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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的教學中，與藥師執業相關之實習課程有醫院實習及社區藥

局實習，前者在師長長期努力、醫學中心級之附設醫院做堅石後盾、教學醫院評鑑持續三

十載之督促下，已上軌道且建立具有品質的實習制度，並為必修課程。直至民國 81 年，本

系始開授社區藥局實習課程（選修），而自 87 年起，先制訂社區藥局實習指引，以更具體

系統地導引學生實務學習，此外，領先國內藥學校，更於 97 年編訂社區藥局實習手冊。 

本系教師 99 年執行衛生署「訂定社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計劃，廣蒐國際間藥學教育

文獻、邀請國際學人來台舉辦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國際研討會、比較國內藥學院校相關課程

資料等，並邀集國內藥學教育者、基層執業藥師專家、藥學公學會代表等，共同制訂「社

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各藥學校可據以建立社區藥實習制度並編修完整的實習教材，以改

進教學品質。本系在已招收藥學六年制學生、社區藥局實習將增為必修課程的此際，為期

符合國際藥學教育潮流，豐厚本系實習教學準備與教材內容，本計劃進行了教師訪視社區

實習藥局、實習現場影像攝製與教學短片製作、邀請具醫院藥學實習指導經驗之資深藥事

專家十餘位共組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團、舉辦討論或說明會或共識會議等；此計劃之執

行成果已公開發表於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且於北、中、南區共五場社區藥局實習指導

藥師培訓研習會中播放，更實際落實應用於社區藥局概論教學中。本年度暑期之社區藥局

實習課程已然邁入第二十年，選修學生數及參與藥局家數與實習指導藥師人數是歷年之

冠，顯現本計劃之執行確實有助於具體提升教學品質，達教學改進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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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課程一向繁重，與藥師執業相關之藥學

實習，長久以來僅容安排醫院藥局實習。直至民國八十一年在系主任陳瓊雪教授之努力下，

始有社區藥局實習選修課之開授，實習達 180 小時授予兩學分，堪稱國內藥學專業實務教

育之創舉。初期每年之實習內容包括實習前上課集訓、藥局實務訓練、檢討座談會、撰寫

實習心得及報告；自八十七年起，制訂社區藥局實習指引，以更具體系統化的規劃，導引

學生實務之學習[1]。此外，本系更於九十一年起開授社區藥局概論選修課程，期學生在實

習前對社區藥局能有更為整體性之概念。 

於民國九十七年，在歷經十餘年教學經驗累積，並有感於

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及醫藥分業政策施行已逾十載，與近年衛生

行政主管機關及藥事團體之積極推展社區藥事服務，社區藥事

照護之教學實有持續深化之必要。基於此，遂於規劃九十七學

年度實習課程階段，訂定社區藥局實習教學計畫之內容，編撰

成社區藥局實習手冊初版[2]，提供參與教學的指導藥師與實

習學生在教與學雙方均參照以增進成效。     圖一、臺大社區藥局實習手冊 

              （初版，民國 97 年 4 月） 

近年國際間社區藥事執業正興起相互交流與討論熱潮，且各國專業團體或政府機構也逐

步在制定社區藥事執業規範、品質檢核指標、或建立評鑑機制等，再加上國內外推動中之

藥學專業教育深化與服務內容朝向臨床專業發展等，這些發展在在顯示出，國內藥學院校

之教學制度與內涵有革新之必須性，特別是在長期較被忽略的社區藥事執業養成教育上。

國內教育單位、衛生行政單位及藥學相關專業團體之重視新世代藥學教育體制與內涵，是

刻不容緩的要事。 

行政院衛生署著眼於國際潮流發展與提升基層藥事品質，於 98 年委託臺灣臨床藥學會

執行訂定社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研究計畫，此計畫委由本系陳瓊雪教授擔入主持人、何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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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老師任協同主持人[3]。該計畫完成國際間社區藥局實習教學規範與制度最新資料之收

集、深入比較國際間藥學專業養成教育、瞭解國際間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及實習藥局之

資格要求或認證。計畫執行期間並調查各藥學校社區藥局實習及相關課程開授現況，召開

國內各藥學院校系主任座談會議。在各藥學校對實習課程取得共識後，召集藥師公會代表、

社區藥師代表座談會，徵求多方意見，以為制定教學規範之參考。同時調查分析全國藥學

生及社區藥局藥師對實習課程的意見，併入參考。再參照美、日國家藥學院校實習相關規

範，並舉辦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國際研討會[4]，分析國內可行適用的相關資料，制定規範草

案之後，再召開由政府、教育界、藥師公會及社區藥師各方代表之學者專家會議，審查與

確認規範草案，終於完成兼具國內藥學教育界及社區執業界共識基礎，且參照國際藥學教

育規範之社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3]。 

本系累積近二十年所奠立之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基礎，在已招收藥學六年制學生的此際

