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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杜鵑花綻放在台大校園，傳遞著

某種盛會即將到來的訊息。初春冷冽的寒風使得

今年的杜鵑不像以往的茂盛，但對我來說那又如

何呢？重要的是今天的使命與責任，而不是粉嫩

的花兒；重要的是要和高中生們所談論的理想

與信仰，而不是披著灰紗的雲朵。新體三樓，正

是我們的戰場！

很久沒有假日早起了，而我們卻忘了高中

生是習慣早起的族群之一，遲到的我只好趕緊披

上戰袍上陣。�「你好∼有興趣聽講解嗎？」�「藥學

系的特色在於進可攻、退可守．．．」幾段文字重

複了幾十遍，雖說有時會覺得口乾舌燥、疲憊不

堪，但也不知道是為了甚麼，就是賭氣要講到最

後一分一秒，也許是自己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作祟

吧！其實，我覺得我純粹是將我所認識的藥學系

分享給高中生而已，說講解好像有點過於嚴肅。

而小高中生們會聽進去的有多少呢？這就不得而

知了，但將自己的知識分享給他們知道，這是多

麼棒的一件事情！不管有沒有讓他們對未來更清

楚一點，但我覺得這一切的一切終將會有它的價

值的，有種賭上一切幹一場的痛快感！就算最後

也許我甚麼都不是，那又如何？結果對我來說已

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這追尋中發現自我而

實現自我的過程吧！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都成為了信仰

的傳播者，也許現實真的不如我們所講的那般美

好，但我們卻開始相信別人所描述的想像。� �「在

未來藥師可以做到更有品質的藥事服務．．．」� �「台

灣產業未來的明日之星就是生技製藥．．．」�「台大

藥學系絕對是你的唯一首選．．．」說著說著，連

自己都開始確信一定會有那麼一天的到來，我們

的專業、我們的知識、我們的信仰就這麼不可思

議地一句又一句的傳播著。侯文詠曾說：�「一個

人生命中能達到最了不起的成就，無非就是發現

自己，並且勇敢地成為自己。�」我想，幸福就是

如此單純而美好的定義吧。

「藥學，乾杯！」

編按：杜鵑花節每年 3月杜鵑花開時於校

總區燦爛舉行，結合學系博覽會與社團博覽會，

吸引眾多校外人士、高中學生及家長參加。

杜鵑花節

藥學四 　黃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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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袍，是在醫學領域一個專業的象徵，更

是服務的象徵；而授袍典禮，是一項專業的起

始，代表的是我們將要進入醫院學習如何服務病

人，並將我們的知識應用在幫助病人解決疾病所

帶來的痛苦上，是一場既莊嚴又隆重的典禮呢！

典禮會場

黑板上方掛著的是紅底白字的「台大藥學系

授袍典禮」字樣，耳邊繚繞的是輕快柔美的古典

樂，魚貫而入的家長、同學們，讓現場氣氛好不

熱鬧。同學們忙著招呼自己的家人，父母、兄弟

姊妹、阿公阿嬤都有，甚至是全家族出動的呢！

從同學和他們家人的交談聲中，現場歡愉的氣氛

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授袍典禮

韓德爾皇家煙火組曲與巴哈

的布蘭登堡協奏曲交織出慶典的

畫面，為我們慶賀的除了輕快的

弦樂與絢爛的煙火外，最重要的

是有愛我們的家人在台下，見證

我們展開人生的新頁。站在台上

的我們，也許此時此刻難有難以

言喻的感受，但臉上煙花般的笑

容應該就足以說明一切了吧！在

宣讀完藥師誓詞的剎那，我想這

就是一種責任的開始，肩負著病

人用藥安全使命的我們，即將展開下一段不一樣

的人生旅程，也許過程會非常的累，但是在追逐

夢想的過程遠比達成夢想之際更為綺麗不是嗎？

溫馨時刻

在典禮完成之後，依照往例都會請沈麗娟

老師來主持最後的溫馨時刻，請同學與自己的家

人上台聊聊這四年的辛酸血淚，在嚴肅的典禮會

場點綴出不一樣的氣氛。有些同學的家人是專程

從南部坐高鐵來參加的，也有從東部坐火車、飛

機趕來台北的。在台上的同學們，都表現出和平

常不一樣的一面：說著感性的話、擁抱自己的

父母，甚至在老師的要求下給自己的家人深深一

吻。有些女同學說著說著就哭成淚人兒了，平常

酷酷的男生也落下了男兒淚呢！一包又一包的

面紙拭去了臉上的淚水，但在記憶中的那份愛，

授袍典禮

黃奇智　藥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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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算用再多的紙巾也擦拭不去的。年少輕狂之

時，我們總是認為家人的給我們的愛是理所當然

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熟了、長大了，那是不是應

該用更珍惜的心去對待家人給我們的愛呢？

後記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太習慣自己身邊人們

的付出、關心與陪伴，常常將此視為理所當然。

卻忽略了，將來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場合，這

一切將會變得非常不一樣，不管是朋友、家人、

同學皆是如此。在授袍典禮結束後，同學間的見

面機會也隨著實習部門的不同而逐漸減少，畢業

後更會在不同的領域擁有自己專屬的舞台，也

許相約吃上一頓飯，都得讓召集人傷透腦筋呢！

那過去半年，天天相遇的的麵街、摩斯與吉野

家，或是永無止盡的醫圖、基醫 304與陽光走廊

都將成為彼此的回憶。簡單的一切將會變得不再

簡單；平凡的一切將會變得不再平凡。My�dear�

classmates�~�Let's�enjoy�the�very�moment�you�have�

!!

