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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六 / 劉智鈞

與 Prestige 一同成長與 Prestige 一同成長

臺大藥學企業管理研究社成立於 2014 年

9 月，當時由一群剛畢業不久，滿腔熱血的業

界學長姐發起，從 FB 社群開始招兵買馬，創

業維艱，相信當時不少人處於觀望的態度，

同樣地我也錯過了成立大會，但在參與履歷

撰寫與模擬面試社課後，感受到 Project 負責

人對於課程的認真，也在這一堂課真正學到，

如何撰寫一份履歷及面試的技巧，當下認定

Prestige 是個學長姐造福學弟妹的社團，毅然

決然地投入成為資訊長，在此期間也嘗試學習

網站的架設，最後也在學期末時，經學長介紹

至 gsk 臨床試驗部門面試工讀生，這期間要感

謝學長姐們幫忙社員尋找在藥業長期實習或工

讀的機會，更要感謝 B98 廖欣冠學姐成立此社

團，以及孔繁璐指導老師，還有為感念顧文霞

創系教授，生達范進財董事長捐贈新臺幣貳百

萬元整做為本社團活動經費。

2015 年 2 月，走過一學期，社團內部也

做了不少檢討和規劃，為求社團在校內方便營

運，也顧及業界學長姐繁忙，將社團幹部主力

拉至在學學生，由 B98 柯竣洋學長接任社長，

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招生說明會，邀請了各職位

的學長姐，透過輪轉小組的方式，向參與者分

享職場經驗，讓學弟妹更直接的認識藥業的職

涯選擇；教學活動長則由我的同學周哲安與黃

世宗接任，扛起整體課程的規劃與安排，以及

講師的聯繫和接

洽，哲安更在景

康校友回娘家的

會議上，做了一

場社團的回顧簡

報，讓更多系上

前輩認識我們的

社團，在這期間

我像個小跟班，

有機會就一同前去接洽講師，跟著哲安學習，

也幫忙各種舉辦課程的行政事務，也完成了一

份舉辦課程活動的 SOP；回想在這一學期，我

們傾盡全力的一堂課即為醫藥學術專員 (MSL)

的學術派對，當時我們這一屆成員與竣洋學

長，兩兩一組，共三個產品，事先製作產品資

訊單張，讓參與者可以藉由單張上的資訊與講

師做溝通互動，由學員扮演 MSL、講師扮演醫

師，進行產品的比較及副作用的處理，大家還

熬夜視訊共同完成MSL 簡介的投影片，體會到

要準備一堂課的不易，體驗老師安排課程的辛

勞，為達到學生想要學習的內容，Prestige 秉

持著每堂課由課程負責人發想課程 workshop，

並與講師互相討論，帶來最具實質意義的課

程！

進入 Prestige 的第三個學期，因緣際會由

我擔任社長，社團已有一年的基礎，因此將目

標訂為讓社課可以更順利的進行，讓學弟妹親

身擔任課程負責人，提升社員的執行能力，

讓社團能永續經營，在這學期間，特別感謝許

中強學長來為我們分享他的職場經驗，也贊助

我們社團一百五十萬元的資金，在寒假期間也

完成了第一次社遊暨移地幹訓，從檢討本學

期的每一堂課，至發想未來的招生說明會和

workshop，一連在民宿裡開了 4 小時的會，非

常的溫馨，也讓我放心卸下社長一職。希望對

於藥業有興趣的學弟

妹，想要建立人脈，

想要主辦課程，歡迎

加入 Prestige，未來

會有更多的資源，只

要我們願意投入學習

和經營。

妹

想

加

會

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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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 郭主育

