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學事紀暨師生榮譽榜
2018.03-2018.08

3

月

恭賀林文貞老師榮獲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The Top 10 most
cited review articles in 2017
恭賀藥學系忻凌偉老師新藥團隊，及藥物研究中心曾宇鳳老師新藥團隊，
分別於 BIO Asia 國際會議中 Bio SPARK Showcase 分享豐碩的科研成果並榮
獲肯定
SPARK 與 BIO 共同舉辦，每年甄選來自史丹福及其他 SPARK 執行國家的培訓團隊，於美國舊金山
Bio Investor Forum 向來自世界各地的生醫投資者或生技界專家進行簡報，藉此鼓勵及增進團隊與

國外生醫產業領域網絡之聯結，拓展產品開發的資金與人脈，提升開發產品國際能見度與競爭性。
今年度 Stanford SPARK 與 BIO 首次於日本 Bio Asia 國際會議中舉行 BIO SPARK Showcase，甄選
來自亞洲區 SPARK 執行國家，包括新加坡、台灣及日本共計 7 隊脫穎而出，其中台灣即有 3 隊新
藥團隊獲得肯定，分別為台灣大學曾宇鳳團隊的「改善精神分裂症之負性症狀與認知功能藥物」、
台灣大學忻凌偉團隊的「治療腸躁症之 first-in-class 新藥」、及台北醫學大學李雨青團隊的「開發
治療癌症之抗體藥物」，堪稱本次亞洲區的大贏家。在台灣大學曾宇鳳教授主持整場 BIO SPARK
showcase 下，讓各團隊分享豐碩的科研成果。
SPARK Taiwan 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已經邁向第五年，且自前年開始邀請 Stanford SPARK 創辦

人 Professor Daria Mochly-Rosen 來台協助甄選潛力團隊，台灣團隊一旦獲選後即接受 Stanford
SPARK 及矽谷業師的輔導，協助團隊準備簡報製作及口說演練。本次論壇，共 24 國超過 450 名

代表參加，同時成功舉行 1,260 場次的一對一媒合會，台灣團即在來自超過 20 間全球生技與新創
公司面前，展現其台灣創新技術價值優勢及研發成果商品化成果，亦受到各國的關注與肯定。

賀藥學系學生蔡祐欣榮獲 106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游泳賽學生組 50M 仰式第一名、
50M 蛙式第五名
賀王繼娟助理教授通過科技部哥倫布計畫
計畫名稱：建構臺灣智能 Sentinel 系統 : 以健保資料及電子病歷進行主動藥品安
全監測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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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賀 106 學年度臺大醫學院研究生優秀著作獎暨大學生學術研究獎勵獲獎
佳作著作
藥學所博士班吳國禎 （指導教授林君榮） 藥學所博士班陳穎姮 （指導教授忻凌偉）
臨藥所碩士班許雯涵 （指導教授蕭斐元） 臨藥所碩士班林芝琬 （指導教授蕭斐元）
藥學系學士班黃崧博 （指導教授蕭斐元）

高雄醫學大學暨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來院參訪

4/12

高雄醫學大學全球藥學活動安排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學生來本院及醫學院人文博物館參訪，本
院由忻凌偉副院長開場致詞，王繼娟老師簡介藥學專業學院及臺大藥劑部。

4/14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臺大醫學院 121 周年院慶

4/20

新加坡大學藥學系主任 Prof. Christina Li Lin Chai 來訪交流暨演講
新加坡大學藥學系主任 Prof. Christina Li Lin Chai 於當日上午由國防醫學院老師陪同參訪本院及會
見本院教師，並於水森館 101 室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 "Challenging Dogmas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5

月

4月

曾哲娟女士慨借畫作布展水森館
曾女士擅長彩墨畫，目前執教於國立戲曲學院、台北市東湖老人服務中心。本次慨借「塞上乾坤」
等 13 幅畫作展示於水森館大廳、101 室、110 室，增加本院人文氣息以涵養性情。由沈麗娟院長
致贈感謝狀予曾女士與夫婿王在斌 (14 屆 ) 系友。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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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5/27

