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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周蕙萱 (41屆) 100,000

吳維修 (28屆) 3,000(認捐10.8萬，
分3年)

03.02 張琳巧 (45屆) 5,000

03.27 高素勤 (11屆) 1,000,000(認捐500萬，
分5年)

03.28 林芳如 (45屆) 50,000

04.01 何見識 (13屆) 1,000,000

黃江隆 (12屆) 24,000

曾祖發 (12屆) 40,000

王有章 (12屆) 15,000

鍾華珍 (12屆) 15,000

郭佩華 (12屆) 15,000

陳俊猷 (12屆) 20,000

郭槐秋 (12屆) 30,000

林麗真 (12屆) 30,000

周周蓉 (12屆) 100,000

姜家慧 (12屆) 15,000

王畹香 (12屆) 16,000

李慶三 (12屆) 20,000

蔡養真 (12屆) 24,000

管希良 (12屆) 16,000

彭淑貞 (12屆) 20,000

04.08 梁永權  (14屆) 100,000

蔡玲婉  (14屆) 50,000

黃淑慧 (2屆) 10,000

王貞予 (51屆) 20,000

05.13 王欽水 (15屆) 250,000

鄭開發 (15屆) 250,000

05.15 第9屆系友 (9屆)  HKD 50,000 

李永光 (22屆)  HKD 28,000 

文鳳珠 (21屆) HKD 28,000

感謝捐款「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除以外幣標示外，一律以臺幣顯示已捐入之金額，惟不包含已認捐之部分)

感恩
與

認捐

2019.03
|

2019.08

顏學雄 (8屆)  USD 2,000 

陳姮君 (23屆)  USD 500 

霍錦福 (12屆)  USD 200 

林睦鳥 (12屆)  USD 500 

蒲舜華 (19屆)  USD 100 

王麗娟 (12屆) USD 1,200

05.17 趙莉娟 (22屆) 50,000

05.21 朱茂男 (12屆) 300,000

05.28 麥鳳儀 (14屆) 3,000

05.31 許秋琦 (9屆) 50,000

莊俊三 (9屆) 50,000

劉政吉 (9屆) 10,000

張英俊 (9屆) 10,000

黃文華 (9屆) 10,000

練進興 (9屆) 10,000

06.04 林君榮 教師 35,000

06.12 黃耀欽 (37屆) 5,000(認捐9.5萬，
分19期)

06.13 陸石堅 (6屆) 10,000

06.14 蕭斐元 教師 50,000

06.21 錢永固 (14屆) 18,000

06.25 駱麗婷 (20屆) 200,000

07.02 譚小仲 (19屆)  USD 25,000 

彭武見 (9屆)  USD 5,000 

王徐蓁 (21屆)  USD 1,000 

廖為誠 (21屆)  USD 1,000 

周翠芬 (43屆)  USD 1,000 

張麗亞 (13屆)  USD 10,000 

臺大之友 (44屆)  USD 1,000 

張美芳 (33屆)  USD 33,000 

鄧楹穎 (48屆)  USD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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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 張育珠 (14屆)  USD 10,000 

鄧慶齡 (27屆)  USD 10,000 

葉蓁蓁 (28屆)  USD 5,000 

李伉雯 (30屆)  USD 4,000 

陳秀合 (9屆)  USD 500 

顧繼慈 (24屆)  USD 1,000 

李華林 (1屆)  USD 250,000 

07.03 臺大之友 10,000

07.05 李孝信 (12屆) 30,000

07.12 洪美瑱 (18屆) 10,000

07.15 廖愛梅 (13屆) 44,800

何麗英 (13屆) 31,500

林凱春 (13屆) 31,500

吳翠柳 (13屆) 63,000

王瑾學 (13屆) 63,000

曾苑文 (13屆) 63,000

許照惠 (13屆) 103,500

周仁德 (13屆) 44,800

施雲娥 (13屆) 31,500

羅麗華 (13屆) 31,500

何見識 (13屆) 44,800

陳錫聰 (13屆) 16,000

許章賢 (13屆) 431,100

07.16 蕭德貞 (31屆) 50,000

07.24 臺大之友 2,000

07.30 王秀美 (14屆) 100,000

08.02 曾滄濱 (R69) 10,000

龔麗蘋 (24屆) 10,000

08.06 臺大之友 (34屆) 10,000

梁啟銘 (14屆)  USD 17,458.27            

08.20 朱光平 (9屆) USD 1,000

臺大之友 (20屆) USD 50 

洪子琇 (25屆)  USD 1,000                 

劉麗雲 (20屆)  USD 500                        

臺大之友  USD 1,000                     

吳載相 (11屆)  USD 1,000                     

田之琰 (20屆)  USD 2,000                     

臺大之友  USD 100                        

黃梅蒂 (9屆)  USD 2,000                     

簡多惠 (6屆)  USD 1,000                     

莊德茂 (10屆)  USD 500                        

劉玲蕙 (10屆)  USD 500                        

陳惠芳 (15屆)  USD 1,000                     

陳佩萱 (9屆)  USD 2,000                     

陳宏榮 (3屆)  USD 100                         

臺大之友 (28屆)  USD 2,000                     

徐徐楨 (28屆)  USD 2,000                     

洪淑卿 (14屆)  USD 2,000                     

黃德行 (9屆)  USD 1,000                     

莊柯蕙香 (2屆)  USD 500                        

鄭金蘭 (18屆)  USD 50,000                  

段秀琳 (16屆)  USD 1,000                     

彭武見 (9屆)  USD 2,500                     

王碧霞 (14屆)  USD 1,200                     

柯素雅 (14屆)  USD 1,000                     

程為曼 (14屆)  USD 800                        

蕭方淑蓉 (14屆)  USD 2,000                     

陳秀合 (9屆)  USD 1,500                     

冉榆平 (22屆)  USD 500                        

趙淑珍 (24屆)  USD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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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陳昭姿 (23屆) 1,000 非處方藥

