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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程-台南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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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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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峰 V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蔡*翰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  謝*綺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游*笙 V 台大氣體公司 

5  林*文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劉*華  保瑞藥業(股)公司 

7  賴*凱  保瑞藥業 

8  侯*嵐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王*淑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  黃*德  生達化學製藥 

11  李*玲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2  陳*鈴 V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  吳*毅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  李*撰  Genomics 基龍米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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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15  方*瓊  德英生物科技公司 

16  蔡*錚  德英生物科技公司 

17  周*琦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_台南二廠 

18  陳*宏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9  許*篁 V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20  陳*岑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21  張*月 V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2  謝*倫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3  黃*源 V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4  余*雄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王*虎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莊*如  信隆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張*璋  十安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28  陳*漣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農科分公司 

29  鄭*育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農科分公司 

30  黃*民  旌宇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蔡*秋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32  施*青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33  蔡*茹  漁人製藥 

34  邱*芬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楊*任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6  李*男 V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藥廠 

37  蔡*雯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38  蕭*佩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39  黃*慧  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0  楊*平 V 艾力特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1  蘇*弘 V 利達製藥 

42  白*安  十安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43  連*志  友霖生技 

44  石*㚬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45  婁*心  荷蘭商歐嘉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6  謝*紋 V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47  黃*川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48  陳*眉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49  曾*津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0  陳*忻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51  林*涵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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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姓名 藥事 公司名稱 
52  辛*娟 V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53  劉*秀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4  白*伶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5  沈*妏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6  蔡*璇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7  詹*鳳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8  吳*倩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9  林*瑤 V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  林*甄  松林藥品有限公司 

61  李*燕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陳*芳  中化製藥台南四廠 

63  陳*怡  應元製藥 

64  鄭*陽 V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許*涵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66  王*富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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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線圖-台南場 

大臺南會展中心-3 樓熱蘭遮 B 廳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號 3 樓) 

 

 

【搭乘高鐵】 
 搭乘至高鐵台南站，從 2號出口步行約 5分鐘抵達。 

 

【搭乘臺鐵】 

 搭乘台鐵抵達沙崙站，出車站步行約 5分鐘抵達。 

 

【停車資訊】 

本中心停車棟 B1、3F、4F 設有室內汽車停車格 550格，並於 3F設有電動車充電樁；戶外機車格則

有 464格。 

✦ 收費標準 

汽車：1小時 / 40元、一天最高 160元 

機車：免費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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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須知-台南場 

本次活動將配合大臺南會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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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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