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藥學四 王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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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畢業生 王瓊儀

如何讀書

談到如何讀書，相信藥學系的同學們從小到大讀

書過程中想必都已領略出自己的心得，但不同以往的

是在國小、國中、高中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目標—無論

如何就是盡力考到最好的名次與學校，而進入大學我

們開始思考著未來，擁有多彩多姿的活動演講與資源

也不斷考驗著我們時間分配的能力。當仿間開始充斥

著教人如何讀書、如何做筆記等等的出版品，不知道

同學們是否跟我一樣曾有這種想法，因著每個人生長

環境、天資、先前努力的基礎以及習慣等適合不同人

的念書方法當然也有所差異，更不要說在這段期間接

觸的環境開始更寬廣而對自己未來的理想有所改變，

想要投資的時間長短也不同。

但若照著上面的說法將會進入一個壟統的迴圈，

而且要說到念書系上強中手一大堆只是大家比較沒時

間撰寫而落在我身上，在這邊提供一點自己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看看，在大三、大四藥學專業科目一下

子填滿課表的生活真的很「充實」，藥理、藥化、生

藥、藥劑、藥動、藥治、藥分、藥政等等充滿藥的課

堂再加上實驗開始踏入這個領域，不論念哪一個科目

對於想要學習好的同學我想重要的就是上課專心聽講

吧 !也許上課期間老師授課的內容不吸引人，語調平
淡意圖使人打瞌睡，但試著在其中做作自己的筆記並

在上完課後馬上回家複習加深印象可以達到之後事半

功倍的效率，而且再下一堂課也可以跟老師請教問

題，才不會到考試前對於內容陌生且問題可能也沒辦

法得到解答。再來就是考試前能複習熟，像我自己在

教完到考前同一份講義至少會看個三、四次以上再加

上自己偶爾會做整理筆記，第一是熟悉度：當讀越多

遍時會越熟悉之後到考前很多科目擠在一起考時能發

揮效率，再來是理解度：讀第一遍時無法理解的內容

在看比較多遍之後比較能夠整理思緒也可以發現新的

問題，最後是因為藥學專業科目中很多與背誦能力有

關，讀多遍一點可以加強記憶而且也對往後準備國考

時可以打好基礎，而到了考前最重要的應該就是練習

考古題了吧，寫考古題可以用來檢視自己還有什麼缺

漏也可以知道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學習目標，學校考試

如此，國考亦然。而以上大概是我自己不說念書而說

是準備考試的方法。除了上課外藥學系另一道關卡就

是實習，在實習中不光要應用到之前所學習到的藥學

知識也要嘗試執行一些藥師業務、學習搜尋資料文

獻、報告、與別人的溝通技巧等等，是另一種體驗。

大概藥學系很多同學曾有過這種念頭 -「背這些
到底要幹嘛啦 !」，抱怨歸抱怨但靜下心來仔細想一
下，如果肯多花一點時間努力多看一下省去的不僅僅

是重修的時間還有往後重要的國考的準備時間，而且

也有系上同學一起互相打氣讀書總不是一個人孤軍奮

戰。我覺得這就像人生的縮影，一旦做出了選擇，有

喜歡的優點想必也有必須忍受的缺點，而如何克服這

些心理障礙也都是我們還要學習的事情。

分享了一些念書的心得又偏題了內容，當然還是

老話一句，每個人念書的方法不同，找到適合自己的

方法還有如何分配有效時間比較重要，別人的方法都

只是參考用而已。而且不管念書、實習最重要的其實

不是考了幾分或是報告拿了幾分而是學習的態度，能

對自己有興趣的事物與初衷堅持熱忱、調整好自己的

心態、活得健康、快樂有意義才是大贏家，在大三漸

漸接觸藥學專業科目中學弟妹們或許都開始有了初步

的了解與想法，不論對往後的未來有什麼規畫，在這

邊祝福大家都能找到未來的方向 !

送舊晚會

當初不知哪來想法，問了陳璿安意見就接下來

了。趙錫均學長跟我講了一下，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還好這也有「家產」可以給個頭。

首先主持人 :鄒飛洋、朱竑宇 !想想整個活動，
包括主持、排紅毯、時間表、節目梗，你們都全包了。

當計畫趕不上變化，流程大亂，還願意犧牲掉晚餐，

幫我處理收尾。原來我的緊急應變能力比我想像還要

更差。

還有感謝大二林雋容、大一葉金璋兩位學弟妹，

幫我找人表演、收錢、催人，學弟妹表演的很棒。馬

拉將雖是 B98，仍願意帶來魔術表演，大概是全場最
吸睛的一段了。陳宗岡除了負責大三舞表演，還願意

陪我看學弟妹練習；王昱文也是，不然我自己去，也

看不懂。女宿幫忙指揮大家位置、蕭信同也熱心負責

照相。魏筠時常幫我過目一些訊息；還有已經碩一的

高郁雯學姊偶爾還會給我意見。

幕後的大幫手就要感謝柯欣妏、何佩璟、廖瑜巧。

雖說一開始跟你們講美工組似乎沒甚麼事要做，但送

活動時間 :102.06.01                 活動地點 :海霸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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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卡片、花、FB活動，都是又多又雜，要心思的工作，
買材料、算直屬人數，我自己也快算到崩潰。看到你

們還要把卡片一捆捆捲，有點感動，真是辛苦妳們了。

陳璿安、王薇晴、謝佩妤也做了很多工作，並且提出

意見，音樂的部分則是感謝謝佩妤。

另外還有好多好多學長姊一定要提起 :趙錫均告
訴我方向，過去如何處理問題；黃奕翔，主動提供意

見，幫我區分學長姊；謝惠婷和那天在場的學長姊，

陪我弄分桌名單；當天在混亂場合，黃懷賢、謝松佑、

林柏宏幫我找學長姊。

儘管混亂，仍給我打氣的每個人，爸媽和一些老

師也給我很多鼓勵。

這次送舊，各方面都學到很多。

感謝各位參與這次送舊的老師、藥學系大家。

祝各位 B98學長姊，一路順風 !!
照片由 B98黃奕翔 提供

文 /藥學四 謝佩妤

藥技中心實習心得 - 製劑研發研究室

藥技中心是什麼呢？全名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或許很多人對這個地方很陌生，但它對於台灣藥

