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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四 沈煒勛

B00B00送舊晚會感想送舊晚會感想

畢業了之後，在大學生活中，你懷念的

會是甚麼？或許我比別人想更早知道這個答

案，所以我決定接下了送舊負責人。在獻給學

長姐的影片中，我看到了學弟妹們對大肆學長

姊們的祝福、或許同時也是他們對自己的未來

的投影─或是因為成績挫折、或是因為人際關

係受傷、或是因為室友的鼓勵堅強、或是因為

一個成功的迎新驕傲。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在乎的事，也都有自己的故事，看似

獨立，卻又偶然在台大藥學系這個地方交錯在

一起。我們曾經是平行線、然後在這四年中交

會、最後又向著不同的目標散射出去。

當你離開之後，這些相遇會在你的未來

留下甚麼樣的痕跡呢？是不是讓自己變得更堅

強、成熟、溫柔了呢？是不是除了藥理藥化生

藥藥劑之外，你也會一輩子記得老師、同學們

的樣子呢？那張勉勵你好好讀書的面容、那張

揶揄你跟你喜歡的女孩的笑臉、那個在你難過

時給你靠的肩膀，是不是也會慢慢內化成你的

習慣，直到離開之後才開始學會想念呢？也許

整個活動下來，我並沒有發現我想知道的答

案；相反的，我找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關於

思念的問題。我想，終究要等到我站上離別的

舞台、踏出了熟悉的基礎醫學大樓，我才能知

道甚麼叫做畢業，或是，甚麼叫做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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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二 黃昱嘉

泰迪熊醫院心得泰迪熊醫院心得

泰迪熊醫院 (Teddy Bear Hospital) 活動源

自於德國，活動中讓小朋友扮演家長、玩偶當

做病人，透過「小孩帶著玩偶看病」的過程，

使孩子們更熟悉醫療中常使用的器材、習慣醫

院的環境及看病時的程序，藉此對小朋友施予

衛教和降低其對看醫生的恐懼。本次泰迪熊醫

院由臺大醫學系和藥學系國事部辦理，而今年

更將參加對象擴大為醫學院各科系的學生，因

此今年活動中包含醫學系、藥學系、護理系及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的學生。

今年泰迪熊醫院的籌備也較往年增加了

籌備營，利用平日的四個晚上集合所有人力，

希望增加參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使得不同科系

的同學有機會認識彼此。在籌備營的時間，隊

輔組準備開幕劇和開場舞；活動組學生則分組

設計出不同主題的關卡進行講解，例如視力保

健、飲食、抽血、驗尿，以及設置模擬診間和

藥局，讓小朋友可以實際體驗看病和領藥的過

程。

本次泰迪熊醫院參加的小朋友主要為中班

至大班，家長幾乎都會全程陪同參與。在闖關

中有一個休息空關，隊輔們會帶著小朋友玩遊

戲或折紙，有一個中班的小男生看了一遍就會

折，還可以教其他小朋友。衛教關卡時，大部

分的小朋友在聽完講解之後的問答都回答得很

正確，令我們十分驚訝，每一關卡也有設計不

同遊戲，小孩都很投入、踴躍參與其中；有趣

的是在抽血關卡時，關主問小朋友們是否會害

怕抽血，多數的小朋友都大聲地說不會怕。相

信透過泰迪熊醫院會在孩子們的心中種下一顆

小小的種子，教導小孩正確的觀念，降低小朋

友以後去看病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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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李恩羽

大藥盃心得大藥盃心得

哨聲響起，比賽結束，球員和啦啦隊一

湧而上，慶祝歷史第一次的奪冠時刻，有人大

吼，有人振臂歡呼，也有人泛著淚⋯⋯

我們台大藥學，人少、身材比不上別人，

對上那些兵多將廣的中國藥、北醫藥、嘉藥等

等，我們從來不被看好，也更顯得這座獎盃的

價值，很感謝大家的努力才能達成這個夢想，

首先謝謝鄒飛洋學長在系籃五年的付出，為台

大藥學系籃奠定了一個球隊的雛形，然後是張

鴻翔、張博崴、洪佳安、陳冠穎等老屁股學長

們多年的 carry，你們是系籃的定心丸，後面兩

位不考慮個二連霸嗎 ? 最後當然是謝謝我的隊

友們和球經，不管是在場上和場下，大家都扛

著台大藥學的招牌而奮戰。

一年的球季，非常漫長，練球的過程中，

不免有辛苦、枯燥，甚至爭吵，畢竟大學生活

多采多姿，把時間花在系籃不是唯一的選擇，

但加入系籃，就必須全力以赴，因此只要確立

大家的目標，即大藥盃冠軍、台大盃進新體，

在確立目標之後，一切都變得簡單很多，很享

受每次練球後的凝聚感，還有球隊慢慢在進步

的感覺，或許就是喜歡這種感覺才會大家才會

留在系籃，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

我相信，經過今年大藥盃，沒有人會再瞧

不起台大藥學系籃，我們是最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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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三 高靜怡

2015 藥學之夜－「耀，夜」實2015 藥學之夜－「耀，夜」實習習

藥學之夜之於我，是一種傳承，是一項挑

戰，是一份執著。

還記得一起和 B01 學長姐完成的那場夢，

讓我「奮不顧身」的接下藥夜總召，說真的一

開始並不覺得這項任務會有多艱難，但一路上

遇到的點點滴滴還真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現

在回想起來，回憶都是甜美的。我很感動，也

很感激，參與這一場夢的所有你們。

我們帶著辦活動的初衷，為自己訂下許

多目標和挑戰，這一切的過程確實不容易。從

最初在腦海裡的想法、構思，經過團隊們日復

一日的努力付出，漸漸地磨出了雛形，宣告每

一個小階段的完成，就像是微亮的晨曦一般又

給了我們新的動力。長達半年多的籌備，我們

歷經無數次的開會、約練、驗收，其中的辛苦

和辛酸真的只有夥伴們能深切體會，有那麼幾

個夜晚只想對著天空發呆，接著又在重新找到

方向後繼續出發。我們在挫折和失敗中試著改

變，在爭執和淚水中學著成長。

終於在藥夜當天，看見所有人的努力結

出了完美的果實，在台下的我心中只有滿滿的

感動，舞台上的你們是如此的熱情奔放，卯足

全力的將歡樂的氣氛帶給觀眾，那一刻，你們

就是這世界的原動力。我相信對每一位表演者

來說，藥學之夜不只是一個舞台，讓他們能夠

盡情地歌唱、跳舞、演戲，展現最亮眼的自

己，更是一道艱難的關卡，同時考驗著信心、

耐心、責任心。而這所有流盡汗水的耕耘，只

為換來大幕降下後的一片掌聲，給台上的表演

者，給幕後的工作人員，也給台下的觀眾們。

再次感謝我們有這麼一群好的團隊共同打

造出這個絢爛的夜晚，更感謝藥學系學長姊一

路上的拉拔、支持和鼓勵，因為有你們，藥學

之夜的成就才會如此耀眼。當台下的你們用每

一雙認真炙熱的眼神看著台上的我們，那時的

我們才因你們而閃耀，2015「耀，夜」，謝謝

有你們，一起閃耀這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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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三 呂尊昱 楊淳聿

