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110學
年度藥學院藥學系
藥學實習(C、D)

說明會



藥學實習規範

 102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藥學實習必修960小時，其中藥學實習(A,C)或
(B,D)須達320小時，醫院藥學實習須達640小
時。藥學實習(A,C)或(B,D)《學生至少實習2
個月》。

至少擇一單位，海外單位亦可納入(110年起
不列入藥學實習但有選修學分) ，合計時間為
二個月。

可重複修課，但最多4學分計入畢業學分。



藥學實習(A-D)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設計
內容包括到國內PIC/S GMP 或cGMP合格的
大藥廠及具規模的藥品公司、社區藥局、藥
事相關的政府機構或研究單位做實際實習，
得以應證所學各方面之藥學知識並早日做生
涯規劃。激發學生學習的意願，使其達成學
以致用之教學特色，並奠定藥學系學生今後
擔任藥師工作的應有學識，提供學生在未來
生涯上或執業上正確選擇。



教學技術或方法

教學技術或教學方法視各實習單位
而不同，除了一般靜態教學外，實
際實習、操作演練，市調訪查，參
與實驗、參加研討會、座談會等等。



課程達成之效果

1. 讓學生深入體認各界領域之藥師工作的內容。

2. 應證所學各方面之藥學知識，了解合格PIC/S 
GMP或cGMP大藥廠的各項作業規範。

3. 到具規模的藥品公司做實際實習，明瞭許多校
友出路；得以早日做生涯規劃，激發學生學習的
意願。

4. 奠定學生今後擔任藥師工作的應有學識，提供
學生在未來生涯上或執業上做正確選擇，達成學
以致用的成果。



110學年度藥學實習 (C,D)

實習時間:在暑假，

分兩期，每期一個月,  原則上

第一期：110年7月1日至7月31日
第二期：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

先執行藥學實習後,再選課

選課程學分在藥學系四年級上學期



選課情形

課程名稱:藥學實習(C)、藥學實習(D)
實習學分:若實習時間一個月者，選
修藥學實習(C) 2 學分；而實習時間:
兩個月者，選修藥學實習(D) 4 學分。

先執行藥學實習後,再選課

藥學系四年級上學期選修藥學實習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藥學系學生實習要點1

 一、為辦理藥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臨床藥學碩士班及博士班) (以下簡稱本
系)學生實習，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八條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實習之分發依本系與實習機構協商實習事宜，進行學生資格審查並分配實習單位 人
數，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符合本系醫院藥學實習分發實施要點，進行 分發作業
，醫院藥學實習分發如附件，107 學年度之前(包含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分發方式如附件
一，108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之分發方式如附件二，其他單位依下列原 則施行： (一) 實習學生
志願之選填由高年級優先。若上修課程者，依開課年級修課優先。若修習同門課已達畢業門
檻學分者，無論該生年級則依成績進行分發。 (二) 實習學生志願之分發，執行分發時，依該
生二年級至前一學期必修平均總成績 全班排名次順序選填實習單位。 (三) 若實習單位另有
分發或規定，則上述選填志願方法依照實習單位另訂，單位分發後則由單位通知名額給實習
主授課教師。

 三、修習藥物科學實習或社區藥學實習、藥學實習(A)(B)(C)(D)，若有以下重大違規者: (一) 
實習後但未選課。 (二) 實習分發後未執行。 (三) 實習期間修習課程(含暑修)。經本系學生實
習委員會裁定後，需於全班同學實習分發後才得進行分發。(109 學年度起醫院實習分發適用) 

 四、本系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並將實習合約及相關資料函覆實 習
機構。若學生自行接洽廠商或實習機構，應於分發作業前繳交申請表，且經本系學 生實習委
員會裁定後方可成為本系實習分發機構，學生完成分發後實習機構需完成簽 約後方可成為本
系之核准實習機構。

 五、本系完成分發作業後，備妥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藥學系學生實習要點2

 六、本系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有關實習之規定及行事曆實習；實習生請假辦法
如附件三。

 七、本校需給予實習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本系需給予學生校外實習之本校教師於訪視時
投保意外保險。

 八、為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人員、病人之健康，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機構報到前，依據
本校及該實習機構之規定做好相關預防疫苗注射並提供健檢證明資料。

 九、實習結束後，本系應彙整各實習機構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訊系
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十、本系及教師職責：

