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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學傳承

台灣藥理學九十年回顧與展望
杜聰明博士對臺大藥理學的貢獻

文／鄧哲明

杜
聰明先生（1893-1986）是台灣第一位

醫學博士、教授，臺大醫學院第一任院

長，也是高雄醫學院創辦人及院長。因為他

對台灣醫學教育、研究與醫療之貢獻極大，

因此被稱為『台灣醫學之父』。今年適逢其

百廿歲誕辰，以此文紀念，並藉此回顧杜聰

明博士對臺大藥理學教室的貢獻及台灣藥理

學九十年歷史回顧，以做為未來之展望。

杜先生於1909年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臺大醫學院前身），1914畢業（圖1）後

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本來先選內科學學

習，當中1916年進入藥理學教室做實驗；在

森島庫太教授指導下研究藥理學，曾探討藜

盧veratrine、麻黃ephedrine、顛茄atropine及罌

粟papaverine等生物鹼的藥理作用，並於1922

年10月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博士證書未拿到，即於1921年10月回台

受聘為醫專助教授，並創建藥理學教室，在

技術員吳王黃河的協助下，從事藥理研究工

作。杜博士的老師森島庫太教授是德國藥理

學家Oswald Schmiedeberg的學生，因此為了

解歐美各國藥理學之研究趨勢，於1926年遊

學訪問歐美頂尖實驗室二年四個月。他最景

仰當代幾位大師級藥理學家，例如Frederick 

Banting（ insul in發現者）及John J .  Abel 

（JPET創刊者）。這些學者推崇『實驗治

療學』，主張藥理學的研究應與臨床治療相

結合，而結合的方式就是直接在病人身上進

行人體試驗。這次遊學的觀察心得與學術理

念，影響後來藥理學教室的研究相當深遠。

1928年自歐洲留學回國，杜聰明教授積極鼓

勵台籍學生畢業後要作學術研究，其中邱賢

添先生是第一位進入藥理學教室。1933年杜

教授將邱先生的研究論文提送京都帝大申請

醫學博士學位，獲得通過。自此醫專及以後

之台北帝大醫學部（1936年成立）畢業生，

有近四十人獲得醫學博士，總共發表了三百

多篇論文。這些獲醫學博士學位的弟子，不

只奠定台灣基礎醫學之堅強研究基礎，也為

臺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培養了許多優良教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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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師，對台灣醫學之貢獻非常大。

