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藥廠 GMP 說明會暨 

Stability Data Evaluation 主題論壇 

台南場【報到序號】 

 
注意事項 

1. 請學員於說明會 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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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設有後測問卷，完成後測問卷才算完成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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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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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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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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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華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技一廠   

2 莊*如 信隆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周*峰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4 楊*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工廠   

5 曹*榮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6 張*慧 友霖生技  

7 沈*柔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mailto:janet@mail.tpqri.org.tw


8 蔡*翰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 蔡*錚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洪*楷 台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1 卓*玲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12 洪*寬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13 柯*瑩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工廠 V 

14 陳*如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 V 

15 方*瓊 德英生物科技公司   

16 王*婷 新鈺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蔡*璇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8 游*笙 台大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V 

19 呂*洲 臺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 陳*宏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1 蔡*華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2 李*平 生泰合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蕭*佩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蔡*秋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25 施*青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26 楊*妃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李*蓁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8 辛*娟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V 

29 王*慧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張*芳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V 

31 汪*均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32 林*娥 曄拓保養品股份有限公司  

33 許*篁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V 

34 陳*岑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35 許*雯 科妍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  

36 潘*衛 科妍生技公司-生技一廠   

37 張*泓 保瑞聯邦  

38 蔡*媛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39 薛*豪 新雙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廠  

40 邱*儀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1 李*慧 新雙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廠 V 

42 何*君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3 鄭*祥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工廠 V 

44 劉*琮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45 許*甄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6 王*鈴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藥廠   

47 許*楨 艾力特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將軍廠 V 

48 葉*鴻 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49 吳*萱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50 侯*嵐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1 蘇*滿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2 楊*平 艾力特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53 粘*惠 台灣神隆   

54 李*賢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工廠 V 

55 羅*霞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56 卓*菁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7 陳*蓁 中國化學製藥台南四廠 V 

58 施*進 聯亞科技樹谷工廠 V 

59 張*月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60 鄭*文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工廠  

61 蕭*妙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62 余*亭 台灣維克法蘭斯股份有限公司  

63 黃*介 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64 鄭*達 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V 

65 趙*華 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66 賴*民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 V 

67 謝*倫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68 龔*萍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69 陳*鈴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70 楊*雯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71 潘*婷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2 沈*娜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73 鄒*燁 永信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V 

74 林*士 鴻曜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V 

75 吳*峻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76 吳*毅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77 劉*瑋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三廠）   

78 蘇*弘 利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79 孫*真 台灣維克法蘭斯股份有限公司  

80 方*濃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81 王*慧 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82 戴*瑄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83 湯*芬 新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鄭*陽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 

85 巫*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86 陳*賢 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87 羅*萍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8 陳*忻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89 蔡*吉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V 

90 張*雄 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1 林*瑤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 

92 陳*彥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農科分公司 V 

93 陳*漣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農科分公司  

94 陳*丞 遠榮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工廠  

95 林*禛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三廠 V 

96 吳*華 禮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 鄧*煌 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V 

98 邱*儀 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99 李*男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藥廠 V 

100 楊*鴻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01 王*遠 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洪*琦 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蔡*倫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V 

104 葉*任 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105 蔡*蓁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 李*栩 紳詠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 蕭*鳳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108 吳*妮 松瑞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9 吳*欣 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0 許* 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1 王*和 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2 徐*慶 聯亞科技樹谷工廠  

113 劉*璠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4 阮*婷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鄭*良 科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16 王*傑 美時化學製藥  

117 郭*菁 威力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8 李*撰 基龍米克斯  

119 葉*利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 李*甫 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21 林*珍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V 

122 趙*良 詮達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V 

123 余*君 中國醫藥大學 生醫所  

124 林*安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5 張*銘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 黃*媛 黃淑媛   

127 洪*敏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林*廷 遠東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工廠   

129 吳*真 吳芳真     

130 何*靜 無   

131 辛*富 鼎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132 洪*昌 建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 陳*菁 陳怡菁(備取名額) V 

134 謝*紋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V 

135 曾*津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36 戴*秋 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137 林*珊 林雅珊    

138 吳*琦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9 王*富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0 張*閔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41 李*燕 李美燕   

142 王*萍 台灣神隆   



 

 

 

143 林*軒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4 張*樺 永勝藥品   

145 邱*敏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V 

146 劉*琴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針劑廠   

147 嚴*暄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 周*音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49 鄭*芳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150 王*玲 霖揚生技製藥南科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