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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記事 活動期間：2015/08-2016/07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 地 點
2015/08/05 第三十一屆第五次理事會會議

2015/09/06 高爾夫球隊九月份例賽 - 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2015/11/01 高爾夫球隊會長盃 - 幸福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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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03 第三十一屆第六次理事會會議

2015/12/06 高爾夫球隊濟生盃球敘 - 新豐高爾夫球場

2015/12/26 新埔九芎湖霽月步道賞落羽松一日遊

2016/01/03 高爾夫球隊 2016 元月份例賽 - 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2016/01/15 王惠珀教授榮退餐會

2016/01/31 臺大藥學院春遊健行 - 新竹青青草原及南寮十七公里海岸

2016/02/19-03/03 第三十二屆理事會候選人名單推薦

2016/02/21 高爾夫球隊 2016 新春猴腮雷 有力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 旭陽高爾夫球場

2016/02/29 文山藥園賞櫻踏青

2016/03/06 高爾夫球隊三月份例賽 - 濱海高爾夫球場

2016/03/08 第三十一屆第七次理事會會議

2016/04/09 2016 年景康校友回娘家暨醫學院聯合校友大會

2016/04/17 高爾夫球隊水樹盃龍虎對抗賽 - 林口第一高爾夫球場

2016/04/18-05/23 第三十二屆理事會選舉

2016/05/01 高爾夫球隊五月份例賽 - 再興高爾夫球場

2016/07/03 高爾夫球隊七月份例賽 - 八里高爾夫球場

2016/07/20 第三十一屆第八次理事會暨第三十二屆第一次會議

2016/07/31 高爾夫球隊彩金對抗賽 - 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校友榮譽榜

2016.07 恭賀！李華林系友（第 1屆）

榮獲 2016 年臺大傑出校友

恭賀！許照惠系友（第 13 屆）

榮任僑務委員

2016.08 恭賀！康照洲系友（第 23 屆）

榮任國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院長 



33

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會第 31 屆第八次會議暨第 32 屆第一次會議已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假臺大藥學校友會館 - 蘇杭餐廳圓滿舉行，會中除了

進行校友會第 31 屆財務報告、校友會年度預算及執行狀況、頒發第 31

屆理事感謝狀，以及第 32 屆當選理事致詞外，校友會第 32 屆理事長

改選為本次會議之另一項重點。由 32 屆理事出席代表進行票選選舉結

果由王在斌理事榮任第 32 屆理事長。以下為王在斌理事長當選感言。

首 先 感 謝 各 位 理 事 們 的 厚 愛 , 推 選 在 斌 當 任 第

三十二屆台大藥學系校友會理事長。

回想剛畢業時參加校友會 , 當時是由第一屆陳瓊雪

及陳寬墀校友 , 於五十五年創立的畢聯會（台大藥學系

畢業校友聯誼會）, 由陳寬墀校友當總幹事 , 後更增加會

長一職 , 之後在七十八年 , 由時任會長之朱茂男校友將畢

聯會改為台大藥學系系友會 , 並成立理事會 , 會長更名為

理事長 , 當時我也參與改制。九十年因研究所畢業生的

加入 , 將名稱再更改為台大藥學系校友會至今。

在斌如今接捧前輩校友們所努力打拼的台大藥學系校友會理事長 , 自當秉持過去一向的熱忱及

服務心 , 承接各位理事長們卓越之領導 , 繼續維繫校友們之間的互動 , 尤其更須充當北美校友會及

台灣各分會間的橋樑 , 以增進校友們老中青間的感情 , 同時輔導學校同學們 , 在踏出校門時有校友

們經驗的傳承。

在台大醫學院各系所中 , 藥學系校友的凝聚力可說是最大的 , 這些當然是前面總幹事 , 會長及

理事長們盡心努力的成果 , 我們第三十二屆理事們 , 也將提供個人的熱忱及無私的奉獻精神 , 共同

為台大藥學系校友會會務而努力 , 務使校友們更能團結 , 並服務社會，不辜負校友們的期望 , 讓校

友會更有創新更有活力 , 也讓醫學院各系所更羨慕我們。

身為台大藥學系校友 , 我熱愛藥學系。祝福各位校友，也再次感謝所有理事們 , 讓我們共同攜

手合作 , 一起努力 , 完成第三十二屆的任務 , 達到永續的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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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理事：
余秀瑛、王在斌、宋順蓮、吳維修、
張俊博、張家瑜、王兆儀、林高賢、
張嘉銓、廖雅郁、蘇芳玉、蔡育儒、
岳宗漢、林文貞、謝右文、黃偉展、
尤松材

