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屆參選前古博仁理事長參選政見 

一、不分校際，凝聚共識，和諧共榮，營造藥師全方位社會價值多贏。 

二、均衡發展各執業領域的藥師權益，強化醫院藥師、行銷藥師、診所藥師、開業藥

師等各領域委員會功能。 

三、落實醫藥分業並爭取調高藥師調劑費及給付藥師諮詢費。 

四、帶領藥師走入民眾，深耕社區，提升民眾對藥師的信賴度。 

五、成立多方位聯誼團隊，培養會員第二專長與興趣，強化聯繫會員感情與經驗分享、

凝聚公會向心力。 

六、增加持續教育課程，調整合理持續教育費用、資訊平台持續教育規劃與爭取，培

育種子與專科講師，持續教育課程設計除專業提昇外，跨領域的進修課程（如法

律、理財、資訊等）等生活性相結合的終身學習課程建立。 

七、落實社區醫療網架構，整合各專業領域角色與功能，營造多元『醫藥合作』模式，

落實社區總體健康營造藥事環境。 

八、提升民眾用藥安全，減少醫藥資源浪費，整合既有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等資源，

促進社區醫藥專業人員的分工與合作，落實醫藥分業及正確轉介救醫功能的落實。 

九、合理的稽核制度（合理管藥誤差量、處方稽查時效）及輔導規範。 

十、強化藥事作業輔助用品推廣（參考書籍、網路、作業工具）。 

十一、強化公會資訊平台管理，落實職場上學習、進修、經驗分享。 

十二、合理的調劑環境營造（不公平的藥價差）及業物對口單位建立。 

 

 

新北市藥師公會古博仁理事長參選政見執行績效自我評核 

第二十一屆全體常務理監事、理監事、委員會幹部、區組長暨全體會員共同努力成果 

一、不分校際，凝聚共識，和諧共榮，營造藥師全方位社會價值多贏。 

【自我評核：各校精英均有邀請參與公會各委員會與活動中，且喜見不分校際分

嶺，共同打拼藥事大業遠景；本屆積極參與國事論談會議（4 場）、行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理局（5 場）、國健局（2 場）、健保局（7 場）、全聯會（38 場）、衛生

局（29 場）、各家電視與平面媒體行銷（6 場），並開創近 30 餘項創新活動。 

理事長與理監事幹部在本屆協助本會會員於公於私向公會反應問題將近 1500 件，

並針對會員反應都一一提供服務或協助管道改善】 

 

二、均衡發展各執業領域的藥師權益，強化醫院藥師、行銷藥師、診所藥師、開業藥

師等各領域委員會功能。 

【自我評核：本屆委員會中設有社區藥局（9 場）、診所藥師（5 場）、醫院藥局（5

場）、生技產業發展（1 場）、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25 場）、慢箋團隊（13 場）、

資訊管理（8 場）、中藥發展（4 場）、持續教育（30 場）、資訊管理（7 場）、社團

聯誼委員會（17 場）、女藥師聯誼（8 場）、國際事務（10 場）、區組長（8 場）等

委員會】 

 



三、落實醫藥分業並爭取調高藥師調劑費及給付藥師諮詢費。 

【自我評核：積極參與全聯會各項活動，建議調整不適法規訂定與修正、增加藥師

能見度及行銷藥事服務，並與中央健保局多次業務會議溝通，監督與支持全聯會

有關法律法規修訂】 

 

四、帶領藥師走入民眾，深耕社區，提升民眾對藥師的信賴度。 

【自我評核：本屆與社會局合作辦理超過 100 場社區社團用藥安全講座，與衛生局

合作近 500 場社區診篩用藥安全宣導，醫事聯盟團體（醫師、護理師、營養師、

醫檢師、職能物理…等公會）、醫策會、醫改會、工商建研會、各公益團體（顱顏、

基督教約那家園、佛教中道淨苑、家扶基金會）。並積極開發社區藥局公衛有價業

務推展】 

 

五、成立多方位聯誼團隊，培養會員第二專長與興趣，強化聯繫會員感情與經驗分享、

凝聚公會向心力。 

【自我評核：本屆辦理舉辦 30 場 24～25 持續教育學分（免費提供：持教學分費用

及養生餐盒）；共 462 學分中，引進居家服務（護理、放射、呼吸治療、醫檢、營

養）、公共衛生藥學、藥事照護、實證藥學、中藥、生藥學應用、戒菸藥物治療、

諮詢與溝通技巧、用藥評估工具簡介、處方判讀與經驗分享、複合型藥局店鋪經

營策略、網路社群概念、管制藥品法規及管理實務、藥害救濟、法律、法規等課

程，將近約 150 學分； 

未申請學分活動：社團聯誼、資訊管理、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社區藥局、

診所藥師、醫院藥局、公共關係、生技產業發展、女藥師聯誼、中藥發展、公益

事務促進、區組長、國際事務促進等委員會】 

 