界的發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以被忽略的。藥技中心是一

個財團法人機構，主要的成立目的在於協助業界從事

藥品研發，在那裡工作的學長姊們把它定位於一個

「半政府單位」，因為藥技中心不算是政府單位，但

是卻扮演了一個提升國內藥廠整體水準的角色，他們

常常與國內各大藥廠合作，做學名藥與製劑的開發。

雖然在藥技中心裡面仍然算是小批量的製造，但是所

謂的「小」批量，量已經遠遠高過於學校藥劑實驗了。

 就實習內容的部分而言，每星期都會有一個

新的主題，基本上星期一早上學長姊（或楊博士）會

大致講解當週實驗的原理、應用等，下午到星期四便

是作實驗的時間了（不同主題會由不同的學長姊帶

實驗），星期五早上留給我們寫個人報告和做團體

ppt，下午則是各組（我們這次是分成兩組，一組都是
藥學系，另一組是兩位化工與一位食品科學的同學）

報告給楊博士聽的時間，報告結束後楊博士會針對實

驗結果做一些延伸性的討論。

 藥技中心的實習課程其實是安排兩個月的，

但是由於我只有七月份實習，所以只有參與到前半部

的課程，包含：藥品製劑原物料分析、固態製劑、液

軟膏製劑三個部分，而固態製劑的實驗又分為造粒、

打錠與包衣，實驗的內容主要是調整成分組成或機器

參數等來觀察對於錠劑特性的影響。

 有一點我不得不強調，在藥技中心裡面可以

看到許多學校裡面沒有的機器，雖然沒有到藥廠的規

模，但雙層打錠機、SuperMixer、流動床、包衣機、
均質機等應有盡有，在那裡不需要手動混合大量的粉

體，也不需要不停的將裝有油、水相與乳化劑的瓶子

上下搖動，感覺藥技中心為在學校與藥廠之間，將學

校所教的概念初步的推向實際面，因此，想要提早體

驗業界的學弟妹們，不妨可以先到藥技中心這邊實習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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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四 卓家瑋 

升大四這個暑假，多數同學選擇社區藥局進行實

習或進入實驗室，但也有部分同學選擇藥商作為另一

個實習的選項。我是從大二暑假，展轉得知了暑期藥

業的實習機會後就期待至今。所以當別人選擇組合式

（兩個月拆開來，各在不同領域實習）的實習方式時，

我卻選擇花兩個月待在藥商，並在單一部門實習，以

期能夠對這個產業尤其市場行銷部份有更深入的了

解。

過去幾十年前，藥業通常不是台大藥學系學生畢

業後的從業選項。但近年來，卻有越來越多學長姐選

擇投身進入藥業，企望在產業界能夠得到不一樣的發

展；系上辦得留學講座中，也不乏聽聞海外學長姐攻

讀完博士學位後進入藥業工作，以及本著一個對陌生

領域好奇的心態等原因，促成了我選擇藥業實習的動

機。

藥業實習對我來說，無疑是對原本安然平靜的大

學生活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生嫩如我，以為在校所學

能夠多多少少應用在市場上，但當我坐上辦公桌的第

二、第三天起，就漸漸明白，原本事前所做的各種心

理準備和認知幾乎是錯誤的。當下只好強迫自己歸

零，從頭開始學習。

多數行業或商業模式主要都建立在人與人的溝通

和合作上，另外藥業特別之處在於商品及藥品，客戶

群為醫生，所以常常必須透過藥品接觸醫生。且在眾

家廠商的激烈競爭下，如何培養及經營客戶群就是一

門很大的學問。所謂在商言商，客戶既然是客戶，因

此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還是要以對方舒服為主，很多

時候必須順著客戶的毛摸，了解其需求。對我來說，

人際關係的處理是我的挑戰也是職場上最重要的基本

功。經過藥商實習，我同時體會到學校的空氣是多麼

的新鮮自由。在學校哩，你不喜歡誰，你可以找他談

甚至不理他。但站在為公司謀求福祉的角度上，就必

須將客戶照顧好，如何與客戶恰如其分的溝通就是一

門很高深很需要社會經驗的藝術了。

經過兩個月的實習後，在面對成人世界中如何經

營人際關係方面有了一些了解且多了點適應。我很感

謝學校及 GSK提供給我如此難得的實習機會。儘管
當初曉得自己的個性是不適合進入藥業的。但仍慶幸

自己在這樣的前提下還選擇了這個實習選項。技術層

面之外，開了不少眼界。最陌生的也是最驚喜的。

一個藥品除了我們上課常提到的作用機轉及合成

步驟之外，他在市場上是如何被行銷且交到最適合他

的病患手中，其中蘊含有非常多的故事和巧思。兩個

月的實習經驗，從協助工作的過程及活動經驗中，得

以慢慢拼湊出對於藥業模糊的輪廓，也對某些商業包

裝及分析方法產生了一絲興趣。大學三年中學了這麼

多基礎知識，受了這個多訓練。突然跳出原本既有的

舒適圈和熟悉的學問，並不會感到特別害怕反而覺得

有趣，這是連我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的部份。市場的

預期和策略擬定更是一樁迷人的藝術。如何看到需

求？是透過傳統的市調？抑或是仰賴長久的觀察及經

驗而萌發出一個突然的靈感？等。Marketing有太多問
題讓我們 to think、to discuss、to try to figure it out.
我所實習的 GSK公司對實習生非常照顧，很願意

對實習生投入相當的成本。其公司 internship program
強調實作，我們被賦予的 project，雖然不是什麼大
工程，但都能被落實於市場上，甚至能有機會去參加

某些專家會議，或者辦一些有趣的活動，例如這個

8/31，我就有機會以公司名義協助北榮辦了一個，專
為癲癇小朋友設計的棒球比賽、替學會籌組住院醫生

case-sharing的平台等；另外，在與主管近距離的討論
和工作過程中也能了解業界人士的想法。另外 GSK
的實習生背景多元，有博士生、各所大學藥學系的學

生、以及商學院的同學 (MBA)。不同領域的我們時常
分享彼此的想法、教學相長，過程中總能激發出不一

樣的火花。這次難得的實習經驗讓我對原本模糊的未

來，多了些想法和規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實習的工作經驗及不同環境同學身上中，我看到了許