 (一) 篩選符合實習之機構。(二) 召開實習說明會，向學生介紹實習機構概況、實習內容及
相關事項。 (三) 定期訪視並督導學生實習。 (四) 輔導協調學生變故。 (五) 評估學生實習
成效。

 十一、學生職責： (一) 遵守機構之規定，並接受機構之督導。 (二) 完成學校及機構規定
之各項作業。 (三) 自行負責實習期間食宿及交通。

 十二、實習機構職責： (一) 提供校方有關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實習之資料。 (二) 依實習
狀況之需要應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三) 與學校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不適實習之
情況隨時照會學校。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藥學實習(C,D)實施情形說明 -1

 實習的同學先上網藥學實習專區下載藥學科學或社區藥
學實習課程說明須繳交的申請實習規定資料。

 實習資格為藥學系三年級學生並依規定上學生資訊系統
Q.1.66網路問卷繳交實習規定相關資料之學生。

 志願之填選及分發:
1.依照公告(只能填2家)或上網(不限制家數)儘量參與甄
選或依其二年及三年級上學期成績之總平均排名次辦理。

2.分發當日無故逾時或不到者，以自動棄權論。

 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單位之需求者
(如：家庭重大變故等突發事件)，由學生提出申請，經
藥學實習委員會審核，由系主任及院長同意後辦理。



藥學實習(C,D)實施情形說明 -2

 實習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各實習單位之規定，如有違

反規定，依規定懲處。

 實習學生於完成實習後一週內，應繳交規定的實習報

告及日後參與實習座談會

 實習成績之考核方式如下：

一、實習單位成績占百分之六十。

二、實習報告成績*占百分之四十。

*包括: 出席(說明會及發手冊、實習證和座談會等)、作業、附表、日誌及總心得



有關實習相關事宜

實習相關事宜皆在藥學實習專區公告

欲參加實習同學都須隨時注意公告及資料繳交
截止日期。

繳交資料如填寫實習學生申請表(附履歷自傳表)、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家長知情同意書)、檢
視個人保險資料、申請住宿否、實習報告：作
業、日誌、總心得、附表…等。

各單位自行選出負責聯絡人及座談會發表人或
由教師指派



實習前須上傳繳交電子檔資料

 到學生資訊系統Q.1.66網路問卷實習申請繳交申請實
習規定相關資料

 履歷自傳(500-1000字)上學生資訊系統修改填寫繳交

 家長知情同意書 (親筆簽名或蓋章後掃成電子檔上傳)
 參加性別平等教育(性平)課程及測驗成績通過證明

 檢核個人保險資料

 3月31日前交齊

資料未交齊者, 恕難辦理選填分發及選修學分事宜!!



家長知情同意書

高雄醫學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家長知情同意書

本人子弟 就讀於貴校 系 年級，茲同意自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 至民國
110 年 8  月 31  日止，接受安排前往提供實習機會之機構，進行校外實習課程。

實習期間本人子弟願配合學校有關之實習規定，並願意服從學校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指導
人員之教導，如有任何違規或任何因工作上之機會，而知悉實習機構之任何案情、秘密，
予於洩漏，致造成實習機構損失，同意自負責任與學校無涉。本人子弟願接受校規及相關
法規之處罰，本人無異議。

此致

學生姓名： 簽章：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簽章：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期間須上傳繳交資料

依規定時間繳交

實習前自我核心能力自我效能檢測表

實習前模擬國考測驗

實習期間實習單位訪視評量

實習後自我核心能力自我效能檢測表

實習後學生對實習單位之滿意度問卷

請注意公告繳交截止日期
資料未按規定繳交者, 將影響實習成績!!



修習藥物科學實習，有重大違規者:

(一) 實習後但未選課。

(二) 實習分發後未執行。

(三) 實習期間修習課程(含暑修)。

會影響下一個實習的選填…
醫院藥學實習

黑名單



實習發函單位

110學年度藥學實習發函單位

有藥品公司、製藥廠、研究單位(國家衛
生研究院(國衛院)、中央研究院(中研院)
及藥學系研究室…)、行政單位或機關
(TFDA、國健署、中央健保署…)、臨床
試驗公司(CRO)或其他(藥害救濟基金
會 )，先徵詢名額再決定分發。



國家衛生研究院或中央研究院

自己上網去看各研究員(PI)的研究，那幾個是有
興趣的再自我推薦，

他們真的很喜歡我們有醫藥背景的人

確認可以去實習後,告知要選修課程學分

請PI傳送mail發個同意函告知, 以利作業(公文
及學分) 才算分發完成

中研院各所幾乎都公開甄選確認後, 要來告知負
責實習老師那研究員(PI)的連絡資訊,才分發完成



確認函範例

 Dear 溫老師

 我向您確認OOO同學
今年暑假會到我的實驗
室進行暑期生實習與研
究工作.