杜教授對台灣醫學史的影響與貢獻，

有許多專書記載，本人不敢班門弄斧。在本

文，只針對1921年藥理學教室成立至今九十

多年以來，對台灣藥理學歷史作個回顧，以

紀念這位偉大的藥理學家。台灣藥理學歷史

已逾九十年，依三十年為一期，可分成萌芽

期（1921-1950）、發展期（1951-1980）、茁

壯期（1981-迄今），玆分述如下。

1921-1950　萌芽期
杜聰明教授對為了眾多台籍學生前來

藥理學教室作研究，需有好且可行的研究

題材，因此訂出三個研究方向：『中藥、鴉

片、蛇毒』，並規定先完成一篇中藥相關之

研究後，再選鴉片或蛇毒做為博士主論文之

研究主題。他並為藥理學教室訂定座右銘：

「研究第一，樂學至上」。

鴉片之藥理與戒癮研究

1926年杜教授代表台灣出席在美國費城

召開的世界麻醉藥教育會議，並報告台灣鴉

片問題。1929年3月杜教授及第一位學生邱賢

添於萬華市郊成立私人慈善機構

―愛愛寮，開始收容鴉片煙癮者

除癮。日本政府非常器重杜教授

這位台籍第一個醫學博士的研究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台灣總

督府於1930年成立『台北更生

院』，杜博士受聘擔任醫局長，

親自挑起台灣鴉片吸食者之戒癮

治療工作（圖2）。杜教授及其

弟子王人詰、黃文、賴其祿、呂

阿昌、高敬遠、王耀東、林金龍等，對19,000

多位煙癮者之生理變化及流行病學進行詳細

之研究，他發現鴉片煙癮者死亡率較常人高

三倍，死因依序為肺結核、肺炎、老化、呼

吸道疾病、腎炎、腸炎及腦出血等，是難得

的大規模臨床研究。

杜教授對戒癮之貢獻相當大，他與門生

對鴉片生物鹼（包括嗎啡、海洛因、可待因

等）對動物器官之藥理學作詳細之研究，並

與藥癮者之臨床症狀作比對。為了檢測病人

是否有吸食鴉片，杜教授發明了化學分析法

（Gordin滴定法）及生物活性檢測法來分析病

人尿液中之morphine alkaloids。鴉片成癮者，

在中止吸食時，會有無法形容之身心痛苦，

即所謂禁斷症狀（withdrawal syndrome），

因此當時都認為鴉片煙癮者是不易戒治。杜

教授在觀察並了解鴉片在動物及人類使用後

之生理變化後，認為應該採用漸進式之禁斷

療法。杜教授在交感神經活化之藥物中加入

少量嗎啡，減少戒癮者迷走神經之緊張，可

緩和其禁斷症狀，因此戒癮者不會感到太難

過。杜教授在日本政府之支持下，用此方法

在更生院及愛愛寮，進行大規模

之戒癮療法，鴉片成癮者約有

15,434人進行治療，除了重症死

亡1,529人外，煙癮中未矯正者只

有505人，因此鴉片煙吸食在台灣

幾成絕響，這可說是近代醫學戒

癮相當成功的例子。這份研究報

告曾在1930年11月15日舉行的台

灣醫學會第25屆總會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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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毒之毒理學研究

台灣位於亞熱帶，氣溫高濕，適合蛇

的生長。台灣有有六大毒蛇，依中毒症狀

分成神經性與出血性兩大類。神經毒：雨傘

節、飯匙倩；出血毒：百步蛇、赤尾鮐、龜

殼花；而鎖鏈蛇則是混合型（圖3）。杜教

授及門生曾對台灣蛇毒之毒理學與毒蛇咬傷

病人作不少研究，包括毒蛇咬傷之牙痕來判

斷毒蛇之種類。在出血性蛇毒方面，杜教授

及其學生邱賢添，在「台灣醫學會雜誌」

（32:821, 875, 1500, 1933）上發表三篇有關出

血性蛇毒（百步蛇、赤尾鮐、龜殼花）之毒

物學研究。而在神經毒方面，則發現飯匙倩

和雨傘節兩種蛇毒有痳痺痛覺及運動神經纖

維等作用，於1939年第十三屆日本藥理學會

上發表「台灣產毒蛇的毒物學研究」及「台

灣毒蛇咬傷患者之統計觀察」，這幾篇論文

可說是許多門生在選擇蛇毒當博士論文的研

究依據與參考。

門生當中，最能傳承蛇毒研究的是李鎮

源與歐陽兆和，分別於1940及

1947年進入藥理學教室，兩位門

生對神經毒素與血液毒素作相

當有系統的研究。但是很少人知

道，李鎮源教授早期是研究鎖鏈

蛇的出血毒作用機轉，並以此論

文獲得博士學位（1945）。

中草藥藥理研究與治療應用

由於杜聰明教授對作研究

之門生，規定先要作一篇中藥相

關之研究，因此有關中藥之研究

著作不少。藥物的發展史上，感

染對人類造成很大的生命威脅，因此磺胺藥

（1936）和青黴素（penicillin，1941）的發

明開啟了化學療法的研究熱潮。受此影響，

杜教授在中草藥之研究亦偏向各種感染病之

治療用藥（表一），而且是相當務實的藥材

研發，即貫徹其『實驗治療學』的理念。當

時中藥藥理學研究之藥材很多，例如：苦參

子、魚藤、八角蓮、番花、莿桐、栳葉、麻

黃、木瓜葉等有效成分之化學及藥理作用之

研究。另外亦發現苦參子對赤痢症之病原蟲

有顯著之殺蟲效果，可以完全治療赤痢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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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市面上不易

