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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醜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簣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l 小蘋采簾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l段229號 02﹣26I08206 2 l0 20

2 . 八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略2段226號l樓 02﹄26I0】2I2 l l0 】0

3 天康八里藥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367脫（】樓） 02‧2bl0】5b, l l0 】0

￠ 大愛嘉安藥局 斯北市八里區中山路】段￠22號l樓 02﹣20I077,0 I l0 】0

5 杏家縈局 斯北市八里區中箏略2段望56號l樓 02﹣26I0536, l l0 l0

6 r格麗蘗局 新北市八里區箏峰一街l6號l樓 02﹣26l03008 l 』0 l0

7 龍米鵪師藥局 新北市八里區腿形一街5號】樓 02‧20】858l2 2 l0 20

8 日昇藥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54號 002b3b2I3l l l0 】﹛】

0 三盛縈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二段30號 02263606w I I0 l0

l0 三芝獺呻藥局 斯北市三芝區中正路l段￠3號l樓 02﹣86353082 2 l0 20

Il 窩康輝藥局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略l段86‧88號l樓 02﹣26363836 】 l0 l0

l2 稔元大藥局 斯北市三血區力行路l段l49號I樓﹑ I5!號【樓 02﹣29827688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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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韉 地址 電蛞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l3 名成藥局 新北市三血區力行路l段l82號 02‧208￠7828 l l0 l0

l￠ 玉吳藥局 斬北市三蜇區力行路2段l36巷4,并2號 02﹦22879836 2 l0 20

l5 尚好藥局 斯北市三並區力行路2段l42號l樓 02‧22863232 l 】0 I0

l6 仁愛健保藥局 腑北市三並區力行略2段l53號 02﹣22805lb0 2 l0 20

l7 力行捻榮韉局 斬北市三並區力行路2段l70號l樓 02﹦22807I70 l l0 】0

l8 餞佑藥局 斫北市三並區力行路一段入十九巷七號 8,8l87】6 l l0 l0

lg 建典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三民街l05號 02﹣20888757 2 l0 20

Z0 三民縈師鵪局 斯北市三並區三民街l34號 02‧20820328 3 I0 30

2l 博愛檠局 舫北市三血區三民術220號l樓 02﹣297Ⅲ60b l l0 】0

22 吉康健係礪局 斬北市三並區三氏街Ⅱ79號l樓 02‧808l0l22 l 】0 】0

23 國安大韉局 斯北市三並區三民街200號l樓 02‧29827092 l I0 l0

2￠ 陳藥局 所北市三虫區三民街77號 02﹣208￠860l 2 I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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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磁 藥局名韉 地址 電諸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25 繳榮驪局 新北市三並區三和路2段l42眺l樓 02﹦2w】7598 l 】0 l0

26 豐安穠局 新北市三血區三和路2段l5￠巷l8眺l樓 02﹦297』670l l 】0 l0

27 定枰三和縈局 新北市三茁區三和略2段l60號】樓 02﹣2070337g 3 】0 30

28 陽光縈師縈局 斯北市三拉區三和路2段】82號l樓 02‧29788l20 6 】0 60

2, 志帷蘗局 新北市三Ⅲ區二和路2段220號 02﹣2075l803 l 】0 I0

30 康恭鵑局 新北市三並區三和路2段83跳l樓 02﹦89728298 2 l0 20

jⅡ 銘泰驕局 新北市三虫區三和路▲段l53號2樓 02‧22805092 2 l0 Z0

32 昌墟藥局 新北市三蜇區三和路1段l6!號l樓 02﹣22876338 】 l0 l0

33 陽明藥師藥局 斯北市三拉區三和路4段I63卷l5號 02﹦228678斗8 3 l0 30

31 黎明藥師瞧局 新北市三蜇區三和路q段227號l樓 02﹦82870958 l l0 】0

35 典康三和藥局 新北市二並區三和路4段322號f、2樓 02﹦22866858 l l0 l0

36 捻心縈局 斯北市三芭區三和路1段324號l樓 02﹣82878l0l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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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魏 藥局名稱 地址 .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37 枰和藥局 新北市三血區三和路1段37￠跳2樓

g

02﹣22807522 2 I0 20

38 合康健保穠局 斬北市三Ⅲ區三和路q段38▲號】樓 02‧22869999 2 I0 20

30 三興檠局 斯北市三虫區三和路1段3g0巷2￠跳 02﹦22874l30 】 】0 l0

10 周興隆藥局 斯北市三並區三和路四段181巷48吮 0228600M I 】0 l0

￠l 斯迪化中西藥局 新北市三並區三瞞路27號l樓 02‧29884755 I l0 】0

12 拔允健保藥局

＝

紉北市三並區三賢街l85懿l樓 02﹣82877l07 】 Ⅱ0 l0

13 我中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l07號 02.2,8l5088 】 l0 l0

“ 松泰藥師蘗局 新北市三並區大同北路65號 02﹣29859503 3 】0 30

15 天佑巢局 新北市三鹽區大同北略8號 02﹣2q857￠56 3 l0 30

16 吉本輔局 新北市三Ⅲ區大同晌路l56號 002,736叫3 l 】0 l0

』7 仕仁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大同尚路76蹺 0Ⅱw59l4l l l0 l0

d8 俊述藥局 斬北市三並區大智街l08號lF 02﹣20803986 l I0 】0



●0

●
●∣

●

5

序號 藥局名稍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故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 厚德熊局 新北市三靈區大智街l75號】樓 02﹦2,7】7277 2 l0 20

50 杜贗捻獺師鷓局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撕53號 02﹦29813l52 l l0 l0

5l 匯豐縈局 新北市三亟區大縈街50耽 00208b2I27 l I0 l0

52 承都縈局 斯北市三重區中央妁路￠￠號】樓 02﹣2,785989 l I0 l0

53 美康中正北碾局 新北市三並區中正北路l10脫I樓2樓 02﹣2,882836 l l0 l0

s4 宏原健保囉局 斬北市三並區中正北路l83號l樓 02﹦2087I5】5 l 】0 l0

55 上漿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20眺】樓 02‧2982030, 】 】0 l0

5b 青松藥局 斬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36號 02q8868,2 l I0 l0

57 贗得縈局 新北市三蜇區中正北路372號1樓 80﹢832750 l Ⅱ0 I0

58 捻林榮局 斬北市三重區中正北略572就

■

02﹣208320】9 2 l0 20

59 樂活處方箋磯局 甽北市三並區中正北略09跳l樓 02﹣20805】82 l 】0 l0

60 三山大脯局 新北市三酋區中正晌路87號 02﹦2w72109 l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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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韉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6l 矣滿熊局 新北市三靈區中箏路l6眺 02﹣8,821272 】 I0 I0

02 兄安熊局 新北市三垂區中攀路59吮 02≡298w558 2 l0 20

03 迪化醜局 新北市三蜇區中箏略77姚 02﹦2983』“5 I l0 l0

61 捻榮巢局 新北市三重區中箏路0l就】樓 02﹣2wI729】 I l0 l0

65 德榮縈局 斯北市三拉區中箏路0】號l樓 02﹣297I720】 I I0 I0

66 中箏健保囉局 斯北市三並區中箏路95號 02﹦298l3l55 2 l0 20

67 晨星藥局 新北市三並區五箏街l23魷】樓 02﹣80856533 2 l0 20

68 人康駙局 所北市三重區五舉撕I28號I樓 02﹣29800260 2 l0 20

60 唯安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互箏街l30跳 02﹣2g875750 l l0 】0

70 烈姿熊局 斯北市三並區五輜拙『l32跳 02﹦898l2846 3 】0 30

7l 正大鵪局 所北市三並區五攀街3,號 02﹣898l503】 l l0 】0

72 箏泰魄師縈局 斯北市三並區五舉街66魷】樓 02﹣2q866000 I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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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離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語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73 仁箏藥局 舫北市三並區五箏街73－】眺l樓 02﹣2,806Ib】 l 】0 l0

71 五犖券天生活驪局 斫北市三重區五雞街73跳l ﹑2樓 02﹦20876838 l l0 l0

75 宵貝鶸局 斬北市三茲區仁愛街302－】號 02﹣29802】90 2 】0 20

7b 久泰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仁愛街36魷 02﹣20735880 I l0 】0

77 忠滋藥局 新北市三亟區仁愛街377巷￠號 02‧2g88832】 l l0 】0

78 五舉藥局 斯北市三靈區仁愛街425糝ql耽2樓 02﹣208】0948 2 I0 20

70 愍惠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術5l0號l ﹑2樓 02﹦22809N, l l0 l0

80 家福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82脫 02﹄22877b,2 】 l﹛】 l0

8l 立雄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仁愛術733號l樓 02﹣285788!5 l I0 I0

82 璃眷藥局 新北市三亟區仁愛術73跳l樓 0229733412 l l0 【0

83 徐匯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755眺I棋 02﹣28572231 2 I0 20

8￠ 聖泰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仁我街229魷 . 00298,0l87 l l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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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85 仁厚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仁賢街34號 002,736625 l l0 】0

86 許安吉榮局 新北市三並區仁興衍13號 0029720635 l l0 】0

87 恆源藥局 斯北市三並區仁興街28巷￠】號l樓 02﹦2076s002 I l0 】0

88 忠倌藥局 紉北市三血區仁興街32號 02‧2q730020 l l0 】0

8g 合眾鵪局 斬北市三Ⅲ區文化北略l02巷39號 02﹣2g8w379 l I0 】0

00 于康縈局 斯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l98號l樓 02﹣8985878q l 】0 l0

9I 小林健保鵑局 新北市三茲區文化北路6l－】號I樓 02﹦2w038g5 2 l0 20

q2 正欣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拽北路I】3號2樓之l ﹙）2﹣2q878878 l l0 】0

g3 玫昇藥局 斯北市三璽區正我北略l23號2樓之3 ﹙）2‧2q8Ⅱ5b90 5 】0 50

g4 聖吳膚藥局 斬北市三虹區正繳北路l30號 02﹣20863￠56 6 l0 60

,5 盪成藥局 新北市三血區正狡北路l5▲號3樓之I 02﹣8q82726l 2 】0 20

q6 康新藥局 斯北市三並區正我北路l85號2樓 02﹣2,865982 5 l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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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蹺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97 向上鷓局 斯北市三並區正菽北路】g】魷2樓 02﹣2g883308 2 l0 20

98 幸康輜局 新北市三重區正獵北路205脫2樓 02﹣298l6052 l l0 】0

99 佑全三茲正技脯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我北路207脫I ﹑2椎;209號l 02﹣208l53￠l 2 l0 20

l00 欣悅縈局 新北市三重區正我北略2】0脫I樓 02﹦2wⅢ733 2 l0 20

】0l 躍獅欣欣藥局 斬北市三並區正菽北路233魷I樓 02﹦2g8】6g55 2 l0 20

l02 容安輔局 新北市三重區正繳北路237號2樓 02﹣8985】582 3 l0 30

l03 幸聲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我北略23,醜2樓 02‧2wl5353 2 l0 20

l“ 茲德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我北略2￠6眺2樓 02﹦8q8l0l61 2 l0 20

l05 聯症榮卹穠局 新北市三重區正菽北路260耽 02﹦898四880 I l0 l0

l06 與安藥局 新北市三茲區正我北路275之】號 02﹣29885705 2 l0 20

l07 安黎驍局 新北市三靈區正繳北路300＝3號2樓 02‧8g8l5379 2 l0 20

l08 成立藥局 斯北市三亟區正栽北路3l0－l號2樓 02﹣8,852355 I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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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0 安立穠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牧北路3I7跳l樓 0】﹦6625Z626 2 】0 20

l】0 間元縈局 新北市三璽區正栽北路32￠脫2樓 02﹣29873976 l 】0 【0

Ill 幸祀磯妝躺局 新北市三璽區正救北路3￠2眺I櫓 02﹣Z9896858 2 】0 20

l】2 大樹三重巢局 新北市三璽區正拽北路bb蛻l樓 02﹣2g7】3I88 2 』0 20

】l3 博安熊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我灼路32耽 02﹣2g75】500 2 】0 20

lI￠ 光興蘗局 新北市三並區正胤而略00之1耽l樓 02﹦80725780 2 l0 20

lⅡ5 芯息韉局 新北市三茲區永安北略2段l05跳l樓 02﹣28570670 l I0 l0

ll6 永禍藥局 新北市三茲區永梱徇3眺I樓 02-2286ll0l 】 】0 l0

Il7 煜安健保鵪局 新北市三並區光明路23眺】櫻 02﹣2g7b8I28 l 】0 】0

l】8 礎并鵪局 新北市三Ⅲ區光明路88眺 02﹣0854256 】 l0 】0

I】0 隆安繃局 新北市三並區同安來撕“跳】樓 02﹦2973﹣9825 l l0 l0

】20 鵠成醮局 新北市三並區同安街Ⅲ3雖 02﹦】9727025 l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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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l 建宏脯局 新北市三虫區名源獅】6號 02﹣207】1533 l l0 l0

】22 健康魄局 新北市三蜇區安樂街58眺】樓 02-2,8￠l88Z 2 l0 20

l23 鵪比健保巢局 新北市三茲區成功路l02號】樓 02﹃2g7300b9 I l0 】0

l21 榮雕鵪局 斬北市三並區成功路8l號l樓 02﹣2q772723 l 】0 】0

l25 聖友鵪局 新北市三亟區自由街l7魑ll號 02﹦9883735 】 l0 】0

l20 利民韉局 新北市三茲區自強路】段】7l號﹑l73號】樓及2 02﹣2085282b 2 l0 20

I27 卒生磯局 新北市三虫區自強路】段207號l樓 02﹣2,80753, 】 l0 】0

l28 捻河駒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段320號 02﹣02208bq850 2 I0 20

l20 天賜鵑局 紉北市三並區自強路】役85魷l樓 01﹣2985b852 2 l0 20

l30 力健囉局 新北市三垂區自強路3役38號 02﹣20856255 】 l0 l0

l3l 枇隆關局 新北市三璽區自強略￠役61脫 02﹣2g8g￠735 2 I0 20

l32 禾維駙局 新北市三Ⅲ區自強路5役8蛻l樓 02﹣旦,87l888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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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3 世欣藥局 斯北市三蜇區自強路一段2l8眺 0208』6“8 】 l0 l0

l31 聖安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二段48號 0029899576 】 l0 l0

l35 慈生藥局 新北市三並區平路頭街1l0號 0228600l0 I l0 l0

l36 忠民藥局 新北市三重區平路頭街l02耽】樓 02﹣22868256 l l0 l0

l37 上盪藥局 斯北市三並區忠孝路2役】36眺I樓 02﹣2g870460 I I0 l0

l38 康悠藥局 斯北市三筮區忠孝略2段10眺l樓 02﹣898l3529 】 l0 l0

I39 菽和藥局 斯北市三蜇區忠孝路一段b3耽 298】6850 』 I0 l0

l10 久洲藥局 斯北市三筮區長元街5】－9雖 02﹦297835l5 I l0 l0

l4l 裕福藥局 新北市三璽區長壽酋街】“號 02﹣2g83】700 】 l0 l0

l』2 吳贗隆雊局 斯北市三並區長籌西拙『5＝l號 02﹣297l5020 2 l0 20

l43 倌永藥局 新北市三蜇區倌繳西銜14魷l樓 0旦﹦29860176 】 l0 l0

l▲4 文慶簾局 斯北市三並區泉川街78魷 佣29783l51 】 【0 l0



●

I3

序號 榮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l￠5 悠理穗局 新北市二亟區璽勝路I段l52魷 02﹣298507l0 4 l0 ﹟0

lq6 欽勝驪局 斬北市三並區拉陽路￠段6眺2樓 02‧29857389 2 】0 20

M7 進安囁局 新北市三並區並勝路一段120巷20魷 0020857508 l l0 l0

l￠8 雕晒鸛局 新北市三哎區亟新路I段l20號l樓 02‧29780003 l 】0 l0

l40 潘恭健保藥局 新北市三啦區亟斬路Ⅱ段,5號l樓 02‧2w00055 l 】0 l0

I50 箏安生活囉局 新北市三蜇區璽新略2段l20號l樓 02﹣2,7s6534 I l0 】0

l5l 闐安鵬局 新北市三莖區璽新略2段70號l樓 02﹣2088】g08 l 】0 l0

l52 城泰餽卹藥局 新北市三蜇區蜇新路3段I02號 02‧8072】Ⅱ25 2 l0 20

Ⅱ53 鰓愍鷓局 新北市三血區並細路3段I6號l樓 02-29736603 3 I0 30

l54 江村熊局 新北市三並區茲新路3段0銳 02‧2082】021 3 l0 30

l55 來裕鷓局 新北市三血區血所略￠段I22號 02。29773255 l l0 】0

l56 虹斫勰局 新北市三血區亟斯路4段】2號l樓 02﹣2,泗2700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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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諾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Ⅱ57 大璽仁藥局 紉北市三並區並新路5段592號l樓 02﹦29958283 2 l0 20

l58 宗安穠師榮局 斯北市三立區頂崁街208號l樓 02-2g87▲243 】 】0 l0

!50 吉盛健保藥局 新北市三並區頂崁撕2l0巷』0雖l樓 02﹣2080l666 I l0 l0

l60 佑氏穠局 新北市三並區頂崁術2Il號 02﹣29827022 l 】0 l0

lb】 杏一三靈集成藥局 新北市三亟區輾成路13號l樓 0】﹣2q7434l0 l 】0 l0

】62 嶸煆檠局 斬北市三血區狐吳街I50號I樓 02﹣20721765 l 】0 l0

】b3 宏安穗局 斬北市三茁區鰓共街l58號l樓 02﹦】0785860 2 】0 20

】61 述芳齪局 斬北市三茁區撫吳街l71號 02﹣2w6335l l 】0 l0

】65 景康藥局 斯北市三血區嘰吳街2,號l樓 02﹣8973l7l7 2 】0 20

l60 仁災檗局 新北市三血區趙愛街5l號l ﹑2樓 02●22805l50 2 】0 20

l67 國星鵪局 新北市三虫區渙尾街】0g號 02﹦2g85g203 】 I0 】0

Ib8 患愛輾局 斯北市三並區溪尾街】73號】樓 02﹣8q85】330 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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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醜 簾局名韉 地址 電諸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續取口早片數

