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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記事暨校友榮譽榜（2017.08–2018.03）

2017 08/06 高爾夫球隊八月份例賽 - 再興球場

08/11 社區藥局藥師系友聯誼座談

08/18 2017 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重聚 (NTUSPAA Reunion)

08/25 12 屆系友返系

08/30 與院長有約

09/03 高爾夫球隊九月份例賽 - 山溪地球隊 

09/06 與院長有約

09/28 教師節感恩暨歡迎新進教師餐會

09/30–

10/01
厚德盃 - 臺大藥學 /IRPMA 高爾夫球隊中區外地聯誼賽

10/10
恭賀許照惠系友（13 屆）擔任 
國慶大會僑胞致詞代表

10/13 第五屆系友邱文隆教授來訪交流餐敘

10/24 卅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

10/27 第 10 屆莊德茂、劉玲蕙系友返系

11/04 中區分會 - 彰化王功潮間帶生態旅遊

11/05 高爾夫球隊 11 月份例賽 - 大屯球場

11/09 第一屆系友邱春億教授返系演講

12/03 高爾夫球隊 12 月份會長盃 - 關西老爺球場

12/15–

12/17
臺港澳藥學系友聯誼交流

2018 01/01
恭賀劉景平系友（D85）榮任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院長

01/21
恭賀陳惠芳系友（24 屆）榮任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副署長

01/27 象山親山步道採藥

02/03 藥學校友包場電影 -《幸福路上》

02/07 卅二屆第八次理事會議

03/01 景康、校友會聯合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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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2017 北美校友會年會 文／林淑文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時隔 16 年，我終於又有機會參與兩年舉辦一次的北美校友會（NTUSPAA）年會。這次藉由參訪密西根大學藥學

院之便，結束後便與許中強學長及其夫人吳芳華學姊、沈麗娟院長、忻凌偉副院長與林君榮老師從底特律搭機前

往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在機場等接駁車時，竟剛好巧遇林惠美學姊及其夫婿賴玉森醫師！到了會場所在地 Boul-

der/Longmont，許多學長姐早已到達。其中 15、19 與 22 屆的學長姊們聲勢浩大，宛如小型同學會，看了讓人

非常羨慕！傍晚野餐後，隨著解說員認識銀河、北斗七星、夏季大三角等，雖然夜涼如水，但大家學習新知、互

相關懷的熱情卻溫暖了彼此的心，也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回到旅館，看到在美國 FDA 進修的何藴芳老師與

幾位學長姐也趕到了，讓這次的年會更加熱鬧！

第二天 （8 月 19 日） 一大早即開始正式活動，除了由沈院長報告母系的現狀與未來規畫，李德義會長、許中強

學長也報告了校友會對母系的貢獻；吳晉學長則邀請 Carl Gordinier 先生遠從費城飛來以 financial planning 為題

特別演講。學長姐們經過下午與隔天在出遊輕鬆的氣氛下更瞭解母系近況與進一步思慮後，大家在 8 月 20 日晚

上的會議中都針對如何幫助母系長期發展提出精闢的建議以及熱烈的討論。

參觀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與遊玩洛磯山脈國家公園時，我對同車李慶三學長的電鍋笑話、

22 屆學姊們的活潑、林君榮學長的好腳力，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那時坐在巴士的後面，聽到學姊們回憶當初離