賀 2018 台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研討會得獎
得獎者

指導教授

獎項

賴彥勳

梁碧惠

口頭報告第一名

盛怡樺

顧記華

壁報論文佳作

劉映彤

顧記華

壁報論文佳作

陳穎姮

忻凌偉

壁報論文佳作

張竣凱

梁碧惠

壁報論文佳作

張雅晴

顧記華

壁報論文佳作

5月

6

月 陳志明博士捐贈設立陳瑞龍教授醫藥產學促進講座支持舉辦「臺灣大學

6/01~6/02

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

沈麗娟院長致贈陳志明博士 ( 左 ) 感謝狀表達捐贈
講座支持舉辦研究日活動之謝忱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與密西根大學藥學院國際合作藥學人才培育三贏計畫
啟動及經費贊助感謝儀式

致贈許中強博士 ( 中 ) 感謝狀，表達對於 sandwich
program( 三贏計畫 ) 捐贈感謝之意。左為密西根大
學藥學院院長 Dr. James D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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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2018 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得獎
獎項

指導教授

得獎者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

林文貞

碩班 羅予辰

顧記華

碩班 劉映彤

梁碧惠

博班 張竣凱

郭錦樺

博班 李京樺

梁碧惠

碩班 張巧念

楊家榮

博班 黃芳儀

製藥科技組

顧記華

碩班 盛怡樺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林君榮

碩班 李之瑀

Clinical Pharmacy

陳燕惠

臨藥所碩班 賴子齊

臨床藥學組

張上淳

臨藥所碩班 黃琬珍

口頭報告

Drug Discovery

新藥探索組
Best Poster 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
Award

壁報論文

生物藥學組

6/09

撥穗典禮

藥學系畢業生合照

2018 傑出系友授獎：謝汝明系友、吳芳華系友

藥學所畢業生合照

臨藥所畢業生合照

6月
44

ￜ藥學事紀ￜ

7

月
7/09~7/11

7/27

8

教師林慧玲、陳基旺參加＂5th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harmacy (AASP) Deans Forum＂( 於澳門舉行 )
沈雅敬教授、楊玲華技正退休歡送會

7月

恭賀許麗卿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恭賀蕭斐元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恭賀楊家榮老師榮升教授

月

8/3

本院承辦 2018 台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營

恭賀沈麗娟老師著作「臺大醫院臨床藥事照護手冊」榮獲
臺大醫院 107 年度教材著作優良獎 ( 醫療專業團體著作 )
恭賀黃織芬老師榮獲臺大醫院 107 年度教學優良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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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專業學院首次舉辦研究日暨
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圓滿成功
楊玲華

藥學專業學院於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在水森館首次舉辦研究日暨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本次邀請來自美國與日
本共 8 位藥學各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交流，5 位來自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3 位來自京都藥科大學 (Kyoto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其中包括密西根大學藥學院院長 Dr. James Dalton、京都藥科大學副校長 Dr. Kenichi
Akaji，領域包括新藥探索、製藥科技、與臨床藥學。活動前一日，安排與會外賓進行參訪交流，參訪地點包含藥學專
業學院、臺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及附設醫院藥劑部等地。
6 月 1 日為本院研究日，邀請醫學院張上淳院長蒞臨開幕，預祝本會順利成功，勉勵促進國際交流相關活動及成果。
為了培養藥學研究能力、加強學術表達能力及促進國際能見度等，於年度研究日舉辦論文競賽。上午有 6 位碩博士研
究生進行口頭論文報告，下午則為壁報論文發表與圓桌會議活動。壁報交流活動總計有 38 篇論文參與展示，獲得師
長同學的熱烈響應，參展同學現場解說及接受提問，原先寧靜的水森館大廳，此時人聲沸騰，充斥著大家的討論聲音，
讓人感受到熱絡的交流氛圍。研究生們平時認真鑽研累積實力，此時也都能以英文或中文滔滔不絕地介紹自己的研究
內容。而外賓與本院師長也專心地聽著學生的分享並用心地給予回饋。同時，由外賓及本院教師組成評審委員，並於
當日閉幕式頒獎以茲鼓勵參與者。6 月 2 日共有 10 場專題演講，講者為本次邀請外賓及本院教師。另外，特別邀請
本院 2008 年傑出系友許中強博士 (15 屆 ) 演講，許系友為生脈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講題為 Lessons Learned in My
Life，輕鬆演說其創業始末及人生經驗分享，每每獲得笑聲與掌聲。

