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高齡友善藥局名單
編號 行政區
1

名稱

地址

電話

營業時間

三民區 人禾藥局(特約藥局)

三民區九如二路324號

07-3215681 09:30～24:00

三民區察哈爾二街63號

07-3229295 8:00~22:30

2

三民區 安成藥局(特約藥局）

3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澄清店(特約藥局三民區澄和路2號1樓

07-3815186 8:30~23:30

4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明誠店(特約藥局三民區明誠一路492號

07-3107072 8:30~23:30

5

三民區 愛橋藥局(特約藥局)

三民區陽明路192-1號

07-3945146 8:30~23:30

6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天祥店

三民區天祥一路117號

07-3102683 8:30~23:30

7

三民區 河堤健保藥局

三民區裕誠路107號

【週一~週六】9:00~12:30；
07-3108281 14:00~22:00
【週日】休息

8

三民區 杏安藥局(特約藥局)

三民區十全一路89號

07-3111606 8:30~22:30

9

三民區 建興達康美得藥局

三民區建興路208號1樓

07-2621026 【週一~週日】9:00~22:00

10

三民區 文安學藥局

三民區覺民路62號

07-3809400

親自送藥
到府服務

二代戒
菸藥局
★

◎

【週一~週六】9:30~21:30
【週日】休息

11

三民區 安安藥局(特約藥局)

三民區鼎和街32號

【週一~週五】9:00~13:00；
15:00~22:00
07-3420010
【週六】9:00~12:00
【星期六下午、週日】休息

12

三民區 利民藥局

三民區孝順街74號

07-3125436 【週一~週日】7:30~23:00

13

大社區 新高橋藥局大社店

大社區中山路343之1號

07-3520061 8:30~23:30

14

左營區 翔生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左營大路514號

07-5827329

【週一~週六】9:00~22:00
【週日】9:00~14:00，16:00~22:00

15

左營區 吉辰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左營大路41-1號

07-5815069

【週一~週六】9:00~22:30
【週日】9:00~22:00

16

左營區 A好藥局

左營區榮成一街26號

07-3422329 9:00~12:00，16:30~24:00

17

左營區 陽光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翠華路603號

◎

★

07-5888700 【週一~週日】8:00 ~ 22:00

◎

★

◎

★

18

左營區 人尚大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榮總路109號1樓

07-3100000 7:30~22:30

19

左營區 勁好健保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果峰街12巷26號1樓

07-5855767 8:00~21:00

20

左營區 重愛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文自路930號1樓

07-3501870 8:30~23:30

21

左營區 仁橋藥局

左營區華夏路1110號

07-3410915 8:30~23:30

22

左營區 新橋藥局

左營區裕誠路370號

07-5573857 8:30~23:30

23

左營區 康橋藥局

左營區華夏路622號

07-3460623 8:30~23:30

24

左營區 金橋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裕誠路144號

07-5582806 8:30~23:30

25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

左營區民族一路1028號

07-3100696 8:30~23:30

26

左營區 杏光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果峰街47巷1號

07-5837060 10:00-22:00

27

左營區 杏光自由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自由四路41號

28

左營區 正心藥師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左營大路473之2號

29

左營區 活力藥局

左營區自由三路353號

07-3504012 8:30~22:30

30

左營區 神農健保藥局(特約藥局)

左營區重和路117號

07-3418228

【週一~週六】9:00~22:00
【週日】休息

31

左營區 士凱藥局

左營區孟子路178號

07-3430257

【週一~週六】8:30~23:00
【週日】15：00-22：00

【週一~週六】9:00~13:00，
07-3454432 15:00~22:00
【週日】休息
【週一~週六】9:00~12:00，
07-5880386 13:30~21:00
【週日】休息

◎
◎

◎

★

高雄市高齡友善藥局名單
編號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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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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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金區 大衛藥局(特約藥局)

前金區中華三路188號

【週一~週五】8:30~21:00
07-2859958 【週六】星期六8:30~17:00
【週日】休息

33

前金區 中華藥局(特約藥局)

前金區中華四路363號

07-2712779

34

前鎮區 彥芳藥局(特約藥局)

前鎮區長江街65號1樓

07-3302007 8:30-22:30

35

前鎮區 吉昌藥局(特約藥局)

前鎮區正勤路100號

07-3368782 9:00~12:00，14:00~21:00

36

前鎮區 英明藥局

前鎮區英明一路55號

07-7615023 9:00~23:00

37

前鎮區 協和藥局(特約藥局)

