!

時間有限 , 複雜而感動的情懷拙口難言 , 

謹此 !!

林朱芳

首
先要感謝神於去年 3 月底日月潭地震之

後引導我隨板橋靈糧堂參加日月潭之春

假會以為台灣代禱，也感謝神於去年 7 月中感

動我探訪斗六之廖伯母，而與她的家人再遊久

違將近 40 年的溪頭，而讓這次藥學系 40 周

年重聚之旅的第五天，我可以毫無遺憾，也不

掃大家的遊興，因兩天前之腳傷不良於行，為

大家看守遊覽車。 

其次要感謝符文美與賴明宗兩位班長的

費時與耐心，以將近一年的時間，調查大家能

參加的時段，鼓勵大家的參與，徵詢大家的意

見，才決定 40 周年重聚之餐會與旅遊的最後

行程。雖然陳志明、林玉玲、黃少華、宋申霞、

粟抗蘇、張瑞雲、傅可欣、鄭金蘭、洪美瑱、

李蔭英等十位同學與眷屬不能參加旅遊，卻都

在餐會中與大家共聚一堂，超過本班總數 60

人之半，把酒言歡，論往道今，實在難能可貴。 

在過去 40 年中，雖然我與家人在北美曾

造訪一些同學們，而有些同學們也曾光臨寒

舍，我也在過去 15 年中回台灣探訪親人時見

過一些在台灣的同學們，這是我與家人首次與

大家共同旅遊。第三天由台東開往高雄之南迴

公路上，因車子緊急迴轉我不慎踩空而跌落車

底，造成大家為我擔憂的腳傷，也令我無法重

遊旗津與愛河。我要感謝大家的親切關懷、符

文美的隨時照料、李震東和王瑞婉的扶持且代

禱、尤其洪玲蓉丈夫許世雄醫師的緊急應變，

願神祝福他們能永遠參加大家的重聚之旅。 

我於 1981 年完成藥學博士學位，入格

蘭素藥廠主持產品研發；於 1986 年生子，於

1988 轉業為藥師；於 1993 年 10 月開創藥局，

1995 年 12 月開始代理丞燕產品，至 2000 年

初關去藥局全時推廣營養免疫學，也全心服事

神；於 2010 年 5 月完成教牧博士學位而被按

立牧師，於今年 8 月完成協談博士學位。我的

丈夫於 2013 年 6 月取得教牧博士學位也被按

立牧師。我的兒子於今年 6 月取得電腦碩士學

位，參加這次旅遊是我們送給他的畢業禮物，

與我們共同服事神與人之始。( 詳見我名片上

的網站 ) 

當我們一家三口於台中烏日高鐵車站揮別

大家之後，轉身見到台大園藝學糸也正由畢業

50 周年重聚旅遊歸來，證實畢業 50 周年重聚

不是幻想，乃是可實現的夢想。盼望大家注

 ▼  台東三仙台 (2014.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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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養生之道，勤於健身，計劃再見於畢業 42, 

45, 甚至於 50 周年之重聚。我謹以信心來感

謝年輕有為的香偉燦，雄心萬丈的陳志明，與

永恆萬有的主。 

雖然大家都很客氣地沒有來認領我為大家

40 周年重聚而買之八套「真有神嗎？」「耶

穌真是神的兒子嗎？」「聖經真是神所默示的

嗎？」三本書，我們卻於當晚我丈夫在台中之

中興大學同學會送出三套，次日拜訪我在台中

的親長們也送出三套，而最後的兩套也被今天

我丈夫在台北士林之中興大學同學會預定了。

感謝讚美主！

洪玲蓉

大
一時，因為阿東不克盡班代表之職，派

我參加郊遊，就一頭栽進談戀愛，幾乎

沒有好好認識班上同學。大三時，真慶幸和認

真細心的美玲同組作實驗，替我作了大部分實

驗，讓我可享受 40 年戀愛的成果，也造就美

玲 FDA 的成就。謝謝阿東與美玲！ ?

