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藥廠 GMP主題論壇 

『非無菌藥品微生物試驗』 

台中場【報到序號】 
 

注意事項 

1. 請學員於研習營 111/5/10 當天上午報到時，憑『報到序號』簽到並領取上課資料；請務必確認

已領取該次上課講義，課後恕不補發；當天午餐請自理！ 

2. 本課程設有成效問卷，完成成效問卷才算完成上課！此問卷僅作為認知率分析使用。 

3. 本課程已申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故請務必於線上報名表中填寫「身分證字號」，學員本人

須全程參與，且於課後當場親自繳回意見調查表，始承認完成此次課程並予以登錄積分。(課後協會

人員會將其學分登錄約需 20 個工作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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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政策，請參加學員自備環保杯；本課程講義內提供紙本證書，請填妥意見調查

表，於課程結束後繳回並找協會人員蓋上課證明章，謝謝。 

6. 報名者務必出席，否則將影響報名本會日後各類課程(含免費)的錄取權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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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庭 小姐   電話(Tel)：(02)8792-8550    傳真(Fax)：(02)8792-8549 

E-mail：janet@mail.tpqri.org.tw 

 

【報到序號】 

報名序號 姓名 公司名稱 藥事 

1 陳*羽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V 

2 陳*政 新歷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巫*玫 新歷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黃*慧 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 黃*華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二廠)  

6 侯*明 廣得利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7 簡*融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周*湘 聯合生物製藥(股)公司  

9 蕭*欣 台康生技  

mailto:janet@mail.tpqri.org.tw


10 陳*鈴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1 羅*鴻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三廠  

12 耿*蓮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王*駥 霖揚生技 竹南廠  

14 劉*真 益邦製藥  

15 林*珊 個人  

16 莊*如 信隆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張*泓 保瑞聯邦  

18 蔡*如 永信藥品公司 V 

19 陳*如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 林*薇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1 黃*介 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2 謝*伶 宏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卓*儀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4 王*芬 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5 黃*閔 衛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26 林*婉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 張*豪 美商輝瑞健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新竹廠  

28 施*青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29 許*篁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V 

30 陳*岑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31 劉*蒨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吳*霖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3 黃*原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34 蕭*佩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35 劉*華 保瑞藥業(股)公司  

36 陳*良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大肚廠 V 



37 林*均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大肚廠  

38 柯*佑 美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9 陳*君 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0 許*姍 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41 許*緻 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42 李*玲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3 陳*秀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V 

44 何*漘 健亞生物科技 V 

45 鄧*鈞 個人 V 

46 洪*謙 依必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47 黃*媛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邱*儀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蕭*味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 林*福 臺灣新吉美碩股份有限公司臺中藥廠 V 

51 陳*萍 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2 姚*達 個人 V 

53 古*芳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三廠 V 

54 王*棋 衛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5 王*惠 羅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56 史*民 臺灣新吉美碩份有限公司臺中藥廠 V 

57 何*璋 台中市大甲區工十路 2號 V 

58 江*叡 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9 陳*蘭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60 祁*紅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蔡*靜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2 洪*寬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63 李*梅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64 陳*志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65 賴*玲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6 林*進 輝瑞生技  

67 張*愷 個人  

68 白*伶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9 周*廷 個人  

70 蔡*珍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1 邱*敏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2 陳*展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73 周*音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4 劉*宇 國信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75 賴*方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6 郭*翔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7 趙*良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V 

78 賴*英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 V 

79 林*玲 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80 張*威 個人  

81 楊*妃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張*中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3 蘇*和 依必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4 楊*雯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85 林*珊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6 方*瓊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蔡*錚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余*君 個人  

89 呂*雅 個人 V 

90 黃* 中裕新藥 V 



91 蔡*倩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92 陳*蓁 藍海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93 魏*瑩 健康化學製藥  