買到emetine時，以苦參子救治許多赤痢病

人，成為當時之特效藥。

杜教授對中藥研究之看法，其第一位

弟子邱賢添博士曾敘述：「先生歸任當時，

曾論及漢藥問題，撮其要曰，漢藥是中國古

傳之醫藥，其種類甚多，舉凡草根木皮，或

礦物質動物質，無不充為醫藥之用，其中確

有醫藥之價值者，亦有無效能者，又有依迷

信濫用者，可謂玉石混淆，何物有效，何物

無效，未有確實證明者不少，吾等須以科學

的方法檢討之，然後有效則取之，無效則捨

之，何必躊躇，為此目的，在臺大設漢藥治

療科於附屬醫院，設漢藥科於熱研（註：熱

帶醫學研究所），此兩科和醫學院藥理學教

室，互相提攜，成為一家，協助工作。如漢

藥治療科，在臨床實驗上，認為有效果藥

方，於熱研漢藥科，抽出分析其化學有效成

分，在藥理學教室，檢驗其藥理學作用，探

究其作用本態，將此藥理明瞭之有效成分，

再轉送臨床實驗，確定其醫治的適用，然後

提供一般臨床治療應用，另者或有在臨床上

認為有效者，然其有效成分之抽出分析困難

或不能時，將此處方註明其適應症及用法用

量等，俾一般臨床醫家知悉，方便對病人應

用，如此辦法，不但能整理混沌狀態之中

藥，且能解決中醫問題，使受過系統的醫學

教育之現代醫師，使用治效明瞭之中藥是

也」。八十年後再看此文，真是佩服杜教授

的中藥科學化理念。

杜教授領導之藥理學教室雖然做了不

少中藥的研究，在中醫學方面並未有具體之

研究工作展現。但是他在多篇中醫學之理論

著作中，常常提及「現代中國醫家應破除門

戶之見，接受西洋新醫學，運用科學方法，

同時重新研究中國傳統醫學，瞭解中國傳統

醫學內容及其價值。促進中國傳統醫學科學

化與現代化，使其與西洋新醫學合而為一。

發揚光大，開創新醫學。中西醫學決不可二

元的存在」。因此杜教授是極力提倡中西醫

學一元化，認為如此才能使中醫科學化並進

步，並融入現代醫學之治療應用。

為了藥理學教室之研究，杜教授蓋了兩

棟各二層樓之建築（1937年），對門生的研

究空間幫助不少。熱帶醫學研究所也於1939

年成立，並設漢藥科。後來藥學系於1953年

成立，杜教授即將後棟大樓提供藥學系使用

（圖4）。靠徐州路之藥理學科館一直延用到

醫學院之基礎醫學大樓落成（1986年），藥

理學科才搬遷到新大樓第十一層；當年，李

鎮源教授榮退，杜聰明教授以九十三歲高齡

別世。後來整建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時，

藥理學科館被拆除，藥學館則全棟搬移23公

尺到徐州路邊，至今仍留存，是醫學院之少

數古老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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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研究之人才培訓在當時是非

常特別，也是國內唯一之藥理學研究機構。

國民政府遷台後，國防醫學院於1949年於

臺大水源路校區復校，當時藥理學並無獨立

學科，是屬於當時的生物物理學系內。1979

年，生物物理學系分開為生理及生物物理學

系和藥理學系，自此正式成為獨立的學系，

後來藥理學系改為藥理學科（李賢鎧教授擔

任第一任主任）。國防醫學院生理及藥理的

教授，與臺大生理、藥理教授在此一時期，

有很良好的互動；例如研究技術的交流、合

辦研討會、共同邀請國外講員等，對資源貧

乏的台灣是有加分的。

1951-1980　發展期
第二次大戰結束（1945年），中華民國

政府接管台北帝國大學，改名為國立臺灣大

學，杜聰明教授受聘擔任臺大醫學院第一任

院長（1945-1954），並兼任附屬醫院院長及

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此外，杜教授亦擔任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及台灣省政府委員等職。