本次研討會約有 150 人參與。本活動雖有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經費贊助，但主要經費來自本系傑出系友陳志
明董事長 ( 第 18 屆 ) 之財團法人新陳醫藥基金會所捐贈的陳瑞龍教授醫藥產學促進講座 - 菁英講座，得以有足夠經費
邀請國外學者來臺及完成重要活動。藥學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而研究日讓本院新藥探索、製藥科技、生物藥學與臨
床藥學各領域師長同學互相觀摩與探討各研究主題，促進之間之交流。圓桌會議更讓同學與國外專家有面對面的交談
討論，透過輕鬆交流方式讓參與者能對各項研究與職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專題演講不僅院內學生熱烈參與，更有校
外人士報名參加，精湛的演講內容讓與會者受益良多。藉由本次的機會也讓同學與國外學者專家、同學與師長、同學
與同學之間有更多的交流，也讓本院內部凝聚更多力量。

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研討會邀請貴賓及與會人員

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研討會邀請貴賓及與會人員

於水森館門口大合照

於壁報論文展示區水森館大廳大合照

臺大 9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2018 年第一屆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
研討會開幕式於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 1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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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專業學院與密西根大學藥學院國際合作
藥學人才培育三贏計畫啟動及經費贊助感謝儀式
翁菀菲 (28 屆 )

2018 年 6 月 1 日 至 2 日 臺 大 藥 學 專 業 學 院 在 臺 灣 大

為使此三贏培育人才計畫得以盡速開展，臺大藥學系畢

學九十週年校慶暨藥學研究日國際研討會時，宣佈正

業生且為旅美知名製藥創業夫妻檔許中強及吳芳華博士

式啓動一項培育藥學國際教學研究人才「三贏」計畫

(Larry & Ann Hsu) 相當認同此教研合作意義且樂意協助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andwich＂ program），

母系培育國內優秀藥學人才。並已承諾贊助 6 名的全程

將由臺大藥學專業學院沈麗娟院長與美國密西根大學

培育經費（相當逾 4 千萬台幣）。並希望借此機會對燃

藥學院院長 Dr. James Dalton 共同説明此合作教育計劃

起學弟妹對藥學研究道路的熱情與專注，藥學教育人才

的意義及目的。當場並進行贊助本計畫前導經費捐贈儀

得以生生不息。

式，邀請捐贈人臺大藥學系 (15 屆 ) 傑出系友許中強博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沈院長指出擔任院長在為臺灣培養並

士 (Dr. Larry Hsu) 出席，並闡述捐贈理念。啓動會儀式

延攬具國際觀的藥學研究及教育師資已是重中之重的承

有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師生及多位密西根大學藥學院教師

擔，非常感謝院内老師的付出與遠道而來共襄盛舉的密

代表出席觀禮。

西根大學藥學院院長及老師，更要感恩許系友的慷慨贊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為提升藥學學術研究能量並培育國內

助。然而這是一項希望工程，沒有終點，也沒有止境，

優秀藥學人才同時吸引並留用人才，近年來積極洽談與

我們正在努力促成更多的類似計劃，並希望得到更多的

世界藥學知名大學學術教育研究合作機會。密西根大學

支持來落實。

藥學院為美國知名藥學院其博士班畢業生向來對全世界
藥學研究教學及制藥發展貢獻甚大，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往年來有多位密西根大學藥學院博士相關教師，包括
陳基旺、林君榮、孔繁璐、及林淑文等四位教授。兩
院皆重視提供學生高質量的國際教育經驗，並培養參
與國際合作的能力，於是自去（106）年春天開始洽談
簽訂正式學術合作計畫並於今（107）年 4 月 1 日簽訂
第一期為期 5 年的協議在案，依此協議内容雙方共同
規劃此「培育藥學國際教學研究人才“三贏“計畫」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andwich＂ program），
旨在獎勵本院研究生赴密西根大學藥學院修讀博士班，
與此同時促進二院之間教師學術研究交流合作。三贏計
畫主要内容是一個「三明治」式設計，讓進入臺大藥學
專業學院碩士學位學生得以從 UM 大學攻讀臨床藥學，
藥物化學，或藥劑學博士學位，再返回臺大藥學專業學

