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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大大藥藥學學榮榮耀耀傳傳承承已已六六十十餘餘年年
水水森森館館年年代代老老手手牽牽新新手手
傳傳承承寶寶貴貴的的經經驗驗與與專專業業
藥藥物物研研發發正正刺刺激激著著我我們們敏敏感感的的神神經經
傳傳遞遞著著延延綿綿的的訊訊息息
終終究究膠膠囊囊中中釋釋放放出出繽繽紛紛愛愛心心
無無論論是是研研缽缽中中的的生生藥藥、、濃濃縮縮中中的的藥藥化化合合成成、、
動動物物與與血血液液的的生生物物科科技技、、包包裹裹希希望望的的微微脂脂體體、、
各各式式銷銷售售全全球球的的學學名名藥藥、、
多多彩彩藥藥錠錠象象徵徵蓬蓬勃勃的的臨臨床床藥藥學學
正正熱熱鬧鬧地地在在圖圖裡裡進進行行著著……..

感謝以下各大藥廠支持

本藥刊於每年 3 月、9 月底出刊，內容包含
藥學相關新知、校友與本系最新訊息，將免
費寄送予台大藥學歷屆畢業校友及全體師生
（2,000 餘本），歡迎刊登公司產品介紹、公
司形象廣告徵才等，以支持本刊繼續出版。並
拜託系友您協助將此訊息轉給貴公司可能需廣
告者。感謝您對母系的盡心與支持！

（若承蒙贊助廣告，將開立發票予貴系友服務的
公司，廣告請洽 02-3366-8752 楊小姐，或 e-mail: 
yanglh@ntu.edu.tw 索取台大藥刊廣告說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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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藥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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