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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年度年度用藥安全宣導用藥安全宣導暨暨淨山環淨山環
保活動保活動

行程：行程：
（06:30）台北台北→
（07:50）關西休息站→
（09:00）桐花公園--客家大院區客家大院區→
（10:00）銅鑼鄉九湖村--杭菊花專業區杭菊花專業區→
（12:00）午餐--鶴山飯館→
（14:00）西湖渡假村--森林浴、景觀園區森林浴、景觀園區→
（17:00）晚餐--西湖渡假村賞夜景西湖渡假村賞夜景→
（18:00）賦歸賦歸

From ju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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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jun-En

9999年度年度用藥安全宣導用藥安全宣導暨暨淨山環保活動淨山環保活動

5.景安 (6:50)6:50(素/1人)簡修瑜 / （許炳昌）11

4.新店 (6:30)6:30(素/2人)王明傑 / （陳順治）
彭麗靜（85）

10

2.署北 (6:50)6:50(素/2人)王鈞生 / （張盟宗）9

2.署北 (6:50)6:50吳富祥 / （謝淑薇）
蘇榮智 常務理事

（81）

8

1.三重 (6:30)6:30(素/1人)李玉萍 / （林志成）7

1.三重 (6:30)6:30(素/2人)王品喬 / （陳怡君）
朱金玉 常務理事

（85）

6

3.新埔 (7:00)7:00郭榮木 / （許素幸）5

3.新埔 (7:00)7:00王素華 / （洪若嘉）
陳昭元 常務理事

（85）

3

3.新埔 (7:00)7:002

3.新埔 (7:00)7:00(素/3人)洪秋楓 / （徐志忠）蘇國欽 常務理事
（86）

1

發車點發車車長（副車長）負責幹部車號

問候卡問候卡：：
會務活動與藥事前景有賴各位先進與會務活動與藥事前景有賴各位先進與
家屬支持及參與！適逢公會年度旅遊家屬支持及參與！適逢公會年度旅遊
活動邀您共襄盛舉，今日提供的活動邀您共襄盛舉，今日提供的““愛愛
心早餐心早餐＂＂是憨兒們的汗水結晶，讓我是憨兒們的汗水結晶，讓我
們一同幫助憨兒們成長茁壯，也敬祝們一同幫助憨兒們成長茁壯，也敬祝

闔家平安闔家平安

理事長理事長 古博仁暨全體理監事敬上古博仁暨全體理監事敬上

From ju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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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成果各委員會成果

稅務實務教學研討 稅務實務教學研討 稅務實務教學研討

社團聯誼委員會

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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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中藥臨床應用讀書會

99年度綜合所得稅報稅實務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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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騎單車淡水探路活動

資訊管理委員會

全國會訪問公會 全國會訪問公會 全國會訪問公會

衛生局居家報導 衛生局居家報導 臺週刊居家訪視

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

臺週刊居家訪視 第一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第一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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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第二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居家藥師服務全國觀摩會

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

居家藥師服務全國觀摩會 居家藥師服務全國觀摩會 居家藥師服務全國觀摩會

個案研討專家指導 個案研討專家指導 個案研討專家指導

社區藥局用藥照護諮詢站

臺週刊居家訪視 第一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第一次居家藥事照護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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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慢箋團隊委員會

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99慢箋團隊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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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健保座談會 99健保座談會 99健保座談會

99健保局座談會

99健保座談會 99健保座談會 99健保座談會

社區藥局委員會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會議 務實務教學研討

社區藥局委員會

務實務教學研討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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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診所藥師委員會

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診所藥師委員會會議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醫院藥局委員會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二維條碼系統使用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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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生技產業發展委員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檢測最佳的減重方式&用
藥安全手冊說明會

貴子坑之旅 貴子坑之旅 貴子坑之旅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

漂亮一夏 漂亮一夏 漂亮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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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活動 喝咖啡活動 喝咖啡活動

女藥師聯誼委員會

瑜珈課程 瑜珈課程 瑜珈課程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99漂亮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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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法規委員會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一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法規委員會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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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持續教育 中藥持續教育 中藥持續教育