60 歲時，兒女都長大，也結婚生子，回

顧 60 年，前 25 年為「父母」而活，再 35 年

為「丈夫、子女」而活，我想，從此應該對自

己好些，未來每一天都無憂無慮、為「自己」

而活，享受生命！

去年回台北時，和美瑱夫婦吃飯，張天

鈞非常稱讚藥學系校友，出錢不後人。我就在

想，我幾乎 40 年不見我們班上同學，假如有

「40 年重聚」，我一定要參加，而且這次，

一定要好好珍惜 40 年再見的緣份。當收到阿

賴要辦 40 年 reunion 的 email 時，真的是非常

高興！感謝永遠可愛的香偉燦提議，阿賴及文

美用心安排 reunion, 讓我享受 40 年重聚的

快樂！謝謝志明的 donate，讓我們班上坐

在全校 reunion 午宴的正中央！同學幾乎不

認得我，真的是當年造什麼「因」，現在

生什麼「果」? ! 但相聚幾分鐘後，好像每

位同學都和當年一樣沒變了。

謝謝偉燦的晚宴，見到更多的同學。

沒想到40年後，還有「自我介紹」的機會！

連續豐富的二餐後，感覺文美安排環島旅

遊，美食又健身！很高興能和感性玉娥聊

天走過燕子口，和美麗的婉萍湖邊散步談

30 年 reunion, 聽樂觀的麗芬講故事，登上溪

頭大學池，走完神木。看到阿東和小婉，好像

還是大學生！溪頭重溫舊照，猜「人」大會，

才知曾「年輕」過！

旅遊 5 天，榮輝夫婦不只精通動物，也教

了我們好多植物知識。在我印象中，當年榮輝

是只微笑點頭不講話，沒想到突變的令人刮目

相看，我想太太的功勞一定占很大因素 ?。託

秀怜的福氣，我們也吃到了高雄「大碗公冰」！

再次感謝文美及阿賴的 leadership, 讓我們

享受了一次快樂的 reunion。希望沒有去旅遊

的同學，不要錯過 香偉燦要主辦的 42 年「成

都九寨溝」之旅，一群同學一起遊玩五天的重

聚快樂，不是吃一頓飯可比的！

陳美玲&林連芳

My office computer does not allow me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o I am 

writing in English.    
Words cannot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for your tremendous efforts in organizing this 
fantastic class reun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pharmacy school for 40 years!!   

I am really fortunate to have you two as 
our friends and leaders who woul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ring us together.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 good time I had with our classmates last 
week.  It’s a memorable reunion.    

Thanks a million and best wishes to all!

 搭船遊台南四草綠色隧道 (2014.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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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學高爾夫球隊報導

( 一 ) 會長盃球敘
時間：103 年 11 月 2 日（日）AM7：00

地點：林口幸福球場

本次會長盃獎品豐富，每位參賽的會員至少都

可拿到價值 3000 元的禮物獎項。

您的參與，是球隊進步的動力！球敘編組如下：

1. 康照洲、王在斌、黃秀美、張淑慧

2. 張俊博、李勝文、葉俊芳、陳光冠

3. 賴子堅、吳力人、紀幟聰、Ed Poygor

4. 莊俊三、朱茂男、林達宗、古安真

5. 郭槐秋、黃江隆、葉文琴、周慧芬

6. 陳一銘、王宥人、賴智暉、林岳民

7. 陳永達、賴仁勇、陳興南、劉偉慶

( 二 ) 海南高爾夫之旅
時間：103 年 9 月 4-7 日

此次由王宥人學妹及其先生陳一銘會員所為

球隊所經心策劃的海南高爾夫之旅，共計有 12 位

報名參加。參加者：朱茂男夫婦、康照洲、張俊博、

張淑慧、黃江隆、王宥人夫婦、賴子堅夫婦及五

位醫藥業球友。

( 三 ) 10 月份例賽球敘
時間：103 年 10 月 5 日 ( 日 ) 

地點：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參加者：莊俊三、郭槐秋、朱茂男、  葉文琴、

黃江隆、吳力人、張俊博、  張淑慧、

賴子堅、周慧芬、陳一銘、 陳光冠、

劉勝雄、紀幟聰、賴智暉、 傅幼斌、

Ed Poygor ( 來賓 ) 

僅餐敘聯誼：王宥人、王在斌。感謝朱茂男學

長提供美味的早餐 ( 客家菜包 ) 及招待

豐盛的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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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學高美濕地鰲峰山一日遊

丹鳳山採藥活動 碩二 / 謝承翰

本次活動由校友會理事沈雅

敬教授沿途介紹藥用植物，當日天

氣清爽宜人，上午 9:00 於捷運淡

水線奇岩站集合後，即延奇岩路往

丹鳳山頂健行，沿途巧遇燈稱花、

紅子莢蒾、車桑子、山梔子、馬尾

松、南嶺蕘花、一支黃花等當地特

有植物，系友們一路勤問勤記植物

的名稱與用途，極富求知精神。丹

鳳山頂視野遼闊，可以俯瞰整個北

投市區，欣賞美景之餘，在眾人仔

細的搜尋之下，終於觀察到了慕名

已久的嬌客 - 桃金孃 (Rhodomyrtus 
tomentosa)。桃金孃屬於桃金孃科，

果實味甜芬芳，有補血的作用；其

根幹收斂止瀉，袪風活絡可用於關

節炎。午後於北投市場午餐，大家

度過了一個充實又健康的週日假

期。

圖中前排左起為：吳維修理事長、沈雅敬教授、關雪寶小姐、林麗真系友、
宋順蓮執行理事。後排左起謝承翰系友、謝玲玲系友、黃榮銘先生（順
蓮姐的夫婿）                          相片提供：吳維修理事長

