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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壇之約心得分享

◎ 藥學三　曾國綸

這次的藥壇之約讓我學到很多，並不是學術上的多（如同上課一般），而是充分的從各位學長姐的

談話中學習到他們的人生態度，以及為何他們今天可以站在台上侃侃而談。雖然四位講者在畢業後各自

走了不同的路，但都有一致的共通點：他們準備好自己，接受挑戰，並且一路上持續的學習，多方嘗

試，並把一路上所見所聞化為自己的經驗。林淑文老師也是，雖然在外人看來，當助理、入藥廠、當助

教對出國似乎幫助不大，而唸完 Pharm. D後決定回國內教書也令人匪夷所思，但一路上的經驗，其實何

嘗不是下一個選擇的助力呢？一路上的機緣，準備好自己面對突發狀況與下一個選擇，這也是我們所應

該學習的，而對於一個大三學生而言，我想這一席話很有幫助。

回顧大學生活，其實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選擇，未來也都有各自的路，雖然現在看來可能會覺得其他

同學的選擇不太合理，但想想也是殊途同歸，把握當下，展望未來，現在大三好好念書，相信班上同學

們以後也都會覺得現在的努力，現在的決定是值得的。

◎藥學四　陳建豪

藥學系歷年來都有藥壇之約，邀請學長姐回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這一次吳如琇學姊和葉

士緯學長的演講，讓我們看到了藥學系畢業之後藥師出路或是其他出路很大的不同。

吳如琇學姊曾經是台大醫院藥師，在醫院藥劑部各個不同的部門擔任藥師和行政工作。學姊在台大

醫院多年，目前已經退休了，歷經編輯處方集以及許多醫院的變遷，可以說是見證了台大醫院藥劑部的

歷史紀錄者，不管是藥師工作方面或是藥品管理方面，都為目前的現代化貢獻了很多心力。學姐說，她

在醫院中，常常因為自己的不足或是工作上的不便而更加努力學習或是盡力改善現況。我想就是因為這

樣的個性以及拼勁，也讓學姊擁有現在多采多姿的退休生活，像是合唱團或是教職等等。

葉士緯學長則提供給我們另外一個不同的見地。學長歷任公務、藥師職、或是業界，雖然目前在東

洋擔任 RA部門的工作，但是之後應該會轉任公職。學長畢業之後曾經做過很多工作，在工作中尋找自

己究竟適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追尋的是什麼。在剛踏入職場後就累積了許多不一樣的人生面向，雖然常

常換工作，可是學長對於每一份工作都非常的認真盡責，投入全部的心力去做，學長說，累積的東西就

是你的資產，我覺得他在不同行業裡，累積的人脈存摺、一點一滴的拓寬自己的視野，發生的每一個事

件都是他的一個機會。

很難得可以聽到年紀輕輕就經歷這麼豐富的人生的經驗，也讓我們更加認真去思考自己未來的決

定。這次藥壇之約著實讓我們有許多收穫以及 food for thought，讓我深深的覺得受益良多。

◎藥學三　張人文　陳以雯

今天的藥壇之約第一位為我們演說的是吳如琇藥師，她跟我們分享了許多她在當藥師時的一些經驗

和曾經參與的改革 — 例如庫存電腦化、藥袋直接列印或是台大醫院資訊系統更新等等 — 將許多原本

要耗費很多人力的工作電腦化，進而減少人力資源的浪費。

她向我們強調說：「偷懶不是壞事，藥師能花更多時間在專業上，對病人而言也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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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她也跟我們分享她自己的經驗，例如職場新鮮人初次接觸藥師這個職業，還在摸索著如何將自

己所學和實際狀況應用配合，對於疾病則其實不是很有概念。因此她跟我們說，在那個時候，她會利用

休息時間及下班時間到醫學院聽醫學系的基礎課程，作許多功課，讓自己對自己的專業能有更透徹、更

全面的了解，對病人也有助益。

她還對我們強調「終身學習」的概念，因為天下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不斷的改變，學術並不是唯一

的真理，在社會大學中我們或許能學到更多。她也和我們分享她現在退休後的生活安排，利用時間去參

加音樂性的社團之類等等。我們從她臉上可以輕易看見那種從學習中獲得的喜悅，也利用自己所學，為

社會大眾做更多的貢獻。她將在藥學中學習到的知識和經驗，分享給大眾、為大家帶來福利，實足為我

們的表彰。

「多元化藥學教育之我思」文章讀後心得

【前言】

「多元化藥學教育之我思」此篇文章的作者為王惠珀教授，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院長，也是母系第