天氣很冷，又是一個寒冬。外面下著雨吹著

風，除了吃火鍋外還有另外一項很重要的系上的

事。那是甚麼事啊？那就是－系運。

系運，乃藥學系上之運動會。

每一年的年末（本次選訂於 2010.12.25-26

舉行），就是系上學弟妹學長姐在體育場內交鋒

的時間，而且是一個只屬於藥學系成員的時間！

比賽的項目主要就是球類，排羽籃桌壘每種球類

都會有，當然也包括趣味競賽的項目。

其中男籃是競爭最激烈的一項運

動。雖然名為系運，表面上只是個輕鬆

的交流賽，但實則在場上的每個人無論

何時都是表現出一種戰戰兢兢，極欲擊

潰對手的霸氣。任何人，在比賽前，無

論精神有多萎靡不振，或是和旁人嬉鬧

得多厲害，一上場之後就立刻變了個人

似的全部進入了全副武裝的狀態，而比

賽的激烈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相對於

男籃，女籃的比賽就顯得平靜許多，但

場上三不五時精彩的佳作，總是帶給場

下的觀眾莫大的驚奇，讓大家看到了平常看似輕

巧細膩的女生們，居然也有著強悍的一面。在場

下看著場上的球員們揮灑著汗水，展現著精湛的

球技，釋放著豪邁與熱情，絕對是一個舒服的享

受。

相對於籃球，其他球類就沒有那麼激烈。不

管是排球或是羽球，隔著一個高高的網子就是不

一樣，濃濃的火藥味很明顯就被沖淡了一些，不

藥學系運

藥學三　黃建軒



學 系 活 動58期   

39

任務，依照選中的注音符號，尋找有該注音符號

的食物。雖然是很簡單的遊戲，大家一起出資、

腦力激盪，並發揮敏銳的觀察力觀察每家攤販所

賣的食物是否符合主題，不僅培養了深厚的革命

直咬得很近，最後仍是大四技高一籌。如果之後

可以把比賽的地點移到一樓，這樣加油聲一定會

倍增！

接著就是最後的重頭戲。既然是系運，當

然就不能忘記最後的抽獎。每年送的東西都很特

殊！那些負責人總能想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玩意兒

當禮物：古早的系服、彩色的棒棒糖、特大包

的零食、超溫暖的暖暖包還有不知道為什麼的大

獎隨身碟，抽到的人跟沒抽到的人都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系運是一個可以增進大家感情的活動，大

夥在活動中甚至結束後都會不時交頭接耳討論著

發生了哪些特別的事情，有趣的畫面等。系運也

會遇到一些平常較不熟悉的學長姐或學弟妹，藉

此更加認識系上的人，增加不同年級間交流的機

會。所以說，系運好玩又好處多多，下次你還不

參加嗎？

過仍然能看到緊咬分數這種白熱化的場面。剛進

來的大一排球就已經很有架勢，面對經驗技術兼

備的學長姐們，在表現上完全不會落居下風，在

接下來的日子想必會變得更加的可怕，對於隊上

的學長姐來說，絕對是非常讓人期待的一件事，

真的是後生可畏。最後還有系排跟 B95級校友的

友誼賽，雖說是比賽但其實是很歡樂的玩球，沒

甚麼肅殺的氛圍。

排球之後就是羽球的比賽時間。由於一個年

級會以五點的方式比賽，組合很多，且因為同時

進行的緣故，人力就會比較分散，也會稍微混亂

一些。羽球比賽一開始由於不明因素導致整個賽

程的大延後，這還讓系運負責人很緊張。但幸好

最後還是順利結束，並沒有超時太久。此外還有

一直都在二樓的桌球比賽，因為和別的場地分開

所以總有種神秘感，不知道樓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事。我只有看到一場大三對大四的比賽，比數一

在考完普化期中考之後，在半個學期的互相

熟識之後，在四個小精靈（王薇晴、柯欣妏、廖

瑜巧、謝佩妤，以上按照姓氏筆畫排列）細心的

計劃之下，我們 B99 踏上了古色古香的著名河

畔：淡水之旅。

分組，總是出遊最大的問題。每個人，先找

一位藥學系上最好的夥伴，形成一個小小組，再

由三個小小組抽籤組成一個小隊。如此以來，可

以將原來不甚熟悉的同學們打散，藉機進一步認

識其他系上同學，讓大家打成一片。

搭捷運到了淡水站之後，我們開始了行程第

一個活動─淡水老街食字路口。抽籤決定各組的

大一淡水班遊

藥學一　藏鏡人共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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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了三次的迎新宿營，到了大四要集