94 薛*儒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5 陳*亘 利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6 李*葦 利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7 潘*真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8 羅*芬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9 李*琴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李*燕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1 張*月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02 謝*倫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3 林*慧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4 曾*田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5 黃*婷 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6 陳*筠 井田國際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07 葉*劭 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8 李*奇 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9 曹*琴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王*富 台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V 

111 盧*婷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112 賴*詩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3 詹*晨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4 阮*文 大豐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115 鄭*寰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16 徐*翎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 蔡*宜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V 



  118 林*翔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119 何*賓 生發化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 謝*卿 生發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21 莊*賢 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2 張*聚 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3 陳*蓁 華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24 邵*茹 凱捷藥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 陳* 聯銓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 V 

126 莊*馨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 許*珊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一廠  

128 汪*玉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9 林*毅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工廠  

130 黃*瑀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1 馮*鈴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二廠  

132 古*娥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133 唐*婷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四廠  

134 何*樺 藥華醫藥  

135 陳*裕 藥華醫藥  

136 馮*潔 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州廠 V 

137 劉*凡 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州廠  

138 陳*翔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 鄭*辰 衛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0 鄭*秀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1 賴*萱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V 

142 張*評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43 羅*貝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4 楊*毓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廠)  



會場交通資訊 

中區 

會場：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F 瓦特廳+希羅廳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3 樓 (台鐵新烏日車站) 

電話：(04) 2338-3377 

官方網站：https://www.meeting.com.tw/xinwuri/index.php 

 

➢ 台鐵新烏日站：直走約30秒抵達 

➢ 台中高鐵站：請往出口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廳，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 高鐵台中站 (台中市區公車)： 

3、26、33、39、70、82、93、99、101、102、133、151、153、153區、155、 

155副、156、158、160、161、617、800、1657、A1、56、74、281副、655 

➢ 高鐵台中站 (旅遊景點接駁線)： 

6188、6188A、6268B、6333B、6670、6670A、6670B、6670C、6670D、6670E、 

6670F、6670G、6737、6738、6882、6882A、6883、6883A、6933、6933A、6936 

➢ 開車 台74線 (中彰快速道路) 

台74線的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 (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 台鐵新烏日車站 室內停車場：(電梯直達會議中心) 

汽車每小時20元，高鐵東一路右轉入迴轉道左側即為汽車停車入口處，請參考地圖P1處 

機車每日20元，機車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 (實際收費依停車場公告為主) 

➢ 日出停車場： 

汽車每日80-100元；機車平日每日15元，假日每日20元 (實際收費依停車場公告為主) 

步行至台鐵新烏日車站 (搭乘電梯或手扶梯至會議中心)，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請參考地圖 P2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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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須知－中區 

本次活動將配合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以下簡稱活動場地）之疫情防

治計畫，包含進入建築物之動線、配戴口罩、體溫量測、手部消毒等措施，

詳細說明如下。 

 
1. 進入活動場地建築物請務必配戴口罩，並請學員注意，本次活動需全程配

戴口罩，以降低新冠肺炎傳染風險。 

2. 進入活動場地建築物請依照現場規劃之動線，配合現場管制人員指示進

入。 

3. 進入活動場地後之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將於活動會場處由本會執行，請

直接前往本次活動會場即可。 

4. 簽到時請配合本會量測體溫及記錄，並自行使用消毒用品進行手部消毒；

若體溫過高則不得進入會場參加本次活動，並配合現場人員之指示。 

5. 本次活動已租借較大場地，會場座位已安排適當距離，與會人員入座時如

有疑問請洽工作人員。  

6. 課程間休息期間亦請務必配戴口罩，並請與會人員保持社交距離。 

7. 若於活動期間多次進出活動場地，於每次進入活動場地時，煩請再次配合

實施上述疫情防治措施。 

8. 參與活動前若有身體不適，或有發燒、呼吸道症狀等任何疑似新冠肺炎症

狀者，請勿執意參與本活動並盡速就醫。 

9. 已錄取但不克參加者可於活動前與本會聯繫，本會將協助相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