多被我忽略掉的盲點以及我所缺少的能力。這些都是

學校教育中不能給我的。我認為實習使我擁有一個難

得的機會，去接受外界的刺激，產生新的想法和視野

之外，且能藉此調整自己的步調，讓我更清楚自己缺

少什麼、自己到底要什麼。我自己覺得在藥商公司裡

真的看到蠻多的，而且好好的去體會一下現實社會中

所帶來的衝擊。暑假兩個月說短不短說長不長，如何

使它別具意義就操之在己。很高興當初能選擇藥業實

習，使我擁有一個非常充實的暑假。

暑期藥業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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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四  連康羽

在大學的最後一個暑假裡，我很幸運地可以到博

登體系的康之友藥局去實習。由於只在課堂上學習到

虛擬的社區藥局知識，現在終於有機會「跳脫虛擬世

界」實際操作，心情難掩興奮與緊張 。
學長在實習的第一天就大概講述五個禮拜實習的

規劃與內容。學長強調工作不是 Everything !在工作
之餘，也要抽空旅遊，除了可以放鬆心情，更可以藉

此機會「大充電」。此外，社交（Social）活動與家
庭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一個禮拜主要熟悉藥局的規格，動線規劃，商

品項目。藥局大約有 8000種產品，其中包括 3000種
處方藥及 5000種 OTC(非處方用藥 )。民眾主要以銀
髮族為主。大部分是來取醫師處方箋的藥，少部分是

單純過來量血壓

或諮詢醫師。學長

大略地向我介紹

藥局所販賣的商

品，並且領導我

一些思考的方向。

我覺得很有趣，

有些甚至是我以

前都不會去想的

問題。例如一種

綜合感冒藥就有

幾十種產品，依

照功能別，廠商，

劑型去做不同的

類別分類。

第二個禮拜

主要熟悉藥局裡

的處方藥。藉由

紀錄其主要藥理

功效與成分差異，

並做成表格來熟

悉藥局商品的種

類。第三個禮拜學長親自教導我們經營藥局的基礎概

念，主要協助我們了解藥局的規劃與商品項目。主要

概念可分為大 (成區 )，中 (成架 )，小 (成排 )類。
學長除了分享他＂從無到有＂的創業經歷，更不吝惜

地與我們分享他對於人生及未來的看法。

社區藥局籌設應考慮面向有很多，例如 : 硬體裝
潢，人才，店面，資金，立地評估，商圈調查，執照，

電腦，廠商，管理，商品，訓練，價格，行銷。我覺

得學到的不只是經營的理念，更寶貴的是聽取有經驗

的人創業的理念與展望。

後幾個禮拜就開始實際上場操作。在調劑藥物的

時候，我不小心把 Ismo拿錯成 Isormol，由於商品名
非常相似，稍不留神就將兩個藥拿錯。從拿到處方箋

到衛教，各個步驟都要很仔細。處方箋主要以慢箋居

多，藥局為了方便老人們拿藥及提高老人吃藥的順從

性，有預收處方箋的服務，到了該拿藥的時間再提醒

老人們來拿藥。

在真實接觸的情況下，真的會有種莫名的使命感

和壓力。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看到有位病人坐在

行動（電動）椅，由於他無法進入藥局，於是學姊直

接到店外去幫他服務。看到這一刻，讓我覺得原來藥

師並不是只待在調劑處為病人服務，從這其中我學到

了學長一直強調

「走出社區，親

近民眾」的理念。

此 外， 我 也

在學姊的帶領下

到藥局合作的合

樂養護中心去見

習。主要工作就

是幫養護中心的

居民們依照處方

箋準備藥物，並

且記錄病人的病

況。見習的內容

主要觀察學姐如

何進行藥物的交

付以及進行處方

箋的更改。學姊

也帶領我們到居

民旁觀心一下他

們的近況。

學長常常鼓

勵我們多閱讀，

多聽取，多學習，這將有助於生活與職場上品質的提

升。正所謂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們應該將眼光

放遠，別太高估自己，當個小眼睛，小鼻子。經過一

個多月的實習真的獲益良多，不管是社區藥局理念或

是人生的大道理。

社區藥局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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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畢業生 謝惠婷

文 /畢業生 董其源

TPN為期約兩星期的實習，學到的東西大多是學
校比較少注重的，我們這組實習時間正好輪到最後，

所以比較可以先以之前學到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其實

TPN最難的不在於計算那些熱量，或是看電解質有沒
有不正常，而是必須去注意這個病人的適應症和使用

全營養輸注有沒有可能對這個病人造成其他的不良影

響。這個單位的學長姊人都非常親切，而且組長王雪

如人也非常的好，不必擔心報告報的不好會被他電，

他會非常細心的跟你說你哪裡做不好，需要改進，所

以大家也別亂做，認真的學習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作業主要就只有期末會有兩個報告，一個大人一

