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藥學人才符合社會需求

日期 / 2018年1月13.14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主辦單位：　　台灣藥學會

承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成大醫院藥劑部

協辦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

　　　　　　　台灣年輕藥師協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台灣藥學會一○六年會‧成大醫院三十周年

大會秘書處
一欣國際有限公司　柯宜均小姐

電話: +886-2-2910-1782

傳真: +886-2-2916-1642

E-mail: ireneko@ethinkpco.com.tw

贊助企劃書



 

 

一. 關於會議 
大會緣起 

「第一屆臺灣藥學聯合學術研討會」起源於台灣藥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藥學會年會為藥

學界一年一度之盛事，過去多年來由各大專院校藥學系輪流舉辦，成大藥學系及成大醫院藥劑部

非常榮幸能承接 106 年度台灣藥學會年會，並擴大辦理為「第一屆臺灣藥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為聯合全國藥學人士共同研究藥學學術，推進藥學事業，並與國際藥學團體合作聯繫，特邀請國

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台灣年輕藥師協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等藥學專業團體，共同舉辦本次研討會，促進藥學團體間的交流合作。

本次主題「培育藥學人才符合社會需求」，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學術演講，新增主題開放論文投

稿，亦提供廠商辦理徵才活動，讓藥學生或研究生能夠更加認識各類職場需求，了解多元發展領

域與就業機會。 

 

大會主題 

藥物科學 

藥劑學、藥物分析、藥物化學、藥理學、中藥、生藥學暨天然藥物化學。 

藥物開發 

生技新藥、工業藥學、藥品行銷、藥物研發與產業發展。 

教育及藥事法規 

藥事法規及行政、藥學教育、社會藥學、藥物法規科學。 

臨藥與流病 

臨床藥學、藥物流行病學、藥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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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學、藥物分析、藥物化學、藥理學、中藥、生藥學暨天然藥物化學。 

藥物開發 

生技新藥、工業藥學、藥品行銷、藥物研發與產業發展。 

教育及藥事法規 

藥事法規及行政、藥學教育、社會藥學、藥物法規科學。 

臨藥與流病 

臨床藥學、藥物流行病學、藥物經濟學。

 

 

會議資訊 

日期 
2018年 01月 13日(六)- 01月 14日(日)  

會議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704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號) 

預估與會人數 

約 600人 

預估與會人員性質 

全國各大專院校藥學院系所師生、藥師、產業界研究人員、醫藥品主管機關 

主辦單位 

台灣藥學會  

承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成大醫院藥劑部 

協辦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台灣年輕藥師協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第一屆臺灣藥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時間 2018/01/13 議程 

08:30-09:20 報到及註冊 

09:20-09:40 貴賓致詞、開幕致詞 

            科技部  蘇芳慶  政務次長 

          台灣藥學會  李志恒  理事長 

          成大醫學院  張俊彥  院長 

          成大藥學系  高雅慧  系主任 

 特別演講 演講者 

09:40-10:30 

(50min) 
從醫療與生技製藥的發展 

看藥學人才的需求 

張鴻仁 理事長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10:30-10:40 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會   頒獎 

10:40-11:10 大合照&茶敘 

11:10-12:00 會員大會 

12:00-13:30 

(90min) 
台灣藥學會理監事會議 

餐敘 (壁報討論) 

13:30-15:10 

(100min) 
學術分組活動 邀請演講 

藥物科學組 

 

Kenichi Akaji, Ph.D. 

Vice President,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Chemistry 

  Kyoto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kira Yamamoto, Ph.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iopharmaceutics 

  Kyoto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藥物開發組 

 

王憲政 總經理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簡督憲 董事長 

  醫睿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及藥事法規組 

 

王兆儀 組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組 

張瑞麟 理事長 

  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 

臨藥與流病組 

 

William H. Herman, M. D., M. P. 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lice Tseng, Pharm. D., FCSHP, AAHIVP 

Leslie Dan Faculty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15:10-15:30 茶敘 

15:30-17:30 

(120min) 

(6 或 8 人) 

