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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諮議委員會議

會議召集了近五十位的系友、教師，共同討論母系未來發展策略與方法，並

就「臺大藥學發展永續計畫」提出進度報告與未來規劃。管中閔校長在致詞

中表示感謝、歡迎對推進學校發展的作法，並持開放態度虛心聆聽建言及積

極期待框架之突破。

新陳醫藥基金會陳瑞龍教授創意講座暨研究獎助學金 -頒獎典禮

賀本系學生榮獲醫學院 107 學年度楓城利他獎

藥學二  莊琹涵   藥學三  陳健功   藥學四 陳詠暄
藥學五  鄭品慧   藥學六  郭志豪

08

12

13

16

28

賀本院獲醫學院107學年度「研究生優秀著作獎」暨「大學生學術研究獎勵」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師生參訪本院

得獎人 指導教授 系 /所 獎別

林佑諭 梁碧惠 藥學研究所 博士班佳作獎

范盛軍 楊家榮 藥學研究所 碩士班優等獎

翁琮昀 梁碧惠 藥學研究所 碩士班佳作獎

黃紹宜 蕭斐元 藥學系 學士班佳作獎

各屆聯絡人與院長有約

2019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臺大醫學院 122 週年院慶

藥。菓水森館特展開幕式

藝術家吳怡蒨女士利用藥品仿單、藥盒、藥罐、藥丸製成
當代藝術品，歡迎蒞臨水森館參觀

展       期：4月 16 日 (二 )～ 10 月 16 日 (三 )
地       點：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一樓大廳
開放時間：週一 ~週五 08:30~17:30

賀沈麗娟院長榮獲 USC 藥學院傑出校友

APR

MAR

暨師生榮譽榜

2019.03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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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紀

40 ￜ 藥 學 事 紀 ￜ

～



41ￜ 藥 學 事 紀 ￜ

02

08

17

18

31

英國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外賓參訪暨演講
講者： Prof. Khuloud T. Al-Jamal
講題： Rationale design of nanomedicines: from basics to 
       pre-clinical translation

講者： Dr. Julie Tzu-Wen Wang
講題： Filled and functionalised radioactive nanocapsules 
       towards targeted radiotherapy in vivo

美國 OSU(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郭培宣教授演講
講題： Advancement of the Field of RNA Nanotechnology    
      for Cancer Therapy

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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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

獎項 得獎者 指導教授

口頭報告

賴彥勳

博士後
梁碧惠

邵褀皓

臨藥碩士班
王繼娟

壁報論文

Drug Discovery

新藥探索組

鄭名哲

碩士班
張嘉銓

莊宇樸

博士班
梁碧惠

曹景琇

碩士班
梁碧惠

王奕錡

大   五
梁碧惠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生物藥學組

賴柏軒

碩士班
林君榮

Medicinal Biotechnology

醫藥生技組

游育婷

碩士班
楊家榮

Clinical Pharmacy

臨床藥學組

楊淳聿

大   六
林欣儀

黃紹宜

臨藥碩士班
蕭斐元

許庭瑄

臨藥碩士班
林淑文

徐孟楨

臨藥碩士班
林芳如

賀郭錦樺教授榮獲 2019 臺灣質譜學會青年學者研究獎

41ￜ 藥 學 事 紀 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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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院主辦「新藥開發專利佈局研討會暨案例討論工作坊」

Amgen首席科學家 Dr.Matt Hsu演講
講題：Biologics Drug Development-Clinical Pharmacology Perspectives

01

24

26

25

JUL

撥穗典禮

  

賀 2019 台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研討會得獎

美國愛荷華大學藥學院院長 Donald E.Letendre 來訪

JUN

得獎者 指導教授 獎  項
張竣凱  梁碧惠 口頭報告第二名

張雅晴  顧記華 壁報簡報第一名

莊宇樸  梁碧惠 壁報簡報第二名

林怡君  梁碧惠 壁報簡報佳作

邱沛芳  梁碧惠 壁報簡報佳作

王奕錡  梁碧惠 大專生壁報簡報第一名

02

03

05

08

教師林慧玲、沈麗娟參加

亞洲藥學校聯合會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harmacy, AASP)2019 年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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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茂男 (12 屆 )、譚小仲 (19 屆 )

系友於典禮中獲頒年度傑出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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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大 Dr.Chiaoyun Benson Kuo演講
講題： Patent Exclusivity Data Reveal the Challenge to Develop First-in-
       Class Drugs is Escalating

泰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參訪暨交流討論

15

24

賀王繼娟老師榮升副教授

賀林淑文老師榮升副教授

賀黃織芬老師榮升臨床副教授 /臺大醫院藥劑部主任

賀林芳如老師榮升臺大醫院藥劑部副主任

2

15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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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承辦「2019 藥物化學營」

本活動由台灣藥學會藥物化學組、財
團法人臺北市王光昭教授學術教育基
金會主辦，台北場由本院承辦，共有
來自師大、清大、淡江、嘉南等 14 所
大學化學、藥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科
系相關科系 93 位學生報名參加，期望
增進學生對藥物設計與研發的認識，
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指引。

瀋陽藥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武志昂教授來訪

賀林芳如、郭錦樺、梁碧惠老師榮獲臺大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賀蕭斐元老師榮獲科技部「108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

3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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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5