17屆系友，原刊載於藥師週刊第 1581期 2008/07/21-2008/07-27，文章內容請參見臺大藥學校友會電子

報第 29期 http://rx.mc.ntu.edu.tw/alumni/epaper/29/index.html。

以下為大四同學於「社區藥學實習」課程結束後，閱讀此篇文章所寫的心得報告。

◎ 藥學四　邱莞婷

在這即將升上大四及剛結束社區藥局實習之際讀到這篇焦點話題，對於這種對台灣藥學生未來的探

討格外有感觸。執筆者拋出了很多問題也提供了他或者是他們團隊的見解，以我個人而言有值得推崇的

論點也有沒那麼認同的地方。

作者很崇尚國外學校的「自由學風」，我想現在台灣的學生也多有這樣的概念，也很希望能夠有這

樣的環境能夠發揮自我，吸取更多想要的新知，不過台灣的學習環境本就與國外不同，這不只是教育上

級單位或學校能不能改良的問題，從小就屬於在比較框架式指導下成長的學生族群能不能夠踏出來變得

獨立自主也是一個重點，學生需要有自我的主見和思考模式，才能打破舊有的觀念來做突破。學生們也

是隨著學習的腳步慢慢茁壯，慢慢挖掘自己的道路，就算是到了大學的階段，我們也是在什麼都還不清

楚的情況下一腳踏入藥學系，之後才一步步往前推進翻出各種可能的未來，是要當個專業的藥師呢？還

是要走跨領域路線？唯有了解才能從中做出抉擇。抉擇後除藥學基本專業外的知識獵取管道我們並不是

沒有，只是比較拘謹。我們台灣現今的藥學教育雖有改進空間，的確是可參考國外良好的教育手法，但

也決不是把某一整套直接移植過來，關於這方面的改善是體系全方面的調整，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文章中提到台灣的社區藥局因制度的不完整，只規範藥局藥師的每日合理調劑量，而不規範醫院藥

師，無法讓病人集中就醫而藥師集中配藥，導致制度性合理化以藥品賺取利潤，因此醫院藥師小妹化接

收每天數百張的處方，社區藥局雜貨店化販賣重點都不在專業藥品本身，成為台灣藥事服務的奇觀。由

於剛結束社區藥局的實習，這一切都感同身受。藥學領域現在廣為宣傳的就是藥事照護的推動，我們也

有朝一日希望能做到像作者所謂的「居民健康照護的 7-11」，這真的是個理想，不但可以促進大眾的健

康維護，也可以提升藥師在大眾心中的地位，能夠得到別人的信任並發揮所學來幫助其他人，對於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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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任務了。

話說要成為「居民健康照護的 7-11」，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得具備一級棒的專業知識，既然作者認為

照護人民無場域之分，不該讓醫院藥學等同於臨床藥學，造成醫院藥師與社區藥師之間的階級意識，就

應該是讓每位藥師都有相等的藥學基本專業能力，關於臨床專業的培養我想「六年制藥學教育」是個不

錯的訓練，就算是想走跨領域路線的人也是得具備這樣的能力，儘管臨床藥學確實不等於藥學，但將此

說成為框框式的六年，綁架所有學生一起上車，然後六年後才能下車放行可能太過誇張，六年時間總比

現在的四年來的充裕好利用，而且也比較足夠讓學生多看多聽多學，想清楚之後再作規劃，本科科目修

習空檔可選修其他領域科目作準備，又或是將一些較專精的臨床科目作為選修，加入其他可選修的專門

課程，讓學生如作者所說的能夠修習核心課程加上各路線的專門課程也是可以考慮的實行方向，更何況

可以與世界藥學教育接軌，就這一點而言也不是件壞事。

再說，作者提到：Pharm D是美國的學位，並不是台灣的學位名稱，台灣「只有」四年得學士二年

得碩士的教育制度，每年十萬大學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學位」即代表競爭力，六年得藥學士（Pharm 

D）會削減藥學系畢業生的社會競爭力。我想教育制度也是種觀念的建立，六年得藥學士的觀念是可以

宣傳的，就像是醫學系念七年才能畢業的觀念是一樣的，難不成台灣就「只有」4+2拿碩士這樣的藥學教

育制度可以存在到永遠嗎？或許就學位名稱而言「碩士」是比「學士」來的好聽許多，但我們若是轉型

順利相信「Pharm. D」這樣的名稱也可以變得與「碩士」一樣讓人信服。

若是訓練一個夠格照護病人的藥師需要六年，這樣的說法又引伸出了另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藥師

執照應該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夠參加考試？四年藥學學士畢業有資格考嗎？還是要讀完六年臨床藥

學訓練才可以？是要以分級考試來區隔不同專業程度的藥師還是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訂定一個合情合理

的制度，這些都還需要好一段時間的捉摸與觀察。

    在藥學系三年了，師長們在這段期間給了我們不少關於藥學教育的想法讓我們細細咀嚼慢慢思

考，相信許多藥學領域的前輩們、同學們也都同樣關心我們的未來，有感而發發表出像這般與我們切身

相關的文章，可以讓大家多多思考並凝聚大家對於藥學養成教育的重視。

◎ 藥學四　賀筠婷

因為台大明年也將要實施四年制跟六年制的雙軌制藥學教育，所以看到這篇文章時就很有興趣。本

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美國的藥學教育不是框框式的六年，正確的說法是美國「clinical 

pharmacy旨在訓練一個夠格照病人的藥師。要達到這樣的功力，大約需要六年」。』。本文作者並不鼓勵

全台灣藥學院或是藥學系全面化實施六年制，因為藥學的出路可以很廣，我們可以觸及各行各業走出

不一樣的人生旅程，一味的培養臨床藥師會窄化藥學系或是藥學院畢業之後學生走的路，作者提到：

『六年得藥學士（Pharm D）會削減藥學系畢業生的社會競爭力。其實，教育的實質變革勝於型式變革

⋯』，主張：『接受⑴臨床藥學的定義是培育面對面照顧人民的人本藥師；⑵訓練一個夠格照顧病人的

藥師需要六年；⑶大學四年接軌研究所兩年臨床訓練得到臨床藥學碩士（master in clinical pharmacy，

等同於美國的 Pharm D），才是務實的做法。』。台大即將率先嘗試實施雙軌制，這篇文章刺激我思考台大

為什麼要實施六年制，還記得陳基旺教授跟我們分享過實施六年制的必要性，台大出來的學生不只在學

術方面可以有所成就，我們也要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優良藥師，我們必須要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因為