（98 年秋入學，於 100 年暑期時學生得以申請進入六年制，且社區藥局實習及進階社區藥

局實習兩課程列為必修），吾等感到有深化實習教學與拓展社區教學藥局與指導藥師之迫切

性，因之，本計畫規劃藉由訂定之社區藥局實習規範（98 年），研議編修社區藥局實習手

冊及教材綱要、社區藥局實習實地影像攝製之輔助教材、配合教師訪視實習訓練、及辦理

座談會或檢討會議等，進行社區藥局實習課程檢討與改進，期能提升本校藥學教育之專業

實務訓練品質，使得新一世代的藥學學子得以接受醫院及社區藥局完整的藥學實務訓練，

達到培育出之人才蔚為國用、造福社會人群之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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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對象暨資料來源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涵括物（實習場所藥品及商品等），事（拍攝實習場所及實習過程之教學短片

等）與人（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實習學生、訪視教師）等。本計畫之資料來源有專書或衛生署計

畫報告：如臺大社區藥局實習手冊、社區藥局實習相關規範（衛生署 98 年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國內

外藥學實習教學資料[4-6]等。 

 

教師訪視社區實習藥局 

校外之實務教學安排與教學品質之齊一，是件具挑戰性工作，藥學系負責開課及其他教

師藉由訪視社區實習藥局，有助適時知悉本校學生之學習狀況，也有助於促進學校與實習

場所之互動與瞭解。 

 

實習現場影像攝製與教學短片製作 

配合大學部三年級暑期間進行之社區藥局實習，依本系社區藥局實習手冊之教材綱要，

執行社區藥局實習實地影像攝製，拍攝後經剪輯與後製及配樂，製作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影

像範例短片。 

 

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團之邀集與籌組 

本系自民國 42 年創設迄今逾一甲子，已培育可觀之兼具資深藥事執業經驗與醫院藥學

實習指導資格者，經由口碑推薦及刊登徵才啟事，邀請合適人才擔任社區藥局實習訪視專

家，成為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團之首批成員。 

 

舉辦討論或共識會議 

於計畫執行期間，分別就社區藥局實習教學短片之拍製籌備等事宜、實習現場影像攝製

與教學短片製作與修改、學生對課程之學習心得與檢討座談、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團共

識會議等，邀請相關成員召開會議討論並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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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本計畫自 99 年 6 月 15 日迄 100 年 6 月 14 日執行期間之重要事紀，茲整理圖示如下（圖

二）： 

 
 
 
 
 
 
 
 
 
 
 
 
 
 
 

圖二、本計畫執行重要事紀 

 

有關計畫執行過程中所召集之主要會議，特別是會議主旨、日期、代表成員、即重要討

論事項或決議等訊息簡要整理如表一： 

表一、「社區藥局實習課程之教學改進」計畫主要會議 

會議序 會議主旨 主要成員 會議日期 重要討論 

1 社區藥局實習教

學短片之拍製籌

備等事宜 

教師、建教合

作藥局代

表、工讀生 

99 年 7 月 6 日

12:00－14:45 
美、日社區藥局實習教學短

片播放與討論 
短片製作之綱要與內容 
實習現場影像攝製相關事宜

2 社區藥局實習現

場影像攝製與教

學短片製作 

教師、短片製

作工讀生 
99 年 8 月 17 日

12:00－14:30 
教學短片製作之初步內容修

改事宜 
角色扮演影像攝製 

3 社區藥局概論與

實習教學課程規

劃座談 

教師、助教、

修課/實習學

生 

100 年 1 月 14 日

12:20－13:50 
教師與學生代表對授課及實

習內容之意見交流與討論 

4 社區藥局實習專

家訪視團共識會

議 

系主任指派

代表、教師、

訪視專家 

100 年 5 月 17 日

12:15－14:00 
實習訪視目標及重點 
實習藥局訪視紀錄表設計 
訪視工作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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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99 年暑期學生實習期間，所拍製之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影像範例（如圖三），內

容與本系所出版社區藥局實習手冊內之教學綱要八大單元互為搭配，係臺灣藥學校首創的 

 

圖三、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影像範例 

[圖 C：謝玲玲老師訪視時，於現場實地隨機考問實習生。] 

社區藥局實習影像攝製之輔助教材，彰顯本校對教育之重視。 

完成之教學影片，可供未來對學生之教學用途，並可做為開發新實習場所與其溝通媒

介，及培育具潛力藥師成為實習指導藥師之 demo 用。事實上，配合衛生署補助本系執行「社

區藥局實習制度推廣試辦計畫」籌辦之「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訓研習會」，本社區藥局

實習教學影像範例影片，曾於 99 年秋在台北（9/25）、高雄（10/30）試播，並進而於 100

年春在台北場（4/10）、台中場（4/17）、高雄場（4/24）播放，超過 160 位（準）實習指導

藥師觀看並獲得肯定。本影片另在校內社區藥局概論課程「藥師執業實務訓練在社區藥局」

之授課（100/3/29）中，亦經由實體影像播放向大三學生說明暑期實習課程之學習內容與方

式。 

亞洲藥學會（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FAPA）第二十三屆會議（The 

23rd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s Congress，2010 FAPA Congress in Taipei 

