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藥局名稱 電話

1 德生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３２９號 03-8322676

2 東大藥局 花蓮市 富吉路4號 03-8463231

3 保康藥局 花蓮市 建國路二段340號 03-8579760

4 郭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９５之３號 03-8230761

5 吉康藥局 花蓮市 中正路360號 03-8331208

6 博愛藥局 花蓮市 南京街２７６號 03-8323335

7 奧爾思藥局 花蓮市 博愛街２１５號 03-8325573

8 康馨藥局 花蓮市 鎮國街１３號 03-8325988

9 晉嘉藥局 花蓮市 明禮路71之8號 03-8347329

10 華康藥局 花蓮市 建國路１９６ 03-8328366

11 信康藥局 花蓮市 中華路295號 03-8320358

12 林森藥局 花蓮市 林森路309之1號地下一樓 03-8336321

13 金英寶藥局 花蓮市 國富十街９８號１樓 03-8569596

14 維格藥局 花蓮市 富國路４８號 03-8562335

15 富康大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７３－２號一樓 03-8227396

16 惠好藥局 花蓮市 國聯四路77號 03-8338911

17 祥康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87-2號 03-8230595

18 活泉藥局 花蓮市 中正路176號 03-8316633

19 慈田藥局 花蓮市 中華路188號 03-8316889

20 益康大藥局 花蓮市 國富里富國路146號1樓 03-8564099

21 千登健保藥局 花蓮市 中央路三段653號1-2樓 03-8571950

22 全心藥局 花蓮市 永興路1號 03-8223488

23 宇康藥局 花蓮市 中華路397號 03-8357790

24 達榮藥局 花蓮市 中福路194號 03-8316020

25 小甜甜藥局 花蓮市 林森路258-2號1樓 03-8355562

26 國泰藥局 花蓮市 中華路459-1號 03-8530959

27 金喜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733號 03-8466829

28 富強健康藥局 花蓮市 國裕里22鄰富強路128號 03-8571839

29 藍天藥局 花蓮市 林森路421號 03-8328152

30 華安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77-1號 03-8262553

31 北國泰藥局 花蓮市 府前路578號 03-8236256

32 佑全花蓮中山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326號1、2樓 03-8360199

33 柏陞藥局 花蓮市 和平路498號 03-8315339

34 佳成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63之2號 03-8336171

35 遠東藥局 花蓮市 國聯三路28號1樓 03-8350019

36 健安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５３７號 03-83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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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花蓮丁丁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553號 03-8360312

38 新希望藥局 花蓮市 富國路10-3號 03-8574450

39 安安藥局 花蓮市 中山路142-8號 03-8334514

40 邱藥局 花蓮市 忠孝街４８號 03-8324573

41 永昇藥局 花蓮市 化道路２１２之１號 03-8225887

42 易生藥局 花蓮市 中正路４４３號 03-8322927

43 祥悅藥局 花蓮市 和平路５４９號 03-8323808

44 康復藥局 花蓮市 中和街二○一號 03-8323658、03-8360574

45 惠生藥局 花蓮市 新港街47號 03-8336836

46 和信藥局 花蓮市 中福路１３３號 03-8330916

47 博文藥局 花蓮市 光復街22號 03-8345657

48 三光藥局 花蓮市 中華路251-3號1樓 03-8333605

49 人仁藥局 花蓮市 博愛街184-1號 03-8332267、8332022

50 安邦健康藥局 花蓮市 中美路63-3號 03-8341177

51 承祐藥局 花蓮市 建國路266號 03-8338261

52 幸福花蓮藥局 花蓮市 中正路179號 03-8362363

53 中正藥局 花蓮市 中正路298號 03-8346990

54 佳安藥局 新城鄉 北埔村北埔路50號 03-8261608

55 麗康藥局 新城鄉 北埔路１２７號 03-8262836

56 黃藥局 新城鄉 北埔路２０３號 03-8267211

57 富一藥局 吉安鄉 中華路二段２０１號 03-8531432

58 永和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一段145號 03-8573247

59 仁里藥局 吉安鄉 中正路一段１６３號 03-8512569

60 小叮噹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一段６３號１樓 03-8576886

61 荃安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二段277–1號 03-8579317

62 甜膠囊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二段223之1號 03-8460699

63 洄瀾藥局 吉安鄉 中山路三段279號 03-8525217

64 和安藥局 吉安鄉 永安村吉安路一段32號 03-8570032

65 宜康藥局 吉安鄉 中華路二段134號 03-8512980

66 明德藥局 吉安鄉 中山路二段171號 03-8513102

67 仁愛藥局 吉安鄉 慶豐村中山路三段280號 03-8511635

68 花蓮建國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一段137-1號 03-8461699

69 吉安丁丁藥局 吉安鄉 中華路二段11號 03-8536772

70 上善藥局 吉安鄉 吉安路二段39號 03-8535618

71 享寧藥局 吉安鄉 中正路一段2號1樓 03-8526532

72 安康藥局 吉安鄉 中山路三段384號 03-851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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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祥安藥局 吉安鄉 吉興路一段８９號 03-8549719

74 永安藥局 吉安鄉 吉安路二段134號 03-8547952

75 安欣藥局 吉安鄉 建國路一段79號 03-8563186

76 宜美藥局 吉安鄉 中山路二段1號 03-8524680

77 東崋藥局 壽豐鄉 志學村中山路三段20號 03-8662255

78 益昌藥局 壽豐鄉 壽豐村中山路5段113號 03-8653718

79 志成藥局 壽豐鄉 中正路３７號 03-8661303

80 禾豐藥局 壽豐鄉 豐山村中山路237號 03-8652068

81 壽豐藥局 壽豐鄉 壽豐路二段74號 03-8650872

82 家恩藥局 鳳林鎮 鳳仁里中和路２００號之１ 03-8760469

83 安康鳳林藥局 鳳林鎮 仁愛街10號1樓 03-8762227

84 人和藥局 鳳林鎮 中正路二段２００號 03-8762712

85 平安藥局 光復鄉 忠孝路98號 03-8700765

86 快樂藥局 光復鄉 中正路一段59號 03-8700668

87 菩濟藥局 光復鄉 敦厚路６號 03-8705968

88 瑞安藥局 瑞穗鄉 中山路一段6號 03-8876616

89 立健藥局 瑞穗鄉 中華路92號 03-8870184

90 錦玉藥局 玉里鎮 民生街44巷31號 03-8880648

91 德興藥局 玉里鎮 中山路二段５８號 03-8889408

92 仁德藥局 玉里鎮 中華路１４０號 03-8882333

93 莊藥局 玉里鎮 中城里27鄰成功街95號 03-8882328

94 東玉藥局 玉里鎮 大同路45-2號 03-8884617

95 仁仁藥局 玉里鎮 光復路１５２號 03-8886566

96 里安藥局 玉里鎮 復興街30號 03-8883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