上圖說明：交接儀式，左起為王在斌理
事長、顧記華前院長、吳維修前理事長

恭賀王在斌理事榮任第32屆校友會理事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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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國立臺灣大學傑出校友 -
李華林系友簡介

【前言】李系友為本系第一屆畢業系友，目前為川流基金會董事長。國立臺

灣大學傑出校友舉薦類別分為人文藝術類、學術類、工商類、社會

服務類、綜合類。李系友本次獲獎為綜合類，以下為傑出事蹟。

李華林校友於 1953 年於臺中一中畢業，他對化學有興趣，再加

上父親以前開藥局，又想到藥學系是新的科系，科學化的製藥工業也

在發展，自然就選擇了藥學，成為臺大第一屆藥學系學生，那時臺大

藥學系剛剛成立。1957 年李華林校友於臺大藥學系畢業，在 1960 年

離開臺灣，來到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 攻讀藥學博士。1966 年博士畢業後，又留在學校做

了兩年博士後研究。

離開 UCSF 後，李華林校友轉行投資金融，在 1970 年代創立投資

公司，於 1986 年創設了「川流基金會」鼓勵年輕人研究臺灣，在全球推廣臺灣文化、臺灣電影與

臺灣研究，先後在國立臺灣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等學校資助臺灣研究。在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中設立「臺灣自由民主基金」，並捐贈臺灣大學校史

館「川流廳」，另外共同捐贈「臺大人文庫」。2010 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設立「川流發

現獎學金」（Chuan Lyu Discovery Fellowships），獎勵優秀研究生研究。

此外，李華林校友在臺灣設立「李華林醫學人文獎助金」，協助年輕的醫學校院學生進行人

文學體驗學習，同時也捐款臺大景福基金會，聘請「李華林醫學人文獎助教師」來指導學生進行

學習活動，藉此協助學生從學習活動中分享藝術家、文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情感和美的意識，

探尋人文學與自身生活的密切聯繫。

在 2014 年 6 月出版書籍「健康的 101 歲」，繼續倡導健康生活理念。此外，在 2015 年李華

林校友更獲選為 UCSF 創校 150 年的 150 名傑出校友之一。

川流基金會成立近 30 年，捐贈給國立臺灣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獎勵金

額超過數百萬美元，但李華林校友相當低調且謙和，默默的貢獻一己之力於母校國立臺灣大學以

及自己的家鄉臺灣。

（編按：感謝林珍芳老師編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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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港澳系友春茗團聚盛事