Sandwich Program ( 三贏計畫 ) 啟動暨經費贊助感謝儀式，

與會貴賓及教師大合照

院完成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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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師長致詞 ─

藥學專業學院院長 / 系主任 沈麗娟

各位師長、來賓、家長及今天的主角畢業生們，感謝大家出席 106 學年度臺大藥學專業學院畢業典禮。首先，
恭禧所有的家長，您們的子弟即將從臺灣第一學府完成學業，邁入他們另一段精彩的人生階段。今年本院全部
畢業生共有 57 人，臨床藥學學士 Pharm.D. 18 人、藥學所碩士班 27 人、博士班 Ph.D. 5 人、及臨藥所碩士班 7 人。
特別向大家報告的是未來藥學系大學部在藥師專業人才培養的學位，從過去四年制、六年制併行的階段，邁入
全面六年制，從今年開始僅有 Pharm.D. 畢業生，這是臺大藥學呼應社會需求，順應國際潮流，培養以病人照
護為中心的藥師的藥學教育。
感謝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學院，師長及同仁們提供一流教學環境及師資。但很多外界甚至院內老師誤解，本
院將因大學部全面六年制後，會疏於研究創新人才培養，恰好相反，藥學院內諸多老師，在沉重的教學負擔下，
仍持續為培養進階研究人才努力，如顧記華前院長任內爭取新陳獎學金，為每位博士班學生爭取 4 年近百萬元
的獎學金；本學年度梁碧惠老師籌設的產學合作博士班的試辦計劃，引進產學實務合作機會及獎學金支持；今
年剛啟動與密西根大學的三贏計劃 (Sandwich program)，初期由許中強及吳芳華二位系友對於高級研究人才培
育，每位學生超過臺幣 700 萬元的投入；上週在林君榮與多位教師舉辦的藥學院研究日及國際會議，邀請國外
學者，學生呈獻研究成果的優異表現。這都顯示藥學院對於高階教學研究人才培養的決心。感謝北美校友會今
年擴大支持對於畢業生研究獎、利他獎的獎勵外，也提供特別教師獎勵獎項，肯定教師們對於教研及服務的貢
獻。
環顧臺灣所處的國際處境，經濟狀況，維持臺大藥學院為世界頂尖藥學院是很大的挑戰，事情沒有最好，但只
有更好，也期待我們的畢業生能在艱難的環境，抱怨不能解決問題時，請正面思考，多為國家、社會、及機構
著想，希望你們進入職場後能夠發光發熱，把小事做成功，你就有機會把大事做成功，多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
你有更多機會解決分歧的意見，成為機構中善於溝通的領導者。今日你以臺大為榮，明日臺大將以你為榮。最
後，敬祝所有與會貴賓、師長、家長、同學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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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師長致詞 ─

求真的志業．如歌的人生
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 何藴芳

在大學（校總區）舉行正式畢業典禮的前夕，謹藉此特別的機會，祝福所有即將畢業的學子，在邁向下一階段
時，都能構築求真的志業、擁有如歌的人生。
在場畢業生們於本校的求學歷程，少說兩年、多則七年或以上。咸信當年必是帶著憧憬及理想而來，這段在杜
鵑花城與楓城充滿希望燦爛的歲月，是否歷盡了艱苦？是否曾經哭泣？還是有更多與同學及老師們朝
夕相處的共同歡笑？但願多年後的你會記得此段交相輝映時光，一如我們的模範傑出校友們。
求真的志業可以如何構築呢？僅此嘗試將之以「人文」與「專業」兩要項，簡單與諸位說明分享。本年度藥學
系傑出校友謝汝明學長（第九屆）、林惠美學姊（第十屆）及吳芳華學姊（第十五屆），就是人文與專業兼備
的智者。人文的修為，有賴文化、歷史、社會學等多面向之豐厚知識長期陶冶，謝學長自然展現的利他主義、
勇於任事、尊師重道等風範，是人文素養很好的學習典範。吳學姊的 Rytary 新藥構思、設計直到通過美國藥證
審查上市，是臺大藥學人夢想成真的代表。人文與專業互為表裡，人文涵養愈深厚，專業服務或研發將益符合
社會大眾福祉，達到求真境界。
今年四月底，臨床藥學研究所再次接受每五年才一次的系所評鑑，是個檢視過去幾年進展的好機會。我們欣喜
地發現前次評鑑之近程目標，包括成立博士班、延攬師資人才、配合藥學系持續推動實施藥學教育六年制等，
都完全達標。衷心感謝師生們這幾年間的共同奮進，也謝謝藥學系教師、歷任系主任及醫學院師長與校方的督
促與協助。當然，臨藥所藉著評鑑，也凝聚了下一個階段近、中、長程發展目標與策略，未來的所長必能順利
承擔大任。

