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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南京中國藥科大學進行藥學教育交流的活動。活動自第

二天開始，中國藥大安排參觀中山陵和南京博物館。第三天一

早到中國藥大新校區 - 江寧校區進行參觀，我們參觀了藥物博

物館，該館為藥大的特色，除完整描述藥物開發的歷程，也蒐

集了數千種的中草藥材標本，包含海、陸兩地的藥材。另外，

也參觀了藥大的 GMP 實訓中心，此處放置了製錠機、針劑機

等劑型設備與化學合成放大製程設備，有專人管理和操作，學

生在校即可練習操作大型儀器。下午我們參與了開幕儀式，亦

發表簡單的感謝辭。之後，各校一同進行圓桌討論，議題主要

是比較兩岸藥學教育的差異和各大學系所的歷史沿革。

第四天一早於中國藥大玄武門校區學術會議中心進行海峽兩岸

藥學及藥物開發專家交流研討會，這個會議主要希望兩岸可以

更深入的介紹藥學教育和科研的成果，這個研討會讓大家都覺

得收穫很多也欲罷不能。午餐後，我們到國家型藥劑實驗室、

藥物分析實驗室進行參觀，他們的儀器設備充裕。晚上中國藥

大宴請了所有臺灣參與的師生約 120 人在南京大牌檔的餐廳

一起用餐，為這個交流留下美好回憶。

感謝本院國際交流經費、王光昭教授學術基金會和新陳醫藥基

金會贊助本活動，本系學生得一同參訪中國藥學教育重鎮，是

一個難得的經驗。

——梁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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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接機：MU5002 19：30 到路口機場
入住：古南都明基

9/3 中山陵
午餐（南京大牌檔）
南京博物院
自由活動（夫子廟）

9/4 中國藥科大學江寧校區參觀
藥用博物館、藥用植物園
GMP 實訓中心
午餐（學生食堂）
歡迎儀式
長官致辭
台灣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興大學代表致辭
互送禮物、集體合影
各校介紹影片
師生交流
臺灣、大陸高校師生代表訪談
學生匯報交流
學生自由活動
食堂晚餐

9/5 海峽兩岸藥學及藥物開發專家交流研討會
開幕嘉賓致辭 （徐曉媛主任）
中國藥科大學藥學教育規劃（藥大許風國教授）
台灣大學藥學六年制教育規劃（臺大忻凌偉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並行學制規劃（北醫許秀蘊院長）
新式奈米醫工材料的研發（中興大學張健忠所長）
茶歇
生物化工於皮膚之新穎治療與發現（中興王惠民教授）
微創藥物研發（南京諾瑞特劉飛總經理）
產學合作分享（藥大尤啟冬教授）
生醫分析方法與經驗分享（臺大郭錦樺教授）
龍葵治癌之作用機制研究（北醫附設醫院戴秉杰教授）
食堂午餐
重點實驗室參觀
藥企參觀 - 先聲藥業
晚宴

9/6 送機：14：30 航班
航班号：MU 5001 G

中國藥科大學參訪
文／梁碧惠老師、莊宇樸、李柏憲、王奕錡、薛牧瑄、陳哲墉 圖／李柏憲、王奕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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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陵

莊宇樸：中山陵顧名思義就是擺放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

體的場所，下車後沿著木棧道向上走，彷彿走在森林中一般。道

路兩旁除了小商店外有許多介紹孫中山先生的事蹟以及這座陵

墓歷史的字版，離開棧道進入了一個商店聚集的廣場，以為中

山陵就在不遠處，沒想到此時中山陵園的入口才出現在眼前。在

中山陵嚮導的帶領下我們逐步了解了這座陵園的歷史， 後沿

著一串如同進入雲端的階梯拾級而上，我們終於得以瞻仰孫中

山先生的陵墓，雖然基於保護理由我們只能看到坐姿銅像，但

在進陵墓時內心仍有一股悸動，帶領我們走向民國 重要的第

一人便長眠於此。看著兩側壁上的三民主義，感受當年孫中山

先生的那股熱情與理想，讓我覺得自己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都應

該投入 大的努力，不讓自己留下遺憾。

李柏憲：在中山陵，我們跟著一名年輕的解說員，細細的品嘗

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初期的事蹟，走到中山陵的頂端，瞭

望整個江蘇省會，彷彿可以想像在那動盪不安的時局，革命者

的意志必須要有多麼堅強。

▶ 南京美食

薛牧瑄 ：一道道南京的特色美食就上了桌，包括 有名的 鹽水鴨、赤豆元宵、牛肉板條等等，這是我們第一餐吃到的南京美食。

其中， 有一道為菱角牛蛙，服務員告訴我們這道料理十分美味，但大家實在是鼓起勇 氣才夾起第一口，想不到牛蛙的口感意外的

軟嫩，但畢竟是曾經拼過蛙鼓的牛蛙，淺嚐一口即止。

▶ 江寧校區的歷史博物館

王奕錡：我們被安排前去參觀他們的藥學博物館，內有許多生藥標本和校史介紹，

從這個博物館我們得知了這間藥學大學的歷史沿革和改變過程，從原來的一間小學

校到現今具有寬廣校地且包容許多學生的專科大學，再從過去藥學的專業知識到現

在藥學知識的分領域專業化。他們很認真的在研究領域做突破，儘管到現在他們的

國際大學排名還是沒進入150名內，但他們在生藥方面的研究及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層樓是滿滿的生藥標本，從陸上動植物到海內的礦物和生物，他們通通都有涉

