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68

│

藥
學
記
事│

藥學系大事記

瀋陽藥科大學來訪

2015.08.01  臺大醫院藥劑部林欣儀藥師獲聘為本系臨床講師

2015.08  曾宇鳳教授榮任藥物研究中心主任

2015.09  蕭斐元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2015.10.30-11.01 承辦「7th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harmacy Conference」國際研討會。

（第七屆亞洲藥學院校聯合會大會 ; AASP 2015）

2015.11.12-13  協辦新藥研發策略實務國際研討會 ( 景康基金會主辦 )

2015.11.02  瀋陽藥科大學來訪並與本院 ( 藥學專業學院 ) 簽訂學術交流合作意向書

2015.11.27  孫雲燾教授逝世十週年追思會暨雲燾迴廊開幕典禮

2015.11   林慧玲老師榮任亞洲藥學院校聯合會 (AASP)2018-2019 年理事長

2015.12.11  安成醫藥基金會博士班獎助學金學術研究交流座談會

2016.01.25  郭錦樺老師榮獲財團法人青杏醫學文教基金會第26屆（民國104年）「青杏醫學獎」

2016.01.26  浙江工業大學藥學院來訪。（由朱俸萱老師帶領 15 位學生來訪）

2016.01.18-20 承辦第 10 屆世界華人藥物化學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hinese  

Medicinal Chemists, ISCMC），於苗栗三義西湖渡假村、西湖渡假飯店舉行

2016.02.01  顧記華院長借調並榮升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2016.02.01  陳基旺教授代理藥學專業學院院長及藥學系系主任職務

浙江工業大學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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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專業學院院長交接典禮

2016 年 2 月 1 日下午 3 點，水森館 101 室有 4 盆高雅

又生意盎然的蘭花，提字各為：賀陳基旺院長「十年一劍 功

成身退 百年樹人 再負重任」、「千年藥學為基，億兆產業

可旺」、「日理萬機 藥學定旺」、「萬人矚目 領航藥學」。

原任院長顧記華院長於 2 月 1 日榮任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

所所長，陳基旺教授受醫學院張上淳院長的欽點，臨危受命，

代理藥學專業學院院長及藥學系系主任職務。

典禮監交人為張上淳院長，進行交接印信後，張院長致

詞時表示雖不願意顧院長離開，但為了顧及此為國家貢獻之

機會，所以也只能割捨。張院長表示藥學系仍有許多事物要

推動，所以需要藉助陳基旺教授的豐富經驗來帶領藥學系繼

續前進。顧院長致詞時感謝全體系上同仁在任內的協助，對於本系學生不僅優秀且任勞任怨地配

合與協助系務，也深感讚揚與感謝。最後並說藥學系充滿溫暖，以後雖借調至他單位，但仍然會

在系上穿流不息，人與心都還在藥學系。陳基旺院長致詞時感謝張上淳院長全力地支持藥學院的

發展，包括對臨床藥學的推動更是不疑餘力。並讚許顧院長行事積極爽快、笑口常開、非常正面，

值得大家學習。且這半年顧院長就籌辦了 2 個國際大型會議 AASP 及 ICMC，相當不容易。陳院長

談笑中並提到，揶揄自己當年因被校長招攬任研發長而導致尚未做滿系主任的任期就提前半年離

開，想不到如今要回來補這半年任期。同時系上老師提醒顧院長，未來記得要「加倍奉還」。

接著陳院長代表系上致贈紀念品給顧院長，感謝顧院長多年來對系上的貢獻與付出。琉璃紀

念品名為「節節高」，並刻有「功在藥學 步步高升」。最後由系辦公室資深美女吳聖梅小姐代表

獻花並給顧院長一個大擁抱，交接典禮在溫馨氣氛下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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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成醫藥基金會博士班獎助學金安成醫藥基金會博士班獎助學金
學術研究交流座談會學術研究交流座談會

時間：2015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2：00

地點：水森館 101 講堂

參加人員：藥學所師生

說明：安成醫藥基金會持續捐贈本院博士班獎助學金，本次學術交流會上由安成公司陳

總經理代表致詞，並公布 104 學年度獲獎名單，獲獎者為博一張竣凱與博一廖

彩妤。歷年獲獎的博班學生邱柏全、高于涵、吳國楨、邱懷萱並依序做學術報告，

最後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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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榮譽榜師生榮譽榜

