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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台大藥學營  感動中的圓滿落幕
藥學三　王昱文

活動日期：2012.07.25-2012.07.29
活動地點：台大校總區、醫學社科院區

在
由一幀幀相片串起四天營隊的惜別影片，輔以一首動人心弦的「乾杯」，２０１２台大藥學營

就在感動與離情依依中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台大藥學營一直都是系上的大事之一，不僅僅是作為對外宣傳藥學系，同時也是凝聚系上向心力的

活動，在一個個的活動規劃與分工合作下，無形中串起了藥學系大一到大四所有人的心，大一的人力、

大二的統籌、大三的經驗、大四甚至畢業的學長們的傳承都在在顯示了這個活動不凡的意義。而今年的

總召則是由黃世宗與謝宇欣擔綱，在總召們的大力催生協調下，藥學營才能排除萬難順利舉辦。

台大藥學營主要的目的在於讓全國的高中生們能夠對「藥學系」這個科系有初步的了解，藉此擴展

藥學系的知名度，而與每年杜鵑花節相異的是，藥學營是一個為期五天的大型活動，其中更多了相當程

度的寓教於樂，希望高中生們能夠有個充實的暑假，在玩樂中也能學到跟藥學相關的事。

五天的活動，大家除了每個營隊都必玩的大地遊戲以外，藥學營還設計了一個角色扮演遊戲，讓大

家有種在現實世界玩電玩的新奇體驗！此外也加入了充滿藥學系特色的「藥學導論」、可以親自動手做

做看的「藥劑學實驗」、生活中常見藥品認識的「非處方用藥」以及未來可能出路之一的「醫院參訪」

等活動，讓每個參加的學員都可以一窺藥學系的奧秘！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２０１３台大藥學營則是由鄭凱文、傅千芳兩位學弟妹擔任總召，究竟將在暑

假為各位高中生帶來怎樣的全新體驗？又可以擦出怎樣的火花呢？你，還在猶豫什麼？快點來台大藥學

營一探究竟！

第十五屆台大藥學營，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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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8畢業旅行
泰國八日遊之叢林騎象與桂河水上屋

藥學四吳貞儀

沿襲學長姐的經驗，b98也選擇泰國作為一生一次大學畢業旅行的地點。位在熱帶地區的泰國，除

了不時來場午後雷陣雨，空氣中飄盪著混合各式香料、人群、腐爛的氣味，華麗的顏色充斥在街道的各

個角落，熱鬧而帶點異國色調的夜生活，種種與台灣相比顯得鮮艷而吸引人的景致，都是這次旅

行除了與同學共渡八天以外令人難忘的回憶。

因為活動之多，只能分享兩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活動 :叢林騎象與桂河水上屋的一夜，希望勾起同

遊泰國的大家一些美好感覺。

說到泰國就想到人妖和大象，前者當然驚豔很多人 :漂亮的大姊姊穿著華麗衣裳，跳出性感舞步……

結果是美麗的大葛格，這叫真正的女人情何以堪。

大象則相當可愛。看到大象踢球、投籃、畫畫……，最後就是騎大象囉。和小吃一起參與這項活動，

看到高高的大象朝自己靠過來，不少人都一邊大叫一邊還是踩上象背……因為有鞍座，過程中感覺相當

安全，習慣微微搖晃以及緩慢的象步後開始享受從象背上望向遠方的感覺，偶爾對著大象的後腦勺和自

己的腳趾頭發呆；鄰座可愛同學的笑臉，映在泰國叢林中的景致中就像黑白照片一般；當然還有前面大

象的便便，只要望過一回便令人永生難忘。

桂河水上屋是本次旅行的經典。遊覽車從市區開上鄉間小路，最後

停在看不到路的森林裡；下車後只提著一天份的手提行李，搭上像旅遊

頻道中非洲草原才會出現的破舊卡車；沿路搖晃到傍晚的河岸，再搭上

快艇。遠在山稜線隨著四濺的水花西沉的太陽慢慢收起他的光芒，留下

小船繞過重重山巒奔馳許久後才見到點點燈火。

在水上屋的第一餐是燭光晚餐。體會電路與網路構築的文明世界之

外，還有另一種沉靜與優雅。水上屋的工作者都是當地的住民，有相當

多小男孩和小女孩，仔細看會發現不少人面上以香草加上泥土和成的面

霜畫上繁複的面紋，據說這是當地的一種文化。

隔天在晨光下更能夠仔細欣賞水上屋的全貌 :昨夜的雨水洗去塵埃，

一草一木都帶著和煦清新的氣息，空氣感覺很清新，配上西式的早餐還

有可愛的小貓，讓人稍稍緩解昨夜在黑暗中不知如何沐浴的困擾心情。

整體而言，桂河水上屋真的很值得一遊，一生應該要去一次，感覺在現

代難有的完整黑夜；另一方面只要去一次

就夠了，晚上在蚊帳中遊戲和入睡雖然有

趣，但也有種種的不適應，深切的了解 :