中藥發展委員會

中藥持續教育 中藥持續教育 中藥持續教育

去程-途中小憩 吳大圩理事代表公會接受
順天藥廠贈書

順天本草產品介紹

中藥發展委員會參訪台中順天堂

溫國雄理事代表公會致贈
順天藥廠感謝牌

製程解說 順天堂藥廠參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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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公益事務促進委員會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公益事務促進委員會會議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台北縣藥師公會約那家園關懷之旅寒冬送暖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約那家園關懷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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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中藥持續教育 0412中藥持續教育 24學分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委員會

24學分持續教育 0719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0719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0913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0913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1004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委員會

1004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1122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1122公會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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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組長團隊會議 區組長團隊會議 區組長團隊會議

區組長團隊

區組長團隊會議 區組長團隊會議 區組長團隊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暨各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社區藥局委員會委員暨各
區組長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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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培藥品亞洲區總裁拜訪 亞培藥品亞洲區總裁拜訪 區組長團隊會議

國際事務委員會

區組長團隊會議 國際專家學者
參訪知達藥局

國際專家學者
參訪知達藥局

公會活動成果公會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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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理監事會議

理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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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監事會議暨幹部聯誼會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會議



20

嘉南校友會實習生結業座談

羅慧夫小藥師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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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高診次訓練課程

全聯會高診次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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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病患諮詢服務論壇活動

製作「持處方箋至社區藥局領藥」宣導紅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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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牛牧場 – 親子自強活動

飛牛牧場 – 親子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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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牛牧場 – 親子自強活動

飛牛牧場 –親子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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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牛牧場 –人氣小朋友票選海報

歌唱研習班 - 結業式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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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市長候選人拜會公會

大愛採訪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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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採訪居家

大愛採訪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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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標準病人研討會

旅遊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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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國際參與研討會暨成果展

NGO國際參與研討會暨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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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葉坤明 顧問 廖玲梅 老師 許有杉 顧問

郭添裕理事長 王淑芬 科長 吳如琇老師與郭添裕理事長

公會幹部

古博仁 理事長 柯受祿 常務監事

黃雋恩 常務理事 陳昭元 常務理事 陳楷模常務理事與
蘇國欽常務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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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幹部

朱金玉 常務理事 蘇榮智常務理事 彭麗靜 藥師

呂品儀理事與陳錦煌監事 許世煌副主任委員 王素華監事與陳雅德理事

持續教育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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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4月12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8年5月份24小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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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7月19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8年9月13日公會8小時免費中藥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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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10月4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8年11月22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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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4月11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9年5月30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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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6月公會25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9年7月18日汐止國泰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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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8月7日公會8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99年8月14、15日公會16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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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8月21日 『戒菸衛教師初階培訓課程』

99年8月22、28、29日
公會25小時免費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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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9月5日全聯會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課程

99年10月全聯會高診次居家藥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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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99樓大禮堂樓大禮堂807/24

台北縣藥師公會公會會館會議室605/23

台北縣藥師公會公會會館會議室808/07

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99樓大禮堂樓大禮堂808/01

台北縣立醫院台北縣立醫院公會會館會議室2506/05  06/06 06/13

耕莘醫院公會會館會議室805/30

台北縣藥師公會公會會館會議室804/11

全聯會中藥委員會公會會館會議室1608/14  08/15

台北縣藥師公會公會會館會議室807/31

汐止國泰醫院汐止國泰醫院公會會館會議室807/18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會會館會議室809/05

全聯會公會會館會議室2508/22 08/28 08/29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會會館會議室808/21

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臺北縣政府衛生局衛生局9樓大禮堂810/31

全聯會公會會館會議室3110/16  10/17 10/23  10/24

亞東紀念醫院亞東紀念醫院亞東紀念醫院2509/12  09/18 09/19

主辦場地學分時數日期

THANK YOUTHANK YOU

希望我們的理念與行動希望我們的理念與行動
能為藥界善良風俗與尊嚴能為藥界善良風俗與尊嚴

略盡棉薄之力略盡棉薄之力

From jun-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