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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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

承辦人:蔡淑儀

∣∣∣∣∣∣∣∣∣l∣∣∣∣∣∣∣∣∣∣∣∣∣∣∣∣∣∣∣∣∣∣∣∣∣∣∣∣∣∣∣l∣∣∣∣∣∣∣∣∣∣∣∣∣∣∣∣∣∣∣∣∣∣∣∣∣∣∣∣電話:（02﹚22577l55分機2356
24l58 傳真:（02﹚22536548

新北市三靈區重新路5段646號8櫻 電子信箱:af093l﹫『】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6年l0月l2日

綾文字號:新北衛食字第l06l972266號

速別:普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及社區用藥諮詢站名單各l份

有關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l06年度「守護社區用
藥安全」計晝’成立社區用藥諮詢站,惠請協助推廣並轉知
相關會員,請查照。

主旨

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l06年l0月2日FDA藥字第
1060036183B號函辦理。

、案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中華氏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辦理l06年度「守護社區用藥安全」計畫,成立社區
用藥諮詢站共計352家（名單詳如附件﹚,提供用藥諮詢服務
及協助正確用藥衛教宣導活動。名單亦置於中華民國藥師公
會全國聯合含及各縣（市﹚藥師公會綢站,可供查詢,惠請協
助推廣並轉知相關會員。
新北市各區衛生所

新北市藥師公會、新北市藥劑生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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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
∞
▼
夕

↓
≒
卜
玄頁

I
第



』•

l06年度民眾用藥安全多元推廣模式-﹣守護社區用藥安全計晝

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社區用藥諮詢站名冊（352家）
家

l3(
市北▲

口
編駙 縣市另!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 ‧藥匈 聯鉻奄窩 地h

台北市 590ll5035 啟宏藥X 王啟陽 02-288258lI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90之l號l樸
市北▲

口
590ll5024 佳赫藥﹪ 曾春』 02╴2836720!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44蹦

台北市 590ll5272 博倌藥﹪ 蔡博俑 02-28l2829{ 台北市士林區延乎北路六段6l號
市北︽

口
590l>5297 石川藥師藥犬 陳秋妤 02╴2838585﹛ 台北市士林區忠藐街70號l枓

市北▲
口

590l09l62 健康美藥后 李秀剎 02-2597670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l65號
市北么

口
590l090l8 時春藥】 許健一 02-255979l{ 台北市大同區赤嘩街4讖

市北么
口

590l09036 保扇 駢 賴玨判 02=2553898{
b

」▲
口

丁大同區保安街2l號
︾
●
■

北么
口

590l02307 世中欣藥眉 周世邁 02╴23938M 台北 了大安區永康街2巷8號l
■
『
■
■

』

市北▲
口

590l02073 赫 局 邱玲鬧 02＝2706349『 北△
口

了大安區瑞安街208巷ll弄5號】婁
l0 台北了 590l02l38| 建如藥后 石博文 02-2733l45{ 台北市大安區和乎東路三段228巷ll號
ll ＝

『北▲
口

590ll0l99l 大愛藥師藥湄 （士昌 02╴2542472﹛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55號
l2 市北▲

口
590l>020l| 久大藥咒 ﹩佩玲 02-25lll59Z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80號

l3 市北▲
口

590ll8005| 日生大藥眉 李志鳳 02╴2303】39﹛ 台北市中正區汀川路一段53號
l4 市北﹄

口
590ll8347| 凱玲藥后 劉建松 02-2392l05[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4﹣6號l樓

I5 詣
Ⅲ

北▲
口

590lll326| 樂齡藥師藥后 張艷玉 02-279l9701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三段l03號
l6 市

Ⅲ
北么

口
590ll>005| 犬藥區宵日

叩
葉春絢 02-2795625<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2l8號

!7 台北市 590>>>272| 高昱藥虎 徐世輝 02-875l996!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l巷26號2樓之l5
l8 奉

Ⅲ
北▲

口
590l200l4 景美藥后 鄭德清 02╴2933574l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l25號

l9 台北市 590l20l79 佳醫景美藥后 廖仁睦 02-8663665{ 台北 了文山區!磁斯福路六段290號
20 台北 590ll6004‘ 石牌藥眉 楊子毅 02╴282l498﹛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49號
2l 台北市 590lI6302’ !獅光明藥升 【宏毅 02╴289l599:

•

北么
口

丁北投區光明略5l號

22
bj

竺
口

590l0l243I
︷

眾 k藥后 鍾嘉芬 02-2767950{ 台北 了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72號
23 北么

口
590l0l257l 予志藥眉 王明媛 02-2762352!

•

北▲
口

了松山區富錦街52】號l樸
24

bj
么
口

590ll7026』 杏康藥眉 l柬j叔娟 02╴2345742i 台北‧ 丁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72巷27弄68﹣2號
2{ 台北市 590lI7202| 箏泰藥眉 蘇清哲 02-2760l99i 台北. 丁信義區虎林街82巷5號
2{ 奉

Ⅲ
北▲

口
590ll20l3| 裕成藥湄 謝裕暉 02╴2785l221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l66巷l3號



宜蘭縣（ll家〕

新北市（36家）

27 台北市 590ll2l592 忠易 :藥】 黃雅惠 02-2786282[ 台北市南港區成福路l6罰

28 市北︽
口

590ll90748 武昌藥局 高鶯賀 02-233l698[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96巷l0號

2{ 北▲
口

•••

590ll90033 世欣藥汎 周水發 02-2307426[ 」▲
口 了萬華區東圃街l73氳

3| 市北▲
口

590ll90426 皇祥藥局 許j叔珍 02=2337567[ 台北市萵華區萬青街l65勘

3 台北市 590ll90284 民釭藥局 林翳 02╴2302846〔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l39駙