家出國留學的心路歷程，讓我心有戚戚焉而偷偷拭淚，心想不知何時才能像學姊們一樣雲淡風輕地笑談當年；而

聽到他們經常遊山玩水、已經能申請國家公園 senior pass 時，又不禁萬分羨慕（抱歉透露了學姊們的年紀）！

尤其 8 月 21 日有百年難得一見的日全蝕，更有幾位學長姊預定將留下來觀看！我只能怨恨當初買機票時沒有留

意日期，而希望能在飛機上驚鴻一瞥日全蝕的殘念也沒有得逞⋯⋯。

這一次的年會，讓我見識到學長姊動靜皆宜、有見解、又能笑鬧的功力；不但有機會遇到熟識的系友，也能一睹

許多久聞其名的傳奇人物，真是收穫滿滿！非常感謝校友會與母系的安排與支持，尤其是辛苦籌畫的德義會長與

多位學長姊！謝謝您們！讓活動這麼成功！期望大家珍重，兩年後仍有機會千里來相聚！！



24 ｜ 校 友 新 聞 ｜

8/30, 9/6

歡迎系友返校—與院長有約

校友會與藥學專業學院舉辦了二場溫馨茶敘「歡迎系友返校 - 與院長有約」，透過溫

馨茶敘與各屆聯絡人的對話，瞭解系友的想法與期許、增進系友情誼。

系友對六年學制課程、法規政策、藥學生未來出路等多所關心。聚焦培育產業界所

亟需的藥品製造專才、產品證照申報法規人才、行銷專業人員；分享成立四年學制

的製藥科技學系或者是工業藥學系的觀點與看法。並表達對藥學系的期待及祝福。

系友對藥學系進階為六年學制，課程隨之進階與多樣化樂觀其成，也期許在校學弟

妹多加探索藥學外的跨領域課程，瞭解並鞭策自己補足不足。另期待更凝聚各產業

與領域的系友力量，在社會各層面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系友也樂意提供資源予母系

與提攜後進學弟妹，一齊偕力讓臺大藥學變得更好。

9/28

教師節感恩暨歡迎新進教師餐會

桃李春風，師恩弗忘。為感謝師長終年之辛勞，並歡迎新進教師 - 徐莞曾助理教授、

張琳巧講師與吳建志臨床講師加入臺大藥學大家庭，藥學校友會與藥學專業學院特

於教師節是日舉辦感恩暨歡迎餐會，在水森館以豐盛午餐會友、敬師。三位新進教

師與歷屆資深系友輪流發表感言，溫馨聚首歡笑宴宴。也特別感謝第四屆范進財系

友慷慨襄贊餐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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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系友邱文隆教授來訪交流餐敘 文／校友會秘書　陳雅雯

第五屆系友邱文隆教授偕夫人江玲珠女士來訪母系，於水森館與院內教師餐敘、進行交流。邱教授表示離鄉多年，

此次返台遊歷全台多地，很高興感受到故鄉的活力與繁榮；並提及許照惠博士是他的首位博士後研究員，對許博

士傑出表現與其捐建水森館回饋母系覺得相當驕傲。現場也歡聚了昔日同窗蕭水銀與莊晴惠二位系友，一起細數

了在台美兩地其他同窗的近況。

邱教授旅美 50 多載，即使自伊利諾大學藥學院退休後，對研究的興趣依舊不減，近年來更注目 skin care, stem 

cell, aging 等研究議題，與院內師長分享了相關領域的實驗與理論。邱教授亦投身相關產品研發，以自己與夫人

當作臨床實驗對象，教授與夫人的活力正如產品的見證。

邱教授此行除探訪故舊外，亦安排了與藥業的合作討論。邱教授也希望其成功的研發成果可以進一步的予以母系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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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中區分會—彰化王功潮間帶生態一日遊

趁著深秋小陽春，藥學校友會開拔彰化王功展開親近濱海生態一日遊。首站抵達鹿

港白蘭氏健康博物館，透過產品製程導覽體認保健重要與必要。迎陣陣海風在王功

外海搭乘採蚵鐵牛車，客串海男、海女提袖捲褲下海摸蛤採蚵盡覽海濱生態風貌；

牧羊女休閒農場體驗擠羊奶、品嚐羊奶冰；走過路過絕不錯過當地特色海鮮餐佐以

系友 K 歌一同饗用。好遊伴是快樂旅途的添加劑，謝謝藥學系友與我們一起達成 ~

10/27

第 10 屆莊德茂、劉玲蕙系友返系

莊德茂院士偕夫人劉玲蕙女士 ( 二位皆為第 10 屆系友 ) 訪系，首先就講題「職業生涯發展之建言」與院內師生分

享為學、研究、職涯經驗與心得。莊院士亦以參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計畫審查之經驗，與在座師生分享