六、增加持續教育課程，調整合理持續教育費用、資訊平台持續教育規劃與爭取，培

育種子與專科講師，持續教育課程設計除專業提昇外，跨領域的進修課程（如法

律、理財、資訊等）等生活性相結合的終身學習課程建立。 

【自我評核：本屆辦理舉辦 30 場 24～25 持續教育學分（免費提供：持教學分費用

及養生餐盒）；共 462 學分中，平均每年辦理之 25 學分為 6.16 場/年，理事長與常

務理事均與會參與及承辦，98 年共辦理 6 個月份持教課程、99 年共辦理 7 個月份

持教課程、100 年共辦理 7 個月份持教課程 100 年共有 9 個月份有辦持教，共約 8000

餘次會員參加持續教育課程，會員接受持續教育課程滿意度高達 90 分以上評價（提

供訊息效能、課程報名方式、課程師資、環境和設備與服務態度），並即時獲得會

員反應問題。 

協辦講師人力庫：本會極力開發醫院臨床藥師，並在持教課程中將本市相關區域

教學醫院內之醫療特色、藥事專長與人文介紹給與會學員知曉並與社區民聯結與

分享。參與本會持續課程臨床講師培訓資格醫院藥局有：亞東、馬偕、慈濟、雙

和、耕莘、市立醫院（板橋、三重）、署北、八里、汐止國泰醫院等臨床講師人力

及社區藥局 

生活性相結合的終身學習課程：由本會委員會熱情承辦（請參閱第五條政見自我

評核-工作績效請參閱團隊介紹-委員會內容）】 

 



七、落實社區醫療網架構，整合各專業領域角色與功能，營造多元『醫藥合作』模式，

落實社區總體健康營造藥事環境。 

【自我評核：請參閱第四條政見自我評核。本屆與全聯會共同辦理高診次居家照

護藥師培訓、病患諮詢服務論壇、戒菸衛教師初階培訓，培訓人力近 450 位藥事

人力；衛生局-食品藥物管理科、健康管理科、疾病管制科、心理衛生及長期照顧

科辦理健康樂活展、管制藥品管理法規宣導講習會、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

絡、居家藥師服務，培訓人力近 800 位藥事人力。 

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計畫區域：三重區、板橋區、淡水區、新莊區、永

和區、新店區、土城區、中和區、汐止區共九區有價公衛服務（四大癌篩、八週

戒菸、減重） 

定期會訊提供（固定每週六寄發，內容含：最新消息、活動花絮、近期公文、藥

物資訊、醫藥相關新聞、中醫藥資訊、精選文章等會員相關權利與時勢新知、政

令宣導）。 

 

八、提升民眾用藥安全，減少醫藥資源浪費，整合既有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等資源，

促進社區醫藥專業人員的分工與合作，落實醫藥分業及正確轉介救醫功能的落實。 

【自我評核：本屆配合衛生局心理衛生及長期照顧科辦理居家藥師服務（服務人

次：98 年：共有 267 位藥師參與，服務約 580 人次民眾；99 年：共有 296 位藥師

參與，服務約 700 人次民眾；100 年：共有 200 位藥師參與，服務約 590 人次民眾）、

社會局社區民眾用藥安全講座（：98 年：35 場，約 2500 人次民眾聽課；99 年：

40 場，約 3000 人次民眾聽課；100 年：37 場，約 2900 人次民眾聽課）及全聯會高

診次居家照護藥師培訊藥事人力共 288 位參與培訓，59 位取得資格（24 位為新北

市藥師）】 

 

九、合理的稽核制度（合理管藥誤差量、處方稽查時效）及輔導規範。 

【自我評核：向藥政處與衛生局反應稽查狀況與執行要求從寬認定及尊重藥師態

度，獲得善意回應，並獲得會員肯定；向朱立倫市長反應藥業職場問題（不法藥

物稽查、）；李鴻鈞立委、林鴻池立委、吳育昇立委、黃志雄立委、吳清池立委協

助本會國稅局要求廠商需開立三聯式發票、提供全聯會藥師法規修訂與把關，藥

事法第 19 條（成藥）及第 34 條修（藥局執照經營之規定）之惡法導正及藥師法

第 2 條（得檢覆藥師資格）之嚴格把關工作。】 

 

十、強化藥事作業輔助用品推廣（參考書籍、網路、作業工具）。 

【自我評核：持續教育課程內容在取得講師同意下會將課程內容講義存放公會網站

提供給會員自我進修使用，定期舉辦居家藥事照護研習會（每年共辦 6 場，社區

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承辦），中藥研習讀書會（共辦理 24 場），高診次藥師讀書會