我們以後將不只是留在台灣職業，我們要邁向世界，在政治相對弱勢的現在走出自己的國際競爭力，而

且實施六年制之後，不僅可以跟國際學制接軌，相較於四年制我們也會有更完整的臨床課程，不管是當

臨床藥師或是社區藥局藥師都將更有競爭力也更專業，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再侷限在台灣。只是在醫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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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沒有落實的現在，作者也不樂觀全台藥學六年化的發生；閱畢作者的剖析，可發現現在台灣並沒有

客觀條件可以全面藥學六年化，作者主張：『臨床藥學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在社會創造藥師貼近人民的氣

勢，以氣勢帶動趨勢，以趨勢促進制度變革，當制度成熟時，機會總是與墾荒的先行者站在同一邊。』，

想起學校老師還有學長姐們致力於醫藥分業的落實，這次率先提倡六年制無非也是想要在機會來臨的時

候做好準備。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強調：『一個完整的藥學教育，都不應該有排他性。全面推行臨床藥

學，會造成藥物產業（製藥 /醫材）斷層，非台灣之福。缺少藥物科學、執業藥學或社會藥學的學制，

都不是完整的藥學教育體系。』，我覺得非常有道理，也很認同作者提出的在推行核心課程外加上專業課

程的學程制是務實的做法；如果將六年制定義為臨床藥學系，保留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四年制藥學，也

不失為中庸的做法。現在各個學校都在看我們台大如何實施雙軌制，我相信學校老師們都是審慎評估過

後決定實施雙軌制，身在這個制度變動的時代，身為台大的學生，我們有責任跟義務接受來自各方的挑

戰，所以我們要堅定自己的步伐向前進，以期以後母系需要我們的幫助時候可以盡一分心力。

我的大學四年生活－

優秀青年獎得獎感言

◎ 張宇文

一個進入台大藥學系的學生可以展開各式各

樣的發展路線：有人大一開始接觸台大社團，

大二變成幹部，結交台大各系所的好朋友；有

人大二暑假就進教授們的實驗室學習作實驗，提

早踏入神秘的研究殿堂；也有人在系上熱心參

與各種活動，在藥夜、藥學營、迎新宿營、送舊

等各種活動展現領導能力與服務熱誠。您好，我

是張宇文，台南人，22歲，目前是台大藥學系大

五，接下來請容許我分享我的大學四年。

我進到台大藥學系時，因為不知道自己最適

合甚麼路線，所以決定讓自己融入各種情境來探

索與嘗試，試圖挖掘自己的潛力。大一上學期，

在報紙上看到「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模

擬聯合國」台灣代表的徵選活動。NMUN 是每

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的一場大學生的外交活

動，參加國負責扮演他國代表來與各國學生進行

談判並擬訂簽屬合約。外交對我而言是個陌生的

領域，但一想到可以藉由此活動到紐約聯合國總

部，隔天我就立即報名參加選拔。經過三個月

的訓練與面試後，我成為台灣大學生代表，並

且負責參與 Committee of Human Rights。接下來

幾個月，每天苦讀各種不甚好懂的人權宣言與

protocol來彌補自己知識上的不足。在隔年三月

我便順利到了紐約，與各國代表們進行溝通談判

（與交友）。大一寒假我也加入了金車基金會的義

工服務，帶領南投永樂國小教導九二一地震受災

戶小朋友們的英語生活營。

大一下學期在系上學長（當時是中華民國

藥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邀請下加入了籌備「2007

世界藥學生年會」的行列。那時藥聯會正準備

到 2005德國的世界要學生年會去爭取舉辦權，

最後決定由我來代表籌備團隊作爭辦演說。

06 年暑假，我正式接手籌備會主席一職。由

於 IPS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Federation）沒有提供一套 “如何籌備世界年會”

的 Guideline，我們只能憑著自己參與經驗及觀察

細節來慢慢籌畫。在學期中，我到國內七所藥學

系做宣傳，招攬各校人才，尋找跟我有共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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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學生。接著到 06年澳洲世界年會為我們的

