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        學系學生實習適應困難之輔導轉介流程 
  

實習機構/機構窗口 
工作說明：實習指導教師發覺實習學

生無故缺席、行為失當或有不良情緒及

行為或異常人際互動模式。

實習學生 
說明：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健康問

題或適應不良。 

實習機構/單位主管 
工作說明：查證與紀錄發生事實，進行初步輔導並

以電話通報。 

臨床教育訓練部 
工作說明：實習機構依學生適應困難程度依序通知

該學系實習指導教師、班導師、系主任等。 

 學務處 
心輔組心理師邀請學生前

來諮商、出席個案討論會

議、提供相關服務資源之

諮詢。 

特殊個案討論會議 
工作說明： 

由學系召開，邀集相關人員出席討

論，例如機構代表、家長、心理師

等，並將會議紀錄會知學務處。 

學系 
1. 初級輔導：實習指導教師、班導

師、系主任接到通知後進行學生輔

導，初步排除問題。 

2. 行政支援：必要時由學系或院召開

實習委員會議討論或決議。 

3. 轉介諮商：若學生有心理困擾則視

其意願轉介該生就近接受諮商。詳

洽學務處心輔組。 
4. 重新檢視及改善實習安排及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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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相關聯絡人 

類別 職稱 聯絡人姓

名 

公務電話 

學系 日間 實習業務

負責教師
溫燕霞 (07)3121101~2165

行政人員 胡純雅 (07)3121101~2160

夜間 校安人員 07-3220809 

實習 

單位 

日間 如下表所示 

夜間    

實習單位請參照當年度實習手冊  
 

103 學年度學生實習相關聯絡人(104.1~104.5) 
 

實習 

單位 
類別 職稱  聯絡人姓名 公務電話 

臺北榮民總醫院 日間 總藥師 楊曉寧 02-28757289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 日間 藥師 黃如意 02-26482121 #2301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

服務處 日間 
臨床藥學部教

育訓練官 
總藥師 

黃志偉 
 
顏秋蘭 

02-87923311#17310 
 
02-87923311#34603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日間 藥師 吳書嫻 02-89667000#1413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 
日間 技術組長 毛乾泰 03-3281200#2710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分院 
日間 藥師 吳靜宜 03-5326151#4105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台中分院 
日間 藥師 林湧達 04-36060666-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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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日間 藥師教育專員 廖淑貞 04-7238595#4011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念醫院 
日間 藥劑技術組長 張展維 05-3621000#2152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 
日間 臨床藥師 賴輝雄 (05)2765041#5108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 日間 藥師 黃淑芬 06-2812811#53100(1
3)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

美醫院 日間 主任 陳憲煜 06-6226999#77100 

高雄榮民總醫院 日間 藥師 羅彤縈 07-3422121#6103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念醫院 日間 藥師 許育涵 07-7317123-8174, 
8408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日間 藥師組長 許郁笙 07-3121101 #7109 

阮綜合醫療社團法人阮綜

合醫院 日間 藥師 溫雅妃 07-3351121#2289 

高雄市立大同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 
日間 主任 陳啟佑 07-291-1101#8371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日間 副技術主任 洪永潤 07-6150011#2123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 
日間 藥師組長 張秀美 07-8036783#3042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 日間 藥師 吳儒芳 07-5552565# 2025 

 

103 學年度學生實習相關聯絡人(103.7~103.8) 

實習 
單位 

日間 職稱 聯絡人姓名 公務電話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

研究所 
日間 教授 蘇燦隆 02-27899045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理局(TFDA) 
日間 專員 張旅揚 02-2787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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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連鎖藥妝(諾貝爾寶貝

股份有限公司) 
日間 林文振 學術經理 07-7356888 轉 170 

人禾藥局 日間 湯金獅 藥師 07-3215681 

人尚大藥局 日間 林坤儀 店長 07-3100000 

大田藥局 日間 吳孟芳 藥師 02-24258762 

大賀藥局 日間 謝采穎 藥師 082-327678 

大樹藥局 日間 曾達鴻 經理 04-4333123 

小太陽藥局 日間 黃泰卿 藥師 06-2099858 

元春藥局 日間 吳育旺 藥師 07-3610828 

天一藥局 日間 洪章榮 藥師 04-8384875 

天康連鎖藥局 日間 廖嘉惠 總管理處經理 

02-77092800 

Smart phone: 