新陳醫藥基金會陳瑞龍教授創意講座暨研究獎助學金

-頒獎典禮

財團法人新陳醫藥基金會為感念陳瑞龍教授對臺灣醫藥製藥生技產業等理應上之貢獻，特設置「陳瑞龍教

授醫藥產學促進講座 -創意講座」。講座提案活動首屆於 106 年 7 月開跑，今年為第二屆舉辦，目標是鼓

勵思考：「醫療未滿足 (Unmet medical need)」之解決方案及創新想法。今年首獎由大四林孟璇同學、大

三鄭思齊同學獲得，並由評審委員新陳醫藥基金會邱欣怡博士頒發獎項。

新陳醫藥基金會長久以來續捐贈本院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提供獎助學生每人每月新臺幣 2萬元獎學金，

最多提供四年。107 學年度獲獎者為博班陳琬同學，陳同學特別致謝，基金會提供的獎學金在就學期間是

很大的支持。

創意獎 Heart 4 Heart /設計 APP以提升急性冠心性的病人用藥順從性
大四  林孟璇
大三  鄭思齊

創意獎
APP with Adherence Promoting Program/利用多面向的介入策
略和手機應用程式來提升病人的用藥配合度

博班  林芝琬
博班  陳冠霖
護理系  游鎧璘

創意獎 APP監測每日營養素攝取含量 大四  薛文惠

創意佳作獎 千萬不 <藥 >駕駛
陳燕惠  老師
博班  曹芸甄
博班  黃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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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目前正展出「藥。菓 水森館特展」，展覽自 108 年 4 月 16 日起展出半年，開幕典禮由

沈麗娟院長揭開序幕，表示因緣際會認識吳怡蒨藝術家，以藥為主題之藝術品展出，對藥學專業學院深具意

義。醫學院張上淳院長表示學生除了課程知識與專業素養的學習外，人文素養培育亦對未來執業有相當大的

助益；臺大醫院陳石池代理院長也讚賞此次展出的藝術作品，利用藥品仿單與藥盒變成繽紛多變的藝術作

品，於水森館彩色玻璃幃幕相互輝映；此次的創作來源，感謝臺大醫院藥劑部黃織芬代理主任的大力支持，

得以順利取得足夠的創作來源，將日常生活中平凡的藥盒、仿單等廢棄物，透過藝術家的手中蛻變成賞心悅

目的藝術品。公衛學院詹長權院長也期待此特展可成為臺灣一個藝術與醫學、藥學重要的結合。

吳怡蒨藝術家表示因其自身經驗，國人囤積藥品及用藥習慣關聯性，導致健保藥物的濫用與浪費，致使臺灣

健保制度產生危機，她透過蒐集臺大醫院的廢藥盒及仿單，也深刻了解醫學中心的用藥習性，亦期望透過此

次展覽能讓大眾思考自身用藥習慣。

藥與菓，看似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卻在藝術家的系列創作中，激盪出醫療議題與心理狀態的反思。映入眼簾

的是五顏六色的藥品包裝和膠囊，藥以鮮豔如菓的外表出現。但這層層堆疊之下，卻暗藏著莫名的不安。藥

品名稱中的「安」、「妥」、「通」等用字，使藥給人如菓一般的舒適愉悅感受。然而，藝術家又將仿單拼

組成了「叮嚀」，提醒了藥與菓之間不容忽視的落差。

用藥的目的旨在恢復健康，但偏差的用藥方式卻能帶來危機。藝術家在蒐集過期藥品創作的過程中，分析民

眾囤積藥品的心態，亦體認到醫療資源浪費的負荷。一件件繽紛作品的背後，是藝術家為喚醒當今世代的吶

喊，期盼人們正視用藥態度與生活方式的課題，理解絢爛的面具之下，已陷入了無止盡的迴圈。

此次展出之作品為藥與菓系列創作之三，以創意的巧思，挑戰嚴肅的議題。在致力於藥學教學研究發展及臨

床應用之藥學專業學院展出別具意義，激勵師生以民眾的角度思考藥與社會間的聯繫。邀請您蒞臨，一同來

探訪藥與菓之間的奇妙對話 ! 

本文刊登於 108.5.20 臺大焦點新聞：https://www.ntu.edu.tw/spotlight/2019/1691_20190520.html 

「藥。菓 水森館特展」
 
展       期：4月 16日 (二 )～ 10月 16日 (三 )
地       點：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一樓大廳
開放時間：週一 ~ 週五 08:30~17:30

「藥。菓水森館特展」 
探訪藥與菓之間的奇妙對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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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7~05/18

2019 年藥學專業學院研究日暨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

藥學專業學院 108 年 5 月 17 至 18 日於水森館舉辦「2019 研究日暨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邀請來自

美國與日本藥學各領域之學者專家共同參與本次一系列的活動，包含 3位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4位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及 3位京都藥科大學（Kyoto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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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及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等。