大會宣傳。回台後，來自七所學校共 20位幹部

於每月一同在中國醫藥大學舉行幹部會議，花將

近五個小時討論、溝通、以及做決策。在許多長

輩的指導與同學們的合作下，我們在籌劃活動，

尋找適合的場地與飯店，募款也有很不錯的成

果。在十天年會結束後，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檢討

自己的做事能力及方法。由於是生平第一次舉辦

活動，在細節上，與幹部溝通上，多虧大家的包

容與協助，我們才能夠順利完成任務。

大三上學期，我決定報考台大交換學生的徵

選。當初報名台大交換學生到日本的目的有二：

把日文學得更精練，以及好好休息放鬆一年。大

三這一年除了課業之外，也因為籌辦年會把自己

弄得筋疲力盡，發現自己需要調整自己的生活步

調。加上交換學生是以台大學費到國外大學，有

獎學金可領，又申請到京都大學，最終得到父母

的支持。日本京都交換學生的一年，讓我獲益匪

淺。除了能夠在一個美麗的城市學習，並體驗沈

浸在日本文化外，思想上也帶給我許多改變。

以上是我的大學四年生活。回顧這四年，

得到的很多，後悔的其實也不少。其中最令我惋

惜的是每年都正好因為有活動而未能與系上同

學（及陳基旺老師）參加台大的杜鵑花節及運

動會。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父母很支持我

自由發展（只要在不被當的情況下），學期間也

在 Phy93同學們在課業及生活上的熱心協助下，

我也順利完成了我的學業。我即將在今年六月畢

業，因此用這篇文章為我的大學生活的話下一個

句點，也藉由這篇文章感謝台大藥學系這幾年來

的培育與教誨。

門診藥局實習有感

◎ 藥學四　彭立婷

「門診藥局根本是一座小型的工廠。」我和同

學幾乎都這樣形容。明熀熀的燈光，搭配兩條忙

碌的生產線，每個人看起來也都很忙碌，撕藥袋

的人「唰！唰！唰！」地迅速地撕藥袋；調劑

的藥師「埋頭」調劑，真是連頭都不用抬一下，

雙手就可以伸到正確的地方拿到正確的藥；覆

核藥師們坐在長桌前背對著我們，從遠處看著他

們的背影和氛圍，就充斥著「我很忙碌，不要打

擾我」的氣勢。

一開始站調劑台的感覺，就像是全世界的

時間在快轉，而自己卻是定格！原本動作就很笨

拙，加以面對滿架子滿抽屜的藥真是毫無頭緒和

概念，調劑動作又更遲緩了。不過這種情況在經

過無數次的調劑與一兩次的藥名配對考試之後漸

入佳境。

調劑不只拚速度，也拚正確度，可是我就做

過很多離譜的錯誤，例如常常邊拿著藥袋邊去找

藥，結果往往拿了藥卻忘了藥袋放在哪裡；或

者看了藥名卻不看劑量、數量；有時在瞬間情

況下完整地掃視藥袋，結果數量是拿對了，可是

A藥拿成 B藥，因為兩者的名字太像了。因此在

這裡要向那些敢讓我調劑又能抓出調劑錯誤的藥

台台主致敬。

剛開始在發藥窗口實習的時候，我看著學姊

蓋章、刷條碼、收調劑單、收處方箋、發藥、提

醒病人。發藥流程很制式，感覺很簡單，但站上

去發藥的當下，又是一次次的手忙腳亂，所幸學

姐都一一補救回來。站在窗口偶爾會有些尷尬狀

況：有時候窗前人潮洶湧，窗後的藥卻遲遲不

來，讓我跟病人大眼瞪小眼；有時候不小心唸

錯病人的名字，結果被糾正 ⋯⋯。雖然發藥工

作有些呆板，但會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態度，

常會有新鮮的對談，趣味事很多；而且只要有

熱誠、有服務精神，即使是簡單的發藥動作，病



54期   

學

生

活

動

43

人或家屬都感受的出來，大都會給予善意的回

應。

去問題窗口實習大概是最讓人挫折的一環

了。我能夠很稱職的做一位發塑膠袋小妹，可是

當病人問問題時，常常有種啞口無言的感覺，不

是因為問題很好笑（當然也是有一些讓人噴飯的

問題），而是過去所學的東西很少能實際回答到

病人問題。大家最常問的就是藥要怎麼吃，尤其

是那些一次拿八九種藥的病人最常問；再不然

是關於藥品的副作用，很多人常被印在藥袋上的

副作用資訊嚇到而跑來問；有時候也會遇到拿

錯藥的病患跑來抱怨。

在百忙之中，學姊還是撥冗ā我覆核藥師

的工作，包括寫一些簡單的用語提醒發藥時的應

注意的事項、如何查詢病患資料；一邊覆核調

劑單，又一邊解說調劑單上有什麼樣的藥品需要

注意常用劑量和最大劑量、肝腎功能、交互作用

⋯⋯，真是揪甘心耶！做一位覆核藥師，不單

有自己的藥學知識，還要懂得如何得到它、運用

它；不單要運用，還要從病患、醫生的角度去

考量。要坐到覆核藥師的位置，真是有一大段路

程要走呀。

在這裡實習遇到了很多不會的事情，讓我常

有「唉！要多讀書」的感嘆。

不過啊，一天五千多張的處方量果然不是開

玩笑的，常常回到家就癱在床上，以至於我的作

息變的很正常，這也是種附加收穫吧！

UDD實習心得

◎ 藥學四　涂育誠

授袍典禮是實習的開始，身上實習袍也賦予

了我們作藥師使命感，而藥師的能力在住院調劑

組則一覽無疑，檢查並核對處方、調配藥品、病

患衛教、藥品管理、臨床藥事服務 ⋯ 等都是在

UDD藥師所要做的，我們要學習的並不是只有

關於藥品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與人溝通協調以及

談話的技巧還有冷靜地處理緊急、突發狀況。從

未實習過的我們來到 UDD，就像劉姥姥進大觀

園，什麼事情都覺得很新奇，任何所接觸到的、

學長姊所告訴我們的，都是很寶貴的經驗；很

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前上課就已經提過了，所以

在 UDD的短短三個禮拜，更能體會以前上課的

一點一滴都是菁華。

三個禮拜又兩天不到的 UDD，讓我覺得意

猶未盡，因為有太多東西值得細細品味與努力

學習，在這裡有忙碌的時候，必須專心才不會出

錯；也有讓你冷靜思考的時刻，慢慢尋找自己

想要的答案。學長姐們都很親切地為我們解說這

裡的一切，並且指出我們所必須要彌補的部份，

加上映蓉組長規定的作業，所以在 UDD的時光

是無比充實的。問題處方作業讓我們能熟悉許多

藥品的名字、TDM作業重溫了生物藥劑學的概

念與應用、ADR表格的填寫及 SOAP報告讓我

們能從病歷的紀錄好好認識一個病人的疾病即用

藥、用藥衛教方面則使我們了解如何將用藥的常

識以正確的口吻傳達給一般民眾。

很有經驗的學長姊們，許多都早出晚歸，

也不是說他們不能準時回家，可能是身為一個藥

師，心中就有責任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吧，

這種精神令我佩服、也很感動，所以我遲遲都不

大想離開住院調劑組，一方面覺得自己是個實習

生，應該要在這難得的實習期間，像海綿般盡可

能地吸收週遭的一切、一方面能和藥師們留下來

一起努力，感覺很棒，尤其是值小夜班的那天晚

上的 Online調配，少了忙碌緊張的氣氛，多了許

多熱情的指導，獲益良多。

在這裡碰到的藥種類繁多，也順道讓我們複

習了許多我們曾學過的藥理及臨床各科，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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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集更是翻了又翻、查了又查，不過再怎麼翻