申請計畫的訣竅與方法。

在 Q&A 時間莊院士回覆師生提問，認為善用時間分配相當重要，不管是在作研究、找工作、工作外閒暇之餘甚

或退休，都應及早思考及作好規劃；莊院士提及即使已退休，但因為依然時常聯結著熱愛的科學研究，加之旅行、

鍛鍊身體等，讓他的生活非常充實。莊院士亦建議有心前往美國深造的學弟妹，目前海外學術現況因為加之為數

不少的中國留學生，競爭較之數十年前更加激烈，但台灣學生不應為此怯步，台灣學生的可靠、可信賴的特質在

學術環境中依然是受歡迎的。另有學生提問要如何面對研究生涯的挫折，院士回覆以沉著回應挫折，經過思考再

思考後若依然無法排除就改變方向，以樂觀、堅強來面對。演講中我們可以深刻感受莊院士對學術與研究的熱誠

及對後進的關懷，莊院士最後以「鍥而不捨、美夢就會成真」與在座師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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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系友邱春億教授返系演講 文／校友會秘書　陳雅雯

第一屆系友邱春億教授偕夫人來訪母系。邱教授曾創任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藥理暨毒理學

系，擔任系主任 27 餘年並先後兼任該校醫學院助理院長與副院長，並於 1984 年成立眼科藥理研究所；在 2011

年獲得該校最高榮譽「評議教授」，於 2015 年自德州農工大學正式退休。

邱教授此行也特別同框另二位大學同窗林榮耀院士與陳瓊雪教授。邱教授表示特別開心見到 20 多年未見的老同

學林院士；沈院長也特別致贈邱教授大學同窗王光昭教授提供的陶盤作紀念，陶盤由王教授夫人親手燒製。

邱教授是世界知名的青光眼藥物研發權威，40 年前即發明療效極佳的眼藥，有「青光眼藥之父」的美譽，年過八

旬依舊精神奕奕投入新藥研發，是無庸置疑的台灣之光。此次返系與師生進行交流，並就「New Ideal Drugs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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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學 校 友 會 台 港 澳 聯 誼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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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系友

陳瓊雪 (01) 余秀瑛 (03) 陳宏榮 (03) 梁啟銘 (14) 王在斌 (14) 蕭美玲 (15) 陳瑞瑛 (15) 黃莉蓉 (15)
司徒悠悠 (17) 王惠珀 (17) 葉萬敏 (17) 游淑淳 (17) 符文美 (18) 林滿玉 (26) 宋順蓮 (26) 吳維修 (28)
張俊博 (30) 張淑慧 (33) 顧記華 (34) 忻凌偉 (34) 沈麗娟 (37) 林少紅 (45)

港澳系友

冼林江 (04) 陳穎輝 (05) 謝汝明 (09) 伍珠桂 (09) 黃曼妮 (11) 黃潔英 (12) 曾祖發 (12) 陳若英 (13)
江國榮 (14) 翟細順 (14) 鄭開發 (15) 吳榮恩 (15) 葉婉儀 (16) 孫秀強 (17) 袁麗英 (17) 陳志球 (17)
江運儀 (17) 香偉燦 (18) 尹國華 (18) 劉桂寧 (18) 吳耀滿 (19) 梁志賢 (19) 陳忠良 (20) 李寶泰 (20)
關秀英 (20) 鄧無瑕 (22) 潘愛珠 (23) 馬　旗 (23) 譚國琮 (23) 吳志明 (24) 黄廣長 (26) 余美琪 (26)
劉麗芬 (26) 湯寶蓮 (26) 鍾美霞 (26) 李顯達 (26) 曾憲華 (27) 史書翠 (27) 呂紹師 (28) 廖肇熊 (28)
姚培智 (28) 廖柏豐 (30) 梁婉儀 (31) 陳錦發 (31) 袁嘉燕 (32) 陳凌峯 (34) 袁嘉玉 (34) 薛長薇 (35)
梁宇光 (36) 鄭艷紅 (37) 蘇奇亮 (37) 黃　駿 (37) 張麗茵 (38) 蔡炳祥 (38) 吳國良 (39) 李世恩 (41)
李勁文 (42) 陸榮達 (46) 甘秀敏 (49) 梁沛祺 (52) 孫　偉 (54)      