本次活動共分兩天進行，第一天為研究日，為提升藥學研究能量、增進與國際合作院校研究交流及加強學生

學術表達能力等，分別以「新藥探索」、「製藥科技」、「醫藥生技」、「臨床藥學」等四大領域進行論文競賽。

投稿論文經初審後，共有 5篇口頭論文報告與 52 組壁報論文展示，揭示本院師生優異的學術研究成果，透

過公開展示及投稿者現場解說，以增進院內不同研究領域交流與提升論文品質，最終由評審委員提問評分，

擇優取各領域優秀論文並於閉幕儀式中頒發獎項，以玆鼓勵參與者。

另邀請本院 2004 年傑出系友陳志明博士演講，透過簡短一小時的演講，帶領現場觀眾回顧其 20 年的創業歷

程，並分享他的寶貴人生經驗給現場年輕的研究者。第二天的活動則聚焦在此次參與的 4所學校、12 位優

秀學者專家的專題演講，演講共分三大領域：「新藥探索」、「製藥科技」及「臨床藥學」，各學者皆分享

豐碩研究成果，精湛的演講內容亦讓與會者受益良多。

本次研討會參加人數約有 150 人，透過論文競賽、圓桌會議、專題演講等方式，讓與會貴賓、本院師生同仁

及報名與會的校外人士，共同探討藥學領域知識與進行深度學術交流。本活動獲得財團法人新陳醫藥基金

會、陳瑞龍教授醫藥產學促進講座－菁英獎座及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贊助。

本文刊登於 108.6.5 臺大校訊：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396&sn=1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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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教學優良」：李水盛老師

多年來積極負責生藥學等多門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獲致學生好評。且長期協助服務學習課程之

藥園服務，認真負責。多年來亦協助臺灣之中草藥教學發展，並協助臺灣藥學會藥學教育委員會

會務的推動，貢獻很大。 

「臨床課程教學優良」：林淑文老師

林老師自 2008 年開始協助安排臨藥所與藥學系學生、附設醫院藥師進行海外實習，至今已有 80

多位完成訓練。林老師亦與藥學專業學院老師們一起規劃六年制的治療學課程、跨學系小班教學

與醫院實習，致力於建立實習安排的原則、促進指導藥師共識、增加校內外醫院實習單位。她在

教學與服務之餘，以學生自評問卷分析六年制藥學教育的成果，研究結果已於今年 3月刊登在台

灣醫學教育學會期刊。其投入教學、研究、及服務的精神與成果值得學習與鼓勵。

「特殊貢獻獎」：忻凌偉老師

忻老師一直以來協助藥物化學與藥物分析等課程的教學，教學成效良好。忻老師多年來擔任本系

副主任並兼任副院長，對於本院總體院務協助許多，讓院務能順利推動。忻老師也協助臺大藥學

發展永續基金計畫的推動，並擔任藥物研究中心組長，協助相關事務，貢獻很大。 
 
「特殊貢獻獎」：林君榮老師

林老師領導藥學院研究日工作團隊規劃與辦理研究日活動，讓每年的研究日皆能圓滿成功，有效

提升本院的研究能量與能見度。林老師同時協助本院與密西根大學的交流與合作簽署，亦為本院

永續發展計畫核心團隊成員，對本院發展有重要貢獻。

107 年度撥穗典禮獎項

獎項 獎項提供單位 獲獎者

教師教學優良獎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  李水盛老師、林淑文老師

教師特殊貢獻獎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  忻凌偉老師、林君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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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獎項提供單位 獲獎者

大學部成績優良獎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  闕漢歆、李孟瑾、楊偉康、洪瑀旋

大學部成績優良獎 景康藥學基金會  張家瑞、陳謙熠

研究生論文獎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  陳穎姮、賴彥勳、張雅晴、黃子恩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獎
藥師公會全聯會  闕漢歆、張祐禎

臺北市藥師公會獎 台北市藥師公會  李建宏、郭志豪

服務貢獻獎 臺大藥學校友會  張祐禎、李柏憲、郭志豪、李雨珊

利他獎 臺大藥學北美校友會  陳玫岑

進階藥學實習優良獎 景康藥學基金會  郭志豪

藥學研究實習優良獎 景康藥學基金會  楊淳聿、陳懿慈

臨床藥學實習優良獎 景康藥學基金會  徐孟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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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李財坤副院長、臺大醫院孫瑞昇副院長、臨床藥學所蕭斐元所長、台灣臨床藥學

會林慧玲理事長代表藥師公會全聯會、黃織芬老師 /監事代表台北市藥師公會、中華景康藥

學基金會王在斌董事長、校友會張俊博理事長、北美校友會李德義會長，及今年蒞臨會場的

二位傑出系友第 12 屆朱茂男系友、第 19 屆譚小仲系友，在座各位師長、家長、及畢業班同

學們大家好，感謝大家出席 107 學年度臺大藥學專業學院畢業典禮，今年本院總共有近 70

位畢業生，包括藥學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及藥學系臨床藥學學

士班 Pharm.D.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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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們的同學們以掌聲謝謝家長們對於您們的栽培與支持，也恭喜我們的家長，

今後卸下重擔，也不必再付學費了。我也要感謝臺大醫學院、臺大醫院、海內外超過三十個

實習單位，及藥學院所有師長們，對於本院教學及實習環境的投入與付出，也感謝景康藥學

基金會及藥學校友會，在高教資源不足的情況，能在體制外提供本院發展經費，補助學生的

清寒獎學金，參加師生國際活動，參與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甚至畢業後的學生還能申請