 Best wishes.

 蕭OO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Dear Dr. 溫:
 高醫藥學系二年級 OOO showed his 

interests in doing summer training in 
my lab. I am happy to accept his idea. 
Would you let me know if you like me 
to do anything?

 Andrew

 岳 00 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所

 苗栗縣竹南鎮350科研路35號R0000
 TEL: 886-37-246-166 ext. 35000
 Fax: 886-37-586-000
 Email: 00000@nhri.org.tw

mailto:andrewyueh@nhri.org.tw


藥學系研究室

依據藥學系校內藥學科學實習辦法執行。

執行時間: 暑假期間，為期2個月(2學分)。
執行地點: 限高醫藥學系研究室內。

申請資格: 藥學科學組得於二年級提出申請，
於二年級課程結束後之暑假即可進入實驗室，
以藥學預研生優先。申請臨床藥學組者，需具
備臨床藥學預研生資格。

申請方式: 檢附暑期藥學系研究教授指導同意
書，統一繳交至系辦。



藥學系研究室

申請時間:每年4-6月，以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參與學生應於7月、8月暑假期間於藥學系專任
教師之指導下執行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學
生應於期限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實習日誌、
出缺席紀錄表至實習負責教師。

學分認定: 2個月2學分。

實際公告時間:?



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實習日期：110年4月30日送件完成
(我們收件至4/15截止)
第一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
第二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

藥品組:不分科實習四週
研究檢驗組：
第一科：食品化學檢驗科
第二科：食品生物檢驗科
第三科：藥品及管制藥品檢驗科
第四科：醫療器材及化粧品檢驗科
第五科：生物藥品檢驗科
第六科：摻偽及不法藥物檢驗科 (食品群組) (藥品群組)

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4066



食品藥物管理署實習名額

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4066



線上申請的實習單位
 衛生福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即日起-3/16(2/2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D01CDD1A3318F5F6&topn=CA428784F9ED78C9

 中央科學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4/1-30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4/1-30
https://sites.google.com/genomics.sinica.edu.tw/grcintern/%E9%A6%96%E9%A0%81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隨時線上申請 )
https://raton.tech/intern/

 國家衛生研究院(不限名額, 請有意者逕洽院內師資
詳談) 4/1-30
https://www.nhri.edu.tw/

 工業技術研究院
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5&SiteID=1&MmmID=103672565356441300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D01CDD1A3318F5F6&topn=CA428784F9ED78C9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https://sites.google.com/genomics.sinica.edu.tw/grcintern/%E9%A6%96%E9%A0%81
https://raton.tech/intern/
https://www.nhri.edu.tw/
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5&SiteID=1&MmmID=1036725653564413006


線上申請的實習單位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暫停

https://goo.gl/forms/W7SDOeGonuAXPxMr2

 2020嬌生集團實習計畫-未公告

https://goo.gl/AatB5g

 台灣東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3/31
http://ch.tty.com.tw/ec99/rwd1181/Category.asp?category_id=85

 晟德大藥廠人才培訓營-未公告

https://www.centerlab.com.tw/join/project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未公告
https://www.astrazeneca.com/country-sites/taiwan.html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未公告
http://www.bayer.com.tw/zh-hant/

https://goo.gl/forms/W7SDOeGonuAXPxMr2
https://goo.gl/AatB5g
http://ch.tty.com.tw/ec99/rwd1181/Category.asp?category_id=85
https://www.centerlab.com.tw/join/project


陸續整理公告實習單位



曾有提供住宿之實習單位

1.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中國化學製藥(股)公司新竹廠

3.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4.榮民製藥廠

5.國家衛生研究院

6.信東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隨時線上申請 )