】6g 萊服健保槃局 新北市三茲區淇尾秈了】76號】樓 02﹣8287l076 】 【0 】0

l70 禍曷大韉局 新北市三茲區浹尼街205號 02﹦207l4069 l l0 l0

l7l 且良縈局 新北市三吏區溪尾撕2】0號l樓 02﹣2280﹣6630 l 】0 l0

】72 仁安堂韉局 斯北市三拉區澳尾街220號 02﹣22870278 l 】0 l0

】73 國榮鷓局 新北市三並區盥囉徇50號 0228578497 l 】0 】0

l71 甜心健康生活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禍社里雛美街45號】樓 02﹣2,762221 l l0 l0

I75 胝門碾局 新北市三璽區腿門路l80號 02-20756l4l 】 】0 】0

】76 祐銘縈局 新北市三並區餽門路22號l樓 02‧2976900l 4 】0 40

】77 艇繩大藥局 新北市三虹區舢湎路】63號】樓 02‧2,773733 l 】0 l0

l78 洪三光槃局 新北市三笠區曬河尚路221巷29號 0220765860 l I0 l0

l79 大凰藥局 新北市三茲區珮河尚略221巷38吮1樓 佣20765025 l l0 】0

】80 新英囉師藥局 斯北市三靈區雙固桁37號 02。29824M0 3 I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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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 勝全羅局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27之l號l樓 02﹣26736l86 】 】﹛﹚ l0

l82 欣奚大藥局 新北市三塽區大同略52號l樓 02‧867l2200 】 l0 】0

l83 大斫縈局 斯北市三塽區大汲路25,號l樓 02﹣8b7l3204 7
﹄ 】0 20

l81 北大藥局 新北市三塽區大我略0號l ﹑2樓 02﹣26738535 2 】0 20

I85 大家好穠柱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大捻路l27號l樓 02‧2b7￠7022 2 I﹙） 20

l80 盆銘藥師藥局 斯北市三峽區大捻路l8l號l樓

＼

0】﹦26723662 l I0
↙

】0

I87 盛台藥局 新北市三塽區大學路】08號】 ﹑2樓 02﹦20722730 2 l0 20

I88 大家好學成藥局 斬北市三快區大學路87號l樓 02﹣2674l538 2 l0 20

l89 盛禾藥局 新北市三塽區中山路243號l樓 02﹣26733s67 2 I﹛】 20

!,0 三峽啄木鳥鱗局 斯北市三峽區中正路l段l4l號l樓 02﹦2674432l l l0 】0

】9】 致安藥師驍局 新北市三峽區中箏略I7魷l樓 02﹦26743ql8 l l0 】0

】92 兆康蘗局 新北市三塽區中箏略22號l樓 02﹣Z07l7875 2 I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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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 三塽愾局 新北市三塽區介壽路』段27號l樓 02‧26738868 2 l0 20

l0』 祥祐鷓局 斬北市三塽區文化路l25蹺l樓 02‧207j8080 5 l0 50

l05 禾雅雛局 新北市三塽區文化路l30號﹙l樓） 02﹦207】802】 3 l0 30

】gb 三塽文化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2╴2號 02‧2b7l0825 2 】0 20

】w 升威牖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3號l樓 02﹦2673Ⅱ】20 l 】0 l0

】98 如廿穠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66－l號l樓 02﹣26732Ⅲ, I l0 l0

l99 人釆安韉局 斯北市三塽區文化路266－5號 02﹦2072』】,, l l0 l0

200 立雅熊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84號﹙l樓、2樓﹚ 02‧267!260】 2 l0 20

20I 全球熊師鶸局 斯北市三峽區文化路05號 02﹣207￠8】28 I l0 l0

202 大和獺局 斯北市三塽區民生撕l50號 02﹦267Ⅱ0』0 I l0 l0

203 迆安大藥局 新北市三啖區民生街】74號 02‧267】】l25 2 l0 20

2叫 盛加鷓局 新北市三塽區民生街19號 02﹣】6730707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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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三塽大昌穠局 所北市三塽區氏生街50魏I樓 02﹣267ll560 l 】0 l0

206 康吳輔局 昕北市三塽區民生拙『70腕2樓 02‧20715520 2 l0 20

207 瑞述吳穗局 斯北市三塽區民柑il『l80號l樓 02﹣8674】627 】 l0 l0

208 域祐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22姚】樓 02﹣2b71b2Ⅲ l I0 】0

20, 守我蘗局 斯北市三峽區倌孜街l8眺 022b7】I20, I I﹙﹚ 】0

2l0 恆豐藥局 新北市三塽區倌繳街21號 02﹣2b7ll325 】 l0 l0

2】】 弘宇蘗局 新北市三塽區國際一術5號l樓 02﹣267】7l08 2 l0 20

2l2 繈美蘗局 新北市三塽區很興略】00號Ⅱ樓 02-267l8l3l l 】0 l0

2l3 豐安穠局 嘶北市三塽區很典路12巷0號l樓 2q71670l l 】0 l0

Zl4 三’愍穠局 新北市三塽區很典略15!脫l樓 02﹦807ll9l4 l l0 l0

2l5 悅兒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羋成路320跳l樓 02﹦8074l633 2 】0 20

2l6 有新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羋勤略』8號】樓 02﹦267l076, 2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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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7 一大藥局 新北市三峽區橫溪路23號l樓 02﹣86766677 l l0 l0

2l8 博患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中央路l段2』0巷20蛻 02﹦226】8337 2 l0 20

2l0 盛安大餽局 斬北市土域區中央路l段258魷 02﹣226b8525 】 I0 】0

220 ﹣﹣和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中央路】役b7皂3號 02﹦2263】378 】 l0 】0

22l 心中外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I57眺 02﹦22603023 l l0 】0

222 愎生中酋韉局 新北市土域區中央路2段l70殲 02﹣22603￠85 l I0 l0

223 惠蒼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略2役2l6號】樓 0】﹣226068l2 2 l0 20

224 健紫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23－l﹛】蛻 02﹣227047,8 2 l0 20

225 佳佳巢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役223－q號2樓 02﹣826l1558 2 I0 20

226 尚安槃呻獺局 斯北市土城區中央略2段223之3跳l樓 02﹣22“7622 l 【0 l0

227 立康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中央路2段238號2樓 02﹦826】7535 l I0 l0

228 福泰髓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78巷8號之l l樓 8262I520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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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城康蘗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略2段2號l ﹑2樓 02﹣22628l7l 】 l0 l0

2J0 中央藥局 斬北市土城區中央略2段84﹑80號（】樓﹚ 02﹣226303▲5 2 Ⅱ0 20

23I 久述藥局 斬北市上慼區中央略3段47號 02﹦22696982 ! l0 l0

232 貓顛風藥妝藥局 新北市上城區中央路3段88號﹑q0脫l樓 02﹣22605b59 7
＝ 】0 20

233 萵昌健保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I60號 02﹣22678057 l 】﹙﹜ l0

23』 頂埔藥局 所北市土域區中央路4段l70號 02﹦226829l5 l 】﹙﹚ 】0

235 正仁藥局 紉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240號 02﹣226825l6 l 】0 l0

236 全家健康鶉局 斯北市上城區中央路4段288號 02﹣22678l43 2 】0 20

237 竣安榮局 斯北市上城區中央路1段36號l樓 02﹣22677737 l 】0 】0

238 倀籥脯師迆鎖槃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略二段ll7魷l樓 . 02﹦82029788 l 】0 】0

230 窩柏大藥局 斫北市土域區水源衍22號l樓 02﹣826268l5 Ⅱ l0 】0

240 二笠藥局 新北市上城區永邐路】35巷8號 02﹦2273376b 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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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縈愛熊局 新北市土域區永豐路l7跳 02﹦22665506 l 【0 】0

242 祥安大藥局 新北市土慼區血捻路42－l號 02﹦2262g707 l 】0 】0

243 博盛健係縈局 所北市土城區立捻路bb號2樓 02‧2262233】 5 I0 50

2q4 立新藥局 斬北市土城區光明街5號l樓 02﹣82626l】】 I 】0 】0

245 宏奇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6號l樓 02﹦826l,585 3 l0 30

2q6 佑昌縈局 斯北市土城區廷吉街I02號 02﹦22628076 】 l0 I0

247 裕述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延吉街l7l號 02﹣2273g328 2 l0 20

248 奚康藥妝藥局 斯北市上城區延吉撕251號l樓 02﹣226!6868 3 l0 30

Z49 協成縈局 斯北市土城區延吉撕333號 02﹣226532】2 2 】0 20

250 腸光活力鵪局 斯北市土城區延寸回略!03號l樓 02﹦226l0500 】 】0 l0

25l 國安健係藥局 斫北市土城區延和路l09號】樓 02﹦22bl￠933 l 】0 l0

252 菩捉藥局 新北市上城區延和路lM號l樓 02﹦22624860 2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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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噸儷縈師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延和略l6室3號l樓 02‧22618055 l 】0 】0

25￠ 嫵鴻槃局 新北市土域區延牙口略l0l號 02-82622588 2 l0 20

255 大眾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明母街0巷l號 02‧226bb057 】 l0 l0

256 舒民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明捻路l段35姚2樓 02﹦22718651 2 l0 20

257 咸安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段▲號I樓 02‧22627￠3￠ 2 】0 20

258 臢并健保檠師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明捻略l段53號 02﹦22038300 l l0 l0

259 順儷明捻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明捻路2段I30﹑ l￠l號l樓 02﹦22“4770 2 l0 20

260 育仕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役2￠2巷7號∣樓 02﹦22“5602 3 l0 30

20I 儷生巢局 新北市土域區金城路2段390魷l樓 02﹄226009】l l 】0 】0

262 拽思鞭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域略3段】37魷】棋 02﹦22b65533 2 】0 20

263 噸儷金城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金城路3段】47魷】樓 02-2262】500 2 l0 20

261 臘膚鵪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魷】樓 0】﹣22“0600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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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元崇鶸局 新北市土域區金城略3段l70－l耽2樓
﹄

02﹣220』3070 l 】0 ﹜0

2b0 域安大穗局 新北市土域區金城路3段d0飩 02﹣2261650l 2 l0 20

267 大鷥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廿仁路￠Ⅱ跳 02﹦2262679l l 】0 】0

2b8 家恭輔局 新北市土城區俞雲路】8l號I 、2樓 02﹣22乃0￠g0 2 】0 20

26, 小倉縈局 新北市土城區脊靈路】00朧l樓 02﹦22汎4257 】 】0 l0

270 祥發藥局 新北市土域區背霍路255銳 02﹦2】655056 2 I0 20

27I 鄭家騙局 新北市土城區淅水路l27號】樓 02﹣22“0005 l l0 l0

272 佑安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滑水略331銳2帷 02﹦22“3％0 2 I0 20

273 永生饒局 新北市土城區渝水路一六三眺一樓 02‧26l0090 】 】0 】0

27』 宏林保健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l34號l樓 02﹣826l﹣8866 l 】0 】0

275 捻隆熊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l53蛻I樓 恤﹣22656056 2 】0 20

276 埔銓駙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略I“脫l ﹑2樓 02﹦22630230 3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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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魏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277 大欣開局 昕北市土域區裕氏路25l跳 02﹣22653208 l 】0 l0

278 土城金城鵪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略280眺】 ﹑2樓 02﹦2263l6l6 2 】0 20

279 樂利馳局 新北市土域區裕民略77跳】樓 02﹣22630092 3 !0 30

280 健群碾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號2摟 02﹦2263q7￠7 2 I0 2﹙﹜

28I 凱一鵬周 新儿市土城區裕民路02巷2l井8跳I樓 02﹣22707679 】 l0 】0

282 家庭鵪坪逸鎖縈局 新北市土域區裕生略23號l樓 02﹣2263360】 l 【0 】0

283 裕生驪局 新北市土域區裕生略▲號央府樓 02‧2270566l 】 I0 l0

28q 倌豐磷局 斬北市土城區展豐街12號 02﹣26007“ l l0 【0

285 巷淬榮師辦燭 新北市土城區福仁衍l9號I樓﹑BI樓 02﹣8262737l l l0 l﹛﹞

280 良方鞭局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術23巷24號』樓 02﹦8,66ll6l 】 I﹙﹚ 】﹙】

287 瑞越麋局 新北市土城區贗明衍仍巷1魷 02﹦89608508 2 l0 20

288 久安驥局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術70號l樓 02﹣80b7l0w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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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28, 羋士藥局 紡北市土城區羋士路二十七魷一樓 2261叫68 l l0 】0

200 景 斯北市土城區羋成路34賤 02﹣2260M03 l 】0 l0

29Ⅱ 民亨榮局 斯北市土城區學成路一七二跳 02﹦2270l185 l l0 】0

202 忠仁蘗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l段】02號】樓 02﹣22737222 2 l0 20

2q3 羋府實和藥局 新北市土璣區羋府略l段】2l號 02﹣22bl2lll 3 】0 30

29￠ 頤儷學府縈局 斬北市土域區學府路l段l“巷2魷l樓 02﹣2270l070 l l0 】0

205 活力鵑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l段】58號I樓 02﹣2273qw7 】 l0 !0

2q6 佳霖藥局 斯北市土城區羋府路l段l70蛻l樓 02﹦22“】125 】 l0 l0

207 成康縈局 斯北市土城區學府略】段!88號l樓 02﹣2270b5qb 】 l0 】0

208 吉域大礁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略l段205眺】樓 02﹣22626870 】 】0 l0

2” 羋安藥師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羋府路l段2!l眺l樓 02﹣226】0565 2 】0 20

300 元蒼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l段60醜l樓 02﹣22733868 2 l0 20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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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康韉局 昕北市土城區羋府略l段72耽2樓 02﹣2273800￠ 2 l0 20

302 健鼎韉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ll7號 02﹣22033q60 2 l0 20

303 學府松穠局 新北市上城區學府路一段38號l ﹑2櫓 02﹦826286b5 ￠ l0 ￠0

301 服廷安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6雖】樓 02﹦866835qq I l0 】0

305 吉佑籮局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34號l樓 02﹦89￠】b53q 2 l0 20

30b 大縈壤局 斯北市中和區中山略2段I27魏 02﹦221,7065 【 Ⅱ0 l0

307 上仁熊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l3l巷】I－l眺 02﹦22180074 l l0 l0

308 中和愍奐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08號】樓 02-22125835 2 】0 2〔〕

30q 中和碾球辮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2】脫I樓 02﹣222l】8l2 2 】0 】0

3!0 且繫大膽局 斬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役39之】號I樓 02﹣22209036 2 l0 20

3ll 坤暉脯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0￠號2樓 02﹣822l7039 2 l0 20

3】2 中和丁丁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3魷』也下2樓 0282￠5￠】59
7
﹄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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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蟈取口早片數

3l3 三箏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略!2￠脫l樓 02﹦22￠70928 l 】0 l0

3l1 昕雙和藥師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略28】－8脫l樓 02﹣221叫270 l 』0 l0

3l5 雙含蘗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略2ql號l樓 0】﹣22￠7bb07 7
0■■ l0 20

3l0 禾昌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術l78巷2號l樓 02﹣29267330 2 】0 20

3】7 育新檠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術10巷0號 02﹣2q283470 l 】0 l0

3l8 綠杏廟口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l】5眺l樓 02﹣22▲70547 l l0 l0

3】9 太乙大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略￠l8號】樓 02﹣2,2￠2】6q 】 l0 l0

320 一安藥妝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9號l.2樓 02﹦22183778 3 l0 30

32】 忠民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53蛻】樓 02﹣22175303 l l0 】0

322 以法運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撕l5￠眺l樓 02﹣22438983 l l0 l0

323 康窗力簾局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撕32就l樓 02﹦20￠20806 2 l0 20

324 良安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文元里逸城路366跳I樓 02﹣22225708 l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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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獺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325 展光礫局 紉北市中和區水源路七十九號 02﹣22q0b700 】 l0 l0

320 旭豐驪局 斬北市中和區民卒撕4】殲 02﹣222I5303 I l0 l0

327 瑞籥餵局 斯北市中和區民卒街56－l號 02﹣222353l, 2 】0 20

328 大濺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術87號l樓 02﹣2225830￠ I 』0 I0