大藥學系港澳系友春茗團聚於香港久龍（105 年 3 月 11 日），係謝汝明系友（第 9 屆）

及一群熱心的香港系友發起。系友分別來自於港、澳、馬來西亞、美國，及母系教師代表

等共 72 位歡敘一堂，橫跨陳瓊雪教授 ( 第 1 屆 )、洗林江學長 ( 第 4 屆 ) 等早屆系友，直

至第 44 屆何嘉英（系友澳門）等，是久違十三年來首度再敘之難得盛事。

由臺灣飛抵香港者則有陳瓊雪教授、藥學專業學院顧記華前院長、臨床藥學研究所何

蕴芳所長。本次盛事令人體會到香港系友強大的向心力，而這也是謝學長與多位系友長期

的付出與領導有方。

本大合照由左至右：

第一列

郭軍（紅衣） ，黃燕君 , 許禮民，何嘉英，李世恩，袁嘉玉，曾祖發，蘇奇亮，袁嘉燕，劉慧儀，
蔡炳祥，吳國良，鄭艷紅，賴司媚，黃駿

第二列

梁婉儀，黃廣長，關秀英，伍珠桂，陳穎暉，鄭英球，簡潔貞，黃曼妮，謝汝明，香偉燦，
陳媽媽，顧記華，何蘊芳，陳美玲，譚旭雯，冼林江，陸振耀

第三列

曾憲華，翟細順，韓珮璉，葉婉華，陳若英，葉婉儀，陳志球，袁麗英，潘愛珠，鄧無瑕，
黃潔英，譚同新，尹國華，陳忠良，孫秀強，吳志明，安慶佳，薛長薇，柯玉芳，李寶泰

第四列

容偉昌，鄭開發，江國榮，白圓，吳榮恩，陳錦發，呂紹師，廖肇熊，吳耀滿，廖柏豐，黃兆安，
高永業，何佳偉，趙康強，王勇寶，陳志強，陳凌峰，梁宇光，梁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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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系友團聚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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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榮吉系友（第 4 屆）及陳玲珉系友（第 6 屆）夫婦返台，於 2016.3.10 上午拜訪母系，

除了參觀雲燾迴廊並捐款給母系之外，近午應醫圖之邀參觀並於醫圖典藏之連教授著作 3

冊逐冊親自簽名，同時於醫圖貴賓簽名簿提詞勉勵後進。提詞如下：「有醫無藥病難除，
有藥無醫命難保，醫藥合作惠眾生。連榮吉 2016 春，於台大醫學院圖書分館」。

連教授夫婦對醫圖的導覽及其對圖書典藏之用心，留下深刻印象，醫圖同仁也當場將

圖書搜尋系統增加以作者「中文」姓名「連榮吉」即可 search 到連教授的 3 本著作。其後

（2016.05）連教授又捐贈16冊書（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中含連教授學術論文篇章者）

予醫圖。

編按：連教授現為美國南加州州立大學 USC School of Pharmacy 退休之榮譽教授

感謝連榮吉教授贈送著作予本校醫學院圖書分館，茲將書名與書內連教授著作之學術論文篇章羅
列如下：
1.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29
 Lien EJ. Structures, properties and disposition of drug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85;29:67-95.
2.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31
 Lien EJ. 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inhibitors as anticancer and antiviral agent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87;31:101-26.
3.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34
 Lien EJ. Fungal metabolites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s immunostimulant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0;34:395-420.
4.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0
 Lien EJ. Design and discovery of new drugs by stepping-up and stepping-down approache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3;40:163-89.
5.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2
 Das A, Wang JH, Lien EJ. Carcinogenicity, mutagenicity and cancer preventing activities of flavonoids: a 

structure-system-activity relationship (SSAR) analysi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4;42:133-66.
6.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3
 Lien EJ, Gao H, Lien LL. In search of ideal antihypertensive drugs: progress in five decade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4;43:43-86.
7.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6
 Lien EJ, Das A, Lien LL. Immunopharmac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bas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6;46:263-80.
8.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8
 Lien EJ, Das A, Nandy P, Ren S. Physicochemical basis of the universal genetic codes--quantitative 

analysi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7;48:9-25.
9.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48
 Ren S, Lien EJ. Natural products and their derivatives as cancer chemopreventive agents. Progress in drug 

連榮吉系友贈書予醫學院圖書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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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系友畢業五十周年 - 台大重聚