誠摯祝福

嘉賓們

樂擁

甜蜜的家庭

畢業生

喜迎

閃亮的日子

ￜ藥學事紀ￜ

49

撥穗典禮師長致詞 ─

教師代表 許麗卿

張院長、沈院長、何所長、孫副院長、各位貴賓、各位傑出系友、各位老師、親愛的家
長們以及應屆的畢業同學們大家好 :
今年大六畢業班的導師有四位，包括林慧玲老師、陳燕惠老師、梁碧惠老師和我，今天
就由我代表導師們跟各位說些祝福的話。今年大學部的畢業生人數特別少，不像往年還
有很多四年制的同學。這一班大六同學對導師們而言非常特別，你們是我們帶的第一班
六年制學生，和以前四年制學生比起來，我們多了兩年的時間多認識彼此，感覺就像家
人一樣的熟悉。多了兩年，你們有充分的時間接受了更多臨床相關的訓練以及參與藥學
研究，有些同學們也有機會去海外見習，我知道嘉駿和育伶是今天清晨才從新加坡趕回
來的，也有不少同學遠赴美國見習，這六年的藥學教育非常紮實，恭喜你們通過層層考
驗，終於學成，拿到臨床藥學士或 Pharm. D. 的學位，老師很為你們感到高興與驕傲。
在座的還有即將畢業的準碩士及準博士們，經過上禮拜 Research Day 的洗禮，你們應該
更有信心邁向最後一關了，祝福你們在未來一兩個月內能有最好的成果，順利通過論文
口試。
畢業後，同學們有想好要做什麼嗎 ? 我知道有些同學要繼續深造，有些人也許想儘快進
入職場，賺錢回饋父母。優秀的人才，應該是大家都搶著雇用，所以你們有無限的發展
空間，真是所謂的海闊天空，任你們翱翔。如果有同學對教學研究有興趣的話，在這裡
做個小小的預告，在未來十年內，系上有不少老師會退休，包括我在內。近年來，國內
很多研究所博士班都招不足額，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這是大好機會。不但藥學所
有博士班，現在臨藥所也有博士班了。當然，去國外進修也是另一個選項。請做好準備，
當機會來時，就有勝算，希望你們之中未來有人能加入系上老師們的行列。
各位同學們，今天是屬於你們的大日子，也是你們生命中的一大里程碑。高興雀躍之餘，
別忘了跟父母家人說聲謝謝，沒有他們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的你們。畢業後，也別忘了
和現在坐在身邊的同學們保持聯繫，在往後人生旅程中，繼續做好夥伴、彼此扶持。也
非常歡迎你們以後常回來探望老師們，讓我們分享你們的經驗與成就。
祝福你們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前程一帆風順。最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
事成。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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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穗典禮畢業生致詞 ─

