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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 台大醫學院 118 週年院慶

2015.04.17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學生參訪本系

2015.05.31-06.02  承辦 2015 台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研討會（溪頭教育中心紅樓國際會議中心）( 見下圖 )

2015.06.01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藥學院院長 Neil MacKinnon 參訪本系

2015.06.13  撥穗典禮（含第一屆六年制畢業生）

2015.07.22  中國藥科大學教學管理專業學科建設考察培訓團參訪本系

2015.08.31  2015 藥學專業學院策略會議

藥學系大事記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安成醫藥基金會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安成醫藥基金會
就學獎助學金頒獎典禮暨藥學領域就學獎助學金頒獎典禮暨藥學領域
產業現況介紹及經驗分享座談會產業現況介紹及經驗分享座談會

時     間：2015 年 06 月 09 日  上午 11：20

地     點：水森館 101 會議室

主 講 人：陳志明董事長及 5 位產學界專家

     ( 陳志光博士 , 沈志隆博士 , 湯丹霞博士 , 鄭清棋先生 , 

    鄧哲明教授 )

參加人員：藥學專業學院全體教師、藥研所學生、臨藥所學生、大學
部學生

說     明：安成醫藥基金會捐贈本院博士班就學獎助學金，安成國際
藥業董事長陳志明博士（第 18 屆系友）蒞臨母系親自頒獎
並邀集了多位產學界專家與系上師生座談。

獲獎名單：博士班一年級學生（共計 6 名：林清傑、陳筱
玲、賴彥勳、郭姵君、林佑諭、邱柏全 ）、
博士班二年級學生（共計3名：許成誼、呂婉禎、
錢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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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05.15

地點：醫學院、水森館

莊德茂系友（第 10 屆），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職於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精神衛生研究所

分子神經生物學研究室主任，專長於神經藥理學。曾獲母系 2007 年傑出系友及 2012 年臺灣

大學傑出校友的榮銜。莊系友長期關心母系發展，回國也必回母系探視師長。本次莊系友應

本系及臺大醫學院藥理所之邀回國演講後，在顧記華院長帶領莊系友及藥理所林琬琬所長（25

屆系友）參觀水森館時，特別拜訪陳瓊雪老師。陳老師正在於「進階社區藥局實習」師生討

論會中，見面歡樂之同時，隨身手機與在場教師們合影

留念（如下圖）。莊系友並欣然與第一屆六年制學生合

影（第 57 屆）（如右圖）

（感謝林珍芳老師提供照片）

莊德茂系友與母系師生相見歡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學生來訪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於 4 月 7 日 -4 月 22 日來台舉辦「Global Pharmacy Program」課

程，並於 4 月 17 日上午參訪本系。學生訪問團一

行 10 人由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張芳榮教

授領隊，抵達水森館 101 會議室後，先由林淑文老

師簡介本系與附設醫院藥劑部，接著由顧記華院長

介紹本系各位老師的研究領域，之後由王繼娟老師

簡介藥物流行病學研究的近況。

前座左起：陳瓊雪老師及莊德茂系友；
後排左起（敬稱略）：孔繁璐、吳如琇、謝玲玲、
林珍芳、顧記華、何藴芳、林琬琬、林芳如、
林振順 

莊系友與第一屆六年制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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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6 月 1 日上午 10：00-12：00

地點：水森館 101 會議室

來賓：Dean MacKinnon and Prof. Alex Lin

行程：

am 10:00　雙方介紹（李水盛老師主持）

am 10:10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及臺大醫院藥劑

           介紹（林淑文老師）

am 10:40　問題詢問及交流

am 11:20　參訪醫院藥劑部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藥學院院長參訪

時間：2015.07.08 上午 11：00

地點：水森館 101 室

演講題目：天然物、化學藥物專利保護

因今年 6 月 13 日撥穗典禮當日梁系友無法

回國領獎，故特邀其擇日回系上演講並接受

表揚。本次演講非常精彩，梁系友介紹專利

法的基本概念、各國專利法的最新資訊等，

並輔以案例詳加說明。全體師生包含老師、

大學部同學、應屆畢業生、碩博班生，參加

極為踴躍。

2015 年傑出系友梁子樵博士返台演講與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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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洪流的中流砥柱
與國際接軌 臺灣第一屆 Pharm.D. 學生畢業了

臺灣大學藥學系在週六 (6/13) 舉行畢業典禮，今年度畢業典禮最特別的是：畢業生中有

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屆六年制藥學系（Pharm.D.）畢業生，將臺灣的藥學教育帶入另一個里程碑。