Taiwan），於 99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aipe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舉行，是 FAPA 成立近半世紀以來第三次於台灣舉辦，為國內藥學界盛事。本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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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Ho Y-F, Lin S-W, Hsieh L-L, Ho Y-C, Liu K CS C）即以「Community pharmacy clerkship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為題做口頭報告[November 6 (Sat.)]，內容包括本教學改進研

究計畫之執行，英文摘要如附錄一。台灣藥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99 年 12 月 11 日在臺

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本系教師（何藴芳 高純琇 李水盛 陳瓊雪）另於會中報告「社

區藥局實習教學之演進  以臺大為例」，中文摘要如附錄二。 

國內藥學專業實務教學環境仍待急起直追先進

國水準，而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人才亦須廣為徵集

與培訓。在外在資源有限下，本校藥學實務教學為求

質與量之持續提昇，於陳瓊雪教授策劃與協助下，自

99 年 12 月在系友刊物登載徵才啟事（圖四）[7]，擬

擴大招募實習指導藥師，此外，更歷經數個月之醞釀

與延攬，遂於 100 年 5 月形成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

團（圖五），本年度共 14 名成員，將於學生實習期間

前往各家實習藥局訪視，原則上以實習學生為單位，

於實習之初期及中末期各進行一次訪視，於各梯次   圖四、景康藥網之社區藥局實習 

之實習，每家藥局共兩次訪視，以實地瞭解藥師的     指導藥師徵才啟事 

教導與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 

 

圖五、 社區藥局實習

專家訪視團成員（100

學年度，攝於 100 年 5

月 17 日） 

 
 

訪視專家： 前排：謝玲玲 王瑩玉 何藴芳 陳瓊雪 吳如琇 
（自左至右） 後排：姜紹青 黃彥銘 林惜燕 蕭德貞 翁菀菲 楊蕙圓 林綺珊 呂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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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藥局實習 100 學年度（於暑期先修）依例分為兩梯次（各五週；第一梯次：6 月 27

日迄 7 月 29 日，第二梯次：8 月 1 日迄 9 月 2 日）進行，開訓典禮已於 6 月 13 日（星期一）

舉行（圖六 C），選修學生達 41 名，參與之實習指導藥師 20 人，實習藥局計 19 家，是歷年

之冠。 

 

A) 98 年 6 月 29 日   B) 99 年 6 月 7 日   C) 100 年 6 月 13 日 

     

圖六、開訓典禮團體照（學年度 98  100） 

 

 



社區藥局實習課程之教學改進 
 

 

10

討論 

 

醫藥先進國家如美、日、德等國之藥學養成教育中，專業實務經驗傳承或所謂專業實務

學（實）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比重相當重，且社區藥局實習為必修（國內目前七所

藥學校全為選修[4]），而教學內容則可分成低年級之初階社區藥局實習（introductory 

pharmacy practice experiences，IPPEs）、最高年級之進階社區藥局實習（advanced pharmacy 

practice experiences，APPEs），在進階實習階段，多數之社區藥局實習比重（實習安排期程） 

 

與醫院實習相當（1：1），茲整理比較如上表[4]。以美國而言，各州之教學均遵循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ACPE）所制訂的規範，而 ACPE 在 2007 年所訂之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fessional Program in Pharmacy Leading to the 

Doctor of Pharmacy Degree 中，明言在藥學教育過程中，應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學習時間是在

藥事執業場所（pharmacy practice site）進行。 

參照美、日藥學教育標準，在專業養成訓練中，醫院實習與社區藥局實習有同等的重要

性。其中本校之醫院藥學實習教學，有居於全國翹楚之醫學院附設醫院做堅石後盾，且本

校醫院藥學實習屬必修，在本系師長及附設醫院藥劑部歷任主任與相關人員之用心下，累

積逾半世紀經驗，已上軌道且建立具有品質的實習制度；此外，另有來自於醫院外部、定

期之教學醫院評鑑（近數年更加入醫院藥學實習指導藥師學分認證要求），協助提供學生良

好學習環境之確保。反觀本校之社區藥局實習教學，本系及負責教師面對的是社區執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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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所經營，散佈於不同地理區域之基層社區藥局，在甄選教學藥局及甄選指導藥師上，完

全須由課程負責教師積極投入，更須不斷研究探討教學方針與內容，制訂教材綱要，並構

思執行方案，以確保維持教學品質，是件相當具有挑戰性之任務。 

幸而，本校雖自期「研究型大學」，然仍具體補助教學改進計畫，使得本研究得以完成

實習現場影像攝製與教學短片製作、教師訪視社區實習藥局、邀請具醫院藥學實習指導經

驗之資深藥事專家十餘位共組社區藥局實習專家訪視團、舉辦討論或說明會或共識會議等

教學改進之努力；而計劃執行成果亦已公開於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且於北、中、

南區共五場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訓研習會中播放，更實際落實應用於社區藥局概論教

學中，顯現本計劃之執行確實有助於具體提升教學品質，達教學改進之成效。放眼未來，

冀盼校內教師對教學所盡之努力，投入教育品質提昇之用心，及推動相輔相成系列教學改

進過程能更獲重視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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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臺大藥刊 2011；58：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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