授袍典禮心得授袍典禮心得

2016/1/18，這天早晨台北只有 10 幾度。

站在水森館的大廳，顫抖著，但不是襲來的寒

風所致，而是因為，我們將要迎來每個藥學系

學生最重要的成年禮—3 年又 4 個多月，將近

1200 多個日子，台大藥學 B01 級 (60 屆 ) 的

同學終於一起走到了授袍典禮。

在大學有很多重要的時刻，讓我們意識

到自己扛起怎樣的責任。第一次請學弟妹吃飯

時，發現自己成了要有肩膀的學長姊；第一次

走進投票所履行權力時，發現自己對這個國家

有了義務；第一次，由師長親自披上藥師袍時，

發現自己所學不可等閒視之。從入學起，這 3

年多的學習，是為了走到這裡。是充實自己，

為了讓藥師袍穿起來筆挺。

這一路以來也要感謝許多人。沒有老師、

家人的陪伴，我們也無法靠自己走到這。他們

總是擔心這擔心那。擔心學業上有沒有問題，

擔心對未來是否有方向，擔心穿上藥師袍，會

不會被認為太稚嫩。孩子在他們心中總看似長

不大，而他們企求的，其實只是我們能學以致

用，不愧對這些栽培。希望我們長大，甚至開

始照顧別人，從自己的家人開始，擴及到所有

病苦的人。我們都懂的。

醫學的原點，是把心愛的人留下。穿上白

袍的瞬間，我們有了機會可以名正言順地關心

自家人的用藥，也可以在醫院的一隅審視處方

箋。我們的所學尚不足，但心意是純粹的，一

切都是為了自己的，他人的，心愛的那個人。

最後還要感謝一群人，也就是所有參加

授袍的同學。我們一起走過這麼多的日子。多

少夜裡，看著電腦點著鍵盤，不知不覺太陽就

露臉了；多少日子我們拿著共筆，彼此哭訴彼

此哀號，關關難過關關也過了。大學的尾巴所

剩不多，剩下的日子我們還要彼此扶持。還有

100 多天，實習這段路讓我們一起走過。這都

是為了我們心中珍視的那些人，為了給 3 年前

的決定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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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你在開我玩笑嗎？簡單來講，我在

藥學這塊還算是超級菜鳥，你就要我上戰場實

習，而且第一個單位還是過年前過年後都最最

忙，而且本身就是超級累的 OPD：門診藥局！

備註：藥劑部沈麗娟主任：OPD 可堪稱是台大

醫院的十大奇景之一！

OPD 大致上分為發藥窗口、諮詢窗口、覆

核區、一般調劑台、特殊藥調劑台、水藥台、

異動區、分包區等，再加上二樓的 S 水藥台、

S 口服藥台、S 窗口。每一個地方都會至少站

上一次，然而最常站到的就是一般調劑台了，

第一天實習，我的第一個單位就是一般調劑

台，那時候真的非常的挫折，調劑台上滿滿的

藥，你拿到一張處方，身為菜鳥只能靠著處方

上的地圖，慢吞吞的找到目的地、拿到藥，那

你說學長我們在學校不是學了很多藥了嗎？應

該會比較快找到藥吧，是的，但是我們學的是

學名，上面寫的是商品名阿，就算你知道商品

名，你知道一盒有幾排、一片有幾顆藥嗎？所

以等你配好了，你就會發現學長姐們早就不知

道已經配好幾籃藥了，所以實習的一開始，我

們不只是菜鳥，還是超級大路障！但是熟真的

能生巧，站上調劑台多次一點，現在我們都已

經可以不看地圖就找到藥囉 ^ ^

再來講講幾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PART：

首先是異動區，望文生義，就是原處方有做更

動時的機動部隊，工作基本上就是換藥，每次

輪到異動區，我都會覺得我是包家三兄弟，

因為都在「跑跑跑」，異動處方一印出來，我

們就必須去追原處方，將其攔下並做更改，所

以很多時候都會在整個 OPD 內部跑來跑去，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除了可以跟學長姐們探

討為何更改處方之外，還可以走來走去運動

不必一直站著在原地，多好啊，哈哈！再來

是覆核區，這邊又分成兩個部分：處方 verify

與 check，在學覆核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學長

姊們都是 walking Micromedex 3.0 超級進化

版，他們都知道甚麼藥需要腎調、或者甚麼藥

會有 drug-drug interaction 等，才發現自己大

四上所學的整合，好像考完試就真的都忘光光

了 QQ，所以挫折感特別的大，因此印象才這

麼深刻，但是在這邊你有看到的處方與藥物，

會覺得比上課所學來的更深刻，因為你真的看

到了也自己去自己想、動手查了！最後是諮詢

窗口，簡單的來說，就是要回答病人所有的疑

惑，從藥學相關內容的問題到臺大醫院新院該

怎麼走都有人問，在這邊真的會覺得一樣米飼

百樣人，當然偶爾還可能遇到帥哥或者美女來

問你問題喔，哈哈，因為這邊會直接接觸到病

人，所以難免都會有點緊張，怕自己回答得不

好，還好學長姊都很凱瑞，所以還 OK 拉，只

是自己的台語能力真的該好好加強了。

藥學四 / 賴子齊

與臺大醫院實習心情日記 -OPD 篇與臺大醫院實習心情日記 -OPD 篇

( 一般調劑台的台主之一，絕對不是因為我覺得學姊超漂
亮的，所以想找她合照的 )