編, 縣市別 醫事機構代嗯 藥局名韜 負責藥師 聯絡魎話 地址

l 宜闈縣 59340l2008 欣’悅藥局 蔡佩君 03╴932l002 宜蘭市 ’山路二段303號

宜蘭縣 59340l0022 振芳藥局 陳鈐沸 03=932236[ 宜藺市中山路三段l79號

宜蘭縣 59340l2l33 仁俊藥局 潘為伯 03-932777[ 宜蘭市 l農路一段87之l讖

宜蘭縣 5934l00030 三星健保藥局 羅定通 03=98958>[ 宜關縣三星鄉三星路五段5l墩

宜蘭將 593409l08l 五繪健保藥局 沈景涊 03╴950320﹙ 宜藺縣五結鄉五結路二段437勤

宜蘭駢 593408ll41 康佑藥局 游子引 03╴959l99』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l34罰

宜蘭縣 593402>525 喜樂藥師藥局 林青魁 03-9547ll: 宜藺縣羅柬鎮中山路三段232勸

宜藺縣 593402l4l[ 民生健保藥局 簡士凱 03－956235』 宜 縣’ 之鎮中正南路53號l聰

宜蘭縣 593402M0[ 德芳槳局 之小你 03╴9557l6〔 j 縣劇 ﹙鎮公正路256瀏

l| 宜絀 593402>374| .雅藥師藥局 高瑞陽 03-95l9001 宜蘭縣劇 ﹙鎮維揚略28翔

l 直 蔔縣 59340300lE 南陽藥局 葉雅雯 03-996507f 』 閻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l20劉

縞削 縣市別 墩 :機構代碼 藥局名籟 負責藥師 聯絡兣話 地址

l 新北市 593l02082[ 三民藥師藥局 陳怡君 02╴2984388: 新北市三重區三目 斟
43>

﹦
丁

l

新北市 593l02452』 陽明藥師藥局 許智耀 02╴2286784﹝ 新北 了三重區三和路四段l63巷l5馴

新北市 593l02435E 天賜藥局 羅雅貞 02=29856852 新北 丁三重區正籤北路l4l號

新北市 593l02280[ 聯蠡藥師藥局 張玉鈽 02-8982988( 新北市三重區正籤北路269馴

新北市 593l09l59[ 三峽大昌藥局 呂文凱 02╴267ll560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56嚇

新北市 593ll32l3[ 心中外藥局 邱振溺 02-22603023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l57馴

新北市 593ll3l90[ 璨鷂藥局 王朝闊 02=82622588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l9l發

新北市 593ll3233』 家泰藥局 吳政哲 02-2274949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l8l號

新北市 593l044l3: 康富力藥局 吳 士
心

﹄
P
﹂ 02╴29429896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 圩53號l栘

l| 新北
••••

593l04289$ 家家藥局 陳昱滯 02-295875l2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43號



•

基隆市（7家）

ll 新北市 593l04l0l 大竹藥跼 陳冠志 02-29590964 新北市中和區和乎路244號
l2 新北市 593l0428l 家嘉藥疙 長均儀 02-8228l388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77號
l8 新北市 593l04426 冠品藥師藥火 姚詳↑l 02-22452l29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ll9號l樓
M 新北市 593l04304 藥安藥脂 白三奇 02=2244706{ 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l6號l樸
︻
︻
U

>1

新北市 593ll5l43 虹元藥】 洪若篡 02╴2292506’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56號
l6 新北市 593l0300l 皇誼藥』 黃筒恩 02╴2927873!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33號
l7 新北市 593l03329 柏愛藥】 謝宛庭 02╴8928560﹛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39巷7號l樓
l8 新北市 593l0ll44| 日生大藥局 吳明撾 02=2967526I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l巷l6弄l6號
l9 新北市 593l0ll27| 新 藥局 蘇國欽 02╴2255887﹛ 新北市板橋區自由路2號
20 新北 593l0l587 家頊藥】 ﹙冠宇 02=267557l< 新北‧ 7板橋區金門街300號
2l 新北市 593l0l658| 賜安藥﹪ 洪若篡 02╴296l748﹛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60號
22 新北 593>0l5l9| ﹦

口 盈藥師藥局 徐志忠 02-8687340(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30號
23 新北市 593l0l045| 欣民藥后

#
口
∞

呂 02-2254593<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略三段39號
24 新北市 593ll7002 士昌藥﹪ 《士介 02-260l886{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路36號
25 新北市 593ll7l25 喜樂藥師藥】 量文杰 02╴2600556﹙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略l5號
26 新北市 593ll60l0| 泰林中西藥方 陬昭元 02╴22978361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2段206號
27 新北市 593ll0l65 天文大藥局 王玥灼 02=863l205(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l36號
28 新北市 593>l02ll| 天康大藥局 張倪芳 02=7723020[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49號l樓
29 新北市 593l05264& 杏運草藥局 陬眉如 02=89ll599[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l9號l樓
30 新北市 593l06055i 一安藥眉 許峻維 02=2994l6l[ 新北‧ 了新莊區新泰路268號
3l 新北市 593l0700l’ 前回春藥局 陳雅德 02╴268l2l61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56號
32 新jb 593I07l77』 骨安藥師藥后 賴 三墮 02=2687276<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二街26號1樓
33 新北市 593l07028| 協安大藥局 林志恿 02-268>038[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l26號
34 新北市 593ll4023l 謹安中西藥后 陳 i波 02=2283637{ 新北市菔洲區永乎街6號
35 新北市 593ll4264; 知達健保藥后 陳嘲齊 02-2289775[ 新北市藤洲區長榮路502號
36 新北市 593l08l30< 佑家藥后 王鐘鎰 02╴2679828i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l5l號l樸

編號 縣市別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圓 聯絡電話 地h

基隆市 59ll02l33( 鴆辰藥烙 曾淑劣 02=245l448[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042號
·•

基隆市 59lI05006Z 日星藥湄 黃d !喻 02=2422209(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025號



金門縣（4家）

桃園市（l9家）

基隆
︼
】 59>l0lM50 文裕藥局 陳巧豐 02一2469l239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街l2勸

