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籔籔籔局實籔手扎 ✫

48 期

酸甜苦辣趣事多
• 藥學四 王筱君
盒拜一盒實盒的盒一天。盒了一上午的盒
報盒昏盒心思不知盒盒漂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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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蔡宛蓉

盒一盒是公盒盒區盒劑盒盒盒盒了盒彩盒明

原本以為盒長盒求我們盒盒盒整潔盒不可打

的回憶。每件事情盒很新盒、很刺激。在 OPD

盒盒盒想必盒品盒盒盒的工作地盒一定是一個一

時盒盒一次抓盒盒印盒機嘎嘎嘎嘎地吐出盒方盒

盒民盒很容易盒到的地方吧!到了盒品盒盒盒後才

盒盒盒盒盒人心盒不寧、愈來愈盒張盒千手盒音

盒現完全盒想像不同盒基本上實盒的地方就是盒

抓盒一定盒快！盒。也曾接到教我們盒理生理學

師查盒書盒的圖書盒盒全盒的人圍盒一張大桌

的盒永盒盒師所盒的盒方盒盒盒盒的我盒真想打

子盒盒盒圍盒盒的各盒學盒域的聖盒盒另外有兩

盒盒到盒盒抱怨盒「盒師盒你出的期末盒盒很盒

台盒盒可供使用。一盒始有盒失盒盒因為盒師在

盒！」在 UDD 時盒盒師教我檢查盒盒、盒盒盒

交代完盒做的作業以及盒我們排班接盒盒後盒就

帶盒我去作可盒丁盒的盒教盒也盒我實盒操作

放我們盒盒活動盒一時之盒無事可做盒感盒好無

TDM 盒盒盒我不由得盒喜盒原來盒生物盒劑學

聊喔!由於我們實盒的時盒碰到盒年盒盒師盒我們

課堂教的東盒真的會應用在盒床上呢盒學以盒用

在盒年前完成盒盒訪問盒盒我們每個人兩個盒

的同時盒心裡盒真是感盒林君榮盒師！盒盒公盒

人盒查查他們的用盒盒注意的事盒盒盒時候才盒

之後盒和怡和、宛盒寫了卡片盒盒師們盒感盒她

得盒盒有在盒品盒盒盒的感盒盒不盒後來盒現問

們親切盒盒心的指導盒在她們的帶盒之下盒實盒

盒人用盒有沒有問盒時盒他們盒是盒沒有盒盒果

的盒一盒大盒收盒盒我盒盒學盒盒盒盒盒和盒上

準備了很多卻什盒盒沒得盒盒接到我盒盒的先生

的盒盒工作盒匹盒。

盒以為是盒劑盒盒盒盒盒才盒問盒有沒有問盒盒

盒二盒盒盒品盒盒盒。日子滿平盒的盒查資

害我盒盒盒不是也不敢多問什盒。接下來的幾

料、盒書、接盒盒盒偷偷吃甜盒盒盒樣才會有盒

天盒就在做作業、聊天中度盒盒接盒盒大盒分是

盒盒！盒盒盒友的來盒盒像盒頭引盒池水盒盒漣

盒接盒盒師盒有時候會有盒師或盒人盒問盒品的

漪盒不盒他是盒取仿單或盒來問問盒。每次有盒

問盒或盒盒人盒來盒仿單盒我們盒常全盒出動找

友來盒我們整盒就圍了上去盒熱情地伸出援手

資料(因為太無聊了吧!)盒所以可以盒到盒人盒一

盒不只是對盒友盒也對接待的盒員 XD盒盒不知盒
盒友會不會盒得可怕盒「我只是來拿仿單盒為什
盒盒盒多人圍盒我盒」盒品盒盒盒裡不盒盒盒盒
有時實在好盒盒就躲在盒盒打盒盒或搬一堆工具

張仿單有三、四個人忙來忙去的有趣畫盒。

OPD 朝聖記
藥學四楊喻帆
盒年前的兩個盒拜盒我盒入正值「辦年盒」

書盒牆盒掩。有個中午盒到怡和、宛盒和珮甄坐

的門盒盒局做為盒盒實盒的盒一盒盒盒一個印盒

在樓梯盒的椅子上盒午盒盒盒了又是好盒又是心

就是滿天飛的盒盒和成堆標盒盒商品名的盒物盒

盒。最妙的是怡和接盒盒。「喂盒盒品盒盒盒您

最常盒到的盒不外乎「快盒快盒快」盒「啊盒又

好。喂盒盒品盒盒盒您好。喂盒」喂了三盒才盒

盒盒了」盒時盒的壓力加上一天七個多小時的盒

現盒盒早就盒其他盒師接盒了。所以接盒盒時盒

台盒一盒始幾天回家就想倒頭大盒盒盒盒盒漸盒

務必盒盒定是「妳」接到盒盒喔！

應 OPD 的工作盒取盒代之的盒是機械化的感盒盒

平凡中見真實

不盒是包盒或盒盒盒盒是一再盒盒的工作盒且在
盒度的壓力之下盒對做為學生的我盒根本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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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思盒盒盒盒盒 check 的盒師盒我不盒感到盒

頭盒其實可以學到一些盒物盒應症盒常用劑盒盒

才是盒師價值的所在盒但是就憑一個不僅商品名

盒盒 OPD 學姐也盒盒盒 check 盒師們很多也是盒

盒不上盒名盒甚盒有些學名盒不盒得的我盒盒盒

盒盒盒盒去熟悉正常盒物用法用盒的盒我想盒盒

盒了做笨手笨盒的盒工盒好像也沒盒再多作些什

想像 check 盒師們一樣盒所盒盒的盒然不只是盒

系

盒盒幸好盒在機械化的工作中盒我盒現多少盒是

盒盒但是即便是無聊的機械性工作盒對於現盒段

可以慢慢熟悉各盒盒物常用的數盒盒如此就可以

的我盒盒盒只盒盒意盒一盒心思盒在 OPD 仍然可

活

依照盒盒天數回推用盒盒尤其盒年後到了二樓的

以學到盒多寶盒的盒盒。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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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 盒盒為盒慢的步盒盒只盒盒意乖乖盒盒方盒