基於對民眾用藥安全的承諾與社會責任，臺大藥學系從 1993 年開始，便在研究所增設

醫院藥學組，利用碩士教育強化臨床實務教學及實習訓練，培養臨床藥學人才與師資；並於

2000 年轉型成立臨床藥學研究所，進一步擴充學生人數，加強臨床藥學專業養成教育。

臺灣藥學教育改革的一個轉捩點為 2005 年，台灣藥學會內的一群熱心臺灣藥學教育的學

者專家，鑒於藥師養成的需求，參酌美國藥學教育學會標準，對藥學教育的使命、規畫、評估、

課程、招生、學生輔導、教師素質 ... 等等來訂定準則，制定出「藥學教育白皮書」。

臺大藥學系為了建構完整的藥學專業教學體系，培育符合時代需要、以病人為中心、從

事藥事服務、確保安全有效用藥的現代藥師，參照「藥學教育白皮書」，建構出六年制藥學

教育內容，並獲得教育部核准設立臺灣第一個六年制藥學教育，於 2009 年開始招生。

十年來在所有臺大藥學系系友海內外捐輸、臺大醫學院院長、臺大醫院院長、醫師與藥

師全力支持、國外醫學中心協助訓練臨床教師、提升與變革醫院藥師服務，涓涓滴滴、篳路

藍縷，建立了符合國際 Pharm.D 需求的整合教學、進階藥學實習等制度。

在今年第一屆 Pharm.D. 畢業生的典禮上，臺大藥學專業學院院長顧記華以「善盡社會責

任」來勉勵所有畢業生，期望同學們能在成功的同時，也能利用自己的資源及力量，來幫助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能在陰暗的角落點亮一盞明燈。

臺大藥學系在全系師生的努力及系友們的傑出成就下，歷年來在「藥學及藥理領域」的

全球大學排名，都能在世界百大內，今年更是排名第四十名，是世界頂尖藥學院校，也是國

內莘莘學子想擠進的藥學系。

( 編按：本新聞稿感謝林慧玲老師校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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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記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2007 年至今 -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雖是一句老生常

談，但這 8 年來，在臺大臨床藥學研究所師生

與臺大藥學校友的共同努力下，碩士班研究生

有機會到美國實習或見習，在學海中追逐並構

築每一個臨藥人的夢：到西方取經！看看美國

藥學界到底如何發展臨床藥學、如何提供藥事

專業服務、如何照顧病人、如何帶學生實習等。

在林慧玲老師與沈麗娟老師的推動下，臨藥所

於 2007 年首次申請到教育部「學海築夢」計

畫，獲得教育部專案補助學生到海外實習的交

通費與生活費，讓學生們有圓夢的機會。那年

8 月我剛好回母校服務，因緣際會下，有幸參

與安排學生出國實 / 見習的事務。

感謝校友們與藥學系、臨藥所老師的協助，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藥學院願意替首屆參與學海築夢的 2 位

同學安排實 / 見習，林老師甚至趁寒假期間親

自到 OSU 拜訪，進行第一類接觸。以往雖然有

送教師與藥師出國進修的經驗，但對於研究生

長達 2 個月的實 / 見習安排內容，OSU 與我們

都在摸索；幸好當時在 OSU 醫學中心神經科擔

任指導教師的楊淑英學姊恰好回國專題演講，

建議實 / 見習單位以「多元、廣泛」為原則，

並應在行前確立學習目標。因此我們請 OSU 負

責安排 Pharm.D. (Doctor of Pharmacy) 實習的

老師根據學生在附設醫院（臺大醫院）的臨床

實習科別、論文相關的研究主題和個人興趣規

劃她們的實 / 見習內容。

由於預期學生實 / 見習時，與當地藥學院

老師、指導藥師、Pharm.D. 實習學生、住院藥

師（pharmacy resident, PGY）均有密切的互動，

語言與專業藥學能力可想而知非常重要，因此

我們在甄選時，要求學生具備良好的英語書寫

與口說能力，且已完成9個月的附設醫院實習。

臨藥所學生能符合這些條件的，非碩二學生莫

屬，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進行論文研究，

出國亟需要論文指導老師的同意才能成行。感

謝 2 位學生的論文指導老師均同意並支持，到

OSU 的實 / 見習才能順利進行！

出國前的準備千頭萬緒，包括確認當地住

宿交通、辦理簽證、完成預防接種證明、購買

健康保險、出具財產證明等，並與當地校友、

藥學院老師持續聯絡。這些事情聽來簡單，但

要兼顧 OSU 的規定、本校與教育部的要求、費

用（政府的補助有很多限制，例如機票補助是

固定額度的，且因淡旺季而不同）、安全性、

可行性、時間許可（例如某些疫苗要先測抗體

力價再施打、又須出國前至少幾週前施打；多

種疫苗常需請假數次才能完成）等因素，使我

們與學生常需一起討論。另外，為鼓勵學生盡

量利用機會加強他們的語言能力，我們甚至嘗

試以英語討論出國事宜與案例，預先為實 / 見

習做準備。

學生出國後，我們非常訝異地發現她們竟

然自動自發地寄回一篇篇週記，記錄在國外的

所見所聞與省思，即使老師沒有特別要求，也

主動提供許多「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好建

議，讓我們非常驚艷學生的成熟與對附設醫院

的關心。他們的優異表現與態度也讓 OSU 留下

深刻的印象，不僅提供全方位的臨床經驗（包

括多所醫院的藥劑部與各專科、藥師門診、社

區藥局、慈善藥局、藥事行政等），日後每年

主動提供兩位學生的實 / 見習名額。今年甚至

在安排實習時用 Skype 與我們的學生直接討論，

以便能依照學生的興趣幫忙安排適當的實 / 見

習單位。

學生回國後除了繳交教育部規定的書面報

告外，也特別為全所師生準備圖文並茂的口頭

報告，一方面分享他們的收穫，一方面也讓有

興趣的學弟妹瞭解「學海築夢」的目的與進行

方式。除此之外，兩位學生還應師長們的邀約，

將心得投稿到藥師公會全聯會的藥師週刊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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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醫學院的楓城新聞與評論，間接帶動其他學

