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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檔    號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函 

地  址：300 新竹市北大路 95 號 2 樓 

承辦人：張郁婕 

電  話：(03)5336333#210 

傳  真：(03)5338717 

 

受文者：國立臺灣大學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 

發文日期：  2017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全認實字第 20170189 號 

附件： 報名資訊與活動議程 

 

主旨： 敬邀  貴單位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實驗室主管或資深工作人員參與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師資培訓課程，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有鑑於 201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策

略及行動架構 2012-2016」及 2014 年國際推動「全球衛生安全綱

領」(GHSA)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行動方案，將實驗室導入生物

風險管理系統列為重點課題。故疾病管制署已持續推動推動國內

微生物及生物醫學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二、 本會於 2017 年承接該署之「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

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將培訓國內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師資群，作為未來協助實驗室導入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之種子講師。 

    

 三、 旨揭師資培訓課程需全程參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

練」、「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及「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

理審查 workshop」，共計三場訓練活動。本訓練活動完全免費，

因名額有限，詳細資訊請參閱附件。 

   

 四、 本案聯絡人：張郁婕，電話：(03)5336333 ext.210 ; 

  傳真：(03)535-8662，E-mail：irenechang@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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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衛

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苗栗縣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連江縣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

局檢驗科、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臺東縣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七星化學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人人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洋藥品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裕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化

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環股份有限公司、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內外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天乾製藥有限公司、天穗製藥有限公司、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仙鹿製藥有限

公司、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廠)、台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台灣今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田邊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

廠、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製劑研發中心、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順安生物科技製藥有限公司、台灣漢藥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尼斯可股份有限公司、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正長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永昇圃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信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發化學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生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立

安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光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光

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基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汎球藥理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百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艾默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佐藤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宏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辰和科技藥業股

份有限公司、亞東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昕穎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東陽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金車股份有限公司、金牌一條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瑞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信宏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信逢股份有限公司、信隆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亞畜牧股份有限公司、宣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拜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施懷哲維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昭元化成股份有限公司、柏登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炳翰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盈盈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看見基因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香港商南德產品驗證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香港商匯力檢驗服務有限公司、展宇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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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晟德大藥廠股

份有限公司、益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財團法人醫藥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健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喬信元醫

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科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國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嘉製

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捷生國

際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深浦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龍潭廠、竟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市廠)、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里港分廠、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凱邁化學

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博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博謙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喜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喬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園區分公司、港香蘭應

用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港香蘭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華肝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華健醫藥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華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華達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華興化

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雅祥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雲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新店

廠)、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愛生製藥廠有限公司、新

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腦得生製藥有限公司、萬國

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葛拉美美容品有限公司、達特普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鼎唐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漢聖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元化

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精華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精準環

境股份有限公司、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派頓化學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領先奈米製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廣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德久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德必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

和製藥廠、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歐帕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潤雅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瑩芳有限公司、輝瑞生技(股)公司新竹廠、澳斯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興

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諾貝爾生物有限公司、霖揚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龍杏

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優之堡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優生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聯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安衛股份有限公司、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醫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瀚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寶血

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島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葉

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亞東技術學院、東吳大學、長庚大學、長榮

大學、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

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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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

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防醫學院、慈濟大學、義守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銘傳大學、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

研究所、靜宜大學 

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師資培訓活動須知 

1. 須全程參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實驗室生物

風險管理研討會」及「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共

計三場訓練活動，才算完成師資培訓。 

2. 請於收文後同時報名「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以保障名額。 

3. 第三場訓練活動-「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尚未開

放報名，預計於開放報名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已報名第一場及

第二場訓練活動者。 

4. 報名後缺席者，將自動取消下一場訓練活動之參加資格，若有特

殊原因請務必來信或來電告知。 



附件一 

 活動名稱：(A)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 

 日期、時間及地點: 

 北區：2017 年 03 月 23 日時間(9:30~17:30)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001室(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中區：2017 年 03 月 31 日時間(9:30~17:30)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301-302 室(地址：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南區：2017 年 04 月 06 日時間(9:30~17:3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303A 室(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活動目的：協助生物安全實驗室人員或機構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等，建立品