畢業生代表 王豪謙
各位師長，貴賓，以及在座的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本屆畢業致詞代表，
王豪謙。
在這六年的時間，我最珍惜的，就是台下的小夥伴們。有藥學小柯南、吉他小
神手、統計小霸王，還有足球俏女郎，各路人才濟濟，匯聚天龍寶地，十七條
平行線從此開始有了交集。小時候，我們搖頭晃腦背著國文英文微積分，互相
提醒修課情形，避免錯過駿馬達達的馬蹄；我們熬夜爆肝舉辦藥營藥夜藥學週，
系排系籃系羽系桌樣樣通，差點以為 B01 都體育主攻。偶爾一起夜唱，偶爾打
打麻將，有人能殺球打鼓都略懂，也有人幹話手語都輕鬆。還記得服務學習嗎？
我們上山拔雜草，下山募發票，加入服務社團，幫助課輔偏鄉，這些經驗，讓
我們記得服務的熱情，也記得戴董護你一生。
除此之外，神魔爐石鬥陣特攻、楓谷星海英雄聯盟，也在我們的必修名單中，
曾經的星期三午後，我們躲在教室角落，研究如何地獄級爽過，是吧？我們的
武華緯公會長。
時光飛逝，轉瞬須臾，我們一齊踏入藥學專業領域，被藥理藥化炸得千瘡百孔、
被藥分生藥搞得鼻青臉腫。接著大四實習 IPPE，成天抱著處方集解決問題；大
五徜徉藥治 case 海，總是被老師盯得下不了台。好在有兩位美麗的藥學共筆長
扶持相挺，同心協力產出共筆，我們學習查找 UpToDate 和 Pharmacotherapy，
探索案例中的蛛絲馬跡。還有嘉駿點燈到天明，生出精美的 PPT，讓大家皮繃
緊向他看齊，只為通過八大藥治難題而努力。然而總是用腦過度，五臟六腑餓
得咕嚕嚕，麵街有什麼好粗，東挑西選，就是少了 nutrition，幸虧有培勛便當
大隊長，準備山珍海味任君嚐。APPE 晨會讀書會，讓人早起不耍廢，午後的
TPN，傳來陣陣討論聲，學長姐隨口一問，我們就得抱著頭打滾。病房實習需

要療癒，聽著紹宜冠蓁 pH 不高的言語，雖讓人擔心要洗 CVVH，但砲火目標
在別人那裡，就不禁竊笑鬆一口氣，還有包子八卦一把抓，海雯日劇零時差，
文佑台語冷笑話，讓留守 TPN 不再可怕。這些與你們共度的種種一切，都將收
藏進回憶的扉頁。
這六年，我們不只學到了豐富的知識，還有處世的態度。在未來，我們將會持
續學習，並發揮我們所學，幫助更多的人。今天，我在此代表本屆畢業生們，
感謝這六年來辛苦教導我們的老師們，謝謝你們，教導我們思考的方法、教導
我們專業的能力，讓我們能不懼怕未來，勇敢放手闖蕩自己的一片天。再來，
要感謝身旁的同學，陪你一起歡笑、一起哭泣、一起翹課、一起奮發，今天過
後，少了他們在耳邊的打鬧嘻笑，也許，一時之間會不習慣吧！最後，要感謝
的，就是身後的的爸爸媽媽，謝謝您們含辛茹苦的將我們拉拔長大，在多少個
寒冷的冬天，替我們蓋好棉被；在多少個炎熱的夏天，替我們搖扇驅蚊，現在，
我們已經長大了，換我們來替您們分擔肩膀的重量吧！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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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雅敬教授榮退感言 ─

退休感言
沈雅敬

離退休的日子越靠近，越覺得日子更珍貴，因為可用的時間不多了，所以每天都要跟時間賽跑。退休的日子終
究來到了，是喜憂參半的感受，喜的是日後可以多做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受公家單位的「約束」，憂的是該
完成的事仍尚未完成。大約 32 年的公職生涯，包括軍醫服務兩年、婦幼醫院藥師 2 年、學術教職 28 年。好友
宏農來信寫道 : 「我不知道該恭喜你呢 ? 還是惋惜你呢 ? 你就要從那個位置下來了 !」不過這是政府的政策，
年紀到了就該退 ! 辦公室 Miss Wu 告訴我，延一年到 66 歲退，會領不到月退金，這讓我別無選擇。