北美校友會培訓藥業高階人才，及出國進修獎勵，及與世界頂尖大學的博士班聯合培育計畫。

同學即將踏出校門，儘管過去師長的叮嚀再多，還是擔心同學們是否準備踏入這個社會，因

為迎接你們的，不會是一個風平浪靜的世界，祝福各位未來事事順利彷彿多於且不切實際，

所以我要祝福您們有勇氣，智慧，及愛心面對未來的困境，挺身迎向挑戰與改變。昨晚在傑

出系友的晚宴上，多位系友提到他們仍記四、五十年前畢業時的徬徨心情，藥學系所的出路

很多，不確定要選擇哪一條路 ?如今年的四位傑出系友，在座的有朱茂男及譚小仲系友，一

位開設藥品公司並倡導朱子學說，一位創立藥學校，他們選擇的道路不同，創造屬於自己的

精彩人生，而我發現他們的共通點是，選擇一條人少的路，選擇多走一哩路多做一點事，選

擇一條比較困難的路，且堅持終身學習，並學習照顧自己，未來的你會有所不同。所以如果

你現在的心情是徬徨忐忑不安的話，不要害怕，這是正常的事，「敢於挑戰，勇於改變」，

請你有勇氣接受挑戰，用智慧面對多變的世界，以愛心熱情來愛你自己，包容與你相處的人。

對於即將展翅高飛的同學們，將校訓放在心中「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今日你以臺大為榮，

明日臺大以你為榮 ! 最後，敬祝所有與會貴賓、師長、家長、同學平安喜樂。

藥學院院長  沈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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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師長們、各位嘉賓、各位親愛的家長與同學們，大家午安

我是臨床藥學研究所蕭斐元，去年 8月才自何藴芳前所長手上接下臨床藥學研究所的重責大

任，今天非常榮幸能代表臨床藥學研究所的全體師長，為各位同學說幾句祝福的話。首先恭

喜各位同學，你們即將取得你們人生中第二個或第三個學位，這是一個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相信你們內心一定是充滿無限的喜悅，很高興能與你們以及你們的家長分享這份喜悅。

臨床藥學研究所在過去近 20年之間，每年約培育了 10位具備臨床研究能力的碩士生，自前

年開始，在何藴芳前所長以及臨床藥學研究所全體師長的努力下，亦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

顯示臨床藥學研究所正積極朝進階研究的方向轉型，誠如沈院長致詞所言，即使各位同學

今日畢業踏出母校，未來如果有進修的需要，別忘了母校仍然能夠提供最優質的環境。

 

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代表著各位已然具備獨立完成研究的能力，然而研究論文是有形的，

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無形的，研究的完成是一個短暫的逗點，應用研究去解決臨床治療所面

臨的挑戰，才是永遠需要努力的目標。 

畢業的當下，也代表著各位即將邁開人生的下一步，現在的各位，內心可能是有點徬徨的，

日前在書上讀到一段話，希望可以給各位分享，「人生最好的是做出正確的決定，次好的

是做出錯誤的決定，但不管對錯其實都是很有收穫的」，願各位都能勇敢大步前進。 

敬祝 各位同學與嘉賓 身體健康 平安順心

臨藥所所長  蕭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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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畢業生、家長，以及在座的師長貴賓，大

家好。我是大六畢業班的其中一位導師張嘉銓。

兩年前大學部應屆畢業班的四年制的同學畢業

時，我因為人在美國進修，沒有機會參加那次

的撥穗典禮，這次很感謝另外二位導師：林榮

信老師和王繼娟老師，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代

表上台致詞，給同學勉勵。

首先恭喜大家順利通過重重考驗，完成了學業，

即將成為臨床藥學、藥物研發或管理的生力軍。

回想幾年前大家剛進本系時的青澀模樣，今天

大家的表現已經能讓我們刮目相看。

我是基礎學科的老師，所以就以基礎藥學的角

度切入去講一些想提醒各位的事。從大家在學

校學的基礎藥學知識中，其實每一個也都在教

大家做人和做事的道理，像是：藥物的治療濃

度和緩釋劑型 –提醒我們做人時著力要恰到好

處、不要急躁；標靶治療和藥物分析 –告訴我

們解決問題要直搗問題的關鍵核心、實事求是；

生藥學和藥物化學 –提示我們使人遠離病痛和

改善生活品質要懂得順應天意，許多事物不能

只看表面，必須多角度思考。

在二年前謝師宴的影片中我送給各位的四年制

同學的三個字是「主效天」：用「主」管的角

度去思考問題、「效」法網紅，把自己當成一

個品牌經營，和做可以感動「天」的事。但是

如果這些都不能發揮立即的效用，各位應該也

都看過網路上很多激勵人心的影片，有一個是

黑人激勵演說家 Les Brown的 "當你覺得生活

艱難時 "的影片，我覺得很受感動。比如有人

獨自到台北求學，還要掛念著在家裡年幼的小

孩或年邁的雙親，或是自己遇到了重大的變故。

要把這類影片的關鍵字變成自己的口袋清單，

在需要時才能找得到。

教師代表  張嘉銓

當你遇到困難時，除了前面介紹的，利用這個

機會，我還想跟大家介紹一個我自己這幾天想

到的和藥物的名字有關的一種面對問題的自我轉

念、自我激勵法，我把它叫做 "asPRin自我心理
消炎法 "。首先阿斯匹靈這個字英文的拼法原來
是 aspirin，A-S-P-I-R-I-N 。字的最中心是一個 
i，可以把它看成是 inflammation，就也是火在中
間燒。把中間的 i 去掉，也就是冷靜下來之後，
就變成 AS-PR-IN，三組二字母的組合成的 AS-
PR-IN，中間ｉ的音已經不用發了。現在變成在
最中間的 PR指的是三組最關心你 (妳 )的人 :父
母 –Parents，系上的老師 –Professors和同伴 –
Peers。AS-PR-IN中，最前面的 AS和最後面的
IN可以組成像是 AS if your PR IN front of you或 
AS if your PR IN your heart這樣的句子。

