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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科大學研究生院邵蓉院長、鄭州大學藥學院陳震教授與醫藥品法規學會

蕭美玲理事長來訪

范進財系友 (4 屆 )伉儷拜訪本院，回贈孫雲燾教授墨寶

陳永順系友攝影作品布展水森館

陳系友以拍照為樂，曾獲澳洲國際沙龍比賽
金牌，並於 2018 通過台北攝影學會的博學
會士。本次在水森館 1、2 樓共展出 22 幅作
品，歡迎系友赴院共賞。

教師節感恩餐會

邀請演講 -郭懷宏律師
專利和我的關係

北藥文教基金會、高醫藥學文教基金會來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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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藥文教基金會、高醫藥學文教基金會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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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蓁蓁博士返校演講

Pharmacy Leadership-追求夢想的跳板

臺大 90 年校慶運動會

鄭淳鈺 侯采葳 張庭瑄 歐陽敏婷 曹瓅心 翁晟芳 郭定靜

施俐帆 林詩敏 蔡欣芸 陳姿鳳 彭玉蓮 吳允晴 蔡佩真

陳奕潔 陳儀瑄 楊昕瑜等同學

榮獲「學生女子組拔河 700 公斤第一名」

劉彥廷同學榮獲「學生男子個人組跳高第三名」佳績

藥學專業學院 107 年度研究生期刊論文獎勵獲獎名單

傑出獎

姓名 指導教授

優良獎

姓名 指導教授

王貞予 蕭斐元

沈麗娟 
徐鳳儀

王繼娟
藥學所博士班 藥學所碩士班

趙錫均
郭錦樺

王貞予 蕭斐元

沈麗娟 藥學所碩士班 藥學所博士班

林俊翰
林君榮

陳縈盈
忻凌偉

藥學所碩士班 藥學所碩士班

錢笛雅
郭錦樺

王貞予 蕭斐元

沈麗娟 藥學所博士班 藥學所博士班

邱懷萱
郭錦樺

藥學所博士班

暨師生榮譽榜

2018.09

2019.02

藥學
事紀

_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 Alan Lau教授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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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c.       Jan.

賀本系吳宗憲同學榮獲 107 學年度臺大醫學院優秀青年

陳基旺教授、余淑美技正退休歡送會

陳基旺老師與余淑美技正分別於 108.2 與 107.12 退休，為感
恩、感謝兩位師長在藥學系服務、奉獻的廿餘年歲月，藥學
院在水森館舉辦了溫馨的退休歡送會，由張上淳院長代表醫
學院頒發感謝座、沈麗娟院長代表藥學院致贈旅行箱。陳師
母與余技正的夫婿羅醫師擔任「神秘嘉賓」驚喜現身歡送
會。
 
會中可深刻感受到兩位師長的好人緣，王光昭教授、陳瓊雪
教授細述當年系上積極爭取陳基旺老師成為臺大藥學人的過
程，並也期許藥化領域在經王光昭、陳基旺教授的遞嬗傳承
後未來有更好的發展。李水盛老師則大為肯定余技正擅長將
行政流程「化繁為簡」的溝通能力，沈院長也特別感謝擔任
辦公室「行政首席」的余姐襄助院內業務流暢、和諧。

賀本院鄭慶文先生榮獲 108 年度本校績優工友

教師沈麗娟、陳瓊雪、余秀瑛、李水盛、陳基旺、忻凌偉赴香港說明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計畫」

 藥學院參加醫學院望年會

3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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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藥學院授袍典禮

恭賀梁碧惠、楊家榮、許麗卿、林文貞、林君榮、張琳巧等老師

通過本校 108 年度核心研究群計畫核定

恭賀陳基旺老師業經審議通過為本校名譽教授

恭喜黃品碩同學榮獲 107 學年度藥學系優秀學生

藥學院宜蘭春遊

恭賀林淑文老師榮獲 107 年度青杏醫學獎

恭賀張琳巧老師榮升助理教授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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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8

30

14

Feb.