感謝藥學專業學院沈麗娟院長和顧記華教授，特地幫我辦了場退休餐會與特別演講，餐會讓我覺得很溫馨，系
上特地請到醫學院張上淳院長致詞和祝福，特別是張院長提到「期許沈老師能再創另一事業的高峰」，這是告
別過往的一個階段，但也是新事業新階段的開始；顧記華老師給了我一個結語，「沈老師是個好人 !」 。是的，
我有一子一女，當之無愧；在演講堂上，感謝系上許多老師、同事以及好友們的蒞臨，特別是科技部藥學學門
召集人—長庚大學黃聰龍教授， 以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郭曜豪博士，事實上他們在我學術研究上幫了許多大
忙，否則我不會有那麼多的成績發表。我感到很榮幸與系上老師共事 14 年， 包括 2 年講師與副教授 ( 我 1989
年離開的時候，並未被列入藥學系大事記中，這一點我有些 care 呢 )。我是民國 67 年考上台大藥學碩士班、
69 年畢業，民國 72 年藥學博士班開始成立，再進入博士班就學，四年後畢業，總共 6 年的研究生生涯，因此
我在台大藥學系也超過 20 年了。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春雄教授對我的栽培；另外，我也感謝系上的已退休的
教授們對我的教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二十年的學習仍感不足，終身學習才是畢業的箴言。

由於年金的改革，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退休老師應該再也做不到這一點了，那就是教授的一生，「如果我不在家，
就是在學校；如果不在學校，就是在前往學校的路上」，現在我又多了一條路可走了。再說，一生快樂的事就
在教學、研究與服務，我花最多的時間在研究，一生最感幸福也是樂趣所在。我算是一個默默耕耘者，要求不
太多，研究經費足夠就好 ( 但常常覺得是不足的 )。我沒有太多的貢獻，基本上一位大學教師應具備的「會教、
會寫、會發表」，我算是都做到了，也可以算是「楓城良師」吧。在此感謝張院長致贈的獎牌，將來應該會
持續這種工作，但已比較沒有壓力了。I also acknowledge 藥學院 / 藥學 Alumni for a gift of Remowa luggage
that I can bring it during travel. 感謝多年來科技部 ( 國科會 ) 給予計畫與博士後人員的補助，28 年來有近 200

篇的 SCI 論文發表與 5 個專利，平均一篇論文得花費三十餘萬，雖然研究暫告一段落，但我能會繼續努力發掘
新知的。

感謝我的學生們來到實驗室接受我的指導，幫助了不少有潛力及有價值的科學論文，這些學生們多數留在產業
界與學術界，將來我們可再繼續合作，做一些對國家和社會有意義的事情。總之，大家應隨時保持聯繫。最後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父母以及內人，沒有他們的一路支持也就沒有今天的我。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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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餐會談話 (2018.7.27)

at the top of Yu-san(2017.10.5)

退休演講 (2018.7.27)

field course of Medical Plants

working in the office (2018.5)

和陳春雄教授合影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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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玲華技正退休感言 ─