未來如果有一天，你在 (妳 ) 工作、生活或是感
情上卡關了，心急如焚，腦袋一片空白，一時

之間不能思考可以用什麼知識來解決，這時你

(妳 )可以取出一顆心理的 asPRin：As (if) your 
Parents in your heart 或 是 As (if) your Peers in 
front of you；當有問題不會回答時，As (if) your 
Professors in front of you。想像父母、同伴或師
長就在你 (妳 ) 面前或在你 (妳 )心理，他們會
給你 (妳 )什麼建議或如何鼓勵你 (妳 )。

各位的 "PR"們有蠻多現在都有在現場的，可以
說是這三組人馬的大會師。如果在某些特定的場

合遇到一時無法想到解決方法的難題時，不妨冷

靜下來，利用這個簡單的自我心理消炎法，想想

過去父母師長教過你的，跟同學討論過的，或許

就能找到不錯的解決方法。

大家在這個各方面都很複雜的年代離開校園、進

入社會，必須面對很多不確定性，但如果在各種

關卡前能冷靜下來，不要慌張，多看、多聽、多

問、多思考、多想像，相信大家都一定能走出一

條很光明的道路，實現自己的夢想。

謝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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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各位教授 各位家長 以及今天最佳男女主
角的同學們 大家好 :

首先，先恭喜各位畢業生，人家說，畢業即失

業，但在座的各位，畢業了，踏出這個門，就

會「發大財」。

我是今年畢業生謝汶穎的哥哥，首先，我要感

謝臺大藥學系的所有師長以及同學們，對我妹

妹的照顧與關懷 !

回想起 103 年時，我考上國立學校的正式教

職，憑著這股好運，當臺大轉學考的成績單寄

來時，妹妹請我幫她打開信件，赫然發現，全

國唯一的名額竟然這麼幸運降臨在我妹的身

上，我們全家人抱在一起開心地尖叫……

在這個過程中，猶記妹妹剛轉入藥學系時，會

有一段適應期，每當要考有機化學時，我們全

家都在考有機化學，隔天成績公布的時候，我

們比誰都還期待有機化學的考試結果。一直到

後來適應了課業壓力後開始實習，妹妹回家都

會跟我們分享在臺大醫院實習的點點滴滴，訴

說著每一位師長及學長姐的教導，讓她受益良

多。當家裡有一位醫學領域背景的小孩，遇到

醫療問題時，就像是全家的定心丸，帶來很大

的安心感。在此，再次感謝所有教授師長們 !!

而如今，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踏在這個臺

大的畢業典禮，看著同學們領著畢業證書，每

一張畢業證書都是一個成長的證明，不只是你

們自己的成長，對家長來說也是成長，相信此

刻的你們，已歡欣的準備迎向新世界。

我是一位高中的數學老師，以各位台下的學生

們都是標準差大於 2的優秀學生，也就是前面

的 2.5%。

在此，與各位同學分享幾個觀點 :

家長代表  謝一帆 

1.年輕就是本錢，不要因為追求安逸而放棄進步
的自我 !
各位可以考上在臺大的藥學系，曾經何時，你們

在國中甚至高中的同學眼中，都曾經是學霸哥學

霸姐，你們是那最優秀的一群，也是臺灣最亮眼

的社會新鮮人，年輕就是本錢，你有什麼夢想就

勇敢去追尋，不要因為安逸而放棄夢想，更不要

因為安逸而放棄進步的自我 !

2.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伴
隨而至 !
未來在踏入職場的社會中，同學們會遇到更種的

挑戰，只要你確信自己正確就做。做了有人說不

好，不做還是有人說不好，不要逃避批判。生活

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但到後來，那些受傷的地

方一定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地方。

3.讓自己擁有勇氣、熱情、相信三個元素，大步
的走下去 !
你們即將開始有自己的人生，聽起來很美好，但

要時刻記得，一路上必定充滿許多挫折與困難，

也許你會感到失望沮喪，也許你會感到害怕難過，

覺得全世界都沒有人懂你，覺得想要證明自己。

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記得，「最大的勇氣不是什麼

事都敢做，而是明明知道自己會害怕，卻還是選

擇繼續往前走」、「最困難的事情，不是面對每

一個挫折與打擊，而是面對各種挫折與打擊，卻

沒有失去對人生的熱情」、「有了勇氣、熱情，

還要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方法，

解決所有問題。」

4.家永遠是你溫暖的避風港，別忘了家裡的爸爸
媽媽一直都在 !
初出社會的你們，無論如何的風風雨雨，但請別

忘了，如果你累了 !家的大門永遠為你們敞開，
當你繼續成長與茁壯，家裡的爸媽則日漸衰老與

凋零，無論成功或失敗，父母對你的關切永遠只

有愛，請記得多回家關心爸爸媽媽 !
最後，謹以最誠摯的心，祝福所有畢業生，一帆

風順 !大家加油 !謝謝 ~



54 ￜ 藥 學 事 紀 ￜ

各位師長、各位貴賓、在座的同學、學長學姊

們大家好。我是今年大六畢業生薛牧瑄，很開

心可以在這裡分享一些大學六年來的收穫。

大學時光，是一段充滿豪情壯志、略為酸澀伴

有淡淡憂鬱的時光，這是我替大學時光下的一

點註解。

六年時間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六年時間，
從 2013 年 9 月 9 號開始，那是一個天氣甚好