藥學營心得 -有緣再相見藥學營心得 -有緣再相見

營期第一天，嚴肅地拿著一小段紅色塑膠

繩到講台中央，隆重地舉起剪刀，揭開 2015

第十七屆臺灣大學藥學生活體驗營的序幕時，

內心的感動不自覺湧了上來，外表上，以愉悅

的口吻預祝大家在這五天獲得最多的知識與樂

趣，內心卻早已拋開冷靜的面紗，興奮地嘶吼

著：「幾個月來，夜以繼日的準備，就是要讓

各位知道藥學系不只是會包藥，來到這，就好

好享受我們準備的一切吧！」

 身為總召集人，或許有人認為事情分

配的好，就不必花什麼心力，但因為舉辦的是

一個營隊，而非十五個活動，所以分工重要，

合作更重要，除了行程上的育和樂，食、衣、

住、行的進度也要瞭若指掌，以便隨時回答問

題，讓大家能夠進度同步，完成整個營隊。籌

備時，靠分工合作，營期間，靠的便是臨機應

變，從餐點延誤到活動進行中忽然下起午後雷

陣雨等，要下指令時，少耽誤一秒是一秒，在

這五天也培養了我們觀看大局的思維，解決的

不只是當下的問題，亦要考慮之後的活動，才

能決定最佳的解決方式，這兩項技能，大概是

沒有領導經驗的我們，在這次營隊學到最重要

的一課。

 營期間，看著隊輔一前一後帶領著學員

依照既定的順序經歷一個又一個的活動，從早

上的活力和好奇、活動中的歡樂和學習、回房

的滿足和疲憊，到最後離別的淚水。雖然忙的

翻過來又翻過去，但是能夠在白天看著學員們

如此樂在其中，夜晚閱讀著回饋單中滿滿的感

謝和期待，讓我們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也有

更大的動力去完成下一刻所要帶給學員們的驚

喜。

 五天飛逝，到了總召第二次，也是最

後一次跟大家說話的閉幕致詞，很感謝工作人

員們，當初被指派時都義不容辭地接受，並騰

出時間為營隊付出，學期間，即便應付著段考

的摧殘，還能夠儘可能配合我們的進度，由於

工作人員並不多，許多人都必須身兼多職，擔

任幹部、參與表演或活動，營期將近的三週暑

假，可說是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但也因為大家

的貢獻，為活動除錯、為表演練習，甚至為活

動設計統整出超過五種的備案，讓失誤降到最

低、品質升到最高，辛苦是一定的，但想必大

家都是收穫滿滿！對於學員們，內心除了依依

不捨，更多的是祝福與展望，盡全力給各位一

個充實且難忘的暑假回憶之外，也祝福大家在

高中生活能夠抱持一顆熱忱的心，去探索自己

的領域並勇往直前，我們，有緣再相見！



64 67

學系活動學系活動

第一次聽到杜鵑花節四字是在高中輔導

課上，趁著周末和朋友興沖沖的跑到了台大新

體，在人潮中看著每個用心製作的攤位，聽著

學長姐語氣的自信與對自己科系的熱情，我們

懷著對大學的憧憬努力擠著前進，也帶著對學

長姐的崇拜歸去。許多年後再度迎接杜鵑花節

的到來，場面依舊是人山人海，只是此刻扮演

的角色已然成為了學長姐，更多的是貢獻一份

力在藥學系攤位的規劃和設立。

今年的攤位是以闖關的形式進行，包含了

解說、非處方藥小學堂和天然物中藥配對，完

成兩關即可獲得小禮物，希望透過這樣的形式

讓高中生真正花時間來了解藥學系並由小關卡

來傳達藥事服務的發展和釐清多數高中生對中

藥課程等等的疑惑。這樣的規劃在現場效果很

好，源源不絕的人潮湧向攤位，解說員們辛苦

的講解，關主們也永遠被圍繞著，讓人很感動

的是：過程中難免常有覺得講不下去的時候，

但看到高中生認真的態度大家還是會在硬吃完

一顆喉糖後就立刻繼續解說。在解說的當下，

真的會有為自己系所付出的熱情且伴隨著專業

的自信，更希望透過這短短五分鐘的內容影響

高中生們，讓他們了解到藥學系畢業並不是只

能做藥師，藥師並不是只有

在包藥！

而這次的運作上特別需要做改善的地方是

解說手冊的部分，由於決定沿用之前剩餘的手

冊，導致較難對內容做修改，建議學弟妹可以

在手冊初稿完成後先請系上教授批閱，才能向

高中生們傳遞最正確的資訊。另外，由於今年

的人潮超出期待，每位解說員都非常辛苦，但

杜鵑花節的人力卻一向是較缺乏的，所以期許

全系都能對這個活動參與度更高，無論是準備

時期的美宣日、行前訓或是周末兩天，讓我們

一起來為藥學系燃燒一次！

在整整兩天的杜鵑花節，非常感謝願意來

參與的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們，雖然我們沒有

非常華麗的攤位，但藥學系最大的賣點便是熱

情且專業的解說員們，相信是因為大家的投入

才使藥學系的攤位永遠門庭若市。現場最最辛

苦的關主，四個人和全體高中生解說玩遊戲，

因為有你們模擬的實際情境，才讓我們攤位更

有互動。感謝來參與的所有人，因為你們，杜

鵑花節才如此圓滿的落幕。

B00 王悅心

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心得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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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五 傅千芳

第 15 屆中華民國藥學生年會第 15 屆中華民國藥學生年會

大四這一年，被大量考試與報告夾擊，再

進入實習的忙碌與密集規律，同時還有系學會

的各種大小活動與事務，再來個年會多少有點

「雪上加霜」啊。檢討這過程與成果的確還有

很多地方未盡善美而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未來

但是否有機會經手類似的活動尚未知，這是個

獨特的經驗，歷練過了，學習到了。

　　2015 年寒假，藥學生年會來到第 15

屆，每年年會之主辦職務在臺灣七所（現為八

所）藥學系間輪轉，而今年，輪到由臺大與國

防主辦。上一次由臺大主辦年會已是多年前的

事，加上而各校間行事作風、地域距離、人力

數量等都有頗大的差異，且基本上年會並無什

麼交接資料，所以整個籌備工作可說是從頭摸

索。其實從去年寒假到屏東參加前一屆大仁藥

學系所主辦的年會，我與臺大副召翁儀安（系

學會會長大人）就不斷的想著，輪到我們時，

到底該怎麼做？觀摩著去年的狀態，思考我們

能否找到足夠經費，現有場地是否合適，再加

上人力的差距，讓人著實頗為擔憂哪。

　　正式接任後，與國防方面的總召見

面、討論，說真的，一開始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或許是兩方對於年會的認知以及活動經驗的差