基隆
•>

59ll0l00l5 喬霄藥局 王治毗 02-24202827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064馴

基隆市 59ll040228 大田大藥局 吳孟芳 02-24258762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005斟

基隆市 59ll0600lE 福泰藥局 陳建僧 02=243ll63l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33斟

基隆市 59ll03003E 陸記藥局 陸瑛中 02-245767l2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4l斟

縞瀏 縣市趴 醫寧機構代縐 藥局名籟 負貴藥師 聯絡電話 地址

l 金門縣 599002002( 大金藥局 王俊償 082╴355382 金門縣金沙鎮五福街l號

2 金門縣 59900l0588 大森藥局 何妍瑩 082╴325l00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30勘

3 金門縣 59900l05l5 大賀藥局 謝釆鄴 082╴327678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3號

4 金門縣 5990030035 大山藥局 黃金矜 082-333290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2－2勘

鎢駙 縣市別 醫寧機構代凰 藥局名琍 負貴藥匈 聯絡電話 地址

> 桃圃市 59320837M 佳美大藥尼 時玉玲 03╴3772239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688劍

2 桃固市 59320843>9 新霄樹藥局
q
∣
』 :詠翔 03=3770000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74馴

3 桃園市 5932084346 健民大藥局 I ﹙恩萍 03=3666639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282捌

4 桃囿市 593208308I 壽德藥局 朱雪芳 03╴3666350 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84剴

5 桃園市 5932029676 中日大藥眉 陳宛釭 03-4285068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78號

6 桃囤市 5932022668 里安藥眉 徐睿翳 03=4256668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83瀏

7 桃園市 5932022962 天最社區藥局 陳柏軒 03-4629292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l5l劉

8 桃固市 59320228l9 內壢成章藥局 劉韋 [ 03=4524l23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l98瀏

9 桃囿.
.i

5932022355 新家福藥局
1•

直｛i
「

民
• 03╴462l658 桃』 丁中壢區福川二街4l9號

l0 桃圃市 5932l002l0 富國藥: i藥局 周j叔容 03-4283805|桃園市平鎮區中盥路345瀏
l 桃園市 59320ll370 家福聯合藥局 杜佳曄 03-2289492| 桃假 『桃園區中山路623罰

l2 桃圃.
口
‧

59320l9045 大一藥肩 徐世紋 03╴2l7l836 桃匾 丁桃園區中山路684﹣l號I

l3 桃圃市 59320lA640 大心藥局 黃靖霓 03︷2209842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l4l瀏

M 桃囤市 59320l8539 新永安藥師藥局 謝玄妙 03=347ll80 桃園市桃囿區永安路466劉

l5 桃囤市 59320l2573 ’悅藥坊人文藥局 黃人格 03╴376l688 桃園市桃囿區桃智路6勸

l6 桃回市 59320l259l 迦南藥眉 劉沛晴 03╴3609938 桃園市桃圃區國聖一街6l號

l7 桃園市 59320l3285 復興藥尼 林禹潔 03=3398979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57氳



新竹市（l0家l

新竹縣（8家l

l8 桃圃市 59320M66l 佑您康聯合藥后 李麗芬 03╴346399∣ 桃囤1 b圃區霄山街385號

l9 桃園沛 593209966| 全球龍正藥上 姚惠姍 03╴489963∣ 桃固市龍潭區中正路23l號】樓

編號 縣市另! 醫寧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 聯絡兣盞 地划

新竹市 59l20l033 大家藥﹪ 吉敏疹 03-523403| 新竹市武昌街6號

新竹 59l2040l8| 健和藥后 張〉叔蚪 03╴522247∣ 新竹市大同路l78號

新竹 59l204252| 盛安藥咒 楊宗諭 03-522566| 新竹市中山路28l號
﹃ 新竹市 59l20>2l5 東海藥弗 彭素債 03=577283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2l3號

新竹市 59l204220| 芳里藥斤 沈振嘉 03-522298|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2l4巷2號

新竹市 59>20l020| 康寧藥后 蔡賜劇 03-532l79i 新竹1 翮
97l

段路大‧■
﹂

新竹市 59l20l262| 新康藥后 陳珮瑜 03=525693| 新竹1 了林森路l88號

新竹 59l20l02l| 昌藥局 邑錐爐 03-5779l7 新竹1 了長春街37號

新竹 59l20l3ll| 合 !連鎖藥局食品店 林千儷 03-535576’ 新竹市食品路M0號
l0 新竹 59l20l256| 法瑪士藥局 江金衛 03-5l5225| 新↑ 了蛾道路二段8號

鎢號 縣市別 醫】孓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囪 聯絡魎話 地均

新竹縣 59330lll9| 高平堂藥局 范綱增 03-587226|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66號
』 新竹嚼 593305263{ 金竹藥眉 張肇元 03-66832l{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六街68號
=

新竹縣 5933050ll 六久藥眉 陳湘瑙 03-555748{ 新竹縣竹北市黎興街l48號
• 新竹縣 593305299; 佑東藥師藥后 石耀聰 03-558809l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街27號
0•q

新竹縣 593303l69{ 好好藥湄 陳英華 03╴583067∣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三段276號
••=

新竹縣 593303l64; 能安西藥局 張怡婷 03=59505l{ 新竹縣竹.L鎮 t峰路l3號
‘

新竹縣 593303l72{ 日榮堂藥局 羅惠芝 03-596233{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8l號
凸
﹃
d
■

新竹縣 593306005< 正安西藥疙 謝辰宜 03-599I05{ 新竹縣湖口鄉倌全街4l號

苗栗 隙（8家）
編號 縣市別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白 聯絡魎鬨 地h

苗栗縣 59350ll95< 千百岳大藥眉 陳貞錦 037-27l33{
勺
■
■
夕半

田
粵市中山路70嚇

•••

苗栗縣 59350l0l6( 德昌藥后 曰
曰啟葉 037=32064 苗栗市中正路ll82號

••

苗栗縣 59350l225( 正忠藥師藥局 劉政忠 037╴32608l 號
l74

路治自市票吵
田

」 苗票縣 593504l73[ 佑仁藥局 王貞友 037-47025l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l20號