（近期開辦-並提供整理讀書會內容資料）；建立本會定期會訊提供（固定每週六寄

發，內容含：最新消息、活動花絮、近期公文、藥物資訊、醫藥相關新聞、中醫

藥資訊、精選文章等會員相關權利與時勢新知、政令宣導）。】 

 

十一、強化公會資訊平台管理，落實職場上學習、進修、經驗分享。 

【自我評核：公會資訊平台內容架構除了公會簡介及資訊、資訊查詢專區、醫藥相



關訊息、新北市長期照護居家藥師、資料下載區等專區外，徵才求職專區、教學

專區、執業相關訊息、藥物資訊專區、法規專區、影音俱樂部、熱門內容、重要

資訊也提供會員執業中應有的準備；還定期主動提供會訊給會員瞭解本週或即將

推行活動，協助會員及早規劃參與活動行程計劃（固定每週六寄發，內容含：最

新消息、活動花絮、近期公文、藥物資訊、醫藥相關新聞、中醫藥資訊、精選文

章等會員相關權利與時勢新知、政令宣導）。 

一切會務活動均朝向公平、公正、公開方向執行】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2807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10843 

 

 

十二、合理的調劑環境營造（不公平的藥價差）及業物對口單位建立。 

【自我評核：健保局北區藥事聯席會議內容提出反應高於健保藥價窗口，健保 IC

卡專案、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塑化劑起雲劑專區窗口建立、健保 IC 卡登錄

資訊專區、管制藥品申報專區】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7929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7014 

 

 

 

第二十一屆藥師公會 

一、會員結構與分佈（.由 admin 在 100, 10 月 14 發表） 

 

藥師執業情況 人數 比例 

醫院藥師 636 19.4% 

診所藥師 804 24.5% 

藥廠藥師 41 1.3% 

藥貿藥師 382 11.7% 

開業藥師 629 19.2% 

執業藥師 719 22.0% 

其它 27 0.8% 

未執業 37 1.1% 

 總計 3275 100.0% 

 



 

 

 

二、團隊介紹 

1、理事長：古博仁 

2、新北市藥師公會第二十一屆會員代表、候補會員代表 

第壹選區會員代表〈二十四名〉 候補三名 

區域：中和、永和、新店、烏來、石碇、深坑、坪林 

第貳選區會員代表〈二十六名〉 候補三名 

區域：板橋、土城、樹林、三峽、鶯歌 

第參選區會員代表〈十三名〉   候補三名 

區域：淡水、金山、石門、貢寮、萬里、三芝、汐止、瑞芳、雙溪、平溪 

第肆選區會員代表〈二十七名〉 候補三名 

區域：新莊、三重、蘆洲、五股、泰山、林口、八里 

3、常務理事：【共六位】理事：【共十四位】候補理事：【共六位】 

常務理事：黃雋恩、陳昭元、蘇榮智、陳楷模、蘇國欽、朱金玉 

理事：黃莉蓉、孫淑慧、吳大圩、魏麗雲、廖玲梅、林哲政、游月霞、陳坤波、

呂品儀、洪若嘉、邱振源、陳雅德、溫國雄、張博彥 

候補理事：周聰郎、陳士介、詹明蒼、凌羿生、陳祐維、楊孟慈 

常務監事：【共一位】監事：【共六位】候補監事：【共二位】 

常務監事：柯受祿 

監事：張意宜、陳錦煌、白三奇、陳河明、王素華、簡明龍  

候補監事：陳建佑、陳冠志 

4、區組長： 

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深坑區、板橋區、土城區、樹林區、三鶯區、淡水區、



汐止區、瑞芳區、新莊區、三重區、蘆洲區、五股區、泰山區、林口區 

第壹選：中和、永和、新店、烏來、石碇、深坑、坪林 

第貳選：板橋、土城、樹林、三峽、鶯歌 

第參選：淡水、金山、石門、貢寮、萬里、三芝、汐止、瑞芳、雙溪、平溪 

第肆選：新莊、三重、蘆洲、五股、泰山、林口、八里 

 

5、會務人員：總幹事：許炳昌  

    秘書：莊念和 、幹事：林志成、幹事 王筑君 

 

5、委員會名單： 

社團聯誼委員會  承辦活動： 17  場 

主任委員：溫國雄     副主任委員：洪若嘉 

重要建樹：綜合所得稅報稅實務研習班、藥學生實習、歌唱班創立、藥局經營專班 

       

資訊管理委員會    承辦活動： 7  場 

主任委員：林志彥    副主任委員：陳冠志 

重要建樹：二維條碼全台首先試辦區域、公會網路架構、傻瓜相機課程 

 

