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喬寶藥局 王治明 02-2420-2827

國泰藥局 吳德和 02-2451-7420

長春藥局 李伯良 02-24344550

陸記藥局 陸瑛中 02-2457-6712

日星藥局 黃瓊瑜 02-2422-2090

署立基隆醫院 吳芝瑩 02-24292525#5101

署立基隆醫院 吳君豪 02-24292525#5101

大田大藥局 吳孟芳 02-24258762

基隆市調查站 楊國彥
02-24663030#261

0936-042955

基隆市調查站 馬貴鳴
02-24663030#123

0932-110740

基隆市調查站 呂靈芝
02-24663030#111

0928-907748

食品藥物管理 藥品組 林淑梅 0939-537223

法務部調查局 臺北市調查處 高聰明
02-27368721#6203

0916-312515

藥物食品管理處 沈美俐 02-2728-7074

藥物食品管理處 李青芬 02-2728-7105

景星藥局
徐祥玉

黃慕淇
02-7838816

安藤健保調劑藥局 陳澤鈞 23962120

景美藥局 鄭德清 29335741

永吉藥局 蔡芳曄 87874043

德康大藥局 陳文州
02-2727250

02-28838813

芳鄰藥局 王紅菊 87864948

逸仙藥師藥局 李俊逸 29312597

鼎泰藥局 沈采穎 27620617

皇祥藥局 許淑珍 02-23375676

文新藥局 連文伶 02-87978865

*有關「用藥安全」議題之相關師資名單如下(下列資料均經過當事人同意。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consumer.fda.gov.tw