12 月 15 日迎著稍有涼意的清晨，第一次搭乘機場捷

運前往第一航站，準備搭機飛往香港，參加臺大藥學

校友臺港澳聯誼交流行。

此次在謝汝明學長的號召下，台灣由陳媽媽帶頭，率

領來自台灣、美國、北京 25 位校友，分五個梯次抵

港。

港澳籌備委員會特別安排專車迎接大家至香港荃灣如

心海景酒店，是日晚間於九龍馥苑設宴一齊同歡。

席間在謝汝明會長致歡迎詞後，由校友在港澳最高行

政長官 - 香港衛生署藥物註冊及進出口管制部總藥劑

師陳凌峯校友 (34 屆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醫院

行政廳廳長吳國良校友 (39 屆 ) 分別報告香港、澳門

之藥政之相關機構、政策及制度。

台灣則由沈麗娟院長 (37 屆 )、陽明藥科院藥學系林

滿玉主任 (26 屆 ) 及成大藥學系助理教授林少紅 (45

屆 )，分別介紹臺大藥學院、陽明藥學系及成大藥學

系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讓二邊三地興起交流互訪、研

討藥政發展之念頭，蕭副座特別交待校友會應考慮此

種交流活動。另外余教授 (3 屆 )、王惠珀教授 (17 屆 )