獵，令我們真的是嘆為觀止、大飽眼福。

▶ GMP 實習中心

薛牧瑄 ：在這間學校的實驗室裡頭，有一台台的製藥機器，儼然一間工廠 . 學生在學校

內就可以練習操作機器、如何製作出針劑、水劑、膠囊錠劑等等。這些在台灣的學生

在學校裡不會接觸到的，可以想 像得出，中國在培養學生從學校到產業的銜接是十分

積極的。

王奕錡：GMP 實訓中心，在這邊我們看到許多在藥廠內的相關製藥工廠器具，他們學

生也在裡面進行實作，親自動手操作機台，製作一顆藥錠或是水劑，不得不說他們資

源的確比我們好太多了，利用在學時的實際操作，令他們能在畢業後無縫銜接藥廠的

工作，甚至表現得更佳，或許我們藥學系也應該好好跟藥廠溝通好，能讓我們更加實

際親手去參與製作過程，而不是在旁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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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薛牧瑄：在這一趟的參訪行程中，他們每每展示一間實驗室，就讓我們驚呼連連。我們在中國藥科大學看到了堅強的硬體設備，

看著中國在經濟及設備上的進步、快速的步調，看到他們快速的發展，想要在世界占有強大的地位，然而在物質的充分及設備的

足夠以外，是不是仍有其他如軟體及人才上的進步輔助呢 ? 常常聽到有人說，給我這樣新穎多樣的設備，我一定可以做出很多很

好的研究，那麼在中國大陸呢 ? 他們擁有這麼多大又多且先進的設備，他們的研究成果的發展是不是如硬體設備更新的快速呢 ?

值得我們關注。我們也看到台灣需要努力的地方，我們僅有著在思考上能夠較為快速解不受限於框架，我們需要將這些優勢，合

併更多的努力，才能在未來的世界地球村中站穩腳跟。

陳哲墉：中國藥科大學的參訪讓我見識到了他們在硬體上的快速進步，但在軟體上還是有不足的地方，他們的確有成功的地方，

但是有多少人消逝了也不計其數，這次比較可惜的是沒有進入體驗過他們的課堂，根據知乎的敘述有點像是高中上課。我們有著

我們的底蘊優勢，但是這個優勢還能維持多久沒有人知道。北大也有藥學院，是很想去那邊看看的。

▶ 玄武校區的實驗室參訪

王奕錡：在他們市區內的校區─玄武校區，主要是給研究生

使用的場所，這邊大多為研究場所，當然這裡面一層樓的貴

重儀器，像是：GC-MS、NMR、流式細胞儀、HPLC，數量

超過我們台大整棟水森館的數量，要是他們整棟儀器數量加

起來肯定不知道超過我們多少，雖然他們現在在期刊上的知

名度還不大，但要是假以時日，他們肯定會漸漸趕上國際的

潮流，為此，我們台大藥學系也應該注重研究這一方面，雖

然我們儀器數量不如人，但真的就是重質不重量，我們有的

是靈活的腦袋和創新的想法，就算儀器貧困，我們也能利用

有限的資源做出輝煌的研究成果。在他們那邊我看到他們雖然擁有許多儀器，但卻都沒

有每台都用到，真的就只是浪費錢，若是他們能將這些錢用在刀口上，我覺得他們肯定

會突飛猛進。

▶ 藥廠參訪（百家匯）

王奕錡：這是多家藥廠集結的地方，在這

家公司內，他們只是算是管家的職責，提

供場所讓各家藥廠進駐。在這邊我們看到

先進的儀器設備和氣派的空間，未來他們

還期望繼續擴大，將這裡設計成具現代化

美感和進步智慧的場所，他們近十幾年正

在努力朝向發展新興藥物前進，雖然前進

步調緩慢，但若是照他們目前藍圖前進的 話，成

為一家國際聞名的大藥廠肯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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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簡稱