校與系所爭取「學海築夢」計畫的意願。

第一年的實 / 見習順利推行後，由於紀錄

與傳承都進行得很順暢，加上臨藥所學生多

主動負責，需要師長褓抱提攜的機會減少許

多，只要我們及早甄選學生、協助學生與海外

學校取得聯繫、提醒時程的把握與應對進退、

強調報帳規則等，進行的都十分順利。但隨著

每年計畫給予的經費不同，我們也要隨之拓展

（或限縮）海外實習處所。從剛開始的 OSU

一校增加逐年加入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Hartford Hospital、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Grady Health 

System 與 Washington Hospital Healthcare 

System (WHHS)，內容也從臨床實 / 見習擴展為

藥品管理、臨床研究、用藥安全管理等，提供

學生於海外實 / 見習時，有更豐富的選擇與體

驗。學生也從僅限碩二，開放給碩一、大六學

生參與，至今已陸續選送 40 位優秀研究生到美

國藥學院與醫院實 / 見習，地點亦廣布於美國

東北部、中西部、南部、西岸地區。即使只是

短短的 6-8 週，美國的指導藥師也發現這群學

生的主動與認真。曾有藥劑部主任寫信告訴我

們學生有注意到抗生素劑量不足，提醒指導藥

師為白血球低下的病人提高劑量；也有指導藥

師在實習結束時寫滿一張紙，內容都是對學生

表現的讚許。這讓我們非常引以為傲！

我們通常安排1~2位學生在同一處所實習，

有時會隨附設醫院藥劑部藥師進行海外訓練時

以 shadowing 的方式安排見習。對大部分學生

而言，實 / 見習常是第一次單獨出國，因此當

地的校友都非常熱心主動地照顧學生們，像是

OSU楊淑英系友從2008年開始就照顧學生們，

送水果、帶學生上市場、關切單獨出遊時的

人身安全等；各實習單位的指導藥師也多在假

日邀請學生聚餐、參加當地活動；甚至還有校

友幫忙租屋、借住、機場接送、送日常用品與

棉被等。聽到學生轉述他們受到的款待，我們

都覺得非常溫暖與感謝，有校友真好！！沒有

校友時，就只好老師親自出馬，所以沈老師在

2010 年、我在 2012 年都特別陪學生在當地張

羅生活必需品，確定實 / 見習期間一切無虞。

在安排海外訓練的過程中，常遇到突發

狀況，需要隨機應變。最令人困擾的就屬經費

的部分，尤其每年核定的經費總額與要求選送

的學生人數總有變動。最慘的是 101 學年度

時竟然未獲補助，幸好前一年有剩餘款、學校

行政也非常有彈性地讓我們運用此款項、加上

醫學院的補助，才順利讓 4 位學生出國進行

實 / 見習。而學生人數方面，往年通常都只會

核定申請人數的一半，但 102 學年度時反而是

核定人數超過申請書，著實令我們受寵若驚，

卻也讓何蘊芳所長費心洽詢新的合作機構。另

外，有些機構要求

繳付學費、有些要

求學生要辦理專業

責 任 險（liability 

i n s u r a n c e ） ; 這

些 在 美 國 看 似 的

routine， 卻 在 經 費

不包含學費與兩地

醫療文化差異的情

況下，對我們來說

幾乎是緣木求魚，

因此錯失多次合作

協定的簽署。所幸

現在學生的網路搜

尋技巧驚人，在他

們不眠不休的找尋

下，去年終於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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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提供外國藥學生且付得起的專業責任險。