還是沒有學長姊把處方集的厚度從一本翻到兩本

那麼勤快，不過我相信，只要有一顆持之以恆、

願意學習的心，等我們當上藥師後很快就能跟上

他們的腳步。最後感謝 UDD所有人，耐心地指

導我們這群還很青澀的實習學生。

迎新宿營心得

◎ 藥學四　周怡婷

籌備整個暑假的迎新宿營終於在這個夏日舉

行，原本擔心的陰雨天氣因為我們的活力而放晴

了，每個人都帶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出發，看到

新進的學弟妹們，更想努力展現最好的一面，希

望帶給藥學系的新血們一個快樂的回憶，也促進

彼此之間的交流。

這次的活動選在桃園味全埔心農場舉辦，回

想過去大二時也是在同樣的這個地方，當時的記

憶猶新，想起我們負責的迎新晚會如今仍是非常

美好的回憶，也許是這樣，總覺得對這個地方多

了些莫名的感情。

一到埔心農場，分房結束後，大家便各自帶

隊到風雨廣場，進行團康遊戲，儘管因為陌生而

有點害羞放不開，但學弟妹們都很可愛，笑聲此

起彼落，歡樂的氣氛瀰漫整個廣場，每個人看起

來都很開心。接著是這次活動的重頭戲－ RPG，

這是我們大四準備好久的活動，用一個故事連貫

整個迎新宿營，光是劇本就花了不少心思，而排

練也都是在大家實習結束之後拖著疲憊的身軀進

行，努力了這麼久，當然要好好表現。RPG 的

關卡在農場的各個角落，包括人體跳棋、傳橡皮

筋、還有和學長姐爭取加分的海帶拳等等，每關

都有關主扮演不同童話故事腳色，帶來各種遊戲

在等著大家，要讓學弟妹們玩的開心。晚上是大

二主持的迎新晚會，光是開場就讓大家驚奇，螢

光舞在夜晚顯得特別吸引目光，而另外可愛的舞

步也獲得不少掌聲，辛苦大二的學弟妹為這次迎

新晚會的付出，這個晚會一致獲得好評呢。

由於這次迎新主要聯合宿營、晚會和幹部訓

練，因此第二天早上便是學會幹部訓練的活動，

希望招募學弟妹加入系學會，共同為藥學系盡一

份心力。這次的系學會介紹與以往不同，加上

戲劇的元素，讓整個幹訓更活潑也更有趣，謝謝

小 P的構想，相信介紹完未來四年的課程和活動

後，學弟妹應該對藥學系更有了解吧。

接著下午假案偵查發表是大一新生們的創

意時間，用前一天晚上假案偵查中看到的幾個詭

異小短劇，自由拼湊成各種形式的故事。這個時

候，看到每組小隊員都一起努力激盪腦力、討

論，為整個戲劇添加搞笑、kuso 各種不同的情

節，先前看來害羞的學弟妹們這個時候也都豁出

去了，整個下午就這樣在吵鬧的歡笑中結束。我

們的活動也大致告一段落。

兩天一夜的活動下來，看到學弟妹們漸漸熟

悉彼此，盡情的笑著和遊戲著，讓我們這些大四

老人都跟著青春起來，好想大喊一聲青春無敵。

雖然活動中不可免地有些小錯誤，但仍然感謝

參予的每一位藥學系成員，讓這個活動圓滿的結

束，也希望學弟妹們在這次的活動中都有留下快

樂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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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系運