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    承辦活動： 27  場 

主任委員：邱振源     副主任委員：白三奇、毛淑慧、賴季宜      

重要建樹：居家照護、居家藥師在職訓練、藥事照護業務推行、媒體行銷、整合性社

區健康照護網絡推展 

 

慢箋團隊委員會    承辦活動： 13  場 

主任委員：吳秋儀     副主任委員：許世煌、王淑觀  

重要建樹：慢箋團隊進退場評審制度、健保局窗口對話、國稅局稅務爭取、藥事照護

服務模式計畫 

 

社區藥局委員會    承辦活動： 9  場 

主任委員：陳雅德     副主任委員：洪若嘉、黃崇連、洪若峰 

重要建樹：個人用藥紀錄手冊、病患諮詢服務論壇、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藥

局經營專班 

 

診所藥師委員會     承辦活動： 5  場 

主任委員：王昱凱    副主任委員：黃琡珺、劉惠娟、林高宏 

重要建樹：執業環境規劃 、藥用植物採集持續教育 

 

醫院藥局委員會    承辦活動： 5  場 

主任委員：吳福森    副主任委員：林攸美  

重要建樹：二維條碼事宜、持續教育臨床藥師講師人力支援、居家照護藥師培訓 、實

證醫學種子教師認證研習 

 



公共關係委員會    承辦活動： 11  場 

主任委員：陳楷模     副主任委員：呂品儀、郭榮木  

重要建樹：執業環境經營、管制藥品管理法規宣導、國稅局稅務爭取、藥業公會交流

座談會（民意代表、醫療界、業界） 

 

生技產業發展委員會    承辦活動： 1  場 

主任委員：李文富     副主任委員：黃明發 

重要建樹：用藥安全手冊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     承辦活動： 7  場 

主任委員：楊孟慈     副主任委員：吳詠湘 、謝淑薇、幸明麗 

重要建樹：終生學習課程（踏青、美容、咖啡、瑜珈、茶道、彩妝） 

 

法規委員會    承辦活動： 12  場 

主任委員：洪茂雄    副主任委員：陳瑞芳、陳書發、翁肇憶 

重要建樹：法規研習、管制藥品管理法規整理及宣導講習 

 

中藥發展委員會    承辦活動： 4  場 

主任委員：王明傑     副主任委員：杜介星、吳炎文 

重要建樹：中藥持續教育及本會中藥講師支援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    承辦活動： 5  場 

主任委員：游丈樟     副主任委員：吳明慧、徐必成 

重要建樹：公益捐款勸募（88 風災）及育幼院參訪送暖 

 

持續教育委員會    承辦活動： 28  場 

主任委員：彭子安     副主任委員：王明賢、李慧玲 

重要建樹：持續教育、臨床藥師講師開發、醫院與社區窗口結合互動 

 

區組長團隊    承辦活動： 8  場 

總召集人：許有杉     副總召集人：詹明蒼、陳雅德、劉惠娟 

重要建樹：社區藥局業務聯繫及政令宣導、藥局經營管理、實習生實習業務推展 

 

國際事務促進委員會     承辦活動： 10  場 

主任委員：黃莉蓉    副主任委員：林雄、陳奕秋 

重要建樹：國際性事務參訪、世界藥學會（FIP）研討會、社區藥局藥事教學指導試辦

計畫 

 