除了繁瑣的行政流程常令人氣結外（由衷

感謝臨藥所助教們！），曾有校友與海外訓練

單位對「學海築夢」計畫的意義有疑問。說真

的，這個問題也在我腦海中不斷盤旋，常搖擺

於「這是改變學生一生的契機」與「免費旅遊

團」兩極之間。每當學生有亮眼的表現、受到

國外指導老師們的讚許、回國後更成熟懂事時，

我自己就覺得大家為學生付出的時間與心力是

值得的；但看到學生盡在網路上分享下廚或生

活心得，就覺得悵然若失。其實仔細想想，自

己當初出國時，一開始覺得最特殊的，不也就

是語言隔閡、文化衝擊、獨立生活嗎？相反的，

臨床藥學專業知識反而是在異國中最熟悉、也

最能用英語溝通的主題了！國外文化的多元性

與開放是被壓抑在白色巨塔下的乖乖牌研究生

所無法想像的，每天自己做開門七件事是從小

到大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寶貝們自我成長的表

現。他們心中的挫折、衝擊、領悟也許是言語

不足以表達的，或許無法與師長甚至朋友分享。

雖然短短數週的海外實 / 見習只能在心底種下

一顆種子，但在接下來的藥學專業的滋養下，

這顆小種子說不定哪天就開竅了、抽枝發芽、

青翠茂盛，成為未來國際交流與臨床藥學的中

流砥柱。

前幾屆透過「學海築夢」獎助計畫出國實

/ 見習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在附設醫院擔任藥

師、任公職或攻讀博士班，亦有多位目前擔任

臨藥所與大學部學生的臨床藥實習指導教師，

對於藥學生與年輕藥師的學習發展有實質貢

獻；這些「種籽」更是未來訓練國內臨床專才

（Pharm.D.）的先驅人才。

我們與國外的訓練機構大多有簽署合作協

定，能有這樣的成績，絕大多數源於校友們的

協助，其中要特別感謝楊淑英、陳慶士、吳晉、

陳志明、吳素珍、葉蓁蓁、黃李秀美、陳幼

敏、許照惠校友，以及長期友人如 OSU 的 Ken 

Hale、Barbara Hegler、Henry Mann、Robert 

Brueggemeier 與 Gerry Cable、UIC 的 Alan Lau

與 Jerry Bauman、USC 的 Michael Wincor、

Grady 的 Rondell Jaggers、Hartford 的 Michael 

Nailor 等。尤其當 103 年因經費異常充裕導致

選送學生必須多達 9 位時，幸好有吳素珍、葉

蓁蓁、黃李秀美、陳幼敏等系友的熱心協助，

才讓我們沒有開天窗，實在是銘感五內，無以

回報。這也讓我見識到平日低調的何所長，其

實是位超級行銷員！

回首來時路，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僅

感謝美國藥學院校 OSU、UIC、USC 及其附設

教學醫院藥師們總是無怨無悔地為學生安排實 /

見習、感謝新夥伴區域型醫院 WHHS、Grady、

美國藥政單位FDA的加入，更感謝醫學院長官、

所內與藥學專業學院老師們的

協助，才讓學生海外訓練能持

續進行，甚至成為我們招生時

的一大特點，實在所料未及。

另一個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學生

出國不僅學海築夢，同時也「學

海築愛」，目前已有一對佳偶

完成終身大事，祝福筠婷（小

P）與 OSU 的 Kei 永浴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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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能夠在臨床藥學研究所就學期間，有機會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US FDA）學習，茲將所見所聞簡述分享如下。

US FDA 位於 Maryland 州的 Silver Spring，隸屬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負

責管理 medical products、tobacco、food、veterinary medicine 及 Global Regulatory Operations and 

Policy，以確保各樣製劑於人體使用之安全性及有效性。面對不斷進步的科技和新知，US FDA 常

舉辦 seminar 及相關訓練，使審查員（reviewer）不斷充實新知並加強審查能力。另外每天都有藥

品審查會議，以 review team 為單位，成員包括：
● clinical reviewer：通常是醫師審查臨床相關資料及 protocol 設計；
● pharm/tox reviewer：評估動物試驗資料，並建議之後進入臨床試驗的 first human dose；
● biopharm reviewer：評估藥動學資料；
●  chemist：審查 CMC（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品管及藥品安定性等；
● statistician。

所有成員主要審核的重點不外是安全性和有效性，只是各類成員的權責會不太一樣，透過內

部討論集結相關專業意見議決各申請案。此外，US FDA 亦常舉辦一系列 Patient Representative 

Workshop，邀請病人參加，以聽取病人的觀點及其疾病照護需求，非僅獨重專家見解。   

US FDA 有安全性通報負責團隊，以藥師為主要 safety evaluator 成員，團隊會和臨床醫師合

作，諮詢臨床相關知識。ADR 資料庫（FAERS Database）來源為 (1) spontaneous adverse event 

report：由病人、產品使用者或醫護人員透過 US FDA MedWatch 通報；(2) 藥廠每年需向 US FDA

主動通報發生的藥品不良反應。其中 MedWatch 通報必須含有四項要件，缺任何一項這筆通報就

會被視為 data incomplete。四項要件包括：(1) patient identifier：包含姓名、年齡、身高、體重等；

(2) product：產品名稱、劑量、途徑；(3) event：敘述事件發生的過程 (4) reporter：通報人員聯絡

方式。因 spontaneous reporting 一向都有 under-reporting 的問題，如果通報資料不齊全，無法判斷

是否為藥品造成的不良反應，該筆資料就會被銷毀，這也提醒我們身為醫療人員在通報不良反應

時，要盡力收集相關資訊並填報於通報表上，以利評估分析。FAERS Database 收集到資料後，評

估人員會做相關文獻搜尋及分析，必要時會撰寫 safety report 提醒專業人員或民眾，並請廠商修訂

仿單。另外，為了倡導通報人人有責的觀念，US FDA 也成立相關部門宣導 MedWatch 系統。

在美期間，我曾參加 US FDA 為藥學生舉辦之課程，認識其組織架構以及業務範圍；也透過會

議認識不同部門，諸如藥理、醫學、統計等各專業，對於同一項藥品審查之建議和考量觀點。此外，

我也參與 independent study，探討 cytokines

和 CYP enzyme 之間的關係以及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在每次與 preceptor 及相關

