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藥局名稱 行政區域 地址 電話

1 嘉益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0號 07-3110157

2 未來照護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108號1樓 07-3105356

3 人禾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24號 07-3215681

4 日星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惠德街38號 07-3845188

5 瑞鶴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25號 07-3862757

6 信彰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27號 07-3422376

7 上正藥師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憲政路255號 07-2223355

8 新高橋藥局天祥店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17號 07-3102683

9 新高橋藥局明誠店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492號 07-3107072

10 新高橋藥局澄清店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號1樓 07-3815186

11 愛橋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92.192-1號 07-3945146

12 河堤健保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107號 07-3108287

13 伍陸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94號 07-3890676

14 利安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45號 07-3965550

15 建元健保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83巷9號1樓 3927865

16 九如順天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巷18號 07-3220706

17 友泰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里中和街169號 07-3125236

18 德泰健保藥局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35-1號 07-3524296

19 上鼎藥局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23號 07-3531053

20 新高橋藥局大社店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77號1樓 07-3520061

21 中美藥師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18號 07-7030096

22 淑德健保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淑德新村1號3樓 07-7923556

23 杏合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270號1樓 07-702-3600

24 化春藥師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路37號 07-7037275

25 福民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08-1號 07-7816570

26 華思中西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22號1樓 07-7835567

27 義和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義合里義和路161號 6527206

28 德恩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義和路192號 6513778

29 永康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29號 7862821

30 福民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08-1號 07-7816570

31 德興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613號 07-7889329

32 億大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171號 07-8014958

33 崇安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高鳳路472號 07-7918618

34 小康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33號 07-8069122

35 豐隆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309號 07-8013538

36 甘林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福隆街128號 07-8020282

37 文祺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112號 07-8014066

38 大樹小港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75號 07-8068328

39 英祥連鎖藥局仁雄店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6-2號 07-3722509

40 日建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32號 07-3713497

41 奇美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40號 07-3757869

42 新高橋藥局八德中店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86.88.90號 07-3736437

43 新高橋藥局仁雄店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9號之3 07-3743243

44 星億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69號1樓 07-3712815

45 金正軒中西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村竹門巷36號 07-3727154

46 德昌藥局仁雄店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8-1號 07-3749166

47 興德昌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32號 07-375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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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悅登便利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樂街222號 3743582

49 德杏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0號 07-3735936

50 復元藥局 鳥松區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5號 07-7312979

51 陳西藥局 大樹區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60號 07-6515858

52 中興藥局 大樹區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49之1號 6523222

53 光輝藥局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南屏路230號 07-6671106

54 曾藥局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11號 07-6891030

55 中春藥局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77號
07-6893090

0988-270055
56 新高橋藥局裕誠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91號 07-5573857

57 新高橋藥局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8號 07-3100696

58 新高橋藥局河堤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4號1樓及B1 07-5582806

59 新高橋藥局博正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0號 07-5509810

60 新高橋藥局華夏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10號 07-3410915

61  新高橋藥局崇德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22號1樓 07-3460931

62 重愛藥局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930號1樓 07-3501870

63 育安健保藥局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39號 07-5508862

64 勁好健保藥局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26號1樓 07-5855767

65 文殊堂中西藥局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22號 07-6752176

66 立康健保藥師藥局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80號 07-6773353

67 立安藥局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村司馬路338號 07-6773067

68 長青連鎖藥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33號 07-6232566

69 鴻德大藥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84號 07-6262717

70 勵志藥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勵志二路38號 07-6230826

71 惠光西藥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47號 07-6212163

72 新朋友藥師連鎖藥局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東路44號 07-6460588

73 福安藥局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68號 07-6412456

74 弘寶藥局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鳳林路二段757-1號 07-6433159

75 慶德藥局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90號 07-6312256

76 惠聖中西藥局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14號 07-6312582

77 天德藥局阿蓮店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68.170號 07-6311566