◎ 藥學四　彭立婷

我年年參加系運！這真是一件直得驕傲的事

啊（大家可以向我看齊！）

但是，戰績也是血淚斑斑！在此，不得不先

來個老人講古！

猶記得第一年參加系運，被抓去參加羽球單

打，結果被學姐以二十一比零的分數解決。這是

我心中的痛！

參加三年的系運女籃比賽，好像也還沒貢獻

什麼分數，唉呀！

打了三年的系運桌球比賽，打出去的球還是

鳥鳥的（原諒我用這麼口語的用詞，但這樣才夠

足以形容啊！）

系運的精神就是歡樂！如何說是歡樂呢？因

為少了點火藥味，多一些增進情誼的成分，我就

常在這時候遇到不認識的學長姐或學弟妹；不

用報名，就可以滿場跑，羽桌籃壘排球任君挑、

任君亂入！

說說今年吧。今年是我四年來最後一場系

運，當然要把握。

今年大一的女籃真是充滿架式，未來潛力無

窮。而大四對老人那一場女籃賽，是我目前為止

打過最風光的一場比賽－－投進了生涯第一球！

在我拿到球的那一刻，大家都很有默契的靜止不

動就等著我投籃，而我也不負眾望。雖然大家這

樣放水，但我還是很開心，這就是我強調的「歡

樂系運」呀！

至於男籃，就多了那麼一些些些火藥味。今

年大三男籃所向披靡；大一則場場輸，所以當

大三對上大一時，現場有種奇怪的氣氛：大三

象徵著邪惡大魔王；大一象徵悲情的英雄。所

以整場比賽，圍觀的人幾乎都為悲情英雄加油，

而悲情英雄也不負眾望地始終緊咬著分數。最後

仍是大魔王贏了，但是整場比賽還是非常精采。

今年桌球比賽，我仍然如同以往的打出鳥鳥

球，但奇蹟似地贏了幾場。今年學妹的加油團很

有力；而我的加油團很單薄，讓我忌妒到腦充

血，不過還好，比賽完後就是船過水無痕。值得

一提的事今年的桌球賽程是有四年以來第一次打

完的，真令人安慰。

系運第二天早上來到醫體時，發現正在比女

排，慌忙亂入，這種感覺蠻隨性的，至於比賽成

績嘛？我只記得我有分到十元的獎金。

系運結束時，有場「令人驚豔」的抽獎活

動，獎品幾乎都是往年系服、贈品，被抽到的人

莫不說 ：「拿走，我不要」，而且還受到同學訕

笑。不過最後有些壓軸獎品，都被幸運的大一、

二學弟妹抽走了。我沒抽到任何獎品，不過倒是

把別人抽獎抽到的餅乾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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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嘆藥學週

◎ 藥學二　黃詩婷

一通電話，抱持著衝一發的心態，不顧一

切的接下了藥學週手捲組的負責。.從一開始的

試作 (印象中有三次吧，一次確定要作哪幾種，

兩次教學弟妹 )到後來正式上場賣，說快不快說

慢不慢，雖然這一路走來因為自己其它事情的繁

雜，充滿了時間不夠用的無奈，但到了真正上場

之時，心情總是被喜悅與期待占滿的，跌跌撞

撞，走到了藥學週開始當天。

一大早，克服著想睡覺的心態爬起來，匆

匆忙忙的把一堆食材全部搬到我們的攤子，雖然

心中難免會有一點小小抱怨的心情，但在看到學

弟妹們的幫忙 ,以至正式上場賣時大家的熱情參

與，心情不自覺的上揚，「我要一個養生手捲！我

要一個美式手捲！」叫賣聲與買聲混雜，透露著

我們的熱鬧和熱情 ⋯ 養生與美式手捲堪稱是賣

的最好的兩樣產品了，人氣王非這兩種莫屬。「哈

囉 ,請問這個是什麼呀？好特別喔 ,可以給我一

份嗎？」萵苣手捲外觀搶眼，雖然價錢屬高級，

份量也是準備最少的，但卻早早銷售一空！

手捲旁邊的車輪餅的攤位呢，阿姨人真的

很好，總是不辭心勞的幫我們忙！在賣手捲的同

時也跟阿姨聊了一下，順便買個香噴噴的車輪餅

吃吃！「你們賣這麼便宜 ,難到不會虧本嗎？」 一

個顧客老先生這樣問到 ⋯ 笑了笑，心想：「其

實，雖然賺錢是辦藥學週的因素，但藉著藥週讓

大家有一次同甘共苦，互相幫忙共同完成一件事

情，這才是我們辦藥週的主因吧！」看著食材漸

漸銷售，最後一支巨大手捲 (料超豐富喔 )也被

學妹買走，忽然有一種卸下重擔的感覺，藥週，

來得好快完成的好快，一切彷彿過眼雲煙般，被

時間帶走，留下了什麼卻也什麼都沒留下。

這次藥週，你獲得了什麼呢？

藥廠參觀及班遊心得

◎ 藥學三　石博文

進入藥學系兩年半，雖然知道藥廠是眾多藥

學系畢業生會選擇的就業道路之一，但一直沒有

機會見到藥廠的真實狀況，包括廠房、機械、職

業類別等等，對於未來這條可能的道路也就充滿

著迷惘。想必有許多同學也跟我一樣在參觀藥廠

前，只能憑著自己的想像和學長姐的敘述中找尋

一間藥廠可能的樣貌。正恰好，面臨大三開始思

考人生接下來的道路的這個階段，系上開始安排

一連串認識藥業的活動，藥廠正是開端。

此次我們參觀的藥廠是「健喬藥品股份有限

公司」屬下的兩個廠，健喬廠和信元廠。信元廠

是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的第一個廠房，

在製造方面主要以錠劑的製造為主，這其中當然

包括緩釋錠、糖衣錠、膜衣錠等。除了製造已獲

得基本收入之外，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也致力

於開發新劑型、新的投藥方式，緩釋型的鼻噴劑

正是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努力的目標，希望可

以順利研發並申請專利為公司帶來更大的獲利。

健喬廠則是德國百靈佳公司在 2005年從台

灣撤資，轉賣給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廠房。

所以健喬廠最主要的特色便在於，廠房設計延

用德國原廠設計，規格和標準都符合德國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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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往後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藥物進出歐洲打

下一座有利的基石。健喬廠的製造主要為生產錠

劑、液劑及定量噴霧吸入劑。

除了這兩間廠房為健喬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主體外，另外還有一間食品廠，一間計畫於 2009