個小孩，必須去了解如何正確評估一張 TPN處方，雪
如組長一開始會幫忙上課，這個時候就要認真聽，通

常組長講的都是精華，認真做筆記就不用一直翻書，

引用資料時也盡量使用原文，因為中文的資料都滿舊

了。若是報告時回應組長他會非常開心，所以大家可

以多多踴躍發言。最後這是一個有趣的單位，作業量

也相較的不多，大家要好好表現唷！

門診藥局位於西址舊院一進大門左手邊的地方，

常常一大早就人滿為患，每個人都直勾勾地盯著裡頭

的藥檯 (喔，還有壁上的號碼 )，希望快點拿到自己的
藥。所以 OPD相對於其他單位來說，是個環境比較
緊張的地方，而且在全部的實習單位中所佔時間也是

屬一屬二的長，相對來說要注意的地方也比較多。

到 OPD的第一天會先簡單介紹單位及接下來實
習內容 (大約一個月 )，通常每個禮拜都有課程，也都
有小考，加上實習單位給的作業。並不輕鬆但好好學

習收穫不少。

首先是基本功 -配藥，就是依照傳送下來的處方
籤內容調劑藥品，這在 OPD是一個不但要會，而且
要＂非常熟練＂的一項技巧：拿甚麼藥？藥在哪？要

拿多少顆？沒拆的盒子裡有幾顆？在拿到處方籤的時

候腦袋要浮現這幾個問題，第一次上課會發一個俗稱

表四的東西，就是一片要有幾顆、一盒要有幾顆的數

字，一定要好好背就是。有去藥局實習過的話配藥可

能會比較快上手，但沒去過也別擔心，每個藥有自己

的小地圖位置，一開始最重要的是正確性，再來再講

求速度。

再來是藥物諮詢和發藥的部分，是能夠直接接觸

到病人的位置，在這裡要學會的是和病人溝通的技

巧，還有各式可樣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

最後就是一些處方的審查，學長姐會提供一些有

問題的處方，要自己找資料去了解。

每個學長姐教的方式不太一樣，當然若是有疑問

提出大家都會很樂於解答的，不過到 OPD之前，建
議把常見的三高及精神病用藥和眼藥水之類的再複習

一遍，處方集很好用，記得把東西寫在上面，最後會

有實地操作的考試，也算是 OPD成果的驗收，可以
藉此測試一下整合有沒有讀到腦子裡，對未來的國考

和考試都有幫助。

醫院實習心得（1）-TPN 實習心得

醫院實習心得（2）- 門診藥局 (OPD)

第

有幾顆顆、一、一一一盒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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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畢業生 趙錫均

還記得在還沒到化療藥局的時候，一直聽到在化

療藥局實習的同學說「抽化療藥品」很恐怖，還有衛

教病人的經驗等等，讓我對於化療藥局的想法一直是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真的傷害 )，當然擔心自己能力不

足更是很大一點，因為化學療法主要是治療癌症，而

對於癌症我自己覺得上課學習到的是非常不足的，所

以我一直都是戰戰兢兢的面對化療藥局的實習來臨。

因為化療藥局是我醫院實習的最後一站，大部分

操作電腦以及蒐尋資料的工作已經駕輕就熟，主要面

臨的大挑戰是化學藥品調劑和不同於一般處方的化

療藥品處方的判讀覆核，而這兩項也是在化療藥局

裡面藥們師主要的工作。第一次抽化療藥品的時候，

我和另一位同學兩個人都很緊張，但在學姐們的帶領

下，總算是成功完成了抽取藥品的實作實習，而在判

讀處方我們除了上課外，也在實習中學習化療藥品

protocol的選擇、藥品劑量、premedication處理等在

化療中和其他處方不一樣的地方，藉由實習來學習的

效果真的比較好。

而化療藥局另外一大重點就是化療病人的衛教，

由於我是最後一個單位到化療藥局，因此從簡單的

OPD諮詢窗口、到住院病房衛教的 UDD、診間裡面

的 ACC衛教還有 DI的電話衛教，化療藥局是比較接

近 UDD的衛教方式，只是內容更著重於的病人所進

行的化學治療以及其化療藥品。

記得跟學姊討論衛教病人 case而還沒有到病房

前，我們討論的內容就跟平常討論病人問題一樣，但

是我發現到學姊其實是很有條理的從上游到下游慢慢

跟我們討論病人情形，而同時也將進行此 protocol需

要注意的事項紀錄在筆記裡，以免有重要的注意事項

沒有和病人講到，是很不一樣的一點，因為在其他單

位衛教的時候，由於藥品的使用不同而較不具危險的

關係，而「必要」告知項目比較沒有那麼多。當然，

罹患癌症和化療的進行對於病人以及家屬都是很痛苦

的過程，因此我們也有特別討論到有關病人本人對於

進行治療的認知程度而需要在衛教內容上面做哪些調

整，幸運的是在我進行衛教實習的病人是清楚了解狀

況的病人，而讓我進行「衛教化療病人的標準流程」，

從化療藥品注意事項、進行了哪些 premedication來

緩解不適、病人目前的狀況、病人是否有進行其他的

治療 (放射治療 )或考量到病人是否剛進行完了治療

身體較不適，衛教的重點則在於提醒重要，並考慮先

讓病人休息，這是很重要的同理心的展現，病人對於

施打化療藥多少都會有心理上的恐懼以及生理上的疲

累，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想講完自己想講的內容卻忽略

了病人的接受程度，也是讓我在衛教上面又學到一堂

很重要的課。

整體而化療藥局是一個讓我收穫很多的實習單

位，也謝謝在化療藥局指導我們的學長姐。

醫院實習心得（3）- 化療藥局



61

學系活動

文 /藥學四  柯欣妏

在服務學習課程開始前，心情其實充滿了不安與緊

張，但經過五天的服務學習，我對於緩和醫療有了許多

不同的看法。

五天之中安排了許多緩和醫療團隊的成員來向我們

介紹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大家都各司其職，卻又有很

好的團隊合作，不論是透過個案討論會或是在病房的每

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團隊成員用心的互相溝通，每個成員

都對於整個團隊有很強的信心，我想就是因為如此，才

會有這麼好的緩和醫療服務。

許多難忘的活動都帶給我很深的感

動。有一日中午，安排了共同照護的伯伯

到交誼廳唱歌，伯伯說希望天下的病人能

減輕痛苦，並向老婆說了聲：

「愛你」，讓我感動不已。志工老師還

準備了愛心種子，讓伯伯一個個送給我

們，希望將這樣的精神傳下去，我們將

種子種下，期待它的發芽。

有天早晨志工大哥大姐們邀請我們一起去奉茶，並

為病患及家屬唱歌，聽著歌，讓病患與家屬牽著的手握

得更緊了。有些家屬看起來很冷靜，卻因歌曲而忍不住

落下眼淚，在一旁的我們不禁鼻酸。志工總是很積極的

鼓勵他們抒發自己的情感，並幫他們留下合照作為紀念，

真的很佩服志工們的堅強，因為有他們的陪伴和用心準

備的活動，這麼多的難過才能被抒發。

床邊服務是最讓人緊張，卻也是讓自己體會最深的

一部份。分配到的病患不太講話，僅以點頭或搖頭表示，

這對我們是很大的考驗，常常想不到話題，討論了許多

方法，試著更積極，後來才想到上課時提到的「陪伴」，

話題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坐在旁邊一起看電視，也可

能讓病患或家屬感到溫暖。有一次，在師父的幫助下，

安排了一段時間和病患一起唱歌，雖然她沒有開口唱歌，

但她卻在結束時向大家說謝謝，這一聲謝謝真的讓我好

滿足、好開心。陪病患看電視、散步、講話給她聽的過

程都能發現，漸漸地，她似乎更常笑了。在解釋我們為

她製作的海沙時，也能很明顯感受到她的開心。雖然我

們能做的真的很少，但從最簡單的陪伴做起，希望我們

帶給她的這一些些回憶，能讓她想起時會開心。

這次的服務學習課程很充實，服務，我想我是做的

不夠；但這一周的學習真的讓我感到非常充實與滿足，

真切感受到安寧緩和醫療的重要性，學到的不只是溝通、

陪伴的方法，還有對於生命和死亡更深入的思考與了解。

希望自己未來也能透過各種方式，利用自己的專業持續

的幫助、服務人群。

服務學習 ( 三 ) 心得－安寧緩和醫療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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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三 鄭凱文