（43家﹞

苗栗縣 5935040408 光復藥局 許宏賓 037=476286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2l6勸

苗票縣 5935040079 德安藥咒 饒岩祀 037=479933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40樹

苗栗縣 5935040257 和安藥局 曾鏡泉 037＝』72332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l5凱

苗栗縣 593505l849 懷生中西藥局 梁文榦 037╴672351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l9爵

編駙 縣市別 醫事機1 ;代砠 藥局名押 負貴藥師 聯絡魎話 地址

台中市 59l70l0279 中一藥眉 鍾永勰 04-2223532[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222號

台中市 59l7080l37 日盛藥眉 陳金火 04-243608l[ 台中 了北屯區東山路一段l38之2號

台中市 59l7050997 大多福藥局 鄭滄菌 04╴22058063 台中 丁北區大德街l49號

台中市 59I705l44$ 格霖大藥局 黃湘贈 04╴22925076 台中市北區山西路二段70蹦

台中市 59l705346> 佳賀藥師藥局 王人杰 04╴22066757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l5號

台中市 59l705l05[ 育光中西藥局 羅光翅 04╴22037520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660號

台中市 59l705334[ 健業藥局 林耀仁 04-22990258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9l駙

台中
=>

59l706240[ 健」 !藥局 林郁芬 04-23l90305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 號
62

﹣
『
牡九

台中 590327002< 祐生藥局 王菁剷 04-245l7l69 台牛 丁西屯區文華路3之】號l腮

l| 台中市 59l706368I 1亞永福藥眉
•••

邑宗岳 04-24638229 台中 T西屯區永福路35謝

I 台中
=>

5903270687 全成西屯藥局 籃英倚 04╴245l2290 台中 了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7之l6剝

ll 台中市 590327030> 宥承藥局 賴德迆 04一24626559 台中 丁西屯區西屯路三段l48－l號

l| 台中市 59l7062620 東亞藥師藥眉 張偉釦 04╴27022702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50勘

l! 台中 59l7063403 逢甲藥局 黃淑游 04╴27085922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l5l瀏
|0>

台中寸 5903270570 百富藥局 《承宏 04-22970708 台中 丁西屯區福上巷l6馴

l| 台中寸 59l7032640 幸福大藥局 陳玲釦 04=23026M9 台中 了西區向上路一段l94號

l7 台中市 59l7030066 立安藥局 張邦允 04╴237l9l25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348馴
Ⅲ 台中市 59l7030l00 裕源藥局 蕭彰銘 04-237l5868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66-7瀏

lil
台中寸 5903240l70 美村全成藥肩 湯宗翰 04=230l400[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l6墩

2l 台中寸 59l7020337 福生藥局 鄭福生 04=22ll9l0[ 台中市東區福仁街l38蹦

2 台中
•.

59l7072644 全成藥后 杜晚掣 04╴247l2897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223,

2l 台中 59l707259> 貝麗藥局 林堅焙 04╴2380854﹝ 台中 丁南屯區忠 路72號

2l 台中
•|

5903280l65 南屯福倫藥局 蔡宗剩 04╴247580l〔 剴
73

段＝
一

路屯南區屯南市七
』

△
口

2‘ 台中市 59l7072577 睦林藥局 王梅芳 04╴238l82l〔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ll50號



彰化縣（2l家）

斟箏機↑ 藥局名稱 地址

25 台中市 59>7070088 萬安藥局 呂茂浪 04-2479l8l8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38劉
26 台中市 59l7040l24 慈寧藥局 蔡維伶 04-2285l858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2號
27 台中

=>

5936209689 慈祐藥局 許永聖 04-249l4799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l30駙
28 台中市 5903l90077 八醫健保藥局 楊釆齋 04╴23935050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57嚇
29 台中市 5903l90282 雪仁藥局 徐彥評 04=22755053 台中市太平區太乎路509號
30 台中市 5936l92267 和康中西藥局 李明宗 04-23937297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l3l號
3l 台中市 5936l9l879 玖裕藥﹪ 邱建彊 04=239l7005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5號
32 台中市 5936l920l8 和康藥＊ 陳玥華 04-239l7355 台中 『太平區樹孝路462號
33 台中

﹃
】 5936l20049 原隆安藥湄 翁骨聖 04=25722833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街53號

34 台中市 59030700>6 （興中西大藥犬 謝皓丞 04-2556l0l7 台中 丁后里區 y后路一段598鞦

35 台中市 59032703l0 弘福藥師藥局 劉永吉 04-246ll9>6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l66-2l號
36 台中市 593605l44> 永富駙 龔建源 04╴26625339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286號
37 台中市 5936050248 濟生一藥尼 張﹩叔玲 04-26626826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l46號
38 台中市 5936020M2 新明通藥后 劉佩怡 04╴25873969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32號
3{ 台中

=>

593609l534 潭子福倫藥﹪ 羅伊倫 04-253509l8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l9﹣8號
4[ 台中市 593609l30l 廢泰藥犬 劉宇琦 04-25392620 台中市渾子區復興路一段22駙
4> 台中市 59360l2l40 美日藥虎 張貽雯 04-25228490 台中市盥原區三民路】88號
42 台中市 59030l0289 心美日藥后 林晏竹 04╴25260703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59號l栘
4: 台中市 59360l2560 進安藥￡ 林榮勳 04╴2526268l 台中市挫原區西勢略】l5號

鎢翮 縣市別 醫事機構代嚶 藥局名稱 負貴藥師 聯絡電意 地址

南投縣 5938ll002 杏仁藥尼 林江泉 049╴2776008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路236號

南投縣 593804l56 竹山福倫藥犬 林澤輝 049-26585l|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58號

