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藥廠 GMP主題論壇 

『非無菌藥品微生物試驗』 

台北場【報到序號】 
 

注意事項 

1. 請學員於研習營 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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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 蔡*忠 生元製藥 V 

3 吳*穎 國邑藥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鄭*玲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5 馬*嫻 國邑藥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翁*見 竟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7 鄭*燕 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林*曦 安成國際製藥中壢一廠  

9 林*儀 日商久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mailto:janet@mail.tpqri.org.tw


10 王*華 益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 洪*楷 台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2 洪*美 潤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13 戴*辰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 廖*瑛 銓泓股份有限公司 V 

15 莊*汝 晟德大藥廠  

16 陳*靜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7 范*寧 晟德大藥廠  

18 鄒*民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9 魏*珠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20 蕭*辰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李*緯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豐工廠  

22 黃*真 五洲製藥(股)公司  

23 張*旻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4 王*婷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胡*婷 張國周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6 邱*伶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 蕭*杉 人人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8 卓*芬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鄭*良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孫*真 醫藥品查驗中心 V 

31 董*菁 榮民製藥  

32 林*珍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33 林*宜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陳*如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簡*誼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6 黃*緯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37 周*渟 美德飛  

38 王*璇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V 

39 林*煠 衛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0 陳*汝 伊甸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V 

41 何*靜 佳和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邱*蓮 京都念慈菴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43 林*鈴 西德有機股份有限公司  

44 廖*誠 立大化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黃*歡 個人 V 

46 鄧*怡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47 徐*綺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48 張*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V 

49 舒*卉 倍加貿易有限公司 V 

50 廖*堂 個人  

51 紀*芳 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2 李*蓁 懷特生技新藥(股)公司  

53 曾*芬 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4 張*崴 共信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張*萍 春秋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56 李*輝 佳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V 

57 潘*婷 大法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8 許*安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59 曾*益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  

60 謝*揚 盈盈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廠 V 

61 林*瑛 杏林新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2 盧*慈 台灣立馬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63 呂*宗 杏林新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64 邱*珊 盈盈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5 吳*宏 士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66 林*玲 旭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7 林*怡 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8 符*瑋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二廠  

69 許**玲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0 賴*宗 中生生技製藥公司淡水廠  

71 吳*婷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2 陳*嘉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3 蔡*娟 光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74 林*珊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  

75 賴*淑 光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6 簡*伶 和理股份有限公司 V 

77 林*珍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V 

78 康*泰 鈺倉股份有限公司 V 

79 陳*如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 V 

80 田*華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1 李*晴 永鴻國際生技  

82 周*成 先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洪*貞 士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彭*怡 先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簡*薇 澳斯麗國際股份有公司 淡水廠 V 

86 葉*微 澳斯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淡水廠 V 

87 柯*君 龍大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88 蘇*貞 台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V 

89 蘇*惠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V 

90 鄭*勤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V 



91 龔*芬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92 游*華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郭*農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94 張*臻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李*興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96 黃*偉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堵廠  

97 唐*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98 陳*偉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99 蔡*墉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 V 

100 張*喜 臺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 V 

101 施*娟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V 

102 黃*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103 劉*欽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工廠  

104 林*雲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史*文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 葉*秋 個人  

107 吳*萱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8 蔡*璇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V 

109 蘇*豪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 謝*哲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11 田*維 太景生物科技公司  

112 吳*修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V 

113 劉*嶔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李*昌 馨馨藥局 V 

115 李*玟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6 林*雄 個人 V 

117 劉*慈 立大化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8 陳*慧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 張*蓉 益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20 王*遠 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 石*榮 建如藥局 V 

122 薛*富 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州廠  

123 王*嘉 台灣鹽野義製藥 V 

124 黃*瑜 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二廠  

125 李*樺 晟德大藥廠(股)公司 新竹廠  

126 王*慶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7 張*辰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8 黃*婷 中國化學製藥新豐廠  

129 黃*香 中國化學製藥  

 

  



會場交通資訊 

北區 

會場：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F 401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電話： (02) 7724-0109 

官方網站：http://www.nthcc.com.tw/ 

 

【捷運】(相對位置，可參考下圖) 

➢ 淡水信義線(紅線)：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直走常德街，穿越中山南路後往左側直走後再右轉徐州路，步

行大約 6 分鐘即可抵達 

➢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 2 號出口，沿林森南路往南走經青島東路、濟南路，遇徐州路右轉，步行約 7-10

分鐘內即可抵達 

【公車到達路線】 

 

➢ A.台大醫院站：22 / 15 / 615 / 227 / 648 / 648 綠 / 中山幹線 / 208 / 208 直達車，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 B.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0 南 / 15 / 22 / 208 / 295 / 297 / 671，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 C.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295 / 297 / 15 / 22 / 671，步行約 3 分鐘即可抵達 

➢ D.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37 / 249 / 270 / 263 / 621 / 651 / 630，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00%E5%8F%B0%E7%81%A3%E5%8F%B0%E5%8C%97%E5%B8%82%E4%B8%AD%E6%AD%A3%E5%8D%80%E5%BE%90%E5%B7%9E%E8%B7%AF2%E8%99%9F/@25.0409798,121.5185798,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42a976bb9d46f1:0x200abe038918727e!8m2!3d25.0409798!4d121.5207685?hl=zh-TW
http://www.nthcc.com.tw/


防疫須知－北區 

本次活動將配合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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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