動

✫ 籔學籔 ✫
• 林庭年
一年一度的盒學盒盒盒盒會盒盒盒果決定

借來的實盒器材盒便盒始盒作帶盒盒盒盒澤飄盒

2005 年 11/28(一)~12/02(五)於盒區小盒廣場前盒

淡淡檸檬盒和有盒盒盒盒散盒盒優盒玫瑰盒的盒

盒盒且於 11/30( 三 ) 晚上盒辦盒盒學之夜─大盒

學盒盒盒盒膏。盒盒一個星期的早上盒盒學盒小

盒。為盒合盒生盒的宣導活動盒特別將活動名盒

盒一盒份成員盒合在明君家盒幾個沒盒盒幾次廚

定為盒「盒學暨反毒宣導盒」
。

房的女生盒從準備材料、盒盒比例、清洗、熬

前置作業

煮、盒味一手包辦盒盒出一大盒一大盒熱盒盒且
盒盒味俱全的盒盒八寶粥盒真的是「吃盒的盒盒

參盒前幾屆學長姊盒錄下來的盒學盒盒盒資

盒」唷!盒書盒盒心盒盒的三盒減盒盒也是個大盒

料盒便從暑假期盒盒始盒手擬定企劃書及活動流

盒盒是用盒「盒定盒眠作用的盒盒盒盒盒有令女

盒。此外盒因為盒學之夜盒盒投注盒盒人力(尤其

生擁有好氣盒的玫瑰盒盒更有大學生最盒盒的提

是大二學生)盒因此也特別盒成盒學盒小盒盒一盒

盒聖品洛盒盒盒再加上具有消盒去水腫功效的盒

全力支援盒學盒的盒盒。盒盒多次盒盒及盒力激

葉盒天然盒材」再加上一盒盒盒的冰盒熬煮盒

盒盒決定在活動盒盒期盒大盒盒放盒學之夜宣傳

成盒可以熱飲更可以冰冰的喝喔！

單盒以增加人氣盒並且盒售盒盒盒盒膏、盒盒
膏、盒盒八寶粥及三盒減盒盒。

活動進行

盒此機會再次感盒熱心盒作盒盒膏的宇凱學
長盒幫忙盒盒盒帳的怡慈以及盒盒”盒將盒盒樂”
小盒戲的盒勤和瑋婷盒盒有人氣很旺更有外國人
緣的佳盒盒最盒盒的是最會帶動人氣的盒盒推盒

盒學盒前一個星期盒品孜特別幫忙到家盒盒

團。更盒感盒全力支持我們的大四學長姊、盒然

的市場盒盒食材及盒盒容器。愛盒和我打盒到台

很忙也盒是盒來捧場的大三學長姊、熱情又活潑

北市的化工原料盒盒中區盒便盒盒採盒材料和容

的大一小盒盒以及 phy93 的大家。因為有大家的

器。星期日晚上盒帶盒和”盒劑實盒室楊小姐”

熱心參盒盒盒學盒才盒圓滿盒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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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籔日的籔影——
UDD 實癤心得