的星期一，開學當天我就弄丟了學生證算起，

經過了六年我們哲墉同學的學生證也從新發

一直到補發十一了。還記得大一時候的我們

嗎 ?騎著腳踏車在校園裡搖搖晃晃，尋找上課
的教室，共同普通新生思亮到處跑；熬夜爆

肝準備藥夜藥營，迎接期末考地獄。到了大

三，開始走入了藥理藥化的專業世界，藥理

藥化的共筆們和教科書是生活中的日常，我

們去了社區藥局、藥廠藥業實習，開始描繪

未來的方向，到了大四迎開始調劑學治療學

藥分儀分，也和四年制的同學們分別，我們

繼續著我們的共筆 case和兩周一次的期中期
末考；大五進了醫院開始 IPPE，抱著處方集
pharmacotherapy學習著成為藥師的基礎；直
到大六迎來了 APPE，滑鼠划著 Uptodate，查
找著各式 guideline，雙眼盯著 lab data，學長
姊隨口問幾個問題，我們就歪著頭想著為什

麼，驚嘆著各個行動版 Uptodate。現在看看
旁邊的面孔，是我們共創無數回憶的摯友，而

想想當年的新生宿營，周遭是一張張陌生的臉

龐。我們一起經歷了種種，時光淬鍊了我們成

為如今的樣子，過去帶著我們一步一步往前到

了今天。

而這六年的時光，校園生活、念書考試、實

習、耍廢，占滿了我們生活中大部分，在大學

期間，我們犯的錯誤可以被原諒；我們面對未

知的事物可以說我不懂，就像是這一年我們在

醫院實習的模樣；我們與眾不同的想法可以被

包容，因為我們都還是學生。但離開了這段時

光，當我們走出這個校園，我們不再理所當然

地享有這一切。

畢業生代表   薛牧萱

當我們畢業後，回首身後的腳印，腳印也許漸漸

模糊，歲月會輕輕擦去大學生活的痕跡，也許我

們會忘記 morphine是由兩個 tyrosine生合成，
忘記當年我們曾經在考卷上寫了什麼答案，忘記

一百種中藥的分類學名成分，忘記中華藥典第八

版封面曾經是 tiffany綠，但是我們不會忘記當
初的熱血，以及想要幫助病人的那份真心，我們

會帶著初心在各個地方，努力著、前進著。

我們在曠野中漂流，漂流的盡頭，是爸媽愛的寬

容。謝謝爸媽一路的支持，也許我們在成長中莽

撞，也許我們不是那麼的成熟，也許我們一股腦

地奮力想做些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但是謝謝你

們總是無盡的包容，支持著我們做每一件想做的

事情，我們現在擁有的樣子，都是你們一磚一磚

堆疊出來的。

謝謝我們的導師，每個學期對我們的關心以及導

生聚，謝謝各位師長，用心良苦的教導，教導我

們專業的知識以及專業的能力，讓我們在未來能

夠運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們。

最後謝謝互相陪伴成長六年的同學們，可以和你

們一起在臺大努力著，是我無與倫比的美麗。六

年一刻，我們成為同班同學最久的一段旅程，我

們曾經迷惘、曾經憤慨，但是別忘了我們當初的

樣貌、我們的內心，同學會過去，但朋友會一直

在；畢業之後，有些人會繼續研究所的旅程，有

些人會進入醫院成為藥師，有人則是去了藥廠做

喜歡的工作，而有些人會在社區耕耘著，不變的

是我們做的事情，都是能夠幫助病人的事情；也

許幾年後，我們早已忘了大學的生活，但別忘了

我們還有身旁這群曾一起經歷著各種狂喜與哀樂

的同學，這六年的種種，會成為我們血液中成長

的動力，相約一起在未來的道路上努力，用堅強

與信念來傳遞溫柔，說了再見之後，期待未來的

再遇見，祝福大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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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開發專利佈局研討會暨案例討論工作坊心得