尚投縣 593804040 優適藥】 林銘都 049-263035| 南投縣竹山鎮大明路M9之5駙
南投縣 59380l042 弘昌藥乃 張釜堯 049-222890!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一路85號
南投縣 593803028| 易生藥﹪ 李明堅 049-232335| 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一段l53號
南投縣 593803237l 和平藥﹪ 王副任 049╴23l008﹛ 南投縣草屯鎮和乎街29號
南投縣 5938030l0| 環球大藥尼 賴冬前 049-235648{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53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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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彰化縣 59370l3052 尚豪藥師藥局旭光店 趙麗駙 04╴728032〔 彰化市旭光路l76號

彰化縣 59370l267 康好健保藥局 鐘瑩清 04-723472< 彰化市旭光路29l號

彰化縣 59370l029@ 明功藥局 柯毓↑↓ 04╴722236Z 彰化市長安衍l55號

彰化縣 59370l3l32 正光藥局彰南店 李忠營 04╴732l00【 彰化市彰南路一段2l號

彰化碼 59370l06l: 榮源藥局 劉玲’盥 04-722943< 彰化市辭修路】28巷9號

彰化縣 5937l5ll2[ 五行藥局 黃美餽 04-8527603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l2鄰山腳路2﹣26號

彰化縣 5937l500l[ 天德藥師藥局 蔡佩凌 04╴852525〔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中正西路l62勸

彰化縣 593704009< 杏安藥局 顏秀釗 04-8875563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l0l舅

9 彰化縣 593707l35[ 景平藥局 李昭怡 04=8760468 彰化縣田中鎮中川路一段276瀏

l0 彰化縣 5937070l9I 仁春藥 蕭輔元 04╴8742409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453翮

l 彰化縣 5937l0l2l7 友誼藥局 林佩靛 04╴798059I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l5剝

l2 彰化縣 5937l9ll3l 順天藥局二店 張育鱟 04-872690I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297馴

l3 彰化縣 5937l40027 金宏恩藥局 藍正中 04-952239I 彰化縣芬囿鄉社口村彰南路四段l08巷l2駙

l4 彰化縣 5937l3lM2 善生藥局 賴珮li 04╴786236】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00劉

l5 彰化縣 59372lll0I 溪畔藥局 邱怡剌 04-82390l6 彰化縣田尾鄉溪圈 寸中山路二段397駙

l6 彰化縣 593705l847 天一藥局 洪章榮 04-8384875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中正路44l號

l7 彰化縣 5937050322 必安藥局 劉文窄 04╴8324986 彰化縣員林鎮育英路l74駙

l8 彰化縣 5937l70034 淑惠藥局 楊榮倒∣ 04-829779[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一段244諭

l9 彰化縣 593722ll98 祐幼藥局 張倍嘉 04╴89ll9l﹙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96號

20 彰化縣 5937llll60 東泰藥局 楊智全 04=7772277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沿海路五段366號

2 彰化縣 5937llll5> 健安藥局 林韋型 04-770783<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三段2l4﹣l號l楔

縞翮 縣市趴 醫事機構代凰 藥局名潔 負責藥師 聯絡雹話 地址

l 雲林縣 59390l0228 重興藥局 林重項 05╴557336E 雲林縣斗六市中興路89勸

2 雲林縣 59390l2526 世明中西藥局 鄭素呀 05╴5333l0﹝ 鏨林縣斗六市文化路324﹣l勸

3 雲林縣 59390l2535 元大藥局 施昊促 05╴5329l7﹩ 雲 巳縣斗六市民生南路42號

雲林縣 59390l2437 上好藥局 楊依瑯 05╴533l78 雲林縣斗六市永安路72剴

5 雲林縣 5939020l7> 惠生大藥局 劉素汕 05-5972478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50瀏

6 雲林縣 593902l570 他里霧藥局 陳志毗 05-5950560 雲林縣斗南鎮民權路l9馴

7 雲林縣 593902l534 威恩藥局 關朝文 05=59552l6 雲林縣斗南鎮氏權路20瀏



﹑
』

縣

（l7家﹚

雲林縣 593906l85 北港家源藥乃 黃嘉縈 05╴7832l0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303號

雲林縣 593904l74 第一藥疙 游宗
八
葫 05-587532 雲林縣西螺鎮平和路l26號

l0 雲林縣 5939040l6 一元藥湄 廖明科 05=587998| 雲林縣西螺鎮福興路75號
lI 雲林縣 5939l4006 義和堂中西藥后 蔡吉蚪 05=699>02| 鏨林縣東勢鄉東勢東路l2號
l2 雲林縣 593903005 林藥師藥眉 林振﹚! 05-6334l3|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07號
l3 雲林縣 593903222 文心藥】 徐士僩 05-636236| 鏨林縣虎尾鎮信義路6號

M 雲林縣 5939l3M0 正鴻健保藥犬 吳鴆年 05╴693878∣ 雲林縣麥寮鄉表福路35號
︻
胎
U

>
雲林縣 593909>27| 大美社區藥虎 廖英摺 05╴584857∣ 雲林縣莉桐鄉大美村23﹣】號

編嚇 縣市B!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稍 負賁藥隘 聯絡菴蒿 』也力

嘉義闊 5940l3l28| 一心藥﹪ 陳靜盥 05╴230355∣ 嘉藐縣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3l號

舟義縣 594007l>0| 良信藥局 張展絆 05-380508| 磊菠縣六腳鄉蒜頭村l90﹣5號

嘉義尉 5940lll24| 信宜藥師藥眉 王海沌 05-36>736| 嘉栽縣太保市太保里7號

嘉義駙 594002ll5| 康富藥師藥肩 蕭景荊 05=34705l 嘉籤縣布袋鎮博愛二街22號

嘉義翳 594004l69| 卷森藥后 蔡有僧 05╴226695∣ 嘉籤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3l巷96號之2

嘉義縐 594004l6ll 倌宇藥后 紀珮琊 05-220985| 嘉籤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44之l號