48 期
• 藥學四 徐莞曾

在盒個剛盒束期末盒的晴朗午後盒在盒個由

的新盒。因為盒暗盒勒盒的盒口可以放盒的深呼

師長親盒為我們盒上盒盒的台前盒在盒個數十人

吸盒盒受的盒盒頭可以盒盒盒尖盒不感動不憐憫

盒盒宣盒盒師盒盒的時刻盒我不知盒有多少人的

或盒動盒盒盒可以盒快的盒現情緒盒再也沒人會

心裡盒也盒到了我所盒到的盒音盒盒是一盒河水

嘲盒盒指盒你沒有盒見國王的新盒。我的急盒、

流淌盒盒盒浸溼岸上泥土的盒微盒盒。原來盒在

盒傲、盒盒所學盒不盒盒受盒瑣小事盒盒的盒

盒盒盒盒實盒之前盒三年半的準備盒授盒典盒上

氣盒不盒是一個個為了盒暗才來盒我演盒影的盒

的心理建盒盒勉勵盒盒盒的揣想、盒奮、盒張盒

盒嗎盒他們為了在盒暗中得到滿盒、得到存在的

不安盒一切的盒後盒理想正默默成形盒只盒再往

價值盒一盒盒的湧盒我的盒影盒。真正為了盒影

前一小步盒理想的一盒分就會盒成現實。現實盒

才安盒佇盒盒盒的人其實只有兩個盒一是三年半

理想從不曾有一刻盒生盒的劃盒盒兩盒向來盒是

前填盒盒學系但仍盒惘盒盒的我盒另一個則是數

河水盒河岸的盒係盒盒夜晚的河水漲一盒盒盒天

年後、甚盒數十年後盒為歷盒有成的盒師的我。

的河岸就盒一盒盒盒枯寂的河岸長了樹盒河水就

我希望盒去的我盒屏息的盒盒現在的盒己熬盒一

會盒期望盒更清澈。

次次的 NG 在堅持中成長盒未來的我盒盒盒現在

盒盒得盒影歌盒片《如果·愛》中盒國演員

盒己的青澀呆板盒微盒以待。為了盒到盒樣的理

池珍熙在其中盒演盒插整個故事的天使盒並親盒

想盒每一個實盒的盒盒盒作業盒我盒抱持盒門外

盒口用中文唱了三盒歌。來到 UDD 實盒盒我彷

漢的盒心來盒待和學盒盒於是盒盒長盒的盒試我

彿也盒盒了一場盒影盒盒人是導演盒盒師是盒

不再惶恐盒盒心的辨盒一個個盒品的外盒盒劑盒

劇盒盒方是劇本盒盒品是台詞、是場景的安排、

盒用法盒了就忘也不以為盒盒盒指導盒師在互動

是時盒因果的盒橫交纏盒盒我盒做的盒一件事就

盒盒中教學盒長盒到盒房盒教時試盒以盒人盒得

是像池珍熙演唱盒影中的中文歌曲盒盒想盡各盒

懂的語盒盒決盒人的問盒盒學盒盒盒盒歷了盒我

方法將盒去所學盒到的盒品學名盒盒化為商品

所盒盒心的對盒。最盒盒的是盒對於每一張盒

名盒將印在課本上的盒構式對應成手上的一盒盒

方盒我不再抱盒挑盒盒的心態盒盒是從頭盒始盒

劑、盒囊或瓶瓶盒盒盒列的注射劑。一盒始的我

查盒盒人的住盒盒摘、注意盒常的檢盒數值盒不

急於想盒盒語盒文字的盒礙盒盒捷的抵盒劇情的

單只像盒去念書時把參盒書盒作盒科玉律盒盒伸

核心盒我努力的揣摩導演的心境盒盒導演的盒光

出盒盒將盒人的盒床反應盒盒師的用盒盒慣盒盒

想把台詞盒盒的更好盒盒劇的盒盒我盒不及待的

入盒己的盒盒吸收、盒濾。在 UDD 的日子每天

想抓出語盒盒改用盒己的方式演盒以盒明盒己盒

盒盒得愈來愈快盒我永遠學不完盒問盒愈盒愈

實的演技。盒我愈是盒盒愈想擺盒一個新盒演員

多盒有些盒盒也不見得有非常滿意的答案盒但我

的左右支盒盒才盒現盒己忽略去尋找最忠實的盒

抱持盒最初的信念盒始盒不忘盒理想盒現實盒的

盒。盒盒盒影盒去盒盒影的人盒有多少人是為了

盒盒盒盒信只有盒我親盒去流盒一個又一個的盒

盒盒盒影盒盒有多少人盒其實是為了盒個盒盒影

景盒我才盒真真正正成為一條河。

時的盒暗盒為了得到盒個盒暗盒坐在盒幕前的

盒信也只有現在盒為學生盒我才盒有機會由

人盒盒於得到兩個小時的庇盒盒放心的流淚或咧

指導盒師在旁邊帶盒我學盒、容盒我慢慢摸盒盒

嘴大盒了盒不用再盒盒盒持的盒帶盒盒盒同情心

真正成為盒師盒始工作以後盒我盒必盒以更嚴格

的高盒盒盒盒盒盒人一盒假盒盒見盒德盒件國王

的標準來盒求盒己、向前盒盒。盒然到盒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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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盒只盒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時盒盒但我漸漸明

盒盒在實盒中我盒以一盒最單盒的心盒不再盒盒

盒盒實盒的真正盒盒其實就像對待冰箱盒盒滿只

回收的價值、盒盒盒我的意盒盒盒信只盒不斷的

是為了掏盒盒盒不是保存。冰箱存在的盒的盒並

付出、盒歷、感受盒每一刻所盒盒在冰箱的智慧

不是盒我拚命的盒控溫度、濕度來保存永遠的光

盒成長盒下一刻盒我猶盒盒盒、徬徨於下一個岔

系

榮、快樂盒並期望一個盒往盒師生涯不盒挫折盒

盒口前的時候盒就盒從容的打盒冰箱盒盒充盒盒

盒的盒盒捷徑。無涯的知盒無盒盒可以永遠冷凍

前盒的盒盒！

活

保盒盒不盒時時採盒盒再盒好的理想也有保存期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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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系籔 ✫
• 伊琳

盒盒獎牌盒很有聖盒氣氛盒我們將巧克力盒作成獎牌的形
在聖盒季盒盒辦的系盒盒12 月 24 、 25 日盒
狀盒並把盒盒好的獎盒名盒和其盒合在一盒盒感盒真的很高盒盒盒了盒個巧思之外盒比盒的規劃安排也
非常仔盒盒包括壘球、籃球、排球、盒球、桌球…盒盒盒盒的盒動場上散盒盒盒學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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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青春活力的女排

場下甜美，場上衝勁十足的女籃

在醫體二樓的桌球賽

開賽前的男排，很有自信的樣子呢

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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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籃球賽，大家都好認真喔！

參賽者化身為場下熱情的啦啦隊

感謝陳基旺主任參與 2005 年系運(攝影於醫體前)

爆發力十足的羽球賽

比賽後的慶生會，真開心

系盒是盒盒們散盒熱情活力的地方盒也盒盒了各系盒之盒的感情盒盒盒各盒比盒盒大家互盒切盒盒
也盒 12 月的冬天不再寒冷!期待 2006 年的系盒盒大家再度盒聚一堂盒展現各盒球技盒互盒盒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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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德國 IPSF 會籔心得 ✫
台大簃刊
• 藥學二 張瑋玲
得知盒個到德國參加 IPSF 會盒的機會其實很

盒的特別盒真盒盒得 patient conseling 的盒是值得

偶然盒一盒始是因為盒得可以到德國去盒會盒盒

注意盒盒展的一個盒盒。盒 general assembly 更是

系

得好像有趣盒也因為盒個機緣盒盒有機會盒始了

盒我想像的完全不同盒盒我大盒盒界盒原來盒在

盒 什 盒 是 IPSF(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歐洲國家學生盒盒是盒盒專業的在盒作盒完全就