04.16 黃耀欽 (37屆) 1,000 社區藥局概論

05.01 林美杏 (45屆) 333 APPE實習

05.08 林美杏 (45屆) 1,500 藥物治療學乙

05.24 陳瓊雪 (1屆) 1,500 進階社區藥局實習

06.20 楊玲華 (31屆) 1,000 社區藥局實習訪視

                        感謝婉謝授課鐘點費

05.24 李顯達 (26屆) 30,000 *藥園

06.01 北美藥學校友會 201,000 *撥穗典禮獎項

06.03 黃秀美 (19屆) 1,000

 吳力人 臺大藥學之友 200

感謝捐款「臺大藥學發展專款」、「臺大藥學活動專款」 

感謝灌溉與守護

您的支持是
母系成長、茁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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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景康基金會臺大藥學發展專款
運用說明

感謝各位系友對臺大藥學發展的支持。本專款經費來源為 50、60 週年系慶結餘款及一般捐款，去 (107) 年度

共支出 244 萬餘元，分別運用於下列項目：

 

一、藥學教育：112 萬元

舉辦超過 20場師生座談、藥學系發展會議、專題講座；補助超過 250 人次非本院區編制教師授課鐘點費；

國際交流方面，辦理多場國際藥學教育交流活動、補助 7名學生至美國與新加坡實習、補助 3名教師代表

本院出席國際研討會，及教師與北美校友會交流等。

 

二、藥學活動及學術研究獎勵：41 萬元

補助大學部對外活動，如藥學營、大藥盃、藥週及藥夜；補助大學部學生 4人次國外活動；獎助研究生 7

篇論文及 1人出席國內外研討會；補助 1名教師出國開會，及撥穗典禮等院級活動。以鼓勵學生參與課外

活動、獎勵學術研究提升級支持院級活動進行。

 

三、人事費：80 萬元

補助超過 40 人次，包括校友會秘書部份薪資、藥學院副主管加給、以及院辦人員工作津貼等。對於協助

藥學院內各項行政事務、輔助教學、臨床實習及校友會業務推廣有很大助益。

 

四、清寒救助及獎學金：11 萬元

協助 4名學生的短期生活問題，以及 9名優良學生獎勵金。

80萬 (33%)

112萬 (46%)

41萬 (17%)

11萬 (4%)

人事費

藥學教育

藥學活動及學術研究獎勵

清寒救助金/獎學金



「臺大藥學發展專款」認捐同意書 

募款說明 

感謝校友長期給予母系的支持與協助，臺大藥學發展專款為興建藥學大樓、籌備藥學院、改善並擴

充教學研究軟硬體、資助學術演講及研討會、獎助學生參與研究及進修考察等之配合款。目前專款來源

為 50、60 週年系慶募捐所得之剩餘款，母系的未來需要您持續地鼎力襄助，期望您能慷慨解囊及長期小

額捐款，以裨益母系的發展蒸蒸日上。 
 

 捐款款項將由「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開立收據俾利捐款人節稅及徵信 

 敬請填妥下表後，以傳真或郵寄等方式交予臺大藥學系以憑辦理 

 連絡人：臺大藥學系 陳雅雯小姐 

電話：（02）3366-8744   傳真：（02）2391-9098   地址：100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 

 

認捐資料  

歡迎使用信用卡分期捐款。每月小額捐款，您不會覺得負擔，母系月月感受您的愛心 
 

 姓名                 如為本系校友，屆數       屆或入學年度        學年度 

 電話：                   郵寄收據地址：                                  

 同意捐款金額：NT$                        身份證字號：                    

 捐款方式 

    □一次繳清，採用：  

         □匯款，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八德分行(013 0774) 帳號：077-03-500815-5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信用卡，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見下頁） 

    □分期繳付，預計於    年    月始至    年    月止每    個月捐助 NT$         

       1.限用信用卡方式捐款，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見下頁) 

       2.若使用信用卡捐款，信用卡中心將收取 2.5%手續費，景康則收到捐款金額的 97.5% 
 

 

       本人同意上述捐款，簽名：                  

---------------------------------------------------------------------------------- 

請摺線後寄回或直接傳真至(02)2391-9098 

 

 

10050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33 號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收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 

 

                                                         NO： 

捐款人姓名  
臺大藥學系所 

屆數或畢業年度 

（非系友者本欄免填） 

電  

話 

住家  傳  

真 

住家  

公司  公司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持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 