2015.09 恭賀恭賀！！粱碧惠老師榮獲景康青年教師獎

2015.10.30-11.01    亞洲藥學院校聯合會大會 AASP 2015
壁報論文獲獎者：張瑄玶 (R02)、王瓊儀 (R02)、葉俊宏 (R02)、張若凡 (R03)
上台口頭報告者：林美杏 (R90)、王貞予 (D04)、許雯涵 (R02)、溫耀駿 (R02)
    林芝婉 (R02)、吳建志 (R93)、黃世宗 (B99 )、呂婉禎 (D02)

2015.11 恭賀恭賀！ ！ 林慧玲老師將榮任亞洲藥學院校
                            聯合會 (AASP)2018-2019 年理事長

2015.12.11 科技部 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沈麗娟老師指導之本系學生陳彥瑋於 104.7.27 榮獲本

獎，沈麗娟老師於 104.12.11 水森館 101 室獲頒獎牌。

2016.01.18-20   世界華人藥物化學研討會（ISCMC）
壁報論文得獎者：吳緒昶 (B02，顧記華老師實驗室 )、 劉奕辰 (R04，粱碧惠老師實驗室 )
上台口頭報告者：呂婉禎 (D02)、張若凡（R03)

2016.01.25 恭賀恭賀！！郭錦樺老師榮獲財團法人青杏醫學文教基金會 104 年

第 26 屆「青杏醫學獎」

2016.02.01 恭賀恭賀！！顧記華院長榮任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2016.02.23   台大醫學院 104 學年度楓城利他獎
藥學二高培瑄、藥學三闕漢歆、藥學四蘇靖晏、藥學五黃崧博、藥學六黃世宗獲獎

2016.03 台大醫學院 104 學年度優秀青年
藥學系大六 黃世宗獲獎

2016.03 台大醫學院 104 學年度各學系優秀學生
藥學系大四劉育伶獲獎

2016.03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第 9屆 (105 年度 ) 徵文比賽
藥學系大四蔡宜庭獲散文組佳作，得獎作品為「車廂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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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亞洲藥學院校聯合會大會 (7th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harmacy 

Conference)」於 2015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這次的國

際研討會是由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 ( 本

院 ) 來主辦，並且邀請國內所有藥學院系共同

承辦，包括有：國防醫學院、成功大學、台北

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嘉

南藥理大學、大仁科技大學等藥學院系。這也

是國內首次所有藥學院系共同承辦的國際研討

會。

近年來藥學教育改革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

備受重視，本次研討會的主題 Transformative 

Pharmacy Education for Responsive Research 

and Practice，便是針對這兩大主題來邀請許

多國內外講者，來演講、交流、討論，並且也

從藥學教育的課程改進作探討，希望教育出來

的人才能更符合社會所需要，在國際上更具競

爭力。本次研討會的內容涵蓋多元，也體現了

藥學教育內容的多元性，包括有：藥學教育的

翻轉教學與進化、個人化醫藥的挑戰、藥學

教育的品質與標竿、藥學科學 ( 藥劑、生物藥

劑、藥物分析、藥物開發、藥事經濟、藥物流

行病學及藥物安全等等 )。共有 11 場大會演

講、62 場邀請演講、16 場口頭報告、230 篇

論文發表，有來自台灣、日本、美國、澳洲、

中國大陸、新加坡⋯等等十數個國家近 300 位

的專家學者、學生與同好參與。其中並且有超

過 20 位國內外著名大學的校長及院長蒞會演

講及交流，並且在研討會後參訪臺大及數所大

學，商談進一步的合作交流。

這一場國際研討會不僅需要投入非常多的

人力來籌劃，也需要經濟上的協助。所幸臺大

藥學專業學院全院師生一起投入，以及國內其

他藥學院系的協助，此外，臺大藥學校友、政

府單位及廠商贊助，也在經濟上多所協助，讓

這一場盛會能成功舉辦，藉由學校、政府及民

間多重力量的推展，讓國內藥學教育及人才培

育更往上提升。

（本新聞稿感謝顧記華院長提供。）

相關新聞報導請連結 : http://news.ltn.com.tw/

news/life/breakingnews/1495320 (2015.11.02

自由時報 / 台北報導 )