活

Students Federation 世界盒學生盒合會)、什盒是

像是一回事盒盒我平常接盒的學生盒盒感盒差很

APPS(Asia Pacific Pharmaceutical Symposium 亞太

多盒感盒他們的盒盒盒作是很成熟、是已盒盒作

盒學年會 ) 以及很多很多盒盒學盒盒的盒盒和會

一段時盒的盒盒 IPSF 中的幹盒也盒每個盒盒來盒

盒。盒在我原先的盒知中盒盒個會盒似乎只盒在

很不一樣盒在我盒中盒 IPSF 感盒就一盒也不像學

出國前把盒李整理好、帶好會盒中盒盒的小盒服

生盒盒盒盒了參盒的學生是盒盒盒不盒盒幹盒中

和一盒盒盒的心盒盒樣就可以到德國盒會了！於

的盒有一些已盒不是學生了！每天盒會的時候盒

是盒盒宇文問我的時候盒我毫不盒慮就盒上答應

對每盒盒盒每個 proposal 提出各盒盒問盒做各盒

了！

discussion 盒我盒得盒我有很深的感受盒在大學盒

學

動

盒再來是一盒串的報名手盒盒因為我不是台

堂裡的 GA 會盒盒盒到大家盒可以勇於提出盒己

灣學生盒會的幹盒盒報名的時盒也比盒晚了盒所

的質盒盒流利暢快的盒盒盒己的意見盒盒是我盒

以盒一切資料的準備盒快盒於是接下來的一兩個

得我盒盒努力的盒標。整盒盒盒盒盒盒會盒的盒

盒拜就是為各盒資料盒明到盒奔波。好不容易盒

是盒我感受盒多盒不盒盒最後盒值得一提的是盒

把匯款收據用快盒寄到德國盒一切似乎又平盒了

我們最後爭取到了 2007IPSF 的申辦權！

一盒子。接盒六月的時候盒接到學長的盒盒盒知
盒盒會。盒會盒一切似乎盒盒我想像的漸漸不一
樣了！盒會之後才明盒原來盒次到德國盒會是有
任務的。盒爭取 2007IPSF 會盒在台灣盒辦盒盒為
了在出國前把一切有盒我們國家的資料優盒盒整
理好盒為了在出盒前可以到盒生盒做出完盒的報
告盒期盒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南北奔波盒我們盒七
個念不同學校、住不同地方的學生盒就盒樣來來
回回盒了幾次會。
到了德國盒真正的接盒到不同國家的盒學
生盒真的有很大的衝擊盒每個國家的盒學系的制
度盒很不一樣盒有五年、有六年、也有盒我們一
樣四年的盒不盒盒四年的似乎佔少數。每天盒盒
的會盒盒盒盒不同盒盒 workshop 盒只是盒大盒分
的 workshop 盒盒盒因為我盒己本盒對盒學的專業
的盒盒太少盒所以大盒盒不懂。不盒盒印盒中參
加了一個有盒 patient conseling 的 workshop 盒因為
盒生活比盒盒切盒所以盒師盒的大盒明盒盒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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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 邱齡
暫時揮別大三的沉盒課業盒盒來一個可愛的
寒假。大家提盒盒單的盒囊盒盒有滿盒的引吭高
歌盒伴盒展盒兩天的盒廠參盒和班盒盒盒。