為 SEP，為 IPSF 每年必定進行的藥學生

活動計畫，主要提供一個平台，讓各藥學

生皆有機會到其他國家了解不同的藥學教

育、醫藥衛生環境等，學生們可於此計畫

中，藉由實際的藥學實習、操作，體認到

自身國家與其他國家藥學環境的不同，也

可以同時體驗到當地的風俗民情、特殊文

化，為每年台灣藥學生爭相參與的暑假活

動之一。

SEP 於寒、暑假皆有舉辦，目前約五十個

國家，且超過七十個藥學生組織參與，實

習領域主要分為 Community Pharma-

cy、Hospital Pharmacy、Clinical Phar-

macy、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及

Pharmaceutical Industry，學生們可以

選擇三個國家志願序及兩個實習領域申請

參加，於每年的 11、12 月申請，6 到 9

月實際到其他國家實習，而參與的人數近

年來逐漸提高，去年暑假超過三十位台灣

藥學生申請參加，今年更可能高達近五十

位學生受惠於此計畫，可以說是近年來台

灣藥學生極力渴望參與的一大盛事。

每年此學生交換計畫皆會在台灣九間藥學

系舉辦校迴 SEP 申請說明及分享座談會，

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定期追蹤中華民國

藥學生聯合會粉絲頁及各校國事部的活動

資訊。而此學生交換計畫除了幫助藥學生

到其他國家實習之外，每年也會有近四十

位的國際藥學生來到台灣實習，四散於各

校藥學系當中。若無法到其他國家實習交

換的學生，無訪也可以嘗試與來台灣實習

的外國學生進行交流，不僅可以認識到其

他國家的藥學生朋友，也可以從交流、接

待的過程當中，得知其他國家的藥學文化

等，為一個難得的經驗，是個值得推薦給

大家的暑假行程。

Introduction of IPSF 文／蔡承軒

IPSF，全名為 International Pharma-

ceutical Students’ Federation（世界

藥學生聯合會），成立於 1949 年，總部

設於荷蘭海牙，為目前 具有代表性的藥

學生組織，全球超過八十個藥學生組織參

與，代表將近三十五萬的世界藥學生。

IPSF 總共有五個區域辦公室，分別為

PARO（Pan American Regional 

Office）、EuRO（European Regional 

Office）、EMRO（Eastern Mediterra-

nean Regional Office）、AfRO

（African Regional Office）及 APRO

（Asia Pacific Regional Office），中華

民國藥學生聯合會（Pharmaceut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Taiwan, 

PSA-Taiwan）則隸屬於 APRO，各區域

辦公室負責區域各藥學生組織的合作交

流，推廣 IPSF 的各項藥學生活動。

而 IPSF 主要有四個活動部門，Public 

Health、Pharmacy Education、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及 Student 

Exchange，此四個部門每年皆會有不同

的活動、議題，鼓勵各藥學生們參加。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每年 IPSF 於暑假皆會

舉辦 World Congress（世界藥學生年

會），各區域辦公室也都會有自己的區域

性藥學生年會，促進各組織的藥學生交流

與認識，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更多的活動資訊可以於 IPSF SEP 官網查詢或寄信詢問
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學生交換官。
IPSF SEP 官網 : http://sep.ipsf.org/ 
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學生交換官信箱：
seopsataiwan@gmail.com 

2018 APRO Asian Pacific Pharmaceutical Sym-
posium in Fujiyoshid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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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臨床藥學研究所 碩士 (93.09 — 96.01)

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 學士 (89.09 — 93.06)

經歷：

台大醫院藥劑部門診藥局 (97.08  — 98.08)

台大醫院藥劑部住院藥局 (98.08 — 99.1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medical center 臨床藥學見習 (99.11 — 100.05)

台大醫院藥劑部臨床藥事組內科加護病房臨床藥師 (100.05 —)

台大醫院加護病房管理委員會委員 (102.09.03 —)

台大醫院藥事委員會用藥安全小組委員 (103.08.01 — 105.07.31)

台灣臨床藥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103.03.01 —)

台北市藥師公會藥事照護委員會副主委 (103.09.19 —)

您為何會選擇臨床藥師做為職

業？

當時只有四年制，一開始有選擇暑假去

實驗室體驗，但發現實驗室的生活並不

是我想走的。後來開始接觸了臨床課程

後，覺得蠻有趣的，加上我也還算喜歡

和人接觸，於是就以當藥師為目標。但

當時畢業後覺得直接去工作，可能無法

勝任，因此後來去唸了臨床藥學研究

所，加強臨床照護的能力。在實習的時

候，覺得可以跟別的醫療人員一起照顧

病人，並運用上課所學的知識在病人身

上，也可以從病人身上學到東西覺得很

棒，因此便有當臨床藥師的想法。

臨床藥師主要工作內容？ ( 簡
述一天的工作內容 )

