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110年學度藥學系藥學實習單位需求表0415 

NO 
實 習 單 位 名 稱 

核  定  名  額 分  配  名  額 
備       註 

七月 八月 七八月 七月 八月 七八月 
01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15南港區園區街3之1號3

樓 

0 1-5 0 X   

實習時間: 8/2~8/27 
可提供午餐, 相關事宜請參照官方網站2021年台灣東洋

藥品暑期實習生，請同學自行報名網址：

http://ch.tty.com.tw/ec99/rwd1181/category.asp?Xcategory_id=6&catego

ry_id=85 
3/31報名截止 (報名需檢附資料為暑期實習申請表、社

團或經歷證明) 錄取者8/2正式報到 

O2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10478 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51 號 6
樓 

X X 1 X X  

1. 亞培公司對外公開甄選，同學請自行投履歷申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
_EFwqOwgefzayqjwRViK2cYEeyB7-2-
iMAuuX4B5qeqxA/viewform 

2. 5/10日截止報名 
2. 每日實習上下班時間為9:00~18:00，需自備筆電，實習

過程將大量使用電腦，需有基本電腦文書技巧(Ex: Excel, 
Word, PPT)。 
3. 實習期間將於行銷部門實習，將有機會跟隨行銷部門學

習及參與藥廠行銷企劃。 
林經理   tombow.lin@abbott.com  0917181145 

O3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8號14
樓之一 4 4 0    

1. 請提供同學的資料(保險、通訊資料) 

2. 午餐、交通、住宿自理 

3. 台北有捷運 
4. 實習課程總表會於實習前2週以mail方式郵寄給學生 

O3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4中山區八德路二段308

號7樓之1 

0 1 0 X X X 

1. 實習時間8月2-27日  
2. 午餐、交通、住宿自理 

3. 需要書面審查，請使用公司書審表單申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_EFwqOwgefzayqjwRViK2cYEeyB7-2-iMAuuX4B5qeqx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_EFwqOwgefzayqjwRViK2cYEeyB7-2-iMAuuX4B5qeqx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_EFwqOwgefzayqjwRViK2cYEeyB7-2-iMAuuX4B5qeqxA/viewform


4. 至3/30日截止收件 
O4 台灣協和醱酵麒麟股份有份公司

台北市10448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8號9樓 
0 0 X 0 0 X 

公司政策今年不方便提供 

O5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07

巷 22 號 10 樓  
 

      

請同學自行上網4/11截止報名：

https://dkshtwtec.wixsite.com/dkshrecruitment 

https://www.104.com.tw/job/771dr?jobsource=hotjob_chr 
 

O6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6 號 12 樓  
      

請自行投遞履歷至官網 
https://msd.wd5.myworkdayjobs.com/zh-

TW/SearchJobs/job/TWN------/Intern_R99165 

 

O7 佳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龍潭區工七路 68 號        
醫療器材公司 請自行投遞履歷

https://www.104.com.tw/job/6y9vz?jobsource=jolist_a_relev
ance  

O8 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06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

段 2號 2樓 

      

醫療器材公司 請自行投遞履歷

https://www.104.com.tw/job/2vu27?jobsource=jolist_a_rele
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5318b?jobsource=jolist_a_rele
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6zfra?jobsource=jolist_a_relev
ance 
https://www.104.com.tw/job/6zv18?jobsource=jolist_a_relev
ance 

O9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2號

12樓   

      

自行上網投遞履歷表直接至104職缺👉👉https://bit.ly/3spNYlr 

O10 訊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104.com.tw/job/78bf9?jobsource=jolist_a_relev
ance 自行上網投遞履歷表 

https://www.104.com.tw/company/wjbai6o?jobsource=hotjob_chr
https://dkshtwtec.wixsite.com/dkshrecruitment
https://www.104.com.tw/job/771dr?jobsource=hotjob_chr
https://msd.wd5.myworkdayjobs.com/zh-TW/SearchJobs/job/TWN------/Intern_R99165
https://msd.wd5.myworkdayjobs.com/zh-TW/SearchJobs/job/TWN------/Intern_R99165
https://www.104.com.tw/job/6y9vz?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6y9vz?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2vu27?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2vu27?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5318b?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5318b?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6zfra?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6zfra?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bit.ly/3spNYlr
https://www.104.com.tw/job/78bf9?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8bf9?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36巷 28