異所致，準備過程遇到許多挫折與麻煩，再加

上雙方的時間並不易配合，常僅能依賴網路訊

息協調，溝通略顯困難。其中或許有些負面情

緒與不愉快，但仍從中學習到不少課題，也認

識了一些熱心而有想法的工作人員們。

　　幸好與系上夥伴們合作就容易得多，

畢竟有了曾經的藥學營、藥學之夜等大小活動

累積下來的默契與經驗，各項工作都有「大神

等級」的同學願意一起下海幹苦工。有經驗

豐富的超罩生活組、萬能機動長、辛勞公關

組、耐心網管、善良美宣組、霸氣設計者、強

大活動組、幹練事務長，加上包辦大量雜事的

註冊長與思慮周詳的隊輔長，還有不少有熱忱

又可愛的學弟妹擔任隊輔以及各部員。生活長

四處比價還忙到半夜也在更訂餐點訂單，機動

長為了早餐的座位安排凌晨三四點就迢迢騎車

趕來，公關長與多家廠商及公會接洽又不斷修

正拉贊計畫，隊輔長雖無經驗卻大小事都注意

到又十足細心而貼心，活動長規劃活動同時還

為了省經費連氣球門都自己來，會刊會服設計

者們在短時間內屢次被要求修改還能迅速完

成⋯⋯，礙於篇幅不及羅列。在人力緊繃的狀

況下，各幹部都攬下了大量的工作，每次拜託

大家工作，心理總有些對不起的愧疚，他們也

已有很多事要處理，還總是義不容辭而為了多

出來的這份工作而忙碌著。

　　回想那半年多，難免因為年會相關事

宜與問題而有些負面情緒，但想到有多少人也

在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著，心理感覺就好多

了，除了無法言喻的巨大謝意，還是感謝！有

各位夥伴共同籌備，加上顧院長與系上各種資

源的幫助，才讓第 15 屆年會得以圓滿落幕！

而一起崩潰的會長暨副召，每個月一起往返臺

中開會報告、一起為大小意外差池而煩心苦

惱、一起絞盡腦汁思考各種方案，現在，終於

一起卸任了！最後還是那句，謝謝，所有在活

動期間協助各種大小事並給予支持的人們，謝

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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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8 黃奕翔

學海築夢心得學海築夢心得

很高興可以與大家分享我大六到美國醫

院實習的心得。之前就有聽過學長姊分享他們

出國實習的經驗，說到美國藥師執業的環境很

好，每一位藥師也都很有熱情的在工作著。

我在 2013 年的暑假也有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芝

加哥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簡 稱 UIC) 參 加 過 Clinical Pharmacy Summer 

Program，也有認識到一些美國藥學教育的制

度，以及美國醫療系統與台灣的異同。但是那

時候我只是一位即將升上五年級的學生，藥物

治療學還不是這麼熟悉，所以見識到的事物不

是很深入。所以決定要在大六實習的時候提出

申請，想親身到美國的醫院裡面實習，親自體

驗美國藥師的工作情況，而不再只是聽別人口

述介紹。

　　今年有三個單位開放申請，由於我

們必須要準時結束實習，所以選擇時間能夠配

合的 Grady Health System。這個單位是去年新

加進來的，去過的同學也非常推薦這個單位，

可以學到非常多東西。最後我也幸運的通過面

試，可以真的一圓到美國醫院實習的夢想。

　　Grady Health System ( 簡稱 Grady) 位

於 Georgia state 的 Atlanta，創立於 1890 年，

是 Atlanta 最大、全美國第五大的公立醫院，

擁有全美最忙的一級創傷中心。主要靠附近的

Fulton 及 DeKalb county 提供經費維持運作，

另外還有一些私人企業的資助。醫療人員大部

份來自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以

及 Morehouse School of Medicine。病床數大

約有一千床，在美國算是非常大的醫院，角色

非常像台大醫院，有時候別的醫院沒辦法處

理或是付不出醫療費用的病人，就會被送到

Grady。病人群以低收入戶、非洲裔美國人或

是墨西哥移民為主，所以醫療人員也必須要會

說西班牙文。

　　前一陣子在尼泊爾大地震幫助小女

童開刀的美國知名 CNN 醫療記者 Dr. Sanjay 

Gupta也在Grady工作，以及美國知名影集”The 

Walking Dead”第五季也是在 Grady 進行拍攝

的，所以這間醫院可以說是全美知名的醫院之

一。

實習的時間總共有八週，前兩週在 Main 

Inpatient Pharmacy 內實習，後六週則是到臨

床病房單位實習，包括 IT、Neuroscience ICU 

(神經科學加護病房)、MICU (內科加護病房)、

ID ( 感染科病房 )、HIV clinic ( 愛滋病門診 )、

ID consult pharmacy ( 感染科藥物諮詢 )、ECC 

( 急診加護病房 )、NICU ( 新生兒加護病房 )、

Cancer center ( 癌症中心 )、Study drug ( 試驗

用藥 )、Outpatient Pharmacy ( 門診病人藥局 )、

OR pharmacy ( 手術室藥局 )、Psych Clinic ( 精

神科門診 )、Heart failure clinic ( 心衰竭門

診 )、Burn unit ( 燒燙傷中心 )、Decentralized 

pharmacy、DI ( 藥品資訊 )。

　　在實習的期間，最大的感想就是美國

的每一位藥師都是臨床藥師，他們不需要負責

配藥，配藥的工作是由技術員來進行，藥師只

要 double check 他們配完的藥品是正確的，在

上面簽名之後，就由傳送員送出去。就是因為

這樣子，所以他們有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臨床服

務。以前也常常聽到美國藥師的工作很輕鬆，

但是我實際上看到之後，發現他們工作的時候

一點也不輕鬆，常常有很多會要開，不時還會

有醫師、護理師來詢問藥師問題，還有很多資

訊系統上的問題需要一起協助解決。唯一覺得

輕鬆的地方在於他們的下班時間不是固定的，

有時候可以看到他們三點就下班，工作時間非

常有彈性。

　　我覺得這趟 Grady Health System 實習

之旅真的非常的值得，在短時間之內去了這麼

多的單位，也許不是對每個單位都很深入，可

是真的見識到很多與台灣不同的地方。會建議

未來有學弟妹想要來這邊實習的話，可以先去

過台灣的實習單位，這樣更可以看出與台灣的

不同之處。這是我第一次到美國獨立生活這麼

久，上次去 UIC 只有 30 天在學校，還有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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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 Chicago，隨時需要幫忙都可以找他們；

