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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台三線是近年很熱門的旅遊打卡路線，但在王在斌的印象裡，

台三線可一點也不浪漫。「我那時候跑業務，桃園與苗栗是我負責的

區域。民國 61、62 年的時候，高速公路都還沒蓋好，我騎著摩托車從

台北沿著台三線到三峽、桃園，住一晚再往苗栗大湖、苑裡。有時候

前面剛好是大貨車或砂石車，那就慘了！騎一趟下來，手往臉上一抹，

全是灰。」

( 編按：中山高速公路民國 61 年動工興建，民國 63 年三重、內壢段

通車，民國 64 年內壢、楊梅段通車，民國 65 年台北、三重段通車～ )

一文錢　難倒一名英雄漢

當年很少有台大畢業生會去跑業務。台中一中畢業的王在斌，其

實是喜歡唸書的。當完兵後考上台大生化研究所唸了半年，因為經濟

壓力跑去做業務。他說：「沒辦法，做實驗時間不固定，有時要守候

一整天等待實驗結果，無法兼家教，只好放棄學業去賺錢了。」

王在斌讀大學時父親生意失敗，雖然靠著兼家教勉強自給自足，

但還是有入不敷出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要交 20 元班費，我真拿不

出來，拖欠了一個多禮拜才交。那時候吃一餐大概是 4 元吧！」

　　雖然王在斌覺得成功多少要靠些運氣，但他認為，與其說是命運；

他比較相信“運命”。他說：「運命的運是動詞，也就是主動掌握自

己人生、不要被命運所綁的意思；而實踐的方法就是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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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學長介紹下，王在斌進入外商必治妥公司 (Bristol Myers)

當起業務代表，主跑台大醫院。他回憶道：「雖然當業務，但因為是

台大畢業的，人家還會敬你三分。不過，可能由於產品定位及公司業

務調整的關系，沒多久我就被調到開業診所這一組，除了台北，桃園

及苗栗也是我的區域。」

耐心得友誼　專業贏佩服

被外放？王在斌不這麼想。「做人就是吃苦當吃補。要認為自己

被冷凍？還是公司要栽培你？僅是一念之差的想法，結果卻會大大不

同。」

「開業醫師都很忙，要有耐心慢慢磨。我記得桃園有一家診所，

大三跳康康舞送
舊，由左至右，
林聖凱、梁啟銘、
王在斌、楊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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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都叫我到診所後面 ( 狹長的透天厝 ) 喝咖啡，因為同是台大畢業，

總會說一些共同認識的朋友的近況。聊了近一年，這位醫師終於忍不

住問我：『你要推廣的產品是什麼？就拿來吧！』哈哈哈…竟然是醫師

主動跟我要產品。」

「僅靠“搏感情”是不能做到生意的。」王在斌介紹產品時，會

提出文獻資料來說服醫師。有一次和醫師約好時間討論，對方特別停

診上樓唸了一小時的書，在彼此充分溝通後，最後醫師接受了他的

論點而開始使用公司產品。王在斌笑說：「我算是最早的實證醫學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的實踐者之一吧！」

那時桃園很多區域都算是“鄉下”，像是南崁、新屋、龍潭等地，

都只有一間診所。復興鄉更不用說了，要辦入山證才能進入。王在斌

悄悄透露：「為了省麻煩，我都會帶小禮物送給守衛，拜託他睜隻眼

閉隻眼放我進去。」

合夥創業路　學習不停歇

王在斌在開業醫這個領域，不怕辛苦地從山線跑到海線，結果跑

出第一名的業績。他說：「有一次我接到一筆 40 萬大訂單，金額是用

國字大寫“肆拾萬”，但大家還是不敢置信，來回瞧上好幾遍！」

( 編按：民國 64 年，台北市光復北路預售公寓每坪約 2.8 萬 )

業績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後，王在斌又被調回台大負責推廣特殊配

方奶粉“速體健”，公司想要爭奪當時熱門商品“補體素”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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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容易，但他還是開拓出一片市場。做了沒有多久，剛好幾個前