碩士班   江奕璇 

為了更了解開發出新藥後需要進行的商業模式，這次參加了新藥開發專利佈局研討會暨案例討論工

作坊，去聆聽藥學法學雙博士的郭律師分享他在美國的經驗。第一堂課郭博士先簡單解釋一些重要

的概念，比如什麼是 market exclusivity，以及不同類型的藥物在申請專利時，能得到的 exclusivity

也不太一樣，因此廠商規劃專利佈局的策略也不太相同，加上送件審核等等和專利局來回討論也

需要時間，郭律師透過圖解時間軸，讓我們清楚了解從送件到拿到專利推估的時間點，申請專利

的時間點都具有重要性，常常影響著專利期的長短。比如藥廠會在藥物專利快到時再取得 pediatric 

exclusivity，藉此延長專利期。第二堂課郭律師介紹一些檢索專利、lawsuits、clinical trials的網站，

並且指出應該注意的地方。第三堂課分享許多經典的專利 case study，一起討論每個訴訟原廠和學

名藥廠雙方的論點，以及各層級法官的評斷標準，非常有趣！比如所謂的 prior arts即使是在 public 

disclosure，只要有部分人士參加且能找到目擊證人，專利可能因此變無效。第四堂課郭律師分析

construction claim的重要，一樣用例子來幫助我們去體會，比如其中一個 case就是由於 claim中

的 term1 被認為定義不清，而遭到攻擊，儘管最終學名藥廠敗訴，但他們指出的 copolymer以及其

molecular weight也是我們常常科學人以為是普遍共識的定義，值得我們深省。

一整天緊湊的四堂課，相當精彩，除了上課內容豐富外，加上學員來自不同背景，特別是來自業界

的學員，在與郭律師的問答中，會提及一些在台灣申請專利的現況、請教學名藥廠可以從哪些方

面去讓原廠專利無效，還有討論美國與台灣專利訴訟上的不同；相較於郭律師分享的案例多是站在

原廠的角度，透過對談讓我更了解現在台灣藥界在新藥開發專利佈局上實際面臨的情況，也讓我明

白原來台灣學名藥廠也是虎視眈眈，希望有機會能從原廠手中取得一些利益。其中，最喜歡 case 

study的部分，每個案例攻防的理由都是我們學習的好方法，雖然美國的案例並不能完全應用在台

灣，畢竟台灣在專利訴訟上與美國的環境不太一樣，可能無法像案例中那樣來回判決，但郭律師也

有分享台灣專利的特殊性，因此在專利佈局上還是很難說，希望未來如果再開課，可以針對這部分

多做著墨，比如台灣專利申請的環境上去分析專利佈局的策略，我想應該會更貼切學員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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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海牙國際代謝體學年會參加心得

博士班  李宗恆

博士班研究主題最終有了些成果，讓我有幸以張貼海報的方式參與這次代謝體協會在荷蘭海牙

舉辦的 2019 大型國際研討會，除了初次體驗國際間學術交流的氛圍外，對於目前代謝體學的現

況與發展方向更是獲益良多。代謝體協會從 2004 年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1000 人且涵蓋 40 多個國

家的規模。以這次與會的經驗為例，來自歐美亞各國的前段大學普遍都能展出 1~2 張的研究成

果海報，顯現出這個新興起的“體學＂領域發展正如日中天。

代謝體學在定義上被視為一門專注於研究特定環境下生物體內所有小分子特性與變化的科學，

並能同時與基因體學、轉譯體學與蛋白質體學串聯成系統生物學網絡，增強對生物體功能與狀

態的瞭解。縱觀這次海報展出的內容，不論是日前最夯的微生物領域及一直以來都是熱門題材

的幾個重大疾病，到實際應用在食品或營養領域的代謝體都有相當多元與豐碩的研究成果。就

我本身較少涉獵的植物代謝體與生物資訊領域，在本次研討會也是國際間專注的焦點。將這次

研討會的收獲我整理成以下幾點 : 一、目前代謝體針對 untargeted的方式多半還是倚賴網路資

源來幫忙處理校正與挑選 peak，例如知名網站 XCMS，而且事後統計檢定的部分也依循相同的

方式進行。二、由於這次主辦國家的主要研究題材是植物，因此在分組會議的討論例子上都用

植物相關的小分子當作例子來教學大家怎麼使用網路資料庫來搜尋想看的結構與質譜圖，並且

找出其相關代謝或合成路徑與催化其反應的酵素種類，這同時也顯現植物代謝體目前的發展與

對其的重視。三、針對極性代謝物還是以 ZIC pHILIC與 BEH amide HILIC為大家常用的代謝體

分析管柱。四、fluxomics是目前代謝體的熱門研究方向。五、targeted lipidomics在心血管疾

病的研究有顯著的發現，搭配臨床檢體的結果更能使疾病的診斷更為精確。六、憑藉開發各種

創新的資料處理方法，各個“體學＂間的資料結合會使生物體內的生化過程更為清楚。七、雖

然目前沒有一個完整執行代謝體的參考指標，但利用 QC與 QA的各種過程來增強實驗結果的

信心與再現性是未來代謝體要走的趨勢。代謝體研究在未來會有更多不同領域的應用，為了讓

小分子的動向與表現能解決更多未知的問題，除了要依靠生物資訊的協助外，更多實驗前置準

備與過程驗證會讓代謝體的結果成為更有力的工具。

最後，要特別感謝指導教授郭錦樺老師與學弟李京樺與我一同出國參與這次在荷蘭舉辦的代謝

體研討盛會，這將會是我人生珍貴的經驗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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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李京樺

