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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喜歡創新的譚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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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譚小仲嫁女兒，婚禮在夏威夷舉行。大學同學黃秀

美等 10 多人特地從世界各地飛去參加，可見同學們感情之好。 「台

灣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師長的照顧、同學的友情，讓我可以把

小時候不愉快的經驗拋諸腦後…。」

香港．台灣．美國　愛之旅

譚小仲的老家廣東清遠，現在以雞肉料理聞名，尤其是白切雞做

法獨特…。不過，若把時間回溯到 1957 年，當地正鬧飢荒，譚小仲 5 歲；

「我清楚記得那時住在低矮的房子裡，沒有東西吃；只能靠澳門的外

公寄食物給我們。後來外公就想辦法把我和姐姐接到澳門，住了一陣

子，再輾轉到香港的姨媽家，這才算安定下來。」

父母不在身邊的成長過程，譚小仲不以為苦。「我外公是牧師，

開了一所孤兒院，我會與院裡的小朋友一起吃住、玩耍。中學時就讀

教會學校─伯特利中學，同學們感情很好，所以我也不會感到孤單。在

同學間，我並不談自己的成長背景，因為我覺得這沒什麼。」

　　成長過程有些波折的譚小仲喜歡與人互動，而藥師的工作正好需

要如此。當了 30 多年藥師，他在工作中不斷找到新的突破，挑戰自己

能耐；連退休之際，也沒停止創新這件事─辦了一所藥學院。很好奇，

他怎麼會有這麼多能量？「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每個人都要努

力才能有所成就；如果硬要說的話，可能是我一直被愛包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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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同班同學參加大女兒於夏威夷舉行的婚禮

1975 年台大畢業與同學於傅鐘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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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歲時（右一）與
母親、姐姐

1957 年母親與我（5 歲時與母
親相視而笑的照片，沒想到一

別竟是 19 年）

與外公、姐姐於澳門孤兒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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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我就“獨立了”！一邊工作一邊讀大學預科，更因外 