這次來了 57 天，沒有親戚住在這裡，日常生

活全部都要自己打理，在台灣從來沒有煮過飯

的我，在這裡每天訓練要自己煮晚餐甚至隔天

中午的便當也要自己準備。沒有交通工具也都

要自己走路或是搭大眾交通工具。就是因為我

自己什麼都沒有，所以非常感激在 Atlanta 幫

助過我們的人們。謝謝素珍學姊和 Eddie 花了

這麼多的力氣幫我們安排實習的單位，還要與

藥師溝通、喬時間，素珍學姊就像我們在美國

的媽媽一樣，常常提醒我們生活起居，問我們

有沒有吃飽；謝謝關如珺學姊讓我們一起分租

房子，讓我們一到 Atlanta 就有住處，還稍微

跟我們介紹一下 Brookhaven 附近環境，也順便

教我們怎麼去醫院，還分享在台大醫院工作的

種種；謝謝在這裡工作的台大資管系 Andrew

學長，讓我們舒服地住在 Brookhaven，提供了

很多生活用品借給我們，還會載我們去超市買

東西；謝謝素珍學姊的兒子 Brandon 哥，特別

撥出時間搬運床墊給我們，讓我們不至於睡

在地上；謝謝素珍學姊的姪子 Albert 哥，特

別讓出房間讓我們睡，自己去睡在沙發上，

Midtown 的住處真的很方便，也帶我們去好吃

的餐廳吃飯，還帶我去剪頭髮。原本都還很擔

心後面兩個禮拜會找不到地方睡，幸好 Albert

很大方的答應我們，否則在美國租房子兩個禮

拜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也謝謝一些我美國認識

的人，在我找到住處之前都被我問過好多問

題，包括之前在 UIC 認識的中國醫藥大學同

學杜唯之、高中同學吳榮恩、UIC 藥師 James 

Lee 和我的親戚。謝謝之前來過的胡慕美與張

瑄玶，在填寫醫院資料的時候也幫了我們很多

的忙。

　　謝謝在 Grady 醫院內的所有藥師、醫

師和技術員，包容我這個英文不是很好的外國

人在病房實習，他們也很體諒我的母語不是英

語，所以都會刻意放慢。最好玩的是我還教他

們怎麼說中文，還有介紹我們中文字，他們看

到我的中文名字之後都覺得很複雜，簽個名就

要簽很久，就覺得中文很難。

　　謝謝在台灣持續關心我們的教授們，

謝謝何蘊芳老師幫我們爭取到這次實習的機

會；謝謝淑文老師在出國前提醒我們一些注意

事項，以及寄信勉勵我們的顧記華院長和沈麗

娟老師。還要謝謝我的實習夥伴白宗祐，之前

就有一起去過 UIC，這次又一起來 Grady 實習，

真的是難得的緣分。也謝謝你那天要拿雨傘來

解救沒帶傘的我，之後還有幫我推行李到車

站。

　　最後要謝謝我的父母，毫不猶豫的答

應讓我再次到美國實習。在送我到機場之前，

我爸的車子輪胎還刺到釘子，緊急去修車廠換

輪胎。換完之後飛車到了機場，順利趕上飛

機，讓我平安出國。平時也一直用 LINE 跟我

聯絡，提醒我申請替代役以及要報名國考，問

我平常吃了什麼東西，也讓我可以隨時有人可

以求救煮飯的問題。

　　這次實習機會非常難得，之後應該沒

有機會再以學生的身份到美國來實習，所以我

真的非常珍惜在美國的一分一秒，這會是我一

生中最難忘的時光之一。

( 與 Neuroscience ICU 醫療團隊合照，由
左至右分別為藥師 Kateen Chester、專科
護理師、我、醫學生 )

( 與白宗祐、關如珺藥師和 Su 學姊在
Grady Hospital 前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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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 莊宇樸

讀藥學系的心路歷程讀藥學系的心路歷程

成長是什麼？辭典裡寫著：長大、生長，

這是生理層面的。上大學後我感受到心靈的成

長帶給我更多珍貴的想法與收穫。

 四年前我帶著一顆奔騰的心進入台大

藥學系，決定要追逐知識，在科學領域上做出

一番貢獻。既然已下定決心，各個科目都聚精

會神的學習，冀望能早日找出自己的方向。在

大一的共同課程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畢竟

只是高中課程的延伸，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反

而是在通識課程中認識許多不同科系的同學，

從不同的角度開始觀察社會，關心我們這塊土

地。

直到在大二的基礎課程中，我才一頭栽

進了有機化學的迷人世界，化學式、共價鍵、

Diels–Alder reaction、Mannich reaction， 閱

讀課本的過程讓我得到許多樂趣，沉浸在課本

的知識之中。挾著這股興致，大三上的藥物化

學讓我看到另一片天地，我覺得從藥物的本質

來解釋他們的作用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但在

學習過程中我也數度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發現

自己可以看到一個藥名就講出它的用途、機

轉、副作用，但是它的結構卻是背了又忘忘了

又背時我也數度在夜裡懷疑自己認定的道路會

不會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

到了大四開始一連串的臨床課程，幾乎

已經跟藥物化學斷絕了關係，但我發現自己在

學習的過程中總會不經意地想起一些藥物的

SAR。所以最後決定與其覺得自己不太擅長而

選擇另一個領域，不如直接選擇自己最有興趣

的那條路來前進，最後很幸運地上了藥學所甲

組。我不知道自己多年後能不能朝著同樣的目

標邁進，但我知道自己已經盡情體驗了這四年

所學。沒有完美的選擇，只有讓自己不會後悔

的選擇。

 B98 張嘉顯

六年制學習心得六年制學習心得

時光倒回大二的尾聲，藥學系 B98 級的我

們即將面臨六四年制的選擇，回想當初選擇六

年的原因其實很單純：想像自己可以穿著帥氣

的藥師袍參與醫療團隊，和團隊夥伴合作解決

一件件臨床上的難題，這樣的生活應該很熱血

充實吧。單純的想法在未來的幾年，與不同領

域的人接觸後，也慢慢有了轉變。

最常被詢問的問題，其實也是最現實的問

題，人總是會問：平平多讀兩年，為什麼要選

擇一個出來僅是學士學位的學制？這個問題，

第一次被問到時，還真不知道如何回覆，確實

如果以文憑考量，碩士和學士在現今的社會觀

點上就是有所不同。但六年制是新的學制，象

徵未來的另一種可能性，跟著師長同學一起向

前開拓我想也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老師也曾

經說過美國當年那些六年制先驅的故事，當時

的環境更沒有前人先例，他們提起勇氣創造，

在結果未知的狀況下依然努力耕耘，最終贏得

民眾對藥事人員專業的信賴。有些事情不去

做，那實現他的機率就是零，但如果提起勇氣

去做，即使是件困難的事，拚下去就有實現他

的希望。

以前時常天真的想：只要上過藥物治療

學的課程，好好讀完上課講義，回家好好讀個

Pharmacotherapy，面對各種臨床問題都能夠游

刃有餘，自己還存著「我只要好好張開嘴，老

師就會把豐盛的課程餵給你」的心態。直到遇

到真正的臨床問題時才體會到，知識的進步遠

比自己涉獵的速度快許多，師長即使細心準備

豐富的教材也無法涵括所有內容，以前在筆記

本記錄的最佳處置在未來卻有更好的方法將其

取代，病人的樣子各式各樣，不依照課本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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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表現反而是臨床上常見的型態，單純想靠