自己已經和自然脫節了。

在泰國的八天，每天都見到不同的事

物。現在回想起來，半價的小熊餅乾和永

遠只剩下巧克力和草莓口味的 pocky都帶

有滿足和遺憾的美感；每一刻都因為有朋

友相伴、分享而驚奇、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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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活動因為時間上太過緊

迫，所以辦在開學後。雖然縮短成兩

個半天，但活動依舊是很豐富，而且

新增了以往沒有的 DIY實驗，讓學
弟妹體驗藥劑實驗的歡樂時間。這也

算是大學四年來最後一個大型活動

了，由大四主辦難免特別感傷，想起

我們四年前也是這樣一路玩過來，如

今看到學弟妹們天真的模樣，看來是

還不知道藥理藥化整合的摧殘。不過

一路走來，系上的感情也越來越好，

希望藥學系能夠永遠都像個大家庭，

相互扶持。

第一天從系主任時間開始，簡

單了解藥學系的學制，以及主任的

話。隨後出發前往宜蘭，在那裡用完

宵夜後便早早睡下；工作人員則是演練假案、排練明後天的活動。隔天早上學習早操、用過早餐後便

是一整天的 RPG；RPG是角色扮演遊戲，各小隊員藉由扮演自己的職業，去執行故事主線。雖然當時
場地不好，又下雨，但是還算進行的順利，小隊員們也玩的很開心。隨後就是 DIY實驗了，這次的實
驗時間好像沒有掌控的很好，吃飯時也有為了座位而和其他學校有了一些爭執，但晚會和假案都非常

成功，時間也掌控得宜。假案時有發生一些小狀況辛苦學弟了，過程有順利走完，幸好沒有發生什麼

大事。最後一天的烤肉因為競標也是時間沒有掌控好，導致系學會時間被壓縮，最後被取消真的非常

對不起會長，但 回程時看到大家都開開心心，成就感也是少不了的。

       希望這次的迎新宿迎大家喜歡，投入了很多大四、大三的人力，大家都希望可以給大一大二

學弟妹們有個很好的回憶，接下來就看你們了！加油啊 !!～

迎新宿迎心得
藥學四謝惠婷

活動日期：2012.09.14~2012.09.16
活動地點：宜蘭三富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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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烤心得
藥學一華劭宸

活動日期：2012.10.2

系
烤，小大一的我們進入藥學系，

大家稍稍混熟後，第一個全系一

起的大型活動。由於活動地點在較遠的

華中橋，而活動時間恰好又在普生實驗

下課後的夜晚，因此，當我們一群小大

一三三兩兩趕到會場時，已經有部分的

學長姐生好火了呢！ (笑 )

　　雖然是「系烤」，但活動內容怎

麼可能只有這麼簡單呢！在學長姐的精

心安排之下，除了有趣的食材競標活動

外，更重要的是精彩刺激的喝啤酒大賽！

而在我們這一組，還發生了有趣的小插

曲，整組的男生竟然全都不會喝酒！最

後只好交給酒國女豪 –游涵喻上場參戰
了！另外讓我訝異的是，比賽用酒竟然

是 600ml的台啤！上場比賽的大家酒量
真是太驚人了！

　　除此之外，這天的另一個看點是

額外贈送的「制服日」活動，不管事畢

業許久的大四學長姐們，或是剛脫離高

中生涯的小大一們，穿起那以往覺得煩

厭的制服，大家都彷彿回到十八歲那年

的青春活力。

　　搭著中秋節的順風車，這次的系

烤，不僅團結了整個系、整個班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讓那些住在外縣市的同學

們在台北一樣能感受中秋節的氣氛，這

次的活動，聽學長姐說是第一次舉辦，

但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和同學們一

起圍著那溫熱的炭火說說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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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週
藥學一林昱妏

2012.11.19 ～ 11.23  台大小福

「欸、你知道下禮拜就是藥週了嗎？」「真的假的！？」在藥學週開始前，大一也

有人參與了製作乳液的過程，所以隱隱約約知道有藥週這回事，但始終沒想到它來得

如此突然！Σ(っД；)っ

活動前的週末，大家紛紛在臉書換上藥學週的大頭貼和緊急拍攝的倒數宣傳照，相

關的貼文也如雨後春筍般跳上臉書，於是，藥週就在這股氣勢下，揭開了序幕。

初日首賣，也許是大家還很羞澀，舌頭還沒拉完筋、臉皮也還沒練硬，商品的通路

還沒打開，雖然有學長姐的幫忙，但是相對於小福前來來往往人潮的數量，我們首賣

的營業額還仍須努力。這次的商品雖然規模都比較小樣，種類倒是蠻多的，有可愛紮

實的巧克力、姐妹商品的巧克力脆片、口味多樣的小蛋糕、清涼解渴的冬瓜茶，還有

藥學系歷代傳承獨家販售的乳液，如此多樣的商品讓我們有推銷的動力，即使起步的

跌跌撞撞，還是會有堅持下去的勇氣！ (っ `ω)っ

　　「歡迎光臨藥學週！」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鼓起勇氣扯開喉嚨叫賣，讓整個

小福充滿了藥學系的熱情；除此之外，我們還擴大了銷售範圍，外勤小組托著滿載愛

的商品托盤，游擊式的出現在人潮密集處，以行動彌補定點的不足，在藥學系同仁的

辛勤奔波下，收銀盒的重量可是一天比一天重啊！

　　在這一週當中，小小的藥週棚子就像是我們的臨時系館，時不時的就想往小福

蹭過去，叫賣也好、包裝也好，甚至是純粹的打屁聊天，小棚子內總是充滿了人氣。

雖然當週總是陰雨綿綿、氣溫偏低，但是對於還沒有系館概念的小大一來說，藥週就

是家一般的存在，一個溫暖的臨時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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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盃參賽心得-(1)