以病人為中心的藥事服務如監測藥品療

效及副作用、藥品衛教等。美國的臨床

藥師發展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也是

由產品導向的服務轉變成病人導向的服

務。臨床藥師已被視為是醫療團隊的一

員，和醫療團隊一起查房照顧病人，提

供相關的用藥建議。在台灣，這樣的模

式仍在發展中，台大算是較有規模的。

以台大的臨床專責藥師為例，工作內容

較像美國的模式，每天早上先看所照顧

病人的用藥跟實驗值是否有改變，初步

擬定藥物治療建議，之後再跟著醫療團

隊查房，了解病人臨床的情況，在查房

時給予相關建議。在台灣需要照顧的病

人普遍比美國多，所以不可能每個病人

都跟的到查房。因此臨床藥師需要培養

發現病患用藥問題的能力，以提出適當

的建議。臨床照護的工作差不多會花掉

4-5 個小時的時間。有別於其他醫院會

比較通科，台大醫院的臨床藥師則為專

科化，因此臨床服務的內容可以更深

入。其他時間則會花在教學及研究。教

學方面有六年制、臨床藥學研究所及國

外藥學生的進階藥學實習、醫院新進藥

師訓練等（PGY）。每天會和學生及

PGY 藥師作討論、聽學生報告病人，

並教導看一位病人時需要注意什麼，有

什麼用藥相關問題要處理等。除此之外

在遇到沒有答案的問題時，可以再做更

深入的研究等。這樣不需要作調劑工作

的臨床藥師在台灣算是少數的，大部分

的臨床藥師還是有臨床照護以外的工

作。

目前，臨床藥師在醫療團隊中

的定位？

臨床藥師的定位是與藥品相關的所有事

情，舉凡醫院處方集藥品的選用、臨床

藥品治療、藥品使用等。其實臨床藥師

的存在就是要優化藥品治療，而我們也

應是醫療團隊中對藥品 為熟悉的職

類。整個跟藥品有關的都是我們要負責

的，從處方開立出來要先覆核確認，到

護理師給藥時的注意事項。我覺得還有

一塊要做更多的是病人衛教，也要讓民

眾知道藥師在做什麼、信任你並對你有

需求，不然若只是一個拿藥給他或一直

推銷產品，他不會覺得你很重要。但不

管你能做什麼，你在團隊還是或多或少

有幫助。

48 屆



51｜ 臨 床 藥 師 訪 問 專 欄 ｜

您認為臨床藥師需要具備的人

格特質、能力？

人格特質是要能夠與人溝通，現在都是

以團隊為主，要給予醫師建議、回答護

理師的問題等，因此能夠跟人相處是很

重要的。能力的話需要有文獻查詢和閱

讀英文的能力，並能持續的自我學習。

整體來講，有心做比較重要。我很常說

「永遠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因為目前我

們沒有像美國那樣有系統的培育專科臨

床藥師。在美國的訓練體系，如果想走

臨床照護，可以先去醫院擔任住院藥師

的工作。住院藥師通常有兩年，第一年

是通科訓練，第二年則是專科訓練。我

認為台灣未來應該也會開始有真正的住

院藥師制度並走向專科化。

我都會鼓勵想要做臨床照護的人如果有

那個位置就應該要勇於去做，不要怕自

己能力不夠，從做中學跟團隊中其他人

學習，久了就會成長並有能力。目前台

灣缺的是有這個位置給你做，而不是太

多缺。

在這個職場上需要但學校學不

到的技能？

我覺得是責任感，畢竟我們從事的是和

人相關的行業，因此病人的福祉應該是

被放在第一位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責

任感，不能隨便。

另外就是解決問題及終生學習的能力很

重要。要習慣閱讀英文文獻及具備查資

料的能力。這裡的查資料是比較專業一

點的，例如用適當的資料庫如 Micro-

medex 等，而非使用 google 而已。

實際執業後會不斷遇到臨床上的問題，

學校不可能教所有的東西，因此勢必要

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能再依賴

共筆。醫療有個特色是它會不斷、很快

的更新，所以現在學到的東西多年後未

必相同，所以不斷的提升自己、快速的

獲得新知是很重要的。

另外，不要覺得藥學只需要背誦，其實

在學生時代就要養成邏輯思考，現在學

到的東西都是基礎，很多實際的東西都

是從基礎衍生而來，因此要用學習到的

東西解釋看到的東西，而不是用硬背的

方式。 

關於臨床藥師的升級制度？

目前是沒有，但未來應該要有專科化及

相關認證。像醫師或護理師要當專科醫

師或護理師前，都需要先經過考試，但

現在臨床藥師卻沒有。現在的情況是藥

師在沒有充足訓練下可以去照顧病人，

其實相當可怕。還是需要有個制度去認

證會對照護品質比較有保障。如果未來

健保有給付藥事照護服務費，假設加護

病房病人須要有臨床藥師，那下個問題

就會是誰有這個資格，那勢必就會需要

專科認證。如果沒有相關的給付規定，

那勢必推行專科考試制度也會面臨困

難。

關於台大藥學六年制的實行對

於臨床實務上的影響？

這會回到一個問題，四年制與六年制的

差異。其實我們很多制度都是學美國

的，所以了解一下美國的狀況可以更適

切的回答這個問題。美國的藥學院是學

士後，且其目標主要就是要培育藥師，

因此會選擇去藥學院就讀的學生，多半

是了解藥師這個職業，且未來也是想擔

任這樣的腳色。

而台大從四年制轉換成六年制，其實根

本上是想要畢業後的學生能更有能力去

擔任藥師這樣的角色，也就是整體專業

的提升。但不同的是我們的學生在十八

歲升學選系時，多半對藥師這個職業是

沒有甚麼概念的，因此也未必一開始就

打定未來要從事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個人其實比較支持四六併行，就

像現在，讓學生在三年級的時候可以選

擇，讓學生對藥師這個職業有概念後，

再挑選自己想要的。這樣的好處是比起

以往，有志於藥師工作的學生有管道可

以讓自己提升，未來工作時也能較具能