□美國運通卡   □聯合信用卡 

□JCB 

銀行

名稱
 

信用卡號  
有效

期限
西元    年   月 

捐款方式 

□本人願意捐款一次新台幣                 元整 

□本人願意每     個月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款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捐款收據：□年底一併開立寄達   □按月開立寄達 

收據抬頭   □同捐款人 □如不同請寫： 

郵寄收據地址   □同通訊地址 □如不同請寫： 

備註： 

請以正楷填覆每攔項目，並請傳真或寄回表格 

，我們將開立景康基金會捐款收據予您 

持卡人請簽名：（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授
權
碼 

（捐款人本欄免填） 

1. 使用信用卡捐款，信用卡中心將收取 2.5%手續費，景康則收到捐款金額的 97.5% 

2. 本表格請寄回或傳真予臺大藥學系 

 連絡人：陳雅雯小姐 

傳真：（02）2391-9098   電話：（02）3366-8744   

地址：100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 臺大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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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藥學發展專款」認捐同意書 

募款說明 

感謝校友長期給予母系的支持與協助，臺大藥學發展專款為興建藥學大樓、籌備藥學院、改善並擴

充教學研究軟硬體、資助學術演講及研討會、獎助學生參與研究及進修考察等之配合款。目前專款來源

為 50、60 週年系慶募捐所得之剩餘款，母系的未來需要您持續地鼎力襄助，期望您能慷慨解囊及長期小

額捐款，以裨益母系的發展蒸蒸日上。 
 

 捐款款項將由「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開立收據俾利捐款人節稅及徵信 

 敬請填妥下表後，以傳真或郵寄等方式交予臺大藥學系以憑辦理 

 連絡人：臺大藥學系 陳雅雯小姐 

電話：（02）3366-8744   傳真：（02）2391-9098   地址：100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 

 

認捐資料  

歡迎使用信用卡分期捐款。每月小額捐款，您不會覺得負擔，母系月月感受您的愛心 
 

 姓名                 如為本系校友，屆數       屆或入學年度        學年度 

 電話：                   郵寄收據地址：                                  

 同意捐款金額：NT$                        身份證字號：                    

 捐款方式 

    □一次繳清，採用：  

         □匯款，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八德分行(013 0774) 帳號：077-03-500815-5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信用卡，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見下頁） 

    □分期繳付，預計於    年    月始至    年    月止每    個月捐助 NT$         

       1.限用信用卡方式捐款，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見下頁) 

       2.若使用信用卡捐款，信用卡中心將收取 2.5%手續費，景康則收到捐款金額的 97.5% 
 

 

       本人同意上述捐款，簽名：                  

---------------------------------------------------------------------------------- 

請摺線後寄回或直接傳真至(02)2391-9098 

 

 

10050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33 號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收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臺大藥學發展專款專用 

 

                                                         NO： 

捐款人姓名  
臺大藥學系所 

屆數或畢業年度 

（非系友者本欄免填） 

電  

話 

住家  傳  

真 

住家  

公司  公司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持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 

□美國運通卡   □聯合信用卡 

□JCB 

銀行

名稱
 

信用卡號  
有效

期限
西元    年   月 

捐款方式 

□本人願意捐款一次新台幣                 元整 

□本人願意每     個月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款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捐款收據：□年底一併開立寄達   □按月開立寄達 

收據抬頭   □同捐款人 □如不同請寫： 

郵寄收據地址   □同通訊地址 □如不同請寫： 

備註： 

請以正楷填覆每攔項目，並請傳真或寄回表格 

，我們將開立景康基金會捐款收據予您 

持卡人請簽名：（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授
權
碼 

（捐款人本欄免填） 

1. 使用信用卡捐款，信用卡中心將收取 2.5%手續費，景康則收到捐款金額的 97.5% 

2. 本表格請寄回或傳真予臺大藥學系 

 連絡人：陳雅雯小姐 

傳真：（02）2391-9098   電話：（02）3366-8744   

地址：100 台北市林森南路 33 號 臺大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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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在夙昔
臺大藥學系自 1953 年成立至今，歷經一甲子的歲月洗禮，邁入第 65 年。

當年創系的孫雲燾及顧文霞教授，留下的典範對後進影響深遠。

最美麗的花朵，都是從發芽開始的；越過眼前的山峰，才能看到浩瀚的風景。橫跨半世紀的足跡與歷程，我們不但培育
出服務於全球藥界產官學各方面的眾多人才，也為臺灣全民用藥安全奠定了基礎。

而自第一屆系友接任系主任開始，後繼者以熱忱不倦之心，相繼接棒為藥學系 ( 包括臺大醫院藥劑部 ) 作育英才、研究
奉獻。

一甲子的播種與深耕，臺大藥學系經由眾多系友暨老師的共同努力及通力合作下，在 2013 年成立「藥學專業學院」，
為臺大藥學教育研究的發展標誌了嶄新的里程碑。

變遷與新象
矗立於臺北市林森南路上的水森館，是臺大藥學專業學院延續弦音的新舞台，這棟專屬建築為系友許照惠 ( 第十三屆 )
的慷慨捐贈，以及時任系主任的陳基旺教授，在校內多方積極奔走，才能夠順利完成。

水森舘內一樓有一個屬於全體系友回憶的「雲燾迴廊」，經第一任藥學院院長顧記華 ( 第三十四屆 ) 與陳瓊雪教授 ( 第
一屆 ) 籌劃，由北美校友會傾力支持捐贈所建立的。

