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藥廠 GMP 主題論壇 

『清潔確效』 

【線上報到序號】 
注意事項 

1. 請學員於 110/8/24 (二)當天開課前填寫完畢簽到表單 

2. 本課程已申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並提供上課證明電子檔(品質授權人持續教育學分證

明)，完成問卷才算完成本線上課程，於課後協會人員會進行藥事學分登錄/上課證明電子檔寄

送，約 20 個工作天。 

3.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公布學員全名，若以下資訊(學員姓名、藥事、公司名稱)有誤，請

與本協會工作人員聯繫以修正。 

4. 報名者務必全程參與，否則將影響報名本會日後各類課程(含免費)的錄取權益。 

5. 報名此活動之人員視同承認本注意事項之效力，如遇其它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終

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若有變動將於網站公告之。 

聯絡人：蘇柏翰 先生  電話(Tel)：(02)8792-8550  傳真(Fax)：(02)8792-8549  E-mail：victorsu@mail.tpqri.org.tw 

 

【線上報到序號】 

報名序號 姓名 公司名稱 藥事 

1  黃*慧 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  黃*媛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蕭*真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  黃*昌 三岳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5  錢*銘 三洋藥品 V 

6  歐*美君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王*萍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8  詹*明 三鶯氣體有限公司  

9  蘇*足敏 三鶯氣體有限公司 V 

10  林*珊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楊*雯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2  王*雯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  白*伶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  王*慧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  嚴*得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6  葉*如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陳*成 中北藥妝藥局 V 

18  黃*翰 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19  賴*宗 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20  楊*任 中美兄弟製藥公司  

21  吳*翰 中美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2  陳*蓁 中國化學製藥 V 

23  張*辰 中國化學製藥_新豐二廠品管課  

24  陳*芳 中國化學製藥台南一廠  

25  劉*浩 中國化學製藥台南三廠  

26  李*翰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四廠  

27  吳*娥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二廠  

28  蘇*偉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三廠 V 

29  黃*毅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V 

30  彭*翔 中裕新藥  

31  黃* 中裕新藥  

32  楊*隆 中裕新藥  

33  李*梅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34  沈*偉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35  李*修 五洲製藥  

36  黃*真 五洲製藥公司  

37  邵*茹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8  李*瑋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39  楊*光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0  楊*玫 井田國際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41  柯*達 友杏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42  李*宏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製藥廠  

43  林*慧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桃園製藥廠  

44  張*慧 友霖生技醫藥  

45  許*楨 天乾製藥有限公司 V 

46  顏*如 天乾製藥有限公司 V 

47  李*儀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陳*翔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謝*倩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  楊*妃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1  張*銘 北進國際有限公司  

52  蘇*豪 北進國際有限公司  

53  游*笙 台大氣體公司 V 

54  賴*蓉 台大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55  蔡*墉 台北氧氣公司 V 

56  陳*良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大肚廠 V 

57  曾*發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廠 V 

58  葉*廷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廠 V 

59  王*軒 台耀化學  

60  陳*宜 台耀化學  

61  鍾*家 台耀化學  

62  洪*超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V 

63  蕭*典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64  宋*萱 台灣永光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V 

65  韓*琴 台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6  陳*彥 台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農科分公司 V 

67  黃*亭 台灣東洋藥品  

68  李*怡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9  游*瑩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V 

70  黃*育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71  黃*偉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堵廠  

72  陳*瑋 台灣東洋藥品六堵廠  

73  黃*穎 台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4  陳*杏 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75  林*萍 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深坑廠) V 

76  賴*貞 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 V 

77  林*哲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_針劑廠 V 

78  陳*真 台灣神隆針劑廠  

79  古*文 台灣曼秀雷敦股份有限公司  

80  曹*媛 台灣曼秀雷敦股份有限公司 V 

81  蔡*澄 台灣優時比貿易有限公司  

82  林*瑞 台灣醣聯  

83  邱*秦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84  沈*柔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5  卓*玲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86  朱*楠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7  陳*輝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8  洪*庭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V 

89  蕭*尹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90  蔡*如 永信公司 V 

91  朱*緣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二廠)  

92  林*輝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三廠)  

93  李*玟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二廠)  

94  羅*鴻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三廠  

95  呂*雅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6  侯*嵐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限公司  

97  洪*安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8  郭*嘉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9  尹*玲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100  何*儀 禾伸堂生技新竹分公司 V 

101  林*玲 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江*祥 共信醫藥  

103  吳*發 共信醫藥科技  

104  張*崴 共信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孟*亦 回春堂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106  林*曦 安成國際藥業一廠  

107  林*翰 安成國際藥業中壢二廠  

108  鄭*燕 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一廠  

109  黃*瑜 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二廠   

110  陳*宏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核醫製藥中心 V 

111  王*璇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V 

112  張*芬 佐藤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3  廖*蓉 佐藤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14  戴*瑋 利達製藥  

115  陳*姍 利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6  林*豐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17  方*濃 辰和科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18  張*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V 

119  黃*君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V 

120  王*俊 京都念慈菴藥廠 V 

121  石*玉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122  冼*珍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123  孔*靜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烏林廠  

124  張*茹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烏林廠 V 

125  林*良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V 

126  張*芳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127  王*遠 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王*真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29  張*娟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0  陳*瑜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1  林*昭 明揚特殊氣體有限公司 V 