不同時
間開放
不同實
習時期
實習生
報名



中央研究院

https://www.sinica.edu.tw/ch/articles/53

https://www.sinica.edu.tw/ch/articles/53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錄取名單
5月底統
一公告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
0
2
1
年
大
學
生
暑
期
培
育
計
畫

https://sites.google.com/genomics.sinica.edu.tw/grcintern/%E9%A6%96%E9%A0%81



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

https://ehrweb.104.com.tw/job.do?key=9C16C1713D15CD034807FC7BD8F8A9331CCC6602

https://ehrweb.104.com.tw/job.do?key=2A515481A1915AABD0A8E3B0C509886181EAEE34

https://ehrweb.104.com.tw/job.do?key=2A515481A1915AABD0A8E3B0C509886181EAEE34

https://ehrweb.104.com.tw/job.do?key=9C16C1713D15CD034807FC7BD8F8A9331CCC6602


額外實習
自己上網站尋找

ITSA 教育部智慧創
新跨域人才培育計畫

https://www.104.com.tw/area/intern/index.cfm

https://iacp.1111.com.tw/SchoolAdmin/HomeIndustryInternship/page?newID=11

https://iacp.1111.com.tw/

https://www.itsa.org.tw/itsa/index.php

https://www.itsa.org.tw/


104 大學生整合服務

https://www.104.com.tw/area/school/index.cfm



http://www.104.com.tw/area/freshman/event/school/kmu.htm



2020嬌生集團實習計畫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02130846414035901330



台灣拜耳



GSK





我們的作業程序

 1.想要修實習學分者, 請務必繳交申請表&同意書(3/31)
 2.先定案社區藥局的實習單位, 不得任意退選

 3.陸續整理公告實習單位,並安排及公告錄取名單

 4.實習單位公開對外徵才, 不限申請家數; 但若統一由
學校收送的實習單位, 則每人限制申請二家, 請謹慎

 4.要修藥學實習CD學分者, 請務必主動告知公告錄取
及連絡資訊並參與及繳交藥學實習相關的規範(座談會
、報告、作業、問卷調查…等等)

 5.未主動甄選的實習單位則按高年級和成績優異順序選
填, 選填時間五月底(TFDA公告錄取名單後)

 6.選填過了仍沒有選上實習單位者,可以補填社區藥局



申請不限與限制說明

不限家數:

 簡單說就是自己直接上網申請的不需要學校作業的
公開對外徵才, 不限申請家數如東洋、永信、嬌生
、晟德…但國光、健保署、TFDA…

限制申請二家:

 雖然也是公開對外徵才但他們需要由學校統一作業
送公文的, 或瑞金、美時、神隆、藥技中心、第一
三共、協和醱酵、阿斯特捷利康…需要由學校統一
作業送履歷表甄選的, 則每人限制申請二家



申請限制作業說明

 由學校統一作業送履歷表甄選的, 請向班代統
一報名收件並列出申請者清單給老師, 截止日
當天中午繳交名單和自製新履歷表繳交, 沒有
繳交自製新履歷表, 直接送實習申請表(上傳數
位平台的); 

 原則上都以繳交電子履歷表為主, 除非申請單
位有特別要求紙本, 目前健保署和TFDA要紙本
, 請兩者都交, 謝謝!                                



負責教師聯絡方式

有關實習的問題可找我們; 聯絡方式如下:
 藥學實習主負責及藥業實習:温燕霞

手機: 0916112991; 07-3121101-2165 
e-mail : m745004@kmu.edu.tw
 社區藥局:陳崇鈺

手機 0933628075; 07-3121101-2375
e-mail : jk2975525@kmu.edu.tw
 藥學系研究室:方逸萍

手機：0920770557; 07-3121101-2261
 e-mail : ypfang@kmu.edu.tw



平安快樂，
實習如意！



學生實習課程操作說明



藥學系網頁









開放填寫時間: 3/23-3/31 23:59

開放填寫時間: 3/23-6/30 23:59



500-1000字

這自傳是學生資訊系統上的, 實習單位確定後要開放給實習單位
參考用的;如果同學要應徵實習單位用的履歷表上的自傳, 請另外
以附加檔案上傳哦!



108-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

E-LEARNING 示範



108-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

E-LEARNING 示範



E-learning 我的課程底端



開始上課



進行測驗



測驗/考試



請上傳以下這個截圖至實習
申請資料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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