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區     

佑全保健藥妝-六合店 07-285-8977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42 之 1 號 

苓雅區     

佑全保健藥妝-文橫店 07-331-6665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 2 號 

幸福藥局 07-536-8701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 167-3 號 

日都精品服飾名店 07-751-8628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 106 號 

台安藥局-高雄武廟店 07-722-8893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 133-1 號 

鼓山區     

藍玉藥局 07-583-7528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2002 號 

丁丁藥局-明誠店 07-552-0120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 465 號 

前鎮區     



施舒雅美容世界-太平洋 SOGO 高雄店 07-335-7343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 號 15F 

蒂兒雅 07-970-1889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你滋美得-高雄 SOGO 門市 07-335-9862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 號 B2 

丁丁藥局-民權店 07-965-0177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345 號 

野菜村-復興店 07-334-5248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145 號 

吉事圃 07-751-8442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282 號 

百宏藥局 07-338-6719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194 號 

廣泰藥局 07-716-2166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 56 號  

三民區     

丁丁藥局-大昌店 07-387-6235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87 號 

丁丁藥局-建工店 07-383-0841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568 號 

丁丁藥局-陽明店 07-385-4991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55 號 

仕康藥局-建興店 07-384-5050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222 號 

仕康藥局-中華店 07-215-3885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 283 號 



莊敬藥局 07-397-6079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28 號 

生命力天然有機食品世界 07-385-5050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 136 號 

台安藥局-高雄建工店 07-380-7521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99 號之 1 

楠梓區     

丁丁藥局-楠梓店 07-353-3743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 136 號 

丁丁藥局-右昌店 07-360-0707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 38 號 

新友藥局 07-365-3534 高雄市楠梓區萬昌街 111 號 

德民藥局 07-363-2926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911 號 

小港區     

丁丁藥局-宏平店 07-860-3388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85 號 

宗勳藥局 07-803-4600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 60 號 

統一有機健康生機超市 07-807-1954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 148 號 

左營區     

佑全保健藥妝-明誠藥局 07-558-3466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501 號 



你滋美得-漢神巨蛋門市 07-553-7182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B 棟 B1 

丁丁藥局-北高雄 07-345-3680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148 號 

麥藥局 07-581-4618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68 號 

藥王有機 07-359-9568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 280 號 

金元健保特約藥局 07-345-8378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 220 號 

大社區     

創美園 07-353-2156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455 號 

梓官區     

惠眾藥房 
07-610-1725 

07-610-4808 

高雄市梓官區禮蚵里光明路 50-52 號 

鳳山區     

佑全保健藥妝-青年店 07-780-1568 高雄巿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463 號 

丁丁藥局-自由店 07-710-1080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145 號 

丁丁藥局-新富店 07-715-6798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 95 號 



丁丁藥局-鳳林店 07-702-1877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 99 號 

長喜藥局 07-767-1007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 76 號 

中華藥局 07-746-8029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424 號 

綺儷美容坊 07-796-9688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一街 42 號 

林園區     

新朋友藥局 07-646-0588 高雄市林園區林東路 44 號 

再生藥局 07-641-2140 高雄市林園區福興街 82 號 

岡山區     

丁丁藥局-岡山店 07-625-6157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一號 

慶豐西藥房 07-621-2416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 133 號 

KK 圓夢生活館 07-629-7719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仁義路 16 號 

燕巢區     

尊繼泉西藥房 07-616-3939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村中民路 502 號 

仁武區     



丁丁藥局-仁武店 07-372-1896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 21 之 8 號 

辰婕國際 07-3723-011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 415 號 

鹽埕區     

無毒生活家園 07-561-2556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11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