號 
O11 ACT Genomics Co. Ltd_行動基

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345號 3

樓 
      

https://www.104.com.tw/job/767d4?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
ce 
https://www.104.com.tw/job/767eh?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
ce 
請自行投遞履歷 

O12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51 號 
      

https://www.104.com.tw/job/77odo?jobsource=jolist_a_rele
vance 

醫材法規/實驗室_暑期實習生 請自行投遞履歷 
 

O13 
泛思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

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72 號 
      

醫學編輯-實習生 請自行投遞履歷

https://www.104.com.tw/job/73a8w?jobsource=jolist_a_

relevance 

 
 

O14 
創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36 巷 28 號       

請自行投遞履歷

https://www.104.com.tw/job/78f1w?jobsource=cs_n104bank

2  
 

O15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0號5樓 0 0 X X  
X Astellas Pharma Inc Taiwan因內部人力與資源調配因素，於

110年起暫時停止提供實習名額 

P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7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3號 X X X X X X 

工廠擴建中,今年暫停 

P2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廠) 
台灣台中市工業區21路15號 

1 1 Or 1    
1. 實習時間：7月5-30日或8月2-27日或7月5-8月27日 
2. 實習項目: 中藥廠實習為主，沒有營銷相關實習內容:

中、西藥廠品質管理實習，藥品查驗登記申請(範例介

https://www.104.com.tw/job/767d4?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67d4?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67eh?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67eh?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7odo?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7odo?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3a8w?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3a8w?jobsource=jolist_a_relevance
https://www.104.com.tw/job/78f1w?jobsource=cs_n104bank2
https://www.104.com.tw/job/78f1w?jobsource=cs_n104bank2


紹)，中、西藥廠製造生產現場見習，藥廠常用法規及

資料查詢 
3. 非必要條件:班排名前20名、具實驗室經驗者尤佳 
4. 無宿舍。近東海、中港澄清醫院及嶺東 科大，建議查

詢完來廠路線後再決定住宿位置。 
5. 可提供午餐20元，每週統一訂購，自備碗筷，可自帶

便當，有微波及蒸飯箱  
6. 報到時請攜帶1吋或2吋大頭照2張、身分證、實驗衣、

名片夾、環保碗筷。另需準備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及印

章一枚寄存公 司人事課，為請領薪資使用，實習完畢

於次月發薪後返還印章。 
7. 報到時間/地點：AM 8:10/明通製藥第二廠 人事室，騎

車者可將機車停至入口左側之車棚。公車：351、48、
290、290 繞，明通製藥、五權西工業區 21 路口下車。 
請於 6 月中(6/10)以前，提供確定來廠實習之學生名

單(E-mail 可)。 
8. 請做好自身健康管理，來實習前 14 天內，請停止國

內外旅遊，如報到前 有感冒症狀請依醫囑請假休息

(須提供醫囑或就醫收據等相關依據)。 
P3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

工廠、台中、台南)  
新竹縣304新豐鄉上坑村坑子口

182-1號 
0 0 3    

1. 實習兩個月,  
2. 提供免費住宿:男生1 名; 女生2 名;不用住宿可另議。 
3. 可提供免費交通車樹林到新豐 
4. 免費提供午餐 
5. 無須事先面談 

P4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3744台中市大甲區頂店里中山路

一段1191號 
0 0 0 

洪佳妤 

陳泰瑋 
X X 

暫停辦理《2021永信人暑期實習計畫》 

但公司核准給與這2位同學實習機會 

G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市 10634信義路 3段 140號 X X  X X  

1. 實習時間為110年7月1日至110年8月18日止，為期7

週，共計280小時。惟如發生重大人力不可抗拒因素    

（如疫情或地震），本署得保留修正之權利。 



2. 實習內容為健保各項業務，包含健保政策、承保、財

務、醫務管理、醫療費用審查、健保法律實務等，實習

地點為署本部（臺北市）及各分區業務組（臺北市、桃

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花蓮縣等地） 
3. 凡屬國內各大學院校公共衛生、醫務管理、醫療、保

險（風險管理）、社會福利、健康管理、健康教育、衛

生教育、財稅及法律、政治、公共行政等相關科系學

生，皆可提出申請。學校已經申請截止(日期是2/26) 
4. 受理期間自即日起至110年3月16日止，本署於進行書

面審查後，錄取名單將於110年5月1日（含）以前公布於

本署網站，並函復申請學校。  
5. 有關旨揭學生實習計畫，請逕自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
重要政策下載（https://www.nhi.gov.tw）。 