因此，戰後杜教授非常忙碌，藥理學科（即

藥理學教室）的教學與研究，則由杜教授門

生：李鎮源、李復禮、歐陽兆和張傳炯等接

辦。杜教授在院長任內，對基礎、臨床各科

之教育與研究有不少貢獻，限於篇幅及非本

文重點，不予撰述。後來杜教授因理念與政

府當局幾度不合，終於1954年辭去臺大醫學

院院長及教職，到高雄市與陳啟川先生創辦

了高雄醫學院。

教育部於1947年核准臺大醫學院成立

生理學研究所（生理、藥理、生化三組），

招收碩士班。1962年生理學研究所之三組

分開獨立招生，而藥理學研究所於1967年核

准博士班招生，早期之博士學位須經教育部

口試，並授予國家博士學位。臺大藥理學科

在設立獨立研究所後，是相當重要之發展時

期，培訓了不少第三代之碩、博士生，成為

我國之藥理學師資與研究人才。在此三十年

之發展期，歷任之主任及所長如下：李鎮源

（1954-1972）、歐陽兆和（1972-1978）、

張傳炯（1978-1984），他們對教育的貢獻相

當大；尤其李鎮源教授擔任藥理學科主任18

年，又就任臺大醫學院院長之職位（1972-

1978）。

在三大研究方面，戰後鴉片研究告一

段落，戒癮問題也已有專責機構，而1953年

藥學系成立後，杜教授及李鎮源教授認為此

後有關中草藥之研究，應由藥學系來接手進

行。因此，藥理學科集中全力於蛇毒蛋白為

主之研究方向。

神經性蛇毒研究　李鎮源教授領導

下對神經毒素造成之毒理、藥理作用作了

詳細之探討，並與張傳炯教授（於1950年

進入藥理學教室）合作將雨傘節之神經毒

素bungarotoxin（BuTX）分離成α- ,  β- , 

γ-BuTX三種毒素，其中α-BuTX作用在乙

醯膽素受體（acetylcholine receptor），產生

抗去極化作用，而β-BuTX和γ-BuTX則作

用在運動神經末端而先促進後抑制乙醯膽

素之釋放。這篇研究論文發表在Arch. Int. 

Pharmacodyn.（1963），引起許多神經藥理

學家之重視，紛紛要求研究合作，或索取

BuTX，因此台灣雨傘節特有之神經性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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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成為國際著名之神經―肌傳導之重要研究

工具。因為李鎮源教授在蛇毒研究之卓越貢

獻，1976年榮獲國際毒素學會最高學術榮譽

之Redi Award。自此，李教授聞名國際，德

國著名醫學出版社Springer並邀請他撰寫蛇毒

（Snake Venoms）之專書，李教授花了近二

年多時間彙編此書，並於1979年出版，成為

蛇毒研究的經典著作（圖5），李鎮源教授領

導臺大藥理學科同仁建立國際知名之蛇毒研

究學術地位。蛇毒的傑出研究，使藥理學科

產生了三位院士：李鎮源（1970）、張傳炯

（1976）、歐陽兆和（1984）。

雨傘節毒素的特殊作用―與acetylcholine

受體不可逆的結合，是分子生物學尚未發展

時一個非常特殊有用的研究工具，來計數受

體在生理、病理及藥理上之變化與分布，對

神經藥理學有極大之貢獻。因此三十年後的

一篇review文章，作者Robert F. Halliwell在文

中頻頻稱道李鎮源教授研究團隊之成果與貢

獻（A short hi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molecular 

pharmacology of ionotropic drug receptors.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5, 214, 