文 /藥學三 傅千芳

活動日期 : 7/26~7/30            

活動地點 :台灣大學校總區、醫學院、水森館

藥學營是每年都會舉辦給高中生參加的營隊，目

的是讓高中生多更了解我們藥學系，以及學習到一些

基礎的藥學知識，還有一個愉快的假期。五天的營期

中，我們準備了豐富的活動。一開始讓大家互相了解

彼此的大地遊戲、晚上陰森森的假案偵查、繞台大校

園跑的 RPG，還有大家共同準備的精彩表演。除了這

些有趣的活動之外，我們藥學營的目的就是在教高中

生們一些藥學知識。所以我們也準備了學術講座，讓

他們了解藥學系在做什麼以及在學些什麼還有藥學系

的發展等等，是很重要的課程；藥劑實驗，讓小隊員

實際動手操作我們在做的藥劑實驗，對許多高中生來

說是個新奇又有趣的體驗，自己做出來的「藥」特別

有意義吧 ! 醫院參訪，實際帶領小隊員們參觀台大醫

院，去看看醫院裡的藥師們在做些什麼，以及忙碌的

醫院裡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也是一個特殊的經驗，平

時可不是隨隨便便都能跑進醫院內部裡頭的。還有非

處方用藥的介紹，一半講解一半遊戲的方式，以輕鬆

愉快的步調精簡的介紹什麼是非處方用藥且讓他們在

遊戲中學習。

當初接下總召時，自己沒有什麼辦過活動的經

驗，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與挑戰。果然大型營

隊就是比較困難，光是事前的籌備就要花很大的心

思，幸好我的合作夥伴傅千芳很厲害，總是能夠把大

大小小的事情處理好，所以這次才能這麼順利。整整

一年下來，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要處理。每次總是會

擔心這邊做不好，或是哪裡會出問題，雖然今年我們

確確實實遇到了一大堆的問題，但不管如何，最後都

被我們一一克服了，大家一起努力幫忙才能成就這麼

大的一個任務。短短的五天營期之中，我們把我們努

力出來最好的成果一一展現給小隊員們看，最後看到

他們都說今年藥營玩得很開心的時候，就會覺得努力

了這麼久真的很值得。藥營結束的時候，會有種莫名

的失落感，可能是緊繃久了，突然鬆懈下來會覺得很

奇怪吧 !但是確確實實我們完成了第十五屆的藥學營，

把一整年的辛苦放下來之後，就會覺得這次當總召真

的學到了很多很多東西。很感謝今年所有參與台大藥

學營的工作人員們，如果沒有你們大家的幫忙，我真

的無法完成這麼多東西。這次的藥學營對我來說是一

個很好的成長經驗，學到很多處理事情跟與人相處的

技巧；也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看到小隊員開心的樣子。希望所有參與藥學營的大家

也都能有一個美好的回憶，真的很感謝大家，在我心

中今年是最棒的藥學營唷 !接下的挑戰越大，果然得

到的成就感也是會越大呢 !很高興大家願意給我這個

機會，讓我擔任藥學營總召來帶領大家一起努力辦好

這個盛大的活動。

五天，就這麼結束了呀 ...

兩百個日子的準備、統籌、崩潰、練習、驗收，

所有忙碌與擔心、打鬧與認真，就這樣畫下句點，是

有些許莫名飄零的失落感。

笑稱當初接下總召「大概是腦袋短路了」，但又

或許部分是去年的記憶太鮮明、有些懷念，因而想挑

戰，想把感動傳下去。

最初，雖然交接拿到一些資料，但基本上還是什

麼都不知道，不知道何時該做何事，也不知道每件事

會以何種狀況降臨。尚在茫然的摸索之中，一項項工

作就這麼撞上生活裡原本的一件件待辦事項，變成一

坨又一坨、搖搖欲墜的混亂。不乏考試報告與驗收相

撞、藥營各項工作與其他活動日期相近，數量龐大的

報名表與其他事務有待發落……

    2012後半，九月開學沒多久，營服廠商就來催

促簽約，那時體認到，真要開始動了。某堂生理下課

第十五屆台大藥學營 - 心得 -(1)

第十五屆台大藥學營 - 心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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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選幹，拜前一天討論出的口袋名單之賜而迅速解