時間：2016 年 03 月 19 日中午

地點：臺大體育館

說明：「台大重聚」讓同屆校友重返校園，再次團聚，掬起共同的回憶，重溫大學時代的點點滴滴。

本活動起源於 1977 年畢業的校友在 2007 年的活動，當時是邀請由大學部畢業三十年的校友

重返母校，共聚一堂。目前這個活動已經擴散到四十重聚及五十重聚。每年的三十重聚是安排

在當年 6 月台大畢業典禮當天晚上舉行，四十重聚是安排在每年 11 月台大校慶時舉行，五十

重聚則是安排在每年 3 月台大杜

鵑花節時舉行。

前排右起 : 莊德茂 , 劉玲蕙 , 張春梅 ,

 林惠美 , 彭德滋 , 李百齡

後排右起 : 蔡必勝 , 謝桂榮 , 張文章 ,

 范子洄 ( 彭德滋的先生 ),

 賴玉森 ( 林惠美的先生 ),

 蔡橫松

（感謝張春梅系友提供照片）

research. 1997;48:147-71.
10.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51
 Ren S, Lien EJ. Development of HIV protease inhibitors: a survey.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1998;51:1-

31.
11.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54
 Ren S, Lien EJ. Caco-2 cell permeability vs human gastrointestinal absorption: QSPR analysi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2000;54:1-23.
12.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55
 de los Reyes GC, Koda RT, Lien EJ. Glucosamine and chondroitin sulfates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a survey.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2000;55:81-103.
13.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56
 Lee AD, Ren S, Lien EJ. Purine analogs as CDK enzyme inhibitory agents: a survey and QSAR analysis.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2001;56:155-93.
14.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vol.60
 Wu H, Lien EJ, Lien LL. 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Epimedium species: a survey.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2003;60:1-57.
15.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Special	Topic
 Ren Shijun, Lien EJ. Development of HIV protease inhibitors: A survey. Progress in drug research. 

2001;Special Topic:1-34.
16. 文苑（詩集）

醫圖館藏：
1.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Chinese anticancer drugs and related plants / by Eric J. Lien 

and Wen Y. Li 索書號：QV269 L719s 1985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scientific basis for its use / edited by James David Adams Jr. and Eric J. 

Lien 索書號：WB55.C4 T7638 2013
3. U.S. new drugs digest, 1980-86 / by Eric J. Lien 索書號：Ref QV13 L719u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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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 - 系友提供文章共享

～全心投入～

【前言】第十屆系友李百齡的夫婿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溝通大師
黑幼龍先生，為鼓勵藥學學子，李系友提供本文，希望大家可
從中體會做個全心投入的藥學人。本文轉載自「黑幼龍和你談
心」書中的「全心投入」一文。

前幾天你問我，過完年之後要不要換工作。

其實你該問的是 :「我喜歡現在的工作嗎？我滿不滿意現在的工作？我希望下一個工作

在哪些方面比現在的工作好。」

工作真的很重要，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工作上。兩個人見面，問完了貴姓之後，下

一句話多半就是問，你在哪工作。好像工作是他的認同（identity）的一部分，做什麼樣的

工作，說明了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問我該不該換工作，我也不可能有答案。但我可以問你兩個問題，從對這兩個問題的

回答中，你可能可以找到答案。

我的問題是：「你在現今的工作中能不能得到尊重？你現在的工作有沒有提供成長的機

會？」

有人問管理大師彼得 . 杜拉克，我怎麼知道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好公司。杜拉克就建議

我們問自己這兩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回答是「Yes」，我工作的公司就是一家好公司。

關於成長，因為太重要了，我想另外單獨再談，現在先談談尊重。

好多年前我到阿拉斯加去參加會議。一大早我在會場旁邊的一間小工作室中，遇到了一

位國內知名的企業家。我立即很熱忱地走過去與他握手，並寒暄幾句。他手是握了，但臉上

毫無表情，並立即轉頭走開，把我丟在一邊。

這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現在還記得。我永遠都不要當這樣的領導者，我不希

望以這種態度來對待同事，但願我在朋友面前永遠都不會是這個模樣。

董事長或總經理對他的處長、經理常視若無睹，要理不理，或時而辱罵，他們會覺得沒

受到尊重，就不會全心地投入工作（有一項調查發現，在美國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全心投