學術分組活動 口頭報告 

藥物科學組 口頭報告 

藥物開發組 口頭報告 



教育及藥事法規組 口頭報告 

臨藥與流病組 口頭報告 

17:30-19:30 晚宴 

 
時間 2018/01/14 議程 

08:30-09:10 報到及註冊 

09:10-10:00 

(50min) 
愛滋病藥物治療工作坊 

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座活動 

成大臨藥所校友會活動 

10:00-10:50 

(50min) 
愛滋病藥物治療工作坊 

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活動 

成大臨藥所校友會活動 

10:50-11:10 茶敘 

11:10-12:00 

(50min) 
愛滋病藥物治療工作坊 

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活動 

成大臨藥所校友會活動 

12:00-13:30 餐敘 

13:30-15:30 

(120min)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丞華副署長特別演講 –  

全民健保藥品給付政策與策略 

吳天賞特聘教授特別演講 –  

中醫藥研究之新思維與新藥研究策略 

15:30-16:00 閉幕典禮 

頒獎 

 

 

 

 

*主辦單位保留⼀切變更講者及議程之權利 



二、贊助辦法及項目*主辦單位保留實際狀況協調贊助項目及內容之權利 
1. 單項贊助項目

項次 內容 名額 費用 
1. 印刷品贊助
大會手冊 

1-1 封底 (全彩) 1 NT$ 80,000 

1-2 封面裡 (全彩) 1 NT$ 60,000 

1-3 封底裡 (全彩) 1 NT$40,000 

1-4 內頁 (全彩) 6 NT$ 12,000/頁 

其它印刷品 

1-5 大會資料袋贊助 (製作 500個) 1 NT$100,000 

1-6 
識別證掛繩 (單色 Logo, 1.5cm*1.5cm大小) 

(印刷費另計) 

1 
NT$40,000 

2. 展覽攤位
2-1 每單位 3米*2米/攤位 12 NT$ 100,000 

各展位提供：(詳細規格請參閱後面基本攤位設備圖) 

1. 展示桌(100*50*75cm) 2. 折疊椅 2張

3. 地毯 4. 投射燈 3盞(100W/盞)

5. 標準單座３孔插頭２格(基本用電量 500W) 6. 中文或英文擇一之招牌(不含 Logo輸出)

7. 免報名費名額 2名

3. 徵才攤位
3-1 每單位 2米*1/攤位 10 NT$ 60,000 

各展位提供：(詳細規格請參閱後面基本攤位設備圖) 
1. 展示台 1式 (90cm*100cm) 2. 折疊椅 2張
3. 海報張貼板 x1 (建議海報製作尺寸不超過

100cm寬*200cm高)
4. 投射燈 2盞(100W/盞)

5. 中文或英文擇一之招牌(不含 Logo輸出) 6. 免報名費名額 2名

4. 其他贊助
大會資料袋內容物置入 

4-1 宣傳品置入大會資料袋  *主辦單位保留審核之權利 不限 NT$ 10,000/pc 

大會網站露出 

4-2 贊助商 logo列於大會網站頁尾並加連結 不限 NT$ 12,000 

電腦設備 

4-3 
設於會議室及秘書室供與會者使用之電腦，於待機畫面

呈現贊助商 Logo 
3 NT$ 16,000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2. 教育贊助 
 

 

3. 不指定贊助 

 

不指定上述任何項目或金額之贊助，請與一欣國際有限公司柯小姐聯繫。 

 

等級 白金 金 銀 

回饋內容 TWD 250,000 TWD 200,000 TWD150,000 

免費與會名額 ５ ４ ３ 

大會網站連結 V V V 

贊助單位宣傳品置於大會資

料袋中 

(主辦單位保留審核之權利) 

V V V 

大會手冊內頁廣告 封面裡 內頁 內頁 

識別證掛繩 

(單色 Logo, 1.5cm*1.5cm

大小) 

V - - 

贊助商感謝看板露出 

(logo 約 10*10cm) 
V V V 

大會晚宴背板露出 V - - 

茶點區域可放置贊助商之指

示牌 (擇一場次) 

01/13 上午場、下午場 

01/14 上午場、下午場 

- V V 

Yichun Ko
刪劃線

Yichun Ko
刪劃線



 

 

贊助同意書 

贊助單位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聯絡人姓名  

服務部門  

聯絡人電話  傳真  

聯絡人E-mail  

 

贊助款付費方式 

匯款 

請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將贊助金額匯入銀行帳戶，並於匯款後當日將電匯單傳真至大會秘書處

(02-29161642) 

匯款資料如下─ 

銀行名稱：兆豐銀行-府城分行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銀行代號：017-0066 

銀行帳號：00610-700937 

 



 

 