決；某個中午的第一次大會，確定營期流程並約定一

驗時間與進度；生統期中交卷後的第二次大會，定下

藥營日期 (才能搶新體 )。

    2013之始，於期末考轟炸、報告海浮沉之際，

交出完整企劃書，活動申請等流程同時運作中……新

體，便宜又方便的住宿地點為眾營隊所爭之地，今年

雖與另外三個營隊撞期，幸好經協調後沒有人得流落

街頭。招生事宜超級麻煩，日期與費用、網站與信箱、

海報與傳單，為數眾多的報名信件要整理與讓人無奈

於物競天擇之衰微的疑難雜症，都得處理或者找發包

給人處理。下學期開學，向 B01學弟妹招募人力，統

計志願序後供各項目負責人挑選人力，至此隊輔與關

主們正式誕生。接著，一切像是極速列車出發讓人措

手不及，遍布在藥夜、期中、送舊、期末之間的，是

一大堆的 deadline，一驗、二驗、三驗，還有各種流

程要跑，一大堆電話要打，而更甚者，是期末考後的

衝刺階段，總驗與上營，忙的讓暑假都不像暑假了。

正式上營囉！第一天大地居然遇到爆雨，雨備又

不夠完善，偏偏那天我自己是假小什麼都不能做，看

著工作人員跑來跑去心裡乾著急，幸好順利結束；迎

新晚會很精彩，假小沒有半個被猜出來這倒是讓人驚

訝。第二天早上小隊員聽講座時我們在準備實驗，下

午實驗叮噹乓鏘不少意外；晚上假案是尖叫此起彼落

的水森館初體驗，意外不少但算是圓滿。第三天講座

與實驗後晚上是歡樂的 OTC，小隊員於玩樂中學習的

極致表現；我們卻在旁邊為了隔天的事宜焦慮。第四

天艷陽高照，體力透支的 RPG，小隊員與 NPC的對

話描出熱血曲折劇情，解任務賺取金錢也堆砌出小隊

情誼；晚上惜別晚會的精彩繽紛與意想不到的進化，

讓最後一夜的舞台堆滿了喝采。第五天醫院參訪小隊

員或許疲累，但開了眼界；小隊呈現每隊都使盡渾身

解數完成課題；最後的結業式多少有點感傷、有些不

捨，一張張小卡、照片與禮物，承載了無盡的心意，

眼角或許潤濕了但嘴角上揚了，那是 ending的訊號。

營隊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錯，但卻不是每件事都

立刻有替代方案，迎面而來或悄悄潛伏的問題，必須

一個一個解決掉，只能告訴自己「解決得了的問題就

不會是災難」(算是種強制洗腦？！ )。因為各種事情，

多少有過無力、質疑、厭惡、狂怒、崩潰，甚至，曾經，

忘記了最初的感動，後悔過當初的衝動……

幸好，有強大、超罩、容忍、熱情 (或許還要加

上瘋癲 )的藥學 B00好夥伴，對你們的情義相挺、堅

持、付出、支持、鼓勵、建議，真的只能致以無盡感

激，謝謝！對於給你們那麼多壓力與要求，多少有點

良心不安也有點愧疚，畢竟其實沒什麼資格要求你

們，而我們也有很多有待改進之處，感謝你們的包容。

在這段期間，知道有你們陪伴一起努力、一起爆走，

就能感到開心與安心。藥學 B01的學弟妹們，不管是

辛勞的隊輔或是認真的工作人員，感謝你們願意付出

大量心力與時間來成就這個營隊！藥營落幕，體力在

慶功宴後會漸恢復，疲累睡個幾天就會消失，剩下能

延續的是完成這件事的感動與對所有人的感謝吧！要

謝的人太多了，就不在此唱名，你們會懂的，只是想

說，我們做到了！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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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三  莊明璟

2013年 5月在嘉藥的大藥盃其實在我接下系排隊

長一職之後，一直是壓力來源之一，自己心情也備感

焦急，去年自己仍是一個初學者，對於排球的了解也

很不足，今年就要以一個領導者的身分帶領大家去比

賽，壓力實在有點大。

大家也都很努力，平常認真練球，有問題提出來

大家一起解決，默契越來越好。越來越有一支球隊的

感覺，自己則是要求自己球技進步，也要時常關心大

家的狀況。除了大藥盃之外，也有報名台大盃，培養

大家的實戰經驗，大家檢討每一場比賽的問題，自己

則會檢討整體問題，希望大家可以一天比一天進步，

一場比一場球賽打得更好。

在大藥盃前，我們台大盃晉級，提升不少士氣，

也是對於大家努力的肯定。雖然大藥盃賽程出來，我

們分在四隊的那一組，對手也都有一定實力，但我臨

危不亂，為大家喊聲，只要求大家要盡力表現，讓其

他人看到我們這一年的進步，這樣就足夠了。

終於那一刻到了，大家出征嘉藥，第一場比賽對

上北醫 A，一支在去年拿下亞軍的球隊，而是這一場

比賽便是大家最在意的比賽，整場比賽大家打球、接

球積極度都很高，失誤率減到最低，氣勢明顯壓過對

方，最後拿下一勝。

但我最擔心的問題還是在第二場比賽發生了，我

們打球的氣氛總是會和比分有關，我們領先的時候，

大家打球會越有勁；但相反的，落後的時候會越沒勁，

一分一分被拉開，氣勢也被拉走，最後吞下敗仗。

第三場比賽，在調整位置和戰術改變之後，贏了。

但還是不及高醫 A的 3勝，無緣晉級。但自己的心情

卻不失落，反而是帶著滿足的心離開。

或許我無法達成原本訂的第三名的目標，也沒有

解決打球氣氛問題，但是我覺得這一年來，我們已經

進步很多了，這次比賽就當作一次寶貴經驗，為未來

長遠的道路，寫下里程碑。

明年還有大藥盃，大家繼續努力 !

ㄧ大早，一行人扛著 DM、L夾和一隻藥罐寶寶
從醫學院出發，踏入新體看到一座座樹立的白色框

架，上面寫著各系的名字，這是一年一度的杜鵑花節。

面對絡繹不絕的高中生及家長，每個參與同學都卯足

了勁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他們，每個同學到最後幾乎

呈現「嗽聲」狀態，辛苦了 !大家 !
每次參與杜鵑花節，都有著不同感受。高一時走

遍各系攤位，拿著 DM和紀念品，聽著似乎離我還很
遙遠的事情。大學低年級，聽著學長姐的行前解說，

有點像是在背考古題的答案，真正體會的並不多，當

和高中生介紹時，有種恨不得再多了解系上一點的衝

動。在大四，受過學校、實習種種的洗禮後，才體會

到老師和學長姐曾經介紹的那些事，究竟是怎麼樣的

一回事。

從民眾的問題中，其實可以體會到社會上對一個

系的「眼光」是如何 ?光是從一個系的系名去直觀的
認定他的所有內容，其實抹殺了那個系許多寶藏。每

個系有每個系的專業，每個系中的每個領域也有值得

稱讚的地方。可惜的是在台灣學制中，高中結束後的

同學就必須面臨選系的問題，在大學中我們都未必能

夠了解透澈的事，高中生們又能夠了解多少呢 ?我想
舉辦杜鵑花節最重要的意義大概就是在這裡，讓大學

生更加了解自己的系，也讓高中生及家長在眾多選擇

中尋找到自己的解答。

大藥盃心得

杜鵑花節 (1)
文 /藥學五  張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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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杜鵑花節適逢藥學系成立 60周年，對我們
來說是一個傳承的時刻，是一個特別的機會將學長姐