入工作，在大陸只有百分之八）。而對工作不投入所造成的損失，在美國是一年三千五百億

美元。只要想想工廠的一場火災損失有多大，多麼可怕，就能明白。我絕對相信大家對工作

全心投入，疏失會減少，災難會大幅減少。

更可怕的是，這些處長、經理挨罵後，通常就會照樣或更惡劣地羞辱他們的課長、主任。

課長、主任會用同樣的態度對待生產線上的作業員。在這樣的企業文化中工作，真的會度日

如年，生產力也會事倍功半。

不要以為今天能找到工作已經很不容易了，管它什麼尊重不尊重，只要待遇夠好，想進

來的人一定排長龍。多少公司優秀的人才就是這樣流失掉的，多少企業工作忙得不得了，利

潤卻很少，只因為同事們沒有把心放在工作上。

談到這裡，我想你可能已經有部分答案了。你要在一家有三百六十度尊重文化的公司工

作，要是你能因為看到這篇短文而想到一切從自己做起，先開始尊重別人，那我不但會欣喜

若狂，而且還會默默地在一旁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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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高爾夫球隊
2016 年五月、七月份例賽

時間：2016/05/01( 星期日 ) 06：30 報到；06：52 開球

地點：再興高爾夫球場        餐敘：球場餐廳

參加人員：

賴子堅、周慧芬、莊俊三、王在斌、黃江隆、朱茂男、葉文琴、許水樹、陳長安、吳力人、吳春榮、

朴俊泓、紀幟聰、張俊博、張淑慧、蔡明曉、堀井貴史、蘇東茂、郭槐秋、陳光冠

時間：2016/07/03( 星期日 )  

        06：00 報到；06：24 開球

地點：八里高爾夫球場   

餐敘：球場餐廳

時間： 2016 年 6 月 25 日
 18:00
地點： 公館龐德羅莎

第 42 屆畢業校友十年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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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景康校友回娘家記事

時間：2016.04.09           地點：水森館 101 室

活動名稱：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 臺大醫學院 119 週年院慶 / 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校友會吳維修理事長報告】
一開場吳理事長為大家介紹目前校友會理事會

的成員，同時誠摯的歡迎今年畢業的校友們加入校

友會的行列（大學部為第 60 屆），一起為藥學的未

來努力。

緊接著理事長為我們展示了許多這一年活動的

花絮照片，包括中區分會舉辦的后豐鐵馬道一日遊、

系友盃壘球賽、沈雅敬老師帶領的內湖採藥活動、

新埔霽月步道一日遊、王惠珀教授榮退餐會、春遊健行、文山藥園賞櫻踏青、以及許多場在

各地的高爾夫球敘，有在廈門、武夷山也有在礁溪、桃園、關西舉行的例賽、在淡水舉辦的

大衛盃和在幸福球場舉辦的會長盃。另外，還有在國考時提供考生服務的國考服務隊。其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活動便是孫雲燾教授逝世十週年後所舉辦的追思會暨雲燾迴廊開幕典禮。

介紹了這一年度的活動之後，吳理事長也和我們預告了即將舉行的活動。其中包括在北

美校友返台旅遊規劃，今年預計在金門舉行，讓校友們走訪戰地金門。除了思古幽情外也希

冀能發覺金門不一樣的美景。

目前我們的校友無論在哪一個領域發展，都有豐碩且令人驚豔的成果。理事長同時也列

舉了近一年來部分校友的榮譽事蹟。希望未來在各界校友的努力下，台大藥學能對社會有更

多的回饋和貢獻，並且獲得更多的肯定。最後，校友會已經推出了專屬的 QR code，透過這

個我們能更快速、方便進入校友會相關網站並獲的相關資訊。希望能夠透過這個 QR code 提

高校友會和大家的互動、強化校友們之間的鍵結！

【藥學院顧記華老師報告】

接著由顧老師代替陳院長做年度報告。這一年

是本系在建構完整的藥學專業教學體系上一個重大

的里程碑，因為在 2009 第一次招收的六年制的學生

後，我們去年產生了第一屆六年制的畢業生。希望

在這一批畢業生投入藥學領域後能夠為善盡社會責

任、回饋社會並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

同時我們在校的學生於研究方面也有傑出的表

現，7 位學生獲得了研究生優秀著作獎。除了在藥學領域方面，我們的學生在人文方面的才

華亦不容小覷，在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徵文比賽，我們的學生在散文組和新詩組皆

獲得授獎的肯定。另一方面，本藥學院教師們也在教學上展現了他們的熱誠和實力，讓他們

不僅能獲得學生的愛戴也得到了許多教學上獎項的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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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舉辦國內研討會，也承辦了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不僅傳遞藥學相關知識、促進