320 家索繃吋 新北市中和區民捻路43號 02﹦2q5﹩75I2 2 l0 20

330 民捻關局 斯北市中和區民捻路6】－l號】樓 02‧805】4716 2 】0 20

33l 欣枰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民捻路7d－l號 02﹣2061“12 I !0 l0

332 和欣泰韉局 斯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23號l樓 02﹦旦02q0M7 2 l0 20

333 林篦興藥局 斯北市中和區永貞略212巷q號 02﹣2q22802b 】 l0 】0

33￠ 宏倌槃局 昕北市中和區永貞略262巷1號 02﹣292,1070 』 l0 !0

335 貞心穠局 斯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80之】號】樓 02﹦20203865 l l0 l0

33b 十大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l3號l樓 02﹣2q￠1】507 】 l﹛】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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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榮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337 國泰縈師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光峪獅l0吮l樓 0222430Ⅱlq 】 l0 l0

338 真成 斬北市中和區光秘衍38蛻 02‧22“7008 l l0 l0

339 三捻和藥局 斯北市中和區吉興里而山路280號I樓 02‧22￠7l028 l 】0 I0

3￠0 公困親子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安乎路Ⅱ58號2樓 02﹦8668872b 】 l0 】0

31】 璟福鵪局 新北市中和區安乎路7b魷l樓 02﹦2叫08660 l l0 】0

342 悠悅驪局 新北市中和區安臬路25耽2樓 02﹣29』63755 l l0 l0

313 倌隆大鵪局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6號l至2樓 0】﹦2g126I0b 7 l0 70

314 吉立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83號l樓 02-2叫5056I 2 l0 2﹙】

3q5 仕禾騙局 斬北市中和區自立路j2號】樓 02。20128080 l l0 I0

〕q6 聖康勰呻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略39魷l樓 02‧2叫78叩2 l l0 I0

弭7 禾心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秀朗路3段“號l樓 0】﹣86088,22 】 l0 20

j18 暇獅天晴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和乎撕,號!樓 02‧2叫gl03l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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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3▲9 砰芳藥局 斯北市中和區和典里中興術73號l樓 02﹣22￠33720 ﹛ l0 l0

350 鱸安健案噥局 斬北市中斗口區血安路ll8巷20號l樓 02‧86600058 2 l0 20

35】 藥聯穠師穠局 斫北市中和區宜安路l￠3眺】樓 02﹣2948ll98 Ⅱ 】0 l0

352 宜安健康人生穠局 斯北市中和區宜安路l62號】樓 02﹦2q22￠“8 l 】0 l0

353 亮安轔局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2眺 02﹣2q16q8,8 I 】﹙﹜ l0

35』 奕釆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略77跳l樓 0Ⅱ﹣Z0429770 2 l0 20

355 幸禍連鎖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撕】22號Ⅱ樓 02﹣201I077】 l l0 I0

356 民康藥局 舫北市中和區忠孝街122號之1 0029131Ib】 l 】0 l0

357 博健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忠孝Ⅱ『37巷1號 02﹣2q102I07 l !0 l0

358 慾光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南山路ll7號 02﹦12107700 l 】0 l0

350 安泰大羅局 斯北市中和區尚山略35跳l樓 02-82￠59423 2 】0 20

360 安麒生活噥局 紡北市中和區灼蛐路【5號l樓 02﹦22415l3﹛） I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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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l 共仕鵪局 新北市中和區俞華路l0魷 0,l0360707 l l0 】0

362 九崧饒局 新北市中矛回區俞箏路20耽】樓 02‧2245】370 1 l0 10

303 妳色勰局 新北市中和區晌箏路13耽】樓 02﹣22“5630 l l0↙ 】0

3“ 祗澤員山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l22號Ⅱ樓 02﹣222l0s5】 】 I0 】0

365 國新巢局 新北市中和區貝山路l16－￠號 02‧222l2322 l l0 】0

30b 泳安韉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l50之8號l樓 02﹣2223I606 2 l0 20

3b7 杏元脯局 新北市中矛。區員山路l72號I樓 02﹣2223b8b8 l l0 l0

368 民樂健保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貝山路2】6巷3井5跳I樓 02﹣22228,99 3 !0 30

309 里安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貝山路27】－l眺2樓 02﹣323￠7lll 2 l0 20

370 溫莎繃局 新北市中和區貝山路292蹺 02﹣82277275 l l0 l0

37l 銓家鷓局 新北市中矛回區貝山路3l0號】﹣2樓 02‧22257728 l 】0 l0

372 家鵝穠局 新北市中和區貝山略377號 02﹣8228l388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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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縈妃大膿局 斯北市中和區貝山路』82號l樓 02﹣222305￠6 l l0 l0

371 田過脯局 斯北市中和區泰和﹟『佃豌l樓 02﹣2羽0772s 3 l0 30

375 倌磯蘗局 斯北市中和區拔運路56殲l樓 02﹣2“23603 2 l0 20

37b 宜生穠局 斯北市中和區莊敬路33巷3井2號 02﹣22400l50 l l0 】0

377 杏安礙局 斯北市中和區莊敬路35號l樓 02-22430】8l l 】0 l0

378 天立礪局 斯北市中和區莒光路l22號 02﹣2g57883l 】 l0 I0

37q 拳源穗局 斫北市中和區莒光路I2q巷l并8號 0020qll827 l l0 】0

380 睏獅康銓碘局 斬北市中和區莒光路I46號l樓 02﹣29“6452 l I0 】〔﹚

38I 冠品雅師齡局 斬北市中和區連城路llq號I樓 02﹦22452l20 2 】﹙） 20

382 立健雊局 紡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7號l樓 02﹦222306】1 2 】0 20

383 正陽囉師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違城路351號】樓 02﹣82287336 2 Ⅱ0 20

384 欣大碘局 斯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72之3號l樓 02﹣222l703b 】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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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繞 嚷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385 芳噸縈局 嘶北市中和區述域略17糝2銳】樓 呃‧82￠588l6 4 l0 10

386 健暉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連域路￠87脫』樓 似‧222J】437 l l0 】0

387 中和光田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述城路18耽 02‧22￠50602 2 l0 20

388 藥安連勝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述勝衍37銳l樓 叫﹦82,0￠l0 2 】0 20

389 朝安藥局 斯北市中和區狐興路262號I樓 02﹣3l5ll26o 2 】0 20

390 三越藥局 獅北市中和區狐興路277號l樓 02﹣224272l5 ﹜ l0 l0

39l 和霖生活韉局 新北市中和區狐典路28,號】樓 02□22458227 l l0 l0

392 思溢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很興路7,號】樓‘2樓 02﹣22￠52450 l l0 l0

3,3 永成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乎路』5b眺!樓 02﹣291076l9 l l0 l0

30▲ 上元鵪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略I60號2樓 02﹣29108050 3 l0 30

395 成合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g之2號l樓 02‧22￠83605 l l0 l0

306 福雄縈局 斬北市中和區景平略5則0魷 02﹣22q99891 l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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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舟疊熊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97號l樓 02﹦22▲70273 】 l0 l0

308 健星雊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干略751號 02●22103137 】 l0 l0

300 他雌籮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I57號 02﹣8叫2l903 l l0 l0

▲00 兵仕大獺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l85號 02﹦20￠065b〔） l l0 l0

1﹙﹚I 述琳鴕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02－I魏 02﹣22127887 3 】0 30

102 萊’巴礪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09號I樓 02‧2叫68305 l l0 】0

103 劉永安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27跪 ﹙）2﹣2,￠58377 l 】0 l0

10￠ 睏群騙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5號l樸 02﹣8q432206 2 】0 20

405 宗安大牖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2￠0號l樓 002,“b!78 l !0 】0

d00 威安熊局 紉北市中和區景新撕328魷l樓 02﹣20185ll7 l l0 l0

』07 A豐西勰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83巷4蹺 佣2g￠20!69 l l0 l0

q08 噸心繁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號l樓 02﹣2叫2q080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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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緬取口早片數

10g 好愈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斯衍467巷3跳】樓 02﹦804I65,8 s l﹙） 50

1】0 欣俞韉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撕￠67巷￠眺 022,16l552 l l0 l0

￠ll 景安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景捻仙『】￠I號I樓及景平路】II糝 02‧866882】5 】 】0 I0

￠Ⅱ2 投勝縈師縈局 斯北市中和區鱗噸撕l22跪〈I樓〉 02﹣2,“0225 】 I0 I0

4l3 日發藥師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雄新街l02糝q0號l樓 02﹣8,4l】088 l I0 I0

1I4 建昌大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睢新拙『232巷l7魷 02“7I537 l l0 l0

4l5 斬源林縈局 斯北市中和區醮斬街21魷 02﹣2,42】053 】 】0 I0

4l6 攀斬龍局 新北市中和區帷斬撕73魷 0】﹣29“8345 l l0 l0

4l7 慶箏鸛師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囉新舢j00脫!樓 02‧29￠20b60 2 】0 20

▲l8 盛宏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輜禍撕54號 00295l3273 l 】0 l0

4l9 顧藥局 斬北市中和區圓通路l10號 02﹣22￠70I33 l l0 】0

420 悅聖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回通路l10銳l樓 02﹦22120770 l 】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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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魏 簾局名韉 地址 電諸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42l 枰田縈局 新北市中和區凹通略23b號 02﹣221522g3 7
︼ 】0 20

122 蛐康輾局雙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凹通略252耽l樓 02﹣2213l062 l 】0 I0

123 梓芳大輔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78號 02﹣22105025 2 】0 20

￠2￠ 安雄鵪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q3廷2蛻2樓 02﹣22489079 l 】﹙｝ l0

￠25 安康鷓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0q眺 02﹣22450837 2 】0 20

426 裕壬蘗局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撕200﹑208號】樓 02﹣3231g358 Ⅱ l0 】0

￠27 仙正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祀吳路300眺 02﹦22￠9108l l I0 I0

￠28 查品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稻祥略55號I樓 02﹣22￠8l8l8 2 l0 20

￠20 康荃優生保健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祕祥路6b吮!櫓 02﹣22486532 】 l0 】0

￠30 鱗安輔局 新北市中和區廠禍路I0號l樓 02﹣22117000 2 l0 20

q3l 弘安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略I2l之l眺】樓 02﹦2,““8, 2 I0 20

￠32 宥元輾局 新北市中和區捻光路b2眺I樓 02﹣89535173 】 I0 】0



■

●

37

序銳 嚷局名稍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醬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433 蔡蔡健係韉局 斯北市中和區捻光路,7蛻 02﹣8,“2叫0 I l0 】0

￠3￠ 間繙大騙局 斬北市中和區興「b略】段6眺 02﹣2叫l2279 2 l0 20

135 膈元藥局 腑北市中和區興灼路2段27眺l櫓 02‧8b68l000 2 l0 20

￠36 日轔藥局 斯北市中和區興尚路2段52－1眺 02﹦2942￠02b 2 I0 20

仍7 良泰大穗局 新北市中和區典尚路二段l l7巷l5魷l﹟ 0220￠7770I l l0 !0

438 錦和贓局 斯北市中和區鰓和路l“號l樓 02‧822822gb 2 】0 20

￠30 安和藥坏穠局 新北市中和區佛﹟◎路4l0魷】樓 02﹦22伯3708 l l0 l0

叫0 常安縈局 斯北市五股區工商路7l就 02﹦220l79l2 l I0 l0

“l 明月榮局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80號 02‧82050028 l l0 l0

“2 倌恆碾局 斯北市五股匾中興略I段7￠眺l樓 02﹣80882077 l l0

“3 和泰縈局 斬北市五股區中典路一役l33魷 0】﹦98s028l l !0 I0

叫4 三合脯局 昕北市五股區中典路一段75號I樓 02‧20846055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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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韉 地址 電錯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115 源昇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正股里成泰略2段6l號2樓 02﹣8295】027 2 l0 20

4q6 百成中西藥師藥局 斯北市五股區五禍里五拙略20耽I樓 02﹣220』553! 3 l0 30
●

117 祐康藥師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五祕路3b魷l櫓 0】﹣8202】335 4 l0 q0

＃18 陽光健保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五禍路51脫】槐 02﹣22022400 2 l0 20

』￠0 永任榮局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略9號I棋 02﹣220l】0q3 l l0 I0

￠50 浙松穠局 新北市五股區四純路】33眺 20880802 l l0 l0

15】 成泰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段』q3眺 02﹣22q24305 】 l0 l0

452 五股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段235之2魷﹙l樓﹚ 02﹣22q5】l50 2 l0 20

453 捻泰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恭路】段9耽 02﹣29095q27 l l0 】﹙）

454 陽光樂活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恭路2段】0』－2耽l樓 02‧220287g0 2 l0 20

￠55 五股聯成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蔡路2役】l8魏 02‧220￠2707 】 l0 】0

q56 宏安縈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2段】30耽 02﹣220】5g3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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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魏 榮局名稍 地址 電諸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q57 來典穗局 新北市互股區成恭路2段69醜2樓 02﹣820227』8 I I0 】0

458 閭安穠局 新北市五股區成捻里成泰路3段579號l樓 0】﹦】202lM3 2 l0 20

￠59 虹元巢局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56胱 02﹦229250b7 l l0 l0

160 三好連鎖藥師藥局 新北市五股區西霧路8b號】樓 02﹣22952357 】 l0 l0

46Ⅱ 慶勰穠師穗局 新北市五股區凌霑路l段b8號l樓 8295﹦6335 l l0 l0

￠62 凌靈藥局 斬北市五股區凌霍路l段73號2樓 02﹣82953l38 2 I0 20

￠63 杏軒鷓局 新北市五股區貿商里自強路】52號lF 02﹣2292l!93 l l0 l0

164 永述大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2號 02﹣292l3326 】 l0 I0

￠05 亞佐鱗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山路l段l28巷l7號l樓 02﹣892l0038 l l0 l0

』66 荃思碘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l段l72號l樓 02﹣2g220237 3 l0 30

￠67 泳悅麋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段l74號l樓 02﹦2g205760 l ﹜0 l0

168 宏安關局 斬北市永和區中山略l段2叫號 02﹦2928l20l 2 I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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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稍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169 伽生攘局 腑北市永和區中山路l投270蹴l樓 02﹦29235658 l l0 I0

170 千褐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二三八跳B2 02﹣823】5075 l l0 l0

17l 捻上藥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正路l0b號 02﹦8叫ll077 】 l0 20

172 宜田縈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正略lll眺2樓 02﹣2“25q35 2 l0 20

473 威康穗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正路l53眺 02﹣2“6ll28 2 l0 20

171 永正促雕人生噥局 斬北市永和區中正路l0l ﹑ l93號l樓、 lg7號2 02﹦2g16735l 5

●

】0 50

175 友辰嚷局 昕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80跳I樓 02﹣2,267l3l ! l0 】﹙）

476 中正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q眺 02﹦202l92l3 l 】0 】0

477 傯吳禳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55號l樓 02﹣2,27￠05I 2 l0 20

178 廣愍鞭局 斬北市水和區中正路049眺2樓 02＝29290b75 2 】0 20

q79 立家繃師勰局 斯北市永和區中iE路720眺】樓 02﹣802l6867 l 】0 !0

q80 順和熊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5號l樓 02﹦8668036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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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續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18l 宏恩榮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略╴四三號 22￠52￠50 I l0 】0

182 律安槃局 新北市永矛回區中和略3璽l號 02‧2g2872l2 l l0 l0

￠83 威成縈局 紉北市永和區中和略429號l樓 02﹦29263l0l l l0 l0

481 新禾獺局 斬北市永和區中和略537號l樓 02﹦2g208877 3 l0 30

185 康和熊局 斬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8q號l樓 02﹦223l0300 3 】0 j0

186 博輝藻局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60號l樓 02﹦89之ll766 】 】0 I0

187 球仁捻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33號 佣29240053 l l0 l0

488 博昇鵬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2號】樓 02﹣2,2b7】73 3 l0 30

q89 明魁鶸師縈局 斬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95號】樓 02﹦】9297l】8 】 】0 】0

』g0 橘子鞭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98號l樓 02﹦32330390 l l0 l0

49l 上安囉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略80朧l樓 02﹣22328565 l l0 】0

￠92 且誼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33號 02﹦2927873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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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J 仁愛囉局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63朧 002,24I687 l 】0 】0

404 宏瑞熊局 紉北市水和區文化路78眺 02﹣32330903 3 l0 30

195 景拙繃局 新北市永和區四蛐秈『68蹺l樓 02-204】5203 】 l0 l0

49b 局縈大照啟 斯北市永和區四紲秈『9l眺 002,￠27l57 l l0 I0

197 易安堂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民光秈『22巷2號 02-2叫3I,32 2 I0 20

￠08 吳的酷醫吳脯局 斯北市永和區民光秈『一耽一樓 80433086 】 l0 l0

』99 畋品民治鵪局 斬北市永和區民治術8】魷】樓 02-2叫01】50 】 l0 l0

500 得安縈局 紉北市永和區永尢路21雖】樓 02。2023056＄ l 】0 】0

50l 你凱藥局 斯北市永和區永尢略6眺l樓 02﹦20212595 ￠ 】0 40

502 永奕鞭局 新北市木和區水乎路280之l耽l樓 02﹣22327709 2 l0 20

503 紉昇大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v略】22跳 02﹣20208523 l 】0 l0