年增建完成符合 PIC/S 國際廠規之荷爾蒙專門

廠。可以說是結構非常完整的公司。

這次參觀藥廠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幾個點，

是工廠的大量製造、品管部門和藥廠的水與空氣

的清淨系統。沒想到我們平常在藥劑實驗課上

使出吃奶力氣研磨藥品、冒著手指抽筋風險攪

動 tablet等苦差事，在藥廠中靠著機器都可以輕

鬆的完成，而且數量和等級還不是我們可以比擬

的，不由得感嘆當初蒸汽機的偉大！品管部門每

天要處理的 case數量龐大，很難想像一間小小的

品管實驗室可以撐起這麼大的一間廠房。在藥廠

中，空氣和水的品質是絕對的要求，中間的流程

和確認更是不得馬虎，也是這樣的小心翼翼才能

使用藥人更為安全。

說到班遊，順勢由新竹出發遊玩方便，一方

面也是覺得班上同學沒有大家一起搭遊覽車出遊

過，便策劃了這次的出遊。我想，這是屬於我們

大家共同的美好回憶。

P.S.阿里山很好玩，只是冷了點 XD~

大一班遊

◎ 大一　鄭凱文

清晨起個大早，天空是一片紫鵝絨，暈黃的

街燈在巴士車窗外飛馳而去，圓圓的 ,黃黃的，

像是太陽卻不能飛到天上當一下太陽。到了台北

車站，紫鵝絨已經釀成了白葡萄酒，絲絲的 ,柔

柔的，淋在這座都市上，行人一個一個撐起雨

傘，我走向新光三越，與俊瑋會合，好久不見，

寒暄幾句，就看見尚傑正朝我們走來，到齊了，

三個台北人出發前往國道客運總站，國光的票賣

完了，統聯的服務小姐態度不佳，最後還是搭上

統聯的車，一路上看了兩部不知所云的電影，周

圍的景色漸漸開闊，一望無際，沒有臺北盆地的

群山環繞，眼光簡直可以直透到遠方的景色，台

灣海峽似乎透過車窗送了點鹽味過來。

半睡半醒的到了台南，已經十一點了， 太陽

直射萬里無雲，下車後我們跟著路人指點，似乎

兜了一圈才到台南火車站，那是約好的集合地

點，竟然沒有台南在地人參加，沒有地陪怎麼

玩的盡興 ? 凡霆的火車嚴重誤點，在等他來的時

候，我們討論行程，似乎去高雄是個明智的決

定，因為有三個高雄人，後來到了台南古蹟赤崁

樓，我們沒有進去，外頭拍張照就到一家老店吃

滷肉飯，店內的顧客很熱情的讓出位子給我們，

熱情的就像外面的艷陽。琥珀色的滷肉，油油

的 ,亮亮的，入口即化，蝦卷外酥內鮮，清爽不

膩，看來我真的到了台南。

台南之旅就這樣告了段落，我們搭火車南下

高雄，在車上與柏全哈啦一會，就到了高雄火車

站，降雨機率仍然為零，艷陽仍然高照，天空仍

然刺眼的藍，第一個景點就是高雄中學，坐落在

車站旁，圍牆外就是鐵軌，紅磚砌的圍牆矮矮的

老老的，校園內老榕低垂，一進校門就看見一隻

狗在草地中挖了一個坑，蜷在裡面睡午覺，建軒

很懷舊似的用摸了幾腳，在學校裡繞了一下，看

見很多高中生在排練活動，青春啊！學校裡貼了

很奇怪的台語詩，看來南部台語教育推廣普及啊

!每當參觀別所的高中，我總不免懷想以前渺小

的高中校園 ⋯

接下來由姿妤帶領，到丹丹漢堡朝聖，再

搭高雄捷運前往西子灣站，高雄的捷運設計的感

覺有點像香港的捷運，長長的 ,窄窄的，還有玻

璃牆，悶悶的 ,熱熱的，車廂裡還帶有淡淡的海

味，捷運出口是藝術品，鋪張的奢華，到了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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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藥學之夜