嘉義將 594004034| 正道藥后 直宗旭 05-226834| 嘉拽縣民雄鄉復興路38號

嘉義縐 59400>l7l3 朴子啄木鳥藥肩 .嘉腳 05-320802| 磊 ﹠縣 ﹑子了『海通路43之8號

嘉義將 5940l6l030| .勝藥乃 肅 ﹟勝 05╴259ll2∣ 崙籤縣番路鄉下坑村53號

編號 縣市另!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自 聯絡雹詫 地h

嘉義市 592202056| 倌康藥尼 張芳榮 05-2l6l68| 崙獵市西區仁愛路226號
』 嘉義市 59220206I| 菰安藥尺 張志聰 05╴29】058∣ 嘉獵市西區友愛路236號

嘉義市 592202A05& 萬泰藥師藥后 陳月虹 05╴2l6860∣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494號
’ 嘉義市 592202人29l 秉原藥后 楊秉原 05=22858ll 嘉籤市西區民族路700號
•

嘉義市 592202066 大正藥眉 楊秉璋 05╴22858ll 嘉籤市西區民族路702號

嘉義市 592202058 杏安藥眉 張凱堯 05-227l72i 磊籤市西區民族路786號
$

舟義市 592202857{ 保富藥肩 楊舒【 05-236540 嘉籤市西區了.年 圩l4懿
.̀ -

嘉義 592202878{ 勝成藥尼 商錦文 05=236024| 嘉i 了西區南京路l26巷l9號

嘉義市 5922020l2{ 安藥局 賴幸吟 05╴233288∣ 嘉籤市西區﹟愛路二段36l號



（42家﹞

l| 嘉毅市 592202859( 一安藥局 郭信男 05╴2859275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ll亂

l 嘉義 59220>2l7[ 聖心藥局 林岫力 05-2777l89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577號

l| 嘉獵 59220l294E 大明藥局 賴易創 05=2760958 嘉 丁東區大雅路二段682號

l3 磊籤市 59220l026$ 秉榮藥局 林軒培 05-2224320 嘉義市來區中山路】89號

l」 嘉袋市 59220l044> 穎川保健藥局 陳煌針 05=2223609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04號

l5 嘉義市 59220l285[ 民族弘安藥肩 何應璿 05=2240l0l 嘉義市來區民族路】65號

l6 嘉義市 59220l290[ 昱安藥局 陬麗移 05-2252395 嘉義市東區成仁街l80號

l7 嘉籤市 59220l040< 信輝藥局 張國鋼 05╴22524l5 嘉義市柬區吳鳳南路353勘

編瀏 縣市另! 醫事機構代囉 藥局名和 負責藥師 聯絡電話 地址

l 台南市 5905340020 慶大藥局 李慶鎬 06-225ll88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l82號

2 台南市 592l050423 吉仁大藥局 ﹩朝仁 06-2263777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86號

3 台南市 592l030234 永祥藥局 許博溜 06-22l2l63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204號

4 台南市 592l05l608 府前藥師藥局 林桂貞 06╴22844l】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270號

5 台南市 592l040392 宏吉藥局 謝宏催 06=2589692 號
422

街錘
︿

大區北市金
叼

︽
口

6 台南市 592l042038 佳一藥局 劉宛劑 06=25ll947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532號

7 台南市 5905350240 健康藥局 郭雅對 06╴2003078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五段2l號

8 台南
•.

5905380l22 趟藥師藥局 趟健省 06╴39l5695 台南市安乎區安北路390翮

9 台南
•’

590538005> 安』 乙藥局 郭燕雪 06-297055> 台南市盛 ≧區國乎略55 參ll3號 !
l0 台南

口
.

592>060l70 明杰藥局 姿伶 06╴256782I 台偉 了安南區大安街98勘

l 台南
•i

592>06l604 泰赫中西藥局 曾翠玲 06=25623l7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79瀏

l2 台南
••

592>060385 樂成藥局 泠惠棻 06╴256857〔 台南市安南區安矛口路一段l59巷83勸

l3 台南市 592l060358 長青大藥局 黃富J 06=28l289[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93瀏

l4 台南市 592l060376 泠逸 釐藥師藥犬 陳霄盥 06-256058< 台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一段3l4翮

l5 台南 592l060394 土城藥師藥局 郭惠釦 06╴257l872 台嚴 『安南區城北路75讖

l6 台南市 592l060205 建壽藥局 曾纓閔 06-255538[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572馴

l7 台南市 5905370l44 仁大藥局 曾恭國 06-256l771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三段368鼬

l8 台南市 592l0l0705 華興藥局 何賢撕 06╴2683751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562瀏

l9 台南市 592l0l2683 連春藥局 連瑞雲 06╴2083685 台南市東區莊敬珞】5號

20 台南市 592l020336 欣昌藥局 林隆昌 06=26232l1 台南市南區灣裡興南街ll5瀏



•I0

高雄市（29家）

2l 台南市 594l27007| 歐大藥升 歐忠果 06=266483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385之3l號

22 台南市 594ll3ll6 竹軒大藥尼 張錦荔 06-698225| 台南市六甲區民生街l58號

23 台南市 59053l026 仁安藥師藥后 林國記 06-205605|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6l號

24 台南市 594l3l095 久大藥師藥尺 林冠瑙 06-2724l9|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l058號

25 台南市 59053l076 瑞德大藥眉 江宗林 06╴27l039∣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l84號

26 台南市 594>23ll3| 伊立安藥尼 林晴滔 06-574700 台南市玉井區中山路l43號
27 台南市 594>2300l| 玉井藥片 張太雄 06-574227 台南市玉井區中華路47號

28 台南市 594l05009l 普羅藥﹪ 林麗銀 06╴723225∣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路303號