迴廊兩端，隔著迤邐的時代，收錄了我們過去的歷史，與孫教授留給大家的珍貴藥學文物、墨寶、藝術品與親筆文件，
是全體系友返臺時，值得造訪與回憶大學歡樂時光的溫馨所在。

歲月的號角持續鳴響，「藥學專業學院」第二個甲子承先啟後的樂章正將啟奏。現任業學院院長─第三十七屆的沈麗娟
教授，年輕有為、熱心奉獻，全力以赴地為藥學院邁入下一個里程碑而努力不懈！她現在帶領著 28 位老師於學院內薪
火相傳，從基礎藥學研究到臨床藥學教育，繼續肩負著領導臺灣藥學教育的任務！

歷久而彌新
臺大藥學人每一代的師生，對於未來的著力與願景，有的已然成真，成為現今啟航的軌跡；有的正在弦上，初露鋒芒；
或幾經奔走而曲折不撓。

有時候，我們會雀躍於擁有的榮耀；有時候，我們也會嗟嘆目標的遺珠；在來來往往的年輕容顏變換，在走過的足跡
與未實現的旅行地圖，重重疊疊交織而成的故事，才是一個學校真實生命的全部。
 
早年臺大藥學教育的系友們，如今「已經」或是「漸漸進入」退休的年齡，也將各個領域崗位上的責
任交給了年輕世代。剛開始進入職場的年輕系友，正在打拼創造自己的一片天地，更希望有機會能
接棒傳承。

永恆的約定
臺大藥學的榮耀與使命需要傳承，藥學院需要永續發展，需要校友們的持續支持與協助。因此，
我們樂意支持成立「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期望該計畫在 2 年內可以募集到 7.5 億臺幣，
作為臺灣大學永續基金的本金，以每年 4% 固定收益得孳息來協助支應藥學院永續發展所需的
經費，以繼續為藥學教育、培育人才積極貢獻。 

此計畫由系友發起，是我們全體 60多屆系友可以鼎力支持與配合，並積極參與的一個大好機會，
一元也珍貴百元不嫌少，您的每一分貢獻藥學院都將永續受惠，期待本計畫目標能順利達成，
讓母系站上更高舞台，為藥學更加發光發熱，期待我們藥學院—明天會更好！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計畫系友工作小組 : 
王在斌，方承猷，吳    晉，李德義，香偉燦，
張俊博，許中強，許章賢，梁啟銘，湯丹霞，
黃文鴻，黃秀美，謝汝明，劉主成 
(依姓氏筆劃排序 )

以上為臺大藥學校友會、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
歷次 10 周年慶籌備會、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代表

瞭解本計畫：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tw/sopPage.php?&myrub=donation#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計畫
Project LEAPNTU

Lead, Excel, Aspire, Pharmacy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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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承，是臺大藥學院目前正積極推動的大事—如何將 65 年來的榮耀化為使命並傳承下去。我們堅持與傳承的是 :
「培育卓越人才、
力行創新研究、
服務社會人群、
及奉獻領導藥界」

因為相信，所以堅持；因為堅持，所以實踐「我國藥學事業尚未建立鞏固基礎，外來潮流之沖激力甚大；吾人需要立
定腳跟後，速建立較為完備之藥事制度，以發揚光大藥學事業。欲求藥學發展，當守重藥學教育」。這是孫雲燾教授
於 1984 年「藥學教育濟世惠民任重道遠」中的高瞻遠見。

相較 1984 年，雖然我們前進不少，系友們的堅定信念與努力成功創造了臺灣醫藥分業的年代，使「藥師」成為受尊
敬的專業；促進了生技製藥產業蓬勃發展，並以創新研究成果享譽國際。

我們也成立了專業學院並有了自己的家—水森舘，這些都是臺大藥學系友與老師們共同努力下的辛苦結晶，我們非常
珍惜這些榮耀與貢獻，我們更極力思索如何發揚它，讓全民享受我們臺大藥學的果實，享受健康福祉。

多元社會的「難為」、「仍有可為」與「為所應為」
於此同時，我們有強烈的危機感，因為大環境動盪下，教育資源被分散削弱，在湍流中我們極力想前進，卻踩不到堅
實踏板。即使如此，我們絕不放棄藥學教育的使命，甚至承擔起掌舵者的重責，引航著臺灣藥學教育持續向前。

因應臺灣快速老年化社會，十年前開始，我們的藥學教育改革已漸收成效，為臺灣的臨床藥學及藥事服務奠定重要根
基。

在邁入第二個甲子的此時，我們也極力思索如何載譽著第一個甲子的榮耀，因此，我們更極力精進藥學產業課程，以
培育出臺灣最優秀的業界人才：

追逐與建築—多面向的藥學專業與產業；
原點與串流—進階藥學實習的深度與廣度；
傳承與推手—藥學核心教育價值的承諾；
傾聽與展望—培育開放融合的藥學專業學院。

只有時空，沒有距離
今天，「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計畫」就是在教育資源弱化中的一塊堅實踏板，我們將穩穩地以它為堅石、以它為推
力，成立獨立藥學院來完備理想藥學教育體制，補實堅強師資，為藥學產業培育出最優秀人才。