退休於母系的真情告白

楊玲華

我第三度從臺大藥學系畢業了！第一次是 76 年大學

藥學院的成立、全面六年制、搬遷至水森館、無數

畢業，第二次是 78 年研究所畢業，經過 29 年戰戰

次的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及活動。感謝大家的陪伴與

兢兢的工作，今年 8 月我從藥學系系辦公室畢業了。

教導！

7 月 27 日中午系務會議 / 院務會議之後，系上為沈

技術人員是執行者，我在系上主要職務是負責必修

雅敬老師及玲華舉辦了一場慎重又溫馨的退休歡送

實驗課程之執行及共同儀器之管理。實驗課程從僅

會。醫學院張上淳院長更蒞會祝福及贈送紀念禮物。

準備及提供約 60 位學生的器材、藥品等，到近幾年

原先很不好意思勞動大家，心中一片平靜地認為就

也獲得老師的信任許可同時評分學生的學習成果及

讓我輕輕的來，悄悄的走，不帶走一片雲彩。最後

維持教學品質的工作。我平時也很樂意與碩博班同

託沈雅敬老師的福，與大家有一個溫馨的相聚。我

學共同解決儀器使用上的問題，雖然偶而為了延長

在會中真情告白覺得系上「每位」老師都對我很好，

儀器的使用壽命，對同學較嚴厲。我很喜歡我的工

也特別感謝王光昭老師在我從學校畢業之後晉用我

作，主要原因是與同學們相處，讓我感染年輕人的

入臺大醫院藥劑部工作、感謝之後的藥劑部主任陳

純真與活力。我也參與學生生活助學金的作業，這

春雄老師在我懷孕有早產傾向時准我請假、感謝我

讓我跟幾位大學部學弟妹有更密切的接觸，同時也

在 UDD 的主管林慧玲老師非常的疼愛與照顧我、感

感謝這些得力的小幫手给我許多協助！臺大藥學系 /

謝我念研究所時的指導教授我的恩師李水盛老師長

所的學生都很優秀，因為我目睹同學們神速的進步。

期的照顧、感謝我初進入藥學系工作當時的系主任

我常常自作多情地把他們都當成自己的小孩，畢業

陳基旺老師常给我鼓勵，他們都是我一生中的貴人，

典禮上目送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出校門，我總在心裡

影響我最深遠的人，誠心的對老師們說一聲感謝！

給他們祝福！

當然也要感謝前任院長顧記華老師、感謝現任老闆
沈麗娟院長讓我順利畢業。最後，感謝院辦同仁、
景康同仁、碩博班同學的協助，守護我完成這個階
段性的旅程！當天李老師致詞時介紹我是其實驗室
第一屆畢業生，接著藥學院、校友會、景康基金會
共同送我一個高貴的旅行箱，暗示我今後可以帶著
它四處旅遊，感謝大家的祝福！我感覺現場充滿幸
福的溫度。

除了技術人員正職之外，其他事務也豐富了我日常
生活。擔任臺大藥刊的編輯 16 年，關於系友、老
師、同學的傑出及精彩的表現，我總是先睹為快；
2003 年五十週年系慶後短暫兼校友會秘書工作，系
友的熱忱付出令我感佩；讓我懷念的是 2006 年參加
校友會養生舞社團，洪美娜系友是我的舞蹈啟蒙老
師、蕭水銀老師成為我的忘年摯交，我們在醫學院
大廳聞樂起舞持續了好幾年。搬遷至水森館之後，

17 年前從台大醫院藥師轉任藥學系的技術人員，

我也曾推廣有益身心的瑜珈運動。這些都讓我的上

我重新學習了許多技能，這是很充實也很令人懷念

班生活更多采多姿。我想我會思念水森館中庭的粗

的一段日子。例如，藥劑實驗課程方面，我與工作

葉榕，因為我常在 2 樓走廊撫摸它那茂盛的枝葉。

伙伴琇卿一同完成了傳承歷年助教經驗的助教教

水森館 131 個門我是那麼熟悉，我曾自嘲管理門禁

學 SOP、實驗課教學影片等；與怡倩共同完成打錠

系統之後，大家都對我倍加客氣，似乎唯恐被設定

室搬遷與重建、實驗器材定位等。感謝我的職務代

成每個門都進不去呢？！退休前一星期收到方承猷

理人淑美教我許多重要的處事方式、感謝聖梅平常

學長送來的蘭花，更讓我倍感溫情，有幽雅的盆花

给我許多好建議、感謝其他助教及院辦同仁给我協

相伴，不僅系辦公室增添了色彩，也令人上班心情

助！我們一起經歷了 50 周年系慶、60 周年系慶、

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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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是因為我已滿足。回憶以往，似乎命中注定

在此，用感恩代替惜別。感謝母系不僅培育我一技

我不曾離開臺大。民國 89-90 年間，我在署立新竹

之長，更讓我的職涯在它的懷抱裡學習成長，恩情

醫院工作，離開多年突然有一天發現它也成為臺大

之大難以言喻！母系更賜我三張長期飯票，第一張

醫 院 的 分 院。 這 次， 真 的 要 從 臺 大 畢 業 了，「 畢

是讓我在藥學系工作 17 年，第二張讓我今後有退休

業 commencement」是人生旅程另一個階段的「開

金可領，最後一張是我在母系獲贈一位老公（因為

始」，而非結束。人生有不同的階段可以讓我們不

他也是系友）。最後，誠摯地向您說聲感謝，是您

斷的學習，我想我已經修完必修科目，雖然只是最

豐富了我 17 年來的生活、讓我獲得美好的回憶與寶

低的畢業學分門檻。感謝大家的恩賜，讓我今後可

貴的人生經驗。也同時祝福大家平安喜樂！請記得

以有時間選修一些通識科目。

我們有約定，一定要幸福喔 !

參加女兒畢業典禮全家人合照 (2017.06)

藥學院撥穗典禮上我也畢業了 (2018.06)

感謝方承猷學長贈送蘭花 (2018.08)

院辦同仁於水森館院長室餐聚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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