力。想走研究或其他工作的學生也可以

直接就讀研究所或是提早進入職場。也

讓本身傾向當藥師選擇讀六年的學生，

在臨床教學上的品質較不受影響。那

後的問題便是，這樣子四年制的學生可

以考執照嗎？如果以提升藥師專業的角

度來看當然應該是不可以，但實際上存

在著太多不同想法的角力。如果可以限

制僅有六年制的學生可以考藥師執照，

那四六併行才是有可能繼續存在的。

未來藥學系學生畢業的工作環

境 ( 會在醫院那些地方工作 ) ？

其實藥學系畢業的學生不外乎當藥師、

去外商、政府機關或是做研究。美國因

為是學士後藥學系，所以大部分都走藥

師這一塊。醫院就是不同層級的醫院如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等。以目前的環境

來講很多醫院藥師都還是僅侷限在做調

劑的工作。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學那麼

多，卻只能做調劑的工作，久了就會覺

得不是想要的而離開。台大醫院的特色

是新進藥師階段就會有機會可以作臨床

照護，因為臺大醫院藥劑部整個中心思

想是所有藥師都需要具備臨床的能力，

所以如果對臨床照護有興趣，或許台大

醫院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除了醫院以外，往社區去發展會是

好的，因為現在很多長照、老人用藥、

居家服務都是比較偏向社區的服務，就

不侷限在醫院。當有越來越多以專業為

導向的藥師在社區服務，相信也會讓民

眾對藥師的專業更為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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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務裡的工作是？ 

每個業務都會有個目標，所以，我們做

任何事都是為了要達到那樣的目標。我

們 主要的工作就是拜訪醫生，和他們

介紹新產品。舉例而言，我現在在做的

這款藥—forxiga，一種 SGLT2 的

inhibitor—並不像 crestor 一樣，大家都

很熟悉，所以我們得去向醫生介紹，讓

他們使用新產品。另外，公司現在重點

是放在新產品上面，所以像是相對成熟

的藥品，便不太會多介紹。

主要做起來就是除了和醫生聊天之外，

也要讓他們願意用新的藥。那就是一開

始 重要就是從客戶關係開始建立。就

像是你面對一個陌生人，人家會對你有

所防備，所以得先讓他們慢慢信任你，

這樣你說的話醫生才會願意聽。另外，

還有辦一些 seminar 等等。然後以我為

例，因為 forxiga 是一個糖尿病藥物，我

們常跟馬偕的衛教師團隊溝通，並了解

他們所遇到的狀況，畢竟每個藥物會有

各種不同需要病患注意的地方，這些都

是需要被提醒的。

所以平常都是跟在醫生旁邊？

還好，因為一開始都會是見縫插針，在

醫生上下診的時候打聲招呼，目的是讓

他記得你，並把你和你代表的藥物做連

結。然後，在這背後還需要做點事情，

像是和他聊天，了解他為什麼不敢開你

的藥，而要開別的，那這又有可能牽扯

到更深的原因，是不是有可能因為他跟

另一個人關係比較好？或是，這個藥物

副作用或效果有疑慮等等。

三個形容詞形容你現在的 
生活？

累得跟狗一樣、需要不斷的思考以及還

滿有壓力的。

需要不斷思考的原因在於，我們得判斷

醫生的個性並且要依據這些選擇該說的

話，以及話語的包裝方式。再來就是在

排演講時你的選擇，舉例來說，找誰來

說？講什麼主題？大家才會比較有興趣

而來。另外還知道一些生活小細節，例

如：哪間餐廳比較好吃？哪位醫生比較

喜歡去哪裡休息吃東西？ 後，就還是

會有一些壓力在於當季末的時候 後一

單還沒來的時候或是主管來聽簡報的時

候就會很有壓力，但 重要的是，我覺

得需要有效地做好時間及資源分配。

你遇到最心累的醫生、難搞的 
醫生？

這個問題應該說，有些醫生防備心會比

較強，但防備心強不代表會不開你的

藥。這樣說好了，每個醫生都有不同的

個性，可能有的跟你聊天聊很久，但還

是不會幫你；有些醫生可能跟你都不太

講話，卻會開你的藥。所以遇到這樣的

話也不要想太多，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份工作？

因為本身沒有想在醫院工作，然後來這

裡可以認識很多人，讓見識廣博一點。

再加上，在學期間，我有和你們一樣有

去實習過，我也是有安排去下市場的經

驗，那其實就是看到未來工作的一部

簡單來說，醫藥代表的工作就是改變醫
師處方行為，並有完善的區域規劃，最
後達要業績目標。因此，既然業務是一
個目標導向的工作，所以，我們做任何
事以前都要想清楚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該怎麼影響醫師的處方行為
呢? 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拜訪醫生，和他
們介紹新產品。舉例而言，我目前負責
的藥，是新機轉的糖尿病藥物SGLT2 
inhibitor，在醫師還對藥物不熟悉的狀
況下，我們要思考怎麼讓醫師找到適合
的病患，並減少副作用的疑慮。當醫師
用的放心，藥物效果發揮出來，病人吃
得開心，那達到業績目標自然就有機會
了，因此，我們需要思考是，怎麼創造
一個雙贏的局面。或許很多人認為，業
代通常都是在醫生聊天吃飯嘛，這時候
就要回到我剛剛說的，我們做任何是以
前都要想清楚我們的目的。如果你面對
一個陌生人，不斷的向對方推銷產品，
別人會買單嗎?我想答案顯而易見，因
為面對陌生人，通常一般人都會對你有
所防備，此時不管你的產品多厲害都是
無用武之地。所以得先讓他們慢慢認識
你、信任你，如此一來，醫師才會願意
聽你說。