為達成使命，仍有一段距離要努力，然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只要把握正確的方向邁出第一步，即使路途遙遠、
所需時間漫長，終能到達目標。此刻，正是我們應全力、齊心齊力航向目標的階段。

眾志成城，責無旁貸
過去，藥學系師長們都立下良好典範，對於後進提攜不遺餘力，我們都願意效法孫雲燾教授的精神，成為臺大
藥學永遠的藥園丁，繼續照顧及灌溉藥學的成長與茁壯。

我一直以孫教授名言「藥能壽世，學以惠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藥學教育濟世惠民，任重道遠」作為座
右銘鞭策自己，同時在所有師長及系友的指導與協助下，因應藥學教育改革及變化，在關鍵時刻積極領航臺大
藥學迎向獨立藥學院的建構發展，網羅一流師資，善用臺灣最優秀的學生及傑出畢業校友的優勢，啟程藥學院

的兩大核心航向。

其一，培育新世代藥師不僅具備藥事服務的專業，更有藥物製備、控管、使用及確保療效的專才；其二，深耕新藥開
發及轉譯醫藥研究領域，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團隊。

臺大藥學
我們的

灌溉與守護

樹

瞭解計畫、捐款方式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院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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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1953年成立的臺大藥學系是臺灣第一個藥學系，承繼一甲子的榮耀，在面對新世紀的挑戰、教育資源被

分散削弱的今日，為確保長期競爭優勢，建立三大目標作為發展略規劃，以期達成具國際聲望的藥學教

育及學術研究重鎮之願景。

在熱心系友的建議及協助下，2018在臺灣大學成立永續發展基金(sustainable endowment fund)，並正

式啟動「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募款計畫，期望2020年前可以募集到臺幣七億五千萬元(US 25

million)作為本金放入臺灣大學永續基金運作，以固定4%孳息、每年臺幣三千萬元，來協助支應本院永

續發展所需的經費，以繼續為藥學教育、培育人才積極貢獻。

三
大
目
標

三
大
目
標

支持高階人才培育支持高階人才培育

優化精進教研環境優化精進教研環境

擴展國際合作及知名度擴展國際合作及知名度

開發與國際知名藥學大學相關領域研究合作及共同培養研究人才

獎助博士後研究人力

延聘新進教師

獎助講座教授聘任

支援教學、研究與行政

建置核心研究平台

支持海外國際知名學校臨床實習

補助教師及研究團隊參與重要領域國際會議

定期舉辦國際會議

發展策略規劃方案發展策略規劃方案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 教研經費嚴重偏低。臺大校方分配經費20年不變，總體教育經費相較去年減少40%。

• 延聘國內外頂尖學者時居於劣勢。受限於政府對公立大學在經費運用及人才聘任制度

 教師薪資偏低，國外為2.6~4.1倍

 創始經費低，UCSF 為 12.5倍

 研究經費爭取不易，主要來自政府(科技部)，總經費僅為 UCSFSP 2%

• 博士班研究生招生狀況堪慮，大環境嚴重影響研究能量不利長期發展。

• 教師及學生比例偏低。密西根大學1.8倍，中國著名大學1.4~1.9倍。

• 職員與教師比例偏低。為國外頂尖大學之 57%~14%，甚至缺乏博後研究人力。

為什麼需要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不一樣的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 以往捐款如歷次藥學10週年慶籌備會募款，或有指定用途的捐款，用盡後就需要再募款。

• 永續基金之母金(臺幣7.5億元)不動支，僅使用每年孳息的4%孳息(臺幣三千萬元)，故永

續基金十年、百年都在運作。

• 永續基金經費使用受臺大、本院管理委員會基金管理及監督，確保永續發展。

如何加入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台灣校友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tw/so
pPage.php?&myrub=donation#

2. 依捐款方式(匯款/信用卡)填
寫捐款單

3. 回傳捐款單予本校財務管理處

4. 財務管理處與捐款人聯繫

由學校開立的正式收據可抵

台灣、美國稅額

美國校友如何加入?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
tw/sopPage.php?&myrub
=donation#

2. 填寫捐款單

3. 填寫支票

4. 照相捐款單及支票

5. 寄發捐款單及支票

6. Email通知

捐款單上一定要勾
FN107029 School 
of Pharmacy
Endowment Fund 
Account

支票備註一定要加FN107029

捐款單、支票寄送予NTUADF管
理人黃慶鍾醫師

電 郵 通 知 捐 款 單 位
(NTUADF)、北美台大
藥學校友財務、台大藥
學校友會
NTUADF@GMAIL.COM
JYANGR@GMAIL.COM
NTURXP@NTU.EDU.TW

海外校友如何加入?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tw/sop
Page.php?&myrub=donation#

2. 依捐款方式(匯款/信用卡)填寫
捐款單

3. 回傳捐款單予本校財務管理處

4. 財務管理處與捐款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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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1953年成立的臺大藥學系是臺灣第一個藥學系，承繼一甲子的榮耀，在面對新世紀的挑戰、教育資源被