滿第四次時，終於輪到我們主辦了 !總召是由我

與蕭新民來擔任。迎新宿營一向是大一學生剛

入學時的重頭戲，為了歡迎 b99的新生加入藥學

系，我們費盡心思在想節目，原本是訂為三天，

因為場地的關係，只能改為兩天 ⋯ 在迎新宿營

的籌辦過程中，剛好是大四生暑期實習的時段。

大家分別去藥商、藥廠、政府單位或藥局。每個

人都很忙碌，所以在驗節目或是要討論流程、做

道具、場勘時，看到從各地趕來的幹部們，真的

覺得辛苦大家了。從一開始的籌畫寫企畫書、想

節目 ⋯ 花了不少時間在做討論，幸好總召有兩

個人，不然會累慘 ⋯ 在收到快塞爆我信箱的超

多宿營報名表時，非常高興，謝謝學弟妹們很捧

場，新生報名人數超多。也謝謝大二學弟妹們賣

力表演節目帶動氣氛、大三學弟妹們擔任隊輔幫

我們超多忙，每個人都很認真的完成自己負責的

部分，你們讓宿營變的超棒 !

還記得宿營的第一天與第二天下午都下起大

雨，雨真的大到很誇張，本來很擔心天氣讓節目

進行不順利，但是每個人都好嗨，大家大吼大叫

想蓋過雨聲得畫面真的很青春 XD本來因下雨差

點取消的假案，臨時改在房間進行，大受好評。

大四同學們在雨中奔波還有在房間裡埋伏、在外

面被蚊子咬的辛苦真的超值得 !這真的是一個很

棒的回憶，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次宿營。

迎新宿營心得

藥學四　江佩純

情感，更吃到了許多老街的美食。順帶一提，我

最愛的是巨大的花枝燒，外酥內軟，味道鮮美。

大夥兒吃飽喝足了以後，主持人（何佩璟）

揭開第二個活動的序幕─路人大探訪。按照清單

上的指示的５０個採訪對象（主辦人事先準備

好），例如：有四個耳洞的人、長髮及腰的人、

喇舌中的情侶。過程中，體會了當狗仔隊的刺激

與困難，有些令人羞赧的任務目標，我們只好從

背後、遠處偷拍，說實在有些不合禮教。經過了

兩個小時的努力，各小隊集合比較蒐集的成果，

高下立判。

活動結束後，本該解散各自回家，但大家意

猶未盡、依依不捨，又去了麥當勞續攤。在麥當

勞看見了一位長的超像謝鈺闐的女子、玩了愚蠢

的純美拳、享用高熱量的油炸食物，除此之外，

經過系籃一哥與二哥（洪佳安、鄒飛洋，以上按

照姓氏筆畫排列）跪半膝配上水汪汪大眼睛與動

人的說詞的誠摯邀請下，吸引了一拖拉庫女同學

來應徵球經職位，堪稱系籃最重要的一場勝仗。

這次的班遊十分開心，希望下次仍有同學願

意主辦，讓大家的感情更加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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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結束了悲慘的期末考，在嚴寒中起床來

到學校，而林森南路還沒醒過來，只有稀疏的車

輛駛在陰靄的清晨，萬籟俱寂。然而此時的醫學

院大廳鋼琴沙發區人聲鼎沸，同學們無意義的聊

著，還有我的牙關不斷打顫，該死的冷，大概就

只有我穿了六件衣！！！！服還在發冷，記憶力

不好的我，現在只想起那時候很冷 ⋯ 終於搭上

遊覽車，好心的怡旻給了我一個暖暖包，隨著緯

度越來越低，氣溫漸漸上升，終於到了南投的中

興新村，天氣可是艷陽高照的大晴天，那種陽光

回想起來，像是童話也像是夢，南投真是怡人的

好所在！

進入會議室，美時藥廠的前輩們早已恭候

多時，又再次見到了林東和學長，擁有白髮的男

人看起來總是特別穩重、智慧！講師先讓我們

認識美時藥廠，同時介紹了 cGMP(current�good�

manufacturing�practice)以及 PIC/s(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cooperation�scheme)美時藥廠不僅通過

cGMP，還有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查廠，

現在已是上櫃公司！(今年三月開始實施新版的

cGMP，內容規定更進一步走向國際水平，對於

本土較小規模的藥廠衝擊強烈，但是對於已通過

美國 FDA認證的大型藥廠影響不大，將可預期

未來的併購潮，併購、重整後的藥廠將提高競爭

力，製藥工業前景亮麗！)講師還介紹了學名藥

的研發流程，順便為我們複習了藥劑學，感覺非

常親切熟悉！

接著前往美時的工廠參訪，我與宗峻、亞

軒、少夫有幸進入製造場中參觀，這是非常難得

的體驗！首先進入第一個房間，穿上第一層防護

衣、鞋套，避免汙染廠房，接著再進入第二道關

卡，換上更嚴謹的防護衣，分隔成許多小區間，

防護規格非常嚴謹，廠房內一塵不染，而且在真

正進入廠房之前，還要通過氣浴室，酷到爆炸！

秀幾張機器的照片，重溫藥劑學：

(上圖是打錠機)

(上圖左邊那台是雙軸整粒機，右邊是雙錐型混合機)