前輩餵的魚成為出色的人才實在不夠，不如好

好抓住前輩給你的魚竿，努力自主地去磨練能

力和技巧吧！

文獻搜尋的能力，我覺得是六年制給予自

己最實用的技能，但對於文獻的解讀 ( 特別是

一級文獻 )，可以實際深入討論的機會不多，

如果之後能夠設計相關的課程，讓學弟妹可以

親自更熟悉的分析解讀文獻（例如：像研究所

定期的討論），對日後面臨種種工作上的難

題，相信會有很大的幫助。

今年我們終於畢業，這幾年來最辛苦的並

不是我們，而是老師及各個領域的學長姊，無

論是課程上的安排或教材準備甚至是實習上的

指導，你們都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沒有你

們開拓，我們也沒有機會參與。畢業真的只是

起點，之後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記得第一堂藥

治課慧玲老師說的話：「從今天開始，同學！

我們一起努力！」未來我們大家也要一起努力

下去。

 臨床藥學研究所碩二　莊賢業

臨床藥學實習－社區藥局臨床藥學實習－社區藥局

成長是什麼？辭典裡寫著：長大、生長，

這是在大學時期由於沒有社區藥局學習經驗，

因此藉著碩一下學期臨床藥學實習課程機會，

到台北市祐鄰社區藥局實際接觸，在潘美貝藥

師指導下，進一步認識藥師在基層藥事服務

的角色。在短短三週期間，見識到社區藥師的

民眾服務涵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與衛教、

戒菸服務、長期照護機構服務、店內產品諮詢

（如止痛藥、醫療器材、保健食品等）、藥局

的經營與管理（如商品補貨、貼標籤上架以及

銷售）等。

    在實習過程中，我觀察到社區藥局與

醫院藥局的基本配置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

在社區藥局會陳列成藥、指示藥品、醫療器材

與保健食品，但幾乎不會看到針劑藥品（胰島

素例外）。另外，藥師與民眾會有較多的互動，

我的指導藥師也會抽空到社區學校、養護機構

等做安全用藥宣導。實際上，我學到了當病人

來藥局時，藥師可藉此發揮專業，例如對洽詢

「消炎藥」的民眾（有民眾會把抗生素誤認為

「消炎藥」），應主動詢問購買原因以評估用

藥需求及給予專業建議；而當民眾持慢箋要求

調劑時，應給予衛教以確保用藥適當性與順服

性。經過此次短暫卻經驗嶄新的實習，期許自

己未來更能扮演好藥師對民眾藥事服務的角

色。

 藥學四 陳宥廷

藥技中心實習心得藥技中心實習心得
成藥技中心的全名為「財團法人醫藥技術

發展中心」，不算是政府機關的單位，但工作

內容與宗旨是協助國內醫藥技術的發展，主要

負責醫藥產業輔導及生產技術、藥效評估、臨

床前試驗等之相關技術研究開發，聽起來很複

雜，簡單來說就是國家單位或企業需要發展某

藥品的時候可以來找藥技中心幫忙，研發新劑

型或是檢測藥品的各種性質之類的。

實習時間為期兩個月，主要內容為固態

製劑和半固態製劑，第一個月為製劑研發，第

二個月為分析，學校將兩個月的實習拆成兩個

名額，選此單位實習的同學們可以自行交流學

習。

此實習單位被歸類為藥廠實習，所以工

作內容不像藥業實習可以穿襯衫坐辦公室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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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五 廖凱宇

醫院藥學實習醫院藥學實習

歷經三年半基礎學科的學習，大四下的重

頭戲：醫院藥學實習，我們進行為期四個月有

別於之前課本上的知識，而是將我們之前所學

應用在臨床以及臨場的藥師業務上。在這四個

月中會根據自己的組別在醫院各個藥局單位中

實習，每個單位依據工作量以及規模大小進行

實習的時間為一星期到一個月不等，每個單位

都有自己的學習目標，達成每項的學習目標就

是我們進入醫院實習的目的。

我的第一站是門診調劑組，顧名思義就是

調劑與覆核門診處方箋，也是所有單位中最忙

碌的；大家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檢查醫師開出

的處方是否合理、接著依據處方箋調配藥品、

由覆核藥師再次檢查藥物合理性及調配正確

性、發藥時做最終的確認、必要時到問題窗口

進行衛教或藥物諮詢。我們在這裡除了認識大

量的藥物以及複習藥理學之外，同時也訓練了

自己的細心度以及一個團隊的合作。

第二站是住院調劑組，相較於前一站這邊

的步調比較緩慢，但事實上在這裡大家都是靠

頭腦工作的，因此表面看起來緩慢，大家其實

都在看病房的處方以及根據病人的 Lab data 等

資料來評估病人的狀況。在住院調劑組使用了

更多注射用藥，因此藥物的相容性、配伍禁忌

以及劑量更顯得重要，此外還要依據目前病患

的肝腎功能等調整劑量；若說門診調劑組著重

的是調配的正確性，住院調劑組則更強調處方

的合理性。

　　接著是無菌調劑組以及化療調劑組，

無菌調劑組顧名思義就是藥在無菌的環境下調

配藥品，主要是調配TPN（全靜脈注射營養劑）

以及台大醫院自行調配的注射劑，除了學習

TPN 處方合理性外，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無菌調

配的技巧，避免微生物汙染；化療調劑組就是

調劑具有細胞毒性的藥物也就是抗癌藥，比起

前面所提的無菌環境，我們更要小心這些藥物

對調配者帶來的危害，因此調劑時要更小心藥

物的溢灑及噴濺狀況，同時也要學習化療處方

的合理性以及進行化療前的給藥正確性。

最後是藥庫、急診藥局、兒童醫院藥局、

氣，大多數的時間就是在做藥廠在做的事，造

粒、打錠、包衣等等，有點像是巨大版的藥劑

學實驗，可以親眼看到某些曾經在藥劑學課本

上看到的機台，也可以親手組裝和操作，像是

Supermixer、流動床、Huttlin 等等，中心內的

一切你都可以拍照記錄，我們有個實習生還直

接全程錄影，這點我覺得去其他大藥廠應該是

不允許的。

另一個實習重點是製劑配方的調整，實習

單位會給你好幾個配方去做，可能是黏著劑的

比例不同或是界面活性劑比例不同之類的，然

後由實驗結果來判斷哪個配方最恰當，算是模

擬藥品研發的過程。

第二個月則是拿大家第一個月做的成品去

做溶離試驗、HPLC、經皮吸收測試等等，有

點類似品管部門在做的工作，所以七月份實習

的同學要是東西亂做，八月份接手的同學就會

得到各種奇怪的數據啦 !XD

每個禮拜五是團體報告時間，實習單位會

將不同科系的人分在同一組，多半是化工或食

品的，目的是想看看不同科系的人對於同一周

的實驗看法與討論有沒有不同，可惜好像沒什

麼不同，每個組別要輪流報告給處長聽，處長

是藥劑學博士，真的可以從他身上學到滿多東

西。

 生技中心的實習與一般藥廠實習的不同，

這裡沒有什麼商業機密的問題，所以可以很自

由的紀錄這裡的一切，然後那邊的指導老師很

多也都是待過其他藥廠之後去那裏工作的，

可以分享很多經驗和藥廠工作的血淚史，不用

覺得藥劑學實驗學校都做過了在那裏學不到東

西，很多機台學會怎麼使用和操作對於往後要

走藥廠這條路的人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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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四 游涵喻

實驗室經驗分享實驗室經驗分享

我很喜歡解決問題的過程，所以我選擇

進實驗室去跟研究所的學長姐做實驗，這種經

歷與大學上課是不一樣的，平時上課時，只是

單方面的接收到教授的知識，但是在實驗室，

我學到如何想問

題、找方法、實

踐自己的想法、

動手作實驗和解

決問題，這是平

時大學部上課無

法給我的，而且

因為不再是單方

面的接收知識，

所以我覺得能得

到的東西更多。

雖 然 我 本

身的個性，很喜

歡這種感覺，但

是實驗就與賭博

一樣，「十賭九

輸」，大部分的情況都是以失敗收場，在這過

程中雖然會很洩氣，常常好幾次都很想放棄，

但是我很慶幸我遇到一位好老師，持續的鼓勵

我走過低潮，他說：「每一次的失敗，又越接

近成功一步」。而我也把這句話謹記在心，並

時時警惕自己要更小心，所以如果未來學弟妹

想要進來實驗室的話，請不要灰心，因為有失

敗才會造得出成功。

當在實驗室久了之後，慢慢習慣其中的

規則，就越來越駕輕就熟了，就會發現其實實

驗很簡單，唯一要小心的是要注意步驟有沒有

對，不要躁急了，我每一次就是因為不小心希

望快點把實驗做

完，而加錯劑量

和試劑，就重作

了。雖然實驗技

巧可以靠經驗累

積而變厲害，但

是要想實驗設計

可就不容易了，

要自己在幾百個

paper 海 中 找 到

可以用的，真的

很不容易，但是

看到自己設計出

來的實驗做出成

果，就像是養了

一個孩子，慢慢

成長成一個有為青年，讓人喜悅。

不曉得這些分享對學弟妹有沒有幫助，如

果有興趣的學弟妹可以主動跟老師聯繫，直接

親身經歷；就算去了不喜歡，也可以為你們的

人生寫下難忘的一頁，歡迎加入這個大家庭！

藥品諮詢組等小單位的實習，在藥庫學習藥品

的管理以及進出庫的運作；在急診藥局學習他

們的業務工作如何進行；在兒童醫院藥局學習

如何看小兒的處方，也就是要了解小兒和大人

的不同；最後在藥品諮詢組學習如何審查新藥

以及接諮詢電話等。

在實習時和執業有很大的不一樣是指導

藥師把我們當學生，我們有犯錯的餘地，我們

必須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並且改進，真正在執業

時藥師是不容許犯錯的，因為藥師所犯的一個

疏失可能會造成不可抹滅的後果，因此當我們

在實習時就必須秉持負責任以及戰戰兢兢的心

態，確實執行指導藥師交辦的任務，培養日後

執業所該擁有的藥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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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筆者與夏威夷大學來訪的
Rose Tseng, Ph.D. 合照