2007）。

出血性蛇毒研究　李鎮源教授曾於1954

年對鎖鏈蛇毒造成之死因進行研究，發現具

有出血與神經雙重毒性。歐陽兆和教授亦於

「台灣醫學會雜誌」（1957）發表台灣五種

蛇毒對兔子血液凝固之影響，此篇論文成為

其門生鄧哲明、黃德富往後研究題材之主要

參考，對台灣及其他地區之出血性蛇毒作系

統性且深入之研究，不只有助於了解毒蛇咬

傷出血之成因，蛇毒蛋白本身之特異生物作

用，尚可提供抗血栓藥物研發之參考。

中草藥研究　自從藥學系成立後，此

時期之藥理學科較少作中草藥研究。張傳炯

教授進入藥理學教室即以神經性毒素研究為

主，但他對中藥研究相當有興趣，跟藥學系

的老師合作取得中藥成分，指導學生研究這

些成分的藥理作用機轉，有幾位之碩士論文

與中草藥研究有關，如：「台灣鉤藤成分之

藥理研究」（董倫賢，1976），「台灣食用

草菇蛋白volatoxin的藥理作用」（林沛強，

1978），「金針菇蛋白之藥理作用」（曾嘉

妮，1979）。

台灣各醫學院藥理學科之成立：在本發

展期，高雄醫學院（1954）、中國醫藥學院

（1958）、台北醫學院（1960）、陽明醫學

院（1975）及中山醫學院（1977）等五家醫

學院先後落成，也都有藥理學科之設置。由

於有些醫學院的師資短缺，臺大藥理學科多

位老師常常協助教學及支援研究工作。而後

續（1981-2012茁壯期）成立之成大醫學院

（1983）、長庚醫學院（1987）、慈濟醫學

院（1994）、馬偕醫學院（2009）之藥理學

科（表二），有國外學成返國之師資外，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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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臺大藥理所之畢業生擔任教師或主管。

1981-2012　茁壯期
此時期是蛇毒蛋白在國際上廣泛被應

用作為研究工具，而藥理學科在蛇毒方面

的研究，除了神經性及出血性毒素外，在

cardiotoxin及phospholipase A對心臟血管及

離子管道方面也有不少探討。李鎮源教授擔

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期間（1985-1988），

臺大藥理學科之國際知名度更為提高，加上

李教授為中華藥理學會理事長，因此常有國

際著名學者來訪、演講或參與研討會，也是

藥理學科學術活動鼎盛時期。同時，藥理學

研究所培育不少第三代門生，幾乎都循著同

一模式，在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後，出國進修

二年，才回藥理學科任教，他們也都有新的

研究構想與研究方向，使藥理學科在研究題

材與實驗技術上有多樣化之發展。這些回國

後留在藥理學科者都成為目前基本師資，而

所培育之第四代學生也都能在國內學、研、

產業界及政府單位發揮所學。李鎮源教授於

1986年榮退，他的貢獻也獲得國人一致肯

定。

此時期，除蛇毒的研究外，藥理學科同

仁在其他領域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包括神

經傳導之生理、藥理研究，重金屬及環境毒

物之毒理學研究，中樞神經系統藥物作用機

轉，心臟血管系統之藥理研究，細胞內訊息

傳遞之研究等。

國科會有鑑於中草藥科學化研究之重

要，於1987年推動“中藥大型研究計畫＂，

並組成四大組研究主題：B型肝炎、高血壓

與中風、中樞神經系統、癌症與免疫。臺大

藥理學研究所有三位參與該大型計畫―蘇銘

嘉教授、黃慧貞教授和本人，以活血化瘀之

中草藥為藥材，經由各院校生藥或化學家之

合作，以藥效篩選為依據，純化中草藥之藥

效成分，主要以新藥研發之模式，希望由天

然植物中找尋具有生物活性之新成分，這

些計畫也帶動國內化學、生藥及藥理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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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作研究風氣。所謂「活血化瘀」，若