*正確用藥互動數位資訊學習網 http://doh.gov.whatis.com.tw

*「聯絡電話」欄位如為空格，係因講師僅提供手機，為遵守個資法保障講師個資

安全，爰予以刪除。

醫策會

醫策會

基隆市

法務部

調查局

基隆市

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管理局推薦「用藥安全」

講師名冊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晏晟藥局 陳伶娥 02-25851445

寶德藥局 黃秀蓮 02-27364240

祐鄰藥局 潘美貝 02-28281232

吉成藥局 陳聖宗 23636475

啟宏藥局 王啟陽 28825811

華泰藥局 蘇清哲 27601992

麗中藥局 易麗珍 27594416

欣安藥局 徐秀媚 23327830

吉星藥局 謝素怡 23117779

博荃藥局 蕭李恩 27316736

臺北地檢署 施宣旭 02-23146871#8041

士林地檢署 林在培 02-28331911#315

士林地檢署 余秉甄 02-28331911#287

孫淑慧 02-277281079

吳福森 02-277281079

許嘉芬 02-277281079

吳書嫺 02-277281079

許溫堯 02-277281079

周政弘 02-277281079

王怡茹 02-277281079

陳柳文 02-277281079

江宏彬 02-277281079

許筱晴 02-277281079

欣安藥局 簡素娟 82572535

陽明藥師藥局 許智炫 (02)22867848

新英藥師藥局 周聰郎 02-2982-4840

康荃優生保健藥局 莊禮維 02-2248-6532

谷全藥局 洪茂雄 02-2256-1856

協安大藥局
林志彥

張子庭
02-2681-0386

欣民藥局 呂品儀 2254-5938

心中外藥局 邱振源 2260-3023

謚安中西藥局 陳坤波 2283-6375

泰林中西藥局 陳昭元 2297-8367

華昱藥局 陳祐維 02-29173800

皇誼藥局 黃雋恩 2927-8732

吉田藥局 溫國雄 2206-5185

澤安藥師藥局 賴季宜 2687-2764

陳藥局 戴育鑫 2984-8601

三民藥師藥局 陳隨錦 2982-9328醫策會

亞東醫院

醫策會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

法務部

新北市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欣欣藥局 吳銘鴻 2981-6955

祥順藥局 尤梅雲 2981-1571

三峽大昌藥局 呂文凱 2671-1560

埔銓藥局 王冠雄 2263-0230

信隆大藥局 陳文淵 2942-6196

埔墘藥局 張淑惠 2964-6705

微笑藥局 林鈺儒 2965-5811

埔全藥局 吳沛龍 2956-7309

友虹藥師藥局 洪秋楓 2969-1181

同盈藥師藥局 徐志忠 8687-3400

祥聖藥局 郭榮木 2683-5677

安佑藥局 黃國都 2967-0258

杏泰藥局 鄭盛宗 8252-7162

聖元社區藥局 陳宗元 2626-3227

王藥局 王榮富 2992-2404

湖前中西藥局 凌羿生 2692-5850

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台北機動查緝隊 黃雍翔 0972-183652

資生大藥局 徐瑞櫻 03-3882276

桃園大樹藥局 蔡東橋 03-338-1600

博泰藥局 盧山峰 03-3731010

祐達藥局 歐貞伶 03-4015995

美十藥局 徐鈺涵 03-2840520

101藥師聯合藥局

吳惠珠

江恩維

顏珠鈴

03-4708593

壽德藥局 朱雪芳 03-3666350

家佳藥局 呂文軒
03-3175618

0968-482725

久大藥師藥局 呂沿儒 03-3024786

愛國藥師藥局 李云娣 03-4014747

仁星藥局 劉興財 03-4902653

新永安藥師藥局 謝玄妙 03-3471180

佑您康聯合藥局 江凱翔 (03)3026491

宏偉藥師藥局 謝亞橋 03-2171417

大一藥局 徐世紋 03-343487

吉康生活藥局 楊嘉慶 03-3768577

中日大藥局 陳宛鈺 03-4285068

佑健藥師藥局 古富美 03-4315478

三加恩聯合藥局 林怡菁 03-3508071

德美藥師藥局 蔡瓊梅 03-3125081

醫策會

醫策會

新北市

桃園縣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桃園縣政府

衛生局
食品藥物管理科 陳傳慧  03-3340935#2406

財政部

關稅總局
臺北關稅局 林健合 0928-110244

日榮堂藥局
羅清政

羅惠芝
03-5962335

林保郎藥師藥局 劉復軒 03-5586879

東安藥師藥局 謝天賜 03-5872385

新竹縣政府

衛生局

新竹縣藥劑生

公會理事長
林保光 0928-205-407

信芳藥局 何逸人 03-5780595

健和藥局 張淑珠 03-5222478

合康連鎖藥局 何夢婷 03-5355767

快樂藥局 李璧瑤 03-5749482

新竹市衛生局 丁冠玉 0933-790-692

新竹市藥師公會 楊宗諭
0928-854-992

03-5225668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施玉卿 03-5348181