累積的努力與光榮，讓我們向下推廣，讓更多優秀的

人才能夠進入藥學系這個大家庭。

在前幾年就已經見識過台大舉辦杜鵑花節的盛大

場景，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會有數以千計的高中生湧

入，因此我與另一位公關部長林子涵對於這次活動策

畫也是別出心裁，在寒假的時候便規畫出這次活動的

主軸，主要是以讓這群年幼的高中生認識我們藥學系

為主，想當年我也是到了要申請推甄的

時候才知道有這個系的存在，實在有些

不好意思。

我們以精美的文宣與設計互動式的

活動為主軸，我們在兩天的會期都舉辦

了互動式的活動＂藥學 500問＂，每個
參加的高中生將要回答五個藥學相關的

問題，可以讓他們了解到一些生活上常

讓人搞混的藥學常識，如藥品與其他食

品是否能一起服用、藥品是否需要冷藏

等問題，通常高中生對於這些問題都是

回答得有些糊裡糊塗，但有幾位強者也是接連過關斬

將，連續答對五題，我們也希望這些人能夠趕快進入

藥學系呢！當然最多參加者是來了解藥學系是否為他

們心目中理想的科系，藥學系上的課程為何，將來有

甚麼發展性，我們熱心的學弟妹與大四已經在實習的

同學也都細心的一一解答，大家都講得口乾舌燥了，

人群還是一波一波的湧入，讓我感受到今年藥學系時

在是太受熱鬧了，也希望藥學能夠在台灣繼續茁壯發

展，有更多人加入我們要學這個歡樂的大家庭！

杜鵑花節 (2)
文 /藥學五  蔡允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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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四  游巽邦 文 /藥學四  白書睿

國考服務隊紀錄

時間 : 2013.07.20    （華夏技術學院分隊）

早上六點多就被躺在床邊的鬧鐘叫醒，想起來今

天是學長姊國考的日子，身為學弟妹的我們在今天也

要為學長姐盡一點心力！

八點到達華夏技術學院的陪考區域之後，發現幾乎

是沒有位置了，而且座位上有許多正在認真的學長姊，

看到這樣子情景，我感覺一股沉重的氛圍，我們掛上校

友會的會旗，靜靜地待在一旁等著學長姊上考場考試。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學長姐在經過兩科的

考試之後，進入了中午休息的時間，在幾天之前，我

們已先調查過學長姐的午餐需求，也有先幫他們訂

餐，在經過一番折騰之後，幾

乎各位學長姊都有拿到了餐

點，看著學長姐即使是用餐時

間仍然是很認真的專注於書

本之上，心中覺得今年的學長

姐應該會考得不錯，雖然說拿

餐的時候有冒出一些小插曲

所以混亂了些，但是幸好最後

仍 然是解決了，真的非常謝

謝學長姐當時對我們的寬宏

大度。

經過幾個小時之後，學長

姐經過了許多科目的摧殘，終

於即將要考完國考了，有許多

學長姊在最後一科要考的時候

就已揹著書包進入考場了，聽

到學長姊跟我們說謝謝其實我

們很不敢當，畢竟我們在這裡

也怕打擾到學長姊，而且其實

我們也沒有做什麼事，就收到

學長姊的感謝，其實我覺得，有這個機會來這裡感受

一夏國考的氛圍也不錯。

雖然說，最後的結果可能不盡如人意，但是我們

還是希望學長姐們都能通過國考的考驗囉！明年，就

要換我們這一屆的同學們上場了，希望明年的大家也

都能通過國考，也希望明年學弟妹也能來國考服務隊

體驗看看！

時間 : 2013.07.20    （考選部國家考場分隊）

起了個大早，夏天的早晨格外清新明亮，搭上

從蘇澳開來的頭班車，抵達台北，轉公車開到考試

院，剛好接近八點。俊宏學長和錚榮幾乎和我同時

到達，離第一場考試準備鈴八點四十分還有一段時

間，上了八樓，進入備考區，學長已經埋頭看書了。

我和錚榮靜靜地離開，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幾

瓶礦泉水，一包冰，放進保溫箱，不打擾學長。

服務隊的人都到齊了，在備考區裡說話不敢恣

意喧談，不只是因為讀書的一片寧靜容不下一點吵

鬧，室內緊張的氣氛，我們都感受的到，那冷冷地、

令人呼吸困難的感覺，和空

調的降溫效果，我們僅僅打

打哆嗦，用氣音發聲。

時間似也感覺到緊張的

氣氛，過的特別漫長。

一整天的時間對我們而

言很是漫長，對應考的學長

姊而言更不必說。我們在備

考區幫忙學長姐做些微不足

道的事情，像是買水、買午

餐、顧背包，但看著學長姊

在休息時間努力地奮鬥，似

乎見到一年後的我們。國考

是一道門檻，或者說是在藥

學系四年來吸收、成長之後

的成年禮，學長姐們是參加

者，我們只是幫助他們打理

一些瑣事，好參加這場成年

禮的支持者，一年後角色變

換，我們也終將通過這場考

驗，才能成為合格的藥師。在每年這炎炎夏日舉行

的國考，對旁人而言，或許只是應徵工作般的普通

職業考試，但身在藥學，卻是神聖、莊重的一場蛻

變儀式，而國考服務隊，很有幸地默默參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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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學五  蔡允倫

文 /藥學四  陳德恩
IPSF ─ 各國藥學生的交流平台

感謝藥學系讓大四的畢業生以及研究所的學長姐

有這個機會，參加徵才說明會，這次的徵才說明會邀

請到了益邦製藥、嬌生公司楊森藥廠、瑞安大藥廠、

美時化學製藥、科懋生物科技、安成國際藥業、強生

化學製藥等公司。其中我比較想聽的外商藥廠，這次

只有嬌生公司，希望之後可以邀請到比較多的外商公

司，不過也剛好利用這次機會可以多多接觸到之前比

較少聽過的台廠公司，經過他們的介紹也可以比較了

解目前藥廠的人力需求到底是甚麼，這些都跟我們上

課或是實習所想像的有很大的差別，有很多藥廠注重

像是藥劑學，像是劑型的部分，而有些公司可能目前

的職缺比較多開放給業務代表，這次的說明會也開放

現場直接交履歷給公司，因此在事前可以先準備好自

己的履歷，想要進入職場的各位，你準備好了嗎？

第 59屆的 IPSF World Congress舉辦在荷蘭的 Utrecht，來自世界各地的藥
學系學生齊聚一堂，共襄盛舉一年一度的盛會，有的是來過好幾年的老鳥，有

