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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程-台北場】ICH Q3D 教育訓練-藥品元素不純物 

風險評估報告撰寫與 Q&A 
注意事項  
1.請學員於 111/11/1 課程當天報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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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課程已申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及提供品質被授權人(AP)持續教育訓練時數證書，藥

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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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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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環保愛地球政策，請參加學員自備環保杯。 
5.本課程講義內提供紙本證書，請填妥講義中簽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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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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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萱 小姐   電話(Tel)：(02)8792-8550    傳真(Fax)：(02)8792-8549 
E-mail：course@mail.tpqri.org.tw 

【報到序號】 
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1  李*輝 V 佳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  邱*怡  義成顧問有限公司 

3  曾*屏 V 聯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張*芮 V 吉富貿易有限公司 

5  甘*珍 V 瑞士商艾伯維藥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  吳*賢 V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  陳*瑾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8  許*玲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9  江*琳  嘉德藥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羅*  聯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胡*銘 V 台灣荃新股份有限公司 

12  林*萍 V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  陳*娟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陳*蓁 V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mailto:course@mail.tpqri.org.tw


2 
 

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15  楊*綸 V 宇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鄭*中 V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17  賴*玫  亞洲資喬有限公司 

18  洪*楷 V 台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9  黃*珺 V 台灣大正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  張*敏  台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1  莊*榮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22  詹*鑾  晟德藥廠 

23  劉*桂 V 東信化學藥品有限公司 

24  賴*華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 

25  劉*瑋  台灣鹽野義股份有限公司 

26  張*涵  台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7  鄭*玲 V 衛采 

28  邱*芫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9  陳*涵 V 台灣綠十字股份有限公司 

30  蔡*卿 V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31  林*懋 V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32  劉*軒 V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33  陳*宇  聯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辦公室 

34  高*玲  凱沛爾藥品有限公司 

35  張*梅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6  林*靜  台灣古爾貝特股份有限公司 

37  林*廷 V 賽基有限公司 

38  黃*照 V 發礮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陳*潔  國邑藥品 

40  黃*婷  國邑藥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吳*臻  吉富貿易有限公司 

42  阮*惇 V 台灣住友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43  龔*芬 V 懷特生技新藥(股)公司 

44  陳*安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簡*伊 V 佐藤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6  熊*安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47  陳*蓉  康百佳實業有限公司 

48  官*仙 V 瑩碩生技 

49  顏*明 V 康百佳實業有限公司 

50  陳*劭 V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1  林*函 V 長庚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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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52  林*安 V 台灣興和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53  鄭*玲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余*華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55  張*馨  必治妥 

56  李*榕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張*  商鶴藥品有限公司 

58  陳*新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59  徐*綺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60  劉*辰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61  游*麗 V 歐舒邁克有限公司 

62  芮*華 V 宇直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63  林*儀  日商久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64  蔡*穎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5  王*頤  信華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66  石*仁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黃*茹  北進國際有限公司 

68  陳*彥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69  高*晴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70  郭*農 V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工廠 

71  王*蕙  歐帕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72  徐*蓁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 

73  許*芳  賽基有限公司 

74  林*郁 V 晟德大藥廠新竹廠 

75  吳*義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76  王*元 V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7  詹*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二廠 

78  陳*靜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9  陳* V 聯銓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 

80  江*慧  台灣東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81  鄒*民  七星化學製藥 

82  李*潔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3  林*芊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蘇*弘 V 利達製藥 

85  魏*珠 V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王*慶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87  黃*珍 V 川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88  范*烜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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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89  宋*賢 V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蔡*薰  荷蘭商歐嘉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1  李*育  新歷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2  呂*彬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3  呂*心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4  羅*彤 V 丸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95  陳*惠 V 暉致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96  張*憲 V 奇光實業有限公司 

97  徐*宜 V 德膚有限公司 

98  鄭*文 V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9  李*萱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0  謝*銘  立大化成 

101  陳*芳 V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102  吳*樺 V 台灣第一三共 

103  陳*黌  荷蘭商歐嘉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4  王*斐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105  林*宜 V 和安藥業 

106  劉*蒨 V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呂*雯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8  梁*榕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9  王*凱  鼎晉生技 

110  鄭*云  歐帕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11  柯*翔 V 井田國際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12  林*萓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施*綾  再鼎台灣醫藥有限公司 

114  梁*豪  牛耳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柯*君 V 龍大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6  孟*亦 V 回春堂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17  廖*瑛 V 銓泓股份有限公司 

118  黃*雲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9  何*靜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0  楊*仁 V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121  林*凡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  林*瑛  杏林新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3  陳*秋  旭能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  郭*祺  凱捷藥品生技有限公司 

125  蔡*洵  凱捷藥品生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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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126  黃*鑫 V 杏國新藥/國防藥學 

127  尹*玲 V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周*芸  西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29  蔡*栩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0  洪*縈  台灣大正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1  李*齊  東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32  侯*明  廣得利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133  孫*慈  聯合生物製藥 

134  蕭*嘉 V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5  黃*如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喬廠) 

136  黃*真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7  郭*勳  益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8  李*宏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製藥廠 

139  謝*哲  台灣大塚製藥 

140  洪*玉  澳斯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1  王*駿  益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2  楊*雨  因華生技製藥(股)公司 

143  郭*勛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144  黃*翰  台灣邁蘭有限公司 

145  温*雨  杏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146  陳*偉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147  林*平  杏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148  袁*崑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9  李*憲  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0  陳*蓉 V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1  黃*程  台灣協和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152  賴*宗  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153  郭*貞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54  陳*維 V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5  陳*芸  個人 

156  簡*誼  福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7  王*治 V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58  王*俊 V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59  莊*清 V 聯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0  張*辰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_新豐二廠 

161  李*彥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62  黃*德 V UBI-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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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線圖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4樓) 

   
【捷運】 

 淡水北投線(紅線)：台大醫院站二號出口 

 板南線(藍線)：善導寺站二號出口 

【公車】 

 捷運善導寺站：0 南 / 15 / 22 / 202 / 212 / 212 直達車/ 220 / 232 / 232 副 / 257 / 262 / 265 / 299 / 605 / 671 

 成功中學站(濟南路林森南路口)：265 / 297 / 671 

 開南商工站(近徐州路口)：0 南 / 15 / 22 / 208 / 295 / 297 / 671 

 台大醫院站：22 / 15 / 615 / 227 / 648 / 648 綠 / 中山幹線 / 208 / 208 直達車 / 37 / 坪林-台北 / 烏來-台北 

 仁愛林森路口站（林森南路口）：295 / 297 / 15 / 22 / 671 

 仁愛林森路口站（仁愛路口）：245 / 261 / 37 / 249 / 270 / 263 / 621 / 651 /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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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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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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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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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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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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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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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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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