B98 蔡允倫

進階藥學實習心得進階藥學實習心得

六年制的課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臨床實

習，不同於大四的醫院藥局實習，除了大四的

時候本身治療學基礎還沒打好之外，在實習內

容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大四的醫院藥局實習

大多是在藥局內，而進階藥學實習則是走入各

科病房之中，實際參與藥事照護。最大的差異

就是要學會獨立並且要學習靠自己，不會像以

前一樣你可以坐在教室底下，老師在台上會把

所有你應該學的東西交給你，如果你只是被動

的等人來教你，你將不會進步。另一個重大的

轉變則是以前在藥局內都是藥學系的學長姐，

他們看到你犯錯會教導你，但是在外面碰到醫

師、護理師，你如果犯錯他們可能不會教你如

何改進，甚至會造成他們的困擾，尤其是直接

面對病人，要非常小心你所做的建議或是處置

會傷害到病人，因此在回答問題前要先向藥師

(preceptor) 確認過。

由於臨床導師的數量有限，我們選實習單

位的時候並不是你選的單位都可以選到，必須

要先跟同學協調好，我選的單位大多是醫院內

的單位（還可以選擇到藥政單位或是藥廠、藥

商實習），包含家庭醫學部、腎臟科、藥政品

管、小兒部、一般內科 ICU、社區藥局、感染

科，一開始到病房會覺得自己會沒有方向，不

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要如何幫助病人，但是

看 preceptor 在醫師病房迴診的時候提出藥物

調整的建議時，心裡就有了方向，自己一定要

變成厲害的藥師，首先就是要了解病人的狀況

以及對治療學非常了解，既然到了臨床，不論

是老師或是 preceptor 都很強調就是要了解病

人真正的狀況，而不是只是電腦上的一個數據

或是 lab data 的數字而已，更多時候需要親自

跟病人對話了解其用藥的情形，有時候藥單上

面寫一天兩顆，可能病人覺得自己狀況還好就

只吃一顆，這就必須詢問病人如何吃藥才能得

知。

實習中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藥政品管的

單位，要跟著藥劑部副主任參加各種藥事行政

或是醫院管理的會議，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體

驗，要從管理以及成本的層面去考量，身為一

個學生可能無法想像，但是以後到了社會上就

要學習如何把金錢納入考量，有時候可能有個

計畫可以改善病人的藥物品質，但是你沒有經

費一定執行不了，跟著副主任學習讓我對於事

物有了新的看法。

最後要感謝所有的臨床導師，他們都有自

己的工作要做，還是需要利用自己的時間教導

學生是非常的辛苦的，非常感謝他們 ! 期待自

己以後也能貢獻自己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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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張瓊心

獲選為 IFMSA 代表團成員參加 WHA 之心得報告獲選為 IFMSA 代表團成員參加 WHA 之心得報告

時間：2015/05/13-2015/05/27

地點：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

活動：World Health Assembly68 and Pre WHA workshop

代表：IFMS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台灣藥學生

（WHA68 IFMSA 代表 攝於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作者為前排右起三）

在 pre WHA 為期四天的 workshop 中，我們分為四個小組針對

四個議題進行討論，分別為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dolescent 

and Children’s Health、Health Systems and the Ebola Outbreak: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選擇這些議題的原因為這些為今年世界衛生

大會上將會被高度關注的議題。而我們在 workshop 前兩個月即

已依據自己的能力及興趣選擇想投入的組別，並閱讀大量相關資

料且在自己的國家開線上會議與不同國家的組員一起做事先的討

論。

在 pre WHA workshop 中，IFMSA 除了針對不同議題邀請到相關領域的專家，像是 WHO 

Officer、Member State Representative、Civil Society Expert 等，透過 panel session 的形式來做經驗

分享並與大家針對疑問做討論，指引我們的討論方向，另也邀請到 WHA. Dr. Graham Lister，不僅

是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的教授，也是在 Global Health Programme of the Graduate Institue 

of Geneva 的 Senior Fellow，為大家做 advocacy 的訓練，也有其他像是模擬國家代表和好記者、

壞記者間的應對方式，還有模擬不同國家之間如何藉由協商來讓彼此都獲

利。

整個 workshop 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寫出在 WHA 會期間以 IFMSA 身

份針對不同議題所提出的 statement。因為 IFMSA 與 WHO 有長久的合

作關係，所以在 NGO 的角色上有一席之地，IFMSA 的幹部中有專門負

責 IFMSA 與 WHO 之間事務的人，其中也有不少人在 WHO 實習，所以

在 WHA 的 committee 都有發言權。藉由 stream session 的形式，四個小

組中分別從 key messages、political briefings、advocacy strategies，再形

成 position statement，另外也會去尋找 key participants i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並以尋找建立合作關係，增加影響力。因為大家都是來自各方

的好手，不少人都擁有豐富的經驗，在短短的四天內我們就寫出了完整而

簡潔有力的 political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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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組成的成員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科系，不僅限於醫學生，包括醫學系、牙醫系、藥學系、

獸醫系、法律系、資工系等，有些人已經成為醫生在院工作，而大部分的人對於國際衛生議題都有

豐富的參與經驗，對於情勢和發展現況都很熟悉。在 coffee break 和 lunch time，我們有機會互相

交流，分享彼此自己國家的狀況，包括醫療體系還有教育環境制度，也談到了文化背景，這之中有

最基本的共同點，但發展出來的文化差異性也很大。我認識了來自非洲辛巴威、奈及利亞、肯亞的

女孩，我看到他們熱情的訴說著他們國家的美麗與迷人之處，以及他們多愛自己的國家，針對現況

想要做怎麼樣的改變，來自辛巴威的女孩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除了熱情邀約大家去辛巴威玩，她

展示了自製把辛巴威的國旗印製在衣服和鞋子上，讓我不禁反

省有時候台灣人會覺得把國旗印在衣服上會有點俗，如果能針

對國旗顏色做變化應該可以有更好的設計。我也認識了來自尼

泊爾的女孩，雖然人在瑞士，但一直掛念著因為大地震所造成

的嚴重災情，心急地想回去幫忙，我看見他強忍著淚水說著親

人的離開以及被摧毀的家園，然而我更看到她堅強的眼神，想

要在這裡做些什麼，然後回到家鄉去付出貢獻自己。

到了正式的 WHA，我們分工合作，被分派到不同的議程

中並作記錄整理，有些人負責在 side event 中發言提出問題，也提出 IFMSA 的立場和訴求，讓大

家重視到醫學生的參與與重要性，我們也抓緊機會在會後與講者或是不同國家的代表交談，表達

IFMSA 的想法以及醫學生所能做的事，也與不少組織討論合作與贊助關係，例如將來醫學生到不

同國際 NGO 實習的機會等並提供經費。我看到每一個人都很積極地在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的權