時間：2014.11.02（日）
地點：北投丹鳳山

中區分會會長林高賢

台
大藥學校友會中區分會一年一度聯誼活

動，103 年擴大舉辦，由中區分會精心

規劃主辦，校友總會、南區分會、東區分會合

辦老少咸宜的「高美濕地招潮蟹、鰲峰山觀景

台夜景」一日遊。

103 年 11 月 15 日當日北區校友在台大

醫學院集合後，搭大型遊覽車南下直奔高美濕

地，由熱情的中區校友列隊歡迎後，展開一天

行程。陳木藝導覽解說員介紹高美濕地，其日

據時期為高美海水浴場，民國 56 年建立高美

燈塔，增添一處地標景觀，後因海水浴場泥沙

日漸淤積關閉，經過二十幾年休養生息，豐富

的生態資源及種類繁多的候鳥在此棲息，成為

現在的高美濕地。解說同時，招潮蟹、和尚蟹

等大軍不時鑽出向我們招手，小朋友或蹲或趴

仔細觀看，大朋友則拿起手機相機拚命拍照，

希望留下美麗的瞬間。由於當日秋高氣爽，很

適宜下水在溼地走走，看到這一片美景，校友

們紛紛捲起褲管撩了下去，享受近距離的找螃

蟹的樂趣，還可遠遠眺望一旁整齊排列的巨大

風車，蔚藍的天空襯映著，令人心曠神怡。

中午於台中港大酒店聚餐，在優雅環境中

用餐，校友們敘舊話家常，上台自我介紹，讓

校友們更加認識彼此。

下午的知性之旅，由王聲鏘導覽解說員帶

隊介紹清水鬼洞及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實地

走一招鬼洞，體驗日治時期的軍事戰備地道，

長約 200-300 公尺，內擺設床舖、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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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辦公室、水電、電話等設施。坑道裡四通八達、冬暖夏涼，道內的四面壁分別由鵝卵石、

鋼筋及混凝土興建，極為堅固。「牛罵頭遺址」位於鰲峰山上，原是陸軍清水營區，其中陳列了

臺灣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出土的陶器以紅、褐色繩紋陶為主，石器的類型常見

的有斧鋤形器、石刀、石錛、石鏃、網墜、石片器、石核器等農、漁獵用具。

活動接近尾聲，我們來到鰲峰山觀景平台，居高臨下俯瞰清水區及台中港，晚風徐徐吹著，

夜幕低垂燈火漸亮，校友及家屬們在平台或坐或站，吃著遠近馳名的清水米糕，喝碗肉羹湯，欣

賞美美的夜景，別有一番滋味。

本次校友會聯誼活動，計33位校友及眷屬共75位共襄盛舉，獲廣大回響，校友們都意猶未盡，

滿載而歸。

聯誼校友：
邱伊村 (8)、劉淑英 (11)、吳菊卿 (11)、林麗真 (12)、鐘明哲 (12)、梁啟銘 (14)、廖玲瑛 (17)、

方承猷 (20)、康照洲 (23)、曹美玲 (24)、黃震銘 (25)、張立雪 (25)、洪子琇 (25)、宋順蓮 (26)、

吳維修 (28)、謝曉菱 (30)、張俊博 (30)、吳世珍 (31)、張淑慧 (33)、張惠莉 (33)、蘇建智 (34)、

林高賢 (34)、王雪如 (35)、沈麗娟 (37)、林淑貞 (37)、邱瓊儀 (45)、林信樺 (47)、邵偉城 (54)、

林欣怡 (54)、謝承穎 (54)、李凱芸 (54)、謝右文 (R80)、尤松材 (R88)。

高美濕地：

清水鬼洞： 鰲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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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盛教授實驗室校友聚會

今
年 1 月 17 日 李

老師實驗室的畢

業校友與在校同學

一起度過了豐富

愉快的一天。藉

由為李老師 60

歲生日慶生的

機 會， 在 學 學

生、在系工作的

校友共同邀請歷年畢業的學長姐回來歡聚一

堂，一方面祝賀老師生日快樂、表達對老師

的感謝，一方面也是校友們歡聚的好機會。

當日一早大家與李老師一起至北投貴子

坑下青礐步道健行，路程大約 2 個小時，

中午於北投天玥泉會館聚餐。老師致詞中提

到，盼這個大家族的成員，即便是屆數差距

較大的學長姐與學弟妹也可藉此機會互相認

識，大家經由交流與資訊分享而互相支持與

提攜。接著老師一一介紹當日在場的校友，

包括每個人姓名、當年的研究題目、韻事、目前的工作與近況等，令大家真是佩服老師的超強記憶。

餐桌出現豬腳麵線時，我們端出了蛋糕與紀念品，因為師母今年也過 60 歲生日，所以我們請

老師獻花給師母，老師與師母都很愉悅地接受大家的祝福。紀念品上刻有「春風化雨 桃李芬芳」，

是大家合送的小小心意，希望老師看到它就會想起我們這些學生。

當日參加踴躍，共 63 位校友（含眷屬 14 人），

且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校友是遠道而來的，包括高雄、

台南、嘉義、雲林、台中、新竹等等，令人倍感溫馨，

可以看出老師的確很關心與照顧學生，學生也時懷

感恩的心。大家最後想到要拍團體照時，已經有許

多校友離席了，看來以後要提前合照了。最後大家

依依不捨地互道珍重再見，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楊玲華

│

系
友
新
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