公生病幫忙打理孤兒院，成為代院長。工作 2 年後存了一些錢，想繼

續讀書便來了台灣，因為那時在我眼中，台灣是亞洲最好的地方了！」

除了唸書，身為基督徒的譚小仲還與教友們一同創辦了一間教會 ( 台北

市長安東路伯特利教會 )。「小時候經歷過苦難的人可能會有兩種發展；

一種是變得憤恨不平、怨天尤人；但另一種人則會因為提早看到人生

的不幸而樂於付出。」他認為是大家的愛，使他沒有變成前者…。

臺大藥學系畢業後，譚小仲回港工作。1976 年回老家探望；「到

火車站時大家都盯著我們看，因為是生面孔，而且穿著很不一樣，當

地人大部分都穿藍色或綠色的衣服…。我被告誡絕對不能提在台灣念書

的事情；這是我 19 年來再次見到父母親。」後來，美國的舅舅把他父

母親接到美國定居，於是譚小仲在 1980 年前往美國與家人團聚。

中學畢業在外公 
開辦的孤兒院幫忙

以人為本



141

藥師　不斷學習的行業

移民美國後，譚小仲先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CSF 補修一些課

程，考取藥師執照後在社區藥局及醫院當藥師；並且繼續進修，一邊

工作一邊讀完 MBA 學位。「這個時候，我的孩子也一個個出生，讀書、

工作、家庭三頭忙。」

「後來我“進了監獄”…。」譚小仲笑說，不要把這當標題。為什

麼會想去監獄的附設醫院工作呢？「我喜歡嚐試新的東西，去監獄附

設醫院當藥師，是給自己的一個挑戰。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什麼都

要做、都要學；從藥品採購、進貨到設計給藥流程等。我喜歡從頭規

劃事情，勝過於去 follow up 既定的作業。」

1976 年回廣東老家再次見到父母

第 19 屆　喜歡創新的譚小仲



142

譚小仲在監獄附設醫院一做 30 年，他把藥局從 1 人藥局慢慢擴增

到 4 名藥師，負責的監獄也增為 3 所。在看似例行的藥師工作中，他

不斷從中找到新點子；例如：給藥方式改成單一劑量 (UDD)、幫醫院

引進新型式的包藥機器，省下幾百萬美金。另外，監獄的特殊人口組

成 ( 很多吸毒或精神異常者 )，在臨床藥物治療上會有不同考量，因此

譚小仲又一邊工作一邊去讀了 Pharm. D.「醫藥這個行業就是要不斷學

習新的知識。」

「我認為藥師最好能分科，可以更專精；像美國有針對糖尿病用

藥、癌症用藥、慢性肺阻塞疾病等類別的認證 (certification)。但即使

分科，我們還是所有的用藥都要知道，這是最基本的。藥師的持續教

育 (continue education) 尤其重要，因為一直有新的東西要學。」譚

小仲建議母系身為藥學教育的領頭羊，應該多舉辦一些持續教育，開

放給大家來上課。

2012 年母親與我
( 於 CNCP 校門口）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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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際　創辦藥學院

退休前譚小仲忙著安排退休生活？不！他還是不改喜歡創新的個

性，與 25 人 ( 其中至少 20 人是藥師 ) 集資創辦了一所藥學院，現在

更進一步發展成為大學 CNU(California Northstate University)，包括

了醫學院及籌備中的牙醫學院等。「臺大同學都愛稱我“譚校長”，

其實我只是創辦人之一，幫忙籌款及設計課程而已。」

CNU 藥學院在 2008 年開始籌備，每人出資 37 萬 5 千美元 ( 一共

25 人 )。萬事起頭難，一開始大家也不看好；「我們並沒有成功的把握，

經費能省則省，校舍買不起先用租的，第一年 Pharm. D. 課程招收了

80 名學生。後來遇上全球金融風暴，很多人被害慘了；但反倒幫我們

一個大忙，原本 2000 萬美元的土地與大樓建築，只賣 500 萬。所以

我們有了自己的校舍，後來才得以一步一步地發展校務。」

美國藥學教育早已全面為 6 年制，先讀 2 年 pre-pharm，再申請

藥學院 School of Pharmacy 就讀 4 年，畢業後獲 Pharmacy Doctor

學位。然而在激烈競爭下，很多人是讀完 4 年大學再申請 Pharm. D.，

等於要唸八年。

隨著一家家藥學院成立，藥師人力漸漸供過於求了嗎？譚小仲認

為：「藥師的需求像景氣循環一樣，有時高有時低。目前在一些大城市，

例如舊金山，藥師的職缺不是很好找，但還是有機會。只是美國很大，

只要你不堅持留在大城市，很多地方仍然缺藥師。不過，加州的藥師

執照與其它州不能通用，還要再考試。」

第 19 屆　喜歡創新的譚小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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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不怕被取代