人員的討論中，學習邏輯化思考並和 team 

member 溝通，交換意見與知識。從一開始的

不熟悉到之後能參與討論，嘗試將在校所學

臨藥知識應用於協助審查，非常有成就感。

此外，在三個月期間也體驗到美國文化和生

活，學習獨立、培養處事能力，結交海外好

友，無論是專業或是生命上都成長不少，是

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感謝所上教師之促成

及黃李秀美博士與陳幼敏博士之指導！

學海築夢 -美國 FDA 見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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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藴芳

時      間：104 年 7 月 30 日（第一梯次於高醫舉行）

       104 年 7 月 31 日（第二梯次於臺大舉行）

地      點：第一梯次 高雄醫學大學勵學大樓 A2 教室，第二梯次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 R101

活動宗旨：增進全國大學化學及藥學相關科系學生對藥物設計與研發的認識，提供學生升學與就

業指引。

參加對象：化學、藥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科系大學生皆可參加

主辦單位：台灣藥學會 藥物化學組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高雄醫學大學醫藥化學系、嘉南藥理大學藥理學院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特別誌謝：感謝吳晉系友專程回國為兩場營隊演講

2015 臺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營

恭喜畢業生及家長們！一如家長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之

甘願付出，學有所成的孩子踏入社會後，終將竭誠回報。

彷彿昨日才在為同學寫推薦信以利參與研究所甄試，

轉眼間，各位即將獲得學位。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兩

年的訓練相當緊湊，包括修課（佔 1/4 期程）、臨床實習

（1/2）、論文研究（1/4）之各階段淬鍊，然而，本屆每

位同學均如期順利通過；本週方舉辦之第三屆 Research 

Day（6 月 10 日），個個表現不俗；去年，同學們參與「學海築夢」亦能運用在校所學，協助守

護病人治療之效用與安全，獲得美方醫院藥劑部門師長讚揚，對教學合作伊始之雙方帶來正面影

響。

臨藥所（及前身藥學所醫院藥學組）在過往的二十餘年間，肩負著藥學專業人才養成、課程

迎接蛻變 熱忱挑戰
臨床藥學研究所所長致詞

撥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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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賓、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們、各位親愛的家長、

各位老師，大家午安，今天很榮幸，可以在這個重要的日

子裡，跟同學們說幾句祝福的話。首先代表系上老師們跟

畢業班的同學們說聲恭喜，你們辛苦了，你們也做到了。

在此，我也要跟各位在座的家長們說聲恭喜與謝謝，因為

你們，才能讓我們有機會教到你們優秀的貴子弟們。

相信現在各位同學們的心情一定很高興、很喜悅，記

得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在回國前夕，跟指導教授道別

時，他突然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他告訴我：「雖然捨不

得你的離開，但更希望你展翅高飛。」是的，老師現在對你們就是有這份不捨的感覺，但老師更希

望你們展翅高飛，不但飛得又高又遠，而且不畏不懼，遇到挫折，面對它，就能解決它，而且不要

忘記，你們的家人跟學校的老師們就是你們最好的後盾。所以等一下撥穗典禮結束後，需要擁抱與

祝福的同學，歡迎來前面。

在你們踏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前，老師對你們有 3 個叮嚀與期許，老師希望你們眼光要放遠、

心胸要放寬、腳步要放穩。不管你們是要繼續求學、還是要進入職場工作、或是當兵，凡事多問、

多聽、多看、多學，要創造不被取代的價值，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但同學們也不必操之過急，凡事

要穩紮穩打，因為根據統計，專業素養的養成至少需要 3 － 5 年的時間，以各位同學的聰明才智，

一定能成功達成，所以大家加油吧！ 

順便在這裡作個廣告，因為今後各位正式成為我們的系友，大家知道，每年 4 月我們都會舉辦

校友回娘家活動，活動內容非常精彩，有傑出系友的演講及晚宴活動，所以明年 4 月，同學們一定

要記得回來參加。

最後，祝各位同學鵬程萬里、也祝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註：林老師為四年制導師）

教師代表致詞

奠基之重任。今日欣見藥學系六年制第一屆畢業生，意謂臨藥所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專業人才教

育之權責回歸藥學系；臨藥所之課程亦將隨之逐步調整，朝更聚焦研究所任務努力。本校引領著

國內藥學教育之創設與改革，特別是近年推動多項變革，藥學專業學院教師全體無不戮力以赴，

真是辛苦大家了！

顧院長的熱忱是維繫我們專業學院和樂的動力，本年度傑出系友衛生福利部許銘能次長，在

學時也是位極具熱忱的學長，是臺大藥刊（19 期，民國 71 年 9 月）總編輯、參與三十週年系慶

籌備。在場的畢業生們在學期間也不遑多讓，不僅見證一甲子系慶盛會，也有同學曾協助籌備工

作，甚至參與系慶刊物及景福醫訊藥學六十週年系慶專輯編撰。相信大家保持「熱忱關懷」情操，

加上校友孟懷縈院士稍早於畢業典禮之「體驗人生」、「接受挑戰」、「平等待人」期勉，各位

的人生必定精彩。

謹此  祝福  前程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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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師長們、親愛的家長，及今年即將踏出校門的

同學們：

謝謝顧院長的邀請，讓我以本系(臺大藥學院藥學系)