質管理系統與生物安全基本概念，並瞭解有關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

(CWA15793:2011)內容、要求及生物風險管理系統觀，配合生物風險評鑑技術

與生物風險管理的方法介紹，學習實驗室生物風險的評鑑及管理。同時，課

程中會透過去年參與計畫實驗室分享管理與運作經驗，及如何建構完整的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課程主題：生物安全法規介紹、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機構生物安

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

變實務分享及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分享。 

 建議出席人員:本活動建議出席的學員為國內醫院、研究機構及生物技術相關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LS-2)以上實驗室所屬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實驗室人

員、及實驗室主管等。 

 預定議程與主題: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9:00-9:30 報到 

9:30-9:40 開場說明 

9:40-10:40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法規介紹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40-11:00 茶敘休息 

11:00-12:00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

義基督教醫院檢驗醫學

科/賴美珠 主任(北區);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

醫院/游雅言主任(中區

及南區)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規範介紹(二)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

義基督教醫院檢驗醫學

科/賴美珠 主任(北區);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彰化

醫院/游雅言主任(中區

及南區) 

14:00-15:00 
機構生物安全會任務執行及協助導入實

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高雄榮民總醫院/黃采菽 

15:00-15:20 茶敘休息 

15:20-16:20 

生物安全實驗室緊急應變介紹與實務分

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陳范倫 經理(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感染科/何

承懋醫師(中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

院/環保管理師 陳吳銓 

(南區) 

16:20-16:30 休息 

16:30-17:30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經驗分享  2家實驗室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 報名方式：煩請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網站/研討會 說明會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goo.gl/aDWJvy  
※配合活動場地限制，原則以每實驗室限2位人員參與，額滿為止。 
※若您要參與的地區場次已額滿，請選擇其他地區場次參加。 

2. 活動場次及報名日期： 

 北區場次(2017 年 03 月 23 日)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報名活動時間(2017 年 03 月 09 日受理報名至 2017 年 03 月 20 日截止) 

 中區場次(2017 年 03 月 31 日)； 

報名活動時間(2017 年 03 月 09 日受理報名至 2016 年 03 月 27 日截止) 

 南區場次(2016 年 04 月 06 日)； 

報名活動時間(2016 年 03 月 09 日受理報名至 2016 年 03 月 31 日截止) 

3. 本活動提供午餐，如有素食者請於活動報名時事先告知。 

4. 報名事項聯絡：張郁婕 小姐；電話: (03) 5336333 ext. 210 

                              Email: irenechang@taftw.org.tw 

mailto:irenechang@taftw.org.tw


5. 活動交通費用(到會場費用與場地停車費)，請與會者自行支付。 

6. 活動當日如有遇到颱風，將依照人事行政局發布之公告辦理；活動無法辦理

或延期將於會員專區之公告欄公佈，將不會個別行通知，請與會者留意公告

欄相關資訊。 

7. 本會保有修改議題時程內容與延期舉辦的權利。 

附件二 

 活動名稱(B)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會 

 日期、時間及地點： 

 北區：2017 年 03 月 24 日(9:30~17:40)，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2 會議室(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南區：2017 年 04 月 07 日(9:30~17:4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605 室(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活動目的：為協助生物安全實驗室人員以生物風險管理規範(CWA 15793:2011)

為基準架構，建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先讓學員建立管理系統與生物

生險管理系統的觀念，進而學習生物風險評鑑技術及管理系統之系統管理和

其建立步驟和方法。另外，透過先前參與計畫之實驗室訪視常見建議改善事

項，預先瞭解建立此系統之注意事項。 

 課程主題：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險

評鑑技術指引介紹、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法論及現場訪視常見建議

改善事項探討。 

 建議出席人員：參加人員以實驗室之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或實驗室執行人員

為主。參加者必須先完成「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課程。 

 預計議程與主題: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9:00-9:30 報到 

9:30-10:30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

險評鑑技術指引介紹(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

學部/感染科/何承懋醫師 

10:30-11:00 茶敘休息 

11:00-12:00 
實驗室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風

險評鑑技術指引介紹(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

學部/感染科/何承懋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管理系統與生物風險管理系統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4:00-14:10 休息 

14:10-15:10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

法論(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5:10-15:30 茶敘休息 

15:30-16:30 
生物風險評鑑與風險管理之方

法論(二)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高智雄 特助/主任 

16:30-16:40 休息 

16:40-17:40 
現場訪視常見建議改善事項探

討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江東容主任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 報名方式：煩請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網站/研討會 說明會報