新生盃參賽心得-(2)

藥學一 李恩宇

藥學二秦侑楨

走
進中央球場，我看到的是圍著球場的一大群觀眾，令人熱血沸騰，但卻也非常緊張，因為這是

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場比賽，對手機械系來勢洶洶，每個身材都很高大，實在嚇人。一開賽，對

手就給我們 4比 0下馬威，幸好後來我們逐漸找到自己的節奏，透過團隊合作我們也打出一些好球，我
從未經歷過如此刺激的拉鋸戰呢 !雖然我們在第 4節最後被拉開比數，因此輸球，但是我覺得這場新生
盃我們已經盡了全力，新生盃一生只有一次，不要留下遺憾才是最重要的 !!

記
得大一剛踏入藥學系沒多久，就被系壘的學長姐們拉去參加新生盃壘球賽。雖然以前高中時就

有打棒球的經驗，但實際站在球場上比賽時還是會有點緊張，畢竟是上大學後第一個參加的比

賽，又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新生盃，而且當時還不太認識系上的同學們。但這些緊張都是多餘的，因為藥

學系裡存在著不少運動天才，在大家的團隊合作之下，我們成功打敗各系好手，順利晉級複賽，可惜最

後止步於八強。雖然沒有贏得好名次，但這過程卻是值得回憶的。當大家一起努力贏得勝利的瞬間，是

多麼的珍貴；當王偈每每擊出全壘打時，或當伍治宇每每三振對方選手，不論是在場上比賽的選手還是

在場邊加油的啦啦隊，大家都欣喜若狂，也許這才是新生盃的真諦吧！雖然大多數人看不懂壘球，也不

太會打，但看到自己系的球員得分、打敗對手，就會莫名的開心，也能藉此凝聚系上的感情：從彼此陌生，

在一起奮力作戰的過程中，逐漸變成好戰友，這比起勝負來說更加的重要！

從我現在是系壘隊長的角度來看，新生盃也是各系隊招生的好時機，藉由新生盃，可以讓各個新生

有機會體驗到各種不同球類運動，可能是以前從來沒有碰過的。但在比賽過程中，漸漸體會到各個球類

的有趣之處，進而產生興趣，對於系隊招生也是很有幫助的。所以我鼓勵以後的學弟妹們，可以多多參

與新生盃的比賽，不論是何種球類，都是培養運動習慣以及認識系上同學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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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三-東門國小衛教心得

大藥盃參賽心得
藥學二 秦侑楨

由
於上大學以來，參加了不少次國小衛教活動，所以當聽到服務學習的內容後也是毫不猶豫就選

擇了國小出隊活動。

這次服務學習的方式，是利用國小早自習時間親自到班上，以遊戲或表演方式將基本用藥常識傳輸

給小朋友。由於這次對象是六年級的小朋友，題目難易度設計可以不用向給低年級小朋友那樣受限制，

像是細菌、病毒這種專有名詞也不需要擔心他們聽不懂了。最重要的部分還是遊戲設計，遊戲是否能吸

引小朋友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讓他們能在玩的時候維持秩序也很重要。最後我們這一組使用的最簡單的

賓果遊戲，透過將小朋友分成兩大組，輪流選號碼答題的方式，認為這樣既可以有效控制秩序，也不會

讓小朋友覺得無聊。

畢竟是服務課程，因此系上對於事前準備也相當重視，除了大家訂出進度表外，在題目設計、活動

規畫以及後來的演練中，都會分配助教到各組參與討論，甚至是在最後出隊前的正式預演，沈麗娟老師

也有親自到場觀摩，看得出大家都很想把這活動辦好。

終於到了活動當天，雖然天氣不太好，不過大家還是起個大早就到學校了。八點鐘走入國小教室，

活動正式開始。「小朋友好，我們是台大藥學系的學生，接下來的 40分鐘會和你們玩個遊戲，宣導一
些用藥常識。」在簡短的自我介紹後，就開始讓小朋友進行賓果遊戲。或許是以前遇過的小朋友實在太

吵，又可能是因為導師就坐在後面，這一班的學生比想像中的安靜乖巧多了，有因此活動過程進行得很

順利。現在小學生的知識已經超乎我想像了，就連藥物為甚麼不能配葡萄柚汁這種問題都可以解釋得有

模有樣，不過就如同社會上大多數人一樣，小朋友對於藥師的重要性也比較不了解，透過這個機會也可

以藉此讓他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藥師可以為他們做什麼。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準備了兩個月的活動一下子就結束了，總覺得意猶未盡，發現能把