行政院衛生署

新竹醫院
陳慧玲 03-5326151#4102

法務部

調查局
新竹市調查站 繆永威

03-5386151#222

0932-113223

藥政科 簡素華 037-332037

藥政科 周美惠 037-331931

藥政科 劉錦文 037-331931

大湖鄉衛生所 蔡蕓 037-991034

源和藥局 王錦裕 049-2897666

杏仁藥局 林江泉 049-2776008

優適藥局 林銘都 049-2630355

久長安藥局 李偉雄 049-2333256

德安藥局 蕭福村 04-25782670

美得康藥局 徐銘照 04-22924710

中一藥局 鍾永輝 04-22235326

世富藥局 黃世富 04-22317085

慈慧藥師藥局 王昭鈞 04-22389846

吉英藥局 趙德瀛 04-22448289

日盛藥局 陳金火 04-24360810

蔡宗耀中西藥局 蔡宗耀 04-22341880

宏琳社區保健藥局 嚴漢欽 04-24378008

大華藥局 黃東平 04-22331721

永佳藥局 林秋鸞 04-22437876

醫策會

新竹市

南投縣 醫策會

新竹市

衛生局

苗栗縣

醫策會

苗栗縣

衛生局

桃園縣

新竹縣

台中市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格霖大藥局 黃湘茗 04-22925076

中心藥局 廖德川 04-22010554

佳賀藥師藥局 王人杰 04-22066757

百富藥局 陳承宏 04-22356145

信東藥局 花文東 04-22922022

篤行藥局 黃鴻逵 04-23165727

宏光藥局 陳和明 04-23137278

德維中西藥局 蔡鶯瑄 04-24611579

長泰藥局 陳順香 04-23143826

新利賀專業藥局 李宗原 04-24525052

廣安大藥局 蔡明達 04-23118572

逢甲藥局 黃淑涓 04-27085922

百惠藥師藥局 鄭百惠 04-23169852

護康藥局 溫淑貞 04-23112156

中港大藥局 何維原 04-22079309

神農藥局 邱順聰 04-23103335

向上中西藥局 呂麗瓊 04-24756688

振聲藥局 陳振聲 04-24721100

立安藥局 張邦旭 04-23719125

裕源藥局 蕭彰銘 04-23715868

全成藥局 陳延修 04-23783867

泰興藥局 林泰盛 04-22112537

全勝藥局 陳慶全 04-22823080

德安藥局 蕭福村 04-23894920

貝麗藥局 林堅煌 04-23808543

五六藥局 李錦芬 04-24757156

濟安堂藥局 林照雄 04-23899603

萬安藥局 呂茂浪 04-24791818

東林藥局 洪南旭 04-23810567

和益中西藥局 吳錫靝 04-22614237

大愛大藥局 林儀芳 04-22606827

慧寧藥局 林其宏 04-22871598

慈祐藥局
游淑娟

許永聖
04-24914799

健安藥局 陳世傑 04-26527296

保昇藥局 李文政 04-25678616

進安藥局 林榮勳 04-25262681

原隆安藥局 翁青聖 04-25722833

昭仁藥局 張宏嘉 04-25243559

恆安大藥局 張家禎 04-25226700

台中市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美日藥局 張耿熏 04-25228490

廣泰藥局 劉宇琦 04-25392620

潭子福倫藥局 羅伊倫 04-25350918

志明藥局 陳志明 04-26876221

大甲福倫藥局 林東昌 04-26765518

家嘉藥局 尤紹懿 04-23934251

中美藥師藥局 林育鼐 04-22778238

玖裕藥局 邱建強 04-23917005

和康藥局 陳玥華 04-23917355

保仁藥局 邵文傑 04-25573342

千百岳大藥局 翁清榮 04-25887639

烏日福倫藥局 廖銘宏 04-23360318

民翔藥局 呂佳璋 04-25633323

立達大藥局 陳臆如 04-26563249

國際大藥局 陳建成 04-26523408

豐原福倫藥局 呂岳勳 04-25276618

霧峰福倫藥局 李蕙伶 04-23318818

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台北機動查緝隊 張智欽 0920-169355

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 賴英門 0982-052-158

法務部調查局 臺中市調查處 謝俊民
04-23023166＃29

0912-679028

天德藥師藥局 蔡佩凌 04-8525256

北斗福倫藥局 劉榮豐 04-8886618

張藥局 張秋焱 04-8734660

華衛藥局 林國樑 04-8397503

天喜生大藥局 林敬智 04-8221821

明功藥局 柯毓彬 04-7222362

尚豪藥局 楊淵喻 04-7113332

龍美藥局 黃錫龍 04-7249816

正光藥局中正店 嚴亮銘 04-7235068

慈生藥局 謝來旺 04-8682287

和美福倫藥局 林明宏 04-7569718

善生藥局 賴姵妘 04-7862361

員林日信藥局 張維勳 04-8352030

天一藥局 邱天青 04-8384875

淑惠藥局 楊榮姚 04-8297798

康健藥局 洪錦壕 04-8822549

惠生大藥局
劉素汝

葉謹誠
05-55592510

慧民藥局 龔桂民 05-7821764

雲林縣

醫策會

醫策會彰化縣