6、重要理監事會議： 

一、常務理監事會議： 

a、社區藥局用藥小手冊的印製。 

b、研討會館使用辦法、及會館使用管理案。 



c、委員會業務推展重點事項審核。 

d、增聘本會會務工作人員面試案。 

e、討論規劃執行本縣衛生局及全聯會，提出過期藥品回收方案。 

f、本會舉辦音樂班訓練課程，招收會員參加案。 

g、提請投意外險保障本會參與高診次醫療會員訪查平安。  

h、反映主管機關有關管藥稽查，請酌情予藥師空間及相當的尊重，向上建議

採納案。 

i、執行議員地方建設經費，審查有關企劃專案。（辦理 99 年度與 100 年度會員

用藥安全講座暨淨山環保活動）。 

j、籌備舉辦本會 99 年度重陽敬老聯誼活動。 

k、有關通過高診次筆試之會員，安排實習及協辦事項。 

l、籌備本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慶祝藥師節聯誼會事宜。 

m、新北市政府衛生局委辦戒菸教育訓練計劃案及戒菸諮詢/轉介/追蹤計劃案。 

n、本會全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安排及會員授課管控事宜 

o、印製 4000 張--﹝藥師執業中﹞﹝藥師暫停執行業務﹞吊牌，提供會員使用。 

p、 

q、 

二、理監事會議： 

◎追認審核本會第二十一屆逐次常務理、監事會決議事項。 

◎審核本會各委員會工作內容並推薦各委員名單。 

◎審查本會會員滯繳常年會費處理案。 

◎高於健保價之藥品品項，請將資料送交公會彙整，提交全聯會反映將所有資

料送交政風處辦理。 

◎表揚本會會員及單位及傑出貢獻人員與事蹟案。 

◎藥學生在藥局實習期間，本會開放實習生參與各項會議或研習會…..活動。 

◎增聘本會會務工作人員面試案。 

◎本會會館使用管理案（本會三重會館使用辦法）。 

◎本會會員參加由本會主辦-繼續教育管控事宜。 

◎討論規劃執行本縣衛生局及全聯會，提出過期藥品回收方案。 

◎本會舉辦音樂班訓練課程，招收會員參加案。 

◎提請投意外險保障本會參與高診次醫療會員訪查平安。    

◎反映主管機關有關管藥稽查，請酌情予藥師空間及相當的尊重，向上建議採

納案。 

◎執行議員地方建設經費，審查有關企劃專案。（辦理 99 年度與 100 年度會員

用藥安全講座暨淨山環保活動）。 

◎籌備舉辦本會 99 年度重陽敬老聯誼活動。 

◎有關通過高診次筆試之會員，安排實習及協辦事項。 

◎籌備本會第二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暨慶祝藥師節聯誼會事宜。 

◎新北市政府衛生局委辦戒菸教育訓練計劃案及戒菸諮詢/轉介/追蹤計劃案。 

◎本會全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安排及會員授課管控事宜。 

◎印製 4000 張--﹝藥師執業中﹞﹝藥師暫停執行業務﹞吊牌，提供會員使用。 

◎本會居家與因應高診次藥事照護人力品質提昇與監測方案。 



◎建議健保局方案爭取會員權利與福利。 

◎本會會員第 3000 位入會獎勵辦法。 

◎建議衛生署合理調整藥事人員持續教育審查費。 

◎研討藥師納入長照統一規劃管理辦法方案。 

◎商討待研處方問題評估及處置方案。 

◎通過敦聘--陳鈺卿顧問為本會榮譽理事長。 

◎審查各校檢送獎學金申請案。 

◎研討有關--假處方箋因應對策及防制措施。 

◎商討待研處方問題評估及處置方案 

◎公立醫院非醫及醫師的獎勵金一次限期恢復成 30%與 70%。 

◎審查本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本會各委員會年度工作計劃執行案。 

◎協助署北配合政策推廣慢性病處方箋釋出，效益評估。 

◎籌備本會 100 年度自強活動案。 

◎本會會員積欠會費依章程處理案。 

◎實施開立三聯式統一發票交付建保特約藥局，請考量稅賦公平正義法則以免

造成民怨。 

◎建議 FDA 設計公版藥袋標示，以維藥師權益防患使用藥品不當產生之糾紛 

◎推派正確用藥種子藥師認養新北市國小國中擔任學校正確用藥教育藥事人

員。 

◎討論登載本會網站徵才/求職收費辦法。 

◎籌備本會第二十二屆會員代表選舉事誼。 

 

 

三、二十一屆工作 

【會務】 

1、常務理監事會議共舉辦 18 場 

2、理監事會議共舉辦 12 場 

3、委員會活動共舉辦約 600 場 

4、持續教育共舉辦 25 場；共 462 學分；共約 8000 餘 會員參加；共回收約 2450 份

問卷 

5、辦理會員旅遊活動共：3 場；共有 27 部遊覽車次；會員及家屬約 1150 位參與 

6、辦理重陽敬老節聯誼餐會共：2 場；共有會員及家屬約 70 位參與 

7、辦理居家藥師個案討論會暨在職訓練共： 12 場；共有約 1450 人次居家藥師參與 

8、辦理高診次長期照護月例會共：6 場；共有約 200 位居家藥師參與 

9、承接全聯會辦理高診次「居家照護藥師培訓」、病患諮詢服務論壇及「建立長期照

護之藥事照護服務模式計畫」之計劃協同主辦單位。 

10、參與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本會共有 9 區與衛生所業務合作 

11、居家藥師服務於 99 年度或台北縣政府編列成常態性業務 

12、公會會館調整成為本會回員常態性持續教育及會員成果發表使用場地。 

 

【開創資源】 



1、個人用藥紀錄手冊。 

2、持續教育系列性（25 學分）承辦及講師人力資料庫建立。 

3、居家藥事服務常態性業務。 

4、二維條碼全台首先試辦區域。 

5、定期會訊提供（每週六寄發，內容含：最新消息、活動花絮、近期公文、藥物資訊、

醫藥相關新聞、中醫藥資訊、精選文章等會員相關權利與時勢新知、政令宣導）。 

6、高診次藥師人力培訓。 

7、0800-000-083 會員免費服務電話。 

8、社區藥局公衛有價業務推展（四大癌篩、戒菸）。 

9、戒菸衛教師初階培訓、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課程、藥學生社區實習師資培訓。 

10、中藥研習班、歌唱班、居家照護讀書會創辦。 

 