自己所學的知識傳授給別人，那種感覺真是有成就感。看著那些評分很高的回饋單，覺得這一切都是值

得的。如果暑假沒時間或是對安寧病房有抗拒的人，若不排斥小朋友的話，國小出隊服務也是個很好的

選擇喔。

時
光飛逝，進入藥學系後，一轉眼就來到了五月份，也就是大藥盃的季節；大藥盃是集結全台灣

七所藥學系各家好手的競技盃賽，有各種不同的競技項目，當時我報名參賽羽球，也經歷了一

場震撼教育…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自己羽球打得挺不錯的，以為能和其他學校藥學系的羽球好手激烈廝殺，沒想

到整個比賽下來，我只有被電的份，對手的殺球殺的又快又準，切球也切得超刁鑽，打得我無力招架，

這時我才了解到，原來羽球這項運動不是我想的這麼簡單！

但正因為如此，我更鼓勵學弟妹們多多參與大藥盃這項活動，畢竟一年只有一次，又有機會與其他

藥學系學生交流、切磋球技，也有機會挑戰更厲害的對手，讓自己的球技更加進步；自從去年被對手電

爆之後，從那時起，我就更拼命的練習羽球，記取失敗的經驗，督促自己要更加的進步，才能在下一屆

的大藥盃與對手一較高下，所以如果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球技，建議大家來參與大藥盃，挑戰看看更加

強大的對手！

藥學四 李牧耘2012.11.29 東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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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B98授袍典禮

醫
學系有授袍典禮，護理系有加冠典禮，咱們藥學系也有個授袍典禮。在經歷了許多藥學專業科

目的摧殘之後，我們終於能夠穿上白袍，在醫院裡面「實習」。

授袍典禮對我來說是第二次參加，在 B97學長姊的授袍典禮上，我是擔任工作人員的角色，一轉眼

之間我成為了被授袍的人，所以對授袍典禮特別有感覺。授袍典禮當天一大早要先上兩小時的課，十點

才是授袍典禮的開始。由於已經參加過去年的授袍典禮，早就知道會上演什麼「戲碼」，所以我有邀請

我的家長來參加典禮，順便幫我拍照 XD。眼看十點就要到了，我爸媽卻還沒來，讓我急得像熱鍋上的

螞蟻，深怕他們錯過典禮，無法拍到好照片，所幸他們有準時趕上典禮。典禮開始，擔任司儀的是黃健

寧學弟，雖然偶而會吃螺絲，但是讓氣氛滿好的 XD，表現得不錯！師長致詞後接下來就是一組一組上

去接受臨藥所學長姐的授袍。再來是由廖欣冠同學帶領大家一起宣讀藥師誓詞，大家一起舉起右手宣誓

的場面很壯觀，而且讓人感到熱血！

最後是重頭戲，由我們敬愛的沈麗娟老師－娟姊（雖然我們平常根本沒用過這個稱號 XD）來主持

這個溫馨的典禮，老師邀請遠道而來的家長上台發表感言，順便把平常不能說的話講出來。這時候就可

以看到每個家長看著自己的小孩穿上白袍，終於要開始以自己的藥學專業，為大眾服務的，眼中都充滿

著無比的驕傲，不管平常在家裡是怎樣互動，最後都是以一個抱抱來傳達這些無法以言語道盡的感動。

最有趣的還是大家看到同學「一家人都長的一樣」的畫面XD，「他們好像喔XD！」不斷的在耳邊聽到。

在授袍典禮之後兩天我們就到台大醫院藥劑部實習了。實習結束之後，就是四年制同學們準備國考

的時候了，希望大家能夠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考到藥師執照，為全民的健康努力奮鬥。不管在什麼領

域，都能夠發揮所長。讓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藥學四　黃奕翔

活動日期：201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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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體驗學習營

藥學體驗學習營 心得 -(2)

藥學體驗學習營 心得 -(1)

看
到大家都報名了藥學體驗學習營，當初也沒做多少考慮就跟著報名參加。報名之後，我不禁有

點後悔，因為營期時間長達一個禮拜，而且需要很多地點跑來跑去，在期末考剛考完準備迎接

寒假大解放時，多上一天的課都會使人發瘋，況且一個禮拜。不過情況並沒有我想像的這麼糟，反而有

點慶幸。

藥學體驗營的宗旨，主要是讓我們這群大二的藥學生對未來藥學系畢業的職場出入有所了解，而在

沒有參加這個課程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藥師是藥學系畢業後的唯二選擇，包括我也深深認為

除了藥師和研究外別無選擇，其實並非如此。

營期期間我們參觀過安成製藥內湖的 R&D部門，了解新藥研發的過程，也到了桃園製藥工廠實際
接觸第一線的藥品大量製造。第二天到位於南港的 TFDA看看具有藥學背景的畢業生從事怎樣的工作還
有在政府機關工作是怎樣的環境。爾後，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社區藥局和醫院藥局見習，從社區藥師

