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廢棄藥品常態檢收站 
藥局名稱藥局名稱藥局名稱藥局名稱    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    藥局電話藥局電話藥局電話藥局電話    藥局傳真藥局傳真藥局傳真藥局傳真    藥局地址藥局地址藥局地址藥局地址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佑健藥局 張俊仁 03-5230356 03-5230356 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531 號 1 樓 

台大藥局 葉琦琪 03-5282932 03-5282924 新竹市西大路 618 號 

芳鄰藥局 劉春美 03-5314948 03-5337758 新竹市水田街 157 號 

真善美連鎖藥局 李依芳 03-5310616 03-5310661 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268 號 

范醫藥局 范朝棠 03-5224836   新竹市西門街 123 號 

正大藥局 康新蘭 03-5356056 03-5356056 新竹市中正路 390 號 

全禾藥局 楊華珊 03-5249173 03-5246646 新竹市集和街 25 號 

美安健保藥局 嚴美玲 03-5283378 03-5286398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 1 段 165 號 

新康藥局 陳珮瑜 03-5281428   新竹市林森路 188 號 

盛安藥局 楊宗諭 03-5225668 03-5257625 新竹市中山路 281 號 

中正藥局 葉瓊鶯 03-5334827   新竹市中正路 309 號一樓 

麟光藥局 古瑞麟 03-5333049   新竹市城北街 149 號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東海藥局 李璧瑤 03-5772831 03-5773292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213 號 

快樂藥局 彭素貞 03-5749482 03-5749051 新竹市建中路 38 號 

信芳藥局 何逸人 03-5780595 03-5779862 新竹市科學園路 133 號 

康田大藥局 林駿昇 03-5638217 03-5638217 新竹市金山街 102 號 1 樓 

貞德藥局 蔡貞美 03-5718987 03-5718987 新竹市建中路 83 號 1 樓 

佑信健保特約藥局 吳秀娥 03-6663578 03-5799551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362-13 號 

李藥局 李聲爐 03-5779177 03-5790800 新竹市長春街 37 號 

三立藥局 蔡碩寧 03-5740112 03-5748367 新竹市新源街 100 號 

國豐大藥局 范智晴 03-5779960 03-5779960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362-18 號 

博士兒童藥局 李鎮亦 03-5333428   新竹巿東區民族路 62 號 

康博中西藥局 李亭儀 03-5191010 03-5290180 新竹市明湖路 446-4 號 

康寧藥局 朱李貴珠 03-5321797 03-5347427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 179 號 

仁美藥局 鄒美枝 03-5625398 03-5625398 新竹市振興路 52 號 1 樓 

丁丁藥局(中華店) 詹佳瑜 03-6117888 03-6110700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91 號 

豐盛藥局 陳瑞瑩 03-5240681 03-5240681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677 號 

新芳鄰藥局 鐘幼能 03-5622183 03-5629782 新竹市南大路 402 號 

法瑪士藥局 江金衛 03-5152255 03-5152255 新竹市鐵道路二段 8 號 

大家藥局 陳彩鳳 03-5234035   新竹市武昌街 6 號 

安安大藥局 彭逸青 03-5772655 03-5785676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169 號 

益元藥局 林萬益 03-5223803 03-5260270 新竹市勝利路 190 號 

和美藥局 黃明珠 03-5248291 03-5615849 新竹市明湖路 151 號 

長青藥局 蘇淑媛 03-5439673 03-5439673 新竹市民生路 145 號 

光復藥局 劉秀雄 03-5775365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130 號 

金松大藥局 鄧美華 03-5719019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10 號 

建德藥局 鄧秀雄 03-5232388   新竹市寶山路 19 號 



香山區香山區香山區香山區    

上光大藥局 翁逸奎 03-5182195 03-5182195 新竹市內湖路 45 號 

和樂藥局 陳仁伸 03-5303609   新竹市牛埔路 356 號 

億春藥局 周金聰 03-5382856   新竹市延平路 2 段 353 號 

 

注意事項: 

1、 檢收項目包含西藥、中藥、健康食品等。 

2、 檢收前請自行除去包裝(藥袋、藥瓶等) ，瓶罐請交由資源回收車即可。 

3、 請民眾自行處理液態藥劑。 

4、 針具請拿至各大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