學術交流，也促進了學生對藥學領域及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在國內努力耕耘外，台大藥學院也不斷的在強化國際方面的連結。不僅有亞洲多國參

訪團來訪和簽訂雙方的合作意向書，在歐美也有美國、瑞典師生來訪。此外，在許多系友、

教師、及各界的協助下，也提供了學生們許多走出台灣、放眼世界的機會，像是：學海逐夢、

交換學生、實驗室暑期研究、海外見習、出席國際研討會等等。在在都希望能強化學生們的

國際視野，使學生未來能順利的和國際接軌，也為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新知和看待事物的角度、

評估問題的方式等等。

非常感謝系友在多方面的支持與協助，讓我們系上得以對於弱勢或是需經濟協助的學生提

供獎學金，使這些學生們不會因為經濟上的困難而終止對於藥學知識的追求，同時也激勵優

秀學生，以實質的方式來肯定他們的努力並鼓勵他們更上層樓！

【景康基金會王在斌常務監事報告】
之後則由王在斌常務監事代表景康藥學基金會

梁啟銘董事長介紹基金會業務發展現況，各項業務

由轄下的各委員會分工負責執行。

首先是藥學教育推廣委員會，在 2015 年辦理

「健保核價制度系列課程」和「藥品法規實務概論

系列課程」，總體滿意度均高達九成以上。而社會

服務發展委員會致力於提供社區民眾普及的用藥新

知，除了辦理免費的講座，還藉由部落格、臉書、網站、youtube，甚至是電台單元節目，讓

民眾透過不同方式，獲得正確的用藥觀念。去年出版的癌症用藥手冊及藥學生涯地圖手冊也

廣受好評。

藥物研發與產業發展委員會在 2015 年 11 月舉辦了「新藥研發策略實務研討會」，邀請

台、美、中三地的專家學者來漫談跨兩岸藥業發展的技術與策略，以及中樞神經慢性退化疾

病藥物的開發。除此之外，委員會推動「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培訓藥業高階人才獎助計畫」，

並獲得北美校友會全力的支持與經費贊助，希望藉以培養優秀藥學人才，提昇專業能力及職

場競爭力。

最後一個部分則是藥品政策委員會，去年成立了「藥品改革推動聯盟」，並號召產、學專

家一同參與，扮演溝通平台、議題推動及政策督導角色，最終希望能提出政策建言及落實提

昇用藥環境品質政策之目的。

（感謝碩班吳依蓉同學整理撰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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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人文關懷談安寧之美」
景康校友回娘家活動 蔡兆勳系友演講之心得

逢台大醫學院 119 周年院慶與景康校友回娘家之活動，本次邀

請到蔡醫師與我們分享緩和醫療與安寧之美。由於臨床藥學、社區

藥局的發展迅速，藥師與病人互動越來越多，要如何在適當時機發

揮專業來建立醫病之間信任的關係是很重要的課題，而短短的一小

時內，蔡醫師以幽默的口吻與實例，緩緩帶出「緩和醫療」之精髓。

面對死亡，人們往往很難豁達。人的最後一程難道都要緊接在

插管或電擊之後嗎？這樣的省思，讓「安寧緩和醫療」受到重視，

進而生根發芽。至此讓人想起柯文哲醫師曾經講過一段話：「園丁

不能改變春夏秋冬，只是讓花草在四季之間開得燦爛一些。同樣的，

醫師也無法改變生老病死，只是讓人在生老病死之間活得快樂一些、舒服一些而已。」醫師只不

過像是生命花園的園丁罷了，目的是替人世減少苦痛，不管是身體的、或精神的。

蔡醫師回憶曾在等電梯時撞見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婆婆，由於要進入開刀房而害怕得不停顫抖，