分散削弱的今日，為確保長期競爭優勢，建立三大目標作為發展略規劃，以期達成具國際聲望的藥學教

育及學術研究重鎮之願景。

在熱心系友的建議及協助下，2018在臺灣大學成立永續發展基金(sustainable endowment fund)，並正

式啟動「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募款計畫，期望2020年前可以募集到臺幣七億五千萬元(US 25

million)作為本金放入臺灣大學永續基金運作，以固定4%孳息、每年臺幣三千萬元，來協助支應本院永

續發展所需的經費，以繼續為藥學教育、培育人才積極貢獻。

三
大
目
標

三
大
目
標

支持高階人才培育支持高階人才培育

優化精進教研環境優化精進教研環境

擴展國際合作及知名度擴展國際合作及知名度

開發與國際知名藥學大學相關領域研究合作及共同培養研究人才

獎助博士後研究人力

延聘新進教師

獎助講座教授聘任

支援教學、研究與行政

建置核心研究平台

支持海外國際知名學校臨床實習

補助教師及研究團隊參與重要領域國際會議

定期舉辦國際會議

發展策略規劃方案發展策略規劃方案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 教研經費嚴重偏低。臺大校方分配經費20年不變，總體教育經費相較去年減少40%。

• 延聘國內外頂尖學者時居於劣勢。受限於政府對公立大學在經費運用及人才聘任制度

 教師薪資偏低，國外為2.6~4.1倍

 創始經費低，UCSF 為 12.5倍

 研究經費爭取不易，主要來自政府(科技部)，總經費僅為 UCSFSP 2%

• 博士班研究生招生狀況堪慮，大環境嚴重影響研究能量不利長期發展。

• 教師及學生比例偏低。密西根大學1.8倍，中國著名大學1.4~1.9倍。

• 職員與教師比例偏低。為國外頂尖大學之 57%~14%，甚至缺乏博後研究人力。

為什麼需要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不一樣的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 以往捐款如歷次藥學10週年慶籌備會募款，或有指定用途的捐款，用盡後就需要再募款。

• 永續基金之母金(臺幣7.5億元)不動支，僅使用每年孳息的4%孳息(臺幣三千萬元)，故永

續基金十年、百年都在運作。

• 永續基金經費使用受臺大、本院管理委員會基金管理及監督，確保永續發展。

如何加入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台灣校友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tw/so
pPage.php?&myrub=donation#

2. 依捐款方式(匯款/信用卡)填
寫捐款單

3. 回傳捐款單予本校財務管理處

4. 財務管理處與捐款人聯繫

由學校開立的正式收據可抵

台灣、美國稅額

美國校友如何加入?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
tw/sopPage.php?&myrub
=donation#

2. 填寫捐款單

3. 填寫支票

4. 照相捐款單及支票

5. 寄發捐款單及支票

6. Email通知

捐款單上一定要勾
FN107029 School 
of Pharmacy
Endowment Fund 
Account

支票備註一定要加FN107029

捐款單、支票寄送予NTUADF管
理人黃慶鍾醫師

電 郵 通 知 捐 款 單 位
(NTUADF)、北美台大
藥學校友財務、台大藥
學校友會
NTUADF@GMAIL.COM
JYANGR@GMAIL.COM
NTURXP@NTU.EDU.TW

海外校友如何加入?
1. 表單下載：藥學院官網

http://sp.mc.ntu.edu.tw/sop
Page.php?&myrub=donation#

2. 依捐款方式(匯款/信用卡)填寫
捐款單

3. 回傳捐款單予本校財務管理處

4. 財務管理處與捐款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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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不嫌少，萬元也珍貴 
您的每一分貢獻藥學院都將永續受惠 

您的鼎力支持讓藥學院明天會更好！ 

一同響應

百分百 

臺大藥學人活動

70 
30 

百分百 

畢業系友屆數 以上
參與 屆以上

每屆系友 以上
參與 人以上

畢業系友全數參與

進行中的 

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 

資料日期： 07/25/2019 

捐款單(抵免臺灣稅款適用)       

基本資料 
姓名* / 
機構名稱 * 

 
生    日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民國 101年度起填寫可簡化捐贈者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 

聯絡方式 * 電話：(   )           傳真：(   )             行動電話：       -       
通訊地址 * □□□□□ 
電子信箱 *  
身    分 * □ 校友，民國       年                        系/所 畢業 

□ 教職員工  □ 學生家長  □ 社會人士  □ 企業團體  □其他                  
服務單位  職    稱  
收據資料 * 
 

抬頭名稱：□ 同姓名 □機構名稱 
寄送地址：□ 同通訊地址 

□其他抬頭名稱                                  
□其他寄送地址                                  

*捐款可 100%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扣除。    
捐款項目* 

捐款用途 □ FN107029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專款 
NTU School of Pharmacy Endowment Fund Account                                                                                                                                                                                                                              

 
定期捐款 

 
□ 信用卡傳真刷卡 

(手續費為 2%) 

□每月/ □每年捐款新臺幣          元整，並請協助填寫下方信用卡持卡人資料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扣款          次 

每月捐款者  □於年底一次寄發當年每月開立之收據   □於每次開立收據後當月寄發 
每年捐款者，本處將於當月開立收據後立即寄發 

□ 帳戶定期轉帳捐款 請至 http://goo.gl/LB3hHN下載授權書，或與我們聯繫，將為您提供個別服務。 

單筆捐款 
□ 信用卡傳真刷卡 

(手續費為 2%)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並請協助填寫下方信用卡持卡人資料 
持卡人姓名   授權碼                   (由本校填寫) 