5叫 永利藥局 斬北市永和區永利路0﹑ 】I耽I樓 02﹣2020lb55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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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眺 榮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505 澄品礫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06號l樓 02﹣2232g87l 2 】0 20

50b 原大鵑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l段20號l樓 02‧2g272767 2 I0 20

507 立安穗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略2段203號l樓 02﹦802】】786 2 l0 20

508 十路熊局 斬北市永和區永貞略】“號】樓 02﹣20258g55 l l0 【0

500 仕民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238號 02﹣2920l078 2 l0 20

5l0 宜泰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略297號 02﹣802l0b57 】 l0 】0

5】l 中吼髖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37號【樓
2g297280

02﹦29297280
l 】0 l0

5l2 箏特健庶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61號l樓 02﹦2,2“39l l 】0 l0

5l3 新資生永貞大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29號l樓 0Z﹦2,2Z7202 l 】0 l0

5l4 成功繃局 斬北市永和區成功路l段l33號 02﹣2g293622 l 】0 l0

5l5 索宏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l23號 02﹣29256856 l I0 I0

5l6 粥思囉局 斬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l35號l樓 02﹣892l402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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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壤局名稍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5』7 亞都大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略二段33號I樓 02﹣20225078 l l0 l0

5l8 澗康熊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略二段九十八耽 0029135708 l l0 l0

5l0 永捻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l3號 02﹦8927“05 l l0 】0

520 竹林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8】號2樓 02‧802668l8 3 I0 30

52l 安安蘗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j號l樓 02‧89263b5l 2 l0 20

522 仲景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I3巷】號 02﹣8,28l687 2 l0 20

523 日陽藥局 新儿市永和區竹林路2q號】樓 02‧8,2523￠b 2 】0 20

s21 柏愛籮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57號】帷 02﹣8q285b09 l l0 l0

525 弘光檠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中典里00巷Iq脫】樓 02‧2,282000 5 】0 50

520 宗篾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自由秈『35號 002924l087 l 】0 l0

527 九川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自由術5跳】樓 0Ⅱ﹣20226870 2 】0 20

528 苛大健保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略2段Il8魷I樓 02﹣20289383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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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脫 藥局名韉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529 級立健保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l39蹴I樓 02﹦20”g”5 2 】0 20

530 台大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乎略2』0號 02﹦202▲2￠81 l 】0 l0

53I 常安中西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乎路26號l樓 02﹣20283530 I 】0 l0

532 康杏安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干略60號l樓 02﹦20208968 2 】0 20

533 悅奚保健藥局 斬北市永和區保生路22巷2】號】樓 02﹣223235l5 l 】0 l0

53￠ 保安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2l2號l樓 02‧29277023 2 l0 20

535 康宏安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2段78晚l樓 02﹣20288】l8 3 】0 30

530 榮總藥局 斬北市永和區倌救略l5號l樓 02﹦202】b506 】 】0 l0

537 捻和使利縈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01耽】樓 02﹣8g￠3l4l7 3 l0 30

538 鳳軒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略230號l樓 02﹣223I5037 】 l0 I0

539 悠活藥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30號l樓 02﹦3l5】6】88 l l0 I0

5』0 大欣安韉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70號l樓 02‧2g450808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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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就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51l 宸安熊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85號l樓 02‧22328271 l l0 l0

釗2 水和大樹穠局 新北市永和區稻和略l43號l ﹑2樓 02﹣2023j377 3 】0 30

513 欣安大繃局 斬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2l號l樓 02‧22320b85 2 l0 20

5￠4 雌采縈師穠局 斯北市永和區禍和路250﹑252號I樓 02﹣292Ⅱ7q8 2 I0 20

5q5 聖英飩局 新北市永和區禍和路55－l號 02﹣2,2,36l3 I l0 】0

546 星甽鵑局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88號 02﹣8,282,,, 2 】0 20

517 台化膿局 新北市永和區勵行街ll9號l樓 02‧223l8585 2 l0 20

518 伙生隴局 斬北市永和區勵行街64號l樓 02‧2q2l5I89 l l0 l0

510 醫有愛韉局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略32號－l 02-20382836 】 】0 l0

550 吭康騙局 斬北市石嚏區渾邊里石崁24╴l號 02﹣26631229 I 】0 l0

55l 康元中酋綜合膿局 昕北市汐止區大同略2段2l9號 02﹣86923“8 】 l0 】0

552 幸禍脯局 斯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332號l .2樓 02﹣20￠00】27 ￠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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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向日葵韉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368號l樓 02-2“88877 2 I0 20

55￠ 健康胤光韉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l6號】樓 02﹣2“33lll l l0 l0

555 我索穠局 斬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0號 02﹣869l08￠0 l l0 I0

s56 汐止中凸大獵局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4號 02﹦2“Il刺6 I I0 l0

557 汐興驪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略ll3號l樓﹑2樓 02﹦260Z7733 2 l0 20

558 永淪穠局 新北市汐止區中輿路l8l之l號l樓 02﹣26925037 2 】0 20

550 捻昌藻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與略￠號 02﹦2“23382 I 】0 l0

5b0 沛閑康藥局 斯北市汐止區中興路一四七號一樓 209』9780 2 l0 20

56l 滿且穠局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0號 02﹣8“2Ⅱ562 2 l0 20

562 杏思健保攘局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略l8g號 02﹣2“3s728 ! l0 I0

563 佳恩囉局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三街7之l號l樓 02﹣269507l▲ ! 】0 l0

564 汪北碾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萵路l段33號 02﹣26ql8870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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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永瑞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l0號 002612】863 l l0 I0

566 汐止立欣藥局 紡北市汐止區汐萵路二段219號l樓 02﹣261645￠0 l 】0 】0

567 吉安康健保雛師藥局 紉北市汐止區宜興街ll雖l樓 02﹣2“0588【 l !0 】0

5b8 裕和鶴局 斯北市汐止區宜興街4幾l樸 02﹣2060q】l, 】 I0 』0

560 背苗縈局 斯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2號l樓 02﹣2b1!3b6b 】 l0 I0

570 且鱟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來略Z45號l樓 02﹦8“23527 l I0 】0

57】 羋站熊局 斯北市汐止區忠孝來略247號l樓 02﹣26q!9222 】 l0 【0

572 致紲穠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鬼路258巷5號】樓 02﹣64229吧 l l0 l0

573 汐止健康人生雛局 斯北市汐止區忠孝來路269號 02‧8“2I820 2 l0 20

s7▲ 忠孝醮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柬略32l號l摟 02﹦869l0788 2 】0 20

575 啾獅尚媧隴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來略399號l樓 02﹣8“83l58 l l0 】0

576 窗戚囉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來路45q號l樓 02﹣8“8l302 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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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577 博昱明喙大囉局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l2g號!樓 02﹦26055758 ! 】﹙〕 I0

578 全索熊局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l43號l樓 02﹣260510g0 I l0 l0

570 明思駙局 昕北市汐止區明嘩街l70之l號l樓 02﹣26023877 l l0 I0

580 贗竣縈師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略22號】樓 02﹦860l00q! l l0 l0

58l 建忠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7巷】l號l樓 02﹦2“22】0】 2 I0 20

582 杏光熊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略59巷l9號】樓 02﹣2“ll3q0 l 】0 I0

583 圈升檠局 新北市汐止區述成路5g巷】號】樓 02←2“l0￠59 2 l0 20

5M 必迆繁局 斬北市汐止區茄鼕路33號 02﹣8“7b382 l l〔﹜ 】0

585 再興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茄苓略37號 02﹣8“78860 2 I0 20

586 企灣新吉奐碩蠱北簾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l69巷2g號】3樓之2 2692︼ll90 l0 】0 l00

587 康寧韉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l5號l樓 02﹣2692700l l 】0 l0

588 蝴云大脯局 新北市汐止區祥雲街2號一l ﹑ l樓 02﹦2“63】Ig l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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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肯山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l27銳】樓 02﹣2690705g l 】0 I0

5g0 安泰榮局 紉北市汐止區連興撕】M眺】樓 02●2“88q86 2 l0 20

5g】 蒲公英縈局 斬北市汐止區連興秈『】26號I摟 02-2b007770 ! l0 l0

5g2 湖前中凸藥局 斯北市汐止區期前街』5魷l樓 02﹦20025850 l l0 】0

5q3 品康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湖的衍17耽I棋 02﹣26g51￠4l 3 】0 30

594 天枰藥局 斬北市汐止區鄉友撕三一跳 026￠33730 l l0 】0

5,5 長頸鹿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斯台五路!段l78號I樓 02﹣20,l78l0 2 l0 20

596 卷德堂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斯台五路l段220號 02﹦20422“8 l l0 I0

5q7 富康釆科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斯台五路I段qb脫c梂!樓C】5! 02﹣26,69222 l l0 I0

598 健成蘗局 斯北市汐止區斬典路20魷】樓 02﹣2“28989 l l0 l0

599 躍獅大同藥局 斬北市汐止區新典路7眺】樓 02﹦2斛l8390 2 l0 20

b00 汐心藥局 昕北市汐止區禍捻＝路I50脫 02﹣86932850 】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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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l 巧能穗局 新北市汐止區絀捻一路20,眺】樓 02﹣26042858 I 】0 】0

602 汐芷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緇捻一路255眺 02﹣2b021087 2 l0 20

603 韉航縈局 斯北市汐止區禍捻一路一八四號 86￠7b203 I 】0 l0

60￠ 福恩藥師大韉局 新北市汐止區梱捻二略l7】之!眺I樓 02﹣26,￠0835 I 】0 l0

605 快樂藥局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捻二略2l5脫l樓 02﹣26q3】3,0 2 l0 20

606 福多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禍捻二路60耽l樓 02﹣86933378 l l0 l0

007 汐止藥局 斯北市汐止區禍德二略70眺l樓 02‧8bq32587 2 l0 20

008 安折輔局 新北市汐止區棹柵一路l2】之】號l樓 02﹣2“87309 2 l0 20

60, 穎安中西大縈局 新北市汐止區棹柵一路l35巷l3號 02﹣2御l23￠8 】 l0 I0

6l0 麒豐槳局 新北市汐止區棹榭一略l35糝2號 02﹣2“31737 I l0 】0

6【】 永康中西綜合麋局 新北市汐止區腿安略】75吮l樓 02‧869I5580 2 l0 20

6l2 大福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三民略】段3】巷l5魷 02﹦206l03ll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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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0I3 麗紳脯師碾局連鎖鹿 新北市板檣區三氏略2段l33號（】樓﹚ 02﹦2g557M】 l 】0 】0

0l1 楹勝堂鵑局 紡北市板愉區三氏路2段l53巷2弁2號 02﹣89047l57 】 I0 】0

6l5 正成穠師碘局 嘶北市板檣區三民略2段l54巷7號 02﹣295】2760 2 】0 】0

0】0 倌昌穠局 斯北市板檣區三民略2段202－g號 02﹣295】07M 2 I0 20

0】7 俊褂穠燭 昕北市板鴨區三氏路2段215卷l2號 02﹣200￠2108 】 I0 l0

6l8 新迆簧大穠局 新北市板橋區大同街24號】樓 02﹣22593926 】 l0 I0

6lq 安祥穠局 斯北市板機區大明撕7眺 02﹣2q55150l l 】0 l0

020 啟暉磯局 斬北市板機區大智術3姚 02﹣206bql66 l 】0 】﹙）

62l 韉俾綜今大囉局 斯北市板恰區大籽街q0號 02﹣2067002g l 】0 】0

622 禾田醮局 新北市板恰區大脫路2段205巷l2號﹙l樓） 02﹣2,659899 l 】0 l0

623 民佈襬局 新北市板檣區大觀路2段37巷3l0號 02﹦22755938 l 】0 】0

62￠ 正服健保脯局 斯北市板檣區大醜路2段65琥】樓 02﹦2275668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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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625 浮洲藥局 紡北市板檣區大觀略3段2l9巷8耽!樓 02‧207580l0 2 l0 20

626 快樂藥局中山店 斫北市板恰區中山路l段l叫耽（l樓﹚ 02﹣806!l366 2 l0 20

627 中山大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山路l役l07銳 02＝29575029 l l0 】0

628 豐禾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山路I段279妣】樓 02﹦805】0b66 2 l0 20

629 噸儷府中縈局 斯北市板機區中山路I段g6眺（l樓） 02﹦2054ll99 】 l0 】0

630 廢矛口藥師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山路2段Ⅱ50號l樓、2樓﹑3樓 02﹣29522070 2 l0 20

03l 樂心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山路2段】60魷l樓 02﹦2％3033, 2 l0 20

032 晴光藥局 紉北市板檣區中山路2段225號2樓 02﹦20“6682 4 I0 10

633 埔駝縈局 新北市板掄區中山路2役227眺 02。2,046705 5 l0 50

634 德一藥局 新北市板伶區中山路2役238眺l樓 02﹦295357l7 2 l0 20

635 皇安藥局 新北市板機區中山路2段21l號 02﹣2g521089 3 l0 30

636 湯明藥局 紡北市板檣區中山路2役3l0魷】樓 0Z＝2957!980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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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愛典符鷓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3q號l樓 02﹣89539l00 l l0 】0

6〕8 品品鞭局 新北市板拎區中山路2段402號〈l樓〉 02﹦20“79l7 l 】0 】0

b30 長欣鵑師縈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505巷36號 02﹣2058s308 】 I0 l0

“0 光鹽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山略2段81之2號（2樓﹚ 02﹦29552l67 3 l0 30

“I 大川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86號（l樓） 02﹦295550】】 6 】0 60

“2 日生大籮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正路l巷】6并l6號 02﹣2067s26l l l0 I0

“3 常仁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中正略l巷￠號 02﹣20074099 l 】0 l0

6￠￠ 台安穠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略2叫號l樓﹑2樓﹑3樓 02﹦2,b63600 3 』0 30

“5 微笑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中正路2ll號 02﹦296558】l 3 】0 J0

“6 永摭餉局 新北市板搗區中正略236巷90號 02﹦9081502 】 】0 】0

6￠7 翰林熊局 新北市板檣區中正路2￠0號 02﹦2％02748 2 !0 20

6』8 永窩驥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興略9號 02﹣20675508 Ⅱ 】0 !0



55

序巍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翎取口早片數

640 宥康婦幼健保韉局 新北市板檣區仁化撕30耽】樓 02-82528l62 】 l0 】0

650 人民藥局 新北市板拎區仁愛略50耽 02﹣89533956
-
l l0 l0

65l 終豐穠局 新北市板恰區仁愛路62巷l5并l6－M 0029570270 】 l0 l0

652 正康新埔藥局 新北市板搗區介弁秈j』吮（l樓﹚ 02﹦82595882 】 l0 】0

653 晰天藥局 新北市板伶區文化路l段】lb眺2樓 02﹣22500l65 3 l0 30

654 噶明藥局 斯北市板橋區文化路I段l7號 02﹣22728￠67 l l0 l0

655 吉發縈局 新北市板檣區文化路I段I88移5并】5蛻I樓 02﹦2257738l 】 】0 】0

656 康盡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I段206眺】樓 02﹣82585l35 3 l0 30

657 艮恩藥局 新北市板拎區文化路I段2l6吮】樓 02﹦22573100 斗 l0 40

658 康橋藥局 新北市板份區文化路l段273跳 02﹦22532560 2 l0 20

650 佳和藥局 新北市板倫區文化路l段387巷5魷l樓 02-22580508 2 l0 20

660 宏周藥局 斬北市板檣區文化路2段5號 02﹣2255】438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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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l 大曷藻局 新北市板檣區北門街28魷 02﹣80082579 】 l0 l0

062 活泉鶸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川路l段】50脫I樓﹑2樓 02‧2g04776】 2 l0 20

663 和安縈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l段】7】號I樓 02﹣2q562008 l l0 l0

0b￠ 光澤醫奐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略】段2】號（】樓﹚ ﹙〕2﹣2q55I2】5 】 】0 !0

b65 全國繡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川路l段23l號 02‧2,5l】2】2 3 】0 30

66b 萬蘚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II路l段25】號 02﹣2qbl7￠7b I l0 l0

6b7 明盟崢紮韉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川路l段322號I樓 02‧200￠7542 2 】0 20

608 佑全板橋四川檠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l段17】號I樓 02﹣2q55,5g8 2 】0 20

009 民川鷓局 斯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w號】樓 02‧29520000 7
﹄ 】0 20

670 葆康騙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5巷3眺l樓 02﹣89078373 l l0 l0

07】 仁泰龍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33耽l樓 02‧80072l33 3 】0 30

072 德盥健保藥局 斯北市板橋區四川路璽段47巷』并l號｝樓 02﹣8qb75880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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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大安堂藥局 紂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8眺 02﹣206】6806 l l0 】0

674 幸福健保韉局 斯北市板恰區四蛐路】06跳l樓 0Z﹣22530仞0 2 l0 20

675 祟多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蛐路】08跳﹙【櫓﹚ 02﹣22523530 2 】0 20