和醫院中負責不同單位的藥師之間，看到藥師的多元工作型態，我想這些都是讓人振奮的事，因為我們

清楚的了解到藥師的不同專業能力，有別於傳統的認知 :藥師僅僅負責配藥的角色而已。

藥學系畢業後的發展真的不可限量，對我而言，雖然這次藥學體驗學習營結束後，我對未來的發展

還是茫茫然不知所措，不過我自己可以肯定的是，哪些是我不想要或不喜歡的的工作環境和內容，而在

大學剩下的兩年裡，我也相信自己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

藥學二 邵祺皓

藥學二 翁儀安

參
加了這次藥學體驗學習，最大的收穫就是對自己的未來方向有了一點簡單的概念。以前對藥界

並沒有什麼了解，會進到藥學系來就讀也算是巧合，所以對自己未來的發展，並不是有很多想

法。藥學體驗學習對我來說，就像是博物館的導覽一樣，有系統而全面性的認識目前藥界的發展及工作

性質，雖然接觸和認識到的必然只是一些皮毛的知識，但還是有很大的幫助，至少我不用自己花時間去

整理各處收集到的資訊，還能實地去了解工作環境和性質，我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是值得珍

惜以及把握的。這次去的每個參訪地點，像是政府機關、醫院藥局等，都是平常不可能接觸到的，就算

是有幸，也沒有這麼好的機會能讓我們深入提問，真的很感謝老師以及學長姐們為我們準備的機會和環

境。

健喬信元藥廠參訪

經
過去年藥學體驗學習的藥廠參訪以及經過一年的藥劑學課程洗禮後，再度來到新竹參訪藥廠，

這次所參訪的是比上次規模更大、設備更完善的健喬信元藥廠，我們也期待著曾經在藥劑學課

堂上所學習到的製藥機械以及流程、控管，能在這次的藥廠參訪中親眼證實，不再只是呈現在冷冰冰的

書本上。

當遊覽車駛進建橋信元的園區時，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事，廠房並不是想像中的高樓大廈，而是高

度僅兩到三層、但是佔地寬廣的建築，事後也了解到由於不同製造部門需要有所區隔，相較於樓層間的

管控，廠房間的隔離更是完善而簡潔。本次藥廠參觀流程首先是公司以及各廠房的簡介，其實這家藥廠

經過幾次的整併、建廠，其中也購置了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才有如今的規模，內部

人員也是經過 GMP高規格的訓練，並且其中兩間廠房健喬廠、性賀爾蒙獨立專門廠已經通過 PIC/S國

健喬信元藥廠參訪 心得 -(1) 藥學三劉子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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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喬信元藥廠參訪 心得 -(2) 藥學三吳浩彬

一月十四日，當其他學生們還在溫暖的被窩裡擁抱寒假開始的第一天時，原本應該冷冷清清的醫學

院大廳卻異常的湧入了人群，藥學三的大夥們或站或坐地等待著出發的時程，有的人低頭把玩著各式行

動產品，有的人兩眼無神的放空發呆，也有人早已緊閉雙眼入定去了。

 不久之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遠方傳來，助教抱著滿懷的資料催促著大家準備上車出發，在

高教授的率領之下，我們展開了此趟藥廠實習之旅。

 本次參訪的藥廠為健喬信元位於新竹的藥廠，健喬信元在此區的廠房可分為兩大區塊：首先是

原屬於德國百靈佳新竹廠的健喬廠，另外便是荷爾蒙獨立專門廠。參訪行程似乎大家都不太一樣，我這

組是分為幾個區段：研發、生產、獨立荷爾蒙廠以及倉管。

一開始我們先被邀請到一個小會議室內，由該藥廠的研發部門人員向我們介紹如何在廣大學名藥品

中選擇適合開發且具有商業潛力的藥品，並且針對此藥品設計合適的劑型，完成之後還需要為此劑型申

請完善的專利以免自己的利益遭人剝奪。

 接著我們來到藥廠的生產廠房，在這裡我們被要求穿上層層的護套，從鞋套、無塵衣、頭套、

口罩等各種防護裝置將每個人層層包裹起來，就怕將外面的砂石、灰塵等雜物汙染藥物。當好不容易將

各個護套穿戴完畢時，我們又被要求擠進一間壅擠的小房間，正當大家還在狐疑到底要做什麼時，一股

強力的風從頂上灌下來，原來是要將各位消毒乾淨才能進入產線內啊。

在廠房中，我們隔著玻璃壁對著精密且龐大的生產設備嘖嘖稱奇，對大家而言，平常僅有在課本提

及、但腦內只有模糊概念的設備，如今具體的呈現在眼前，內心的震撼可謂難以言語。曾把平時藥劑實

驗的簡陋設備妄想成製藥工業實際面貌的我們，真的是有種以管窺天的感覺。除了精細的生產設備外，

廠房的整體設計規劃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內部除了具有完整的動線，並在每個區域都有著壓力管控，維