台中市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玲津藥局 廖玲津 05-5972889

中崙保健藥局 林允崇 05-6935697

健康藥局 許新交 05-6622889

林藥師藥局 林振順 05-6334125

信德藥局 林祬燦 05-5326325

全安藥局 曾煥榮 05-5965255

仁安堂藥局 楊捷凱 05-5972134

一元藥局 廖明科 05-5879987

怡康健保藥局 丁榮明 05-5334585

惠眾藥局 蕭秀惠
05-6363350

0916-276371

雲林縣衛生局 楊慧美科長  05-5328841

雲林縣衛生局 馬嘉君   05-5328841

雲林縣衛生局 廖英伶  05-5328841

雲林縣衛生局 朱虹靜  05-5328841

雲林縣衛生局 楊凱甯   05-5328841

雲林縣衛生局 王念涵   05-5328841

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台北機動查緝隊 張智欽 0952-169355

嘉義縣

衛生局
藥政科 劉智魁 05-3620590

信宜藥師藥局 王海浴 05-3717360

博勝藥局 蕭博勝 05-2591127

昱安藥局 何宗憲 05-2283035

振安藥局 林仙蜜 05-2756541

杏安藥局 張凱堯 05-2271727

一心藥局 劉振安 05-2756541

秉榮藥局 鄭雅芳 05-2224320

弘安(文化)藥局 陳俊男 05-2259000

萬樂福新式藥局 李炎聰 05-2838168

晟安藥局 林伯夷 05-2274305

健康人生藥局 蕭博嘉 05-2318209

信輝藥局 張國輝
05-2252415

0933-363-100

勝成中西藥局 商錦文
05-2360247

0937-656-061

聖心藥局 林佳蓉
05-2777189

0935-602-618

穎川保健藥局 陳煌銘
05-2223609

0953-820-656

戴德森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董秀花

05-2765041

0922-848-105

嘉義市

醫策會

醫策會

雲林縣衛生局

雲林縣

嘉義縣

醫策會

嘉義市政府

衛生局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連春藥局 連瑞雲 06-2083685

吉祥藥局 蔡啟隆 06-2632853

良佑堂藥局 呂振國 06-2804262

吉安藥局 杜建勳 06-2227394

新隆安藥局 張弘和 06-2225475

小太陽藥局 黃泰卿 06-2099858

賀康藥局 趙森霖 06-2819515

翰昌藥局 蘇益信 06-2596372

可力藥局
張桂菱

蔡宗憲
06-2971960

明杰藥局 劉姿伶 06-2567821

慶大藥局 李慶鎬 06-2085408

和信藥局 董秋玲 06-2348291

元一藥師藥局 劉懿萱 5980795

健新藥局
黃藍慧

陳政雄
06-5952093

慧安藥局 陳芯瑜 2847-7845

黃藥師藥局 黃士哲 06-7217033

芳瑜藥局 沈登壹 06-6857379

心得藥局 邱媺娟 06-7835087

安溪藥局 許清皆 06-6333381

嘉民藥局 黃素珍 06-6882322

伊立安藥局 林晴瀅 06-5747001

長榮藥局 邱雅琪 06-7952617

康泰藥師藥局 沈莉芸 06-6377807

普羅藥局 林麗娟 06-7232252

新生中西藥局 邱光正 06-7224563

華安藥局 陳國斌 06-2021030

資生大藥局 黃昭勳 06-5837659

弘松藥局 劉英慧 06-5819146

仁杏藥師藥局 林仁興 06-2731702

倍安藥局 吳建盛 06-2782913

生祥大藥局 陳宗益 06-2396538

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陳正宗 0919-178-247

幸福藥師藥局 黃昱彰 07-5368701

文德藥局 劉澄清 07-2713337

廣德泰藥局 李順得 07-3340769

元元楠梓藥局 劉庭妤 07-3529262

福田藥師藥局 張訓誌 07-3413286

誠大藥局 鄭嘉仁 07-7410913

高雄市 醫策會

台南市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文安學藥局 王子安 07-3809400

吉昌藥局 王曉蓮 07-3368782

元春中西藥師藥局 吳育旺 07-3610828

崧柏藥局 張盈棠 07-5542027

安安藥局 許明凱 07-3420010

杏安藥局 陳淑真 07-3111606

彥芳藥局 曾美騰 07-3302007

人禾藥局 湯金獅 07-3215681

弘興藥局 黃芬民 07-5612677

正心藥師藥局 黃保瑞 07-5880386

友泰藥局 黃榮焜 07-3125236

育英藥局 鄭昇芳 07-3824467

皇安藥局 林振鴻 07-3866779

建銘藥局 莊建銘 07-3133460

合祥健保藥局 黃立英 07-3830180

必好藥局 黃弘宜 07-3851751

鼎祥藥局 徐信和 07-3493199

康宇藥局 楊勝翊 07-3951119

嘉益藥局 施坤鎮 07-3110157

翔生藥局 謝吉清 07-5827329

必健藥局 張一雄 07-5584259

杏光自由藥局 陳杏屏 07-3454432

尚美藥局 張天順 07-5576962