而推床旁那位傳送小妹就拉著婆婆的手跟她說：「阿嬤你不用怕，我唱歌給你聽！」，於是就開

始哼起歌來了。這樣簡單的舉動，往往能使病人安心並減輕原本肉體上之痛苦，這其實是一種積

極陪伴與一路相挺的力量。這樣的感觸，也讓蔡醫師深刻體會到對於末期病人，我們必須了解醫

療的照護需要做甚麼樣的調整。

蔡醫師一開始先讓我們瞭解「末期病人」的定義，及生命末期病人飽受身體及心靈之痛苦。

靈性的痛苦包括自我尊嚴感喪失、死亡恐懼等等。臨終病人的情緒反應通常都是的無助與失落，

伴隨著焦慮、恐懼、憤怒與敵視，然而醫療的極限無法逆轉人的生死，故藉由愛來彌補醫療的極

限，協助末期病人成長、獨立與超越，讓病人從容面對生命的最終，變成當下最重要之任務。生

命末期照護目標，也就是維護「好的生活品質」與好的「死亡品質」，即「善終」。在藥師的角

色方面，例如末期病人麻醉藥品、類固醇的使用等，這方面照護的倫理，藥師也需要琢磨、學習

與經驗的累積。

其他非藥物的治療，例如藝術治療、音樂治療、靈性照顧也非常重要。常常心靈上的痛苦更

是超越疾病在肉體上之摧殘，協助病人靈性的成長並鼓勵病人探尋生命的價值、病苦的意義，培

養其信心、希望、愛、寬恕、慈悲等人性光明面，使其內心感到平和安詳，以期其擁有面對生死

的智慧與勇氣。更要協助其回顧生命、彌補與完成心願，以期能在感恩下道別。

「安寧不是洪水猛獸；安寧是溫馨的陪伴」，蔡醫師為陪伴末期病人的安寧療護做了這樣好

的註解。安寧療護是強調以團隊整合模式，提供病人疼痛及其他身、心、靈痛苦症狀的緩解，蔡

醫師特別提醒醫療同仁，安寧療護重視的不只有病人而已，還包括協助家屬渡過病人臨終期前、

後的哀傷歷程，只有同時給予病人家屬打氣與關懷，才能做到病人與家屬「生死兩相安」。

（感謝蔡兆勳系友撥冗校閱本文。感謝博班陳筱玲同學整理撰寫本文）

講者資訊：

蔡兆勳醫師為 34 屆系友，現任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

醫師兼主任 / 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副教授兼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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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藥學到藥業的新選擇」
景康校友回娘家活動 王又正系友演講之心得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校友回娘家活動，不僅許多台大藥學的學長姐回來共襄盛舉，且很榮幸邀請

到優秀的學長姊回到學校與大家暢談畢業後的點滴，也與學弟妹等後進們分享與勉勵。

王又正學長為母系 27 屆畢業系友，現任台灣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為我們帶來的講

座主題為—從藥學到藥業的新選擇 !!

演講的伊始，便從學長的學生時代開始訴說，學長的中學時期，正逢台灣錢淹腳目國家整體蓬

勃發展、經濟迅速起飛的時期，學長沒有選擇那個時代叱吒風雲的半導體產業，反而毅然決然地選

擇丙組，並在大學聯考以優異成績棄醫從藥，進入台大藥學系就讀，從此開啟了一段多采多姿的生

技醫藥路，台灣藥界也因此多了一顆耀眼的新星。

學長畢業服役後便加入了英商葛蘭素大藥廠，成為藥廠的第一批 PSR，經過一段時日的業務生

涯磨練，學長決定大膽嘗試人生的第一次創業 : 承接美商默沙東大藥廠的新藥在台上市經銷權。雖然

最後結果不符預期，沒有順利取得該新藥的在台經銷權，卻也致使學長暫時離開藥界，轉戰當時正

值台灣股市直衝萬點、消費力蓬勃的美容市場；此次人生的轉捩點，不僅讓學長賺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更讓學長為往後的創業從商生涯累積了充足的能量。