輩同業想創業，拉王在斌一同打拼，於是他離開了外商公司，那一年

他 28 歲。

加入甫創立的代理商凱愛公司，由於規模小、事情繁雜，從查驗

登記、產品訓練、 行銷企畫…甚至會計、電腦、倉庫，什麼都要會。「我

們那時候，還要刻鋼版自己油印訓練教材…。」這些油印資料，王在斌

現在還保留著。他十分感謝在必治妥時期被調來調去的經驗；因而養

成自己 keep learning 的習慣。

凱愛代理的產品不僅限於藥品，還有醫療器材。當年政策推動

「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的家庭計畫，凱愛率先引進含銅避孕器

(copper 7)。而王在斌竟比負責的外籍經理更熟悉這項產品，這又要拜

之前的“吃苦”之賜了。王在斌說：「服役的時候，軍醫缺乏。不僅

藥學系；連生物系等相關科系都被分發為軍醫官。感冒、小病痛等由

我們負責，嚴重的則後送醫院。而由於我還擔任“軍中樂園”衛生檢

查管理人，所以有關婦科及避孕的問題，我除了自己 K 書，也硬著頭

皮趕快向認識的醫生學習。要知道，沒學過解剖甚至沒看過人體結構，

卻要檢查軍中樂園之女性從業人員，壓力是何其大！」

人才不怕挖　培養接棒者

產品多元化似乎是代理商的宿命。王在斌分析：「你賣的好，總

公司會收回去；自己在台成立分公司。你賣不好，也會被收回代理權，

找其它代理商做。產品進進出出一直換，我沒在怕，反正多學一點，

知識是自己的，人家搶不走。」沒想到的小插曲是，在代理血糖機時，

運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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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斌自己拿來測驗，結果發現血糖值偏高；好在及早飲食控制並搭

配藥物，多年來一直控制的不錯。

至於人才的養成，王在斌用人會注重其個性特質。公司成立之初

規模小，培養幹部一段時間後，有才華、有野心的人會走，所以個性

比較穩定、忠誠度高者，就可以長期栽培，開發其潛力，這樣公司的

人事才會穩定。「我公司的人，十年以上的資歷比比皆是。」王在斌

說道。

「對於那些離開的員工，我們也是好聚好散。大家維持良好關係，

以後還有合作機會。所以，後來公司引進一些新商品，很多都是跳槽

員工幫忙牽線的。我常對部屬說，不要怕下面的人超過你，因為你也

會跟著被提升了；不要抱怨公司沒有位子可以升職，因為你的努力，

1980 年 TDM seminar。美國 Syva 公司主辦凱愛公司。小兒科
李鍾祥醫師與黃富原醫師 ( 馬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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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早會被 ( 外面 ) 看見…。」果真如此，每當有原廠要收回代理權成立

公司時，都是挖凱愛的經理去接手，因為找不到比他們更了解產品與

台灣市場的人了。

藍海一直在　用心找就有

民國六、七○年代，台灣經濟起飛；許多人認為三、四年級生卡

位的機會比其它世代好太多。王在斌說：「的確大環境給了我們機會，

但你要持續經營 3、40 年，新的東西不斷出來，你不學，很快就被淘

汰了；各行各業都一樣。」

「例如，我大學的時候沒有學過藥物動力學 (pharmacokinetics)，

後來公司引進原本用於檢驗毒品反應的 EMIT 技術 (enzyme multiple 

immunoassay technique)，推廣用於監測血中藥物濃度 ( 抗癲癇藥

1989 年凱愛公司 15 年周年慶

運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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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我在查詢、研讀各種資料之外，還自己製作說明手冊；後來拜訪

台大神經科醫師時，原本會刁難業務員的洪主任聽完我的解說，立刻

表示支持，還要我協助舉辦研討會，讓大家都來學習。」

此 後 臨 床 上， 不 僅 抗 癲 癇 藥 品，digoxin、lidocaine、

theophylline, drug abuse( morphine, amphentamine…) 等藥品，也

都運用 EMIT 技術監測血中濃度，因為只要一分鐘就能得知結果，使醫

師能更精準的用藥，並可以追蹤病人的遵囑性 compliance。對於藥師

的專業在臨床上得以發揮，王在斌感到與有榮焉。不過，EMIT 技術後

來被 Abbott 的 tentative diagnosis(TDx) 所取代。王在斌說：「如今

大家都認為 Abbott 是 TDM(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之黃金準

則，殊不知 Syva 之 EMIT 才是 TDM 始祖。」

「所以我說，必須跟上時代的變化在其中找商機。三十幾歲年輕

1989 年台北稻
江扶輪社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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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七、八年級生 ) 又如何？一樣有機會創業。你總要試過才知道，即