第一屆六年制導師的身分，代表老師們對所有畢業生表達

祝福及叮嚀。

首先恭禧所有畢業生順利畢業，特別是本系六年制同

學，您們不僅是本校第一批六年制 PharmD，也是臺灣的

第一批 15 位 PharmD 畢業生，這是臺灣藥學教育的重要

里程碑，在此之後，也有其他學校如成大藥學系及北醫藥

學系陸續設置 PharmD 課程。

相較四年制課程，在增加的二年藥學訓練，是藥學院所有老師的付出，醫學院及附設醫院、

國內重要實習機構，包括藥廠、藥業及政府機關的協助，才能提供這麼完整的藥學相關訓練課程。

因緣際會，自我當時從本系研究所醫院藥學組碩士班畢業和這群學生恰好相差 20 年，如果時光能

倒流，我會跟 21 年前的自己說：人生真正的快樂不是我擁有了什麼東西、成就，你的文憑、履歷

表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儘管許多比你年長的人或許告訴過你文憑很重要，但生命並不簡單，生命

是複雜的，且完全不可控制，愈早看清這個真相，你的生存能力就愈強。

拿到文憑畢業離開校園，這只是開始，同學的未來還是靠自己努力。如哈利波特作者羅琳所

說，特別叮嚀大家三件事情：

1.  不祝福大家一帆風順，因為現實並非如此。希望大家能有面對失敗的勇氣，從失敗中學到的智

慧、堅強，會增強你未來生存的能力。唯有經過考驗的自我、關係，才是真的；也唯有經過苦

難贏得的價值，才值得珍惜。

2.  生命有限，所以不要浪費時間活在別人的生活裡。不要被信條所惑－盲從信條就是活在別人思

考結果裡，不要讓別人的意見淹沒了你內在的心聲。最重要的，擁有跟隨內心與直覺的勇氣，

你的內心與直覺多少已經知道你真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保障病人

用藥安全是藥師專業的堅持。

3.  豐富想像力，設身處地地想像進入別人的生命，不為難自己，願意幫助別人。

 憑你們的聰明、努力、能力，不僅讓你們享有特殊的身分地位，同時也讓你們對世界有份特殊

的責任。你們屬於臺灣社會的菁英，你們的政治選擇、生活方式，以及你們反對什麼、承擔什

麼，影響國家未來。這是你們的特權，也是你們的負擔。

 最後，清唱張雨生的作品「我期待」，最後二句來送給我親愛的學生們。「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昂首闊步，不留一絲遺憾 !」

（註：沈老師為六年制導師）

教師代表致詞
沈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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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貴賓、教授以及家長、同學們大家午安 ! 我是那個話很少的

何冠廷的媽咪，簡稱何媽，不是河馬歐。

首先我要感謝台大的開明校風，讓我可以站上這個充滿菁英的會場，

再來要感謝各位教授辛勤的指導，讓這群優秀的孩子們可以成長茁壯，

另外更要感謝各位家長的承讓，讓我有機會上台磨練，最後呢要謝謝我

們藥學系的學長姐及同學們對何冠廷的包容及照顧。為了這五分鐘的講

稿，我寫了十二張A4紙的內容，改了四次版本，也練習了N次五分鐘呢。

今天我是代表畢業生家長而來，所以以下所提的內容，大多是家長

們的憂慮與孩子們該去努力的方向，接著我將用call in的方式來做呈現。

何媽：我們來進入 call in 現場，台北三重的郝寂寞郝小姐請說。

郝小姐：何媽呀，我兒子去外地讀書了，現在偶而才一通電話，久久才回來一次，回到家總

是對著電腦笑，對著我卻只會說午餐吃什麼，怎麼辦呀？

何媽：我說郝小姐，這是 E 世代攻擊人類的病毒在作怪，您先別急聽我說來，和孩子的溝通

用臉書和 line，分享些影片代替關懷，用青山和綠水把電腦拋開，遙遠的距離也能傳愛，活得自

在不枉來 ! 再來下一通 call in 的是板橋的皮在癢皮先生請說。

皮先生：何媽歐，你不知道，我孩子去外國讀書後，家裡剩我們夫妻倆，安靜得很，好不習

慣啊。

何媽：皮先生，我們平時要常關心鄰居的阿貓阿狗今天有沒有大便，還要和自己的心來講話，

練一練外丹功、甩手功，唱一下歌、種一下花，也可以去社區跳舞給老人看，這樣我們的人生才

會快活啦 ! 下一位是住在台北 101 大樓的孔八控控，孔小姐請說。

孔小姐：何媽，我在台北住習慣了啦，但我那個住在屏東林邊的阿母一直叫我回去住啦，怎

麼辦呢 ?

何媽：孔小姐你聽我說，平時要鼓勵父母有自己的朋友和興趣，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用 3C 產

品囉 ! 視訊可以天天看到你，宅配補品也很 easy，溝通傳愛零距離，關心健康也沒問題，今天回

家要抱一抱媽咪，再陪老爸下下棋，3C 產品給它買下去，世界和你在一起啊，在一起 !

今天我的致詞到此結束，祝各位畢業生畢業快樂，也祝各位貴賓、教授及家長們身體健康、

家庭美滿，謝謝 !