670 美康四錐藥局 斯北市板榆區四純路l22號l摟 02﹦225066l6 l l0 l0

677 振民縈局 斬北市板檣區四她路260巷02魷 02﹣22572055 l l0 l0

678 窗盛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四蛐路2,l巷4并2￠跳l樓 02﹣22s,60l6 l l0 l0

679 上嘉藥局 新北市板擒區四紲路290號】樓 02﹦22582278 l l0 】0

680 廢倌健保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四絨路30￠號】椎 02﹣225920I8 I 】0 】﹙）

68l 廣安健保藥師藥局 新北市板倫區四紲路355蛻】樓 02﹣22580％3 l l0 l0

682 吉生巢局 新北市板檣區民有撕0號l樓 02﹣8252﹦0886 l 】0 l0

683 進發大縈局 新北市板橢區氏治撕I0】魷 02﹣2252836l ￠ 】0 q0

684 好爸爸藥局 斬北市板伶區氏治撕I07號l樓 0且﹦22559055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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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正安健係穠局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2￠號﹙l樓﹚ 0z﹣295268l3 2 l0 20

086 血成噥局 新北市板恰區民族略267號 02﹣295叫057 2 l0 20

687 呱川馳局 新北市板檣區民椎路202巷4并l號 02﹣2q6606l7 ! l0 l0

688 噸儷民樅磯局 新北市板檣區民權路231號l樓 02﹦2q600555 2 l0 20

b89 全曜號局 新北市板橋區氏權路260巷62號 ﹙〕2﹣2q68268I I Ⅱ0 】0

690 聰安鷓局 新北市板檣區永豐街32號﹙】樓﹚ 02‧2058l608 l 】0 l0

69l 家船脯局 斯北市板橢區永遛街g2號l樓 02﹦205q﹦1525 』 l0 則0

602 紀倌安脯局 斬北市板橋區田單街45號 0222520308 I l0 l0

693 聖枰鵑局 斯北市板檣區光武街0l號 00225】7670 I 】0 l0

09￠ 盛生碾局 新北市板機區合宜路99號﹙l樓） 02‧89097290 l l0 l0

095 廠且熊局 新北市板檣區自由路2l號 02﹦225￠5726 2 !0 20

0qb 斬埔此係脯局 新北市板檣區自由略2號l樓 02‧22558878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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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697 安聯縈局 新北市板橋區宏國路】l3號】樓 02﹣2256g079 2 l0 20

6q8
-－╴╴－－－＝－╴﹦
金瑞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和平路l6】巷24號（l樓﹚ 02﹦29533l88 3 l0 30

69, 廠蠡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203號 02﹦％Z】丕8 l 】0 】0

700 雛濟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幸福略23號 02﹣22536g5l l l0 l0

70l 府中熊局 新北市板檣區府中路ll0號 02﹦2,65673l 1 l0 40
◇

702 一讖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62號 0】﹣29673956 2 l0 20

703 長頸鹿藥師縈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略l8l號（l樓﹚ 02≒295,80,5 2 l0 20

70￠ 合泰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忠孝路l9號l樓 02﹦2,572437 l l0 l0

705 王林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1巷l5號（l樓） 02﹣29636775 2 】0 20

706 板檣大樹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忠孝路28號﹙l樓﹚ 02﹣2955555l 2 l0 20

707 埔全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忠孝路33號﹙Ⅱ樓﹚ 02‧29567309 3 l0 30

708 必生好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67號l樓 02﹣225Ⅲ057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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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利安中西藥局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略l13號 02﹣20“￠7￠5 3 】0 30

7l0 仁壢藥局 新北市板恰區板拎大肌略2段19穆93脫! 0022755勻l7 l l0 】0

7ll 永幸雛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秈『l2l巷2魷 02毛8270l2 l l0 l0

7l2 新欣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金門街l28號 02﹦2b82806l 】 l0 l0

7l3 家項熊局 新北市板檣區金門撕300眺 02﹣2b7557l5 l l0 l0

7l1 旭全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金門術33】號 02﹣26860526 l l0 l0

7】5 錦龍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長安術】38巷】并l】4耽 02﹣295222q0 l 』0 】0

7l6 順儷長安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促安撕】38巷】井52眺（l椎） 02﹣2950％l5 2 I0 20

7l7 眾安大藥局 新北市板櫛區長安秈『33】糝78魷 02﹦20550742 2 l0 20

7l8 京曜槃局 新北市板檣區兩屁路52魷﹙l樓﹚ 02﹣22580009 l l0 】0

7l9 軒源藥局 新北市板搗區倌牧路】60姚（l樓） 02﹣205830g5 2 l0 20

720 萵泰簾局 新北市板橋區倌技路22】之l魷 ﹙﹜2﹣8g“5570 l l0 l0



●

l■
◆

6l

序魏 藥局名韉 地址 電錯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旱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72I 賜安藥局 斯北市板橢區傯我略60豌l樓 02‧2g6l7483 l l0 】0

7】2 旦慶藥局 新北市板愉區尚門秈『8l ﹑83號】 ﹑2樓及館前﹫ 02﹣2965535l 2 l0 20

723 利安藥師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尚秈西路2段l】7眺及ll0號l樓 02﹦2％6095l 2 】0 20

724 利安藥局 新北市板禍區尚雅來路l08魷 02﹣2％,62,5 l I0 l0

725 醫安藥局 新北市板搗區灼雅『b路I段ll號l樓及2樓 02﹦2％,2588 2 Ⅱ0 20

726 尚雅藥局 新北市板掄區尚稚尚略l段5巷22號 02﹣22725358 2 】0 20

727 福澤藥局 新北市板拎區晌雅尚略l段85魏（l樓﹚ 02﹣2g0g00l3 】 I0 l0

728 可安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晌雅晌路l役8之6雖﹙l樓） 02﹣20050l3】 2 l0 20

729 迦佰麗藥局 新北市板掩區『叻雅灼路2段】l＝2￠號﹙l樓﹚ 02﹦296￠8108 I 】0 l0

730 聯康縈局 新北市板機區晌雅晌路2役】36號﹙l樓﹚ 02＝89674888 3 l0 30

73l 亞李藥局 新北市板機區尚雅尚路2段】￠2巷】l號〈】樓〉 02‧8％7ll3l l l0 Ⅱ0

732 遠來大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灼雅灼路二段132號 002054▲555 】 I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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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巢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733 永固麋局 新北市板恰區建國街六號 002066805l I I0 l0

731 立安中凸韉局 斯北市板鴨區後埔術83晚l樓 02‧205822▲】 l 】0 l0

735 擎夭雛局 斯北市板檣區並慶路235號l樓 02﹣8,52508】 l I0 】0

736 倌安磯師鵪局 新北市板檣區蜇慶略308﹣l號l樓 02‧2q5103】5 2 l0 20

737 慶安灘局 新北市板檣區宮口術12號 02﹣qb85】78 l l0 l0

738 友虹騙師騙局 新北市板檣區國光路l6號 02﹦20b0I】8I l l0 l0

739 固光脯卹噥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l72號 02﹣2q0082l7 2 】0 20

740 景好駙卹總局 新北市板檣區國光路l82號l樓 02‧22721728 l 】0 l0

7￠l 文鮑雊局 新北市板恰區國光路￠3號Bl 02﹣227287】9 2 l0

7▲2 杏澤脯局 斬北市板檣區因光路55朧 02﹣29657059 l l0 l0

743 盼您康大槃局 嘶北市板恰區國恭街50號 02‧295l3I60 】 l0 l0

74』 禍安蕊局 斯北市板檣區國泰街76巷21﹑26號l樓 02﹣2,5￠0875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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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旱片數

745 重慶籬局 新北市板檣區囤慶路l27號（l樓﹚ 02﹣20565586 2 l0 20

7▲6 嗇治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圓慶路】55耽l樓 02﹣璽0b30787 l 】0 』0

洌7 曜獅國慶藥局 斬北市板捨區國慶路】79眺（l帷﹚ 02﹣20“l5』8 l l0 l0

7￠8 圉慶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國慶略268眺l樓 02﹣20斛I680 l l0 l0

719 莊敬藥局 新北市板伶區莊放路M3號（】樓﹚ 山﹣2255l】05 2 l0 20

750 正吉藥局 斯北市板橋區莊敬路2￠l號﹙I樓﹚ 02﹣22595l83 l l0 l0

75l 莊敬健康人生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莊敬路87號】樓 02﹣22570028 3 l0 30

752 優良藥局 新北市板檣區莊敬路,3眺 02﹣2255025l 】 l0 l0

753 大喙藥局 新北市板機區莒光路I68號I樓 02﹦225l0j38 2 l0 20

75￠ 宏述大藥局 紉北市板伶區莒光路l7眺 02﹦225723“ 2 l0 20

755 力安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莒光路Ⅱ06巷8號﹙Ⅱ樓） 02﹦22503349 l l0 l0

756 躍獅莒光藥局 斫北市板橋區莒光路58眺l樓 02﹣22556743 l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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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 廣明槃局 新北市板拎區莒光路g3號Ⅱ樓 02﹣22536325 l l0 l0

758 樺斬健保穠局 斬北市板伶區箏興街52銳l樓 02◇20525l30 2 l0 20

75, 力臘縈局 斯北市板檣區陽明街I08號 02﹣82570065 Z l0 20

760 佳聯鰓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w號】樓 02﹣2250b255 5 】0 50

76I 菸愍健保嚥綺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獅10號2樓 02‧2250q5bb j l0 30

762 啾獅斫』前碾局 新北市板檣區陽明街』7號l樓 02﹦22543,32 2 】0 20

763 我友穗局 新北市板檣區陽明街8號 02‧225b3155 l l0 l0

764 佗吳囉局 新北市板搗區新民街7巷】8號l樓 02﹦295】6】00 4 】0 40

705 柏元榮局 斯北市板掄區新生街25號 02＝20b65768 】 】0 l0

760 楓康榮局 新北市板搗區新海珞l】,號l樓 02﹣825822』0 】 l0 l0

767 斬海騙局 新北市板橋區斯海略lZ2號l ﹑2樓 02﹣22500l00 2 】0 20

768 立并鼬局 斯北市板拎區新海路72巷8號 002】5“53,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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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脫 藥局名稱 地址 電錯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76g 杏維麟局 斯北市板掄區滇北路l70脫I樓 02﹦2675702￠ 】 l0 】0

770 戚飽韉局 斯北市板櫛區淇北路28眺 02﹦26755l5l 2 l0 20

77l 熊安驥局 斬北市板檣區淇北略51號 02＝208l8603 2 l0 20

772 溪北蝌局 嘶北市板檣區澳北路78眺】櫓 02﹣26866528 l l0 I0

773 祥聖縈局 新北市板惜區澳崑二撕ll2您35并l耽 02‧26835677 l l0 】0

771 摭圄穠局 新北市板恰區淇崑二撕l』醜】樓 02‧2b802ll0 3 l0 30

775 溪崑與局 新北市板拎區溪崑二撕07號2樓 02-26872161 】 l0 】0

776 忠安生餽局 斯北市板惜區萵安﹟『75眺】櫓 02﹣2qbl3847 l I0 】0

777 友祥禳局 斬北市板掄區裕民秈『】07號 02﹦225“600 2 l0 20

778 谷全嚨局 斫北市板掄區裕民撕19號 02‧2256l85b I l0 l0

779 裕蕊藥局 斯北市板檣區裕民﹟『6號 02﹣22535227 ! Ⅱ0 l0

780 伶中穗師囉局 斯北市板檣區偶中l撕】02巷5井ls號l樓 02﹣29602517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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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l 健全穠局 斯北市板檣區實踐略l25號l樓 02﹣8q533330 2 】0 20

782 向廠硝坷 新北市板徜區實踐路【弓7號I樓 02●29037248 】 l0 l0

783 杏文熊局 新北市板檣區實踐路I85號﹙】樓﹚ 0】﹣20565078 】 I0 ∣0

784 殷匯縈局 新北市板檣區實踐路20l號l樓 02﹣295l26】0 l I0 l0

785 禍思騙局 嘶北市板橋區實踐路93巷36耽 02﹣g529l20 】 Ⅱ0 l0

786 怏安碾局 斫北市板檣區漢生西略3l號】樓 02﹦29603557 】 I0 l0

787 翰生噥局 新北市板檣區漢生凸略77之】號﹙】樓﹚ 02﹣825l3666 3 l0 30

788 噸儷斯板膿局 紡北市板橋區漢生來略l87號l樓 01-205】25q0 2 】0 20

78q 農晰鼬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來路341脫（I樓﹚ 02﹦8q536273 2 Ⅱ0 20

700 漢民脯局 斬北市板檣區漢生東路340號（I樓） 02﹣29598】08 2 !0 20

79l 利安社區鷓局 紉北市板檣區捻典街37巷l1號（】樓﹚ 02﹦80b7l55l l l0 I0

702 息林獺局 斬北市板橋區篤行略3段00號 02﹦2b87865l l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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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緬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7g3 禍澤館荊噥局 昕北市板掄區館前西路l32號（l樓） 0220668399 l l0 】0

704 廣恭穠卹穠局 斯北市板榆區館前酋略l50雖l樓 02﹣8g6g838l l 】0 !0

705 安佑鵑局 嘶北市板檣區飽蝓西略【52﹣2號 02﹦29670258 l l0 I0

7qb 長弘藥局 斬北市板偶區腿泉街】】0號 02‧22558789 】 l0 l0

707 延好鷓局 新北市板搗區颼典撕25殲l樓 02﹣29697l68 2 l0 20

7,8 宜康熊局 嘶北市板橋區魄典街33號l樓 似﹦2g6039￠0 2 】0 20

799 永欣藥師膿局 新北市板拎區腿興街46耽l樓 02-20687l20 】 l0 I0

800 合仕礫局 斯北市板拎區毗興街﹟7號l樓 02﹄29683186 2 l0 20

80l 名安藥局 斬北市板伶區毗興↑』『57號﹙l樓） 02﹦8275I78￠ 3 I0 30

802 正腸脯局 斯北市板檣區雙十路2段】l6號!樓 02﹦22592667 2 l0 20

803 參田健係嚥局 斯北市板檣區雙十路2段】20號2樓 02﹣82529223 2 I0 20

804 雙十健保繃局 新北市板檣區雙十路2段I38號2樓 02﹣825377l3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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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杏泰蘗局 斬北市板恰區雙十略2段▲－7號 02﹦82527l62 l 】0 l0

800 欣氏穠局 昕北市板伶區雙十略3段30吮 02‧22515938 ￠ l0 10

807 贗欣藥師巢局 斬北市板檣區雙十路3段52號l樓 02﹦225106l3 3 l0 30

808 大楓懿師藥局 斯北市板柵區恨仁街81號（】樸﹚ 02﹣29s60570 】 l﹙﹚ I0

80g 欣安繃局 斯北市板柵區恨德↑l『l09跳l樓 02﹦82570296 】 I0 】0

8l0 骨闔韉局 新北市板掄區懷捻撕78巷￠號 0Z﹦22509060 2 l0 20 ’

8Il 士昌縈局 新北市林口區工六略3b琥】樓 02﹣260】8803 l I0 】0

8l2 長康藥局 斫北市林口區中山路I“朧l樓 02﹦260I26bl 』 l0 q0

8I3 長欣縈局 昕北市林口區中山路l88號l樓之3 02﹣2b0l3】7】 I l0 】0

8l』 一家好脯局 斬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00號 02‧20028270 l 】0 l0

8l5 安禾縈局 斯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3q號l樓 02‧800l2205 2 l0 20

8l6 存明藥局 斯北市林口區中山路9l號 02﹣200Ⅲ0l8 ∣ 】﹙﹜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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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7 宏宇縈局 紂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88眺】樓 02‧2603】q￠8 】 】0 』0

8】8 榮昌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略l段￠l0眺 02‧260ll3l2 2 l0 20

8l9 綠圍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仁盪路2段l05號l樓 02﹦8b0】2258 0 l0 00

820 安康縈局 斯北市林口區仁錠路2段60號 02﹣26030356 3 】0 30

82l 林口啄木鳥縈局 斯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80號 02﹦26027547 2 l0 20

822 杏一林口仁愛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9l號l樓 02﹣260I“53 l l0 l0

823 大心縈局 新北市林口區公H】路】9號l樓 02‧2608,0l0 5 l0 50

82￠ 林康藥局 斯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I段222號I樓 02﹣260888b9 l l0 l0

825 旺林藥局 斯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I段2Z8號 02﹦26000l8b 2 l0 20

826 欣穎穠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l役535號l樓 02﹦20060786 I l0 I0

827 家欣藥師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略l段567號l樓 02‧20025388 】 l0 l0

828 安心藥局 斬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l段577號l樓 02﹦20020000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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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g 茂殷蘗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略2段328耽l樓 02﹣20020593 l l0 l0

830 林口穠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略2役09耽l樓 02﹣2000l8g9 3 l0 30

83I 蛋rr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民有衍l58號】樓 0Z﹣2609737】 3 l0 30

832 瑰點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民族路67號】樓 02﹣26080630 l l0 】0

833 家弘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72號】樓 02﹣260Z￠85】 2 l0 20

83￠ 安豐縈局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305號l樓 02200l2373 l l0 l0

835 恭臨中西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l路5號﹙l樓） 02﹦20087538 l l0 l0

