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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 屆醫療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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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特

殊貢獻獎得主是我們敬愛的陳瓊雪老師，尤其是藥界的首次獲獎，全系師生及全體校友同感

光榮。陳老師奉獻其經驗與智慧，推動藥學系學生至社區藥局實習，引導藥師走入社區到全國 60

多所社區大學開授用藥教育課程，誨人不倦之精神與成就，堪為後輩楷模，被譽稱為「社區藥學

一代宗師」，實至名歸。以下是聯合報記者專訪文章登於「愛您醫世」特刊，摘錄部分供大家分享。

讓藥局走向親民，讓藥師的專業得以發揮、與民眾關係更加密切，79 歲的
陳瓊雪是幕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她的教育不只是傳承專業知識，更要讓學生
抱有服務人群的熱忱。

記者 楊欣潔 /專訪

1957 年，臺大藥學系畢業，為臺大藥學系首屆系友，

  之後先後赴美國普渡大學及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

1990 年，擔任臺大藥學系系主任

1992 年，開授全臺首創社區藥局實習課程

1996 年，獲藥師傑出貢獻獎

1997 年，獲美國普渡大學藥學院傑出校友獎

1998 年，獲臺大醫學院優良教師獎

2000 年，臺大服務屆滿 43 年退休

2000 年，獲教育部 4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章

2002 年，擔任社區教育推展藥學知識計畫總主持人

2013 年，獲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藥師典範獎

小檔案

陳瓊雪教授榮獲醫療奉獻獎

陳瓊雪－社區藥學的　一代宗師

愛您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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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藥學教育近一甲子 學生成就是她的驕傲