107 學年度教研精進共識會議

藥學
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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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的真快，我於民國 84 年 8 月 1 日離開國防學院加入臺大藥學系，一轉

眼，明年 1月底即將 23 年 6 個月。這些歲月，教學研究之外，擔任了 13 年

半的行政工作。我學術生涯啟蒙於國防醫學院，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藥學院成

長，到臺大藥學系茁壯開花結果。自國防畢業，留下當助教，服務 18 年後離

開，總共 41 年又 6個月，在臺大 23 年又半載可以說他鄉已變故鄉。

能到臺大服務是我人生的偶然，之後參與系與研發處的工作，是我人生很大

的意外。臺大給我許多學習與歷練的機會，跟大家一起見證藥學系的成長與

藥學教育的發展，以及臺灣大學進入世界大學百大，身為臺大一份子與有榮

焉，個人深感莫大光榮。

在這些日子裡，我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感謝王光昭教授的知遇之恩與提攜。

接著感謝陳瓊雪老師為我辦理聘任手續，李水盛老師在我剛接系主任時給予的協助。今天我更要感謝系辦的同

仁，三位美女，玲華 8月已畢業，接著 11 個月後聖梅，今天淑美早先我 1個月畢業。他們三位過去無論在我

教學與行政服務上，給予很多的協助與幫忙，感謝有他們減輕了許多負擔與壓力，即使到現在淑美還在幫忙處

理善後，如財產的盤點與移交等，甚至處理一些帳務，到這週一應該已處理完畢，我可以開始搬離我的個人物

品。

我要感謝過去跟我一起工作的學生與博士後，不怕困難與辛苦，屈服於我種種不合理要求，例如早上八點半一

定要到實驗室，周六上午要參加組會並用英文報告，沒有他們的付出不會有那麼多成果。更要特別感謝我太太，

40 年來，默默付出照顧家庭，讓我無後顧之憂，在我出國後三個月自己上產房生下大兒子。她曾提醒我多發

些時間陪小孩，機會稍縱即逝。我虧欠他們很多。

今年初以來，凡遇到的朋友，我會主動跟大家報告我年底即將退休，大家會問我那你要去哪裡 ?說真的，我還

不知道要去哪裡 ?或者問有何感想 ?傷感嗎 ?過去我每天 8點開車到九樓上班，下午 8點又回到九樓休息，天

下無不散之宴席，酒店打烊自然走人，退休後我不會睡到自然醒，否則會被人笑米蟲。但再也不會每天工作

12 小時。

傷感嗎 ?畢竟，人生第一個萬日 (約 30 年 )，我在追求學經歷，第二個一

萬日，我認真工作賺錢養家，今天我要退休了，希望剩下還有第三個一萬

日留給自己。唐朝詩人杜甫一首詩 ＂旅夜書懷＂ 或許是我心境的最佳寫照。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 ?官

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今天我就像一位即將要告老返鄉的遊子，滿載著跟各位老師同仁辛苦耕耘