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aDWJvy  

※ 配合活動場地限制，原則以每實驗室限 2 位人員參與，額滿為止。 

※ 若您要參與的地區場次已額滿，請選擇其他地區場次參加。 

2. 預計報名日期： 

 北區場次：2017 年 03 月 24 日； 

報名活動時間(2017 年 03 月 09 日受理報名至 2017 年 03 月 20 日截止) 

 南區場次：2017 年 04 月 7 日； 

報名活動時間(2016 年 03 月 09 日受理報名至 2016 年 03 月 31 日截止) 

3. 本活動提供午餐，如有素食者請於活動報名時事先告知。 

4. 報名事項聯絡：張郁婕 小姐；電話: (03) 5336333 ext. 210 

                              Email: irenechang@taftw.org.tw 

5. 活動交通費用(到會場費用與場地停車費)請與會者自行支付。 

6. 活動當日如有遇到颱風，將依照人事行政局發布之公告辦理；活動無法辦理

或延期將於會員專區之公告欄公佈，將不會個別行通知，請與會者留意公告

欄相關資訊。 

7. 本會保有修改議題時程內容與延期舉辦之權利。

mailto:irenechang@taftw.org.tw


附件三 

 活動名稱(D)實驗室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workshop 

 活動日期與時間：  

 北區：2017 年 05 月 04 日(9:00~17:00)， 

***暫定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南區：2017 年 05 月 24 日(9:00~17:00)， 

***暫定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室(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活動目的：為協助實驗室人員瞭解如何執行內部稽核與導入有效的矯正措施

及管理審查機制，課程內容包括稽核指導綱要 ISO 19011：2002 架構、稽核內

容重點、稽核原則、稽核計畫管理、稽核活動及稽核員能力與評估。並參考

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CWA 15793)標準，導入實務案例演練，以使生物安

全實驗室人員建立內部稽核計畫，執行內部稽核，並成為優質稽核人員。 

 課程主題：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原則與稽核方案概述與管理系統稽

核實施流程、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演練包括(風險管理系統稽核計畫、風

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查檢表設計、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蒐集與查證資訊

技巧、現場稽核案例演練、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矯正措施案例(生物風

險管理審查)、稽核員之適任性與評估。 

 建議出席人員:以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或實驗室執行人員為主。原則是以已

經完成(A)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知能教育訓練及(B)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研討

會課程者尤佳。 

 議程與主題: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30~09:10 報到 

09:10~10:10 
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原

則與稽核方案概述 

TAF/葉薇芬經理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ISO19011:2011 管理系統稽核實

施流程 

TAF/葉薇芬經理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管理系統稽核實施流程演練 

案例一: 風險管理系統稽核計畫 

案例二:風險管理系統文件審查 

TAF/周坤良經理 

 



13:50~14:40 

案例三:查檢表設計 

案例四:稽核起始會議之演練 

蒐集與查證資訊技巧 

TAF/周坤良經理 

14:40~15:00 休息 

15:00-16:30 

案例五:現場稽核案例演練 

案例六:模擬召開稽核總結會議 

案例七:矯正措施案例 

TAF/周坤良經理 
 

16:30-17:00 
生物風險管理審查 

稽核員之適任性與評估 

TAF/周坤良經理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 報名方式：煩請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網站/研討會 說明會報

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aDWJvy  

※配合活動場地之限制，原則以每實驗室限 2 位人員參與，額滿為止。 

※若您要參與的地區場次已額滿，請選擇其他地區場次參加。 
2. 報名日期：活動報名預計於 3 月底公佈。 
3. 本活動提供午餐，如有素食者請於活動報名時事先告知。 
4. 報名事項聯絡: 張郁婕 小姐；電話: (03) 5336333 ext. 210 

Email: irenechang@taftw.org.tw 
5. 活動交通費用(到會場費用與場地停車費)請與會者自行支付。 
6. 活動當日如有遇到颱風，將依照人事行政局發布之公告辦理；活動無法辦理

或延期將於會員專區之公告欄公佈，將不會個別行通知，請與會者留意公告

欄相關資訊。 
7. 本會保有修改議題時程內容與延期舉辦之權利。 

mailto:irenechang@ta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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