卡別 □ VISA  □ MasterCard   □ JCB  □ NCCC  

卡號           -          -          -           

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20     年     月 
□ 信用卡線上刷卡 

(手續費為 1.83%) 
*如欲使用信用卡線上刷卡，請至臺大捐贈網站 https://giving.ntu.edu.tw進行線上填寫及
刷卡手續。 

□ 銀行匯款或 
   ATM轉帳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玉山銀行營業部」(代號：808)；戶名「國立台灣大學 427專戶」；
帳號「0015951000058」。請填妥本單後，連同匯款收據或轉帳明細表傳真、郵寄或掃描後 email
至本校財務管理處。 

□ 現金或支票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抬頭「國立臺灣大學」或「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支票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請填妥本單後，連同現金或支票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財務管理處。 

□ 郵政劃撥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戶名「國立臺灣大學」；帳號「17653341」； 
請於通訊欄或備註欄上填寫捐款資訊。 

公開徵信*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助金額及項目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可公開（預設）   □網站或刊物上匿名，但可讓受贈單位知悉   □完全匿名 

刊物寄發* 
感謝您的捐款，我們將寄發「臺大校友雙月刊」給您 (欲取消訂閱或轉訂閱電子雙月刊請來電或來信告知，謝謝!) ： 

我想收到  □電子雙月刊  □紙本雙月刊  □我不想收到雙月刊  □我已經有訂閱，請勿重複寄發。   
臺灣大學財務管理處 電話: 02-33669799  傳真: 02-33669766  地址: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finance/index.htm         電子郵件信箱: ntufinance@ntu.edu.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傳真或寄至本校財務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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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不嫌少，萬元也珍貴 
您的每一分貢獻藥學院都將永續受惠 

您的鼎力支持讓藥學院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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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用途 □ FN107029臺大藥學發展永續基金專款 
NTU School of Pharmacy Endowment Fund Account                                                                                                                                                                                                                              

 
定期捐款 

 
□ 信用卡傳真刷卡 

(手續費為 2%) 

□每月/ □每年捐款新臺幣          元整，並請協助填寫下方信用卡持卡人資料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扣款          次 

每月捐款者  □於年底一次寄發當年每月開立之收據   □於每次開立收據後當月寄發 
每年捐款者，本處將於當月開立收據後立即寄發 

□ 帳戶定期轉帳捐款 請至 http://goo.gl/LB3hHN下載授權書，或與我們聯繫，將為您提供個別服務。 

單筆捐款 
□ 信用卡傳真刷卡 

(手續費為 2%)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並請協助填寫下方信用卡持卡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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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有效期限 西元 20     年     月 
□ 信用卡線上刷卡 

(手續費為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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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玉山銀行營業部」(代號：808)；戶名「國立台灣大學 427專戶」；
帳號「0015951000058」。請填妥本單後，連同匯款收據或轉帳明細表傳真、郵寄或掃描後 email
至本校財務管理處。 

□ 現金或支票 新臺幣______________元整；抬頭「國立臺灣大學」或「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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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通訊欄或備註欄上填寫捐款資訊。 

公開徵信*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助金額及項目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可公開（預設）   □網站或刊物上匿名，但可讓受贈單位知悉   □完全匿名 

刊物寄發* 
感謝您的捐款，我們將寄發「臺大校友雙月刊」給您 (欲取消訂閱或轉訂閱電子雙月刊請來電或來信告知，謝謝!) ： 

我想收到  □電子雙月刊  □紙本雙月刊  □我不想收到雙月刊  □我已經有訂閱，請勿重複寄發。   
臺灣大學財務管理處 電話: 02-33669799  傳真: 02-33669766  地址: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finance/index.htm         電子郵件信箱: ntufinanc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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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utegravir/rilpivirine

JULUCA 為 ViiV Healthcare 公司集團所有或取得授權。 
©2018 年 ViiV Healthcare 公司集團或其授權人版權所有。                         北市衛藥廣字第108080286號

Moving forward with less
提供處方於病毒學抑制之HIV患者 

•  首創之雙藥複方單錠療法，展現核心藥物 dolutegravir 的

   強力藥效 

• 第 148 週時仍能維持不劣於傳統三藥療法的病毒抑制療效1,2

HIV 治療新紀元就從今天開始

參考文獻：1. Llibre JM et al. Lancet. 2018. doi:10.1016/s0140-6736(17)33095-7.  2. van 
Wyk et al. BHIVA 2019; Bournemouth, UK. Poster P008

製作日期：2019年6月 

不良事件通報程序：若有不良事件可通報至葛蘭素史克藥廠；通報電話: (02) 23126836
通報網址: oax40892@gsk.com

聲明：詳細處方資訊備索
公司名稱：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台灣分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6 號 24 樓

JULUCA適用於符合以下所有情況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1 (HIV-1)感染症成人病人，替代其現行全部抗反轉錄病毒處方治療： 

(1)現行抗反轉錄病毒處方治療劑量維持穩定且達到病毒學抑制效果(HIV-1 RNA <50 copies/mL)持續至少六個月，(2)過去無治療失敗病史，(3)對本品的
兩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成分，皆無已知或疑似之抗藥性。