【媒體】 

1、2009_0424 居家照護（東森電視） 

2、2009_0507 居家照護（壹週刊） 

3、2010_0114 光啟社（衛生局） 

4、2010_0205 記者訪問公會（聯合報） 

5、2010_1021 居家照護（大愛電視） 

6、2011_0823 衛生局例行記者會（居家藥師到宅服務，陪您一起了解用藥安全） 

 

【外展業務】 

1、2009_0409 北縣長照協會來訪 

2、2009_0414 亞太醫管中心拜會本會 

3、2009_0616 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輔導委員共事會議（醫改基金會） 

4、2009_0622 安徽省馬鞍山市衛生官員訪問北縣公會 

5、2009_0714 配合全聯會拜訪總統府 

6、2009_0717 醫改會老人用藥安全研討會 

7、2009_0728 社區藥師專業品質研究專家會議（台大藥學系） 

8、2009_0805 海峽兩岸藥事管理參訪團參訪團拜會台北縣藥師公會 

9、2009_0810 長期照護保險規劃溝通座談會 

10、2009_0810 「社區藥局藥事教學指導試辦計畫」專家學者第三次會議 

11、2009_0821 藥師實證醫學暨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種子教師認證研習會（台北榮民總醫院） 

12、2009_1009 亞培公司拜訪北縣公會 

13、2009_1101 醫策會 - 社區用藥諮詢站遴選（醫策會） 

14、2009_1124 與衛生署長有約（工商建研會） 

15、2009_1208 亞培藥品亞洲區總裁拜訪北縣 

16、2009_1210 台北縣政府人民團體表揚（台北縣政府） 

17、2009_1210 NPO 民間論壇（台灣醫療改革基金會） 

18、2010_0128 行政院衛生署委託研究計畫「國際間社區藥局藥事執業及專業品質比較分析研

究」 

19、2010_0424 第二屆中華民國藥學生聯合會病患用藥諮詢競賽（中華民國藥學生聯合會） 

20、2010_0609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 羅慧夫顱顏基金會拜訪公會 



21、2010_0617 新北市願景規劃報告發表會暨公共論壇（台北縣政府） 

22、2010_1030 世界藥學會（FIP）心得分享研討會 

23、2011_0509 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盟成立大會 

24、2011_0614 「藥事人員合理調劑量及民眾用藥合理性之藥事經濟學研究」成果發表及討論

會（台北醫學大學） 

25、2011_0701 署立雙和醫院 3 週年院慶 

26、2011_0706 響應「健康 100 台灣動起來」百家藥局減重推廣活動 記者會（羅氏大藥廠） 

27、2011_0706 新北市「100 年度校園正確用藥教育議題創造之研究及推廣計畫」工作坊共識

會議（新北市教育局） 

28、2011_0708 新北市四大藥業公會溝通座談會 

29、2011_0907 「擁抱生命 活出希望」記者會（台灣自殺防治學會、全國自殺防治中心） 

30、2011_0916 新北市藥師公會稅務相關座談會（北區國稅局） 

 

【中央健保局】 

1、2009_0307 全民樂活健康行-中央健保局 

2、2009_0402 健保局北區藥事聯席會議 

3、2009_0714 座談會 

4、2009_1014 健保 IC 卡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 

5、2010_0407 二代健保修法公聽會 

6、2010_0624 健保局座談會 

7、2011_0824 「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100 年第 3 次會議 

 

 

【公益】 

1、2009_1007 88 水災捐款（台北縣政府受贈）（參與響應公會辦理活動會員共 160 位；捐贈

金額 88 萬，物質約 25 萬元）。 

2、2010_0131 台北縣藥師公會約那家園關懷之旅寒冬送暖（參與響應公會辦理活動會員共

52 位；捐贈金額 20 萬，物質約 5 萬元）。 

3、2011_0712 參訪懷仁社會福利慈善事業基金會附設新北市私立佛教中道淨苑。（參與響應

公會辦理活動會員共 30 位；捐贈金額 10 萬，物質約 15 萬元）。 

4、2011_1211 參與新北市家扶 100 年度『聚愛集福  袋袋相傳』歲末感恩活動義賣攤位所得

金額（含成本開銷不計）全數捐贈主辦單位（參與會員共 20 餘位；捐贈金額 6

萬） 

 

【會員權利講座】 

1、2010_0512 99 年度綜合所得稅報稅實務研習班。 

2、2011_0412 執業人員稅務課程。 

3、98～100 年 會員法律課程共六堂。 

4、98～100 年 會員管藥申報講習課程共十二堂。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理科、健康管理科、疾病管制科、心理衛生及長期照顧科】 