另外，除了拜訪醫師，我們也很常需要
舉辦seminar，那這個目的是甚麼? 除了
我們本身可以影響醫師處方之外，我們
也可以透過請使用經驗豐富的醫師做分
享，藉此去影響其他醫師，讓醫師們之
間互相討論。

心態的調整不容易但很重要、需要不斷
的思考、與壓力共處。
       業務是非常需要內在的動力的，每季
每季都有不同的挑戰等著我們去突破，
因此心態的調整非常重要。另外我們也
需要不斷思考，例子非常多，我就舉一
兩個為例：若這季公司希望業績成長
10%，我們必須思考這10%我們要請哪
幾位醫師，並且找哪種病人來幫我們做
使用，而其實每次的拜訪都是一個挑
戰，同樣的話，我們要怎麼講才能讓聽
者比較舒服，若醫師提出一個反駁，我
們要回答的圓融，最後都是引導到我們
想 跟 醫 師 傳 達 的 訊 息 。 最 後 ， 一 個
seminar的安排，我們需要思考找哪位
醫師來演講？講什麼主題？才最能吸引
大家參與，並有效的影響大家。

 這個問題應該說，有些醫生防備心會比
較強，但防備心強不代表會不處方你的
藥。這樣說好了，每個醫生都有不同的
個性，可能你跟醫師很常開心聊天，但
其實他對每一家業務都是如此，那你要
做甚麼是讓你顯得獨特；又有些醫師可
能平常話不多，但你持續的拜訪，每次
就只花10秒鐘告訴他藥物的好處，或許
就有效果。因此，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客
戶的個性，再找出最有效的方式。

除此之外，其實我在學期間，就曾去藥
廠實習過，當時很幸運的可以一起跟業
務下市場，當時其實就有心往業界方
展 ，因為本身沒有想在醫院工作，業界
可以認識很多人，讓人脈與見識可以更
廣，也希望透過這份工作，可以讓我在
處事方面更加圓融，在抗壓性上面可以
更好。但也建議學弟妹在做決定前，可
以多問問學長姐或老師的看法，聽看看
你想像的跟實際上的到底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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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未來要找工作的時候，也是要多