78 德昌藥局阿蓮店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56號 07-6318868

79 捷康藥妝藥局 前金區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96號 07-2166099

80 吉昌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100號 07-3368782

81 健家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101號 07-3389986

82 順康健保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67號 5364438

83 未來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13號 07-5368855

84 大樹瑞福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號 07-7271170

85 人和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80之6號 07-7490883

86 英祥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19號 07-7522786

87 加和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3-7號 07-7219332

88 柏松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75號 07-7233858

89 一加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42號 07-7212748

90 合豐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70號1樓 07-2695657

91 中美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8號 07-7151149

92 新良安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6號 07-3386980

93 復安堂藥局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廣澤路2號 07-61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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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和德藥局梓官店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33號 07-6191008

95 連作藥局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203-1號 07-2154716

96 崇信藥局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號 07-2810205

97 美麗島台安藥局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地下2樓 07-2365490

98 建佑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91.193號 07-3626893

99 世詠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38號 07-3539869

100 新高橋藥局土庫店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68號 07-3535458

101 新高橋藥局軍校店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82號 07-5224680

102 新高橋藥局德賢店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1號 07-3361348

103 元春中西藥師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37號 07-3605656 

104 三碩士中西健保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139號 07-3511148

105 成吉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74號 07-3513339

106 永昌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81號 07-6964321

107 天德藥局路竹店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26-2號 07-6975656

108 大易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221號 07-6952371

109 固德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里金平路312號 07-6978641

110 金德昌藥師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90-6號 07-6978143

111 弘興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8之11號 07-5612677

112 崧柏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43號 07-5542027

113 新美館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2號1樓 07-5522006

114 新高橋藥局裕明店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0號 07-5224680

115 新高橋藥局美東二店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7號 935821984

116 新高橋藥局華榮店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87號1樓 07-5534727

117 明倫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50號1樓 07-5520736

118 聯合藥師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0號1樓 07-5500558

119 藍玉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2002号 07-5837528

120 錦昌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4號 07-6613129

121 良安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53號 07-6617532

122 天天美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92號 07-6622565

123 賜安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號 07-6612057

124 瑞康藥師藥局 旗津區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597號 07-5718985

125 康富藥師藥局 旗津區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街220號 07-5710567

126 新富丁丁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95號 07-7156198

127 國群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21號 07-7905898

128 長英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267號 07-7670117

129 真健康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55號 07-8232828

130 科健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46-5號 07-7777868

131 鳳林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66號 07-7830767

132 育英藥局文德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路29號 07-7777059

133 北京藥局(中崙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四路16號 07-7550655

134 北京藥局(鳳山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42-1號 07-7117100

135 北京藥局(文山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7號 07-7676766

136 光田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95號 07-7460773

137 新高橋藥局文龍東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10號 07-5534727

138 新高橋藥局青年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89號1樓 07-5534727

139 新高橋藥局新富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28號 07-7652243

140 見康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578號1樓 07-753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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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南億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74號 07-7105010

142 健生大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82號 07-7131028

143 菩提大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1號 07-7903323

144 福德中西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北路36-1號 07-7465530

145 肉豆公藥局南榮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南榮路169號 07-7278385

146 強生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75號 7468179

147 寶輝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99之1號 8314925

148 建明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122號 7668550

149 鳳山服安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80號 7406330

150 福特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73-4號 07-7463533

151 鳳山啄木鳥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336號 07-7162314

152 新怡安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512號 07-7633565

153 順和藥局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5號 07-6118688

154 禾安藥局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00號1樓 07-6108870

155 欣德昌藥局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46-1號 07-6177777

156 南安藥局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樂安路53之1號 6191802

157 立達藥局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西路259之2號 6179277

158 瑞華藥局 鹽埕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51號 07-5614679

159 昌龍藥局 燕巢區 高雄市燕巢區瓊興路381巷10號 6166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