的果實與歡樂的歲月行囊，正揚帆啟航，準備跟各位告別，今天各位的出

席，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溫馨。過去種種，大家對我的接納與包容，心中滿

是感恩，如有冒犯之處，亦請見諒。對未來我內心充滿期待，深信在各位

追求學術卓越的態度，與持續努力不懈的精神下，臺大藥學教學與研究將

成為一流藥學院。再次謝謝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陳基旺教授退休感言

於密西根大學藥學院求學、攻讀
博士學位時期，刊登於學院刊物
封面



43ￜ 藥 學 事 紀 ￜ

人生總有幾個重要的抉擇。

當初放棄了薪資優渥的國泰醫院，只因為爸爸說臺大醫院是臺灣最好的醫院而且是公家的，能在那兒工作的都

是最厲害的。就這樣，我進了實驗診斷科工作，接觸最多的是生老病死，影響自己最大的是從旺伯與Miss馬

身上學習了同理心與凡事不計較的豁達。

當和我同時期進臺大醫院的同學陸續返回南部家鄉時，我也開始計畫著，卻在此時遇到了人生伴侶，北漂的我，

就此落地生根。

一個偶然的機緣，看到了藥學系的徵人公告，謝謝當時的主任陳媽媽，錄用了非系友更非藥學系畢業的我，從

此開啟了與臺大藥學的緣分，這裏不僅是一個穩定單純的工作環境，更是一個溫暖的家。

感謝歷任主管陳媽媽、李老師、陳老師、顧老師，對我的包容與支持。感謝現任主管沈院長與忻副院長，對我

的肯定與信賴。感謝我一路陪著或看著長大的老師們，亦師亦友的情誼。感謝照顧我、幫忙我，20 幾年的老

同事，情同姊妹的聖梅、推動每次活動幕後大功臣邱先生、鄭先生。感謝院辦所有的帥哥美女們，善良的雨蓁、

貼心的紋綺、樂觀的金鵬、可愛的翊吟、聰明的宏銘、隨和的怡倩、認真的瑭益、能幹的雅雯，長期忍受余姊

的嘮叨與自言自語。也歡迎新進同仁似蘭，儘早融入這個大家庭。感謝景康辦公室同仁的協助，特別是好朋友

小敏，總是讓我享有 VIP的服務。最後當然要感謝我先生，他讓我到現在還是相信婚姻是美好的、值得的。

退休後，只想悠閒的、任性的、隨性的支配自己的時間而不受約束，更重要的是讓長期疲憊的眼睛，不用再盯

著電腦螢幕。多點時間陪陪家人，特別是年邁在埔里鄉下的爸爸和二十幾年支持我的家庭的婆婆。

三十幾年前的聯考，我的成績不足以上臺大醫學院，是遺憾。但終究今天我還是從臺大畢業了 ! 

余淑美技正退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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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三  李宜靜  

一開始收到所學會即將舉辦的消息，本來是有點猶豫的，因為實驗剛好在忙碌時期，但經不起實驗室學妹及同

儕的邀約，最後還是報名參加。

春遊當天一早，大夥們陸陸續續的到達水森館集合，一路上的嘰嘰喳喳讓我突然有以前國小國中要校外旅行之

感，非常懷念，想想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跟著每日一起在實驗室打拼的夥伴們，跟著日日指導著自己的師長

們，出門踏青郊遊，第一站是仁山植物園，一開始便爬了個大坡，讓缺乏運動的我才剛出門就快虛脫了，但一

到仁山植物園就被眼前滿滿的綠吸引了眼，再上去的歐式建築配上鮮嫩的綠葉以及點綴白白粉粉的花，讓先前

的坡以及平日的疲憊一掃而空，我們聊著天，曬著太陽，享受片刻的慵懶與寧靜，在這裡，我及實驗室的冠蓁

學妹有幸的跟文貞老師留下合影，記錄下此刻美好的心情。

第二站的宜蘭傳藝中心，一走進園內，迎面而來的是靜謐的小河，再望過去的老街，旁邊有兩排以紅磚建成的

閩式建築，裡面充滿著由各式的傳統工藝為主題的小店，小河畔有著設計師融合傳統與現代，設計出台灣形狀

的燈，旁邊的青青綠草，小朋友們在上面玩耍著，勾勒出祥和的畫面。我們佇立老街上，看著被傳承下來的的

傳統的技藝，感受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創新感，突然發現，這不也是我們想做的事情嗎 ?製藥工業可以追朔到幾

千年的歷史，由以往的煉土煉鋼，神農氏嚐百草，一直到現在藉由科學發展，合成萃取、分析、做成各式劑型，

我們學習著前人們的成果，嘗試與新的科技結合，努力做出或改善藥品，大家都是為了世界再盡一份自己的心

力。

在實驗室忙碌的日子裡，這次的出遊像點綴生活的小確幸，最後非常感謝校友會及所學會，促成這次春遊的最

大功臣，舉辦了這個活動，不僅聯繫師生的感情，也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出來走走，感受一下陽光及最初的自己，

找回再出發的動力。

2019 藥學院宜蘭春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