除了當時美容保養品市場的投資以外，學長更觀察社會脈動，掌握兩岸市場趨勢，相繼在台投

資電視購物業務、多層次傳銷業務、醫學美容業務、引進洗腎新藥的開發，也赴大陸從事藥廠組建、

醫材代理等相關投資；2005 年更與日商合資成立美容新創公司，自創美容保養品牌 UMO，推廣全球

獨創的黃金療法 (Gold Facial Treatment)，暢銷全球三十幾個國家至今不衰。

講者資訊：

學歷 : 台大藥學系 27 屆

經歷 :   

英國格蘭素大藥廠  業務經理

美國默沙東大藥廠  行銷經理

台灣威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灣欣麗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國優姿娜化妝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北京協和藥業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現任 :   

台灣優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灣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Hoff Pharmaceuticals, Cayman 董事

廣州豪賦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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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闖蕩商場二十五年後、年近耳順之年，學長仍舊不忘當年棄醫學藥的初衷，希望發揮藥學

專業所長、結合豐富的國際行銷經驗，為台灣國產藥業盡一番心力。於 2010 年應邀接手經營位於台

南永康的溫士頓藥廠，協助老舊的溫士頓藥廠興建新廠房及進行企業改造，除了分別於 2014 年及

2015 年通過兩期的 PIC/S GMP 認證，並且積極展開市場資源整合的工作，於 2014 年將溫士頓藥廠

以股權交換方式合併入基亞生技醫藥集團；更進一步為了擴大銷售市場往中國大陸延伸，去年學長

更成立 Hoff Pharmaceuticals, Cayman 作為大陸投資控股公司，併購廣州豪賦醫學科技有限公司專職

辦理台灣藥品醫材產品的進口報批，同時組建直營銷售隊伍，以期將台灣生產的藥品醫材直接銷往

大陸全國各醫療院所。

學長除了鎖定溫士頓藥業的發展方針，以開發全劑型眼藥與新劑型學名藥為主；基於多年在化

妝品產業的製造行銷經驗，近年更著眼於新型環保的生物面膜基材及新型專利化妝品原料的開發；

相信學長在為台灣生技醫藥產業推進國際化的路上不會缺席，同時野心勃勃地將公司的長遠目標設

定成為亞洲眼科專業的指標性藥廠 ! 

瞬息萬變的時代，能夠掌握趨勢、洞察機先的人，往往比別人更有機會嶄露頭角、飛黃騰達，

學長無疑就是最好的例子。畢業後 30 年的經歷，如同一部激勵人心的電影，看完總有股熱血奔騰直

衝腦門，令人嚮往、企盼追隨，學長的成功經歷如同穩固的磐石在我們心中，當我們離開校園褪去

稚氣的臉龐，準備邁開步伐向前衝刺時，我們將不再害怕，因為有前輩開拓寬闊的視野，在人生的

道路上我們一定會更加穩健而步伐堅定 !! 再次感謝學長的分享，暮鼓晨鐘一般，為我們開道。

（感謝王又正系友撥冗校閱本文。感謝碩班侯柏丞同學整理撰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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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你，在做什麼 ? 畢業這些年，不知大家近況如何 ?
為了讓系友的資料更健全，彼此的聯繫更方便，請告訴我們您的最新動態並更新您的資料，謝謝！
回條請寄至 10050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台大藥學系校友會
或傳真：(02)23919098 或 e-mail: nturxp@ntu.edu.tw 或上網登錄：http://rx.mc.ntu.edu.tw/alumni/content09.html

姓名：                        

□大學部 / □碩士班    屆 /  年入學  

目前住址：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E-mail：

其它與大家分享的訊息： （例如：獲獎、升遷 .... 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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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屆團圓照，畢業20周年能與師長同學合照，
彌足珍貴。相片中的各位都喜孜孜地，真讓人
感染到歡欣之情！感謝謝汝明系友提供本照片

景康回娘家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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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康回娘家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