持著各個區域的壓力差以控制空氣的流向，防止區域間的汙染，並且各個區域間都有著雙層門的設計，

以免外面的非無菌區會將汙染物帶入內部。

在健喬信元的參訪，不只是個課程活動，它更讓我們能夠提早體驗畢業後可能會參與的領域，經過

這次的藥廠參訪，我們得以見識到藥學產業與學術研究的差異，並將了解如何將平時在課堂上所學的知

識加以具體化，並應用於產業內。

際廠規認證，已經具備國際水準。其中所生產的吸入劑、發泡錠、賀爾蒙劑型是該藥廠的代表，藥品也

銷售至世界各國，近幾年來也陸續從事新藥開發的計劃，朝向更新穎的領域邁進。

下午的分組訪廠更是讓我們對於這一年所累積的知識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們這組首先去參觀了研

究部門，看到許多熟悉的儀器，如溶離試驗機、HPLC等，接下來則前往藥廠倉庫，本來以為跟上次所
參觀的應該差不多，想不到這家藥廠的倉庫不但規模更大，也擁有國內唯一倉庫升降機的磁力線配置設

備，只要升降機駛近磁力線當中，就能精準的沿著路徑將貨物放置儲藏架上，真不愧是國內名列前茅的

大藥廠！

最後參訪流程來到的錠劑生產部門，進去參觀前也跟慣例一樣需要戴上頭套、腳套、以及連身防塵

衣，著裝完畢還要經過第二道門進入一個小房間，當門關上時會有水平強風吹向我們做清潔，真是一種

奇妙的感覺！在觀廠過程中，也見識到所謂的高速打錠機，平均一小時可以造出十幾萬顆的錠劑，和藥

劑實驗所使用的簡直是天壤之別。廠房內部的線規劃設計良好，也讓我們見識到了通過國際級的認證廠

房所擁有的設施真的不容小覷。

本次藥廠參訪最後就在分組討論以及題問下順利結束，感覺今天所映入眼簾的，都將我們過去一年

藥劑課所學串連在一起，尤其是本學期的課程，又讓我們對製藥方面的知識開拓不少，也深刻了解到建

立一家國際級的廠房真的所費不貲，背後也需要許多專業的技術人員把關，管理方面更是一門大學問，

相信這次的體驗對我們日後藥學生涯，不論是哪個領域，都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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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生年會心得

2013年的寒假，我參加了生平第一次台灣藥學生年會，不過我是以幹部助理的身分參加這次的活

動，所以有不少的節目沒有參與到，倒是挺可惜的，而且還要交報名費……誠心建議如果各位同學對藥

學議題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報名，但是別以學校代表或是幹部什麼什麼的身分去參加，這樣只會讓你聽

到很多藥學生聯合會的開會內容，好多開會，好多選舉，對於我們非會員的學生而言是挺無趣的。順便

一提，台大的學生參與這活動的人數真是少之又少，也不太好說為什麼、好或不好 ~

來談談我參與的幾個年會活動好了：基本上大多數的時間是邀請講者來演講，有邀請到楊志良老師

還有不少藥學系的前輩，談的議題都會事先在 FB上 po出來，所以可以根據感興趣的程度決定要不要參

加該年會。再來今年還有安排醫院參訪的活動，老實說，我很高興自己是台大藥學系的學生，因為全台

7所藥學系 (目前 )只有台大才有能力自己辦藥學體驗學習營、帶我們去各種未來可能就業的職場參觀，

所以有參觀過各工作場所的我，對年會辦的這項活動興趣就缺缺了。另外，年會的活動裡還有一個重頭

戲，就是舞會。基本上參加的學生們都會抽舞伴，然後在晚會的時候跳跳舞。如果你是 Dancing king 或

是Dancing queen而且很喜歡主動找帥哥美女跳舞交換FB之類的話，那麼你會非常喜歡年會辦的這活動，

至於我啊 ~就乖乖的待在後頭死命的啃好幾十萬的 buffet好了 ! 

差點忘了說說我身為幹部助理在幹什麼，因為我之前在 PCE比賽拿了不錯的名次，而這次該比賽

的主辦單位 -藥聯會的專業發展部的學長想要我去幫忙在年會時辦一場互動式的 PCE說明會，所以就有

了之後的許多事物等著我！

總的來說，參加年會可以學到多少藥學新知嗎 ?我懷疑。那參加年會可以得知很多藥學議題嗎 ?是

有機會，但前提是你不打瞌睡，而且到處跟他校的學長姐哈啦，他們都有不少訊息可以被你套出來 (我

發現北醫的學長姐懂得還滿多的 )。那參加年會可以認識很多外校的同學嗎 ?這是一定的，多跟一些人

哈啦，打打嘴砲，加幾個 FB，你會發現這些人脈以後還是用得到的啦！

藥學二 張立人

活動日期：2013.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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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ce藥你醫起來!
醫藥聯合氣候變遷與國際參與實踐工作坊 ~