83b 榮新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83號】樓 02﹦2b08g78g 3 l0 30

837 全球忠孝藥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197眺】樓 02﹦200,2】39 l l0 】0

838 魯樂藥師藥局 舫北市林口區儷林里公凹略】5吮l樓 02﹣20佣5566 l l0 】0

830 狀元閱師簾局 新北市林口區篦林里文化2略I股62跳I樓之I 0】﹣2600b2l5 】 l0 】0

8￠0 屁回藥局 斯北市林口區龐凹一撕0巷l－1眺】F 02﹣26000105 l l0 】0



●

●

0■

◆

∣

7』

序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括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84】 康旭鷓局 新北市林口區麗因一街6巷g號l樓╴3 02﹣26007808 3 l0 30

8▲2 唯思鷓局 斬北市林口區麗因＝街9巷l號l樓之2 02﹦26005805 2 l0 20

8￠3 三十里縈局 斯北市林口區麗園二街一巷3號一樓之4 02。26000887 】 Ⅱ0 l0

8“ 金宏仁韉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l90巷2號 02﹦24,82￠02 2 l0 20

8斗5 裕發槃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19號 0221,822】3 】

9

l0 】0

8q6 睏獅五禍鞭綺 斯北市金山區中山略9,號l樓 02﹣2￠08】608 l l0 l0

847 仁又堂穠局 斯北市金山區倌我路l7號 02﹣21082468 斗 I0 ￠0

8￠8 徘安輾師脯局 斯北市泰山區仁愛略l28號l樓 02﹦29000q92 l l0 l0

8￠0 旭艮熊局 昕北市泰山區仁愛路00號l樓 02‧22w00l3 ￠ l0 ﹟0

850 孚功縈局 昕北市察山區民椎街2號l樓 02﹣220b7】83 l l0 l0

85l 苗因健係特夠鷓局 新北市泰山區全輿路l6l號l樓 02﹦22970736 2 】0 20

852 韉特碘局 新北市恭山區明志路l段260號 02﹣2909566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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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台灣藥局 新北市繁山區明患路l段282－286耽 02﹣22g7l969 2 l0 20

85￠ 全成穠局 斯北市拳山區明忘路】段83跳 02﹣29093039 】 】0 】0

855 他康穗師縈局 昕北市泰山區明忠略2段323號 02﹦22972l2l 3 】0 30

85b 菩紛藥局 斯』b市泰山區明惠路2投302號l樓 02﹦2q086656 2 l0 20

857 北安縈妝穠局 舫北市終山區明患路2段6】號 02﹣22067l,9 】 l0 l0

858 泰安蘗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忠路2段62眺2樓 02﹣853l3097 l l0 I0

85q 仁安磯局 斯北市泰山區明志路3段I71號l椎 02﹣2g0l5586 】 I0 】0

860 千索藥局 斯北市恭山區明忘路二段l99脫 02﹣229623l0 l l0 】0

8b】 泰林中酋雛局 斯北市恭山區泰林路2役206眺 02﹣22w8307 5 I﹛﹚ 5﹙》

862 日泰繃局 斯北市桑山區茶林路2段227魷 02﹦2,0,5989 l l0 l0

863 立赫輔大囉局 新北市暴山區廿子路65姚】樓 02﹦2906﹣0306 l l0 l0

804 紅萊脯局 新北市恭山區楓江略8耽2樓 02﹣229b0328 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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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5 逸翌膿局 新北市貢寮區仁盆略1l2號 022』903768 】 l0 】0

8b6 大忠聯合穠局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術】l3巷3l魷】樓 02＝2620002l 3 I0 30

8b7 古利安仳保檗師縈局 斬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段l00號】樓 02﹣262qs693 】 I0 l0

868 匝民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l段】0】號2樓 02﹦26202620 2 l﹛〕 20

86, 貝比周攏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l段】7】號l樓 02﹣2626l577 2 l0 20

870 良噸熊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略l段21魷l樓 02﹦262l8lll l 】0 l0

87l 淡水朴天生活穠局 斬北市淡水區中山北略!段10號 02﹣26257050 l l0 】0

872 文川雛局 斯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段03蛻】樓 02﹣8b3l0033 2 】0 20

873 池慶磯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5號l棋 02﹦26238852 ! 』0 l0

87￠ 吳光祥鵪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雖 0Ⅱ︼262l3020 l 】0 l0

875 淡水鵪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l27眺l ﹑2樓 02﹣863l3663 2 】0 20

876 昇運髏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l57一】號 02﹣26222083 】 I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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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 邱熊局 斯北市淡水區中山路27號 02﹦262l4255 】 l0 !0

878 忠元髖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略96號 202l】￠則8 ! l0 l0

87, 聖元社區餽局 斯北市淡水區北新路Il7－3號l樓 02﹦26263227 I l0 l0

880 漣恩鶴局 斯北市淡水區北新略l3l ﹑ 】33號 02﹣2620815￠ l 】0 l0

88l 北新穠局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l82巷63號 02﹣26203205 3 】0 30

882 涮獅竹囫碘局 斯北市淡水區民生略“號 02﹣28000565 l l0 l0

883 日禍膿局 斯北市淡水區民族路30巷5朧 〔﹜2﹣26212059 ￠ 】0 』0

884 上全藻局 斯北市淡水區民族略36號 02‧280q8022 3 】0 30

885 池佑藥局 斯北市渙水區民族路￠0號 02﹣8809j5』】 】 l0 】0

880 庖立噥局 斯北市淡水區自強略295號l樓 02﹣280922l2 】 l0 l0

887 觼鄰穠局 斯北市淡水區油車里淡海略47號 070‧】0000叫7 l l0 l0

888 正明勰局 新北市淡水區長興街42醜 002b22q025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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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淡大郭縈局 新北市淡水區英粵略32耽 02︼26220g66 l l0 l0

800 松和大韉局 斯北市淡水區英專路92耽 02﹣26203698 l l0 l0

80l 淡水聯合藥局 斬北市淡水區英聯路01魷2樓 01﹣863l7699 3 l0 30

8g2 聖天縈局 斯北市淡水區璽達撕2I8號 02＝2b2l5077 l l0 l0

8g3 佑全淡水淡金縈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55跳﹑57魷l樓 02‧26ZZ﹩叫0 2 l0 20

891 淡海藥師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85號 ‧ 02﹦28052668 l l0 l0

895 伯聯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渝水街,－】0號l樓 02﹣26255847 3 l0 30

8,6 淡水健康人生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浙水獅q－2號】櫓 02‧2b2b9679 3 l0 30

897 優德仕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3役l03號 02﹣26236573 l l0 】0

898 四季齊健保噥局 新北市漓水區斯市＝路3役ll7－l眺（含央層 02﹣26283l99 l l0 l0

809 長佑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斯市一略3役36魷 0旦﹣26Z68560 2 l0 20

900 伯宇縈局 新北市淡水區新朴街l03眺一8 02﹣26236006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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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l 天文大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斬巷秈『【36脫 0】﹣863I2050 2 】0 20

902 千代田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羋府路lg號l樓 02﹣2b223l85 ! l0 l0

003 天康大巢局 新北市淡水區羋府路4q號l樓 02﹣262065』7 2 l0 20

q01 尚運藥局 新北市淡水區羋府路5l巷】弁20號 02﹦26225l10 】 Ⅱ0 l0

q05 佳縈長鰓藥局 斯北市淡水區羋府路75號I樓 02﹦262】l32I 】 I﹙﹚ l0

006 躍獅羋府蘗局 昕北市淡水區羋府路77號﹙】樓） 02‧2b295603 l Ⅱ0 l0

007 介新大驪局 斯北市深坑區文化術叫號 02﹣20“8ld0 】 】0 I0

008 倌來深坑北深藥局 嘶北市深坑區北深略3段l03號l樓 02﹣770q2970 I 】0 l0

000 永源鵪局 斬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l7￠號I樓 02﹣26“4588 I !0 】0

0l0 福康槃柱韉局 斬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l75號（l樓） 02﹣206￠6529 2 】0 20

9l】 健康小站藥局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里北深路2段75號 02﹣26620568 I I0 】0

,l2 怡思藥局 新北市深坑區埔斯街￠】眺 02﹣20620285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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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3 定恭熊局 新北市深坑區埔斯街九十六號 026628156 】 l0 l0

9l4 大河穠局 斯北市斯店區三民路】￠0號l樓 02﹦20l109】0 2 】0 20

9】5 斬店家安磯局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3Ⅱ－I輓2樓 02﹣2q】l7207 l l0 l0

0】6 三民繃局 新北市斯店區三民路78號l樓╴】 02﹣89lq630l l l0 I0

,】7 道明囉局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8號 0029l738l7 【 l0 I0

9l8 并育健康膿局 新北市新店匹中央三街ll5號l樓 02‧8607963l l 】0 l0

9l9 中央大韉局 新北市斬店區中央略208一l號l樓 02‧82l87】35 l 】0 l0

920 璃安健係穠局 新北市斯店區中正略】￠2號l樓 02‧29l05252 1 】0 ▲0

,2l 典康中正齡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l5號I ﹑2樓 02﹣20Il260q 】 I0 l0

022 合康大穠局 斬北市斬店區中正路263－2號l樓 02﹣20l09888 2 l0 20

023 欣厥輔局 新北市斯店區中正路203號l樓 0】﹣80Ⅲ3I89 2 】0 20

924 大吉勰局 新北市斫店區中正路30號I樓 02◇20l】0』5l 2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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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仁心藻局 斯北市斯店區中正略102號l摟 02-22l86322 2 l0 20

926 捻莘穗局 新北市斬店區中正略q】3號l樓 02﹣80055162 7
﹄ 】0 20

927 正斯碾局 斬北市斯店區中正路57之l號】樓 02﹣8,!▲5,30 】 I0 l0

028 灼和鼬局 斯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8號 0020I2￠220 】 【0 l0

02, 十二願雊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082號l樓 02‧22l8l8qq l l0 l0

930 吉成熊局 斯北市斯店區中箏路107號 022,ll“26 】 】0 l0

03】 紲顥膿局 斯北市新店區中興路l段279號l樓 02‧20I7l986 I !0 I0

032 倍思將磯局 新北市斯店區中興路2段239號2樓 0璽﹣80II6l5, l l0 l0

033 蟈生中西齡局 斯北市斬店區文化路2】巷6琥 02﹦29】l85q8 l l0 l0

93￠ 廠宜颶磐埠韉局 斯北市斬店區北宜路l段4l號l樓 02﹦20l86260 3 l0 30

035 仁湖髖局 新北市紉店區北宜路l段77號 02﹦29】282叫 I l0 l0

03b 巧斯嘰局 斬北市斯店區北宜略l段8▲號l樓 02﹣2,l83565 2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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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937 安欣縈局 新北市斫店區北宜略2段26跳l樓 02﹣22l75450 I 】0 l0

038 胤安獺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立略二段2bl耽I樓
﹙02）82】7﹦I9Ⅱ5
00】2l26387

l l0 l0

939 新康藥局 斬北市新店區北斬略】役】05吮l樓﹑Z樓 02﹣20】78l7g ! 』0 l0

q10 杏運草縈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斯路】役】0雖l樓 02﹣89ll5998 3 l0 30

91l 康宜庭市公所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斯路】段285號】樓 02﹦29l5l709 4 】0 q0

g42 北一藥師藥局 斯北市浙店區北斬略2段l60魷Ⅱ樓﹑2樓 02﹣8,ll5686 l l0 】0

9q3 康宜庭北新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斯路2役縐號】樓 02﹣80】470】5 7 I0 70

941 世明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斯路3役】20魷】樓 02﹣29l22l39 2 l0 20

015 康宜庭大坪林輔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役l27眺I樓 02‧8qll602g l l0 】0

916 禾宜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斬路3役l28眺l樓 02﹣2,l5叫ll 4 l0 ￠0

0￠7 金吳藥局 紉北市新店區北斬路3段】38跳l樓 02﹦29l46365 2 Ⅱ0 】0

“8 再生藥局 嘶北市斯店區北斯路3役65巷0號 02﹣29ll378l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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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耕箏健康人生膿局 昕北市所店區民族略l86號l樓 02﹣22】01刑3 l 】0 l0

050 活元牖局 新北市新店區氏族路﹟9朧l樓 02﹣29I25526 】 】0 l0

05l 佑成脯局 斯北市昕店區民椎路l0I號l樓 02﹣86073537 2 l0 20

952 服宜庭民柑雊局 新北市新店區民椎路18╴2號l樓 02﹣86b5537I ∣ I0 I0

053 均安縈周 新北市新店區民椎路80號l樓 02﹣29I278bl 2 l0 20

051 廢裕穠局 斯北市新店區民椎略8號 02﹣2q】35470 】 l0 l0

055 帥祚艙局 新北市斯店區民樅路三十二號 02q!852l3 ! 】0 l0

056 仁佑駙局 斬北市斯店區永黨路8l巷5弁2號 02﹣ql5“3﹩ ! l0 l0

057 匯倌大縈局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l92號 02﹦2q】￠0佣q l 】0 】0

058 r輝熊局 腑北市斯店區光明術300號l樓 02﹦29l】8767 3 】0 30

059 喘欣牖局 新北市昕店區吉安街33號 02‧22】I2723 l 】0 l0

,b0 勵光健臘鵪局 新北市斯店區安氏街2l4號 02﹦22l23q【q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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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06】 昇活藥局 新北市祈店區安氏撕269巷2眺l樓 02﹦22ll4l66 l l0 】0

962 安和藥局 斫北市斯店區安和路3段l37跳】樓 02﹦20425518 2 l0 20

g63 家得福縈局 嘶北市新店區安臢路2役l23魷】樓 02﹦22lI8316 l 】0 I0

9“ 唯客優藥局 斯北市新店區安康略2役2l6號】樓 02‧22l2607l 2 l0 20

％5 康曜藥師縈局 新北市新店區安臘路2段2￠0號】樓 02﹣866b0660 l 【0 l0

966 倌龍大藥局 新北市昕店區安康路2段s0號 0】﹦22ll5533 4 l0 d0

967 安康佑康健保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安臘路3段l7號 02‧22M4038 l l0 l0

968 昌噸藥局 新北市斯店區安厥路3段2b5魷 02﹦22I56798 2 l0 20

％9 正安縈局 新北市糾店區明傯路50耽!樓 02﹦望9ll5809 2 l0 20

070 昇旺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述國路l0－I跳!樓 02﹦86659233 3 l0 30

07】 健雒藥局 斬北市斯店區述國路l】0號l樓 02﹣29ll63l2 3 l0 30

97】 益生大藥局 斬北市新店區定因路l32眺 02﹦20l77g6l l l0 l0

／周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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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諳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073 來礪藥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略l68魷l樓 02﹣2qll828l l l0 】0

071 佺泰穠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21號】樓 02﹦89l93422 2 l0 20

w5 帷強鷓局 斯北市新店區建國路69號 02﹦20I883Il 2 l0

w0 微笑生活穗局 斯北市新店區建囿略85號l樓 02‧80】I3307 ! l0 I0

w7 正升礫局 新北市新店區噸安街6l號I樓 02﹣20I30斗93 l l0 I0

,78 蛐潭大縈局 新北市新店區碧渾路』l號l樓 02﹣22Ⅲ227l l l0 l0

079 禾服雛局 新北市新店區德正街“號!樓 02‧29l6050b 】 】0 I0

,80 欣兵蘗局 新北市新店區寶檣略6卷2號】樓 02﹣29I3732l 3 l0 30

08I 世緇嘰局 新北市新莊區八捻里民安路】37牲2并2魷l樓 02﹦22050289 】 】0 20

082 籤釆鶸局 斬北市新莊區八捻撕l05號 02﹣22053933 l l0 l0

083 八捻鵑局 新北市斬莊區八捻街3醜2樓 02‧2207l3l5 6 l0 60

qM 獺活健係穗局 新北市新莊區八捻街58巷』魷】樓 220I8b60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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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985 令殿鶴師囉局 新北市斫莊區中乎里中平略306號 02﹣2g924￠g6 2 l0 20

986 杏咻熊局 新北市紡莊區中平路】M號 02299』6】53 】 l0 I0

987 樂家髓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乎路273號l樓 02﹦2qgb0723 2 】0 20

988 洋欣磯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277號l樓及夾肘 02﹦89927180 】 l0 】﹙）

980 新莊至墟鵝局 新北市斯莊區中乎路20號2樓 02﹦29980315 2 l0 20

090 甘安穠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73號l樓 02﹣899】755￠ 】 】0 l0

99】 雕榮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6巷37號 02﹦29,l78I8 】 l0 I0

9g2 微笑埔銓縈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乎路77號 02﹦2990l680 3 l0 30

903 大方鷓局 新北市斯莊區中乎略80號l樓 02﹣2g93889I 2 l0 20

g0▲ 六一碘局 新北市斯莊區中乎路二十六巷三十五號一樓 02﹦20943737 l l0 】0

g95 聯成繃局 新北市斫莊區中正路332號 02﹦2991l,l5 2 l0 20

g06 勝安馳局 翱北市斬莊區中正略334巷23號】樓 02﹣299633g4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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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0w 鋰年蘗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6魷 02﹣2207】l82 l l0 l0