132  陳*妤 明揚特殊氣體有限公司 V 

133  紀*芳 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4  曾*芬 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5  林*穠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136  劉*彤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V 

137  劉*華 保瑞藥業  

138  周*宏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39  蔡*雯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0  蕭*佩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1  吳*懿 信東生技  

142  吳*榮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  周*賢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144  劉*芳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V 

145  戴*珍 信東生技觀音廠  

146  蘇*婷 信華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V 

147  許*卿 信華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V 

148  吳*蓁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9  陳*悟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0  洪*寬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51  林*呈 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2  陳*萍 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3  王*富 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4  李*輝 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55  吳*毅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6  黃*華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7  卓*芬 科進製藥  

158  鄭*良 科進製藥  

159  李*彥 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60  黃*卿 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61  許*篁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V 

162  陳*岑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163  陳*蓉 美時化學製藥 V 

164  李*欣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  

165  殷*惠 食品藥物管理署 V 

166  莊*雯 個人  

167  陳*瑾 個人  

168  吳*華 恩斯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9  李*樺 晟德大藥廠(股)公司  

170  張*惠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71  施*名 核能研究所核醫製藥中心  

172  劉*真 益邦製藥 V 

173  彭*玲 益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74  陳*政 健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75  何*漘 健亞生物科技 V 

176  紀*渝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7  方*珊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  李*宏 健維生技有限公司 V 

179  陳*介 啓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  陳*彤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181  王*鈞 國鼎生物有限公司淡水廠 V 

182  華*佩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淡水五廠  

183  張*韻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淡水五廠  V 

184  鄧*怡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185  李*宏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6  姚*達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三廠 V 

187  古*芳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三廠 V 

188  謝*君 培力國際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89  沈*瑩 培力藥品 V 

190  邱*儀 培力藥品  

191  郭*鎧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92  陳*蓉 康百佳實業有限公司  

193  劉*徽 張國周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94  莊*惠 張國周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中壢製藥廠 V 

195  蔡*宇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96  謝*哲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97  詹*鑾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98  賴*君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99  謝*瑩 凱捷藥品  

200  李*萱 凱捷藥品生技有限公司  

201  吳*諭 博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  陳*蓓 博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203  羅*文 華健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場 V 



204  王*慧 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205  黃*賢 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206  黃*喬 詠大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7  詹*茹 詠大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08  李*惠 雅祥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09  黃*婷 雅祥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10  林*雲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11  郭*農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212  陳*慧 黃氏製藥 V 

213  李*奇 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14  吳*姿 新竹捐血中心  

215  蔡*敏 新竹捐血中心 V 

216  林*華 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217  羅*霞 新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18  王*婷 新鈺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19  李*育 新歷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0  陳*玲 新歷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221  陳*燕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22  嚴*萍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23  孔*霞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224  黃*美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225  邱*伶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26  張*翔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27  簡*誼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28  林*雄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V 

229  唐*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230  陳*偉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231  張*喜 臺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  V 

232  吳*宜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233  陳*豐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  余*華 臺灣永光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235  陳*漣 臺灣汎生汎生製藥廠(屏東廠)  

236  陳*忻 臺灣汎生製藥廠(高雄廠)  

237  蔡*吉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V 

238  呂*洲 臺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39  吳*民 臺灣新吉美碩股份有限公司 V 

240  趙*寧 臺灣新吉美碩股份有限公司臺中藥廠  

241  鄭*勤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V 

242  蘇*惠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V 

243  林*廷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工廠  

244  黃*賢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工廠  

245  黃*佑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6  劉*欽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7  李*賢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工廠 V 

248  陳*丞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工廠  

249  林*鳳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工廠  

250  洪*文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工廠  

251  張*惠 廣得利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V 

252  陳*幸 廣得利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253  張*雄 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54  黃*禎 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55  方*瓊 德英生物科技公司  

256  林*淵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7  王*民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258  杜*安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V 

259  詹*傑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260  林*煠 衛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61  張*琍 衛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62  郭*璟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263  陳*儀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64  曾*盟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65  范*祖 霖揚生技  

266  陳*惠 霖揚生技  

267  王*駥 霖揚生技製藥  

268  林*珊 霖揚生技製藥  

269  梁*芬 霖揚生技製藥  

270  翁*凱 霖揚生技製藥(股)公司竹南廠  

271  鍾*威 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2  林*琴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3  張*月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74  林*如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275  陳*展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276  周*音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7  許*玲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8  蔡*翰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9  蕭*辰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80  周*湘 聯合生物製藥  

281  黃*宇 聯合生物製藥（湖口廠）  

282  吳*璋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83  劉*峯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84  劉*宜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V 



285  林*文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樹谷工廠 V 

286  徐*慶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樹谷工廠  

287  陳*羽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V 

288  鄭*祥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工廠 V 

289  王*凱 聯華氣體觀音一廠 V 

290  陳*蓁 藍海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V 

291  周*峰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92  鄭*陽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93  王*霖 醫創生物科技  

294  蕭*建 懷特生技新藥（股）公司  

295  龔*芬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296  王*惠 羅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97  李*瑜 羅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98  李*峯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99  黃*慈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  歐*昌 鑫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1  吳*姿 新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302  陳*如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廠  V 

303  吳*慶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廠   

304  林*珍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V 

305  王*峰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306  鄒*民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07  陳*靜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08     

309     

310     

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