醫藥學生必須了解的氣候變遷

藥學三 朱竑宇 

活動日期：2012.2.4~2.6
這個寒假，大概是大學生涯中最後一個可以自由運用及快樂度過的寒假了。從高中時就對於全球暖

化議題有著一定程度熱誠的我，在藥聯會朋友的熱情相邀下，決定參加這第一屆醫學生及藥學生共同舉

辦的有關於氣候變遷之工作坊。

這次的活動我是以小隊輔的身分參與其中，雖然有些好玩及有趣的部分無法以學員的身分親自參

與，但我也得到了很多不同於以往的經驗，學到也體悟到了很多東西，慢慢和大家分享。首先，關於氣

候變遷相關的知識，有些可惜的是，有很多部分，我高一的時候就知道了，因此，這讓我思考了一下，

人類對於綠能及環保再生等等的發展，大部分還是滯留不前的，像是京都議定書的簽署以及失效，甚至

是它的效力，就是近幾年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也牽涉到雖然很多國家口口聲聲大喊保護環境，但真

正有做事的，有多少呢 ?而高度發展大國為了經濟發展所採取的立場，及許多正遭受暖化災害所害的低
度發展小國所面臨的問題，這些都是值得關心且必須要了解的。

而在實踐方面，這次進行了許多非常棒的活動，像是在聯合國模擬大會討論了關於氣候變遷各國所

能做的事，透過擔當不同國家的腳色，進行許多討論互相激盪，並學習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還有

在晚會的＂CO2＂遊戲中模擬了碳交易市場以及 IPCC等不同的組織間互動，也讓大家扮演企業單位實
際進行許多交易，體會在環保及經濟利益間求取平衡的不容易。而最後最精彩的活動＂快閃＂，透過身

體力行，向社會大眾宣導我們醫藥學生及身為地球的一份子應該更為地球著想，以求能永續發展。

這次的活動不僅學到了新知，最棒的是醫學

生及藥學生間的交流，真的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

多東西，也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之處，而對於地球，

雖然我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只要從自己做起，

一點一滴慢慢去影響周遭的人，你的力量是不容

小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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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藥學體驗學習 社區藥局篇

我
們見習的藥局，是位在內湖區，連文伶藥師開設的文心藥局。藥局的空間不大，只有兩條走道，

皆只容一人轉身，可以說十分狹小。然而室內微黃的燈光，搭配上午後的陽光，再加上一進入

藥局，連藥師便以和藹的笑容向我們這些甚麼都還不懂，卻心高氣傲的小毛頭打招呼，瞬間給人一種回

家，而不是來到藥局的感覺。

一開始，連藥師先簡介了文心藥局的空間配置，介紹調劑區的位置、商品區的分配等，接著唐筠雯

學姊便將我們分成兩組，一組進入調劑區，聽調劑藥師楊學長講解調劑的詳細過程，另一組便在商品區

觀察藥品的外包裝及陳列方式，連藥師還很親切地提醒我們有問題都可以儘量發問。

仔細的觀察藥局的商品櫃後，才會發現，文心藥局雖小，但可謂五臟俱全，常用的非處方用藥、醫

材等樣樣不缺；再仔細觀察各種商品放置的位置，也是匠心獨具，例如：大罐的生理食鹽水、鹽酸等，

都放在櫃子最下層，一方面美觀，另一方面也避免傾倒，常會被顧客詢問產品差異的喉糖、OK繃等，
則放在離櫃台最近的地方，讓顧客可以就近詢問。除了魔鬼以外，天使也藏在細節裡，這些商品擺設的

小巧思，處處顯露藥師的細心與對顧客的關懷。

「叮咚～」、「歡迎光臨～」、「唉呦，今天怎麼這麼多人？」、「為了歡迎你啊～哈哈～」顧客

一進來，就先和連藥師打招呼，彼此就像老朋友一樣，若不是身在藥局，還以為對方是來串門子的呢。

民眾將處方箋交給藥師後，藥師便依處方上的藥品、劑量取藥，看似容易，其實其中不能有絲毫差錯，

須符合三讀五對，確保給對藥、給對人，且藥師也有義務檢查醫師開的藥合不合理，有時候還要請民眾

再回醫院詢問醫師是否有誤。楊藥師調劑完後，交給連藥師覆核，並提醒病人用藥的注意事項，由於藥

師都會很仔細的講解，所以有些病人即使從醫院拿藥，還會特地再拿藥袋來問藥師有甚麼要注意的。對

民眾來講，藥師不但是值得信賴的藥師，更是個好朋友，有甚麼用藥問題都可以拿來問。

我想，做為一位社區藥局藥師，就是要能做到這個地步，畢竟自身的病痛，往往被視為很私密的事

情，難以啟齒向外人訴說，因此，治病者與病人勢必要能互相信賴，才能對症下藥；然而，不是每個人

都會認識醫師，尤其是像內科等不常看診的醫師，更是難以接觸到。因此，最能貼近病人的，就是社區

藥局藥師了。一個好的藥師，真的就該像個好朋友一樣，不但能令人敞開心房訴說身體的不適，更能針

對民眾的不適或需求提出正確的建議；而民眾如果誤信民間一些騙人的假藥，或假治療方法，藥師也能

溫和且堅定地指出錯誤的地方，並提醒正確處理方法。我想，這次社區藥局見習，最重要的就是觀察藥

師與民眾的互動，學習一個好的藥師該如何取得民眾的信任，如何以溫和的方式指出錯誤，這樣，以後

才能做個「藥師好朋友」。

見習日：102 年 1 月 15 日

社區藥局篇（I）-藥師好朋友 藥二盧彥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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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學體驗學習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得爬起來去南港參觀藥政單位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然後