◎ 藥學二　杜云芝

還記得去年甫進入藥學系這個大家庭的時

候，總覺得很難和系上的同學們認識，因為大學

生活的自由不像高中時代天天見面的頻繁，但是

參加了藥學之夜的演出後，讓大家在籌備的過程

中增添了革命情感，表演結束後的感動更是源源

不絕，藥學之夜，確實拉近了同學之間的距離，

讓我們彼此變得更加熟識。

升上大二後，我們不再是歡樂參與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責任。大家憑著滿腔的熱

血與抱負，決定要顛覆傳統而將舞台選定在活

大，這的確是一大挑戰。此外，這次和學弟妹的

合作交集也變多，一方面是希望能增進彼此的感

情，另一方面也希望學弟妹能從合作中更了解活

動的核心運作機制，畢竟下次他們就要從我們手

中接下負責的棒子。藥學系並不是一個龐大的家

庭，但是小有小的溫馨、也有讓人出乎意料的向

心力。看著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而付出而努力，

即使在考試和社團、打工的種種壓力下，仍然播

出不少時間為藥夜盡一份力，學弟妹們才剛踏入

大學，在很多事都不甚熟悉的情況下，也一樣為

藥夜的演出盡心盡力，作為總召的我除了感謝，

還是感謝。

身為總召之一，沒有經驗的我一開始覺得

繁複的工作流程和反覆的溝通、協調讓人有點吃

不消，但後來看著節目一一成形，感動也愈加累

積。最後的演講這本書裡說過：當有一道牆檔

在你面前時，不是要阻擋你，而是要你證明你有

多渴望牆後的事物。我想，我們都在疼痛中長

大，藥夜的結束不只是一個完美掌聲下的句點，

還有太多太多成長蛻變與永遠燦爛的記憶。也期

待學弟妹的精采演出，讓藥學系這個大家庭的傳

統不斷的延續，持續點亮每一盞絢爛的燈。

◎ 藥學二　呂建緯

我想「藥學之夜」一定是很多藥學系系上同

學的大學生涯中一段美好的回憶。還記得大一時

的稚嫩，知道學長姐需要大一新生們參與藥學之

夜，就選了兩個節目參加。在練習的過程讓我們

跟學長姐的感情更加深厚，也讓我們同學間有了

為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一起打拼的回憶，這一點

一滴美好的準備過程，讓我們懷抱著熱情與躍躍

欲試的心態接下了下一年度的藥學之夜的總召。

接下了總召，進入了整個活動準備的核心，

讓我們有了更大的挑戰，不同於大一時只需要做

好自己負責的部分，現在則需要準備更多不同方

灣，我們租腳踏車搭渡輪前往旗津的海岸，港口

的海濃濃的，稠稠的，像是一汪黑色的糖漿，夕

陽好美，紅紅的 ,圓圓的，在遠方的高樓中忽現

忽隱，旗津海岸的沙黑黑的 ,重重的，即使海風

拂來也不會群塵亂舞，踏在沙岸上，面向夕陽，

高雄啊高雄 !

漲潮了，天黑了，我們回到捷運站，要去看

愛河畔煙火表演，妤婕要跟她老爸吃大餐，開學

見囉！到了愛河，看到好多小吃攤，人聲熱鬧，

原來台北的名產是熱狗，好多好多夜市，賣著好

多好多東西，吸引好多好多人潮，我們在裡面就

像是汪洋中的一條船，隨著人潮前進，緩緩的，

擠擠的，好多人好有趣，想看煙火我不餓。終於

等到九點的煙火，長達六分鐘，旁邊大樓的反光

玻璃與之相映成趣，精彩勝過 101跨年。看完煙

火，人潮散去阻塞非常嚴重，很晚我很擔心回不

了家，原本預計的台南半日遊要延長囉！我們借

宿建軒家，伯父伯母非常熱情款待。

隔天一早，我跟宏達一起搭高鐵回台北，尚

傑俊瑋更南下衝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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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12月 6日由藥學系系學會、醫學系系學會、臺大醫院公共事務室共同主辦的「泰迪熊

醫院」活動，由小朋友扮演玩偶的家長，而玩偶扮演的是病人，醫師則是由醫學系學生來扮演；藥師

則由藥學系學生扮演，負責用藥安全教育。活動目的是藉由遊戲的方式讓小朋友對於醫院、診所有進一

步的認識，消除小朋友對於醫師、看病的

恐懼 ； 也讓學生能夠培養與小朋友的溝

通技巧，從中訓練與病人相處的方式。活

動地點在台大兒童醫院，參加兒童約 60

位，工作人員為醫學系學生與藥學系大一

到大四的同學，藥學系聯絡人為大四賀婷

筠，劇情是大哥哥大姊姊的帶動唱中，泰

迪熊卻受傷了，小朋友帶著玩偶去看診，

包含掛號、看診、及持處方箋去藥局領

藥，並有用藥知識的宣導，例如藥品不要

亂放，按時吃藥，吃藥時要配白開水、領

自己的藥不要拿別人的等等。

面的工作，不論是行政方面的處理與申請，還是

節目方面的驗收與彩排，所以的一切都是不可忽

略的重要環節。這時幸好有另一位總召的合作，

我們之間的協調與分工讓這項繁雜的工作能順利

的進行，雖然對於承辦藥學之夜對我們來說是一

件從來沒有過的經驗，但是靠著一次又一次的開

會與修正讓我們能如此成功地使藥學之夜精采的

呈現在所有觀眾的眼前。

我想藥學之夜如果沒有其他系上同學與學

弟妹的參與是沒有辦法舉辦的，過程中幾乎全員

出動的大一大二同學是藥學之夜中重要的靈魂人

物，大家每個星期抽空的練習與私下的複習，藥

學之夜這個美好的回憶才能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位

參與的同學心中。很高興能順利的將承辦藥學之

夜這個棒子轉交到下一屆的學弟妹手上，我們願

意提供這次的經驗讓學弟妹們參考，我相信在人

才濟濟的藥學系中，學弟妹們一定可以找到自己

能付出的工作，與大家共同合作，讓精采的藥學

之夜再次呈現在每一位到場的觀眾眼前。

泰迪熊醫院 (Teddy Bea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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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胃王團體賽正式開始!!	 																		畢業的學長也回來共襄盛舉!!

感謝昌志製作的可

愛網宣

大胃王比賽

◎ 藥學四　傅至敏

2008 藥學大胃王 (David Wang)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

於是，系學會活動部在 2008 年上學期所舉辦的全系活動：大胃王比賽，就決定是你了 !!能夠實踐

這個點子，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但過程卻不容易呀！畢竟大胃王比賽並不是一個太”有益身心健康”

的活動，所以好不容易獲得老師的認可後，租借場地、訂購食物、宣傳報名，一步步走來真是坎坷。但

是，感謝大四的仗義相挺和學弟妹們的熱情參與，讓大胃王比賽終於順利地舉行囉！

好耶 !!好耶 !!我們來辦大胃王比

賽好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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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豪 :滷肉飯一定

要攪拌的很均勻，

我才要吃喔 !!

深藏不露的人

胃班花 --謝小黑

好有氣勢的莎莉姐

佐成 :滷肉飯的味

道好“男二”⋯⋯

優勝者合影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幫忙和參與的人，也希望在大家的心中都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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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919098  e-mail: pharm_alumni@rx.mc.ntu.edu.tw 
http://rx.mc.ntu.edu.tw/alumni/content09.html

....

E-mail

感謝以下各大藥廠

賽諾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封底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封面裡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封底裡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6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7

輝瑞大藥廠...............................................................................................8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9

格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