合康健保藥局 林奎妙 07-5509667

人尚大藥師藥局 連勝祥 07-3100000

大衛藥局 甘哲聰 07-2859958

聯合藥局 陳怡宏 07-3391535

協和藥局 陳春月 07-5377769

召祐健保藥局 林惠如 07-7493719

英祥藥局 杜仿裕 07-7522786

杏合藥局 何碧雲 07-7268966

柏松藥局 黃榮貴 07-7119786

永明藥局 賴明灼 07-2619832

建佑藥局 徐守正 0932-743087

元元健保藥局 梁碩順 07-3521896

橘井藥局 黃獻祥 07-3511869

世詠藥局 陳增蓮 07-3516138

合德中西藥師藥局 李政隆 07-3527234

益立康藥局 蔡家濬 07-5224484

奇奇藥師藥局 陳美吟 07-5522899

和生藥局 黃暐德 07-5315739

高雄市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功安中西藥局 李孟書 07-7215949

光輝藥局 王輝上 07-6671106

志昇藥局 陳志昇 07-6813930

良安藥局 許珠美 07-6617532

京都藥局 江慶豐 07-7191288

錦昌藥局 林錦良 07-6613129

吉成藥局 邱淑雅 07-6993681

健生大藥局 洪福生 07-7311028

護民藥局 梁俊德
07-7462525

07-741-1694

南億藥局 陳映伶 07-7105010

長英藥局 陳聰輝 07-7670117

長青連鎖藥局 劉亮君 07-6232566

悅安藥師藥局 謝寶珠 07-7101189

泰安藥局 張德華 07-7037838

安泰藥局新埤店 何琇碧 08-7973793

耀勝藥局 鄭佳宗 08-8667633

長庚中西藥局 鄭俊茂 08-7896626

大安藥局 吳桂女 08-7884500

成大藥局 林祐正 08-7771643

新東海藥局 郭聰敏 08-7224861

三和藥局 陳玟宇 08-7322519

一生藥局 江俊祥 08-7665353

昱昇藥師藥局 尤淑芬 08-7377471

健銘藥局 蘇素慧 08-7897631

新東洋藥局 郭瑜欣 08-7323388

千惠藥局 吳仙惠 08-7330853

億泰藥局 鄭仲智 08-7324005

統合藥局林森店 葉佳欣 08-7233370

振東中西藥局 張國韋 08-7656522

朝煬藥局 陳景煬 08-7322388

正源藥局 郭惠珍 08-7558891

車城藥局 林世立 08-8825329

亞洲藥局 張聰熙 08-7752938

隆山藥局 陳文章 08-8785700

吉村藥局 林瑟芬 08-8781593

東華藥局 羅之君 08-8322616

陽昇藥局 陳春貴 08-8751347

長興藥師藥局 邱文強 08-7382328

佑安藥局 謝鳳玲

高雄市 醫策會

醫策會

屏東縣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忠安藥局 蕭忠信 08-7621326

萬隆發藥局 劉素妙 08-8642176

陽生藥局 王建翔

鈺康藥局 劉正雄 08-7800921

泰和藥局 詹哲嘉 08-7861278

藥政科 張淑芳

藥政科 沈永健

黃藥局 黃天來 03-8267211

慈濟大藥局 林建宏 03-9551803

新安藥局 蔡偉舜 03-9566377

親和社區健保藥局 張阿南 03-9321151

振芳藥局 徐松銘 03-9322369

宜和藥局 鄭凱元 03-9359604

健康家藥局 溫凱輝 03-9371516

杏東藥師藥局 鄭能元 03-9591024

新達藥局 吳家祥 03-9333597

頭城藥局 林文奎 03-9771414

喜樂藥師藥局 林青瑾 03-9547113

民生健保藥局 簡士凱 03-9562354

樺生藥師藥局 楊永安 03-9543432

安心藥局 林稚慧 03-9551670

博雅藥師藥局 高瑞陽 03-9519007

南陽藥局 葉竹謙 03-9965076

祥康藥局 許麗珠 03-8230595

金英寶藥局 邱秀華 03-8569196

德生藥局 陳身英 03-8322676

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蔡耀賢 03-8233712#244

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趙福驊 03-8233712

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李承唐 03-8233712

台東縣
法務部

調查局
台東縣調查站 周元瑞 089-236177#215

宏安藥局 蔡惠如 06-9273048

金福藥局 陳福龍 06-9984048

法務部

調查局
澎湖縣調查站 鄭詠鈺 06-9272207#215

行政院衛生署

金門醫院
蔡其萱

醫策會

屏東縣

醫策會

澎湖縣

金門縣

衛生局

金門縣

屏東縣

衛生局

法務部

調查局

宜蘭縣 醫策會

花蓮縣

醫策會



縣市別 提報單位 所屬單位 講座姓名 聯絡電話

行政院衛生署

金門醫院
薛奕麟

大賀藥局 林彩霞

大賀藥局 周彛君

大山藥局 王俊傑

大賀藥局 周彝君 082-372000

大山藥師藥局 吳美琴 082-333290

法務部

調查局
福建省調查處 邱泰淵 082-325211#702

連江縣
連江縣

衛生局
連江縣衛生局 陳傳宗

醫策會

金門縣

衛生局

金門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