1、2009_0626 台北縣縣政府衛生局健康樂活展 



2、2009_0907 本會因應新流感疫情蔓延製作「持處方箋至社區藥局領藥」宣導紅布條 

3、2009_1130 永和市藥師與衛生所座談會 

4、2009_1211 98 年度居家藥師服務全國觀摩會 

5、2009_1125 98 年度管制藥品管理法規宣導講習會 

6、2009_1211 98 年度居家藥師服務成果發表暨全國觀摩會活動 

7、2010_0311 三重市衛生所 - 召開健康便利店說明會 

8、2010_0415 99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 永和 - 永健活力網計畫說明會 

9、2010_0514 99 年度北縣健康樂活展 

10、2010_0606 行政院衛生署衛教列車活動宣道 

11、2010_0724 99 年度臺北縣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練』計畫 

12、2010_1111 居家藥師服務計劃說明及 100 年簽約事宜 

13、2010_1216 99 年度健康便利店年終成果發表會（三重市衛生所） 

14、2010_1217 新莊市健康轉運站成果發表會 

15、2011_0323 100 年三重健康便利店醫療院所暨藥局說明會 

16、2011_0324 100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 永和 - 永健活力網計畫說明會 

17、2011_0423 戒菸衛教師初階培訓課程 

18、2011_0424 戒菸衛教師進階培訓課程 

19、2011_0512 100 年度第一次居家藥師區組長暨臨床藥師座談會 

20、2011_0521 戒菸基礎訓練課程 

21、2011_0525～2011_0529 100 年度藥事法規暨管制藥品管理法規宣導講習會 共 6 場 

22、2011_0608 100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計畫 - 中和區健康樂活網計畫說明會 

23、2011_0630 100 年度新北市社區藥局業務聯繫會 

24、2011_0721 100 年居家藥師個案討論會暨在職教育訓練 

25、2011_0809 100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計畫 - 中和區健康樂活網計畫 

26、2011_0823 衛生局 - 諮詢站記者會 

27、2011_0824 100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 汐止區健康加油站計畫「基層藥局說

明會」 

28、2011_0829 新北市藥業公會交流座談會 

29、2011_0909 100 年度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 汐止區健康加油站計畫  

 

【全聯會】 

1、2009_0401 長期照護藥事介入座談會 

2、2009_0429 藥事照護高峰會 

3、2009_0615 藥事照護應納入長照保險計劃公聽會 

4、2009_0629 全聯會藥師契機高峰論壇 

5、2009_0702 立法院乙類成藥再擴充暨藥品管理政策變革公聽會 

6、2009_0922 參訪知達藥局（FAPA） 

7、2009_1107 高診次「居家照護藥師培訓」 

8、2009_1201 健保特約藥局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9、2009_1218、19 NGO 國際參與研討會暨成果展 

10、2010_0723 全聯會病患諮詢服務論壇活動（彩排） 

11、2010_0729 全聯會病患諮詢服務論壇活動 



12、2010_0821 99 年度『戒菸衛教師初階培訓課程』 

13、2010_0905 全聯會-愛滋課程 

14、2010_1016 高診次居家培訓 

15、2010_1016 藥師執行高診次個案討論暨藥事居家照護藥師培訓說明會 

16、2011_0106 高診次輔導說明會 

17、2011_0329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至立法院長國會辦公室陳情議 

18、2011_0330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召開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委託辦理研究

「99-100 年家庭用藥總檢查暨家庭廢舊藥品環境毒性評估計畫」第二次專家學者

會議 

19、2011_0309 100 年度第一次北區高診次藥事照護說明會 

20、2011_0329 100 年居家藥師服務工作聯繫會 

21、2011_0329 衛生福利部組職法公聽會（黃淑英 立法委員） 

22、2011_0422 高診次長期照護月例會 

23、2011_0509 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盟成立大會 

24、2011_0511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建立長期照護之藥事照護服務模式計畫」100

年第一次會議 

25、2011_0615 100 年度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練計畫第 2 次專家學者會議 

26、2011_0616 「建立長期照護之藥事照護服務模式計畫」100 年第二次追蹤會議 

27、2011_0624 高診次月例會 

28、2011_0624 緊急因應打擊不法藥物聯合稽查後續處理會議 

29、2011_0701 世界醫事聯盟打擊不法藥物區域研討會 

30、2011_0706 響應「健康 100 台灣動起來」百家藥局減重推廣活動記者會 

31、2011_0721 100 年度諮詢站個案討論會&高診次月例會 

32、2011_0819 高診次月例會 

33、2011_0907 「擁抱生命  活出希望」記者會（台灣自殺防治學會、全國自殺防治中心） 

34、2011_0916 高診次長期照護月例會 

35、2011_0925 TFDA100 計畫「藥師走出專業走入民間」研討會 

36、2011_0824 「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100 年第 3 次會議 

37、2011_0922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委託辦理研究「99-100 年家庭用藥總檢查暨家庭