就得馬不停蹄地趕去新店的康宜庭藥局，雖然匆匆忙忙的，但是想到這些都有可能是我未來工

作的地點，便不禁促使者我的神經，整日裡一直保持著去極化的狀態。在市公所捷運站與謝玲玲老師會

合後，我們就直接殺進康宜庭藥局。說真的，這間藥局的店面不是很大，卻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而且負責接待我們的滕肇提藥師人也非常親切，給人一種很好親近的感覺（不過想必要經營好一間

藥局，這樣的人格特質是必需的）。這次的參訪見習，整體感覺非常不錯，有兩位經驗豐富的藥師學姊

向我們介紹，不懂的問題也能馬上得到解答，實在是受益良多！

 其實，我覺得社區藥局藥師比起其他職場的藥師更像是從事服務業者，不管是在與民眾的對話、

服務態度，還是藥局內部的各項擺設…，都是秉持顧客至上百分之百的服務業準則。看著他們，我

有種看著我的父母的感覺：面對顧客時總是笑臉迎人，就算是對待口氣較差的民眾也是如此（藥師云：

你要體諒他們，畢竟他是病人嘛 ~）。而且，藥局內人員的口才也很好，例如有位銀髮民眾嫌物品太貴，

藥師與之就有如下的對話：「ㄚ賺錢就是要拿來花的啊」、「我沒有在賺錢啦」、「歐 ~那更好ㄚ，你

小孩賺錢給你花ㄟ，你揪幸福ㄟ啦」；令人不得不佩服社區藥師的厲害，練就四兩撥千斤的說話功力，

或者說是否他們以前都是辯論社的？

 再來就是藥局的擺設也頗具巧思，很多設計如陳列的模型及介紹單子等，有助民眾找尋需要的

產（藥）品，甚至達到刺激購買慾的作用。另外，我們還看到結帳櫃台前，有小孩子死盯著陳列在與之

等高架位上的各類糖果餅乾…，這完全呼應了高中三民版英文課本的賣場心理學嘛！

 這次的藥局見習讓我見到了藥局的更深入面，包括許多內部流程怎麼操作、處方箋如何確認、

調劑區的配置…等，這都是平常自己逛藥局時不容易看到的細節。很高興自己能進入臺大藥學系，因為

只有臺大才會幫我們籌辦如此有意義的活動，也讓我們更早確定自己未來理想的工作環境，實在是很棒

的經驗呢！

見習日：102 年 1 月 15 日

見習日：102 年 1 月 15 日

社區藥局篇(II)-你問我社區藥局怎麼經營啊~ 藥二盧彥錞

大
二寒假藥學體驗學習的第三天，我們來到位於唭哩岸的祐鄰藥局進行社區藥局參訪。雖然到目

前為止連藥劑學都還沒上過，對於社區藥局的認知也只有從日常些許的接觸而已，但這天下午，

我仍然過得很充實。熱心的潘美貝藥師讓我們自行參觀，自己去看他們的商品陳列模式、動線設計，對

於店內有興趣的藥品或商品都可以拿起來看一看。潘藥師也詳細的介紹了社區藥局的工作內容、處方的

調劑作業，以及將藥品交付給病人（或者說是客人）的過程。

 除了具備一般社區藥局通常都有的藥品諮詢、慢性病處方調劑、針具交換、戒菸宣導、癌症篩

檢轉介、DOTS計劃……等等服務外，祐鄰藥局最大的特色是以老人為主要客群，在許多方面都相當為

他們著想。例如，儘管藥局空間不大，仍然讓走道保有足夠的空間供老年人行走；慢性病處方箋提供提

醒領藥的服務，領藥時間要到了的時後再打電話告知他們該領藥了，在傍晚時打也是貼心的一面；領藥

後簽名以防忘記，或是子女代領過了。這些方便老年人們的服務真的讓我印象深刻。

 一個下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對於對社區藥局十分陌生的我來說認識了很多原本不知

道的東西，但要說認識得透徹 卻是仍差得遠呀！

社區藥局篇 (III)- 祐鄰藥局 藥二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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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     

賽諾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裡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 

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41 

科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63

感謝以下各大藥廠

這是我們身為系學會秘書部部長所編輯的第二本藥刊，也意味著我們即將要退休交

棒給學弟妹了！回顧這一年來參與藥刊編輯的回憶，總覺得非常有意義。透過短短的文

字將大家參與活動的心情及感觸記錄下來，輔以照片讓回憶變得更加鮮明，相信大家在

翻開藥刊的那一剎那，會想起當初那個熱血的自己，以及陪伴著你的好夥伴們！感謝每

一位分享自己青春回憶的同學們，感謝一邊吃著鬆餅一邊和我們構思藥刊內容的楊姐

姐，也感謝每一個正在翻閱藥刊的你們！

藥刊編後小語
系學會秘書部部長 藥學四 邱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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