也發表參與本次活動的感想，此次尤其十七屆的七仙

女真搶盡風頭。

第二天一早在海景酒店享受道地廣東飲茶後，驅車前

往太平山山頂，鳥瞰維多利亞港及高聳的大樓，可惜

因時間關係，無法欣賞世界三大之一的夜景。

接下來到赤柱市集 (Stanley Bay) 享受了一頓美好的

自助餐，特別是豬腳，其皮香脆不油膩，令人口齒生

香，餘味猶存，梁啟銘董事長特別照了一張啃豬腳骨

頭相片以為留念。飽食後參觀美利樓，原建築為位於

中環具 160 多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式建築，1982 年拆

除後，將原來一磚一柱原封不動重建於赤柱，可見英

國人要在 97 後留下他們的痕跡，宣揚曾經是霸主的

地位。

隨後到淺水灣，欣賞人工鋪成的沙灘美景，也回想三

十多年前來港和同學梁永權在此海域游泳，想起當初

徜徉在百公尺外的海中平台，真是逍遙。而背後的景

觀如今也改變了很多，新建築 The Pulse 真有現代化

的美感。可惜沒時間去看張愛玲小說中的戀情露台餐

廳。

晚上在新界吃海鮮勝地，三聖商場之海天花園酒家晚

宴，除了有名的燒鵝外，由香帥親自挑選活海鮮，有

帝王蟹、特大扇貝和竹蚶、撒尿蝦。由於實在太好吃

了，大家忙著張口撕咬已顧不得吃相了。而陳媽媽居

然和大家一樣吃個精光，真的如顧前院長所說，此生

第一次才知道何謂吃得令人回味無窮的海鮮。真是感

嘆 seafood、讚嘆 Seafood。謝謝香偉燦校友的招待，

梁啟銘董事長還即興吟詩一首以茲留念。

晚宴尾聲由陳媽媽率領沈麗娟院長、林滿玉主任及王

惠珀教授向港澳校友致謝，在大家離情依依不捨的心

情下，結束了臺大藥學校友台港澳聯誼交流活動。

此次活動，感謝謝汝明會長，香偉燦校友及港澳籌備

委員會江國榮 (14 居 )、鄭開發 (15 屆 )、吳耀滿 (19

屆 )、關秀英 (20 屆 )、曾憲華 (27 屆 )，史書翠 (27

屆 )、梁子豪 (29 屆 )、陸榮達 (46 屆 ) 之精心規劃，

使台灣校友有賓至如歸之享受，也感謝港澳校友及台

灣校友之參加，我們期待下次再相聚。

文／藥學校友會理事長 王在斌（14 屆）



台大藥學港澳生，系友念舊好熱誠，邀約母系香江行，聯誼歡敘師生情。

春風化雨六十載，枝繁葉茂花盛開，陳媽媽及余老師，學子有成樂開懷。

老師學生敘不完，六十四載昨日事，同窗聚首共回味，大學年少輕狂時。

太平山頂留倩影，淺水灣邊敘舊情，黃金海岸賞日落，繁華香江好光景。

維多莉亞港邊歇，見識龍蝦大螃蟹，樂享偉燦帝王餐，台大師生開眼界。

汝明在斌如磁吸，展現台大內聚力，呼喚全球系友歸，擘畫母系更永續。

臺港澳藥學交流會已於一週前互說珍重下曲終人散，

為著籌備前所未有舉辦交流會，頗為吃力，可幸有一

班師弟妹鼎力支持及無私付出，大家分工合作，互相

提點，同時更有香偉燦兄慷慨解囊漁鮮夜宴，讓大家

留下深刻的印象，從第一天至機場接機及第三天送機

期間，短短 48 小時，雖然時間飛逝，但我們與各位

老師及學弟妹有一份前所未有的親切與認識，尤其是

我們尊敬的陳媽媽，在這期間我們擔心她老人家體力

不支，但是她出奇精神飽滿，所以有陳媽媽在，她是

票房的保證，她才是我們凝聚在一起最大的力量。如

果說這次活動是得以順利完成，在斌兄功不可沒，尤

其是他的活力與魄力是無法擋，佩服佩服；同時更要

感謝澳門代表吳國良兄與眾兄弟送贈手信予嘉賓，大

大提高現場氣氛，但我們不要忘記各位講者精彩介

紹，例如我們的學長陳凌峯及梁宇光學長精闢介紹，

讓我們一新耳目。現在曲終人散，才發覺我們的校友

多麼尊師重道，又才發現陳媽媽那麽關心在校困境的

學生，昔日種下的種子，現在開花結果，這份親情，

我深受感動，坦白說有余老師春風化雨及桃李滿門的

陳媽媽，我作為她的學生，引以為榮，所以這次難得

的交流，確實令人難忘的，希望他日有緣再聚，敬祝

母校及各位學長姐及弟妹等明天會更好，謝謝。

文／港澳聯誼會會長 - 謝汝明（9 屆）

文／王惠珀 (17 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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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台港澳系友
聯誼交流心得



01.27

象山親山步道採藥 文 / 陳雅雯

在沈雅敬老師領隊下 20 位藥學系友前進台北信義區

後花園 - 象山展開親山、採藥行。象山海拔雖不高，

沿山腰環繞的親山步道步步台階卻十分具挑戰性，系

友在勇健步行中一邊收覽沿途風光、一邊認識草藥。

02.03

藥學校友包場電影 -《幸福路上》 文 / 陳雅雯

近五十位藥學人無畏冷雨寒風、熱力不減包場公館百老

匯影城共同觀賞本土創作製作動畫電影《幸福路上》。電

影故事橫跨 80 年代至今，本次活動亦是跨世代齊聚了

從 40 年代資深系友到目前正在就讀大學部的學弟妹，

更有系友就讀幼兒園、國小的小朋友，一齊感受與共鳴

這塊土地時代的變遷，聚攏每一世代藥學系友探求與找

尋「幸福」本質。

左： （前排）郭佩華、胡夢蘭、陳瓊雪教授、林麗真、

鍾華珍（後排）鐘明哲、郭槐秋、王在斌理事長、

黃江隆、忻凌偉副院長 2017.8.25 攝於水森館

右： （左起）沈院長與李如璧系友 2017.10.25 攝於

雲燾迴廊

系友返校
/ 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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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顧記華教授實驗室校友團聚	 於水森館 326 教室 文 / 劉映彤、呂婉禎；照片 / 張雅晴