廢舊藥品環境毒性評估計畫」問卷調查專家學者會議 

38、2011_0922 行政院衛生署「99-100 年度推廣附掛處方箋二維條碼計畫」100 年度第三次會

北區專家學者暨研究人員會議 

 

【政黨代表】 

1、2009_0409 拜訪蔡煌瑯立委 

2、2009_0420 拜訪吳清池立委 

3、2009_0611 拜訪廖國棟立委 

4、2009_0612 拜訪黃志雄立委 

5、2010_0812 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拜訪台北縣藥界四大公會 

6、2010_0818 台北縣議會陳明義議員拜訪公會 

7、2010_0818 前行政院朱立倫副院長拜訪台北縣藥界 

8、2010_0831 洪佳君議員拜訪台北縣藥界 



9、2011_0802 立法委員林濁水拜訪公會 

10、2011_0802 立法委員參選人羅致政先生拜訪新北市藥界 

11、2011_0817 立法委員李鴻鈞 & 立法委員黃志雄拜訪新北市藥界 

重要輔導事項： 

◎ 98 年林鴻池立委協助本會會員出國義診期間不熟稔健保業務申報費用申覆。 

◎ 99 年林鴻池立委協助本會爭取與主張中藥調劑權。 

◎ 99 年周勝考縣議員、王景源縣議員、李柱縣議員、蕭貫譽縣議員提供本會辦理 99 年度用

藥安全宣導暨淨山環保活動經費。 

◎ 100 年李鴻鈞立委、林鴻池立委、吳育昇立委、黃志雄立委、吳清池立委協助本會藥師因

國稅局要求廠商需開立三聯式發票，而向賦稅署及國稅局溝通及爭取。 

◎ 100 年李鴻鈞立委、林鴻池立委、吳育昇立委、黃志雄立委、吳清池立委協助本會提供全

聯會藥師法規修訂與把關，藥事法第 19 條（成藥）及第 34 條修（藥局執照經營之規定）

之惡法導正及藥師法第 2 條（得檢覆藥師資格）之嚴格把關工作。 

◎ 100 年周勝考市議員提供本會辦理 99 與 100 年度用藥安全宣導暨淨山環保活動經費。 

 

【創新活動】 

1、新北市藥師公會歌唱研習班（第一期至第三期） 

2、2009_0521 小小藥師體驗活動 

3、2009_0607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_貴子坑之旅相片 

4、2009_0718 羅慧夫小藥師體驗營 

5、2009_0827 嘉南校友會實習生結業座談 

6、2009_0927 喝咖啡活動（女藥師） 

7、2009_1115 自強活動 - 飛牛牧場（7 車） 

8、2009_1129 瑜珈課程（女藥師） 

9、2010_0429 社團聯誼委員會 - 99 年綜合所得稅報稅實務研習班 

10、2010_0514 台北縣藥師公會歌唱研習班 

11、2010_0627 台中順天科學中藥藥廠參訪（中藥發展委員會） 

12、2010_0627 漂亮一夏（女藥師） 

13、2010_1005 IC 健保卡上傳問題協商會議 

14、2010_1009 99 年度長青聯誼會（重陽敬老） 

15、2010_1027 署北簽約儀式 

16、2010_1030 99 年度「市售不法藥物品質與安全性分析調查及訓練教學」計畫 

17、2010_1114 99 年度用藥安全宣導暨淨山環保活動（10 車） 

18、2010_1223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一）、2010_1230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二）、 

19、2011_0106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三）、2011_0113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四） 

20、2011_0217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五）、2011_0224 藥局經營管理專班（六） 

21、2011_0302 傻瓜相機課程 Part 1、2011_0309 傻瓜相機課程 Part 2、2011_0316 傻瓜相機課

程 Part 3、2011_0323 傻瓜相機課程 Part 4 

22、2011_0412 100 年度執業藥師稅務課程 

23、2011_0424 新北市藥師公會 - 植物園 4 小時持續教育課程 

24、2011_0626 100 年藥事人員戒菸衛教人員教育訓練 

25、2011_0628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瑜珈課程 



26、2011_0730 鄭美淑老師 - 青春帶動唱教學課程 

27、2011_0807 鄭美淑老師 - 青春帶動唱教學課程 

28、2011_0820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茶道課程 

29、2011_0830 北區嘉南藥學生座談會 & 與吳志明博士的科學麵聚會 

30、2011_0811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北區新生說明會 

31、2011_0916 新北市藥師公會三聯式稅務相關座談會（北區國稅局） 

32、2011_1002 100 年度重陽敬老節聯誼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