最後還有製劑開發部、品保部門的經理的超

熱心講解，更充實了這次的藥廠參訪！喔對了，

還有美時送的超棒紀念伴手禮，雖然我弄丟了

⋯ 最後感謝高純琇老師還有芷瑋助教、呂亞軒

安排這次的藥廠參訪還有班遊，辛苦了！

大三藥廠參訪心得

藥學三　鄭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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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漫長的暑假之後，我們終於成為大學

生新鮮人了！對於一個大一新生，學校有參加不

完的活動，許多好玩的事都等著我們去探索，而

對於我們一群熱血的男子，最最最期待的莫過於

「新生盃」了，能夠在比賽中快速認識新朋友也

可以活動健身又可以為系爭光，實在一舉數得！

在籃球比賽中，我們首先遇見的對手是數學

系，一場激烈的奮戰下來，藥學系大贏２９分！

但大一第一控衛鄒飛洋表示：「我們的目標是贏

３０分，所以其實是輸了１分！」可見我們藥學

系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在第二場的比賽中，遇上

強敵政治系，對於我們這種人數少男生也少的系

實在是一大挑戰！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

們表現得相當不錯，第三節結束比數是２７比

２０落後了７分，但在第四節中有籃板王璿安、

威仁所組成的籃下禁區，還有佳安的一條龍快

攻，更有飛洋、朱朱所呈現的雙控衛，錚榮和彧

庸的高射投籃，讓政治系第四節掛零，而藥學系

狂得１４分終場以３４比２７擊退政治系！第三

場的比賽則是對抗地理系，雖然下了一點小雨但

我們仍然贏球進軍八強，但可惜在最後的分組冠

軍戰輸給法律系，只能留在八強，雖然我們很失

望但也很高興在過程中得到了許多友誼，許多同

學風雨無阻地前來加油！藥學系永遠最強！

新生盃心得

當初在選擇服務課的時候，我看到了急診及

住院藥局就想說學期中我一定要先來這邊看看，

一來可以先瞭解下學期的實習生活，二來可以在

大四的課業中對這些藥物更加熟悉。

雖然學期中的服務課只是去藥局擔任技術員

的角色 (剪藥、數藥、把藥物從盒子裡拿出來或

是折教育單張 )，不過在這些過程中我們都可以

實際的摸到很多藥品，也能夠更加將所學與實際

相互應證。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藥

師調劑的工作，只能說台大醫院的藥師真是有效

服務學習三-學期中服務心得
(急診及住院藥局)之一

藥學四　盧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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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驚嘆台大醫院工作量的龐大。

住院藥局的要調劑住院病人的藥物，也因

此，住院藥局規模與藥師數量都比急診多很多，

在住院藥局的工作主要就是貼標籤以及拆藥，很

多藥物在開封之後效期就縮短，因此必須貼上日

期，此外一些需要冷藏的藥物也必須貼標籤。在

假日的住院藥局是比較繁忙的，似乎有點人力不

足，不過我們也因此多了一些學習的機會，週末

的實習中，藥師讓我們處理退藥，先將退回藥物

分開，還必須注意退藥是否有破洞或缺損，畢

竟，這些藥品是會讓下一位病人使用的，我們必

須做好安全守門員角色。住院藥局也有很多的志

工會來幫忙，平日我們就會跟他們一起工作，偶

而與我們分享一些人生經驗，是很有趣的。

第一次到急診藥局之前，我原本很擔心急診

藥局會不會很忙，不過似乎還好，可能在大量病

患湧入的時後會忙翻天吧！在這邊的服務工作中

我們拆了很多藥，也拿了不少藥物的仿單，增長

了許多知識。在假日的急診，康皓程學長還拿了

一張處方給我們看哪邊有問題，雖然都隱約知道

哪邊有問題，不過都沒辦法說出個實際的答案，

看來還是必須增強自己的所學才是。在服務的過

程中，我們也實際看到藥師實際在為病人用公式

調整劑量以及查詢課本回答醫師的問題，都是課

堂上有教到的，藥師的工作真是不簡單！

服務課雖然大部分的工作都有點無趣，不過

希望在這幾個小時的服務後，可以在下學期記的

更快！

學期中服務雖然要排開很多考試的時間還

有上課的時間，但是也讓我實際到藥局去看過藥

師工作的情況，雖然只是做一些輔助藥師讓他們

工作比較方便快速的雜事，做很多拆藥、剪藥、

數藥的工作，不過也了解原來藥師要調劑的超有

效率是需要一些人力先處理過讓調劑的過程更加

方便快速；還有醫院的退藥居然每天可以有這

麼多的量，點退藥、分類退藥也是常常在做的工

作。

急診藥局小小的在急診部旁邊，第一次這麼

貼近急診部，原本以為急診藥局是一個很緊急很

可怕的地方，結果好像是個步調比較慢的地方 ?!