益在爭取，做 net working，不論用什麼語言，不論對方是哪個國家的政府官員。

WHA 期間的每天晚上，我們都會開會，讓大家來分享今天的收穫，例如跟誰講話，拿到了誰

的名片，也會針對當天大會的議程和結果進行討論，修改我們的 statement 並調整接下來要怎麼做。

其實從一開始的討論過程中，我就能明顯感受到東方和西方的差異性。東方人傾向比較安靜地聆

聽，比較少主動表達看法，而西方人很積極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無論對錯或無論是否有建設性，我

覺得這變成一種相對的弱勢，其實我們沒有比較笨或能力比較弱，但因為無法很強烈地表達，所以

感覺西方變得比較強勢，變成在主導一切。我想這是從小到大的教育制度差異，我們比較沒有被要

求要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被教育要噯曖內含光，要謙虛，不

要爭功，讓我開始反省這樣在某些方面來說是不是不適用。

IFMSA 很重視的一部份就是青年參與。這次我認識了一位比利

時的女孩，他去年也是代表 IFMSA 出席 WHA，而她回國後主動爭取

到政府單位實習，今年她便以比利時代表的身份出席了 WHA，埃及

今年的代表中也包含了過去曾經以 IFMSA 身份出席 WHA 者。這次

也有認識來自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大陸青年代表，可以感受到大陸非

常重視青年參與，六十幾位官方代表中，青年代表佔了十幾位。今年也有在 WHA 的會場遇到台灣

的青年大使觀察團，但我想如果能甄選到更多相關背景並有相關能力者，或是讓青年可以有更多的

參與，青年大使觀察團便能發揮更多效益。

對於台灣，其實很多外國人都了解我們的處境，加上因為去年 IFMSA 的 general assembly 辦在

台灣，所以這次和IFMSA合作時，大部份的人都來過台灣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瞭解。在WHA時，

當在跟不同國家的人交談時，我也會介紹台灣並談論台灣的相關問題例如食安等。參加 WHA 並和

來自不同國家的佼佼者合作是個很棒的經驗，但最重要的是把所學帶回自己的國家並有所改變、有

所作為，才能讓這個影響力延續並發揮真正的價值。

我在 IFMSA 官網所發表的文章 [WHA68: The power of Youth]，可在網址中查看

http://ifmsa.org/2015/05/25/wha68-the-power-of-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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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程凱琳

國考服務隊心得國考服務隊心得

剛交接完學術部任務，暑假裡第一件挑戰

就是國考服務隊。由於適逢大家正忙著實習的

週間，一開始找人幫忙的過程並不順利，而這

次又將四年制及六年制分至國家考場和華夏技

術學院，是以越發增加了所需人手。所幸最後

關頭還是湊齊了人，也是透過幾位熱心同學的

幫助，讓當天流程都能順利進行。

國考服務隊的任務說起來簡單，不外乎訂

午餐及顧包包、佔位子等瑣細事項。然而一步

步準備下來，才發現簡單中也有些令人犯難的

細節。大約考前一個月要先統計訂餐名單，感

謝學長們在交接前就爽快答應幫忙調查，讓我

們的工作量少了好多；而這次比較抱歉的是，

沒有確認好大六是否訂餐，以致讓許多學長姊

失望了，真的很不好意思。考慮到訂餐方便及

外送服務，這次訂的是麥當勞。而兩邊考場中

又細分學長姊及服務隊人員，一共四張訂單，

光是大量點餐就費了一番唇舌，裡面還有複雜

的套餐搭配，未來學弟妹延用前應審慎考量。

終於到了考試當天，早上七點到達考場

對於九點的考試綽綽有餘，不過陸陸續續也有

學長姊早到準備。置身於緊張的氛圍中，我們

戰戰兢兢不知道可以幫忙什麼，能做的似乎也

只有佔好一塊空間以及跑腿買水。就這樣過了

早上兩堂考試，看著休息區裡的人們應聲離去

後，鐘響時又再度擁擠了起來，感覺到學長姊

回來時更多了放鬆與自信，甚至還有早交卷的

人會跟我們分享準備經驗，當下真覺得這次不

只是服務，更是一種難得的學習。中午幸好餐

點送到的還算及時，收錢、發放餐點時學長姊

也貼心的排好了隊，倒是沒有預料中的混亂，

有效率得讓人成就感十足。長達一個半小時的

午休讓考生們好好放鬆心情，之後則還有四科

考試，又見人潮聚散。每次迎接回來的學長

姊，聽著先看成績的人當科通過平均的雀躍，

真的也很同感開心。最後，當成績完全公佈，

已經成為準藥師的學長姐們，在電梯口對我們

表示感謝，那一刻真的覺得一整天裡每件事都

有了最好的回饋。明年，站在這裡的就是我們

了，希望也能如這次一樣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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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三 段致暄

國際交換學生至德國國際交換學生至德國

“Life is either a daring adventure or 

nothing at all.”--Helen Keller

2014 年 9 月 2 日，臺灣時間晚上 11 點

35 分，飛機收起了起落架，離開了臺灣的土

地。一直到了那一刻，我才有了自己真的要離

開臺灣一年的真實感。

初到德國土地的時候不能說辛苦，但是

也沒有想像的從容。陌生的土地、不熟悉的語

言、不太一樣的文化習慣，有時候行前盤算再

多，計畫再周詳，也趕不上當下的衝擊與手足

無措。

如果讓我回顧這一年的交換生活，我覺得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應該是距離與時間所帶來

的思考的機會。

有時當離開了熟悉的環境之後，我們才赫

然發現，那些自己習以為常的事情，並不是那

麼的理所當然。在臺灣誰能想像，感冒生病預

約一個醫生要提前個兩週？又或者學校宿舍管

理員的 office hour 每天只有一個小時？一開始

的我總是反覆比較兩地的差異，分析著兩邊的

優劣。就像大多數的人都會做的一樣，將自己

心中的假想與現實進行比較。後來我發現這樣

的做法不完全明智。制度是死的，但是人是活

的，想要瞭解一個文化，就要先進入他們的生

活。

於是後來我的問題從『哪邊比較好？』變

成了『為什麼是這樣？』

對我來講這一年是一場探險。除了德國，

一年來我踏過了歐洲近十個國家，認識來自至

少二十個國度的同學或朋友。每個地方都有著

自己的特色，有著自己的故事與鮮明色彩。我

特別喜歡坐在人來人往的廣場或公園，看著

當地人們的生活。我嘗試走進每座我看到的教

堂，放慢腳步看過每一片玻璃花窗。我努力將

自己的呼吸與步伐融入我所到的地方，或者混

入地鐵擁擠的人潮之中，以自己的方式解讀著

身邊熙熙攘攘的人群。

當然一切不會總是順風順水，這一年中也

曾有過對於理想的幻滅與文化衝突。前者比如

半夜十一點多，在車站焦躁地等待誤點一個多

小時的德鐵，心中不由得懷疑別人說過德國準

時的習慣究竟是哪裡傳來的謠言。後者比如為

了廚房派對的舉辦時間與舍友發生爭論，晚上

10點才開始的派對對於某些國家的人有些早，

對於我而言卻是會干擾其他人的休息時間了。

不過，留下更多的是那些無法忘懷的美好

回憶。比如與小組同伴們在課後英德夾雜地努

力討論，為了最終在課堂上的辯論比賽贏過對

手。或是在旅行回來之後，意外地被室友拖到

廚房，有些愣怔地看他們端出蛋糕，用各國不

同語言為我慶祝遲到的生日。

其實最初從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到德國交換

的一年。是大一時選課的運氣，加上大二學期

初的一時衝動，最終促成了這一個結果。剛出

來的那時候，我一直在害怕自己浪費了這段時

光。但是現在回首整個過程中的起伏跌宕，我

想我獲得的東西，能以言語闡述的，恐怕還不

及十分之一。

Das Abente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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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劉智鈞 白書睿藥師（58 屆）