今年 2 月 3 日，顧老師實驗室的畢業校友與在校學生一起度過了溫馨且愉快的一天。

顧老師過去兩年辛勞地任職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的所長，終於在今年 2 月將此

重責大任卸下。在校學生與歷屆畢業校友們便藉此理由齊聚一堂，除了感謝老師忙

碌之餘還細心照料大家的教導之恩，同時凝聚實驗室這個溫馨的大家庭。除此之外，

為了感念老師歷年來教導學生的用心良苦，我們開始向各校友們收集顧老師實驗室

各時期的照片，用盡心力製作成了三本相簿回憶錄，相簿裡紀錄了顧老師和學生之

間的點點滴滴，而這些珍貴的回憶都珍藏於水森館造型的相簿收納盒中。活動當天，

雖然氣溫驟降，外頭還飄著小雨，但仍不減學生們對老師的感謝之情。當天中午參

加踴躍，老師特別準備了豐盛的佳餚歡迎大家回來，許多校友專程遠道而來，甚至

攜家帶眷出席，現場好多活蹦亂跳的小孩，令人倍感溫馨 ! 開幕由顧老師上台致詞，

歡迎各位校友回來歡聚一堂，接著我們準備了一部回顧影片，帶著老師和各位學長

姐一起回到過往時光，從 2000 年顧老師實驗室成立至今以來，見證學長姊們的青

召集人：徐瑞苓

參與者：顧記華、陳美玲、周瑞益、江柏政一家四口、盧品璇、詹雅玲、徐瑞苓及劉凡綸一家四口、蕭于軒夫

婦、林思嘉、張瑋凌一家四口、蕭哲仁、孫禾穎夫婦、郭廷群一家四口、余佳純一家四口、李至軒、詹社紅、

呂婉禎、王繼娟一家四口、張若凡、劉映彤、張雅晴。

編按：顧記華教授借調衛生福利部擔任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職務至

107.01.31 借調期滿，自 107.02.01 起返校歸建。此水森館立體造

型之收納盒為學生手作，精巧並極富創意。而收納盒內的 3 本相簿，也

是學生集體製作以贈與顧老師之禮物。

 王淑鈴、王肇蓉、李仁美、 
林芬芬、范增璞、陳世芳、 
陳淑英、童　綬、楊先智、 
蔡秀絢、林月珠、周玲枝、 
陳淑儀、李淑娟、黃志烈。

2017.09.22  攝於西雅圖。

16 屆

畢業 45 週年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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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三本相簿包含收學生 Timeline 以及實驗室聚餐照片、水森館相

簿收納盒、回顧影片以及神祕嘉賓對老師的話之影片。

過程：民國 106 年 11 月開始收集照片，透過徐瑞苓、余佳純、詹社紅

的監製，由呂婉禎、劉映彤、盛怡樺、張雅晴製作相簿。民國 107 年

01 月由徐瑞苓招集並聚辦團聚；由呂婉禎、劉映彤、張雅晴製作相簿

收納盒；由劉映彤、徐瑞苓回顧影片以及神祕嘉賓對老師的話之影片。

於活動當天，由劉映彤、張雅晴布置場地及拍攝照片。

春歲月，當時還有些青澀的女孩和男孩們，現在都已

經為人父母了呢 ! 而老師就像是個大家長，照顧著這

個大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除此之外，遠在美國無法

前來參加的學姊更錄製了短片轉達對老師的思念及感

謝，即使在國外也不忘感念實驗室的大家，看到學姊

們在國外都過得很好，真是太好了 ! 最後大家一起開

心地拍了一張大合照，也說好以後每年都要辦這一個

回娘家的活動，讓大家有機會回來和老師敘敘舊，更

加凝聚了實驗室的溫馨氣氛 !

( 後排左起 ) 林和美、邱麗珠、曹美玲、鄒玫君、沈院長、 陳惠芳、

呂玫芬 ( 前排左起 ) 高麗美、劉麗玲、廖淑玲。2017.12.23 攝於 
雲燾迴廊

謝淑智系友 ( 前排左三 ) 與藥學院教師。2018.01.08 攝於水森館

24 屆 19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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