班盒時盒全班擠在一個房盒玩殺手的盒況盒真是
可惜。
盒天一早盒喝欠盒天盒是得盒盒去撘小火

盒入新盒科學園區後盒大家便分盒盒盒今天

盒盒昏暗的天盒掩不住盒人的期待盒但是沿盒上

的參盒盒盒盒分別是盒亞生技公司和健喬信元生

展露的曙光盒我們盒張了盒來盒一盒以為天亮就

技公司。盒盒制式的廠房佔地但有盒用心盒化的

盒不上日出了盒後來才明盒盒天亮了不盒於日

環境。盒盒盒報後對於盒廠狀況有個大概的盒

出！因為太盒盒在山頭的盒層後盒盒盒服盒盒所

盒盒就分盒實地盒盒參盒盒盒盒也是最令我們期

以才有時盒盒一位盒趣盒爽的盒盒員口沫橫飛的

待的一刻盒盒於有機會在實盒盒作的廠房中印盒

盒盒。原本我盒盒得手持有盒盒盒的人們根本是

課堂所學盒課本上的描述彷彿在機器盒盒中也盒

多此一盒盒沒想到盒盒丈光盒從山頭後放射出

活了盒來。盒盒得飛快的打盒機、巨大的 coating

來盒燦爛得令人無法盒盒盒也無法完全盒會所盒

pan 盒盒有一塵不染、盒刷潔盒的工作環境盒伴

「盒盒盒出山頭」的感盒。燦盒流盒的光盒照盒

盒盒盒廠人員的盒盒盒我們也很努力的回想盒所

山頭盒盒盒盒海盒氣氤氳中盒享用熱盒盒的早

知所學。盒盒工業裡有盒盒多多的環盒盒無盒是

盒盒是很特別的盒盒。下山後前往姊妹潭和山中

人、事、物方盒盒就盒供水也是盒盒盒盒的一

步盒盒盒盒一盒上前盒盒慢盒因為不停的盒盒留

環盒盒對盒些實盒情形盒盒了新盒感以外盒盒盒

影盒歡盒盒語盒漾盒我們飛揚的年盒。

我們更加了盒到知盒和實務上的差盒盒盒些盒不

接盒前往奮盒湖。盒盒山盒上盒有一整排的

是盒對書本時可以想像得到的盒其中存在的界盒

盒盒的櫻盒盒盒我甘盒冒盒暈盒的危盒盒帶盒朝

差盒盒怎盒去盒盒盒就盒我們盒入盒會時有什盒

聖盒盒敬的心情盒盒欣盒。不是盒盒盒盒的日子

樣的盒盒了。

裡盒只有滿枝椏的盒意盒盒到光盒盒的枝幹盒就

參盒完兩家盒廠盒盒了對盒廠的盒作有比盒

會知盒有一場即將盒盒出來的燦爛。初見已盒盒

具盒的了盒以外盒也盒到了盒學專業在盒廠中可

再見仍然。盒盒得常盒櫻盒盒樣專心盒志的盒放

以盒揮的盒盒盒如果在未來想盒有更大的盒展盒

所感動盒盒因為他們盒是先盒盡了盒葉盒才盒

盒盒盒理方盒的才盒也是很值得學盒的盒畢盒盒

盒。扶盒的枝幹盒盒盒盒灑盒盒盒盒盒單中有另

盒盒門有其侷盒性。在夕盒裡揮別盒廠盒但是對

一盒盒盒。每一盒盒是盒盒。奮盒湖盒盒很有九

未來的我們又更盒了一步盒我想盒是個很好的機

份山城的味盒盒可惜商品盒已盒普盒化盒盒不太

會盒我們多一些刺激和思盒盒也不再盒得課堂所

出來盒地的特盒盒不盒盒少盒有火盒便盒令人齒

學只是理盒性的知盒。

盒留盒。

盒盒盒廠後盒有另一盒活盒的氣氛在盒盒盒

為了展現大學生的熱情活力盒即使不少人前

上盒盒盒盒因為接下來是令人期待的班盒盒大家

一天只盒了三個多小時盒大家盒是決定去挑戰十

一盒歡唱到盒盒山盒盒於換了個時盒盒大家盒盒

八盒漢洞。導盒帶盒我們從大凍山國家公園步盒

心心的盒聚一堂。盒盒勞盒下盒盒到了飯店盒山

入山盒原本盒很努力的想盒上導盒盒他盒盒盒後

上微涼的氣息和滿天燦爛的星斗令人盒嘆盒儘盒

來只盒把全盒的注意力盒放在征服盒座山頭上

不盒得幾個星座盒但畢盒是在城市裡盒不見的朗

了盒果然是太久沒有盒盒。不盒大家再盒也不會

朗夜盒。為了盒天的日出盒就沒有盒現盒年大一

忘盒停下來照盒盒流星崖、明月盒和回頭嶺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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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奮勇前盒的汗水印盒。即使盒疲力盒盒山盒挺

們盒有盒多的影像盒憶可以盒一切再次盒活盒

拔的杉木林盒和清新的盒氣盒是令人有親盒大盒

來。盒一盒盒盒如此盒聚一堂的日子正在慢慢流

然的盒暢感。

盒盒盒不盒好好珍惜每一個有你們盒伴的日子

盒是一次盒得的出盒盒感盒有兩位活動的盡

嗎盒

❖

心規劃和全班的熱情參盒盒即使盒盒會淡去盒我

活

✫ 畢業團照 ✫

動

• 蔡伊琳

期中盒期盒盒微盒夾帶盒盒盒已盒延期拍照

人盒盒留在盒片裡盒也盒牢盒在盒海中盒在盒圖

的我們盒懷盒放盒的心情盒盒在盒圖前的盒地。

前的盒地上盒往日的回憶在心頭盒盒盒我們曾盒

盒應盒是我們盒一次盒上學士服吧盒在拍攝人員

也在盒區上課、一同盒在椰林大盒上盒盒是我們

的指盒下盒盒上盒和盒長盒外頭盒我們盒上了盒

共同的盒歷盒盒滅不了的回憶盒盒在盒裡盒是因

徵盒學盒的盒披盒。盒戴的時候大家互盒幫忙盒

為一段巧妙的緣份盒很幸盒盒夠盒盒每一個人盒

有盒七手八盒但也十分盒奮盒盒時盒然也少不了

畢業團照盒不是單盒盒片上的盒錄盒更包含了盒

盒家盒機的盒盒捉影盒盒聚在一盒的 B91 盒每個

盒多多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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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 王振萱
對於盒學系的全盒盒盒們盒盒盒盒學之夜可

盒出去了吧！所有的一切盒拋盒了盒盒海中浮現

盒是一年一度的盒盒大活動。盒回的盒學之夜盒

的盒只有「打完了盒就盒盒了」盒個想法。即使

在十一月三十日盒盒學系大一大二的盒盒們盒不

盒盒中真的出現了些失盒盒仍盒盒無其事的盒盒

摩拳擦掌盒接盒個盒大的盒宴。很榮幸的盒盒為

打下去。盒盒束的盒盒盒盒台下盒盒了如盒的掌

盒學系的一份子的我盒也參盒了盒盒活動。盒然

盒盒我知盒盒我們已盒完成任務了。

只參加了一盒盒盒— STOMP 盒和盒為小大一時

盒回盒夜 STOMP 的演出盒真的盒感盒所有

參盒的盒盒一模一樣。然盒對於盒奏感奇差無比

的夥伴們盒深微、 Para 、盒勤、瑋玲、小盒、容

的我盒卻是盒不容易的挑戰。

甄、于嵐和子瑋。盒然曾盒一度失望盒以為盒個

盒次的 STOMP 盒我們盒演了兩盒曲盒盒 Me

盒盒就盒盒天盒了盒但我們仍然完成了盒我很慶

Tarzan 和 Balloonology 盒兩盒均十分特別。 Me

幸盒己沒有盒挫折打敗盒放棄。盒盒大家盒盒了

Tarzan 以拍打盒盒各盒位盒例如拍手、彈指、盒

盒演曲盒外盒盒一同構思了盒演的呈現方式盒分

盒盒盒盒 Balloonology 更是有趣盒利用盒演盒盒

工合作完成盒具盒每個人真的盒盒盒了。更盒感

氣球之盒各盒互動方式盒像是拍打、放氣、盒牙

盒深微、 Para 和瑋玲盒為了盒盒盒盒演更完盒盒

盒盒呈現各盒不同盒音盒再加以盒合成完整曲

盒盒時指出每個人的盒盒盒並且幫助我們盒整到

子。

正盒為止。演出 STOMP 盒對我盒盒是非常盒得
期中盒盒束盒後盒盒盒密盒的盒盒盒接盒盒

可盒的盒盒盒盒盒盒然盒盒盒成果卻是盒盒的盒

來。 Me Tarzan 的盒盒對我盒盒十分的吃力盒不

同時盒盒也將成為珍盒的回憶盒盒待盒未來的我

僅盒盒盒奏感盒更是手盒並用盒盒憶的大盒盒。

盒盒回味盒。

❖

盒得拍手盒卻忘盒盒盒的情況不時就會出現。盒
在盒盒 Balloonology 時盒由於氣球數盒不多盒必
盒省盒盒用盒然盒氣球爆炸的情況也屢見不盒盒
盒成大家的盒嚇。默契也是 STOMP 不可或盒的
盒盒因盒盒即使一個人盒盒時沒有太大問盒盒常
常卻又在全盒合奏時混亂盒也因此在正式上台
前盒盒多盒盒幾次就多盒盒幾次盒希望盒此盒盒
默契盒來盒佳。盒實在盒盒盒盒的盒盒是盒盒盒
挫折的盒兩手無法盒上盒度盒搶拍或慢拍盒以及
無法盒夥伴契合盒問盒無法盒決時盒常常因此感
到盒盒沮喪。尤其在盒夜前夕盒我患了盒感冒盒
盒心盒盒盒盒極盒但盒是得打盒盒盒盒盒了盒盒
盒盒盒也盒把盒具盒作完畢。
上台前一刻盒盒在後台盒待前一個盒盒盒
束盒心情是忐忑不安的盒深怕盒己一個不盒心盒
盒盒盒演毀了。盒時的我們盒盒了盒求盒演盒利
外盒什盒盒沒辦法做。然盒上台之後盒也盒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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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服用盒應盒注意些什盒樣的事盒盒我們

壹、藥局名稱：中心藥局

會盒他們盒。

學

您盒得我們盒師現在盒盒哪些瓶盒呢?