前鎮區中華五路983號

07-5377769

38

前鎮區 活力旺藥局(特約藥局)

前鎮區瑞隆路240號

07-7270100 8:30~22:00

39

前鎮區 美德瑞隆藥局(特約藥局)

前鎮區 瑞隆路473號1樓

07-7224992 9:00~22:00

40

苓雅區 弘宗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武智街2號

07-7211088 8:00~23:00

41

苓雅區 中美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武廟路98號

07-7151149

【週一~週五】8:30~23:00
【週末】9:00~23:00

42

苓雅區 家慶藥局

苓雅區三多一路175號

07-7615428

【週一~週六】9:30~21:00
【週日】9:30~12:00

43

苓雅區 幸福藥師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青年一路167-3號

07-5368701 8:30~23:00

44

苓雅區 新良安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苓雅二路106號

07-3386980

45

苓雅區 明群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英明路54號

07-7254953 【週一~週六】9:00–22:00

46

苓雅區 柏松藥局(特約藥局)

苓雅區輔仁路175號

07-7119786

【週一~週六】8:30~22:00【週日】休
息

47

苓雅區 杏合藥局

苓雅區福德二路216號

07-7268966

【週一~週六】8:30~22:00【週日】休
息

48

新興區 元盛藥局(特約藥局)

新興區六合路153號

07-2228183

【週一~週五】7:00~23:00，
【週末】8:00~23:00

49

新興區 長青藥局(特約藥局)

新興區六合路114號

07-2229220 9:00~隔日1:00

50

楠梓區 元春中西藥師藥局

楠梓區和光街109巷63號

07-3605656 8:30~21:30

51

楠梓區 世詠藥局(特約藥局)

楠梓區楠都東街138號

07-3539869 8:30~22:00

52

楠梓區 新高橋藥局土庫店

楠梓區土庫路68號1樓

07-5520736 8:30~23:30

53

楠梓區 橋的藥局(特約藥局)

楠梓區軍校路882號

07-3643074 8:30~23:30

54

楠梓區 新高橋藥局德賢店

楠梓區德賢路191號

07-5224680 8:30~23:30

55

楠梓區 皇慶藥局(特約藥局)

楠梓區和光街191號

07-3643352 8:00~23:00

56

楠梓區 德賢藥師藥局(特約藥局)

楠梓區德賢路551號

07-3606056

親自送藥
到府服務

二代戒
菸藥局

【週一~週六】8:30~22:00
【週日】休息

【週一~週六】9:00~21:00
【週日】休息

★

★

★

【週一~週五】8:30~23:00
【假日】9:00~23:00

【週一~週五】9:00~18:30，休息
12:00~13: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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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楠梓區 進昇藥局(特約藥局)

高市楠梓區德賢路202號

58

楠梓區 建佑藥局(特約藥局)

高市楠梓區右昌街191.193號 07-3626893 8:00~23:00

59

路竹區 安麗兒藥局路竹店

路竹區大社路51號

07-6071699 8:30~22:30

60

鼓山區 弘興藥局(特約藥局)

鼓山區鼓山三路48-11號

07-5612677 8:00~22:30

61

鼓山區 明倫藥局

鼓山區明倫路150號1樓

07-5520736 8:30~23:30

62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特約藥局)

鼓山區裕誠路1680號

07-3225264 8:30~23:30

63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美東二店

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7號

07-5521007 8:30~23:30

64

鼓山區 崧柏藥局(特約藥局)

鼓山區華榮路543號

07-5542027 9:00-21:30

65

鳳山區 華美藥局(特約藥局)

鳳山區建國路三段161號

【週一~週五】8:00~12:00，
07-7452732 13:00~21:00【週六】8:00~12:00【週
日】休息

66

鳳山區 新高橋藥局青年店(特約藥局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89號

07-7676179 8:30~23:30

67

鳳山區 育英藥局文德店

07-7777059 中午12:00-22:30

註

鳳山區文德路29號

（1）提供免費分藥及切藥服務
（2）提供民眾可以電話預約分藥或切藥服務
（3）提供免費測量血壓服務
（4）提供免費藥物諮詢及用藥說明
（5）提供用藥安全或健康促進等衛教資訊之宣導
（6）其他高齡友善服務

二代戒
菸藥局

◎

★

07-3652334 8:00~23:00

高齡友善藥局服務項目如下
服務面

親自送藥
到府服務

設備面
（1）具備簡單座椅，提供高齡者等候、量血壓及藥
物諮 詢時使用
（2）設置老花眼鏡或放大鏡，供高齡者使用
（3）其他高齡友善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