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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刊廣告！
本藥刊於每年 3 月、9 月底出刊，內容包

含藥學相關新知、本院與校友的最新訊息，

免費寄送予臺大藥學歷屆畢業校友及本院

全體師生（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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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校友協助將本訊息轉予

貴公司可能需廣告者。感謝您對臺大藥學

專業學院的盡心與支持。

若承蒙刊登廣告，將開立正式發票。廣告請洽 (02) 3366-8744

陳小姐，或 e-mail: nturxp@ntu.edu.tw 索取台大藥刊廣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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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nturxp@ntu.edu.tw

電話：(02)3366-8744

傳真：(02)2391-9098

台大藥刊

感謝以下各大藥廠支持：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裡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P.6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P.12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P.75

吉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P.7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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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系友襄贊臺大藥學發展/研究專款(2018.3~2018.8)

107  方承猷(20屆) $200,000

3/7 陳永順(13屆) $200,000

4/9 劉坤益(14屆) $50,000

4/24 李淑娟(16屆) $20,000

5/16 張吉智(D 97) $2,000

6/2 許中強(15屆) $2,460

6/29 吳晉、張自愛(15屆) $304,360 *撥穗典禮獎勵/獎助

7/15 張依同(42屆) $27,000

7/27 李顯達(26屆) $30,000 *藥園

7/31 楊玲華(31屆) $12,000

                             感謝以下婉謝授課鐘點費

3/9 陳昭姿(23屆)  $1,000 非處方藥

5/21 林美杏(45屆)  $333 進階藥學實習

5/22 黃耀欽(37屆) $1,000   社區藥局概論

5/23 林美杏(45屆) $1,500 藥物治療學乙

6月 陳瓊雪(1屆) $1,500 社區藥局概論

6月 陳瓊雪(1屆) $1,500 進階社區藥局實習

6月 翁菀菲(28屆) $3,000 社區藥局概論

6月 翁菀菲(28屆) $3,000 進階社區藥局實習

環保愛地球宣言 

台大藥刊

親愛的系友您好 
 
感謝您長久以來對藥刊的支持與愛護，使藥刊
能成為母系與您及校友間的溝通、分享橋樑。 
 
因考量環保與成本等考量，藥刊將自75期
(2019.9發行)調整以電子化發行為主，30屆
(或研究所71年後入學)後畢業之系友將不再寄
送紙本刊物，請您隨時透過網路進入藥學系網
頁(http://rx.mc.ntu.edu.tw )瀏覽藥刊。 
 
誠摯感謝您的諒解，也懇請您與我們一同支持! 

線上閱讀歷年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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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院長一年後的這半年中，原本感覺走得很慢的時間，竟然一溜煙過去了，而

這半年中院裡有許多很棒的事情發生：今年是臺灣大學建校九十週年，我們以舉辦

全院的第一次研究日暨國際研討會來慶祝臺大生日，有賴十八屆陳志明系友捐贈之

陳瑞龍教授菁英講座，讓我們能邀請美國密西根大學及日本京都藥科大學的多位教

授一同與會，並於會中啟動本院與密西根大學的三贏人才培育計畫；感謝第十五屆

系友許中強及吳芳華提供高額的經費支持至少六位學生，擴展本院高等研究人才的

國際聯合培育計畫。本期有三位今年度甫當選傑出系友的精彩介紹內容，在不同領

域之傑出表現，真是學弟妹的典範。感謝第十五屆系友吳晉及張自愛支持，北美校

友會於今年之畢業典禮，擴大鼓勵院內投入教學之教師及獎勵學生的研究成果。在

前任校友會王在斌理事長的帶領下，港澳超過四十位系友返臺參加醫學院院慶及校

友回娘家，真是空前創舉，但希望未來仍是如此盛況。恭喜新任校友會張俊博理事

長、臨床藥學所蕭斐元所長，及藥劑部黃織芬主任，有您們熱心服務及帶領，是藥

學院師生之福！也感謝卸任的前校友會王在斌理事長、臨床藥學研究所何藴芳所

長、藥學系退休教授沈雅敬，過去的努力與奉獻。

本期藥刊是校友會陳雅雯專任秘書及二位大學部學生惠閔及志嘉，在楊玲華技正退

休後，肩負重責大任，擔任執行編輯的作品，非常感謝參與此藥刊出版人員的幫忙，

成為本院師生與畢業系友間重要溝通的橋樑。也因為學生加入編輯群，增加了學生

的許多想法及觀點，別錯過本期他們對畢業系友的專訪，沒想到還有書卷獎秘辛大

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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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18 傑出系友得獎人 - 謝汝明 ( 9 屆 )

09  2018 傑出系友得獎人 - 林惠美 (10 屆 )

11  2018 傑出系友得獎人 - 吳芳華 (15 屆 )

藥學專業學院

院長的話

焦點人物

07
14   The critical role of Nramp1 in degrading α-synuclein 

oligomers in microglia under iron overload condition

15   Identification of buctopamine and mebuctopamine, a 
β2 receptor agonist and its metabolite, in swine hair and 
feed additives

16  Potential ly high-risk medication categories and 
unplanned hospitalizations: a case–time–control study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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