G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台北市11561南港區昆陽街161之2
號 

14 12 0    X 

請上本署官網(http://www.fda.gov.tw/)「大學院校暑期實

習生專區」下載。 
1. 藥品組不分科：7月2名 
2. 藥品及管制藥品檢驗科：7月2名；8月2名(藥3) 

3. 生物藥品檢驗科：7月2名；8月2名 

4. 摻偽及不法藥物檢驗科：8月2名 

5. 於4月1日至4月30日前函送推薦學生名單(附件一) 
6. 我們收件至4/15日上午12:00截止 
7. 檢附薦送實習學生在學各年級成績證明、實習保證書

(附件二)、資料表(附件三) 
G3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台北市115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65號3樓 

0 0 0 X X X 

本中心接受實習生以大五、大六或研究所學生為主 

S1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苗栗縣竹南鎮科研路35號       

1. 本院不限實習人數，請有意者逕洽本院師資詳談。 
2. 先獲得本院老師(PI)的同意指導。 
已開放報名至5/5截止，歡迎感興趣之大學在學學生(非應屆畢業)報



名參加！  
相關說明：

https://www.nhri.edu.tw/Directorial/project_more?id=f7538f82ef7

24898a49ec98d4fc380af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ummerresearch.nhri.edu.tw/ 
S2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報名時間：110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 

報名網頁：Link (4/1起開放報名) 

報名資料：報名網頁內需填寫基本資料、成績單、推薦

信一封、動機及經歷簡述。 

• 對象：對生物醫學研究有熱忱之大學在學生 (持

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財團法人生物醫學科學基金會 

• 聯 絡 人：生醫所學程辦公室 李小姐

ibmssip@ibms.sinica.edu.tw 

• 聯絡電話：(02)2789-9106 

本所每年皆辦理暑期大專生培育計畫網址如下: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不再另外辦理實習安排, 煩請有需要的同學自行上網報

名參加! 
S3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線上報名網址：請於 4月 30日前完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egb6ar6IerYXlMR2Jh78yyFTplQ6KiCiC
glW9JO8DznwOw/viewform 

報名表一共分為四大部分： 
1.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使用聲明 

https://www.nhri.edu.tw/Directorial/project_more?id=f7538f82ef724898a49ec98d4fc380af
https://www.nhri.edu.tw/Directorial/project_more?id=f7538f82ef724898a49ec98d4fc380af
http://summerresearch.nhri.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ummer_internship/index.html
mailto:ibmssip@ibms.sinica.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egb6ar6IerYXlMR2Jh78yyFTplQ6KiCiCglW9JO8DznwO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egb6ar6IerYXlMR2Jh78yyFTplQ6KiCiCglW9JO8DznwOw/viewform


2. 基本資料 
3. 實習實驗室 
4. 文件上傳：請將以下資料彙整成一個 pdf 檔，檔案

名稱以[自己的中文姓名]命名，檔案大小勿超過

10MB。 
(1) 照片（＜500KB 的 jpg 檔）;  
(2) 自傳（含報名動機、相關經驗背景及預期目標；

全文不超過 A4 紙一頁）; 
(3) 成績單;  
(4) 學生證。 

S4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9號7樓 

2 2 X    

1. 天然藥物研發處7月、8月各1名 
2. 藥品製劑研發處7月、8月各1名 
3. 不提供薪資、保險、住宿、伙食、交通津貼。 
實習前需先與本中心實習指導老師面談，並經其同意

後，始得參加實習。 
4. 4/15學校收件截止 
5. 請於5月10日前回覆有無學生登記至本中心實習，並

檢附有意願學生之簡歷，以便安排面談事宜。 
6. 實習報到屆時請配合本中心訂定之日期與時間。 
7. 考量實習品質與成效，名額有限，逾期不候。 

S5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與醫材研究

所/植物藥技術組/化學製造管制技

術部 
300 新竹市東區光復路二段321號 

0 0 0 X X Ｘ 

今年因為疫情及經費影響，院部暫不提供實習機會，期

待明年能一切作業能夠正常進行 

 為各實習單位負責聯絡的人;  #為申請男生宿舍的實習同學;  @申請女生宿舍的實習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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