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陳情檢舉中藥疑似重金屬超標之處理流程 

 

 

詢問民眾食用之中藥來源? 

是否有自費中藥材? 
一、歷年來政府皆有針對 GMP 藥

廠生產之中藥製劑及中藥材

進行抽驗，GMP 藥廠生產之

中藥製劑重金屬檢驗結果幾

乎都合格，中藥材檢驗重金

屬不合格的機率也很低，只

要是合格藥房或醫療機構取

得的藥品，請民眾安心使用，

不必過度擔心。 

二、若是仍擔心，建議先行就醫由

醫生評估。 

三、若有疑慮，可自費送驗：(1)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臺

中)04-23598819 (2)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臺

中)04-23591515。 

盛唐、九褔、康然中醫診所 其他來源 

一、109/8/6 前如曾服用盛

唐及九褔兩家中醫診所

或 8/12 前曾服用康然

中醫診所自費處方中藥

有健康疑慮者，切勿恐

慌，請速至本市 9 家醫

院就診；有自費中藥檢

驗需求之民眾，可準備

下列資料，申請重金屬

檢驗，如下: 

(一)備妥足夠檢驗數量中

藥之完整包裝（至少

30 克、30 粒或藥粉包

15 包）。 

(二)攜帶身分證、印章、購

買憑證（如藥袋、收據、

掛號單等）。 

二、申請檢驗：請至臺中市

食品藥物安全處（西區

民權路 105 號 4 樓）藥

政醫粧組申請，如有相

關 問 題 可 電 洽 04-

22220655。 

同右框說

明內容 

有 無 



本市可提供重金屬檢驗門診及治療之醫院名單 

醫院名稱 門診科別 諮詢電話 

臺中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04)2374-135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毒物科 (04)2205 - 2121 分機 720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業醫學科 

腎臟內科 
(04)2471-9292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家庭醫學科 (04)2229-4411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腎臟科 (04)2463-2000 分機 55107 

澄清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04)2463-2000 分機 66178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

綜合醫院 
一般內科 (04)2686-2288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腎臟科 (04)2658-1919 分機 4502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家庭醫學科/ 

腎臟科 

沙鹿院區:                                                

(04)2662-5111 分機 3227(家

庭醫學科)、3212(腎臟科)                                              

大甲院區:                                                      

(04)2688-5599 分機 5242(家

庭醫學科)、5222(腎臟科) 

 

 

 

 

 

 

 



可提供中藥重金屬檢驗之認證實驗室名單 

序號 檢驗項目 認證實驗室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1 

總重金屬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4)2358-2525 40754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6 路 41 號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2 

總重金屬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2)2698-1299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13 樓之 7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04)2299-3063 

40462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12 號

7F-2 

3 

總重金屬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2)2299-3939 
24886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區五工路

134 號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04)2359-1515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十四路 9 號 

4 

總重金屬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 

(02)6602-2888 
11492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23 號 8

樓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04)2359-8819 

40768 西屯區工業區 38 路 185 之 1 號

1 樓 

5 

總重金屬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

公司 
(02)2298-1887 

24890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產業區五工五

路 21 號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6 

總重金屬 
 騰德姆斯技術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02)2172-7000 
10544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758

號 8 樓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04)2369-6060 

4075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60

號 15 樓-5 

7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大仁科技大學  (08)7624-002 907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8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環虹錕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7)8152-100 
806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8 號 7

樓之 1 

(04)2359-5758 407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十三路 2-1 號 

9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

嘉南藥理大學 
(06)2664-911 

717 台南市仁德區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

一段 60 號 

10 
重金屬(砷、鉛、鎘、

汞、銅) 

捷生國際標準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06)2795-278 

717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 428 巷

65 號 

11 總重金屬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

限公司 
(03)4909-682 

32050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六段 436

號 

12 總重金屬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

技術發展中心 
 (02)6625-1166 24886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9 號 7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