0919 871085 

宏宜藥局 日間 張文靜 藥師 02-28289619 

世詠藥局 日間 陳増蓮 藥師 07-3539869 

北京藥局 日間 郭虹莉 藥師 07-7676766 

台安藥局 日間 蔡玉霜 藥師 07-3981323 

弘安(文化路)藥局 日間 陳俊男 藥師 05-2838088 ext 109 

弘興藥局 日間 黃芬民 藥師 07-5612677 

正心藥局 日間 黃保瑞 藥師 
07-5880386 
0935478265 

正光藥局(中正店) 日間 嚴亮銘 藥師 04-7235068 

永安藥局 日間 吳愫慧 藥師 03-9332039 

永富藥局 日間 龔建源 藥師 04-26622339 

伍陸藥局 日間 溫財榮 藥師 07-3890676 

合康藥局 日間 何夢婷 藥師 03-5355767 ext16 

吉田藥局 高雄 日間 陳建宏 藥師 07-311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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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成藥局 日間 邱淑雅 藥師 07-6993681 

向日睽藥局 日間 施宗沛 藥師 04-23731893 

何藥局(逢甲店) 日間 游士峰 藥師 04-27088495 

利安藥局 日間 楊秀燕 藥師 07-3981323 

宏信大藥局(自由店) 日間 王昭惠 藥師 042-2222160 

杏安健保特約連鎖藥局(高

醫店) 
日間 陳淑真 藥師 07-3111606 

杏安健保特約連鎖藥局(自

由店) 
日間 陳淑真 藥師 07-3504012 

杏安健保特約連鎖藥局(瑞

隆店) 
日間 陳淑真 藥師 07-7270100 

佳和藥局 日間 吳鴻翔 藥師 02-23117103 

佳賀藥師藥局 日間 王人杰 藥師 04-22066757 

協和藥局 日間 陳春月 藥師 07-5377769 

宜和藥局 日間 鄭凱元 藥師 03-9332451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屈臣氏連鎖

藥局) 

日間 Sandy Liao廖 主任 02-27421234ext266 

恆安大藥局 日間 張家禎 藥師 04-25226700 

皇安藥局 日間 趙秀梅 經理 02-82218338-9 

埔墘藥局 日間 廖江龍 藥師 02-29646705 

晉大藥局 日間 黃大晉 藥師 06-2092580 

祐鄰藥局 日間 潘美貝 藥師 02-28281232 

健康家藥局 日間 溫凱輝 藥師 03-9371516 

啟宏藥局 日間 王啟陽 藥師 02-28825811 

景福藥局 日間 許丘宏 藥師 07-77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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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安藥局 日間 陳國斌 藥師 06-2021030 

賀康藥局 日間 趙森霖 藥師 06-2819515 

葫光藥局 日間 王國斌 藥師 02-26341000 

福海藥局 日間 謝明道 藥師 07-7511314 

劉藥局 日間 劉賜發 藥師 03-4223338 

濟安堂藥局 日間 林照雄 藥師 04-23899603 

麒霖藥局 日間 蔡伋 藥師 04-24759878 

護民藥局 日間 梁俊德 藥師 07-3630805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日間 張淑君 人力資源專員 02-55789538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間 劉惠蘭 產品副理 02-27568555 轉 260 

台灣安斯泰來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日間 謝正中 人事總務課課

長 
02-25075799 轉 220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

司 
日間 劉訓志 訓練經理 02-28722250 轉 6085

0978195628 

台灣諾和諾德藥品股份有

限公司 
日間 王筱佳 Senior HR 

Specialist 

02-23772566 轉 152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日間 
張穎嘉/陳延

俊  

產品經理/業務

經理 

0922206105/ 

0953010798 

02-26558680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台北公司) 
日間   吳佩蓉

(Para)  
管理處 人事課

0912-363352  

049-2250611 轉 115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日間 劉意如   

Candice Liu 
組織發展暨人
力資源處 

02-26525999 
轉 2195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日間 許清富 管理部主任 02-27660887 轉 856 

中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日間 徐培馨 產品主任 02-27279559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 
日間 楊曙鴻 藥師 04-23590107 轉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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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 
日間 郭乃琦 

Sandy Kuo 

人資經理 02-27554881 轉 2728

聯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二廠 
日間 黃如逸 製造部經理 03-5984151 轉 400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新豐工廠) 
日間 鄭淑珍 廠務室副管理

師 03-5599866 轉 217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日間 黃彥寧 人力資源 03-9581101 

轉 1199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

展中心 
日間 楊子瑤 助理管理師 02-66251166 轉 6510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

研究所 
日間 蘇燦隆 教授 02-27899045 

衛生福利部綜合規劃司衛

生福利部科技發展組 
日間 陳穎怡 專員 02-85906572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日間 張美雲 專員 02-81706000 ext 109 

 
103 學年度學生實習相關聯絡人(103.8~103.12) 

實習 

單位 

類

別 
職稱  聯絡人姓名 公務電話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日間 藥師組長 許郁笙 07-3121101 #7109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日間 主任 姜紹青 02-82867155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松德院區 日間 主任 楊淑瑜 092938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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