藥師在美國是收入不錯且受人信任的行業，醫藥分業制度也是台

灣參考學習的對象。長年在美國的譚小仲並不清楚台灣現況，但他

以在香港當過 4 年藥師的經驗談到：「藥師一定要先從只是在調劑

(dispensing) 的角色中跳脫出來，我們面對的是人；交付藥品時要看

著民眾的眼睛，告訴他如何服藥，而不是拿藥給病人卻什麼都不講。

簡單來說就是以人為本，我們做的是 people's business。」

不接觸人、不經營 people's business 遲早被人工智慧取代！譚

小仲說：「我們醫院引進了新式的包藥機器，難道不需要藥師了嗎？

機器只是幫忙做了調劑的工作，讓藥師有更多時間研究病人的藥歷

(chart)、找文獻資料、做病人衛教、跟醫師巡診，還是很忙的。但如

果藥師平常只是在調劑，當然會被取代！」

剛到美國時，譚小仲看到當地藥師會與民眾閒聊，還頗不以為然。

但後來慢慢發現，閒話家常是表示關心的一種方式，可以建立彼此的

關係。以後民眾遇到用藥問題，藥師自然成了諮詢的首選對象。難怪

美國藥師在職業信賴度排行榜上總是名列前茅。

如果台灣藥師們認為執業環境仍有改善的空間，自己要先準備好。

「當人家把你視為 (define) 配藥的角色，就更要走出藥局接觸人；與

醫師、護理師溝通，教導民眾用藥知識等。在美國，保險已開始給付

藥師諮詢費用了。」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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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　改革需深思

此外，在美國定居 40 年，譚小仲觀察到美國華人在職位升遷上常

會受限，往往不是因為專業問題，而是欠缺交際能力 (social skill) 所致。

「不要小看社交能力，一個大公司的 CEO 要用人，他如何知道公司各

個幹部的個性、優缺點？當然是靠平常的聊天閒談，如此才能把對的

人放在對的位子，挑起掌管公司的重責大任。」

「這是從小的教育訓練不同所致。美國中學以前的課業並不沈重，

小孩都在“玩”。不要小看“玩”這件事，它是在培養社交能力 social 

skill。而且他們從小就辯論什麼是事實 (fact)，什麼是意見 (opinion)；

針對議題會實事求是的討論，而不是口水戰，也會鼓勵每個人發表看

法。」

譚小仲以自身經驗說明：「我們會根據 Fact ─實證醫學 (evidence 

base) 給醫師用藥建議，他們大都樂於接受；若有不同看法也會與我們

進一步討論。但有一次我遇上中國醫師，他只客氣地說謝謝就沒下文

了。」

「東西文化差異反映在醫病關係上的時候，我覺得美國的醫病關

係比較像朋友，病人不太會對醫師有“敬畏之感”。職業不分貴賤這

句話也在美國文化中充分體現，他們對每一種職業都很尊重，即使你

是掃地的清潔工。」

對於香港或台灣在推動醫療相關政策時，譚小仲說：「可以參考

美國模式，但應多考量民族性的不同，全盤移植美國經驗未必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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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年輕人：要有衝勁

畢業近 40 年，譚小仲在 60 週年慶時被同學叫回了台灣。「哇！

滿街的摩托車，以前都是腳踏車。」這是他對台灣有什麼改變的第一

印象。

對於母系改成 Pharm. D. Program，譚小仲感到十分高興並希望

能安排關於溝通技巧方面的課程。此外，老師們要啟發學生的成就動

機，讓年輕人有衝勁，因為他們將來要面對一個競爭更激烈的環境。

「美國的教育並不注重“老師講授”( 單向灌輸 )，而是引導學生自己

找答案 ( 主動學習 )，學習動機強的孩子就會做得很出色。」他認為有

這樣的環境才可以孕育出像 Apple,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等這

樣的新創公司。

以人為本



147

譚小仲自己教育小孩的方式是引導式的嚴格，循循善誘；小女兒

是他創辦的 CNU 藥學院畢業的，目前在醫院當藥師。「哈哈…終於有

人繼承衣缽了 ( 老大是醫師，老二是驗光師 ) ！我小女兒喜歡畫畫，本

來要去讀美術；我就慢慢跟她談，分析給她聽，但不會強迫她。後來

女兒自己決定讀藥學院，因為不必為了賺錢而畫畫，可以畫得更自由、

更開心。」

小女兒的藝術細胞應該是遺傳自老爸；譚小仲中學時負責接送表

妹學鋼琴，在一旁聽著聽著也愛上了音樂。後來他斷斷續續地學了 10

年小提琴，退休後拉琴自娛娛人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其它的時間呢？

「就看走到哪，有什麼機緣吧！如果母系有需要，也可以幫忙做些事

情。」創辦了一所藥學院的譚小仲如是說道。

2017 年於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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