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 學海築夢  
海外見習心得 

 
就讀學校：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藥學系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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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105/4/5-1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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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大三那年，對於人生道路還在迷惘的我，遇到六年制新制的招生，本

著想成為藥物專家的初衷，毅然決然地踏上臨床這條道路，期待接受完整

的臨床訓練後，能夠格的被稱為專家。 

   美國，是第一個開始培養 pharm. D 藥師的國家，我們在數十年後的

今天也踏上同樣的道路，希望藥師們具備更良好的基礎，進入醫療體系時

能提供更完整、更正確的服務。在大五剛開學之際，老師正式公告確定今

年的海外實習機會，而我也就此嚮往著能一窺前人已建築起的體制，期待

著接受文化上的衝擊，也讓人生的歷練多記上一筆。於是我開始著手補強

自己，從最弱的環節開始「英文」，我有一年的時間準備。 

   從來沒有去過英語系國家，也從來沒有長時間使用英文，即便從小學

習英文，讀過數不盡的英文文章，講起英文來仍不免生澀，所以我去了美

語補習班。大五這一年的課業非常繁重，早上幾乎都是滿滿的課程，沒課

的時間也要複習或閱讀新的內容來準備大量的案例討論。我要求自己所有

事情都必須在天黑前做完，因為晚上是我去補習班練習英文的時間，英文

沒有辦法速成，要一點一滴的累積，所以我也告訴我自己這會是個難熬的

一年，必須好好地堅持下去。 

   面試當天，我仍然沒有信心，但卻一點也不緊張，因為我知道這一年

很踏實，不論是在課業或是英文都進步非常得多，能不能成功面試上海外

實習或許已不再那麼重要。然而，感謝老師們的青睞，我面試成功了。 

 

(攝於市中心東北邊的 piedmon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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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Grady memorial hospital，亞特蘭大居民常簡稱為 Grady。位在亞特蘭

大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是喬治亞州最大的醫院。Grady 是 public hospital，
其經費來自於政府，看病的花費相對較其他醫院低，也因此服務的民眾族

群非常廣大，對於亞特蘭大居民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醫療機構，也是提供

當地學生學習的大型教學醫院。Grady 的醫療團隊主要仰賴 Emory 和 
Morehouse 兩所醫學院提供，Grady 的住院藥師則多來自於全美各地畢業

的藥師，並不一定是附近的大學。 

    藥局的配置以 Main inpatient pharmacy(MIP)為核心，並往外分出許多

satellite pharmacy，像是 neonatal pharmacy 和 cancer center pharmacy，
satellite pharmacy 的規模都很小，大多僅由 1 至 2 位藥師負責，因為 Grady
的 dispensing system 大多仰賴設置在各護理站或病房的自動化櫥櫃，僅部

分藥物需要從藥局發放。藥局內部的調劑作業大多由技術員承擔，藥師主

要負責處方判讀與覆核的業務。 

   臨床藥學則由配置在病房或門診的臨床藥師組成，病房部分包含各加

護病房、燒燙傷中心、急診和癌症中心等，門診則包括愛滋病、C 型肝炎、

糖尿病和抗凝血等慢性病門診。Grady 的臨床藥學團隊非常龐大，加上約

有 10 位左右的住院藥師輪值隨時提供臨床藥學的服務。 

 

(中間左邊是藥局主任 Rondell；右邊是住院藥局組長 E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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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 