方打聽，看學長姐做得怎麼樣。

那關於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的話就是馬偕醫院啊，偶爾回

公司開會。早上八點出現在馬偕醫院，

下午六點多走，工作內容就是在馬偕醫

院遊蕩（笑），或是在旁邊咖啡廳處理資

料，看接下來要說明的東西。那還有就

是會跟醫生講講話，熟一點或厲害一點

的話也可以把他們約出來。

另外，如何做到不一樣，像是除上下診

外，其他時間醫生在哪裡做什麼？例如

他們可能在檢查室、心電圖室、心導管

室等， 那我們要想辦法抓空檔，去找他

們聊聊。此外，也要和那邊的助理弄熟，

讓自己出現在那邊不會很奇怪。

有什麼怎樣的技巧或技能，學校

可以幫忙的？

就是專業知識是我們贏別人的部分。以

看期刊論文為例子，只要訓練一下，大

家都會看期刊，那重點就會在於如何找

到醫生的點，挑文章和醫生說，消除他

的疑問，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先想像

一下臨床上這個藥會碰到的狀況，再挑

文章讓醫生消除他的問題。我覺得這會

是我們在學生時不太了解的，以前看

paper 也沒什麼在想，就看一看，但臨

床上會實際遇到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再

去了解的。

學校學習不到的？

就是講話包裝吧，我們公司把這個叫做

selling skill，舉例來說，你不知道這個

醫生到底有沒有開你的藥，當然也不能

直接問說，醫生你開了嗎？所以就是要

想辦法說：「欸醫師，你有沒有找到適合

這樣的病人，讓他試試看？」這就是個

舉例啦，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小細節，

是學校學不到的，就是講話直接講很直

的話，防備心就會很重。所以都會先閒

話家常一下，再進入主題。

有什麼特質的人適合現在的 
工作？

我覺得，就是要不怕生，敢去講，如果

一個人不太喜歡和陌生人講話的話，就

是不要接這份工作，要敢講，然後不要

瞎忙，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例如

要對一個醫生要送飲料，不是隨便亂

送，而是要找到他的點然後去做。就有

點像是要做就要做到點這樣。

研究所的必要性？

我本身沒有讀研究所，但就是看工作的

需要性，之後可能也會考慮，但我認為

想要做業務代表的話，要趕快出來做比

較好，因為讀研究所也是學不到代表

重要的東西。

想問問看AZ一些公司的特色？

在研究、產品開發上，AZ 的研發團隊非

常厲害，不管是哪個產品線都會有新

藥，像是 CVMD（cardial ventricular 

metabolism disease）等，其他也有很

紅的，像是 forxiga, crestor（冠脂妥）

然後昂格殺等等，再來就是一些老藥，

像 inderol，其他產品線也有：吸必擴

（氣喘吸入劑）等等，那我們也在開發新

的劑型。癌症的話，國外通常會投入很

多資金進行開發， 近我們有新的藥就

是 tagrsol（iresa 的第三代）等。

在理念方面，我們公司有確實做到

patient first，像之前的冠脂妥事件，公

司就是全部都回收，在發新的給病人，

雖然花很多錢，但這就是公司的宗旨。

我們算是在業界中比較正派的公司，以

後你們就知道了，有些事情很多公司都

可以做的，我們是不能做的。

道歉聲明：
臺大藥刊第72期第52頁「系友去哪兒？」
一文，李恩羽系友的訪問內容誤用訪問紀
錄稿，未經過李恩羽系友的校稿，對於傷
害李系友以及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的形
象感到萬分抱歉，並附上以上正確版本。

工作環境的話主要就是在醫院，偶爾回
公司開會。平常大概早上八點到醫院，
下午六點多走。我們工作內容就是在馬
偕醫院拜訪醫師，或是在旁邊咖啡廳處
理資料，準備接下來要說明的東西，若
跟醫師比較熟識後，也可以利用中午用
餐的時間，更有機會更醫師深聊，請教
他們對於我們產品的看法。

 專業知識是我們贏別人的部分。以看期
刊論文為例子，只要訓練一下，大家都
會看期刊，那重點就會在於如何找到醫
生的需求，透過這個需求去找文章和醫
生討論，消除他的疑問。我覺得這會是
我們在學生時不太了解的，以前看文章
不會去多加思考，就只是單純看一看，
但現在文章可以是我們武器，利用文章
想辦法去回答醫師臨床上會實際遇到的
問題。

就是講話包裝吧，我們公司把這個叫做
selling skill，舉例來說，要怎麼確定醫
師有沒有使用我們的產品，當然不可能
直接的問，所以可能要用委婉一點的方
式說：「X醫師，不曉得最近有沒有找到
適合這樣的病人，讓他試試看？」這就
是一個舉例，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小細
節，是學校學不到的。 

不怕生，敢去講，如果一個人不太喜歡
和陌生人講話的話，就比較不建議。另
外抗壓性好也很重要，聽起來有點抽
象，具體來說，面對業績壓力的時候，
或許有些人會荒亂了手腳，影響和客戶
的談話內容，但我們必須保持鎮定，頭
腦必須保持清楚的去思考，我們現在倒
底該做甚麼事情

若單純想當醫藥代表，我建議是不需
要，因為學校不會教到醫藥代表所需具
備的部分能力，當然不可否認，研究所
可以讓你的專業能力變得更強，若之後
想轉職MSL或產品經理的話，研究所確
實可以讓你有加分。

在研究、產品開發上，AZ的研發團隊非
常厲害，幾乎每個產品線都會有新藥，
我所在的單位CVMD（cardiovascular& 
metabolism disease），最著名的產品
是forxiga, crestor（冠脂妥）,onglyza
等等，還有一些老藥，betaloc。其他產
品線也有：Symbicort（氣喘吸入劑）
等等，最近也上市了
新劑型。癌症的話，國外通常會投入很
多資金進行開發，最近我們有新的藥就
是tagrissol（irresa的第三代）等。

在理念方面，公司的宗旨就是patient 
first，舉例來說，像之前的冠脂妥偽藥
事件，公司第一時間將藥品回收，再發
新的給病人，雖然增加很多成本，但為
了病人公司真的付出很多心力，以後也
歡迎學弟妹加入AZ哦!

在研究、產品開發上，AZ的研發團隊非
常厲害，幾乎每個產品線都會有新藥，
我所在的單位CVMD（cardiovascular& 
metabolism disease），最著名的產品
是forxiga, crestor（冠脂妥）,onglyza
等等，還有一些老藥，betaloc。其他產
品線也有：Symbicort（氣喘吸入劑）
等等，最近也上市了新劑型。癌症的
話，國外通常會投入很多資金進行開
發 ， 最 近 我 們 有 新 的 藥 就 是
tagrissol（irresa的第三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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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時我剛好有機會參加系上參訪中國