SWORD 試驗中使用的 DTG 50 mg + RPV 25 mg（與 JULUCA 具有生物等效性） 

PM-TW-DGR-JRNA-190001

處方資訊 
Juluca  (Dolutegravir 50mg/Rilpivirine 25mg) film-coated tablets 滋若愷膜衣錠

開立處方前請先參閱產品仿單
適應症或用途:　
JULUCA適用於符合以下所有情況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1 (HIV-1)感染症成人病人，替代其現行全
部抗反轉錄病毒處方治療：(1)現行抗反轉錄病毒處方治療劑量維持穩定且達到病毒學抑制效果 
(HIV-1 RNA <50 copies/mL)持續至少六個月；(2)過去無治療失敗病史；(3)對本品的兩種抗反轉
錄病毒藥物成分，皆無已知或疑似之抗藥性 ; 劑量與投藥方式：每日一次隨餐服用一錠 ; 禁忌症：先
前曾對dolutegravir或rilpivirine產生過敏反應的病人，接受Dofetilide、Carbamazepine、 
Oxcarbazepine、Phenobarbital、Phenytoin、Rifampin、Rifapentine、超過單一劑量以上的
Dexamethasone、質子幫浦抑制劑、聖約翰草(貫葉連翹)；警語及注意事項：過敏反應 : 如果出現
嚴重皮膚或過敏反應，應立即停用Juluca ; 在接受含dolutegravir或rilpivirine之療法，曾有發生
肝臟不良事件的病例報告，治療前即患有B型或C型肝炎或轉胺酶有明顯升高現象的病人，發生轉胺
酶升高或惡化之現象的風險可能會升高， 建議針對肝毒性進行監測。
胚胎-胎兒毒性：具生育力之女性在開始服用JULUCA前須進行驗孕，從受孕到懷孕第一孕期應避
免服用JULUCA ; 憂鬱疾患: 對出現嚴重憂鬱症狀的病人，應立即進行評估 。
因藥物交互作用而發生不良反應或風險 : JULUCA的療效喪失，並可能引發抗藥性 ; 高劑量
rilpivirine已證實會延長心電圖中的QTc間期，當與已知有誘發尖端扭轉型室性心搏過速(Torsade 
de Pointes)風險的藥物併用時，應考慮改用JULUCA的替代藥物 ; 其他藥品交互作用: 制酸劑（如
氫氧化鋁、氫氧化鎂、碳酸鈣）應於服用制酸劑的4小時前或6小時後投予JULUCA ; Metformin：
每日總劑量限制於1,000毫克，建議在開始併用及停用JULUCA之後進行血糖監測 ; 在與rifabutin
併用期間，應於每日額外再加上一顆25毫克的rilpivirine與JULUCA一起隨餐服用 ; H2接受體拮抗
劑：應於服用H2接受體拮抗劑的至少4小時前或12小時後投予JULUCA ; Macrolide類抗生素 : 可
能的話，應考慮改用替代藥物如azithromycin ; 含有多價陽離子(如鎂或鋁)的藥物: 應於服用含有
多價陽離子之藥物的4小時前或6小時後投予JULUCA ; Methadone : 建議進行臨床監視，因為有
些病人可能須要調整methadone的維持治療劑量 ; 口服鈣和鐵補充劑，包括含有鈣或鐵的綜合維

他命: 應將JULUCA與含有鈣或鐵的補充劑隨食物一起服用，或是於服用這些補充劑的4小時前或6
小時後投予JULUCA ; 懷孕與授乳 : 具生育力之女性在開始服用JULUCA前須進行驗孕。因具有神經
管缺陷之潛在風險，具生育力之女性從受孕到懷孕第一孕期間應避免服用JULUCA ; 建議服用
JULACA之具生育力女性持續地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 ; 目前並不確知JULUCA或JULUCA中的個別
成分是否會出現於人類的乳汁、影響人類的乳汁生成作用、或是對餵哺母乳的嬰兒造成影響。對授
乳大鼠投藥時，dolutegravir與rilpivirine都會出現於乳汁中。由於餵哺母乳的嬰兒可能會被母親傳
染HIV-1、出現病毒抗藥性或發生不良反應，因此應囑咐母親在接受JULUCA治療期間不要餵哺母乳 
; 常見(≥2%)副作用: 腹瀉、頭痛、ALT上升、總膽紅素上升、高血糖、脂肪酶上升 ; 特殊族群: JULUCA
用於兒童病人的安全性與療效尚未確立 65歲(含)以上的受試者不足，因此無法確認其治療反應是否
和較年輕受試者不同 對輕度或中度腎功能不全(肌酸酐廓清率高於或等於30毫升/分鐘)的病人，並不
須調整劑量 ; 對重度腎功能不全(肌酸酐廓清率低於30毫升/分鐘)或患有末期腎病的病人，建議加強
針對不良反應的監測 ; 對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Child-Pugh評分為A或B)的病人，不須調整劑量，
目前並不確知重度肝功能不全的影響。

POM

JULUCA 為 ViiV Healthcare 公司集團的註冊商標
核准日期：2018年10月  衛部藥輸字第027514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