不過在這邊實際看到急診盤這種東西，一個盒子

裡裝對數量的藥以後會封起來，送回來的時候要

點數量，真是有點新奇 !!還記得有一次剛好聽到

藥師跟醫生討論抗生素劑量的問題，剛好遇到醫

生不聽藥師建議的情況，我在旁邊看幾個藥師討

論後打好多通電話跟住院醫生說，再說服務課的

期間剛好可以看到處方有問題，藥師打電話與醫

師討論的情況，也真是很幸運啦 !!

住院藥局好大有好多藥師喔 !!不過我周末去

的時候就只有不到十個藥師要處理所有的處方還

服務學習三-學期中服務心得
(急診及住院藥局)之二

藥學四　吳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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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確認同時還有一堆退藥，真是忙翻天，唯一一

次週末的住院藥局服務剛好遇到印表機壞掉，後

來終於修好的時候，一堆藥袋沒完沒了的印出

來，連我們都可以幫忙撕藥袋，雖然是比較有

趣，但發現藥師的工作量真的是無敵驚人。住院

藥局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每次都會聽到要訂飲

料和訂隔天中午的便當很有趣以外就是湯叔，他

人超好的，都不會讓我們搬很重的東西喔 (還是

是怕我們摔壞 )，每次禮拜四去他和一個志工有

時間的時候就會和我們閒聊，一邊拆藥、貼標籤

還可以一邊聊天還蠻愜意的哩 !!

學期中服務在急診和住院藥局，雖然大部分

時間都是在做一些有點無聊的工作，但是可以進

到藥局裡面看藥的擺設，還可以直接碰到很多種

藥，最有趣的事還可以認識一些技術員總是叫我

們動作慢一點不然接下來的人沒事做真是太有趣

了 !!既然服務課已經去過藥局，急診藥局還介紹

過藥品擺放的位置，希望之後實習的時候還有一

點印象可以記快一點咯 !!

（註 ： 服務學習三，課程時間為大四上學

期）

為什麼想去實驗室呢？其實也是剛好老師提

供這個機會吧！我去的是普化教授的實驗室，老

師很歡迎我們系上的同學去實驗室玩玩，老師人

很好，雖然說他自己是物化背景出身的，但是在

他的實驗室中也有一些關於生物方面的實驗，老

師其實很想往藥物研究方面發展，畢竟有關癌症

的研究算是目前很熱門的主題，加上之前合成出

BMVC這個化合物，所以又有再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實驗室做的東西很多元，在不同領域都可以

學到一些東西，有雷射的技術也有有機化學的合

成，當然也有生化實驗方面的。最基本的大概就

是要會自己培養細胞，不同的細胞有不同的生長

環境，本身的特性也不太一樣，所以要拿捏種的

細胞數量就真的是憑經驗了。其實進實驗室要先

熟悉裡面的儀器是如何操作，以後才可以自己使

用，而還會利用測吸收度跟螢光來定量配置的藥

品。培養細胞則要很小心不要汙染，不光是不要

使自己的細胞因為操作上的不小心而汙染，也要

很小心不要也汙染到其他人培養的細胞，一旦培

養箱有雜菌的污染則實驗上會變得十分麻煩。

實驗室的生活讓暑假很充實，作息很正常

說，雖然說有時候實驗會不小心做到很晚，不過

大致上都很正常啦！而且在實驗室裡跟著不同學

長姐，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畢竟每個人擅長的

領域不太一樣，會使用的操作方式也不一樣，再

跟學長姐請益的過程也會讓自己學到新的東西。

他們都會很詳盡的解說他們所在做的實驗，一些

方法跟想法，也會讓我參與其中，所以可以藉著

暑期實驗室心得

藥學三　高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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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不停詢問我們的看法，並發表不同意見。

