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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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坤鎮
2 新聖祥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93號 07-3136266 陳詠清 吳昀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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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禾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24號 07-3215681 湯金獅

5 日星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惠德街38號 07-3845188 張幼綿

6 瑞鶴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25號 07-3862757 洪淑華

7 信彰藥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27號 07-3422376 楊延昌

8 億大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171 號 07-8014958 吳清祥
9 崇安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高鳳路472號 07-7918618 吳瑞菊

10 小康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33號 07-8069122 柯怡妏

11 豐隆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309號 07-8013538 張順良

12 甘林藥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福隆街128號 07-8020282 劉忠和

13 新高橋藥局華夏店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10號 �07-3410915 曾心渝
14 吉昌藥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100號 07-3368782 王曉蓮

15 人和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80之6號 07-7490883 孫麗珍 羅國暐

16 英祥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19號 07-7522786 杜仿裕 羅旭峯

17 加和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3-7號 07-7219332 劉耀斌
18 柏松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75號 07-7233858 黃榮貴

19 杏合藥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16號 07-7268966 何碧雲
20 建佑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91.193號 07-3626893 徐偉捷

21 世詠藥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38號 07-3539869 陳增蓮

22 弘興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8之11號 07-5612677 黃芬民
23 崧柏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43號 07-5542027 張盈棠

24 新美館藥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2號1樓 07-5522006 張佳慧
25 新富丁丁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95號 07-7156198 廖振廷

26 健悅生活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51-3號 07-7450280 熊俶櫻

27 國群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21號 07-7905898 王怜臻

28 長英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一段267號 07-7670117 陳聰輝
29 真健康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55號 07-8232828 鄧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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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鳳林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66號 07-7830767 蔡明聰
32 育英藥局文德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路29號 07-7777059 蔡貴英

33 北京藥局(中崙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四路16號 07-7550655 黃丨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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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郁婷

35 北京藥局(文山店)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高青年路二段367號 07-7676766 郭虹莉

36 光田藥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95號 07-7460773 吳文嘉
37 瑞華藥局 鹽埕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51號 �07-5614679 陳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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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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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上鼎藥局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23號 07-3531053 許樂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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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錦靜

42 日建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32號 07-3713497 黃樹楠 李昀珊

43 奇美藥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40號 07-3757869 沈純如

44 中美藥師藥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18號 07-7030096 張梅蘭 江慶豐

45 光輝藥局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南屏路230號 07-6671106 王輝上
46 文殊堂中西藥局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22號 07-6752176 蔡美芳

47 曾藥局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11號 07-6891030 曾金課
48 立康健保藥師藥局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80號 07-6773353 林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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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鴻德大藥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84號 07-6262717 黃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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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慶德藥局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90號 07-6312256 葉慶鴻
52 惠聖中西藥局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14號 07-6312582 陳人毓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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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容

54 福安藥局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68號 07-6412456 林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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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復安堂藥局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港十街23號 07-6101752 戴玫芬

57 永昌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81號 07-6964321 程文志

58 天德藥局路竹店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26-2號 07-6975656 吳愷寧
59 大易藥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221號 07-6952371 鄭明達

60 錦昌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4號 07-6613129 林錦良

61 良安藥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53號 07-6617532 許珠美

62 順和藥局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5號 07-6118688 吳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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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