藥科大學的活動，在大家參觀該校實驗

室內容、設備時，卻對自己學校的實驗

室研究項目、資源設備不甚了解，同行

的郭錦樺老師便提議之後可以由系學會

舉辦實驗室參訪；此外臺大基因體醫學

研究中心一直都是外賓參訪時必去的熱

點，身為醫學院學生的我們幾乎每天路

過，卻無機會一賭基因體中心的樣貌，

且大學部學生較不易去了解不同領域的

實驗室，因此促成系學會學術部舉辦本

次參訪。非常感謝郭錦樺老師協助本次

活動的籌畫以及安排！

本次參訪邀請了基因體中心三個核心實

驗室的老師，分別是代謝體核心－郭錦

樺老師、次世代定序與微陣列－蘇剛毅

老師、幹細胞核心－陳佑宗老師，參訪

分為兩個部分，先由老師對核心實驗室

內容以及基礎研究做初步的介紹，再進

行實驗室參觀。很感謝趙娟娟博士、舒

德仁博士、郭老師以及郭老師的學生帶

我們參觀實驗室，並給予我們詳盡的解

說實驗室研究背景、儀器內容等等。

對我而言，這次參訪 大的收穫就是多

認識了三個面向的研究領域，例如蘇剛

毅老師介紹的研究內容，可以將兩群有

不同特質的小鼠（例如有無肺癌）的基

因體不同之處找出來，進一步嘗試建立

疾病的動物模型，並有機會可以應用於

作用標的研究與開發，讓我覺得從事次

世代定序與微陣列相關的研究會遇到許

多跨領域的學問，充滿挑戰性且很有

趣。以及在上了一學期儀器分析課程之

後親眼見到氣相層析儀，老師還示範了

血液樣品 EI 離子化比對資料庫，使課堂

上的知識更有實際的體驗。

臺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參訪

文／李典則

授袍典禮心得

文／黃昱嘉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授袍典禮這個場合，

第一次目送了 B01 的學長姐踏上了征

途，第二次則是為 B02 的同學們獻上了

祝福，而這一次，終於輪到我自己被白

袍加身了。

或許是因為跟四年制那緊湊的治療學課

程相比起來，我們六年制的藥物治療學

始終以一種不快也不慢的步調，堅實的

前進著的關係。典禮中大家給人的氣氛

比起以往「終於要實習了！ 」那樣像是

劫後餘生的的吶喊，更像是「終於要實

習了阿～」這樣子不慌不亂的愜意，但

其中卻又能聽得出帶著點躍躍欲試與緊

張感。這其中的原因也許是─我們是第

一屆完完整整學完治療學才去實習的六

年制。對於在人生路途上與另一群夥伴

們別過，選擇了稍晚一點才開始全力衝

刺，先慢步下來嘗試讓自己看得更廣、

更仔細、更豐富的我們，接下來在是否

能在實習中看到更多、得到更多是對於

我們這個選擇所得到的第一個回答。雖

說這回答有點粗淺也不代表未來的一

切，但總會讓我們有幾分在意對吧

( 笑 )。

不過既然此刻我們已經披上了白袍，口

中也許下了雖不一定有十二分真心但確

確實實的誓詞，那麼就讓我們踏入這或

許轟轟烈烈、或許心驚膽跳，也或許精

彩無比的實習生活吧，願 B02 六年制的

大家都能在這五下的實習過程中體會到

真實的臨床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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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珉、薛文惠、趙志嘉、林宜瑾、陳冠頤 

生活：人們的生活根基於溫暖的家中，我們期望我們的藥局如同所有人的家，這裡並

不是交易的場所，而是個溫暖的所在，人們會噓寒問暖並關心彼此的近況，就像家人

一般親近，家，是我們賦予藥局的一個形象，更是對藥局的期許，我們希望這間藥局

變成一個充滿愛的地方，因為我們相信唯有愛才是任何疾病的特效藥。

健康：家的意象為生活，而健康的生活會是豐富多彩的！因此屋頂的五彩，即代表健

康的人生，若是一直受病痛之苦，人生即是黑白的！願來這家藥局的人都擁有彩色絢

麗的人生！並帶著好心情離開這間藥局，因此畫上了一個心型的圖案。

品質：家中的門代表品質。一是象徵藥局對藥事服務品質的把關，就是替民眾健康的

生活進行嚴密的把關，不讓粗製濫造、旁門偏方等劣偽藥威脅民眾的健康。二是象徵

藥局對多元服務品質的堅持，可以給民眾維持多彩的生活所需，各種指引的門，讓民

眾不僅是在健康上，甚至多樣的生活需求都能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

專業：手代表的是專業。ޔ是藥學系，就是我們的專業領域，而當我們是專業的藥師

時，手必須處理很多事情，所以擁有一雙能讓我們的專業知識實際地發揮出來的手是

非常重要的。從圖案中可以看出手在彩色的家下面，可以想成是所有事情的基礎、根

本，必須打好基礎，手上面扶持的家才會穩固健壯，也就是說，當我們所學的專業徹

底地展現出來，那麼人們的生活、品質、健康就能夠被保證！

陳奕維、石浩儒、董哲源、雷博閔、李杰恩

右下角的 R 可以分為 P 和一撇，紅色「P」代表的是專業（profession）和熱忱；

一撇用白色，而這白色的一撇與草環形成了 Q 代表純潔無瑕的品質 (quality)。藥

草所結成的環長出一片片綠葉，代表著永續的循環和生命的能量； R 和草環交叉，

形成了代表醫藥的「荷魯斯之眼（ޔ）」形象。

環使用綠色代表著健康、自然的舒適形象，而米色系漸層的背景則呈現藥局溫馨、

生活化的一面。

上方的是藥師的手，而下方則是顧客（患者）的手。乍看之下是一種「給予」的形

象，但雙方同時又因為代表「健康」的草環而緊緊聯繫在一起，代表兩者其實有著

雙向的連結。另外，藥師之手握著的部分長出花朵，象徵著無我奉獻慈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