因為分組採取小隊制，所以我們認識了不

少外校的同學。高醫的學生們為了這次的活動，

還特別包下一家飯店的晚間時段，請來高醫的舞

蹈社團為我們表演，並教我們跳舞。由於規定要

「著正式晚宴服裝」，所以看到許多非常讓人驚訝

的打扮，老實說還滿有娛樂效果的。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科技大學的學生們，也

許是因為他們人很多，意見比較相近，所以感覺

非常的團結，他們一直很想弄清楚：在一張藥

師執照的背後，科技大學跟普通大學（特別是台

大）的教育到底有什麼不同。聊了一些科目的教

學情況之後，我們發現台大的課程的確非常不輕

鬆呢！

很有趣的是，某晚安排了高雄的自由行，高

醫的學生還站在各景點當諮詢，算是很用心吧！

幾天下來聽到很多學校不會教的東西，也

暫時享受到一陣子的陽光，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經

驗。

此機會接觸到不一樣的事物。而且自己動手操作

的時候才會發現有些事情其實沒有看起來得那麼

容易進行，不過多試幾次之後，也會比較上手

了。也許對一些研究還沒有太多的想法，但進實

驗室參與實驗的進行可以激勵自己有不同的嘗試

跟不一樣的想法。我想這就是經驗的累積，讓自

己維持在隨時準備好的狀態，當機會來的時候就

可以好好把握了。

今年的藥學生年會於 2011.01.23-26在高雄

醫學院舉行，早上出發時台北非常陰冷，中午抵

達高雄時卻是豔陽高照。一出高捷後驛站，馬上

就看到高醫的同學站在旁邊指路。

這次請來的演講者有衛生署與健保局官員、

教授、生物科技公司副總、連鎖藥局總經理，以

及藥學系出身的成功商界人士。很多人的演講圍

繞在二代健保上，因為每個講者的角度不同，兩

三天下來似乎猶如聽見了一場辯論會。

在「藥師能夠發揮的空間」上，每個人也有

不同的意見：例如有位服務於衛生署的學長，

提到他因公走訪了很多國家，衛生署副署長也推

薦學生多參與國際事務。經商的一位董事長則告

訴台下聽眾她在學時學了很多商業概念，一直到

她現在還不停參與國際知名大學的進修課程。曾

擔任過藥師公會理事長的連鎖藥局經理則表示，

他認為一名藥師最重要的還是最基本的知識跟服

務態度。

年會還辦了幾場工作坊，是由參與的學生

們互相討論或和台上的講者交流。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其他學校都對台大的六年制課程相當好

藥學一　張雲翔

2011藥學生年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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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會場之前，我對於藥學生年會是什麼

一點概念也沒有。只是抱著寒假想找點事情作的

心態，今年辦在高醫的年會又剛好提供了到高雄

玩的機會，於是兩手行李滿滿、腦袋空空就到年

會來了。

四天的年會主要是聽演講，類似大一的藥導

課，邀請了政府、醫院、藥廠、社區藥局、藥師

協會等領域的前輩和我們分享相關的時事議題。

講者除了介紹自己的專業領域、藥師的前景和目

前困境外，更樂於分享自己的求學過程，努力將

他們的理念和熱誠傳承給年輕一輩。四天下來收

穫很多，因為講座比平常上課有趣的是，我不僅

是扮演被動的資訊接受者，從講者的經歷、觀點

⋯ 甚至是表達的用詞和肢體語言等，都能刺激

我去思考不曾注意的事情。例如第三天分別由健

保局沈組長和永信藥廠董事長為我們演講，兩人

對於二代健保的看法和立場十分衝突；從他們

的互動中，藥廠和政府的糾葛關係不言而喻，也

勾起我深入了解兩方意見相左的原因的好奇心，

而這絕對比上課從老師口中得知答案更有趣且印

象深刻多了！

整個年會的活動都是以小隊為單位進行，講

座之間穿插醫院參觀和類似小型討論課的教育工

作坊，又有 Gala�night、收集簽名等互動活動，

所以有很多機會能和不同學校的學員交流，聊聊

修的課有什麼不同阿、系上都辦些什麼活動阿、

或是每個人都仍在摸索困惑的問題：為什麼要

唸藥學？畢業之後有什麼打算？話題常常開始於

兩個人的簡單寒暄，週遭的人聽到後感興趣地加

入，最後變成一大群含括各校的人興奮地交換自

己的情況和意見。同為藥學背景讓大家有很多共

同的東西可以分享，不一樣的經驗和想法又讓每

一次的聊天都變成一種刺激和成長。

也是到了年會才知道，除了藥聯會外，台灣

和國際上都有類似的組織，持續透過各種活動，

分享自己的經驗、傾聽他人的想法，共同解決世

界面臨的藥事問題。蕭副署長講了一句大家可能

都聽膩的話：「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別人在做

些什麼。」參加年會的感覺就像這樣，新知識、

新朋友 ⋯ 從難得的經驗中，拓展受課本局限的

視野和思考彈性。一個空空的腦袋，在經歷這場

豐富的饗宴後，充實滿足地離開。

藥學三　 呂宛璇

2011藥學生年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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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學法，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校務會