（註：家長代表王秀麗女士為畢業生何冠廷同學的母親）

家長代表致詞
王秀麗  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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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主任、各位教授、貴賓、與會佳賓，以及各位畢業生們，大家好：

我是大四的翁儀安，很榮幸能夠擔任四年制畢業生的代表。

首先，感謝永遠不嫌多。

讓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感謝所有在場，以及未能前來但祝福

依舊的家人和朋友們，感謝他們總是無條件的包容以及支持，因為他

們無私的付出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們，辛苦了，謝謝你們。

接著，謝謝教導我們的師長，帶著我們一步步向專業前進，您的

用心教導和提醒，都是我們珍貴的寶藏，希望我們未來也能成為台大

藥學系的驕傲。

最後，給自己以及在你身旁陪你走過這四年的伙伴來點掌聲吧，恭喜我們一起度過了什麼都

要學的這些年。

從一開始的陌生靦腆，到現在的熟悉和默契，我們一起經歷過了太多。野外求生的文山藥園，

頂著狂風暴雨上了陽明山、流浪到淡水。在小福廣場，我們奮力的喊著歡迎光臨藥學周，賣著我

們也不是很清楚成分是什麼的各種產品。在活大禮堂，我們盡情的享受著舞台，建構出屬於我們

的 ARx wonderland。燃燒暑假籌備完熱血藥學營後，我們也被關進了恆溫的醫學院，開始無止盡

的爆肝生活，從 201 到 304，一起念書，一起通宵，一起被大小考試凌遲，聽著錄音檔打出了成

山的共筆，但大家最熟的永遠是共筆裡的難笑的笑話和角落小生物。大四上整合地獄加上年會的

雙重夾擊後，終於進到了醫院實習，在 22 度 C 的 NTUH 迷宮裡，相互扶持、切磋並盡全力的學習

各種臨床知識，在大家的努力下，平安的度過了大學的最後一學期。

這四年來，不全是歡笑，有過爭吵，有過淚水，有著對未竟之事的後悔，以及隱隱作痛的傷

口存在，這些都是我們成長的痕跡，我們能做的，不是追悔或沉溺，而是珍惜現在和未來的每個

當下，把握而不再讓自己有所遺憾。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一直不變的是，在迷惘和困頓時

總是會有善良而溫暖的你提醒著不要放棄，一起努力。在台大的這段旅程裡，最美的不是椰林，

不是榮譽，而是有你們相伴的時光和回憶。

從今以後，我們將踏上各自的旅程，有各自的夢想和追求。記得老師說過，畢業後不會總是

順順利利，多少都會碰到挫折。既然一帆風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我希望，我們永遠都有面對

明日的勇氣，無比堅定的信心，以及對夢想不變的執著，能夠勇敢的面對每個新的挑戰。最重要

的是，不要被現實的尖銳抹煞了我們既有的樂觀與溫柔，不要因追求卓越而變得冷漠。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這大概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台大生的寫照，至少是我自

己的寫照。約翰 ˙ 甘迺迪總統曾說的「當我們表達感謝時，我們絕不能忘記感恩的最高形式不是

說出的話語，而是實際的作為」。希望我們試著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成為能帶給社會更多幸福

的人。

最後轉述班上同學的一句話，也是我最想說的一句，幸好是來到了 B00，所有快樂，悲傷，

倒楣和幸運都有你們一起，祝大家畢業快樂，謝謝大家 !!

畢業生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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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各位教授、貴賓、親愛的同學、學弟妹，以及辛苦的家長們，

大家午安。我是藥學系第一屆六年制畢業生，黃奕翔。很高興今天能

夠代表同學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六年來的各種喜悅、收獲和感動。

首先要先謝謝在座各位家長和親友盛裝出席撥穗典禮。在這個人

生最重要的時刻，帶給我們最誠摯的祝福，讓我們用掌聲謝謝他們。

要說起我與六年制的淵源，就必須講到六年前在考大學的時候曾

經看到一個新聞標題，「教育部通過台大藥學系設置六年制」，對於

當時還只是個高中生的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上了大學之後參加迎新

宿營，當時的李水盛主任還特地到金山來說明六年制給我們聽，之後每個老師都不斷的提醒我們有

六年制可以選擇，這也讓我不得不開始考慮要不要選擇讀六年制。經過了反覆的思考之後，我選擇

就讀六年制。

常常有人問我「你會不會後悔 ?」，我承認，我在大四升大五的時候曾經後悔我選擇六年制，看

著四年制畢業的同學已經開始工作或是出國進修，正在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都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該早點畢業，而不是留在學校讀書。

直到大五開學之後我就收回了這種想法，課表上每天雖然只有兩堂課，剩下的時間可不是閒著，

全部都要拿來準備討論課，精實的程度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每兩週就考一次試，對我們來說也

都已經司空見慣。這一年的課程讓我學到了我認為藥學系應該學的知識。

大六的臨床實習更是這六年的重頭戲，可以將自己的所學貢獻給醫院的病人，覺得自己的責

任更大了。病人康復帶給我們的成就感，病人過世帶給我們的震撼，都是這一生難能可貴的經驗。

由衷謝謝每一位在醫院被我們照顧到的病人，他們是最偉大的老師。實習期間無數的巡房、報告、

informal、ADR、TDM、pharmacy note、讀書會以及病患衛教都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與同班同