顧記華

亞洲藥學院校聯合會大會在台北亞洲藥學院校聯合會大會在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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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一次的亞洲藥學院校聯合會大

會 (AASP,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harmacy) 今年在台灣舉行，而且是由我們

台大藥學系主辦，難得的國際性學術論壇

辦在台灣，勢必要躬逢其盛。在系上宣傳

之前，未曾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亞太學術交

流組織，與會的成員國和我曾經參與過的

亞太藥學生聯合會 (APPS, Asian Pacific of 

Pharmaceutical Symposium) 大致相同，而

交流的重點，則是藉由學術討論及發表等活

動，去了解到其他國家的藥學發展狀況，不

管是研究還是教育體制方面都能有所收穫，以

及還有甚麼是我們需要再改進的地方。

今年的與會成員約有兩百多位，除了亞

洲地區的教授、學生之外，還有一些講者是來

自美國、澳洲等非亞洲國家，分享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教育方式及研究方向，其他講者不乏台

灣的教授或藥師，演講內容也是相當豐富，主

要分為四大主題：( 生物 ) 藥劑與藥動、藥學

教育與實習、新藥探索、藥物流行病學及經濟

學，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場次聆聽，全程皆用

英文演講，又是另一番新的感受。

除了演講，還有壁報論文以及研究生或教

授的成果發表演說，將自己的研究分享給亞太

各國知道，也可以從中學習他人的研究方法或

是方向，並了解更多臨床上所不知道新知，很

值得一聽；另外同班同學黃世宗上台全程英文

演講的表現也令人敬佩，期許自己能夠在最後

一年實習之於努力增進英文實力。

這次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演講，是一

場在藥物流行病學及經濟學場次的演說，主題

為”Recent Advances in Pharmacoepidemiology 

– Focus on Active Surveillance of Medical 

Product Safety”，是由一位畢業於台大藥學

系、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衛生政策並在

當地任教的 47 屆學長杜勝偉（Sengwee Darren 

Toh）回台主講，美國健保是私人保險制度，

各保險公司的資料庫資訊和收案方式不盡相

同，統一的資料庫難以建立，故專家想到利用

醫療機構作為據點，其研究中統一 18 家醫療

機構的電子資料庫，並收集將近 178 萬人次的

統計資料，作為上市後用藥安全監視的平台，

在沒有單一保險人的國家，是非常有效的資料

收集方式，但其實台灣現在各大醫院的電子系

統尚未統一，即使有雲端病歷 / 藥歷但仍未成

熟，如能普及化想必對於台灣醫療整合會有一

大貢獻。

為期兩天的論壇就在活動花絮的輕鬆影片

中劃下完美的句點，這次活動卻實令我開了眼

界，體會到原來與世界各國的人們交流是那麼

有趣的事，能激盪出更有創意、嶄新的想法。

下一次 2017 年的 AASP 舉辦國為印度，如果

有機會也希望能夠前往共襄盛舉，甚至不只是

以聽者的角色參與。

大六 / 劉子瑋

2015 7th AASP Conference2015 7th AASP Conference 參加心得參加心得

大大大六六六 / 劉劉劉子子子瑋瑋瑋瑋

編按：上圖為作者（左）與大六黃世宗同學
（右）於會場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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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P 相片集錦AASP 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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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暨聖誕聯誼冬至暨聖誕聯誼

這是個陽光和煦的午後約會，配合冬至的習

俗，研究生學會準備了紅豆湯圓，甜蜜了每個人的

心。水森館大廳布置著漂亮的聖誕樹及聖誕紅，充

滿過節的溫馨氣氛，這是陳基旺老師送給大家的禮

物，真是謝謝陳老師聖誕老公公！同學們還精心製

作了一面許願樹，字條貼滿樹，載著同學的留言、

祝福與願望，讓人讀來不覺莞爾。吃完了湯圓，研

究生們一起至雲燾迴廊參觀，由顧院長親自導覽，

館藏內容對同學啟發良多。同學們共享了一個知

性、充實又歡樂的時光！

時間：10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3：00

地點：水森館大廳



世界華人藥物化學研討會（ISCMC）世界華人藥物化學研討會（ISCMC）
相片集錦相片集錦 (2016.01.18-20，西湖渡假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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