9g8 輔大吳戚雊局 斬北市新莊區中正略5】0跳之】 , 】樓 02﹣290l3050 2 l0 20

00q 晉成藥局 斬北市新莊區中正略700－23號】樓 02﹣200l7160 2 I0 20

l000 樂齋兄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略82╴2脆l棋 02.022q900】85 2 l0 20

l00l 和昌鵪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安↑』i】5魷I樓 02﹣2qq006bq 3 l0 30

【002 健業鵝妝穠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撕】30脫l樓 02﹦227,b270 3 】0 30

I003 一心卷天韉局 新北市斬莊區中和秈『l3號】樓﹑』也下室 02﹣80呃0』82 l l0 l0

l004 國安髖局 斬北市新莊區中和街I55悠0脫I樓 20,38﹙Ⅱ〕3 】 I0 l0

】005 鏈豐縈局 斯北市新莊區中和↑』『I58號】樓 02﹣2卯I7152 l 】﹛﹜ I0

l000 貝閏多立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撕8l腕l樓 20,00078 l 』0 l0

】007 陽光連鎖縈局 新北市斬莊區中倌術10號l摟 02﹣22774300 2 】0 20

l008 中倌驪師鼬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倌撕80眺】樓 02﹦2q,bq8ll l l〔｝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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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銳 藥局名稱 地址 電楛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領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l000 中原嘯尚 新北市斯莊區中原路03蛻l樓 02﹣8,,20668 2 l0 20

I0】0 述生大磯局 斯北市昕莊區中港＝↑』了69眺 02﹣q,3,360 l l0 】0

】0】l 永安縈局 斯北市新莊區中港里中港路32l號2樓 02‧22765000 2 】0 20

】0】2 檣明麟師獵局 斯北市新莊區中港略I5￠眺 02﹣2q92I￠73 l 】0 l0

】0】3 聯盟脯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7巷】驗I樓 02﹦2094I】68 I l0 l0

l0l￠ 十安囉局 新北市昕莊區中港路3l6號 02‧20022850 2 l0 20

】0l5 日光碾局 紂北市昕莊區中港路q04眺l樓 02﹣89037296 】 l0 l0

】0l6 碾球藥局 斬北市昕莊區中港路136眺l ﹑2樓 02‧29,0l0j￠ 2 l0 20

l0】7 蹦腸熊局 斬北市斯莊區中港略5】￠跳 02﹣200300b0 l l0 l0

】0l8 二安穠局 新北市昕莊區中港路65蹺 02﹣200M527 l l0 l0

】0l0 新佑康他保韉局 新北市斯莊區中輜略】段35號I樓 02﹣2,“71g0 l I0 l0

】020 冠曷驥局 斯北市斯莊區中城撕I40眺 0029075009 】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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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述舟碾尚 紉北市斯莊區中城↑』了』2姚I樓 02﹣2,02526I 3 l0 30

l022 林戚聯令礪局 斯北市斯莊區中榮拗60巷I蛻l樓 02‧29,01136 2 l0 20

l02』 听欣鷓局 斯北市斯莊區五工三略0l吮l樓 ﹙02）220043卯 I I0 I0

l021 大仁嚨局 斯北市斯莊區公四一路32脫l樓 02﹣22776023 2 l0 20

l025 武田縈局 新北市斯莊區化成路2l2眺 02﹦20q1102q 2 I0 20

l026 柵氏武田韉局 新北市斯莊區化成略373－5號 02﹣8522】868 】 l0 l0

l027 紀安大穠局 斯北市斬莊區夭祥術￠6耽I樓 02。2200533l 2 !0 20

】028 冠仁脯局 斫北市新莊區四蛐路l2b巷b號 0】﹣220836lⅡ I l0 l0

】0z9 捻偷熊局 新北市斯莊區四鮑略I7】巷I ﹑j耽I櫓 02.2202557b 2 I0 20

l030 真安綜合大韉局 斬北市新莊區四蛐略205號I樓 02﹦22020』88 2 l0 20

l03l 禾佺醮局 斬北市新莊區氏安西路】5￠魏】樓 02﹣22080l89 3 l0 30

】032 明仁健係穗局 斬北市斯莊區氏安酋略】05號】樓 02﹣22085l7s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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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鰭 人數 片數／人 發放口早片數 續取者簽名 領取口早片數

】033 窗祐藥局 新北市紉莊區民安西略2l號l樓 02◇820】215】 3 l0 30

】031 新莊TT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酋路237號l樓 ?20】1】R8 l l0 l0

】0j5 宏發藥局 斬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63號l樓 02‧22﹙川830j l l0 I0

l036 恩泰藥局 斯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65號╴l 02﹦22038680 l l0 !0

l037 鼎極藥局 紉北市斬莊區民安西路376號之l ﹑之3﹙】樓﹚ 02﹦22073228 l l0 【0

l038 七安大巢局 新北市紡莊區氏安酋略55號l ﹑2樓及57耽l樓 02＝220】6066 2 l0 20

I03g 乎安藥局 斯北市昕莊區民安西路60號2樓 02﹣22082368 l 】0 l0

I010 立威藥局 斯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6號l樓 02﹦220b8b90 l 】0 』﹛】

】0￠l 坡豐藥局 斯北市新莊區民安東路18號﹙l樓） 220￠7b66 l l0 I0

l042 來京大獺局 斯北市斯莊區民安路l76號l樓 02﹦22063800 l l0 l0

l叫3 錦安嗓局 斬北市斯莊區民安路20l號l樓 02﹣220ll212 4 l0 40

l叫 絲活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20╴l號 02﹣22027027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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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45 民安囉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32號 0】﹣220389l0 2 】0 20

】叫0 纖妮膿妝巢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略g9號】樓 02‧820l08l7 2 】0 20

】0￠7 庭安鵪局 新北市新莊區民有里西盛街】72號l樓 02﹣22080528 l 】0 】0

I018 京禾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立傖五銜b號l樓 02﹣2g072!2】 】 】0 】0

l01q 一安鵪局 新北市新莊區立捻里新泰路268號 02﹣2091l6l8 1 I0 10

l050 健安驍局 斫北市新莊區光和里民安西路209號l樓 02﹦22叫3705 2 l0 20

Ⅱ05I 凱盛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光榮里西盛街l09號 02﹣220249】4 l I0 】0

】052 ‘邕欣縈局 斯北市新莊區全泰里建中街72－l號l樓 02﹣29078062 2 I0 】0

】053 梱囉鵪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里楓興路2段l09號 02﹣89q】7390 2 l0 20

l054 家舟籮局 新北市斬莊區自立街l03號l摟 02﹦89926488 l 】0 l0

l055 禮安鷓師瞧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l09號l樓 02﹣2994289】 】 l0 l0

l050 斯服仳保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l72號l樓 02＝29902558 】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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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57 鶴田饒局 斫北市斫莊區自仿術27姚】樓 02﹣227,67I8 l l0 】0

】058 宏恭鷓局 所北市斯莊區自倌街37魷】樓 02﹦2qg61b￠0 2 l0 20

I05q 宏禍馳局 新北市斬莊區自倌撕55魷I樓 02﹣2q985225 l l﹙） I0

l0b0 新氏輾局 斯北市新莊區自強撕39眺 02﹣0qI7773 l l0 l0

l06】 吉田醮局 新北市斫莊區西盛衍3】3跳 .02‧22065l85 3 l0 30

l062 招安藥師驥局 新北市斫莊區西盛街338號】樓 02‧22085l38 】 l0 l0

l063 樂禍鵬局 斬北市新莊區幸禍路18魷】樓 02‧29923388 】 l0 】0

l064 明亮碾局 斬北市斯莊區幸禍路5】】號l樓 02﹣209b207l 2 l0 20

l0b5 北安簾局 嘶北市新莊區幸拙路520號l樓 02﹣20q0bg23 2 !0 20

】066 金翔獺局 新北市斯莊區幸梱路595號】樓 0】﹣20g88528 2 l0 20

l067 永明騙局 斬北市斫莊區幸禍略508號】樓 02﹦80g200l9 l I0 l0

】068 天蛤穗局 斬北市紡莊區傘絀路670巷2并l0跳l樓 02‧2092l15l 4 l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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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00 大榭幸禍鷓局 斫北市斯莊區幸禍路672號!樓 03斗333lZ3 q l0 q0

l070 真吳滿藥局 斯北市斯莊區幸禍路7四號2樓 02﹣299l9￠73 2 】0 20

l07l 噪巷吳穠局 新北市昕莊區幸絀路786號】樓 02﹣80g】1303 2 】0 20

l072 斯莊大柬館局 斬北市斫莊區幸祀路800魷】樓 02﹣22766026 2 l0 20

l073 喜釆餵中酋藥局 斬北市斬莊區褂乎秈『20號l樓 02﹣209l2068 2 l0 20

l07￠ 斯莊健黨齡局 斯北市斯莊區昌干衍37號l樓至2樓 02﹦Z2798808 2 l0 20

】075 家安檠局 斯北市新莊區閏明街38－l號 02﹣2,9ll764 2 l0 20

l076 難泰藥局 斯北市斯莊區曷明術80號】樓 02﹦80,28500 】 l0 !0

I077 三槳局 斯北市斯莊區舀盛↑l『38耽 02﹣2qg22q0￠ 】 I0 I﹙〕

l078 巷元脯局 新北市紡莊區灼港里餽安路278巷2號】樓 02﹦22085202 2 l0 20

l079 全鍊騙局 新北市昕莊區述中徇22號l樓 02-璽276l550 l l0 l0

﹄

】080 巧心縈局 新北市斯莊區述中術,2號I樓 02﹦22778s8￠ 2 I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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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l 三大騙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里氏安路l07脫 02﹣22030503 I l0 l0

l082 述安鵑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撕Ⅱ7號﹑ 】l0眺l樓 02﹣2205lgbg 2 l0 20

I08』 杏佳脯師磯局 新北市新莊區述安秈『l27號l樓 02﹣22037077 I 】0 】0

l084 祐全大韉局 新北市新莊區述安撕88脫 02﹣22026008 2 】0 20

l085 璃盟大穠局 新北市新莊區定褐里後港一路l05脫 02﹣22叫0932 】 】0 】0

】086 向日葵他保鷓局 新北市新莊區建禍路50跳l樓 02﹣22060377 l l0 I0

l087 西雄脯局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路】02號l樓 02﹣820l26w 2 l0 20

l088 晷悅餉局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55號!樓 02﹦22叫7“2 2 】0 20

l089 大愛鵪卹榮局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60脫l樓 02﹣】2叫2Ilq l l0 l0

!090 錄昕輔局 斬北市新莊區後港一略76巷l0并l號 02︼2205l819 l 】0 l0

】00l 北醫鷓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ll9眺l樓 02‧29983070 l
口↗

l0 l0

】092 天利磯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19巷7魷﹙l樓〕 022,,45270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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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翔昱健係穠局 腑北市所莊區恆安里中港路l20號 02﹣20083056 l 】0 l0

!0叫 禍營鞭局 斯北市斯莊區窗國路l07琥2樓 02﹣22050007 l 】0 l0

l005 康民蹦局 新北市新莊區窩國路ll0號l樓 02‧2205“30 3 l0 30

l006 元大雛局 斯北市新莊區窩國路204號l ﹑2樓 02﹦22020082 2 】0 20

】097 窗國雊局 斯北市新莊區窗國路3l號 02﹣200』0334 l l0 】0

l098 欣國輥局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57號】樓﹑2樓 02﹣2q080,58 2 I0 20

】090 窗安鵝局 斬北市斯莊區很典路】段25號－l ’2樓 02﹣227b7620 2 l0 20

】】00 力源礫局 斬北市新莊區祖興路2段l33號】樓 02‧8q0200】0 l l0 l0

】l0l 海山饒局 斬北市新莊區景捻路q25號 02﹣220】0804 l 】0 】0

ll02 朝觸鞘燭 新北市新莊區新恭略M8號2樓 02﹣20083020 3 l0 30

ll03 心安鷓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g3號2樓 02﹣22770773 2 l0 20

Il﹙H 聯合熊局 斯北市新莊區新泰略l,4號2樓 02‧2279b4“ 3 Ⅱ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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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05 英雄穗局 新北市新莊區新蔡略26l號l樓 02﹣2277￠822 I l0 l0

lI06 祥好大穠局 斬北市斬莊區新泰路33l號 02﹣2093005】 2 l0 20

】l07 咪祥縈局 新北市紉莊區新泰略502巷52號 0020005q98 】 l0 I0

】l08 大樹新莊巢局 新北市昕莊區新拳路59號Ⅱ ﹑2樓 02﹣220】0566 ￠ l0 ￠0

l】09 斯昕鷓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62號2樓 02﹣20g45gg1 6 l0 60

lll0 斬杏藥局 新北市斬莊區新泰路99號l樓 02﹣220ll0l2 3 】0 30

】lll 再豐膿局 斬北市新莊區新泰路一五0巷十三號 02﹣0g36092 l 】0 l0

】l】】 羽豆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382號l樓 02﹣2202,8l2 l l0 l0

】Il3 北一檠局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24號 002007l672 】 l0 】0

】l』￠ 旭生囉局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衍q2號l樸 02﹦2002l289 】 l0 】0

】ll5 文安穗局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ll6號 02﹣20978￠77 】 l0 】0

Ⅲ】6 新莊大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稻寄街Ⅱ30號l樓 02﹦29,33885 3 l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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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7 家禍健保雊局 新北市新莊區福畚街67號2樓 02‧29012730 5 I0 50

】ll8 陽光穗局 紡北市新莊區襤舞街72號 02﹦22774399 3 l0 30

】IⅡ0 幸寧穗局 嘶北市斬莊區襤壽街84巷l2號】樓 02＝2997ll50 3 】0 30

ll20 明生藥局 斬北市新莊區福樂街】3號 02﹣20,I3260 2 】0 20

】l2】 文鞭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福樂街l52號 02】9941叫2 l I0 】0

l】22 明生縈局 新北市新莊區福祟街l5號 02290】3260 3 l0 30

IIZ3 建昌熊局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里中正路557號 02﹣200】s422 l 】0 】0

l】21 快樂縈局 新北市斯莊區興漢里中正路243－l號l至2樓 02﹣20g02200 】 !0 l0

II25 宜安中西巢局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q號l樓 02﹣290833l8 】 I〔〕 【0

ll26 悅生熊局 新北市斬莊區腿安路343－l號l樓 02﹣2208l2】0 2 l0 20

】l27 日榮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6l號l樓 02﹣2205I523 2 l0 20

】l28 良和健保穗局 新北市新莊區脆安略19號l樓 02﹣29018l57 !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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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紅豆藥局 新北市斬莊區龍安路78姚l樓 02﹣2,叫7700 2 l0 20

ll30 陽光豐年藥局 斯北市斯莊區豐午術l￠耽I樓 02﹣22060665 l l0 l0

Il3l 躍獅新盟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術!6號】樓 02﹣2205805s l I0 l0

l』32 機妮雙鳳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l號l櫓 02﹦29076”3 l l0 l0

II33 北安藥妝健康廠場佳 新北市新莊區雙風路27號】樓,2樓 02﹣200008q, 2 l0 20

Il31 忠山蘗局 斯北市斫莊區雙鳳路2號 02﹣29027588 】 l0 I0

】】35 宏和藥局 斯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略l23號 02﹦2￠w3l26 ! l0 l0

】】36 秀文藥局 斯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2】8號 02﹣24w6,】0 2 l0 20

】l37 大埔藥局 斯北市瑞芳區大埔路】28－3號l樓 02﹦2￠587020 2 l0 20

】l38 璃慶藥局 新北市噶芳區大埔路l30脫 02﹣2q58b386 l l0 】0

ll30 十蔡藥局 斬北市瑞芳區中正路63－l眺 02﹣2￠g06317 l l0 l0

ll40 瑞芳東亞大穠局 新北市瑞芳區中正略8￠魷 02﹣2￠g60l79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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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媧明輥局 新北市璃芳區民族街2魷l樓 02﹣24w0025 I !0 】0

ll42 永屐胳局 新北市瑞芳區民椎術0巷l皂l眺 02﹦24060500 l l0 l0

】l￠3 瑞聯馳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l】眺 02‧2￠w5852 2 】0 20

lI14 伊述馳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3b魷 02﹦24q69651 3 】0 30

】l45 縈他攘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30－】】跳】樓 02‧2』w605l 3 】0 3﹙】

lI』0 噶中麋局 斬北市噶芳區明燈略3段5－l耽l樓 02﹣2￠077879 3 l0 30

】l17 催興強穗局 新北市璃芳區明燈路3段69號】樓 02﹣2』072050 l 】0 l0

】l18 瑞光鶴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70號!櫓 02﹣24w2070 I !0 l0

】l4q 臘安熊燭 糾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56眺 21w0823 l l〔〕 I0

】l50 新抆和鵪周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術136號 02斗972079 l !0 』0

】Ⅱ5】 唱安鷓局 新北市瑞芳區魚坑路43耽 02﹦2￠w7838 l 】0 Ⅱ0

】l52 本乎騙局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15姚 02﹣2￠w2l67 l 】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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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53 萬里藥局 新北市萬里區喝銖路,0耽 02﹦2﹟022】丕 l l0 I0