在博士班的這一年半間，舉凡有關於質譜相關領域於代謝體學、蛋白體以及大分子藥物分析及

方法開發的研討會在台灣舉辦，我一定是積極出席，像是質譜分析在臨床醫學診斷研討會、台

灣質譜年會、台灣蛋白體學會年會以及中國化學年會等等，原因無他，因為自己所做的題目在

台灣找不到相似的第二人，為了讓研究能夠順利進行，我必須竭盡所能去接觸其他相關領域的

技術及知識，才能達到自己的 KPI，而這次則是前往自己研究領域中的最大盛會－國際代謝體

學研討會。

代謝體學是一門研究內生性小分子變化的一門學科，目前主流以利用質譜儀的高通量、高靈敏

及高選擇性等三大優勢，進行分子層級且大範圍的濃度監測，可用於找出潛在的新生物標記或

是解釋目前生化領域的未知機轉等生物性的研究；代謝體在近年來正式發展出一個分支－脂質

體學 (lipidomics)，由於 lipids涵蓋全身所有的細胞，而且在近乎所有病理表現上都會牽動 lipids

的組成濃度的改變，因此在近十年內的發表數量以及研究領域都大幅提升，不過也因為 lipids

的高複雜性、未知性以及超過千倍的濃度範圍，使得其在測量學、生物資訊學上的發展也是逐

年提升；縱使如此，對於 lipids分析的工具依然有許多的進步空間，譬如近年來大家習慣使用

的自動化鑑定及定量的質譜數據依賴擷取 (data dependent acquisition, DDA)模式，由於其取樣

點數的關係並不能準確的定量細部分子層級的物質，漏掉微量分子的抓取、無法有效辨別 co-

elute isobars以及小分類無法鑑定等缺點，讓科學家們一致認為現行方法的結果必須被更嚴謹

的確定。

本次參與會議的目的有三個：學習新知、討論新的發現以及尋求協助，在本次的年會中可以發

現參與的研究者可以初步分成三種，其中以應用型態的研究以及生物資訊類所佔的人數最多，

而分析方法上的突破則是比較特別的族群 (我就是其中一個，也因此獲得不錯的期刊編輯人邀

稿 )，整體而言，雖然在技術上的討論不多，但是可以清楚地了解其他實驗室如何進行實驗以

及未來的實驗規劃等等，很慶幸的，在過程中認識不少在資訊學上非常專業的學者，提供了各

自的聯絡方式，以便在未來遇到想法上無法實現的部分可以請求協助，同時，我也確定自己在

這個領域上有著獨特的調性，在這兩年研發出來的技術以及未來即將執行的實驗內容確實是相

當罕見，當然這些能力必須歸功於在臺大藥學四年老師們潛移默化的成果，以及放心的讓我把

儀器功能全開研發奇怪的東西、不怕儀器被我玩壞的郭老師，謝謝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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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國藥物化學學術會議暨中歐藥物化學研討會心得

博士班  邱沛芳

首先，非常感謝景康藥學基金會的贊助，使我有機會能走出實驗室一窺其他國家目前最新的藥物

發展狀況。本次參加的研討會由中國藥學會主辦，地點座落於四川成都市，在為期五天的研討會

中，會議議題包含人工智能與藥物分子設計、藥物化學前沿領域及熱點問題、靶向藥物研究、藥

物合成新方法與新工藝、化學生物學及相關領域、天然藥物 (及中藥 )化學研究、藥用材料化學

相關研究、免疫治療、生物治療相關研究、核酸藥物研究、國家新藥成果轉移轉化試點示範項目

專場與企業論壇，內容相當的多元豐富 !

    

這些演講當中，多數科學家的前沿研究意識相當強烈，無論是新疾病機轉或是新藥物結構，大家

都展現出開創性研究的企圖心，舉例來說，過去各大藥廠對於阿茲海默症的藥物開發已投入無數

的成本，但至今為止，尚未有明顯療效的藥物問世，雖然基於阿茲海默症的致病機轉已有許多學

說，但長年下來仍缺乏一個令人振奮的結果，因此有部分研究人員勇於跳脫框架，找尋創新的路

徑挑戰，這當中有一個大陸實驗團隊自主開發新型標靶藥物，藉由調節腸道細菌和腦內免疫細胞，

成功減緩腦內發炎反應，在 2018 年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中表現出優異療效和安全性，目前已進入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 (CDE)上市審評階段。這樣突破性的發展，不僅是產、官、學

等多方共同合作和付出的成果，更是在研發時期，面對化合物不一定是藥物的心態，促使科學家

不斷地解決藥物動力學和安全性的問題，使得藥物能夠真正應用在人體，我想這點很值得借鏡。

台灣學生合影 (左二 :本人、右三 :林怡君、
右二 :莊宇樸、右一 :張竣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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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使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尚有肝癌藥物的研發，目前眾所皆知的為中晚期肝癌瘤體較大，血管

相當豐富，常伴隨轉移病灶，臨床上仍缺乏有效藥物，針對此困境，大陸有團隊基於長春鹼結構

研發新穎的標靶藥，其機制為靶向腫瘤周細胞 FAPα，破壞瘤體中心與邊緣血管，導致腫瘤整體

壞死 (抑瘤率超過 98%)，且顯著優於一線標靶藥物 Sorafenib，為多年來鮮少成功的抗癌標靶前

驅藥再度增添希望。現在此藥已有多國專利，且完成大部分臨床前研究，包含毒理學、藥理學、

藥代動力學、藥效研究學、穩定性測試、製劑工藝等，有望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周細胞靶向血管破

壞劑。

在參加會議的過程中，除了優秀的演講值得我們學習，也有些地方令人覺得可以再改進，像是

琳瑯滿目的演講中，於質量上應該可以再進行篩選，精簡議程後，可以使聽眾免於面臨同時段

都想參加的演講而衝撞的窘境。除了演講外，本次會議我也報名壁報參展，題目為 Design and 

Synthesis GLUT1 Inhibitor-mediated Anticancer Prodrug for Colorectal Cancer Therapy，會場共有

五百多張壁報共襄盛舉，藉由此機會與大家互相交流，激發了不同的思考層次，也更加訓練了講

解口條，使我受益良多 !壁報除了展覽外，會後也從五百多篇作品選出最優秀的三十篇頒獎，這

當中本校的學生也展現出當仁不讓的一面，獲獎的名單有我本人以及林怡君同學，而我的這份榮

耀要歸功於指導教授梁碧惠老師、安成製藥公司與教育部的支持以及景康藥學基金會的補助，方

能順利進行實驗和參展。

會後之餘，我們也到市區走走，體驗四川的風土民情。四川的建設發展相當進步，四處可見高樓

大廈林立，交通便捷且公眾運輸維持地相當乾淨，民眾親和有禮，是一個頗為文明的地區。食方

面，由於地形和氣候緣故，辣椒可以幫助驅寒去濕，所以當地以香辣的川菜為名，有機會來此地

的話，推薦值得一試。總而言之，此趟行程讓我們見識到對岸醫藥與都市建設發展之速度，使我

們增廣多聞，也開拓了眼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