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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
地址: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l92-l號

承辦人:蔡淑儀

∣∣∣∣∣∣∣∣∣∣∣∣∣I∣∣∣∣∣∣∣∣∣∣∣∣I∣∣∣∣∣∣∣∣∣∣∣∣∣∣∣∣∣∣∣∣∣∣∣∣∣∣∣∣∣∣∣∣∣∣∣∣∣∣∣∣∣電話:（02﹚22577l55分機2232
24l58 傳真:（02）22536548

新北市三重區靈新路5段646號8樓 電子信箱:af093】﹫ntpc.gov.t

受文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06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食字第l06I9l8669發

述別:普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為辦理新北市第6屆「藥事服務獎」選拔活動,惠請協助踴
躍推薦傑出藥師、藥劑生以及醫療機構所屬藥劑部（科﹚’請
查照。

主旨

說明

﹑依據新北市第6屆藥事服務獎評選及表揚要點辦理。

、為鼓勵在臨床藥學專業領域及其他對藥事照護工作或對公共

衛生積極奉獻之藥師﹑藥劑生以及醫療機構所屬藥劑部（科﹚,

新北市特舉辦第6屆「藥事服務獎」選拔活動’自l06年9月
28日起至l06年l0月31日止受理推薦,惠請協助轉知並踴躍

推薦,詳細評選辦法請參考本局網站（網址:

http://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id=2
29l0﹚。

、檢附新北市第6屆藥事服務獎評選及表揚要點、推薦表（個人
及機構）各l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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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6屆藥事服務獎評選及表揚要點

壹﹑目的:

｝為鼓勵在臨床藥學專業領域及其他對藥事照護工作或對公共衛生積

極奉獻之藥師（藥劑生﹚,將辦理「藥事服務獎」汗選活動’公開表揚傑

出藥師（藥劑生﹚,以彰顯默默奉獻、熱心公益﹑堅守崗位之典範,提高

民眾對藥師（藥劑生﹚之專業倌賴威。

貳、指導單位:新北市玫府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協辦單位:新北市藥師公會、新北市藥劑生公會

參、活動日期:

一、受理椎薦日期:自本要點公布之日起至l06年】0月3l日止。

二、頒獎典禮:預:丁於l07年l月l8日下午3時30分假新莊典華會館頒

獎。

肆、獎項類別及名額;

一、社區服務卓越獎:

本獎項為個人獎,獎額至多5名,得從缺或酌減調整,表揚對象係針

對服務於社區藥局及藥商,從事公共衛生相關（例如:基層健康照護、

用藥安全宣導、居家廢紊藥品檢收﹑慢Ⅱ性病防治﹑結核病防治、戒菸

等﹚與藥事服務（例如:藥事照護、藥品調劑、藥物管理等﹚工作,

有具體貢獻或倉Il新之藥師或藥劑生。或於社會關’懷﹙例如:偏鄉服務、

新住民、外籍勞工等特殊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貢獻者。

二、臨床服務傑出獎:

本獎項為個人獎,獎額至多5名,得從缺或酌減調整,表楊對象係針

對致力臨床藥學教育﹑病患照護或藥學專業領域研究’有具體貢獻或

倉II新之藥師或藥劑生。或於社會關懷（例如:偏鄉服務、新住民﹑外

籍勞工等特珠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貫獻者。

三、特殊貫獻獎:

本獎項包含個人獎及機構獎,獎額若千名得從缺,表揚對象係針對藥

事服務或其他對公共衛生、社會關’懷﹙例如:偏鄉服務、新住民、夕卜

籍勞工等特殊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貫獻之機構或藥師或藥劑生。

伍、推蔥資格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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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椎薦者資格:

（一）個人獎項:

本市執業登記之藥師（藥劑生﹚,於新北市地區提供藥事服務、社

區服務、臨床服務或對公共衛生及社含關懷等領域’積極奉獻並

有具體事蹟,且5年內未曾受刑事起訴處分或依藥師法受有慾戒

者。但前曾獲選表揚者,自表揚日起2年內不受理推薦。

（二）機構獎項:

本市轄區內之醫療機構所屬藥劑部（科）’於新北市地區提供藥事

服務或對公共衛生及社會關懷等領域’稍極奉獻並有具體事蹟

者。但前曾獲選表揚者,自表揚日起2年內不受理推篇。

二、椎薦方式:

（一）個人獎項:

經由受推薦者以外之中華氏國公民2人（含﹚以上或l家（含﹚

以上機構、機關、學校或圍體’推薦符合資格之藥師（藥劑生﹚。

針對社區服務卓越獎及臨床服務傑出獎兩獎項擇一推薦之。特殊

貫獻獎不另接受推薦,由前兩獎項受推薦者中評選之。

（二）機構獎項:

經由中華民國公民5人（含﹚以上或l家（含﹚以上機構﹑機關、

學校或圍體,椎薦符合資格之醫療機構。

參選方式:陸﹑參選方式:

一、推蕊甄選文件請依推薦表格繕打。

二、填寫椎薦表﹑推薦理由及具體事蹟’以近3年為原則’並檢附相關證

明﹙含工作照片2﹣3張’個人照片!﹣2張’每張照片大小約為2MB﹚,

於期限內將紙本及電子檔（椎薦表及照片原始檔）送達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逾期不予受理。

柒、評選及表揚方式:

受推薦者資料須經評選委員審查且須符合第肆點所定獎項類別之要

件。

一、評選方式:

（一）成立評選委員會:由新北市玫府衛生局副局長擔任召集人、食品

藥物管理科科長擔任副召集人’並由5名公會、藥界及醫療代表﹑

2名社會公正人士、2名法界人士、2名學者代表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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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評選程序:

（一）形式審查:由負責承辦科室審查推薦案是否符今資格（審查資格、

條件、獎項分類、5年內是否被處分﹚。

】.稚薦表:基本資料完整‧（執業執照號碼請務必填寫）
2‘參獎類別符合具體寧蹟‧

3.是否檢附佐證資料或佐證照片。

（二）實質審查:

三

l‧個人組:由評選委員依評選指標進行評分’採初審與決審2階段

審查;但特殊貢獻獎直接於決審採l階段審查。

（l﹚初審:

A.評選委員依分組進行評選。

B.評選委員依評選表所嘗丁標準進行評分。

c各組受推薦人依評選委員之總評分數高低排定序位,並按獎項

類別預訂獎額數提報2倍名單,提交決審審查;各組並得提

出推薦名單中排序第l名或前2名受推薦人’共同接受特別貢
獻獎之決審。

（2）決審:

A.特殊貫獻獎俊先進行評選程序’由全體委員先依評選表所訂標

準進行評分,再依評分高低之排序,逐一審查表決;經評選結

果如無合適獲獎人選’本獎項得予從缺。

B.其他兩項獎別之獲選名單,按初審提報各組受推薦人之排序

（已通過特殊貢獻獎者排除之﹚’逐一審查表決,經全體委員

過半數同意者為通過;各組獎額已達上限時’即結束決審程序.
2‧機構組:

（I）評選委員依評選表所訂標準進行評分。

（2）受推薦機構依評選委員之總評分歎高低排定序位。

（3）按受推薦機構之評分排序逐一審查表決,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

者為通過;獎額己達上限時,即結束抨審程序。

、表楊方式:

（一）經評選通過之獲選者’每名頒發獎座I座。

（二）表楊儀式於公開場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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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公告得獎名單外’並正式行文至獲選者之服務單位建請獎勵。

捌、聯絡方式:

一﹑於受理推薦日期截止前（至106年I0月3l日止）,將推薦應檢具之

資料併電子檔送達至220新北市板橘區英士路lg2﹣l號3樸食品藥物

管理科蔡小姐收（電子郵件AF093l＠ntpc.gov.tw﹚,逾期不予受理‧

二﹑活動相關事宜詢問’請洽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蔡小姐,

玖﹑

聯絡電話:02﹣22577l55分機2356‧

本要點經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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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0屆藥事服務獎推薦表