( 過年後的處方量，照片中的數字正是處方量，而

且時間才下午四點初⋯，那天的總處方量破紀錄：

高達一萬零四百張處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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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稍微介紹一下，本人在 OPD 很仰慕的兩位人物，第

一位是周孫鴻學長 ( 右圖 )，我除了用「帥」與「神」來形容

這位學長以外，我已經找不到其他更適合的形容詞了，不過學

長即將轉換跑道，所以學弟妹們就只能看看照片囉，畢竟男神

怎麼可能讓大家這麼容易接近呢，再來就是花媽拉，不要懷疑

就是我們這一家的花媽，真的蠻像的，差別就是我們 OPD 的真

人版花媽會比卡通的可愛上一千倍喔！ (P.S：花媽說要看照片，

直接來 OPD 看本尊！哈哈！ )

實習，就是實際練習，上了戰場才會知道原來遊戲是這樣

子在玩的！

藥學二 / 鄭品慧

2015 藥學週

我是 2015 藥學週的總召之一，藥學二的

鄭品慧。現在想起那距離現在有半年之久的

藥學週，總覺得既陌生又熟悉。想著去年五

月當選總召後，一連串的前置作業；七月搶

場地，八月開始籌備，九月進入密集準備期，

而最終在十月上旬登場。

藥學週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籌備一個活

動，想當然爾，我對於籌辦流程是完全沒有

頭緒的，所幸我並沒有全權負責藥學週的籌

備，另一位總召—杜伯陽也付出了相當多的

心力與我一起活動辦好。這次藥學週中，伯

陽負責租借場地與製作防蚊磚，而我負責的

則是食物相關作業，包括餅乾製作、貝果的

材料批發等。我想我當初之所以會被大家選

為總召有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烹飪

才能，但整個活動下來，我才發現要辦一個

活動可不能有一個專長而已。光是原本擁有

的烹飪才能就不能像以前那般隨性；成本、

市場、口味、利潤等因素都是我製作每一項

商品前所必須考量的。

整個活動下來，我認為我進步最多的是

統合能力。要辦好一個活動絕對不是只有表

面上的設攤位、賣東西就好，更多的是幕後

的準備；要先想好活動方向、場地租借、備

料、製作商品、活動宣傳等，每個工作都是

辦成這個活動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我們總召

的工作主要就是統合這每一個環節，確定每

個部門的工作都有確實達成，而這些監督的

工作讓我覺得我指揮能力確實有所提升。

擔任總召的期間，工作確實很多，壓力

也頗大，為了顧攤必須放棄整整一周的課業，

我曾經思索這樣的犧牲值得嗎？但活動結束

了，我必須說我不後

悔，擔任總召會累會有

壓力，不過我認為我學

到的經驗遠大於我的犧

牲。2015 藥學週，下台

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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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二 / 藍唯師