以現代醫學之闡釋，應為：改善血液循環

（improving circulation）、去除或防止血栓

（antithrombotic）之意。因此，在臺大藥理

所評估中草藥成分對心臟、血小板及血管功

能等之影響。合作群之化學、生藥學家由北

到南各大學約廿多人，這個跨領域之研究團

隊，發表不少中草藥研究論文登上國際著名

學術期刊，也塑造國內大型合作之研發模

式。

我本人在國科會郭南宏主委的安排下，

於1993年12月以『中藥科學化與新藥研發』

（圖6）為講題向李登輝總統及政府各部會首

長報告，並建言中草藥科學化之重要性，且

我國必須對新藥進行研發，才能成為已開發

之國家。這份報告促成經濟部推動亞太製造

中心，明定中藥科學化與新藥研發為政府二

十四項重點發展中之項目，及中草藥工業技

術發展五年計畫―中草藥現代化、國際化政

策。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在國科會國家型計畫指導委員會之徵召

下，本人主持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計

畫之目標，即在整合國內各部會有限的藥物

研發資源，致力於小分子新藥、中草藥、生

技蛋白藥之專利藥物開發，並透過上、中、

下游之合作與分工，以期在有限的資源及經

費下，促使上游成果能落實產業界（圖7）。

第二期自2003-2006年執行四年，大部分之藥

物探索工作項目如期達成預定目標，且上游

研發成果豐碩；這些階段性產品與技術配合

第三期（2007-2010）之規劃，朝疾病目標導

向，即著重於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神經

系統之藥物最適化研發，並推動專利保護、

促進產業投與、以進入臨床試驗，促使二、

三期計畫能夠接軌，產出成功案例。另為因

應國內產業之型態與需求，計畫辦公室亦鼓

勵產業提出研發主題，並尋求學研界之技術

協助。

值得一提的是：臺大藥理符文美教授與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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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化所莊偉哲教授合作，將具抗血小板