гᕇĈέΔξϘ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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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輆盒真的我們盒局的條件比盒好盒剛好在盒盒

系

ణય۰Ĉ̂˘ ڒፍࠞ

活

答輆盒初盒是我爸爸盒盒盒三盒盒才准我們念。

動

2.

1.

的盒盒盒所以沒有什盒。新盒業的盒盒有的
盒接盒方也不容易盒盒因為我再盒邊也做了

盒初為什盒盒盒盒師?

三十多年了盒盒且我加入健保盒局也十年
了盒所以我的客源已盒盒多、盒盒定的。

因為我家三代盒是盒營盒局的。
以前民盒對於盒三盒盒會比盒盒好嗎?

7.

您盒得一盒民盒對盒師有沒有什盒盒盒?

答輆因為我們以前在唸書的時候盒不用國家特盒

答輆以前民盒會對盒師不信任盒不盒現在盒沒有

就有盒師執照盒就可以執業。但是不知盒唸

碰到了。其實你盒師本盒只盒有專業的知盒

到幾年盒的時候就公佈盒盒執照盒畢業以後

盒有服務熱盒盒我想民盒就會盒信你盒也不

就盒盒試。因為盒初家裡的生意就是盒的盒

會排斥盒像有什盒事情你盒他建盒盒他也盒

局盒就希望盒我們唸個盒學系盒以後出來可

很盒接盒。

以盒接盒營。
3.

8.

有盒夠的專業知盒去盒對盒盒?

以前的盒師執業盒現在的盒師執業有什盒差
別嗎?

答輆盒不夠。你一定盒盒出來在盒局盒少盒有一
些盒盒。光是學校學一些理盒盒不夠。

答輆比盒不一樣啦。現在盒師的盒好像盒民盒的
互動也很好盒尤其像盒樣慢盒盒慢性盒方盒盒
實施了以後盒民盒也盒信我們盒師了盒很尊

4.

盒您盒得我們應盒在畢業之後再盒盒深盒盒
是盒接出來盒業?

答輆盒盒盒你們盒己。有的人是希望在盒盒深

盒”
、”盒盒娘”
盒現在來盒會盒呼我們”盒

盒盒有的人家裡是希望你早早出來盒業。就

師”。尤其像去年盒盒盒盒盒方盒慢慢盒出

像我兒子的盒盒他是北盒今年畢業盒我希望

來以後盒盒師盒民盒的互動非常的好。以前

有接班人盒希望他盒早一盒盒入狀況。我的

民盒會比盒傾向於盒接向盒盒拿盒盒現在是

兒子也是盒師盒他有兩個學位盒另外一個是

盒方盒會盒出來外盒。一盒民盒盒會來盒局

物理治盒師。他本來想盒盒學系畢業盒出國

了盒你們想唸盒學系大概也是因為現在盒師

盒盒再唸盒我就盒出國去念盒盒很長的時

的形盒有比盒好了盒比盒以前也會受尊盒

盒盒不如在台灣插班盒物理治盒師盒很快就

了。

拿到執照了。

你盒得盒師應盒對民盒做出哪些服務?

10. 您盒得台灣的大學的盒學系如何 ? 如果盒國
外比盒來呢?

是盒比盒盒出來了盒比盒有服務啊。像有盒

答輆台灣的盒學教盒不盒啊盒不盒比盒外國我就

動不方便的盒人現在有盒盒到家的服務。盒

不清楚了。外國的盒應盒也有一套制度盒但

做的事情很多盒盒制盒也盒不盒漏盒盒盒反

是外國受的盒學教盒時盒比盒長。盒盒你們

正有很多事情。盒有盒物盒盒盒。

以後也會改成六年不是嗎 ? 盒盒再努力向盒

我們盒如何把盒物資訊傳盒盒民盒呢?

方盒盒展。

答輆民盒來拿盒時盒我們可以盒他們提盒盒怎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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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盒我們盒師。以前的盒民盒會盒呼我們”盒

答輆盒師盒做的事情也是有盒多的啦。像現在也

5.

盒您盒得我們盒學生受了四年的教盒是不是

11. 您盒得我們的專業知盒比盒外國呢?

48 期
答輆盒實在的我沒有出去盒盒所以我也不知盒。

19. 您盒得盒業上有什盒樣的困盒?

12. 您對於我們的健保制度有什盒盒法嗎?

答輆盒一個盒有資盒。盒有地盒。台灣畢盒是很

答輆健保實施以後對於我們盒師主盒就是提升了
盒師的形盒盒像以前的盒如果盒執照盒盒人
家才多少盒。現在畢業以後出來有執照的
盒盒最盒盒有五六盒塊。盒有有拉盒了盒民
盒的盒盒。

小的盒沒有好的地盒盒沒有資盒盒哪裡盒盒
業?
20. 對於以後的盒學系學生有什盒樣的建盒和期
盒?
答輆因為我們以前畢業的時候盒然沒有唸的盒盒

13. 盒盒分業以後有對盒師有什盒幫助嗎?

多盒現在你們可盒盒盒唸一些盒盒盒理盒

答輆盒盒分業以後盒盒生專門盒盒盒盒盒如果盒

盒盒盒多加強盒一方盒。盒有盒盒資訊盒盒

有問盒的盒盒盒師會盒盒生溝盒盒兩盒比盒

個你們現在應盒盒會了盒現在作業盒盒用到

是盒於平盒的地位。你盒以前盒地位盒差太

盒盒。就是盒了具備盒學的專業知盒盒盒盒

懸殊了盒盒生盒什盒就是什盒。現在盒生也

涉獵多方盒的資訊。

盒盒尊盒盒師的。
14. 對於慢性盒盒盒盒方盒的盒法?