議由教師、學生、行政人員三方共同組成，也就

是所謂的「三方共治」。這代表著學生們在學校

並不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而是有權力主動提出

心目中對於台大的藍圖，為自己學校的未來盡一

份心力的。其中，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學生事務，

也正是學生們最該主動關心並爭取權利的一塊領

域，這就是「學生自治」。

談起學生自治，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起在國

小時，那個剛開放總統民選的年代，校園裡也開

始舉辦了轟轟烈烈的「自治小市長」選舉。還記

得當年六年級各班候選人莫不盡力拜票，除了花

車遊行掃街外，更紛紛端出政策牛肉來綁樁（要

知道，在那個周六還要上半天的年代，提出周休

二日是很吸引人的）。不過熱鬧了一個月後選舉

落幕，那些有夢最美的政見，小市長當然也是手

中無權，無法實現的。

而台大的學生自治史更是篳路藍縷，從好不

容易成立學生會到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台大的學

生自治也還是在搖搖晃晃下緩緩地往前走。儘管

今天大家對於學生會有著許多的質疑，對於在學

生自治努力的同學更冠上了「學生自爽圈」或是

「多管閒事」的嘲諷，不過我今天也不是想談學

生自治的困境與未來云云，只是想以一個誤打誤

撞參與其中的經驗，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是在「自

爽」些甚麼。

我曾擔任過學生代表大會（也就是監督學

生會的議會）的學生代表。剛上任時其實也沒甚

麼概念，不過聽著前輩們的分享，慢慢也知道一

些校園議題的脈絡，像是體育課難選，原來是由

於學校聘體育老師的條件要求太高，導致於空有

場地而開不了足夠的課。在這邊才知道，原來我

們日常抱怨的小問題，後面其實都牽涉到很多層

面。至於如何讓學校知道學生的聲音，或是我們

可以怎麼透過遊說立法的方式來改變，更是讓我

大開眼界（黑幕重重？！）。在這裡，當然還認

識到了許多充滿著熱情，能將理想付諸行動的人

們中。雖然阻力很大，但他們仍然努力希望讓我

們學生能有更好的校園。

其中我參與到最多的，就是前年轟轟烈烈

的校車收費事件。想必醫學院的大家都知道有校

車幫助來往總區和醫學院之間，可以省下可觀的

交通費。但是當學校嚷嚷著所謂「使用者付費」

要我們付錢時，卻沒有想到醫、衛、社科三院的

學生都是因為校區分割而非自願性地要承擔這個

成本，而學校本該保障我們的受教權才對！於是

我們動起來了，學生會、學代會、三個院學生會

們開始討論該怎麼樣捍衛我們的權利，最後決定

除了體制外發起聯署陳情，更主要從體制內的校

務會議來解決。而在與校務會議代表的老師們談

的時候，發現其實很多時候不是他們漠視學生權

益，而是不知道學生想要的是甚麼。也因此在與

他們詳細陳述學生的觀點後，這些老師們也紛紛

表達支持之意。最後，校車的爭議就在學生代表

們與校方協調後，以各讓一步調整班次來解決－

我們仍有免費校車，而校方也可以減少支出。這

藥學四　王康力

好閒事，不多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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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學到，其實除了強硬的抗議外，協調交流

更能解決許多衝突。

其實參與學生自治並不遙不可及。你不需要

是個政治狂熱或是叛亂份子，只要在抱怨之餘，

願意多花點時間了解一下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關心學生會正在做些甚麼，並且不吝於將你的意

見回饋給他們，無論是質疑亦或是鼓勵，我想對

於在自治社團努力的同學們來說，反對的意見要

比漠不關心的沉默還悅耳。當然，你也可以嘗試

投入其中，無論是學生會、學代會、院系學生會

或其他議題性的社團等等都是很好的選擇，或許

你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熱情，也或許不會，但是

在這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以及認識到的人們，都

會是在大學四年中回味無窮的寶藏。而且，當越

來越多人一起來「多管閒事」的時候，我們距離

心目中的理想校園就會更接近。� �（筆者現為醫學

院學生會長，曾任醫學院學生代表）

圖一、開訓典禮團體照

[ 張鈺敏 ]　⋯�認識藥局的處方藥品，我的規畫

為一天認識 10~15 種藥品，然後抄下廠牌、成

份、適應症、特殊用法等。如果是未開封的藥品

（不能看仿單）的話就利用藥局的書籍查詢其機

轉跟適應症。藥師也會提醒哪種藥很常使用、哪

些藥品名字很像容易搞混等重點。

[ 熊曼君 ]　⋯�我個人認為通常藥師都很願意配

合教學，但是藥局工作很忙碌，藥師可能會有心

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這時就要靠實習生自己多

主動一點問問題、多跟在藥師旁邊見習與客人的

溝通、找機會練習與客人應對等等，相信這樣一

個月可以學到不少。

[ 劉育伶 ]　剛開始學習藥品調配的時候，真把我

搞得手忙腳亂，我常常一慌就拿錯單位含量或是

拿到名稱相似的其他種藥。此外，藥師也教我一

些調配時可以養成的小習慣，這能讓整個調配過

程或藥品管理上更為順利方便，至此我才知道原

來只是一個簡單的「拿藥」動作，也有這麼多的

學問。

社區藥局實習花絮：九十九年
暑期實習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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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瀞尹 ]　經由這幾個禮拜的觀察，藉由在調