之蛇毒蛋白成分，透過變異轉殖之三百多個

蛇毒蛋白中，篩造出不具出血，而能抑制癌

細胞生長、轉移之disintegrin蛋白，目前正在

臨床前研發階段。該新蛋白藥物若能成功研

發上市，將是蛇毒基礎研究的學術貢獻外，

另一偉大貢獻―臨床治療應用。

藥理學教室、牧樟會、藥理學研究所校友會

早期杜聰明博士的研究團隊，包括藥理

學教室各實驗室、熱帶醫學研究所、更生院

等之研究人員、醫師、護士，每年10月有定

期聚會和親睦聯誼等活動，並取名叫『牧樟

會』；牧是杜教授的筆名（思牧），樟樹是

台灣的代表。早期我在臺大藥理所就讀，雖

只是研究生，也都能有機會參與此盛會，目

睹牧樟會會員之成就與向心力，常受感動與

自我期許，以後不能辜負這優良傳統的榮耀

與責任。自從杜教授於1986年別世以後，就

不再有牧樟會的集會。四十多年，臺大藥理

所已培育了400多名碩士，及100多名博士，

但他們都分散在台灣各地或國外，少有機會

連繫，因此2012年發起成立臺大藥理學研究

所校友會，選出理事18人，並由簡伯武校友

（成大醫學院副院長）擔任理事長。

台灣藥理學會三十一年紀實

李鎮源教授對國內學術研

究之推動不遺餘力，除了領導臺

大藥理學科外，為了國內學術水

準之提昇，李教授發起成立藥理

學會。本人於1981年8月自美國

Wayne State Univ進修回國，就積

極協助成立學會之籌備工作；由

李教授當籌備會召集人，本人當執行秘書。

經過四十人之連署，內政部之審核，在1982

年2月20日以中華藥理學會之名成立（2001

年才正名為台灣藥理學會）。李教授擔任第

一、二屆理事長（1982-1988），我被任命為

總幹事。學會會員來自來台灣醫藥相關領域

之學研界，目前共有六百多人。藥理學會成

立時，由於當時國內之藥理、生理學者之關

係密切，因此學會成立後，隔年即與中國生

理學會在每年年會時舉行聯合學術研討會，

為時三年。第四年更邀請生化學會、臨床生

化學會共四個學會舉辦第一屆生物醫學聯合

學術年會（1986年3月29-30日）（圖8），今

年（2013年）該聯合會己邁入第28屆，並且

已有七個學會參與，是國內基礎醫學最大之

學術會議。大會每年並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

擔任大會特別講員，以激勵並提昇國內學術

之研究。藥理學會每年在生物醫學聯合學術

年會中，並舉行會員大會，除了特別演講，

並頒發傑出研究獎（李鎮源教授基金會）及

年輕學者獎、研究生論文獎（杜聰明教授基

金會）。藥理學會為加強會員之連絡，自

1988年開始發行藥理簡訊，2005年後改為網

路版（www.pharmacology.org.t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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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學會非常重視會員之國際學術交

流，每屆之國際藥理學大會都組團參加，

也鼓勵會員參與相關之會議，如亞太藥理學

會，臨床藥理學會等。值得一提的是：台灣

藥理學會於1999年11月1-5日在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第八屆亞太藥理學大會，由本人

擔任大會會長，並敦聘李鎮源教授為榮譽會

長。雖然有921大地震之餘悸，但仍有國內

外約六百多人參加（國外來自二十多個國

家三百多人），國際藥理學會會長William 

W. Fleming（圖9），秘書長Paul 

Vanhoutte也專程蒞會致詞；並有國

際著名學者，如諾貝爾獎得主John 

Vane等參加大會特別演講。五天的

會議充分展現台灣藥理學界之學術

研究實力，也促進各國學者對台灣

的了解與友好關係。

李鎮源教授擔任前二屆學

會理事長，後續之理事長、秘書

長（單位、屆、年度）如下：李

賢鎧、王昀、曾清俊（國防，第

三屆，1988-1992），張傳炯、

符文美（臺大，第四屆，1992-

1996），鄧哲明、柯逢年、林琬琬

（臺大，第五屆，1996-2000），

顏茂雄、吳錦楨（國防，第六屆，

2000-2004），陳慶鏗、張雅雯、

嚴錦城（陽明，第七屆，2004-

2008），張文昌、許桂森、蕭哲志

（成大，第八屆，2008-2012），

符文美、陳文彬（臺大，第九屆，

2012-2016）（表三）。目前台

灣也已爭取到主辦第十四屆亞太藥理學會於

2020年在台北舉行，但願台灣藥理學會未來

能更展現學術成果並發揚光大。

結語：台灣藥理學之研究，經由杜聰

明教授卓睿之選出三個本土性題材―鴉片、

蛇毒、中藥，近一世紀以來引導著臺大藥理

學科之研究方向，並提昇台灣在國際上之學

術地位。同時也透過李鎮源、歐陽兆和、張

傳炯教授經由學科及研究所培育之人才（圖

10），影響台灣之藥理學研究。臺大藥理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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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繼續師長們之傳承，發揮「研究第一，

樂學至上」之所訓，使卓越之學術研究，能

應用於醫藥，並朝新藥研發之目標，是值得

期待之願景。

（作者係母校醫學院藥理研究所博士班1976

年畢業，現為臺大特聘教授及醫學院藥理學

科教授）

10

1999年藥理學科全體教職員合攝於二號館

景福醫訊第30卷第11期「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感動日本訪客」，

文中日本京都大學總合博物館館長 大野照文 誤植為 大野照夫，

特此更正，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