走進藥學系的辦公室，小小不到 10 坪大

的房間裡，堆滿了各式各樣藥學專業書籍，一

頭雪亮白髮的陳瓊雪精神奕奕，完全看不出來

有近 80 歲的年紀，她是臺灣大學藥學系第一

屆的系友，資歷在藥學界數一數二，做人卻十

分謙遜，直說「得獎很不好意思，自己沒做什

麼，有更多有能力的人應該拿到這項殊榮。」

陳瓊雪說，自己年輕時對人生其實沒甚麼

規劃，只因為臺大的工作環境單純，沒想到一

待就快一甲子。她在 2000 年任教屆滿 43 年退

休，退休後仍每天到辦公室報到，57 年來對教

學熱情從未減少過，在藥學系持續為學生播下

服務人群的種子。

「這次推薦人之一的蕭美玲就是第 15 屆

的學生，她是藥學系中很難得一畢業就投入衛

生機關領域，服務公家機關 30 多年……」，

不少政府官員包含前衛生署副署長蕭美玲、前

食藥局局長康照洲都曾是台大藥學系的學生，

她對學生的成就如數家珍，因為她認為自己的

成就不值得一提，學生的成就才是她最大的驕

傲。

推動社區藥局實習　第一線了解用藥需求
也因此，陳瓊雪在 1992 年擔任系主任期

間，深感於當時的學生，多是到藥廠與醫院實

習，實際與基層民眾接觸的機會太少，加上健

保上路兩年後社區藥局也可領取處方藥，進而

開始推動社區藥局實習教學，以奠定學生執業

的基礎。她說，很多醫院藥師每天就是調劑藥

品的工作，幾乎沒有機會和人群有互動，生活

圈十分狹隘。

退而不休　推展藥學知識

陳瓊雪在臺大任教滿 43 年後退休，當年

臺大校園內和她一樣具有 40 年以上年資的教

師僅有三位，她卻退而不休，並接受曾是她學

生的衛生署藥政處處長王惠珀邀請，擔任「社

區教育推展藥學知識計畫」總主持人，扮演社

區藥學領航角色，引導藥師走入社區到全國 60

多所社區大學開授用藥教育課程。

提升民眾用藥知識　讓藥師發揮專業形象

2003 年社區藥學教育推廣開始上路後連

續數年，北中南東甚至連離島地區也有專人到

當地授課，期間還發生 SARS 傳入臺灣之事，

全臺民眾人心惶惶，不敢出入公共場所，陳瓊

雪表示那時大家很擔心課程會受到影響，講師

和民眾不願出席上課，沒想到大家參與仍十分

熱烈，課堂上也沒有學員因此缺席。

除了讓藥師面對面與民眾實際接觸、互

動，為了讓更多民眾能提升用藥相關的知識，

計劃也在 2005 年起數年於全國各地包括大都

會至偏遠鄉村，舉辦用藥專題講座達 500 餘

場，也同時進行廣播電台教育宣導，分別在漢

聲、中廣新聞網、警察、正聲及竹科和高雄廣

播電台都開設節目，推廣用藥安全知識，受惠

民眾無數。

經過陳瓊雪及社區教育推展藥學知識小組

的多年努力，當年已有逾 500 多名藥師完成培

訓，讓藥師的專業能力在國人心中大幅提升，

更持續在進行用藥教育。團隊小組也將社區大

學演講時，所蒐集現場民眾詢問的相關問題，

加以解答集結成冊，並出版包含《用藥安全手

冊－ 600 題醫藥常識快問快答》、《小藥丸大

學問》等科普書，提升

國人用藥知識。

▼

 陳瓊雪教授（圖中）退休
後，投入社區教學推展藥學
知識計畫。圖為 2005 全國
藥學教育改進研習會與工作
人員合照。圖／陳瓊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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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瓊雪教授榮獲醫療奉獻獎
校友祝賀詞

屆別 姓  名 賀    詞

21 屆 林慧玲 春風化雨一甲子，藥學專業益全民。

4 屆 范進財 臺大藥學院之臨床藥學也是由陳瓊雪教授積極催生。

13 屆 陳永順 恭賀陳媽媽榮獲特殊貢獻獎。退而不休反而貢獻良多，令人感佩

1 屆 陳寬墀 很高興看到陳教授獲獎的消息大幅披露在媒體上。這是水到渠成的

最好例子。經過一甲子在台大藥學系的付出，累積了受大家肯定的事蹟，

我們都為陳教授高興並感到與有榮焉，應該找個機會和一些老同學相聚

慶祝一番！

37 屆 沈麗娟 恭喜陳媽媽 ! 實至名歸 ! 這真的是藥學界的榮耀，您投入藥學教育作為

畢生的志業，是我們一直以來學習及敬佩的典範 ! 謝謝您對我們的引導

與教誨 !

43 屆 楊雨哲 您是我們的光彩，我們的指引。

19 屆 陳漢瑛 非常高興知悉母系師長得到「特殊醫療貢獻獎」！！

感恩陳瓊雪教授的熱心策畫與編審，由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

會編著的「用藥安全手冊 --600 題醫藥常識快問快答（2010）」、「小

藥丸 大學問 I 與 II （2013）」兩套書。讓學生我在任教通識課程「藥物

教育」時，雖然藥學的臨床經驗不多，卻因為有這些書的加持，感覺自

己很有力！小藥丸真的箇中學問大！

12 屆 李慶三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well deserved award. We are all extremely proud of 
you, our professor, preceptor, role model and life-time leader.

8 屆 許松勇 台大藥學院陳教授瓊雪老師榮獲 ROC 24th 屆醫療奉獻獎。

她得獎理由是終身奉獻於藥學教育，推動基層社區藥局藥師教育。

她當年聯考成績能高分錄取 NTU 醫學系，卻以 NTU 藥學系為第一志願 !
期待有一天，現在的台大藥學院成為 ROC 幼齒美女帥哥升大學第

一志願 ! 和美國一樣 !
我特別感謝陳教授，協助促成台大藥學系在李水盛前主任期間開『醫

藥英文』2 學分選修課至今 (2015 the 6th year) 讓我有機會在許麗卿老師

協助下，繼續在教育舞臺上和 NTU 同學們悠遊於英文字之中 !