﹙個人獎適用）
◎椎薦類別:□社區服務卓越獎□臨床服務傑出獎（限勾選I項獎項）

受推臘者姓』

身分證字號

執業執照號縐

出生日剿

性玥

蝓黏側』

2,寸照）

﹙背面蹣雄明姓名）

聯絡砸話

))
公
宅

((

行勁電會 傳募

E-mail

通訊地力 •••

學歷﹙至少填寫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畢業日撕

現任職務

服務機﹟l 單位 職稱 服務起訖年月 服務年資

經魍

服務機關 單位 職稱 服務年移



推薦理由及具體事蹟

I‧整體藥事服務成呆﹙本項評分權靈l0％）。

2.積極參與新北市公共衛生政策推勁﹙本項評分權重20％﹚

3.以下依推薦獎項擇一勾選﹙本項評分權靈70％）

忖新韭市政府漪生局
D0p■Ⅱm0Ⅱ8O『Ⅶ0■ⅡhoNeWT■lP6ICⅡyO◎▽e『nmGn【

□社區服務卓越獎:針對服務於社區藥局及藥商,從事公共衛生相關﹙例如:基層健康照

護、用藥安全宣導、居家廢棄藥品檢收、l曼性病防治﹑繪核病防治

戒菸等﹚與藥事服務（例如:藥事照護﹑藥品調劑﹑藥物管理等﹚工

作,有具體貫獻或創新之藥師或藥劑生。或於社會關懷（例如:偏鄉

服務、新住民、外籍勞工等特殊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貫獻者。

□臨床服務傑出獎:針對致力臨床藥羋教育﹑病患照護或藥學專業領域研究,有具體貫獻

或創新之藥師或藥劑生。或於社會關懷（例如:偏鄉服務、新住民

外籍勞工等特珠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貫獻者《

﹙若篇幅不夠講自行加頁）

□確涊受推蕊者於5年內未曾受刑事起坼處分或依藥師法受有慾戒



推蔥者姓名

（女口為機關’課

嶼全銜）

推薦者

身分證字馴

（如為機關,此柵

不必填寫〕

連署人姓名 連署人

身分證字駙

注愈寧項

聯絡砸窺 聯絡地址

聯絡逝鰓 聯絡地址

嘟新剴匕市政府澹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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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子郵件

魎子郵件

一、須勾選推蔥類別並填寫具體寧哦或特珠貫獻,櫚位不足可繳頁填寫,字歎以500﹣l50

字為限’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二、須援供受椎蕊人2’寸半身脫帽照l張（背面講諶明姓名﹚並黏貼於此表

三﹑如推薦人為自然人’須由2人（含﹚以上連署具名;如推薦人為機關、機構、學校或匾

艘漪加蓋印信為憑‘

中華民國】06年



受稚蔥醫療構

槳劑部﹙科）全街

醫療機構開業執

照證書字鞦

聯絡電話

E-maiI

通訊地址 ••|

新北市第0屆藥事服務獎推薦表

（機構獎適用）
◎推薦類別:特殊貫獻獎

設立日期

藥劑部﹙科）主任

姓易

傅篡

藥劑部﹙科）簡介及特β

具體霉踡鉗霄瞰紂雖

I‧整體藥寧服務成采﹙本項評分榷重l0％）

2.積極參與新北市公共衛生政策椎動﹙本項評分榷重20％）‘

彫新韭市政府漪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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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藥事服務或其他對公共衛生、社會關懷（例如:偏鄉服務、新住民、外籍勞工等﹡

殊族群服務﹚領域’有重大貫獻。（本項評分權重70％）

﹙若篇幅不夠請自行加頁

推蔥者姓名 推薦者

﹙如為機關,絲 身分繼字蹦 聯絡魎認 聯絡地址 魎子郵↑

填全銜） （如為機關’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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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I06年
l
I
』
』
－
－
＝

不必填寫）

連署人姓名 連署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認 聯絡地址 菴子郵↑

注意事項

一、須填寫具體寧蹤或特珠貫馱’櫚位不足可續頁填寫,字齜以500﹣l500字為限’並檢腓

料資證佐關相

二、如推蕊人為自然人,須由5人﹙含）以上連署具名;如推蕊人為機關、機幟﹑羋校或圍骰

請加蓋印倌為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