乍看之下是一朵花，其實是由 4 個 R 組成，十字代表

醫療，也是 X，RX 是藥學的英文縮寫，每相鄰的 2 個 R

又組合成愛心，代表愛與關懷。

藥學二 /B03404002 陳奕君

圖中的膠囊直接的象徵了藥師這個職業，塑造並綁起整顆膠囊

的緞帶則彎折成”Rx”這個形象，”Rx”來自於荷魯斯之眼，並在

日後衍伸為”Recipe”藥方之意，兩者合起來後 R 上的一撇也象徵

了神話中宙斯的意涵，藉由這古老的祝福加上緞帶上 Base 的花紋，

代表了社區藥局是基本，作為民眾用藥安全及健康照護的守護者。

組合起這顆膠囊中的藥劑，包含了”Trust”及”Profession”，象徵

社區藥局是建立在民眾對於藥師的信任關係，及藥師自身的專業之

上，唯有兩者兼顧，社區藥局這顆膠囊方能給予社會醫病的關懷。

藥局觀察心得與藥局意象設計圖藥局觀察心得與藥局意象設計圖

約莫十月中的時候，我在直屬學長的介紹

下，加入了第 37 屆黃耀欽學長的藥局擔任工

讀生，雖然工作只是簡單的擦貨架、補貨，但

從客人與藥師間的互動，還有自己對於負責區

域的藥品、保健食品、醫療器材的觀察中，也

能得到不少的收穫。

舉例而言，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有為數不少的民眾只要聽到某種藥物是臺大醫

院用的藥，就會馬上說他要那一種藥，以臺大

醫院為標竿的現象屢見不鮮，還有有時候民眾

會抱怨一些臺廠藥的效果不佳，堅持要用原廠

的藥物，前陣子遇過最新鮮的，是民眾和藥師

聊天聊得很開心，並且說醫師都為了健保開一

些比較不好的藥，還是藥師比較實在、比較相

信藥師等等，聽了真的覺得很奇妙！從來沒想

過藥師地位會是這樣子地被提升。

而在補貨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很多營養

補充品是針對慢性病的患者設計，同樣的營養

飲料就會有糖尿病配方、血液透析配方等等，

除了感到新奇有趣之外，也為其背後所代表的

臺灣慢性病患者之多的現象感到憂心；此外，

每當有客人要買營養食品的時候，比方說維他

命 B 群，藥師就會詢問是要吃保養的呢？還是

吃精神好的呢？以前我也不懂這兩者有什麼差

異，不都一樣是 B 群嗎？但一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高劑量的 B 群是用來提振精神用的，利用

的是藉由大量輔酶來加速克列伯循環的原理，

而低劑量的 B 群就只是補充攝取不足的部分，

屬於保養的用途。

此外，我還有注意到，現在似乎有越來越

多的民眾在遇到小病的時候會先向藥局的藥師

諮詢解決，而藥師姐姐、哥哥們也會相當仔細

地詢問病人的狀況，給予適合的藥物，並且清

楚地叮嚀患者如果出現什麼情況的話就要就醫

等等，民眾對於藥師的信任感也可以從此看得

出來，能看到醫藥分業的情形逐漸落實，藥師

不再只是被當成包藥機器，真的很開心！

藥學一 / 林虹妤

編按：本頁為「藥學導論」課程之中社區藥局簡介單元之同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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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四 / 陳冠廷

2015 迎新宿營2015 迎新宿營

說到對於藥學系的第一印象，往往會問：

「你們一屆多少人阿？」 「才 60 個？那感情

應該很好吧？」

上大學後，會遇到一群即將同甘共苦的

新同學們，但一開始一定都是陌生的。因此，

建立起系上不同年級與新生之間橋梁的重責大

任，便交付在迎新宿營的身上。經過多次的參

與，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讓系上能夠有更多互

動。不論是對大一新生，轉系生，甚至是同班

但平常不熱絡的同學們，都能有更多認識。我

們面臨的第一個課題，便是選址及日期。各年

級暑假有不同的活動，尤其主辦的大四有暑期

實習及畢業旅行，只能仰賴同學們在實習之

餘，進行活動籌備。許多老師認為我們 B01 這

屆的同學，在學業上表現相較其他屆，稍嫌遜

色。說得直白點就是我們班比較愛玩，辦活動

的能力都很強，而且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感情

好又很團結。因此，我是個很輕鬆的負責人。

看到這群人在做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大家

不只是促使活動成功的小螺絲釘，個個都是強

大的機器，並且完美的合作。唯一的缺點是我

們就是太「溫馨」，使得每個人都負擔不小。

這次活動做得比較不好的地方算是時間控

制，大部分的活動都耽擱到了。在設計，驗收

各個活動的時候，我只有兩個想法。一是這些

活動連我參加過那麼多次宿營都想下去玩了，

二是再次佩服我們班同學的創意跟能力。在

活動擔擱時，常面臨要不要取消活動的抉擇。

不過，看到所有人都這麼認真準備，心中更是

煎熬，最後就留下了需要改進的地方。事後回

想，宿營短短兩天，所有負責人心中都想著如

何在有限時間內，給這參加的 150 人留下最多

的回憶與感動。

我想，最後的結果是大家都玩得開心，

有新認識的同學就足夠了。我也要從中學習，

學習其他人辦活動的經驗，認真的態度。就如

顧院長提醒，凡是要謙卑，並且堅持自己的理

念，認真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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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二 / 杜柏陽

2015 藥學系系烤2015 藥學系系烤

「也許會，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終點。

也要和你舉起回憶釀的甜，和你再乾一杯。」

2015 年的 10 月 29 日，藥學系的彼此們不分

年級，一起在華中橋下烤著肉，享受著同一輪

明月的月光和同一個夜晚的歡樂。

因為颱風的緣故，系烤離原訂的時間整整

延宕了近一個月，而主辦單位也自大四活動部

移轉到了大二活動部，因此我負責系烤中活動

的部分。這次系烤因為各種的考量下，幾乎每

個人都是搭公車前往華中橋。這次烤肉食物的

部分也是向相關單位直接訂購，而加菜金也都

反應在肉品上面，在活動完後有詢問大家的意

見，大致上來說，都有讓同學們有吃飽吧 !