研 80 謝右文 輝耀藥學 !! 獨一無二的台灣臨床藥學之母  感恩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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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姓  名 賀    詞

8 屆 李世偉 台大藥學一屆生

瓊雪師姐獻全身

桃李滿世當偉遞

由衷欽佩後輩弟

22 屆 全體 陳力就列，春風化雨。 
瓊礫均納，有教無類。 
雪鈔露纂，浩如煙海。 
洙泗高風，鬥山望重。

12 屆 林麗真 尊師重道   溫良恭儉   謙遜禮讓   敦厚言語

淡泊名利   大智大慧   堅守真理   勇於承擔   
義不容辭   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當仁當責   

教研藥學   踏實耕耘   一甲子餘   鑽研生藥

調劑臨藥   提升品質   春風化雨   有教無類   
關愛學子   亦師亦母   培養藥師   是陳媽媽   

宏觀卓越   洞燭機先   氣度恢弘   重視社區   
首先推動   社會藥學   培訓師資   藥事照護   
藥愛社區   健康閭裡   

藥學價值   造福社稷   光耀臺灣   藥師典範      
厚生會獎   醫療奉獻   表揚彰顯   鼎高尊榮   
實至名歸   普世恭喜

9 屆 謝汝明 晚生有幸受教於陳瓊雪教授門下 , 這次陳媽媽榮獲本屆特殊醫療奉

獻獎 , 消息傳來全校師生同仁及社會各界仁仕同感興奮。

但不感意外 , 陳老師窮她的一生精力 , 將藥學的知識傳授給我們及貢

獻於社會 , 造福人群 , 她的有教無類 , 春風化雨態度，多年來桃李滿門 ,
老師深受學生由衷的尊敬 ,「萬世師表」，當之無愧，晚生衷心希望陳老

師能於日內有機會來港一行，讓留港的校友們一睹她的風采；

最後讓晚生說一聲：無言感激！

34 屆 顧記華 陳媽媽對藥學界及臺灣社會貢獻殊偉，令人佩服與感動，今獲此殊

榮，實至名歸，臺大藥學全體師生及系友皆與有榮焉，共同致賀。

2014.10.16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Dr	Mike	R	Munday(Associate	Director	UCL	School	of	Pharmacy) 至

本系演講

2014.11.21	 協辦「2014 新藥研發策略實務研討會」

2014.12.10	 103 年度下半年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災害應變演練（指導單位：醫學院環安衛中心、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藥學系大事記



32 66

師生榮譽榜

恭賀！賀本系大四翁儀安同學
               榮獲台大醫學院103學年度優秀青年代表

103.11.19

恭賀！陳基旺老師  榮獲本校103年度「研發創新傑出獎」
103.09

說明：

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發創新傑出獎辦法」，候選人或候選團隊應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在其學術領域研究中有突破性之單一技術，且具有市場產值潛力可轉移至業界者。

二、在校內開發之創新技術，藉由產學合作或自創公司方式已成功轉為商品者。

三、研擬之策略或措施，成功的促使校內創新技術為企業所運用，並藉與夥伴或其他關係促

進區域或國家經濟發展者。

恭賀！陳基旺老師  繼續獲邀擔任美國化學會藥物化學雜誌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編輯委員

103.10

說明：

陳基旺老師繼續應美國化學會藥物化學雜誌（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主編之邀，

2015 年 1 月起繼續擔任編輯委員，為期三年。2010 年起陳基旺老師即擔任此一職務， 當時

是國內第一位應邀擔任此職務者，現在是第二任。

說明：

10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2 時在校總區第一行政大樓舉辦慶祝教師節表揚大會，楊校長頒

贈名譽教授、特聘教授、資深優良教師、臺大講座、教師服務獎、優良導師獎、研發創新傑

出獎、教學傑出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傑出教師獎總計 75 位，其中 6 位獲頒 2 獎項。本系陳

基旺老師同時獲頒「研發創新傑出獎」與「學術研究成果傑出教師獎」。

恭賀！陳基旺老師榮獲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傑出教師獎」
103.09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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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陳瓊雪教授  榮獲醫療奉獻獎 個人特殊貢獻獎
103.10



3366

碩二 / 鄭榆蒨

去年適逢藥學系六十週年慶祝活動，沒有

舉辦春遊。因此雖然身為主辦單位所學會的一

員，但第一次參加仍讓人興奮得像個小孩子。

準備完行程規劃及抽獎禮物後，就準備啟程！

當天早上，起床後往窗外一看，是個難

得的好天氣呢！前幾天的陰雨綿綿全都一掃而

空，不免俗地要讚嘆一下真是天公作美啊！八

點抵達水森館，大家早已聚在一起談天、吃早

餐，地上一包包的零食，充滿遠足的歡樂。待

大夥兒魚貫上車，我們便南下踏青去。

 車子晃啊晃，來到新竹峨嵋湖。一下車，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主祀關聖帝君的隆聖宮。這