學們在 TPN 休息室的午餐時光以及各種小確幸更是這一年實習生活的剪影。 

我們多給了自己兩年的時間，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之外，更了解到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更加

的認識自己。我們班有 15 位同學，我們有 15 個選擇六年制的理由。這之中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

是想讓藥學教育往好的方向發展，所以選擇了六年制。要做出這個決定，非常的不容易，因為我們

是第一屆，所有會碰到的事情都是新的、沒有發生過或是根本不存在的，心裡總是充滿了很多的不

安以及不確定。我不避諱的承認我們就是白老鼠，但是我們為自己的這個決定感到驕傲，驕傲但不

自大。

畢業之後我們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我們永遠都會背著台大藥學系第一屆六年制畢業生的名號。

這種名號讓我們感到很大的壓力，所有的人都拿著放大鏡看著我們未來的發展。我想用一句話來勉

勵自己，「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能力越強，責任越大。我們比別人多讀了

兩年的藥學系，勢必有責任要表現的更好，只要我們保持著謙卑的態度，我們的未來一定可以有一

番作為。

我想謝謝所有支持我們的師長，如果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希望我們在畢業之後能

夠符合師長對我們的期待。謝謝我的同班同學們，我們一起走過了這辛苦的六年，完成了很多不可

能的任務，很高興有你們的陪伴。最後要謝謝一直在背後支持我們的爸爸、媽媽，感謝你們的包容

以及諒解，多繳這兩年的大學學費絕對是值得的。

最最後在這邊祝大家身體健康、鵬程萬里、夢想成真、畢業快樂 !!B98 藥學系六年制的同學們，

我們終於畢業了 !!

畢業生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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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SO 日本臨床腫瘤學會學術集會（2015.07.16-18）

包含各類癌症的疾病病因學如個案診療、圖像診斷、遺傳因

子或分子診斷、臨床病理、偵測腫瘤分子指標；藥理研究如

標靶治療、藥物不良反應、免疫療法、CAR-T 細胞療法、合

併藥物治療、新藥研發、抗藥性研究；臨床試驗以及最新治

療方法、轉移腫瘤治療；社會醫療學如緩和醫療、醫療人員

之安全問題等等議題，共納入 1565 篇論文摘要，與會人士

主要來自日本以及世界各地之醫療人員、臨床試驗人員、藥

商以及醫藥研究人員，議程安排緊湊，內容皆為新穎的治療

資訊、研究方向及成果，實為受益良多。大會議程每日白天

採 14 間口頭發表之會議室，晚上則是 9 個壁報區的討論時

間，每日每區間主題皆不同。會議的主題分項廣泛，其中包

含如：一、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為近年抗癌新藥的

突破之一，討論最為熱烈係小野製藥 (Ono Pharmaceutical)

推 出 的 PD-1 (Programmed cell death-1) 單 株 抗 體 藥 物

OPDIVO®(nivolumab) 相關臨床試驗或其他衍生物臨床前的成

果發表，OPDIVO 目前已通過 FDA 及 PMDA 審查上市，適應症為無法切除或轉移的黑色素瘤以及

鱗狀非小細胞肺癌，機制是透過專一性抑制 T 淋巴細胞表面 Checkpoint 蛋白 PD-1，使 T 淋巴球不

受抑制而活化，最終殲滅癌細胞，與傳統化療藥物相比，可大幅提升癌症病患的總存活率，目前

亦進行實質固態瘤如腎癌、前列腺癌、大腸癌等或合併藥物療法之臨床試驗，期望有顯著成果。二、

癌症基因體學從臨床病因研究到基礎研究再回歸臨床研究，癌症本身係多重基因異常導致不正常

增生，如何利用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篩選出有效基因治療癌症還在探索，另外探討基因突變率可

反向推測臨床的病徵、預後及藥物治療，以推動個人化醫療之落實。三、抗癌新藥的挑戰與未來

方向。四、跨國臨床試驗合作計畫，互相討論切磋以提升新穎抗癌藥發展速度、多方位思考。五、

各種癌症最新療法及藥物，如肺癌治療除了 PD-1 單株抗體外，許多研究探討 EGFR 基因突變位

置與第一線藥物 EGFR-TKI 小分子藥物之治療反應，如第一代及第二代 EGFR-TKI 使用於 exon 21 

L858R 或 exon19 deletion 有突變的病患治療效果較佳，而第三代 EGFR-TKI 則是開發為治療 exon 

20 T790M 突變的病患，另外研究得知使用 TKI 藥物治療 G719X/L861Q/S768I 突變不比普通突變

的患者治療效果較好；ALK 抑制劑使用於 EML4-ALK 基因轉位的肺癌患者治療效果較好。筆者為

新藥相關研究之學生，本次以壁報論文發表近期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參與此會獲益良多，此會提

供平台討論癌症治療從臨床到基礎研究到醫藥護理及教育層次，使各領域的人員不只瞭解醫療領

域新穎發展，也提供新思維及新方向。目前癌症尚無絕對有效的治療方法或預防藥物或疫苗，且

衍生的醫療成本、社會負擔不容小覷，癌症新藥研究仍有許多層面處在摸索階段，期望未來有更

好的醫療以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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