的則是剛見識大場面的菜鳥，透過主辦單位安排的工作坊以及活動中，能夠與

各國的學生交換意見，了解不同的藥學制度、藥學發展和未來趨勢，是一趟滿

載而歸的旅程。
在與德國、日本、荷蘭等國家的朋友聊天時，能漸漸了解不同的學

制，以及各國藥學系偏重的重點所在，例如德國倚重調劑的課程，日本

則注重對不同病人個別的用藥等等。每位好朋友都像是專業的顧問一樣，

可以互相交流彼此國家的優勢與劣勢，近一步討論並學習對方的優點。

年會的第一天，我參加了一個荷蘭藥學系大五大六必修的一個遊戲，

稱作 GIMMICS，四到五人一組，一組開設一間藥局，每個人必須選擇
自己在藥局的角色，藥師、藥助或是工讀生等等。除了專業之外，也得

注重開店的裝潢，設定的客群，和工作的分配等等。遊戲開始時，會由

資深的學長擔任病人，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給予各組的藥局，有的是有

關疫苗查詢，有的有關毒品濫用，有的則是感冒，有的是背痛，各式各

樣的疑難雜症依序出現，而且還會有同時多個病人報到，考驗各組的臨

場應變能力，除了給予處方以外，也必須撰寫相關的保險報告等等。短

短的兩小時內，必須全神貫注，也因此學習到在藥局及醫院處理問題的

能力。「Dealing with uncertainty」，比賽的勝負由病人的擁有數決定，
無論各組面對病人的態度如何，永遠不會知道為何會流失病人，這也是

一次次必須自我反省的狀況，可說是面面俱到的競賽。是一個很棒的經

驗，也覺得能夠把這個競賽帶入到藥學營、課程中，是能寓教於樂的教

材。

第 59屆大會探討的議題是 Personalised Medicine 以及 Developing 
Pharmaceutical Care through Collaborative Practice。這兩個主題都是未來
的趨勢，主辦單位邀請歐洲各國知名的專家演講，從基礎研究、藥物經

濟學、藥廠等三方面，將主題由淺入深講解，點出必要趨勢以及困難障

礙等。現今生物學家已開始著手基因的定序，透過統計以及臨床的經驗，

試圖找出疾病與基因的直接相連，期盼能直接做出預測，提早治療。一

位研究癌症的教授指出，癌症是最需要個人化醫療的項目，若能準確的

由基因找到病罩，將能使癌症不再人人懼怕，而只是一種慢性疾病。

解不同

IPSF台灣學生合影

GIMMIC我們這組的 Toy's pharmacy

畢業生徵才說明會參加心得

活動時間 : 201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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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ollaborative practice則也是台灣所急需解決的
問題：如何與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等醫護人員互相合作，減少資源浪費，對病人做出更

好的照護，是未來最重要的規劃。其中很重要的觀念

是分工以及對自己扮演角色的深度了解，醫生強調的

是藥物的功效，藥師注重的則是副作用及劑量，彼此

互相尊重、固守份

內工作。如此一來，

才能給予病人最好

的照顧。

除了精彩的上

課內容外，我也見

識到歐美先進的醫

療設備。例如，在

美國科羅拉多能透

過與醫生視訊連線，讓社區藥局的病人接受診斷，馬

上由藥師給予最適合的用藥，大大減少病人待診的時

間。荷蘭的藥局採自動化，藥師只要確認處方籤後，

機器自動包好藥並且檢查其藥物交互作用等。

除了課堂的知識外，也見識到了歐美國家的喝酒

文化。在每一晚的 party中，酒精飲料都扮演重要的
角色。有的人說酒就像是咖啡一樣，是他們的提神飲

料。所以無時無刻他們常常都拿著酒。也因此當參加

活動時，酒量常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酒量不好的人

也容易處於弱勢。

酒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英文能力了。透過這次

與各國學生的交流後，才知道

自己英文還有一大段需要努力

的空間，尤其是聽和說，如何

整理別人說的話以及將自己想

表達的意思清楚說出來，是無

論在哪個國際場合都非常重要

的。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學生

參與 IPSF的活動，能夠讓更
多的學生和國際交流，也能掌握各國藥學生的脈動，

除了能遊玩當地之外，更能深入了解不同國家的文

化，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也十分謝謝帶團的學長姊

們和一路上幫助我的夥伴們。

文 /藥學四 謝鈺闐

算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和小朋友或是其他系的

人合作相處的機會，不過參加藥局組的就比較沒有機

會和醫學系的其他同學有接觸，相較之下隊輔可能比

較有機會和小朋友們有較長時間的接觸，而藥局方面

則主要著重在小朋的用藥及基本常識的教學。

因為小朋友的注意力集中的時間較短，所以要如

何吸引小朋友聽你的用藥教學是有一定難度的，包括

使用簡單的口吻、並用彩色圖片、衛教單張用注音標

示，甚至用演戲或以遊戲的方式來加強小朋友們的學

習，效果也比較顯著。像在遊戲闖關成功提供的小貼

紙，都讓小朋友們興奮不已，還會拿來互相比較呢！

值得一提的是，平常不太有機會接觸的小孩子或

有點畏懼小孩子的人，也可以藉機與小朋友相處，他

們的天真浪漫和童言童語，也許我們說的話他們不一

定全都了解，但也不代表他們聽不懂你說的話，所以

別把小孩當傻瓜，其實他們多少都懂。

這個活動不太算專業導向，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

是小孩，學到最多的大概是如何規劃辦活動，及和其

他同學及小孩相處吧，不過如

果有多參予一點也許可以和同

組的成員多討論，不然主要由

學長姊們指導的話，能參與的

部分就寥寥無幾了，學到的也

會比較有限。

泰迪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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