座百年老廟早因逐漸修繕而未保留最原始的面

貌，但香爐上裊裊清煙襯得老廟輝煌而不失古

樸。百年來，它一直都是當地的信仰，守護著

人們走過匆匆歲月。相信未來的百年，它還是

會一直佇立於此，看著過客來來往往吧！

我們沿著小徑一路走，兩旁低矮的房舍、

老舊的紅磚彷彿帶我們回到古早年代。老茶廠

門口簇簇桂花映著古色古香，一件件泛著鐵鏽

的老機械好似凝結住時間。吊橋上，交

織著青山、綠

水、藍天和白鷺鷥，湖畔聳立的彌勒大佛燦爛

慈藹地笑著。一路上談笑聲不絕於耳，小朋友

在身邊轉來轉去，有多久沒嘗過這種慢活的愜

意呢？

 中午驅車抵達餐廳。一下車，我們搶在

人群前迅速地決定好桌次。待各位就座，我們

便開始準備今天的重頭戲 -- 摸彩！我負責記錄

摸中的號碼讓幸運兒們依序領獎。必須在此起

彼落的歡呼聲中準確過濾出得獎號碼，一邊發

獎一邊吃飯還要一邊祈禱自己中獎，真是非常

忙碌！

 飯後拍完合照，我們穿過一片奼紫嫣紅

來到最後一站 -- 苗栗南庄老街。穿梭在大街

小巷，我們用桂花冰鎮湯圓和抹茶紅豆冰，配

著熙來攘往的熱鬧，和熱情招呼我們 " 沒消費

也可以進來坐啊 " 的叫賣聲。走著走著，我們

的行程也隨著腳步逐漸邁向尾聲。這趟春遊不

但讓我們在忙碌的實驗裡和朋友們偷得半日清

閒，也讓我們帶回滿滿的回憶！

特別感謝 28 屆吳維修系友、許琇卿助教、

詹社紅學姊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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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大藥學春遊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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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3 年 12 月 22 日（一）15：00

地點：水森館大廳

主辦：研究生學會

在冷冷的冬至，研究生學會溫馨地準備了

熱呼呼的湯圓，另還有點心與桌遊，邀請藥學

專業學院所有教職員研究生共聚一堂。平日專

注於課業與研究的碩博班學生，也藉此機會聯

誼交流、共聊天共玩樂，共享一個難得的午茶

約會。

午茶的約會－冬至湯圓聚

博班 / 張吉智

25th FAPA Congress 2014 馬來西亞 - 沙巴參加心得

很
榮幸能獲得系上之補助參加 2014 亞洲

藥學會大會 (FAPA congress)。此次會議

於馬來西亞的沙巴市舉行，為期四天 (10 月

9 至 12 日 )。亞洲藥學會成立於 1964 年，發

展至今，包含台灣目前已擴展至十八個會員

國。會議例行兩年召開一次，匯集了藥師、藥

學系學生、學者、醫藥研究人員和產業界人士

等，進行交流，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與知識，

以提升亞洲藥學之發展。很高興能出席此次會

議並展出壁報，發表近期在生藥領域方面的

研究成果。投稿的題目為 Acylated flavonoids 

as α-Glucosidase inhibitors from Tinospora 
crispa Leaf。

植物 Tinospora crispa 在東南亞民俗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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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用來治療糖尿病。而甲型葡萄糖苷酶抑

