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分類 地區 清潔針具執行點名稱 電話 地址

1 藥局 大甲區 志明藥局 04-26876221 臺中市大甲區民生路21號

2 藥局 大甲區 健聖藥局 04-26813292 臺中市大甲區通天路227號

3 藥局 大甲區 榮吉藥局 04-26819388 臺中市大甲區孟春里通天路209號

4 藥局 大甲區 大甲福倫藥局 04-26765518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02號

5 藥局 大甲區 甲尚藥局 04-26760885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28號

6 藥局 大肚區 大吉德藥局 04-26991421 臺中市大肚區社腳里沙田路1段898號

7 藥局 大里區 十全藥商行 04-24921648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349號

8 藥局 大里區 綠洲藥局 04-24932626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603號

9 藥局 大雅區 保昇藥局 04-25662495 臺中市大雅區月祥路912號

10 藥局 大雅區 學府藥局 04-25609333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17號

11 藥局 太平區 明芳藥局 04-23921778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大興路171號

12 藥局 太平區 和康藥局 04-23917355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62號

13 藥局 太平區 家嘉藥局 04-23934251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1段234號

14 藥局 太平區 玖裕藥局 04-23917005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5號

15 藥局 軍功區 祥和藥局 04-22411678 臺中市北屯區松勇里松義街168號

16 藥局 軍功區 康美得藥局 04-22369603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里太原路3段147號

17 藥局 四民區 佳家社區藥局 04-22467128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105-8號

18 藥局 北區 中心藥局 04-22012985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279號1樓

19 藥局 外埔區 政修藥局 04-26831881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路290號

20 藥局 外埔區 博翔欣大藥局 04-2683312 臺中市外埔區重光路33-19號

21 藥局 外埔區 祐民健保藥局 04-26836736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3段1030號1樓

22 藥局 石岡區 原隆安藥局 04-25722833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街53號

23 藥局 后里區 保仁藥局 04-25573342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85號

24 藥局 西屯區 東亞藥師藥局 04-27022702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350號1樓

25 藥局 西屯區 正一藥局 04-23113356 臺中市西屯區甘肅路2段85號1樓

26 藥局 西屯區 逢甲藥局 04-27085922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62-1號1樓

27 檢驗所 西屯區 登全醫事檢驗所 04-23169955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199號2樓

28 檢驗所 西屯區 全威醫事檢驗所 04-24623366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803號1樓

29 藥局 中西區 幸福大藥局 04-23026149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1段194號1樓

30 藥局 中西區 神農藥局 04-23103335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190之1號1樓

31 藥局 中西區 大協藥局 04-22250745 臺中市中區公園里中山路124號

32 藥局 中西區 林西藥局 04-23014023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1段46-1號

33 藥局 沙鹿區 元宏藥局 04-26354773 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鎮南路2段225號

34 藥局 沙鹿區 大原藥局 04-26626572 臺中市沙鹿區四平街142號

35 藥局 東區 許回生中西大藥局 04-22806293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666號1樓

36 藥局 東區 福生藥局 04-22119106 臺中市東區富台里5鄰福仁街138號

37 藥局 東區 富洋堂西藥品有限公司 04-22233159 臺中市東區新庄里33鄰復興路4段297-2號

38 藥局 東勢區 千百岳大藥局 04-25887639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85號1樓

39 藥局 東勢區 劉藥局 04-25873198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76號

40 藥局 南屯區 濟安堂藥局 04-23899603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4鄰南屯路2段7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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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藥局 南屯區 德安藥局 04-23894920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6鄰忠勇路115之6號

42 藥局 南屯區 萬安藥局 04-2479181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1段38號

43 藥局 南區 陳信安藥局 04-22619560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349號

44 藥局 烏日區 辰采藥局 04-23372207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路588號

45 藥局 烏日區 真安大藥局 04-23360401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興祥街3號

46 藥局 神岡區 春安西藥房 04-25627977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中山路556號

47 藥局 神岡區 龍泉塘西藥房 04-25622586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里神清路215號

48 藥局 神岡區 佑全神岡中山藥局 04-25634677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549號

49 藥局 清水區 親民大藥局 04-26226012 臺中市清水區鎮北街61號

50 藥局 清水區 持田健保藥局 04-26229133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路24號

51 藥局 清水區 千順藥局 04-26220580 臺中市清水區光復路110-2號

52 藥局 清水區 碧綠谷藥局 04-26281151 臺中市清水區中華路525號

53 藥局 新社區 新社千百岳大藥局 04-25821798 臺中市新社區興安路24號

54 藥局 潭子區 上宇藥局 04-25321258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381號1樓

55 藥局 潭子區 頭張藥局 04-25334510 臺中市潭子區頭張路1段108號

56 藥局 潭子區 廣泰藥局 04-25392620 臺中市潭子區復興路1段22號

57 藥局 龍井區 龍井新庄藥局 04-26313869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79號1樓

58 藥局 龍井區 國際大藥局 04-26522118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6號

59 藥局 龍井區 林大藥局 04-26397088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3段60號

60 藥局 豐原區 心之藥局 04-25254959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4號

61 藥局 豐原區 進安藥局 04-25262681 臺中市豐原區西勢路115號

62 藥局 豐原區 美日藥局 04-25228490 臺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88號1樓

63 藥局 豐原區 心美日藥局 04-25260703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59號1樓

64 檢驗所 豐原區 林醫事檢驗所 04-25239811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90號

65 藥局 霧峰區 金生藥局 04-23301961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86號

66 藥局 霧峰區 浤泰大藥局 04-2332887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8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