   我們的實習共為期兩個月，是由許多不同單位組成，因此跟藥師相關

的部門大多都有看到，而且都會有半天以上的時間可以像那邊的藥師學習。

這樣的學習能快速了解 Grady 藥局的運作方式，也發現其實跟台大很不一

樣。以下列舉幾點是讓我印象最深刻且我覺得值得學習的地方： 

1. 自動化櫥櫃：常用藥品會放置在各護理站或病房的自動化櫥櫃，藥師

覆核處方後護理師即可以自行去櫥櫃領藥，且電腦會自動引導護理師

領藥，拿錯藥的機率極低，且減少藥品從藥局送到病房的時間，可以

更及時的拿到藥品。櫥櫃的電腦也會隨時跟新藥品數量，掌握倉儲含

量也容易許多。 

2. 調劑業務：美國有合法技術員可以負責調劑藥品，藥局的大部分調劑

業務都由技術員負責包含去補充自動化櫥櫃的藥品，因此即便非專職

臨床藥師也能有充足的時間來閱讀病人病歷或與醫師討論藥品的使

用。 

3. 無菌調配室：所有的靜脈注射品都會在藥局的無菌調配室配好才發送

到各病房，Grady 的藥師們很難想像我們都是在病房才調配，一來無

法確認是否稀釋正確；二來無菌度堪憂。 

4. 藥師照會：Grady 有提供許多藥師照會的服務，最常見的就是

vancomycin dosing，當醫師開立藥師照會後，負責該病房的臨床藥師

或該專科的專科藥師會接受照會並留下完整紀錄和建議包括劑量、預

期療效與副作用、使用天數、抽血時間等等。藥師照會其實可以顯現

其他醫療同仁對藥師的信任，完整的照會也讓藥師的服務品質更優

良。 

5. On-call 藥師：Grady 的住院藥師們會輪值 on-call 來負責全院的即時

藥品諮詢，台大各藥局當然也有提供諮詢服務，但是 Grady 的 on-call
住院藥師是個一致化的窗口而且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當各病房的醫

療同仁 有任何疑問時，都可以在護理站的白板找到 on-call 藥師的電

話。由於都是由住院藥師擔任，諮詢的品質與正確性都很良好，也因

此被諮詢的次數非常頻繁，更凸顯臨床上很多時候確實需要藥師及時

的提供藥品諮詢。 

6. Code blue：即是台大 9595 的意思，Grady 的臨床藥師需要參與急救

的過程，也都需要接受像是 ACS、CPR 等訓練，在急救的過程藥師

負責準備急救藥品，急救過程緊急又不容許任何一點錯誤，讓藥師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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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在場提供藥品等於又更多了一層把關。 

7. 藥師門診：美國藥師門診多樣化，不限於抗凝血門診，但跟台灣一樣

保險公司並不給付藥師門診的費用，所以幾年前 Grady 的營運部門也

曾一度想裁撤藥師門診但是受到醫師們的強力反對。醫師們非常信賴

把自己的病人交到藥師手上，藥師可以提供更完整的藥物解說，讓病

人更了解自己的藥品，也直接或間接的增加病人的服藥順從性與治療

效果。 

   由上述列舉的幾點可以發現，從倉儲、調劑、調配，一直到臨床，藥

師可以提供的服務非常多元，也還有許多是我沒有提到的。 

 而即便如此，Grady 的藥師們仍時時在想自己能多做些甚麼。像是 HIV 
clinic 的藥局組長和臨床藥師就在攜手計算如果把所有在 Grady 看病的

HIV 病患都轉介到 HIV clinic 來並讓病人乖乖的在 Grady的 HIV 藥局領藥，

可以幫醫院賺進多少錢，最後計算結果相當驚人，也因此他們現在想利用

Grady 特別有的 HIV clinic 服務來吸引病人定期回到醫院，除了幫醫院賺

錢，也藉由藥師門診讓病人好好定期回診以確保治療效果。 

   在這裡的兩個月的學習非常快樂，每天都可以期待著看到不一樣的人

事物，這裡的藥師們都很樂於教學，不時也都會與我聊聊天，大部分的人

對台灣除了觀光外，也好奇我們的醫療制度，很多藥師也都聽聞台灣的全

民健保制度，這也是我在閒暇時最喜歡與他們交流的事物，我一直很好奇

其他國家的人是怎麼樣的？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的態度是非常兩極，有人認

為這種制度非常好，不會像美國窮人就看不起病的狀況，也有人認為這是

很沒有效率的辦法，凡事都遵照條文犧牲了很多臨床上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不同的保險體制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單就我們從什麼角

度出發去想，所有事情總有人支持；總有人反對，也會因風俗名情不同而

有不同適合的做法。我想這次的學習除了學到知識、開闊了眼界外，更開

闊了心胸，凡事多參考各方意見，事物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在決定事情時

應從各方角度思考來選擇最適合的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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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網路平台租到的房子，房租便宜，離 Grady 通勤時間約 20 分鐘，房子非常大又很

漂亮，有前後院、車庫，房東是非常熱情的阿姨) 