制劑，例如 Acarbose，臨床上已用來治療糖

尿病，應用其藥理機轉，以生物活性為導向，

進行植物活性成分之分離，搭配液相層析串

聯核磁共振光譜 (HPLC-SPE-NMR) 和串聯高解

析質譜儀 (LC-HRMS) 技術，成功鑑定出一系

列醯化黃酮類化合物，其中以新發現的化合

物 isovitexin-2''-O-(E)-p-coumarate 抑制酵素活

性最好。此研究成果為民俗草藥科學化做出努

力，提供給藥師另一個領域之發展方向，與大

會 主 題 Expanding The Pharmacists’ Role in 

Wellness and Sustainable Health 相互呼應。

此次剛好遇上亞洲藥學會 50 週年慶，開

幕典禮不同以往，非常隆重盛大。首先由主辦

國 - 馬來西亞官方的國旗進場，然後各個會員

國家的代表穿著傳統服飾或是正裝，在歡迎樂

聲中依序入場，而台灣則是由台大藥學院李水

盛教授代表上台，會場中有許多我們台灣來的

藥師與學生，一同鼓掌的氣勢遠勝其他國家。

除此之外，亞洲藥學會的主席今年進行新舊任

交接，由我們台灣的王文甫藥師擔任下屆主

席，相信對於未來台灣參與國際藥學事務，提

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有很大的幫助。

會議的演講內容分成臨床藥學、藥學教

育、科學新知 .. 等等幾大類，其中令人印象深

刻的有兩場。首先，馬來西亞的學者 Dr. Yuen 

Kah Hay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提出一項

兩年臨床試驗的結果，對於腦部中風 (Stroke)

的病人口服投予 Vitamin E 亞型 (Tocotrienol) 

200 mg 一天兩次，能減緩病情的惡化，因為

屬於油溶性維他命，兩年下來還未發現嚴重的

副作用，除了開始投予的第一週，少數人有輕

微的腹瀉症狀。令人驚訝的是，看似生龍活虎

的講者，他本身也曾經中風，隨後服藥進行自

救，投影片中放上他腦部的核磁共振顯影，因

為中風而產生的白色斑塊，後續沒有惡化而

擴大 !! 相關內容發表在期刊 Stroke. 2014, 45, 

1422-1428，相信這項研究對於我們生活週遭

不幸中風的親朋好友而言，或許是另一項可供

參考的選擇。

其次是我們台灣的周月卿博士榮獲 FAPA 

Ishidate Award ( 醫院藥學組 )，並上台分享醫

院藥師執行 GPP (Good Pharmacy Practice) 之

經驗，充分展現出台灣醫院體系的概況。演講

中提到，周博士任職的台北榮民總醫院，門庭

若市，每天大約有 1 萬人次的病患領藥，如此

巨大的流量，人力有限的藥師如何在安全性、

有效性、經濟性三大原則下確保病人的用藥安

全，降低錯誤發生率，成為一大課題。根據

調查統計，6.5% 的病人會遇上用藥疏失，其

中屬於處方上的缺失佔了 7%，屬於調劑上的

缺失佔 0.005~1.2%，屬於藥物服用方式的缺

失約 8~11%。因此針對這些問題，在處方的

開立方面，藥師們建構了 COPE (computerized 

physician order entry) 電腦系統來輔助醫生，

系統上提供藥品的基本資訊 ( 劑量、外觀、劑

型 )，可供替代的選擇，以及病人全部的用藥

清單，讓開處方的醫生一目了然，快速掌握病

人的情況，避免重複用藥的產生。同時最重要

的是，系統會比對藥學資料庫，自動鎖住那些

會產生嚴重藥物交互作用的藥品項目，提醒醫

生進行處理。調劑方面，引進自動包藥機，並

進行雙重檢查，甚至三重檢查，以達成高效

率、低錯誤發生率的目標。服藥方面，創新的

藥袋標示，標明了藥品外型、藥理作用、副作

用、服用方式等等內容，讓病人清楚瞭解如何

正確的服藥，此項發明獲得了專利。另外，也

拍攝了病患用藥之衛教短片，燒錄成光碟並放

在網站上提供給任何需要的人 ( 例如：胰島素

的使用或是氣喘吸入劑型的使用 )。醫院藥師

除了一般調劑外，也擔任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例如：處方評估、藥物諮詢、病患衛教、教導

藥學實習生、電腦系統的建構與維護、期刊論

文之發表 .. 等等。最後，周博士以一句話作為

總結「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臨床藥學的發

展非一蹴可幾，需持之以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很幸運有機會

參加國際會議，從中與其他國家的學者藥師們

進行交流，學習新知、增廣見聞，這一趟旅程

收穫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