29 台南市 594ll000l| ﹣
謝 戈藥】 黃素珍 06-688232| 台南﹃ 丁後壁區嘉民里上茄?冬M6號

30 台南. 594ll0004| 瑞益藥湄 郭香聿 06-688l48l 台南市後壁區嘉田里58之】號

3l 台南市 5905l8003| 建昌藥局湛汪厄 何貞蟯 06=794l88| 台南司 丁將單區忠興里l號之6

32 台南‧ 594l07002| 資生大藥局 黃昭勳 06-583765| 台南1 丁善化區中山路37號

33 台南市 594l06l29| 元一藥師藥尼 劉懿萱 06=598447 台南司 了新化區中正路528號

34 台南市 594l06l34l 安麗兄藥局新化厄 于慈你 06-598602| 台南市新化區忠孝路ll6之3號

35 台南市 5905060l2| 美麗安藥局 丁淳萼 06-590950| 台南市新化區護國里中山珞l50﹣l號l樓
36 台南市 594l0ll86| 啄木鳥藥師藥后 黃美純 06╴659024∣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242號
37 台南市 59050l0l2| 宏泰大藥局 感哲掣 06-632780 台南市新營區東興八街27號

38 台南市 594>08004| 心得藥后 邱嗷娟 06-783508i 台南市學甲區建國路82號

39 台南市 59050800>| 生祥大藥局學甲厄 古易桃 06=783846l 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76號

40 台南市 594l28>44l 倍安藥后 吳建盛 06-27829>| 台南市’ 『仁區大濘里長榮路一段232號
4l 台南了 594l28M5 生祥大藥局 陬宗益 06-239653| 台南1 『仁區中山路二段46之l號

42 台南市 594l29l2l| 新素界保養藥后 劉乃文 06╴595929l 台南﹃ 廟區武聖路26號

鎢號 縣市剔 醫寧機構代碼 藥局名稱 負責藥白 聯絡電話 地h

高雄市 590205046’ 人禾藥眉 湯金獅 07╴32l56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24號

高雄市 590205079| 友泰藥后 黃榮焜 07=3I2523|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l69號

高雄市 590205038’ 合祥藥眉 黃立英 07╴3830l8l 高雄市三民區昭良街68號

高雄市 590205063{ 嘉益藥眉 施坤鎮 07-3ll0l5‘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0號

高雄市 500732033! 河堤健保藥后 黃保瑞 07-3l0828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略l07號

高雄市 590732007! 柏愛藥后 洪葦格 07=3l0300|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90巷l號



屏東縣（12家）

高雄市 590732065l 未來照護藥火 翳Il庭妤 07-3l05356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l08號I榴

高雄1
=>

5902030303 翔生藥上 謝吉清 07-5827329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M號

高雄市 5902092787 吉昌藥局 王晚蓮 07-3368782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l00瀏

l0 高雄市 590209232l 彥芳藥局 曾美騰 07-3302007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65號l『

l> 高雄市 5907350346 武廟幸福藥局 林璘誼 07=7l70085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35讖

l2 高雄市 5902085308 幸福藥師藥局 黃昱彰 07╴536870l 號
376l

路年婁
月

區雅苓市雄高

l3 高雄市 5907350ll3 英祥藥局 杜仿裕 07=7522786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l9讖
』
‧

l
高雄市 5902080545 柏松藥乃 黃榮貴 07=7233858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l75駙

?
卜
L

■
』
』 高雄市 5902042447 建佑藥局 徐守正 07=3626893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l9l翻

l( 高雄
=>

5902040087 世詠藥＊ 陬增蓮 07=3539869 高雄 7楠梓區楠者l t街l38號
「
∣

l
高雄市 590202l233 崧柏藥局 張盈棠 07-5542027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43讖

l< 高雄市 5902022829 弘興藥局 黃芬民 07=56>2677 高雄 丁鼓山區鼓山三路48﹣】l號
[ql

高雄市 59070l0l50 育英藥局文德店 蔡貴英 07-7777059 高雄 丁鳳山區文德略29駙

20 高雄市 59420l0867 鳳林藥局 蔡明璦 07-78252>3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l66駙

2I 高雄市 59420>0349 長英藥局 『∣
夕 ﹙聰輝 07=7805002 高繩 丁鳳山區八德二路267馴

22 高雄市 59420l032l 南億藥局 ﹙映伶 07-7l050l0 高繃 了鳳山區光復路74潑

23 高雄市 5942060l6l 倌元藥師藥局 錢永琦 07-78363l3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略329氳

2‘ 高雄市 594206l50( 中美藥師藥局 江慶豐 07-7030096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l8勘

2{ 高雄市 594224004: 光輝藥局 王輝上 07=667ll06 高雄市內門區南屏路230蹦

2{ 高雄市 594202l735 長青連鎖藥局 劉亮君 07-6232566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33號

2’ 高雄
•>

5942040l7[ 志昇藥局 陳志昇 07╴68l3930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557馴

28 高雄市 594203l351 錦昌藥局 林錦良 07-66l3l29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4號

2{ 高雄市 5942030l8> 良安藥局 許珠美 07=66l7532 高雄 丁旗山區旗南一路53號

編氳 縣市別 醫事機構代曬 藥局名賴 負賁藥甸 聯絡菴話 地力

屏東嚼 59430l0432 億泰藥局 鄭 ’蓿 08-7324005 屏 ﹝縣屏 ﹝市自由路582號

屏東將 59430l306[ 陽生藥局 王 虐翔 08-73224l3 屏東縣屏 丁逢甲路26號

屏東縣 59430l364[ 倌安藥局 盧丞彥 08-7322332 屏東縣屏 k市漢口街ll駙

屏東縣 59430ll031 正源藥局 郭愍珍 08╴755889l 屏東縣屏柬市龍華路l84號

屏東縣 594308ll5E 倌昌藥局 唐慈玲 08-7397337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二段ll9號