贊助項目明細 

贊助項目 金額(新臺幣) 預訂數量 小計 備註 

一、印刷品贊助 

□ 1-1 大會手冊封底(全彩) NT$ 80,000 --   

□ 1-2 大會手冊封面裡(全彩) NT$ 60,000 -- -- -- 

□ 1-3 大會手冊封底裡(全彩) NT$40,000 --   

□ 1-4 大會手冊內頁(全彩) NT$ 12,000 /頁 x____頁   

□ 1-5 大會資料袋 NT$100,000    

□ 1-6 識別證掛繩 NT$40,000    

二、展覽贊助 

□ 2-1. 
展覽攤位 3 米*2 米/攤位  

#1-12 
NT$ 100,000    

三、徵才贊助 

□ 3-1. 
徵才攤位 2 米*2 米/攤位 

#1-10 
NT$ 60,000    

四、其他贊助 

□ 4-1 大會資料袋內容物置入 
NT$ 10,000 

/pc 

 

x____樣 
  

□ 4-2 大會網站露出 NT$ 12,000  --   

□ 4-3 電腦設備 NT$ 15,000  --   

五、不指定贊助 

□ 5-1 不指定用途 NT$ ________    

□白金級 NTD$250,000 元  □金級 NTD$200,000 元  □銀級 NTD$150,000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贊助單位) 

同意贊助費用總計：NT$___________________ 

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元整 



 

 

 

參展資訊  

 

1. 展示時間： 2018年 01月 13日(六) - 01月 14日(日) 

2. 展示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1F 

3. 付款資訊 

登記 30天內需付 3成訂金，款項需於 2017年 11月 30日付清。  

4. 取消政策 

欲取消者，於 2017年 11月 30日前提出者，退回贊助金額之 50%，於 2017年 12月 1日以後提

出者，則不予退款。 

5. 展出日期 

各廠商可贊助一個以上攤位，每個攤位均以二天為標準，不可單天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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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配置圖 

 



 

 

展覽攤位基本隔間 (3M*2M) 

 

 
備註： 

1. 攤位隔板上禁止使用大頭針及訂書針。 

2. 撤場時需將攤位恢復原狀。 

3. 若您欲租借不同顏色之攤位隔板，請聯繫大會秘書處一欣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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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攤位基本隔間 (3M*2M) 

 

 
備註： 

1. 攤位隔板上禁止使用大頭針及訂書針。 

2. 撤場時需將攤位恢復原狀。 

3. 若您欲租借不同顏色之攤位隔板，請聯繫大會秘書處一欣國際有限公司。 

 

 

徵才攤位 (2M*2M) 
(示意圖不包含電腦) 

 
備註： 

1. 攤位隔板上禁止使用大頭針及訂書針。 

2. 撤場時需將攤位恢復原狀。 

3. 若您欲租借不同顏色之攤位隔板，請聯繫大會秘書處一欣國際有限公司。 



 

 

參展廠商調查表 

 

攤位號碼  

公司招牌中文  
參展攤位全銜製作使用 

□中文  □英文 (請擇一) 
公司招牌英文  

聯絡人  E-mail  

電話 

(O) 

傳真  (M) 

※請以正楷詳細填寫公司名稱，以便展覽期間製作參展單位全銜之用 
1. 
 大會提供基本用電需求：110V 

請告知會期之用電量：________________ 

※ 若有 220V用電需求，須另外提出申請及租賃。 

2. 
 是否需要大會所提供之基本攤位搭設：  是 否 

※ 詳細數量請詳攤位基本配備表 
3. 其他配合事宜： 

 

基本攤位隔間 

摘   要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接待桌椅組 
組 1 桌子一張(100x50x75cm);桌巾請自備 

靠背折疊椅兩張 

2.插座 110 V 個 1 標準單座 3孔 (基本用電量 500W) 

3.投射燈 盞 3 100W/盞 

4.公司全銜 組 1 中文及英文(不含 LOGO輸出) 

5.地毯 塊 1 依攤位大小 

以上資料請填妥後請回傳至大會秘書處，謝謝! 
柯宜均 

傳真： +886-2-2916-1642 

E-mail：ireneko@ethinkpco.com.tw 



培育藥學人才符合社會需求

日期 / 2018年1月13.14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主辦單位：　　台灣藥學會

承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成大醫院藥劑部

協辦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　　　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

　　　　　　　台灣年輕藥師協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台灣藥學會一○六年會‧成大醫院三十周年

大會秘書處
一欣國際有限公司　柯宜均小姐

電話: +886-2-2910-1782

傳真: +886-2-2916-1642

E-mail: ireneko@ethinkpco.com.tw

贊助企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