21. 您盒得政府在盒盒方盒的政策盒有什盒盒盒
改盒的嗎?

答輆慢性盒盒盒盒方盒的盒出盒不僅是民盒好盒

答輆希望盒提高盒事服務盒盒不盒盒盒一步一步

盒且替健保局省了一盒盒用。因為慢性盒盒

慢慢來。現在比盒低盒盒如盒慢盒一張才五

的盒出盒就不用再盒盒的掛盒盒盒盒盒盒盒

十二塊盒一盒的盒方盒三十二塊。慢盒的

民盒真的省了很多盒。

盒盒有的一張盒方盒有好幾盒盒也是才五十

15. 您盒得慢性盒盒盒盒方盒有什盒實盒上的困
盒嗎?

二塊盒五十二塊並不包括盒物盒盒物是另外
向健保局申請盒盒裡盒也不包括盒盒服務

答輆如果盒盒盒夠持盒下去盒盒然很好盒就怕有

盒盒人家國外盒有做到盒一盒盒有盒盒的盒

的盒盒不盒意盒出盒方。因為有的盒生他可

用。盒有盒單向盒劑盒盒盒一盒盒就有一盒

盒也有壓力盒盒盒有規定盒生盒盒多少個盒

盒的盒劑盒盒盒個在盒國就有盒在台灣則盒

人盒如果他們盒方全盒盒盒出的盒盒盒他們

早盒慢慢的政策盒導向盒一方盒盒如果盒往

的盒用盒從哪裡來?實盒盒個制度真的很

盒一方向盒展盒盒學系將來前景會更盒盒

好盒早就應盒盒實施了。

好。你盒盒一張慢盒上有八盒盒盒我們盒盒

16. 慢性盒盒盒盒方盒的盒出對於盒師有什盒好
盒嗎?
答輆對民盒是比盒好啦盒但是對盒師的地位也是
一盒盒定。盒師有盒樣的地位盒盒己就更盒
意去充實盒己。
17. 您對於盒學系學生到盒區盒局實盒的盒法?

盒盒盒把資料盒入盒盒盒什盒事情盒盒做盒
盒樣才五十二塊盒因此希望以後一盒盒就有
一盒盒劑盒。
22. 您盒得盒學系學生盒了盒業外有什盒其他的
出盒?
答輆有很多啊盒去盒廠工作盒盒盒深盒也可以。

答輆我很盒同盒樣的作法。

像現在盒盒所有很多可以唸盒有盒務盒理盒

18. 您盒得到盒區盒局實盒對以後就業會比盒也

盒學盒濟學盒盒盒個以後盒會分得更盒盒盒

幫助嗎?
答輆盒然啦盒實盒的盒民盒接盒盒真的是很盒盒
的盒什盒樣的人你盒可以盒對到。

盒是一定盒的。也可以到盒生主盒機盒盒公
務人員。我盒得台灣的盒濟市場盒來盒盒
盒盒因為大家盒爭的很激烈盒像便利商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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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位出來盒壓的很低。盒本來應盒只在盒局

任盒專業的知盒也是很盒盒盒對於各盒盒

裡盒盒盒盒本來盒應盒盒有盒師執照才對。

品的知盒盒什盒樣的盒症盒盒用什盒盒一

23. 您盒得盒師有什盒必備條件?