澎湖縣（4家）

（l2家﹚

台東縣（7家

屏 【縣 594309002| 亞洲藥虎 張以潔 08=775293l 屏』 k縣里港鄉永春路8號

屏 之縣 5943l6003| 隆山藥媚
|·

【文章 08╴878570l 屏j ﹝縣枋寮鄉中山路ll5﹣2駙

屏 k縣 5943l9003| 陽昇藥后 陳春貴 08╴875l34’ 屏東縣林邊鄉忠孝路3l之2號

屏東駙 594306ll3| 宏大檠師藥局潭頭几 張凱鈞 08=736995’ 屏柬縣長洽鄉潭頭路】55號
l0 屏東擱 594302l5l| 釭康藥后 劉正雄 08-780092I 屏柬縣潮川鎮四維路2l3號
ll 屏東縐 594302006| 大安藥眉 吳桂女 08-788450{ 屏東縣潮川鎮光春路7l號
l2 屏東縐 5943l000l 宏大藥呢 張宴窯 08╴79355l﹛ 屏柬縣鹽埔鄉新二村彭厝路38﹣5號

編號 縣市;l∣ 醫動 :機構代縐 藥局名稱 負貴藥gi 聯絡電認 地址

澎 坍縐 59440ll34』 東文藥眉 洪渝喧 09-922M3; 澎湖縣馬公市柬文里文山路66號
‧
』

澎 坍縣 59440ll40{ 陽明金福藥后 洪玉蓮 06╴926085﹛ 漬 坍縣鳥公市陽明路50號

彭 明縣 594402055| 全民藥湄 林》叔鈐 06=992040{ 渡 明縣湖西鄉湖西村l50-3號
• 澎湖縣 59440400】』 金福藥尼 陳福龍 06╴998404﹛ 澎湖縣西嶼絢 也東村43﹣2號

編號 縣市別 醫﹟ :機構代礪 藥局名稱 負責藥匈 聯絡電記 地齜

花蓮縣 59450l0038|{德生藥尼 陳身英 03-832267(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29號
••

花蓮縣 59450l0056| 逮安藥湄 趟瑞平 03-832303I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37號
••

花蓮縣 59450>264! 活泉藥后 林啟一 03-83l663{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l76號
& 花蓮縣 59450l30lI 國泰藥后 廖慈玲 03-854203l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59號
•••

花蓮縣 59450l289( 達榮藥后 陳澄帆 03=83l602( 花蓮縣花蓮市中福路l94號
』
■
▼

花蓮縣 59450ll79< 晉磊藥后 吳杏芬 03-834732{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7】之7號
•

花蓮縣 59450l286[ 承祐藥局 林’憶君 03╴833826I 花蓮縣花蓮 丁建國路266氳
』
▼
凸
■ 花逮縣 59450l2lli 金英霄藥后 邱秀華 03=856959[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十街98號
••q

花蓮鼎 59450l298{ 衛生藥局 黃俊仁 03╴823070﹝ 花蓬縣花蓮 了新興路200諭
l0 花蓮鼎 594503ll9{ 仁德藥局 黃啟銘 03-888233{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l40號
ll 花蓮鼎 594505l38[ 荃安藥眉 嘐lI建祿 03-85793l1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277﹣l號
『
乙

l
花剷 絲 594504003[ 黃藥局 黃淑貞 03-82672lI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203號

編號 縣市另 醫事機構代碼 藥局名肅 負責藥倒 絡電話 』也址

台東﹟ 59460>l75[ 日安藥眉 劉慈貞 089=5l6ll( 台東縣台東市大順路l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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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

地址:ll56】壁北市南港區昆陽街l6l﹣2號

聯絡人:郭貞吟

聯絡啦括:（02﹚2787﹣78l4

電子倌箱:nicole506l02042﹫fda.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舉民國l06年l0月2日

發文字號:『DA藥字第l060036l83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社區用槳繕詢站名單一份（A2l020000Il060036l8302﹣l.xlsx）

裝

縷
主旨:有關本署委託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辦理l06年度

「守護社區用藥安全」計畫’成立社區用藥諮詢站’請貴

單位惠予推廣合作’並轉知相關圍體運用’請查照。

說明:

一、今（l06﹚年度本署委託該會成立社區用藥諮詢站共計352家

（名單詳如附件﹚’提供用藥諮詢服務及協助正確用藥衛教

宣導活動。名單亦置於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各

縣（市）藥師公會綢站,可供查詢。

二、請惠予協助轉知所轄相關社區健康或關懷服務圍體多加運

用‧

髦汀

正本:覺北市政府社會局﹑宜藺縣玫府社會處、新北市政府社含局、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新竹市政府社會處、新竹縣政府社會

處﹑覺中市政府社會局﹑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雲林縣

政府社會處、嘉拽縣政府社會處﹑磊籤市政府社會處、蠱晌市政府社侖局﹑高雄

市玫府社會局、屏來縣政府社會處、澎湖縣玫府社會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蠱

東縣政府社會處、苗票縣玫府勞勁及社會資源處﹑花越縣玫府社會處、屏東縣政

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高雄市玫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彰化縣

衛生局、桃圍市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覺中市政府衛

生局、覺采縣衛生局、暨北市政府衛生局、南投縣玫府術生局、嘉拽市政府衛生

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雲

林縣衛生局、基隆市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宜藺縣玫府衛生局

釗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蠱北市藥師公含、新北市藥師公會、基隆市藥師公

會、金門縣藥師公會﹑連江縣藥師公會、新竹市藥師公會、新竹縣藥師公會﹑苗

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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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縣藥師公會、台中市新藥師公會﹑彰化縣藥師公會、雲林縣藥師公會、嗧獵縣
藥師公會、台南市藥師公會、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高雄市藥師公會﹑高雄市第
一藥師公會、屏來縣藥師公會、澎湖縣藥師公會、花蓮縣藥師公會﹑中華民國藥
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宜閱縣藥師公會、桃圃市
藥師公會﹑南投縣藥師公會、嘉義市藥師公會、台東縣藥師公會﹑衛生福利部社
會救助及社工司、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渡司、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砸蕨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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