跨領域醫療服務隊 -藥學生與醫服團和傳醫社合作跨領域醫療服務隊 -藥學生與醫服團和傳醫社合作

 今年 7/4 ∼ 7/11 B99 劉智鈞、陳柏瑜、

游巽邦、陳德恩、謝鈺闐加入醫服團的暑期台

東達仁鄉服務隊，原訂 7/6 ∼ 7/13 B99 陳冠

穎、魏筠、王國展、陳柏翰、陳宗岡、劉子瑋、

王昱文、白書睿、吳錚榮加入傳醫社暑期新竹

尖石鄉服務隊，至偏鄉服務與學習，但因颱風

打亂計畫，後來達仁鄉服務隊只進行了 3 天，

因安全考量必須撤團，尖石鄉服務隊，也延期

到 8/9 ∼ 8/12，因大六和臨藥所實習已開始，

就由剛退伍的白書睿與吳錚榮藥師前往參加。

醫服團和傳醫社成立歷史悠久，除了受醫學院

學務分處的指導與支持，並得到台大醫院醫師

與藥師們協助出隊支持，醫服團組織下的偏鄉

服務隊分為家訪組、文化組、國小組、醫療服

務組；傳醫社組織下的偏鄉服務隊分為中醫

組、西醫組、衛教組、物理治療組、藥學組。

這次的活動，系上的林珍芳老師也給了我們相

當多的指導，明年也將邀請老師與我們共同出

隊，給予我們更多的指導。

經過這次短短 3 天的出隊與事前與醫學系

同學的磨合，收穫爆表！一直以來我都有著一

顆想服務奉獻的心，但因為時間的規劃，一直

沒有機會加入藥服團，另一個原因是非常希望

能以在藥學系所學之專業，提供第一線藥物諮

詢服務以及實地田野調查之報告，進而影響更

多的人！很幸運也自豪地成為六年制第 2 屆的

學生，能在完成更完善且深入的藥物治療學課

程後，在大六各單位實習開始前，剛好有時間

能加入服務隊，當初原訂想帶著 10 位與我有

同樣熱忱的同學，自己舉辦環島藥事服務隊，

但知悉沒經驗時，向有完整團隊、歷史悠久卻

獨缺藥師、藥學生的醫服團和傳醫社合作和學

習，才是最正確的選擇！而為什麼以往總是看

不到藥師與藥學生呢？同學服務的熱忱絕對不

會少，只是有時四散各地，無法凝聚起來，當

四年制完成臨床課程與實習，緊接而來的是畢

業季與必須努力認真的準備國考，當工作繁

忙、必須照顧家計時，難得有假期，又有多少

人還能滿腔熱血的選擇來到偏鄉服務呢？由於

諸多的現實考量，我們藥學系才在偏鄉醫療服

務隊缺席了很久，因此我也已經接任明年醫服

團偏鄉服隊的家訪組組長，希望能帶領學弟妹

繼續投入，由醫師、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醫學生、藥學生領銜的偏鄉服務隊，

當經歷如此深刻的服務學習經驗，那是一生的

感動，學習到的是當有能力時，永遠要做得更

多！剛起步的我們，需要更多系上和學長姐的

支持，不管是經費、服務經驗分享、服務理念，

任何的幫助都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希望能讓

自願服務的精神，在台大藥學系展現！ 

在台東達仁鄉的森永、南田、台坂村，我

們家訪組共拜訪了 44 位居民，有 28 位居民

正在使用藥物，其中有 7 位居民雖然口頭表示

按時用藥，但經我們更深入的詢問，例如詢問

頻次或直接檢查藥物數量等，發現民眾其實並

未正確的使用藥物，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此

外，有 2 位居民不當減量使用藥物，有 3 位

居民家中有過期藥物或囤積藥物現象。另外，

有 2 位居民其家人和朋友並未按時給予病人

藥物，因此對於需要照護者幫忙給予藥物的居

民，必須同時對於居民本身以及其照護者提供

更完善，且讓兩者能相互溝通的衛教，否則很

可能造成遵醫囑性不佳。在5位有多重用藥(大

於 5 種藥物或使用不必要的藥物 ) 的居民中，

其中 2 位有使用藥盒作為輔助，然而在我們拜

訪的過程中，發現這 2 位居民，他們的藥袋已

不見或改成其他未標示藥名的袋子裝，這一點

應特別注意，否則最後病人自己也不知道為什

麼要吃這顆藥，少吃一顆也不知道。 

 尖石鄉位於新竹最內部的山區，泰雅族人

因為體力活動，義診時的主訴多半屬肌肉痠痛

等，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在此能有效的發揮，而

藥師除了義診時的調劑作業，主要是在家訪時

能藉由深入訪談個案，而了解其整體用藥，舉

案例討論，山腳下的那羅部落，一位退伍的士

官長因輕微的中風和車禍肋骨斷裂，導致吞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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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此時正在服用的 Tamlosin (tamsulosin) 

SR cap 0.2mg 和 Xanthium (theophylline) SR 

cap 200mg 都必須磨粉才能使用，但此兩藥品

不可磨粉，所以並不適合此病患，因此建議病

患回診時和醫師討論，並提醒可能出現的副作

用如姿勢性低血壓。醫療服務，不只是幫助族

人，也是幫助我們，「出去是為了再回來」，

一趟深入部落的服務，也是讓我們心靈成長的

學習，感謝上帝。

（編按：感謝林珍芳老師撥冗校訂本文）

藥學三 陳逸謙

系學會學術部 5 月 26 日晚上 18：00-21：00 於基醫 201 室舉辦系友分享會，讓我覺得非常

有收穫。平常學期中的課程只有知識上的學習，比較沒有機會探索或思考未來的人生方向。雖然離

出社會，還有一點點的距離，不過透過系友分享會，我從畢業多年，已在職場就業的學長姐們的

分享中可以得到很多實用的資訊，尤其藥學系的畢業出路多元，也能幫助我們思考未來的職涯走

向。尤其邀請的講師也來自不同年齡層和職業選擇，能給我們非常廣的資訊，有藥物研發、CRA、

SALES、藥師等等。這其中不乏已經擔任主管的系友們，也大方的公開選人選才的原則，讓快畢業

的學長姐們容易準備，也讓年級還較低的同學們有個方向和想法。和我們年齡相近的學長姐們，使

用的表達和觀念和我們比較接近，也可以從一個職場新鮮人的角度來和我們說明未來的職涯。這次

的系友分享會讓我得到很多資訊，覺得很有收穫之外，也很感謝畢業學長姐們這份願意嘉惠學弟妹

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