劑、領藥過程中，藥師和病人一對一的互動，我

發現雖然我們從課本上學了很多藥理、藥化的知

識，但從課堂到真正與病人互動、讓病人了解你

所想要表達的知識或者怎麼讓病人信任你、你說

的話，其實中間有一段不小差距。

[ 溫存真 ]　⋯�時常一位伯伯嬸嬸進來，尚未反

應出對方所需前，藥師已喚出對方姓名，並親切

詢問對方最近情形，也向對方保證一旦調劑完

成，立即電話通知取藥。即便對方此次光臨並非

為領取慢箋而來，仍能感受到藥師的關心，也因

此更加深彼此的信賴。這是我於慢箋區實習時最

令我感動的，藥師與病人的互動之真摯，不僅增

加民眾對社區藥局的信賴度，也使藥師專業得以

發揮。

[ 黃奇智 ]　在藥局實習的過程中，也有碰到幾

個滿令人感動的 case的。�⋯�藥師還向他解釋各

種藥品的作用方式，他也提出他的疑問和藥師

討論，一來一往的對答中，就有點像是 Patient�

Counseling�Events競賽的場景，只是這次你無法

事先查詢，且這也不是模擬，而是真真實實解決

了病人的問題。�⋯

[ 黃詩婷 ]　今天早上給一位老伯伯用藥指導，

發現他在兩家不同醫院看病而且有重複用藥的情

況，請他統一一位醫生看並告知道此種情況，還

滿開心自己可以幫助到病人的，而且也給他一些

利尿劑相關副作用的介紹，以及如何改善的方

法，能這樣實際解決問題感覺很棒。

[ 鄭婕淩 ]　⋯�一個月的實習學到了很多東西，

但也有很多不是在這短短一個月就可以學得來

的。但我真的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實習機會，當

做是一顆種子的埋下，或一些養料去滋養原本已

有的東西，隨著經驗的積累，以後不管在哪個領

域，都能有好的表現。

[ 黎惠正 ]　⋯ 而實習的過程我發現在這裏的學

習主要依靠自己有目標的發問和有動機的了解，

⋯ 正如藥師所說的，不斷的實作和更新比拼命

背書記得更牢固！從第一天開始的不知所措，到

開始嘗試調劑、接觸民眾，當覺得自己真的學有

所得，也會覺得充滿樂趣！

[ 姚怡如 ]　⋯ 在社區藥局裡，藥師除了要具備

豐富的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在待人處事上要

有著圓融的態度，對外，如何與客人應對進退；

對內，如何條理分明的處理藥局事務，這些都是

必須出了社會後，一點一滴的經驗所累積下來

的，而我相當榮幸能夠藉由這次實習的機會，體

驗到由指導藥師的人生歷練所發展出的一套待人

接物的方法，當然也很感謝藥師對我毫無保留的

指導。

[ 吳侑學 ]　⋯�學長總是站在病人的角度為他們

著想，他對前來領藥的病人永遠是熱情問候，細

心提醒並且做諮詢以及衛教 ⋯。學長不藏私，

把自己懂的、擁有的，對學習上有幫助的都毫無

保留的傳授！�

[ 林　靜 ]　夏天民眾常見的問題多與皮膚相關，

而店內的皮膚用藥也相當多，舉凡口內膏、濕

疹、汗疱疹、香港腳 ⋯ 等黴菌感染用藥，學長

在民眾詢問的同時，不僅僅單純給予藥品供患部

症狀緩解，同時會進行知識上的解說與生活概念

的講解，以圖本為民眾分析並關心日常生活中的

環境與患部處理，活像個行動知識家，若我是顧

客必定很喜歡這樣用心的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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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林靜與律律及小魚的看板作品

[ 吳玉惠 ]

圖三、吳玉惠的海報作品

這是我在藥師家幫忙做的海報喔！真的會引起人

家的注意呦！賣出一整盒，真是開心，哈哈哈 ~

[ 林翰擎 ]　⋯ 轉眼間一個月就這麼過去，自己

的心情仍處在實習的時間當中，沒想到實習可以

是這麼的像實習，學到的東西可以這麼的紮實，

可能學校學的東西都不會比這個月學的東西還來

得多�⋯。課程中有幸與藥師到眷村社區做用藥

安全守則的衛教工作，從來沒接觸過相關工作的

我，看著老朋友在台下如同小朋友似的，認真上

課，踴躍的發問問題，讓我對社區服務無聊沉悶

的感覺一掃而去 ⋯

[ 羅育心 ]　⋯�每個星期都幫我們安排不同的學

習目標，實習時要作筆記幫助記憶，當日實習完

再依筆記內容整理成學習日誌，筆記記錄不完全

的部分也需查資料補齊，我發現透過寫日誌不僅

可以複習當日學習到的東西，整理日誌的過程也

可檢視自己是否有達到實習手冊上的學習目標，

與我一起在康之友藥局實習的還有兩位同學，我

們也會交換日誌互相切磋琢磨。實習結束後很驚

訝的發現，這五星期寫的日誌竟然多達 90頁！

[ 唐筠雯 ]　⋯ 在藥局裡短短一個月裡，⋯ 不僅

要自發性學習也要在實踐中發掘學校裡沒教的實

務課程，每週也會有 2天下午進行經營管理的經

驗分享 ⋯。在社區藥局各項事務操作中，有許

多更是學校教授專業知識以外的經驗累積或經營

管理方面，學長也透過每個月必須實行的健保申

報或處方上傳或管制藥紀錄等，讓我們實際了解

作業程序或內容，更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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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欣逢研究所成立 40 週年慶（詳 21 頁），邀請了二位研究所畢業校友專

題演講（詳 34 、35 頁），並非常高興恢復中的陳瑞龍老師能夠參加。水森

館建築已落成，捐贈典禮由臺大李嗣涔校長代表接受許照惠系友捐贈（詳

28 頁）。第 4 屆、第 14 屆各舉行了畢業 50 週年、40 週年同學會（詳 16 、

18 頁），好玩又溫馨，羨慕嗎？下回輪到您，記得讓藥刊為您珍藏美好回

憶喔！學生活動方面，研究生學會舉行春聯大賽（31 頁），請欣賞一下學

生的創意作品。大學部的學生活動也很精彩，藥學生年會（46 頁）開闊視

野，受袍典禮（37 頁）令人感動，淡水班遊（39 頁）很另類，系運（38

頁）是否勾起您年輕時運動場上淋漓盡致的回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