再來談談活動時的部分，今年的系烤的娛

樂項目主要有「香蕉比手畫腳」和「年獸」，

活動期間還有安排舞蹈和唱歌表演。「香蕉比

手劃腳」是改良自

大四活動部的遊戲，為了想增加參與度，所以

改成為每個年級內部的競賽。而「年獸」則請

了學長姐們犧牲形象參與演出，對於一年級的

新生們來說，這應該是個蠻新鮮的體驗，過程

中也是笑聲不斷。可惜因為遊戲設計有些缺

失，或許明年可以再度改善，提升遊戲體驗。

總言而之，此次的系烤活動整體而言都相

當順利，能藉此有個機會讓大家聚在一起，曬

曬自己的制服回憶年輕，看看好久不見的直屬

們，或許這才是此活動最重要的意義吧 ! 在此

也感謝活動部的成員以及表演的工作人員們，

還有參與系烤的同學們，一同促成了這次的活

動的成功，留下如此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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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系

服設計選擇東方文化風

格為主體，其實是心境成長後，漸

漸感到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感，不管是設計

還是繪畫，都希望把亞洲文化融入進去試試。

總覺得小時候太崇洋媚外了，忘了自己的文

化其實是非常有特色的。於是想著如何把 "

中華文化 "、" 日本文化 " 與 " 藥學 " 三大元素

融合在一起，想著想著，剛好看完一部日本

動畫，提到了神武天皇曾用來斬殺熊野山兇

神的布都御魂之劍，史稱神武鬥征，布都御

魂，感覺很中二很帥，索性把第一個字改成

藥，並且以書法字體寫成，底圖搭以日文漢

字的藥師誓言。而背面則冠上象徵分辨善惡、

捍衛健康與幸福的埃及鷹頭神荷魯斯左眼，

同時也是藥學 RX 的由來，最早象徵“有求必

應、領受、約定”衍生出處方的意思。當然，

我也是用書法體設計的，底圖再加上英文版

金字塔型的藥師誓言，這樣就又融合了埃及

文化，但不顯得太突兀。

不過為了符合印刷廠的規格，在設計時

真是吃足苦頭啊 ! 先是顏色的限制，其實我

是比較喜歡有漸層的，向是書法字體的乾筆

與濕筆，或是衣服底色我其實更希望暗紅色。

還有字體粗細的限制也是小麻煩，後來還是

各種的小改，才能送件 ... 不過做什麼事情都

一樣，總有不如己願的時候，那就努力去協

調好吧。

總體來說，這次的設計是想表達一種兼

容並蓄的藥學知識發展，但在我們學習各種

外來知識的同時，卻也不能忘記自己的身分，

我們服務的對象大多數還是自己人，所以對

於自身文化的認識與認同還是非常重要的。

期待各位在這充滿彩色而歧變的未來中，找

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藥學五 / 張立人

系服設計理念系服設計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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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藥學系開始，系運就無非就是熱愛

運動的我，每年最期待的活動項目之一。大

家可以無憂無慮地盡情吃喝玩樂、享受比賽、

以及交流感情。今天升上四年級，成了系學

會的體育部部長，開始籌辦這次的系運，才

知道辦好一個活動真的很不容易，首先謝謝

先前學長姐的付出，讓大家有個優質的傳統

系上活動。

從零開始到一個完整系運，真的很不簡

單，也謝謝另一位體育部部長張庭瑜，以及

其準眷屬蘇靖晏的付出，願情人終成眷屬。

很多的小細節，如：場地、便當、飲料、設備、

賽程、報名⋯⋯，皆是我們包辦及安排，雖

然辛苦，但非常開心看到大家踴躍的參與這

個活動，我想比賽輸贏是其次，重點是希望

可以看到各年級間，甚至與畢業學長姐的交

流與互動，這是我們系學會所樂見的，也藉

此提升系內的運動風氣。

我們很盡力想把這個活動辦到最好，如

果大家有甚麼意見或想法，也歡迎向系學會

提出，我們會把我們的經驗和大家的意見匯

集，傳承給下一屆的學弟妹，希望藥學系的

系運可以越辦越好，以希望我們畢業之後，

可以很開心地回來跟學弟妹們一起同樂。

藥學四 / 李恩羽

系 運系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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