】l5q 北海岸藥局 斯北市萬里區喝球路08銳 02﹣2￠01m” l l0 】0

ll55 明瞬西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三禍撕l25巷l4耽 佣26895772 l 】0 】0

l】56 立欣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三祗徜】66姚 02﹦20704728 2 】0 20

l】57 明川藥師藥局 斯北市柵林區三柚秈『】號 02﹦20894728 】 】0 l0

ll58 暉民西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十歲撕30耽 02﹣26835868 l l0 l0

I】59 彰安藥局 新北市柵林區千戍衍82號 02﹣268273斗l l l0 l0

I】60 盛立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5號l帷 02﹣350l8璽l8 3 】0 30

l】6l 愛立康藥局 斯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6號l樓 02﹣89706878 l l0 l0

ll62 合康藥局 斯北市樹林區中山路l段】5l之l眺 02﹄268l6559 3 l0 30

ll63 籤新大藥局 新北市柵林區中山路Ⅱ役24朧Ⅱ樓 02‧26870204 3 l0 30

l!“ 前回春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l役56號 02﹦268l2I67 l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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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65 又怡輾師藻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l段76巷2號l樓 02﹦268】6886 l I0 I0

l】06 綱鴻醮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略3段76號 02﹦26808989 】 】0 l0

l】b7 基噯囉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28號 026827333 】 l0 I0

l】68 佩恩縈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0M號 02﹣26802500 】 l﹙） l0

l】bq 仁＝鵪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略022號 02﹣2b8030l5 ! 】0 l0

l】70 聖都韉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700號 0026806875 】 l0 I0

l】7】 伯安綜今聰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箏路l08號l樓 02﹦8685655l 2 】0 20

l】72 樹林丁丁韉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箏路l7￠號l樓 02﹣8685l5l8 l l0 l0

l】7j 啄木闖縈局 新北市樹林區中舉路39l號l－2樓 02﹦8685l495 l 】0 】0

Il7￠ 聖和囉局 新北市樹林區太元街50號 02﹦80866009 I 】0 l0

】Ⅱ75 將示韉局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62巷3并2號 02﹣68】叫60 I 】0 l0

】l70 博生碘師穗局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3q眺 02＝2b825798 2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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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7 江藥局 斯北市柵林區日新街l02號l樓 02﹣2682800l ! l0 】0

ll78 樹林大樹韉局 斯北市柵林區育英街5￠跳】－2樓 02﹣268l5￠88 2 !0 20

】】70 正宜縈局 斬北市榭林區佳困路l段39蹺 02﹣26805678 2 】0 20

】l80 久背藥局 新北市柵林區來韉街33號 02﹣86844326 】 】0 l0

】l8I 屜群藥局 嘶北市樹林區來華徇88號 02﹦8685l833 5 l0 50

Il82 柵林健紫縈局 新北市樹林區來華街89號】樓 02﹣8685l736 2 Ⅱ0 20

】l83 小蜜蜂中酋健保藥局 斯北市樹林區來榮撕ll8號l樓 02‧86853677 l Ⅱ0 l0

ll8￠ 澤安藥師縈局 斯北市洲林區保安二街26號l樓 02﹣208727“ l l0 l0

】I85 鷂真熊局 斯北市柵林區保安街】段20巷6號 02﹦26828977 l !0 l0

Ⅲ肪 保康藥局 新北市柵林區保安街l段36￠號 02﹦86875503 l l0 l0

l】87 弘昌縈師藥局 新北市柵林區保安撕l段65朧I樓 02﹣2687l276 l l0 l0

ⅡI88 保安健保藥局 斬北市樹林區保安街2段2ll就】樓 02﹦26898l79 I I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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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80 宵生囉局 斯北市柵林區係安街一段】g2號l樓 02﹣268l4385 5 】0 50

ll,0 天泰鵪局 新北市樹林匹國凱術二十二之三姚一樓 02‧80868308 l l0 】0

Il0】 健庶人生鵪局 新北市樹林區博錠一街20號l樓 02﹣268l￠3“ 3 l0 30

】l92 倌和蘗局 斯北市柵林區博愛術l78銑2樓 02﹣2b82】,9】 5 l0 50

】l03 參乎藥師藥局 新北市樹林區彭禍里太乎路l￠3號 02‧808b0038 l l0 】0

lI叫 鳴踡嚨局 新北市樹林區↑Ⅱ典略20號 02﹦268303叫 ▲ l0 』0

lI05 久盥大縈局 新北市樹林區很典略286號I樓 02‧20750l56 l l0 】﹙﹜

】l96 日弘朧師檠局 新北市櫛林區狐興路29號 02﹣2687】,』0 l 】0 】（｝

】l07 二柵食在好健康縈局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b00號l樓 02﹣20807I0l 3 】0 30

】l98 星禾韉師檠局 新北市樹林區羋府路202號l樓 02﹦775】5255 ! 】0 !0

】l09 祐心藥局 嘶北市樹林區羋府略362眺l樓 02-20803205 1 】0 10

】200 綠蘋呆藥局 斬北市柵林區羋肋略5w號】樓 02﹣89706﹙〕50 l l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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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 榭新穩局 斯北市樹林區樹新路30－3銳l樓 02-2682I080 l l0 【0

】202 喊璃水韉師脯局 斯北市樹林區餽典術2l醜l樓 02﹦2676▲262 l l0 】0

】203 生光堂碾局 斯北市柵林區皰興Ⅱ『36號l樓 02﹣26806504 l l0 】0

【204 協安大藥局 斬北市樹林區珀前街【26雖 02﹣268I0386 2 l0 20

l205 旖海榮燭 新北市榭林區餉肅撕I7號】樓 02﹣86751203 2 l0 20

l20b 活水齲局 斬北市樹林區蛾觔撕2I號l樓 0Z﹣268l8028 2 l0 20

!207 柵林鵬師礙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術2￠號l樓 02﹣26823030 l 】0 l0

l208 大慶碾局 腑北市樹林區鎮晌街12－l號 02﹦267592l2 【 l0 】0

】209 松尚韉局 新北市雙溪區中維路29號 02＝2q93l085 l l0 】0

l2】0 倌芳囉局
＝

新北市雙溪區中確路50朧 02﹣2q93l30l ! 】0 】0

l2】l 韉共健庶臘局 新北市蘆洲區九萼街00巷2】號 02﹣22827527 】 l0 】0

l2I2 全佑碘局 斬北市蘆洲區三民路】l號l樓 02﹣22833032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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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3 樂刪愧健保碾局 新北市蘆洲匹三民路376之3眺I樓 02﹦828373Z3 l l0 l0

】2】』 丁T囉局蘆洲店 斯北市蘆洲區三民略559眺 02＝8285l962 I 】0 l0

】2】s 帷典碾師膿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I8￠眺】椎 02﹣228038,, 3 】0 30

】2】b 全民鵪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0】 、203耽 02‧22837】68 2 】0 20

】2】7 松伯鵪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2朧 02‧82850852 】 】0 】0

】2l8 慶明簾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略』6巷▲鏡2樓 02﹣22855川0 2 】0 20

】2】0 百分百穠局 斫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8脫2樓 02﹣228g0,68 l 】0 】0

l220 幸安艙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53眺】樓 02-82835389 】 l0 I0

】22l 大政鷓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75眺】樓 02﹣228】】l26 2 l0 20

』222 臘群生活髖局 斯北市廬洲區中正路】05脫l樓 02﹦82835630 】 l0 l0

l223 延升鵑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I22號】樓 02‧22827670 3 l0 30

l221 菜康連餓鱗局 斬北市蘆洲區中正路l2b耽l樓 0】﹣828b7383 2 l0 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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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25 帶客鷓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I40號 02﹣82862976 2 l0 20

l226 微笑杏鄰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l5號】樓 02﹦228357l3 3 I0 30

l227 威良縈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正路l85巷31號l樓 02﹣228I7873 l I0 l0

I228 天士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6號 02﹣228l8227 3 】0 30

l22, 菜康中韉健保蘗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箏街45－l號l樓 02‧28186787 l 】0 l0

】230 長安嘯局 斯北市蘆洲區中瞻街67號l樓 02‧28￠85560 ￠ l0 10

l23l 健群穠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箏街7l號2樓 02﹣28483575 7 l0 70

l232 移得鈍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中典街51雖I樓 02﹣2288“l9 】 l0 l0

l233 世全榮局 斬北市蘆洲區民生街l33號l樓 02←228l7386 】 l0 l0

【231 箏倌藥局 斯北市蘆洲區民族路l5￠號l樓 02﹣22898】l6 ! I0 l0

】235 松展多利日式連頌藥 新北市蘆洲區氏族路l6】號 02﹣22882586 I l0 l0

I236 芯聯穠局 斬北市蘆洲區民族略2l0號 02﹣82866803 l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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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37 大柵蘆洲藥局 新北市蘆洲嘔民族路265號l樓 02﹦228l0747 2 】0 20

l238 上群鶸師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氏族略287號l樓 02﹣22898275 l !0 l0

I230 北聯醜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6l號l樓 02﹣8286b873 ,
︼ l0 20

l2￠0 欣泰藥局 斬北市蘆洲區民族略107號 02﹦228l0】77 】 】0 l0

l2￠】 永思健康饒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l4號】樓 02‧22880379 】 】0 l0

I242 隆生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52眺l樓 02﹣228l1653 2 l0 20

l2￠〕 胝成鵪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53號 02﹣82857868 2 】0 20

l211 杏圄巢局 斯北市蘆洲區民族路80號 02﹣8283l085 ﹜ 】0 l0

】2q5 箏絮藥局 斬北市蘆洲區民族略g0號2樓 02﹦82822026 2 【0 20

』2q0 咸仕庶穠局 斯北市蘆洲區民枇略】22號】樓 02‧82853277 l l0 l0

l2▲7 幽安中酋藥局 斬北市蘆洲區永乎術6號 02﹣22836375 3 l0 30

】218 好共麗健康縈局 新北市廬洲區光明路0號i樓 02﹣82826209 】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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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1, 狐釆鷓妝噥局 斬北市蘆洲區光箏略l72號】樓 02﹣228】2】62 】 l0 l0

l250 全竄鷓祉韉局 新北市蘆洲區光箏路4耽l樓 02﹣228ll2l5 2 l0 20

』25】 畔欣碾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ll8號2樓 02﹦228918l5 l l0 !0

l252 杏一蘆洲長安雛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l22號l樓 02﹦82851278 】 I0 l0

】253 乙安嚨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l79號l樓 02﹣22888277 2 I0 20

】25￠ 中共永蛄穠局 斯北市蘆洲區長安衍Ⅱ85鼬l樓 02﹣22887676 I l0 l0

l255 保成韉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05眺l樓 02＝2M7g802 l l0 I0

Ⅱ25b 越安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術2】1魷l帷 02﹣284778佰 2 l0 20

】257 禍您安中西噥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巷6號』樓 02﹣82858322 2 l0 20

I258 成安開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257脫】樓 02﹣228029l8 2 l0 20

l259 晷健殿繃渴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術260脫l樓 02﹣828I5329 Ⅱ 】0 】0

I260 健安健保髖局 斬北市蘆洲區長安撕263跳l樓 02﹣22827773 3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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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吉安碾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衍285巷】耽I樓 02﹦828l5600 2 l0 20

】262 柏雕鵑局 斬北市蘆洲區伐安術30魷】樓 02＝228】208l 』 l0 I0

】263 暇獅蘆洲脯局 新北市蘆洲區代安撕32q號l樓 02﹦82821q0b l l0 l0

l2“ 維安大號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秈『48雖】樓 02‧2288l】68 l I0 !0

l265 理方碾局 新北市蘆洲區綻安↑』『07號 02‧2283070￠ l l0 l0

I206 蘆洲隙大穠局 新北市蘆洲區倀安撕95魷 02-2283022￠ I 】0 】0

l207 長榮哪然穗局 斯北市蘆洲區授榮路250魷2樓 0Z‧82808】03 2 l0 20

l208 宥安穠局 斬北市蘆洲區徒榮路38】眺2樓 02﹣22823556 2 I0 20

l260 知述此保縈局 舫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02脫】樓 02﹣22897753 5 l0 s0

l270 伐榮大韉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l耽 0之﹣82803837 2 l0 20

l27】 快獺麋局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匾長縈路60跳l樓 02﹦228l3567 l l0 l0

l272 大柵長榮鱗局 斯北市蘆洲區長榮略6! ﹑0】－】耽I樓 02﹣228l07￠7 2 I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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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泰明韉局 縣北市蘆洲區長榮路67眺 02﹦228,865S 2 】0 20

】2泗 愛佳健保藥局 斯北市蘆洲區長榮路06跳l榷 02﹣22825835 3 I0 30

】275 共林縈局 紉北市蘆洲區長樂路I68＝l魷I樓 02﹣22832288 2 】0 20

』27b 三峨縈局 斯北市蘆洲區倌栽路226脫】樓 02‧8282272, l l0 I0

【277 施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倌殺路230號 02﹦228l￠62￠ 】 l0 l0

l278 昕倌栽蘗局 斯北市蘆洲區倌我路260號】樓 02﹣22885256 l l0 】0

】270 弘大藥局 新北市蘆洲區倌我路2號 0222803g10 Ⅱ l0 】0

】280 陽光幸福縈局 斯北市蘆洲區並陽街88號】櫓 02﹣28￠8056b 2 l0 20

】28l 三倌堂藥局 斬北市蘆洲區復興路l56脫 02﹣228】17】2 l l0 !0

I282 宏祐簾局 斬北市蘆洲區復興路202朧【樓 02﹣828】5252 l l0 】0

】283 述特縈局 斯北市蘆洲區復興路62眺 02﹦8282500q 2 l0 20

l284 脆安藥局 斯北市蘆洲區很興路67號】樓 02﹣228503l0 I l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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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Ⅱ85 和泰碾師輜局 新北市蘆洲區祺典路6,魷】樓 02曰2285,8】8 2 l0 20

l286 巖泉騙師驪局 新北市蘆洲區輾賢路22￠巷2號l樓 02﹣】8▲76000 2 】0 20

】287 r郎穠局 軻北市蘆洲區雊賢略22￠巷3l號 828】￠70g l 】0 l0

l288 膿賢關局 新北市蘆洲區撫盼略306號l樓 02﹣22882q00 4 】0 10

l28q 怏安脯師碘局 新北市儸畎區中正一路9q﹑96蹤 02‧2b79235b l 】﹙） l0

】290 佑索穠局 新北市鷥歌區中正三路】5I號l樓 02﹣20708282 3 l0 30

l20l 菜圍嚴此保膿局 新北市鷥畎區永明秈『Ⅱ7耽】樓 0】﹦2677500z 】 】0 】0

l2 小樹繃師碘局 新儿市繃畎區光明撕l20脫I樓 02‧26785I07 3 】0 30

l2,3 上大繃師碘局 魷67l↑ ●
『明光區歌鷥市北新 〔〕2﹣Zb788428 】 】0 l0

】2g1 金山大槳局 新北市鷥歌區尖山略l70﹣l魷l樓 09l0叫』22l 】 I0 l0

】2q5 文喘藥局 新北市鷥歌區尖山略20b蹺 02﹣26780589 】 I0 】0

】200 索安魄局 新北市鷥畎區尖山路6l之1號 02﹣26786g37 】 !0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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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倌職健保藥局 新北市鷥砍區倌教街63號l樓 02﹣86775563 l 】0 Ⅱ0

】298 祐兒藥局 -﹣ 新北市鶯歌區尚鶯里述國路!7『朧!樓 02﹦8078】g07 ▲ l0 』0

】299 唯腑示範鶴局 斬北市鷥耿區建國略】0】號l樓 02﹣80775363 2 l0 】0

】300 正雅藥局 新北市鶯耿區述國路】76號l樓 0】﹦2070lI28 3 l0 30

】30l 安新藥局 新北市鷥耿區建國路l80號 02﹦267766l6 l l0 】0

l302 廠畔藥局 斯北市鶯畎區建國路202號l樓 02﹦26706600 2 l0 20

】303 林政捻西縈局 斯北市鷥畎區建國略256跳l樓 02‧2078l1】2 l 】0 l0

l3叫 祐康龍局 斯北市鶯畎區述因路30魷 02﹣2677I223 2 】0 20

l305 鷥畎宏述鼬局 斬北市鷥畎區國慶街l38號l樓 02﹦26709693 l l0 l0

l300 麟濟嘯局 新北市鷥畎區回慶↑』『l50號 02﹦2078l357 7 l0 70

l307 食在好健康磯局 新北市鷥耿區國慶術】65號l樓 02﹣2670255g 3 l0 30

l308 純安大藥局 新北市鶯耿區國慶牡『】79蹺l樓 02﹣2679l79l 2 l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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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09 民和蘗局 新北市鷥歌區鶯桃路137號 0226705858 【 I0 】0

】3】0 鷥耿藥局
﹨
新北市鷥耿區鷥桃路2段ll號l樓 02﹣86778778 2 l0 20

】3】l 鶴拳縈師藥局 斬北市鸞歌區鶯桃路2段3!號l樓 02﹣267096b8 2 l0 20

】3】2 秘昇檠局 新北市鶯畎區鷥桃路507眺 02‧86777％l 2 I0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