四、生活體驗 

   兩個月是我從小到現在離家最久的時間，生活上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要

打理自己的食、衣、住、行。以前活在家裡的保護傘下，從來不曾考慮過

這些問題，當自己必須在外生活時才知道平常一蹴可得的事物其實多麼得

來不易。 

   這一趟的旅行，在生活方面學到的絕對不比專業知識少，從訂機票、

找房子、保險、在地交通…等等數不盡的項目裡面，我們一項一項的克服，

一直到出發前的一刻都放不下心，總覺得還有什麼事情沒做好。當然有時

候很難盡善盡美，但我還是很驕傲地說，我們幾乎沒有出任何差錯，很感

謝許多人的幫忙，從出發前老師、同學們的建議，以及當地學姊、友人的

幫忙，讓我們一帆風順的完成這趟學習之旅。 

   在美國的日子，平日忙著實習，下班不是忙著準備回家作業、報告，

就是用電腦看電視休息。我們運氣很好的跟一位美國阿姨租了房子一起住，

非常熱情的她幾乎每晚都與我們聊天，從亞特蘭大、台灣、美食，聊到語

文、生涯、理想，幫我們在每天下班增添了不少樂趣。 

   亞特蘭大比起其他城市交通算是便利了，至少有一個十字形狀的地鐵

可以搭乘到不少景點，但是許多有名的地方像是 stone mountain、有些

outlet 或是州立公園等等就一定要開車。我們真的是三生有幸有非常熱心

的學姊，常常在周末跟我們約了開車載我們到處走走，這一份恩情我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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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記在心裡，未來如果自己有能力也要照顧台大的學弟妹們。 

   從生活中讓我體悟到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短短兩個月就需要好

多人的協助，因此即便回到了生活中，我們也不應視平常的事為理所當然，

我們是坐在前人種好的樹下，應該要時時心存感激，並互相扶持幫助他

人。 

 
(位於 Pemberton place 的可口可樂博物館，亞特蘭大市中心的觀光景點都圍繞在附近。

Pemberton 為可口可樂發明人，也是一位藥師) 

五、具體效益 

 知識：出國實習剛好排在實習的最後兩個月，也剛好幫我複習了大六

一整年實習學到的許多內容，像是在 Grady 內科 ICU 的兩周，一直用

到以前學的抗生素觀念，洗腎病人的劑量給法等等，除了反覆練習外，

也增加了不少的經驗。當然也補足一些以前沒學到的東西。像是我一

直都沒有碰到中風的病人，對於中風病人血壓控制及其他治療一直都

很不熟悉，剛好 Grady 安排了兩周在神經 ICU，讓我對這個不熟悉的

領域有了認識。 

 語言：語言是另一個最實際的收穫，從以前我就發現自己不是很敢開

口講英文，因為總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好好用英文跟人家講過話，

會不會講半天別人都聽不懂。然後為了申請這次的學海築夢，我先去

補習了一年的英文，後來在美國當地也發現溝通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困

難，甚至還得到一些美國人的稱讚，才慢慢相信自己是可以的。這對

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突破，因為之前不管再怎麼辛苦練習，沒有上過

戰場總是不相信自己會打仗，現在有了這次的經驗，感覺自己就像變

了一個人，不再害怕開口說英文，反而很樂意和外國人用英文聊天，

這是我想都沒想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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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最後就是想法觀念上的改變，美國是文化的大熔爐，我遇到過

尼泊爾人、印度人、中國人…等等，在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和接受文

化上的衝擊後，我發現自己更可以傾聽和接受不同的聲音，世界之大，

形形色色的人受著不同文化的薰陶，成長於不一樣的環境，有著不一

樣的人生歷練，每個人看事物的角度都不同，與人交流之時，應是充

分了解，而不是對他人妄下定論。這樣想法上的改變讓我覺得人生更

加美好，不再覺得有人離經叛道、不再覺得有人憤世忌俗，而是覺得

每個人都在述說著自己的故事。因此我更能傾聽、包容、學習不同聲

音，讓自己的每一天都能夠充實快樂。 

 
(一年一度的 piedmont festival 會販賣許多藝術品，也有來自各國的名俗表演，台灣也有

參與) 

六、感想與建議 

   安大略湖的面積為一萬八千平方公里，這是北美五大湖中最小的，但

卻是台灣一半的面積。當我看到這樣的數字時燃起我對於走入世界的渴望，

原來台灣這麼渺小。 

    台大藥學系，是台灣藥學教育的指標，身為這裡的學生，我們也肩負

起帶領台灣走入國際的任務。很感謝學校提供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去聽、去

學、去看，我相信這次的經驗將讓我受用無窮。但同時也要提醒自己，這

次的學習雖然是在學生涯的結束，但卻是踏入社會貢獻所學的開端，未來

的路任重道遠。 

    希望學校和政府能夠繼續提供學弟妹們同樣的機會，讓更多的同學們

有機會去體驗學習。我很喜歡學校讓我們去嘗試自己打理所有事情，有些

人會訝異為什麼沒有宿舍？沒有交通工具？沒有機票？但我覺得這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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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種學習，因為這都是人生中會遇到的課題，總有一天要學著承擔面

對，所以我覺得學校可以繼續維持目前學海築夢的方式，我覺得學習到的

非常充實多元。 

 
(亞特蘭大最著名的景點「石山」，中間的巨大石雕是紀念南北戰爭時的南方將領，

據說雕刻完成後還在其中一人的肩膀上擺了酒席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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