定盒非常清楚盒如果一問三不知盒或是在

答輆我們不應盒盒為利盒盒想盒盒多盒在客人的

盒盒的時候盒盒盒盒典盒盒樣誰盒來敢找

系

盒度將心比心盒盒熱心服務盒我盒得有時候

你盒盒盒更不用盒是對盒師的尊盒了。

熱心服務比什盒盒盒盒盒盒人盒到你的用

另外盒局內主盒的營利來源大盒分盒是成

活

心盒盒樣才會盒信你。不盒盒假盒不盒太現

盒、盒妝商品、健康食品居多。不太可盒

實盒像我同樣盒盒盒盒你盒一樣盒可以盒盒

是由承接盒方盒來作為營利來源盒一張盒

動

我盒你盒你用盒一盒盒你又省了兩塊盒。

方盒的收入不多盒加上真正盒出的盒方盒
少盒所以和健保局合作只是可以增加盒局

貳、藥局名稱輆立康大藥局

的形盒盒對於收入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幫
助。

гᕇĈᄂΔξˣᇇྮ

Q2 盒對慢盒的盒法或承接盒盒

ణયॡมĈ 2005 ѐ 12 ͡ 28 ̾̚͟ 12 ᕇ

A2 盒剛剛已盒提盒盒裡的居民少盒所以慢盒承

ణય۰Ĉ̂˟ ӓछ⚻

前言輆

接的數盒也不多盒大盒分會是由牙盒盒出
的盒方盒盒多。慢盒的制度對於慢性盒患
來盒增加了盒多的方便性盒他們不用大盒

盒康大盒局是盒盒全民健保合作的盒區盒

遠盒到盒盒去盒盒盒在居家盒盒的盒區盒

局盒主盒提供盒方盒劑、盒物盒盒、盒容盒盒、

局就可以做盒方的盒劑盒所以基本上來盒

減盒盒盒盒服務。盒我來到盒局時盒李盒師正在

慢盒的盒出是件好事。但是如前盒所盒

幫顧客作盒物盒盒的服務盒李盒師態度清切且盒

的盒一張慢盒的收入不多盒盒多幾十塊盒

盒地盒盒盒並且盒對顧客的盒症盒質盒擇最盒合

加上盒盒品的差價也不盒幾十塊盒一個月

的盒物。李盒師從北盒盒學畢業已盒有八年了盒

如果接兩盒張慢盒盒盒共收入也只是增加 2

八年來他曾在盒盒待盒盒也曾盒盒業務盒現在在

盒多塊盒故對於盒局的營收幫助也是不

盒區盒局工作盒全心盒心盒區的居民盒他很喜歡

大。

現在盒個工作。

訪談內容輆

Q3 盒對國內盒盒分業之盒感
A2 盒國內的盒師一盒在推廣盒盒分業盒盒然盒
盒分業盒對是件好事盒也是一定盒盒盒

Q1 盒盒區盒局盒業盒盒盒

的盒盒盒分業就是對於盒人多一盒保盒盒

A1 盒我 在 盒 家 盒 局 已 盒 工 作 了 一 年 半 的 時 盒

多一層的把盒。但是在推廣盒盒分業之

了盒盒然為盒區盒局盒但是由於盒裡的居

前盒應盒先盒盒盒前國內盒師的盒質如

民不多盒所以固定的顧客盒盒少盒主盒盒

何盒盒師人才是否盒夠盒否則一味地推盒

是以盒盒的客人盒多。盒為一名盒區盒局

就像盒盒子上架盒基本的底子不夠盒本來

的盒師盒和顧客的互動是很盒盒的盒和他

是盒為盒人把盒的盒卻反其盒盒盒盒盒成

們建盒彼此的信任盒係盒並且盒盒他們感

更多的失盒。我盒盒很多的盒師盒無盒執

受到你對他健康的盒心盒盒不只是盒方和

業的年資長盒盒盒是會有盒盒盒方盒卻不

盒方的交易盒係盒已。盒然盒得到民盒信

會盒盒的盒對於盒品的用法注意事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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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盒盒的。所以在推廣盒盒分業前盒在

學生盒是提問盒我一定會好好地盒盒盒盒

教盒盒一定盒先盒始培盒人才盒盒盒方盒

樣才盒真正學到東盒不是嗎!

提供盒好的師資盒備盒如此出來一個富有

Q5 盒建盒盒期盒

專業知盒的盒師盒才盒得到民盒的尊盒盒

A5 盒就如剛剛所盒的盒對於盒師的培盒是很盒

信任盒盒盒盒盒分業盒然可以盒利地盒

盒的盒盒然國內的盒學系只有盒四年盒但

盒。

是好好地規劃課盒的安排盒四年也是盒盒

Q4 盒提供盒學系學生實盒之意盒

有盒。國內的盒師也盒有盒樣的盒盒盒先

A4 盒如果在有盒力的情況下盒盒然很盒意提供

盒盒盒己是否有盒樣的盒力盒不盒一天到

學生來實盒盒但是希望學生是真的有盒

晚在盒邊吵盒分業盒但是回盒頭來盒盒我

趣盒盒不是盒動地為了學分或是分數盒且

們盒前對於盒師的教盒真的有很好嗎盒很

盒有一定的盒極度盒主動提問盒畢盒我們

多學生到畢業以後才盒現原來實盒上盒盒

不是盒師盒也沒有時盒安排課盒盒也不知

己所學的差很多。所以很多事情盒先從基

盒學生哪裡不清楚盒所以盒是有不懂的地

本盒盒始盒盒真正有了個基礎以後盒國內

方一定盒主動提出來。如果是我帶實盒

未來的盒盒分業盒定可以做的很盒實。

生盒我一定不會主動教導學生什盒盒但是

第十四屆大藥盃 at 台大
「大盒盒」是由全國七所學校盒學系的學生
共同參盒的盒盒盒盒盒也盒為「七盒盒」。盒由
球盒盒盒以及其他各式活動「以球會友」盒促盒
全國盒學生的交流盒並盒此機會互盒切盒盒盒盒
以期提升台灣盒學界的整盒盒展。
今年的大盒盒是由台大盒學系主辦盒因此盒
盒所有台大盒學系的學生一盒動盒來盒不盒是在
學的學生或是畢業的系友盒盒希望大家不吝支
持盒一盒共襄盒盒！

時間：醪００６年５月６日星期六、
５月７日星期日。
地點：台大新體育館、舊體育館、戶外球
場、醫學院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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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盒

活動

盒召

地盒

2/18

盒壇之盒

學盒盒

學

3/11~3/12

杜盒盒盒

宣傳盒

盒區

3/25~3/26

全校盒動會

盒盒盒

盒區

系

未定

期中活動

活動盒

五月

大盒盒

深微

活

五月或六月

盒盒晚會

暑假

盒學營

宇凱

動

感踅捐款
ຏᔁ७̓ͽ˭७̓ॕഠ
日期

姓名

屆數(或盒盒
捐款盒盒
所入學年)

94.02.04

盒秋盒 32

94.10.10

沈盒敬 67盒入學年盒

94.10.11

捐款盒別

備盒

21,600 台大盒學盒展專款 一次捐款及每月捐款
6,000 台大盒學盒展專款

一次捐款

張依同 42

14,000 台大盒學盒展專款

每月捐款

94.11.29

余盒瑛 3

10,000

校友會

一次捐款

94.12.08

侯信志 20
盒麗婷 20

2,000

校友會

一次捐款

95.02

盒永盒 13

6,000

台大盒刊

一次捐款

致 謝
※ 感盒盒水盒系友盒3 屆盒捐盒盒動盒予參加校友會盒生盒活動之系友及盒區同仁盒共盒新台
幣 14350 元。
※ 感盒洪盒娜系友盒13 屆盒捐盒盒動上盒予參加校友會盒生盒活動之系友及盒區同仁共盒新台
幣 9000 元。
※ 感盒盒盒明系友盒34 屆盒捐盒授課演盒盒共盒新台幣 3000 元盒94 年 10 月盒
※ 感盒盒盒盒系友盒15 屆盒婉盒授課演盒盒共盒新台幣 3000 元盒94 年 11 月盒
※ 感盒盒慧盒系友盒25 屆盒婉盒授課演盒盒共盒新台幣 3000 元盒94 年 11 月、 95 年 3 月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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ਈීීஒ由「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開立收據ǴаճӚՏਈීΓิϷቻߞǶ
ལፎ༤ִΠ߄ࡕǴа傳真或郵寄БԄҬϒѠεᛰᏢسаᏧᒤ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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ᇡਈၗ
j歡迎使用信用卡分期捐款方式，每月小額捐款，您不會覺得負擔，母系月月感受您的愛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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