使失敗了，趁年輕還可以再站起來…。」王在斌再舉例說：「我們公司

從民國 65 年成立到現在，一直在創造藍海。十多年前開始，為擺脫藥

價被大幅砍價的困境，我們開始轉型做 baby 及 mother-to-be 皮膚之

OTC 照顧產品，反應相當不錯，現在一年有上億的營業額。」 

難圓留學夢　兒女國外送

2010 年凱愛被併入美吾華懷特生技集團，王在斌續留工作崗位。

他回憶道：「公司對我真的不錯。當年 (90 年代 ) 我女兒、兒子陸續在

國中階段遠赴加拿大讀書時，公司同意我兩個月待在加拿大 ( 半薪 )，

兩個月在台灣。好在當時已有 email，越洋處理公務沒太大問題！」

2010 年參加凱愛公司代理之 Mustela ( 慕之恬廊 )
嬰幼兒及孕母產品六十周年慶

運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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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飛人做了好幾年的王在斌，為什麼要送孩子出國呢？他苦笑

說：「可能是為了圓自己的留學夢吧！台大畢業時同學們都出國唸書，

我很羨慕。但工作以後，結婚、有了小孩，自己肩上的責任更大，“不

拼經濟”再出去唸書是不太可能的。後來，很多人投資移民或技術移

民加拿大，我就跟了“流行”。」

「小留學生問題很多…。還好我們語言沒問題，我太太也跟在身

邊。」王在斌舉例說：「曾有個爸爸留在台灣工作，媽媽不會英文，

靠孩子跟外界溝通。這名媽媽每天開車送孩子上學，卻不知孩子早在

半年前就被退學了…。」

「移民，就像牆裡、牆外；在外面的想進去，進去的卻想出來。

我也不是說後悔…，當時孩子年紀小，我替他們做了決定。現在孩子大

了，由他們自己選擇。目前他們在美、加定居，有了工作、家庭，看

1993 年移民 
加拿大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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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不太可能回台的。我只好繼續當空中飛人，去看孩子、孫子。」

血管似香腸　機警救一命

平時打打高爾夫球，不沾菸酒、身材瘦瘦的王在斌，2014 年發

覺身體不太對勁。他說：「我的兩隻手感覺怪怪的，不是痛，也不是

麻，也不是無力…我不會形容。」於是王在斌找了台大熟識的醫師，發

現心電圖有些問題，進一步又做了電腦斷層。通常要隔一個月才看報

告，但他一直催醫師快點看，結果令人嚇一跳！一條冠狀動脈阻塞達

70~99%，馬上安排做心導管。

王在斌說：「醫學真的日新月異，以前做心導管是全身麻醉，從

鼠蹊部靜脈進去。現在從手腕進去，局部麻醉就好。我躺在手術枱上

非常清醒；醫師還問我，你要用哪種支架？」

「後來醫師讓我看手術前的影像，哇…我的冠狀動脈看起來好像三

節香腸，血液通過狹窄的部位時，似沙漏般一滴一滴地通過…。」王在

斌鬼門關前走一遭，慶幸自己靠直覺救了自己一命。現在他每天至少

走一萬步當作功課。

退休續奉獻　學習不停歇

一直以來，王在斌工作之餘會投入 NPO 做志工。更在 2016 年接

手臺大藥學校友會理事長 (2018 年卸任 )、2017 年底接任景康基金會

董事長。對於這兩項無給職，他說：「我都到了含飴弄孫的年紀還出

來做，無非是對藥學系的一分情感，希望加強校友會與藥學系的聯結。

運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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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同學會

畢業 40 周年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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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身為景康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有使命繼續對提升藥業一事做

出貢獻。」

2018 年臺大藥學系永續基金募款啟動，王在斌與藥學院院長沈麗

娟、校友會理事長張俊博 3 人組成了“鑽石三角”，拜訪在台灣各地

的校友們之外，還遠赴香港、美國等地說明募款計畫。而只要國外校

友回台，他們 3 人就會帶著投影機出動…，操作這輕巧的新型投影機

對王在斌來說一點也不是難事，因為 Keep learning 已深植他的基因

了！

台大景康藥學基金會接待台北醫學院藥學文教基金會蔡春
玉董事長、高雄醫學院藥學文教基金會曾博雅董事長及常
務董事𦲷臨參觀雲燾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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