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醫院名稱 地址 電話

欄1 欄2 欄3 欄4 欄5

1 中正區 維德醫院 調和街210號 02‐24696688

2 中正區 新昆明醫院 中正路30號 02‐24268106

3 中正區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隆民

眾診療服務處
正榮街100號 02‐24633330

4 暖暖區

醫療財團法人臺灣區煤

礦業基金會臺灣礦工醫

院

源遠路29號 02‐24579101

5 安樂區 南光神經精神科醫院 基金一路91號 02‐24310023

6 安樂區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

長庚紀念醫院
麥金路222號 02‐24313131

7 信義區 基隆市立醫院 東信路282號 02‐24652141

8 信義區 衛生福利部基隆醫院 信二路268號 02‐24292525

區域 藥局名稱 地址 電話

欄1 欄2 欄3 欄4 欄5

1 中正區 義一啄木鳥藥局 義一路111號1樓 02‐24271456

2 中正區 艾美藥局 義二路69號1樓 02‐24282609

3 中正區 源昌藥局 北寧路384號1樓 02‐24691686

4 中正區 良安藥局 義一路35號1樓 02‐24248306

5 中正區 海大藥局 新豐街255號1樓 02‐24699222

6 中正區 永好藥局 北寧路315號1樓 02‐24697639

7 中正區 家康大藥局 義一路72號1樓 02‐24212412

8 中正區 和平大藥局 中正路750號 02‐24628151

9 中正區 承泰藥局 新豐街442號 02‐24601316

10 中正區 隆德藥局 中正路298號 02‐24627282

11 中正區 葆安藥局 義二路163號 02‐24239360

12 中正區 俊德藥局 中船路20號1樓 02‐24281398

13 中正區 黃健安藥局 中船路44

14 中正區 老長生藥局 義二路192號 02‐24222266

15 中正區 泰豐藥局 祥豐街96號 02‐24628603

16 中正區 永盛藥局 祥豐街29號 02‐24627360

17 中正區 順泰藥局 祥豐街190號 02‐24622616

18 中正區 喬寶藥局 義二路66號1樓 02‐24202827

19 中正區 八斗子東亞藥局 北寧路378號1樓 02‐24698829

20 中正區 大學藥局 中正路730號1樓 02‐24623101

21 七堵區 長樂藥局 明德一路154號1樓 02‐24554488

22 七堵區 鴻辰藥局 百三街42號 02‐24514485

23 七堵區 雅登藥局 福二街200號1樓 02‐24513213

24 七堵區 正明藥局 南興路10號一樓 02‐24563378

25 七堵區 得安藥局 百三街31巷1號 02‐24521485

26 七堵區 蘋果藥局 明德一路135 02‐24553308

27 七堵區 合康藥局 開元路85號1樓 02‐24555473

28 七堵區 康蘋藥局 開元路59之2號2樓 02‐24558150

29 七堵區 國泰藥局 百三街83號 02‐245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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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七堵區 金標藥局 明德一路178號 02‐24560343

31 七堵區 鴻霖藥局 永富路61號 02‐24557219

32 七堵區 北安藥局 福二街135號 02‐24514008

33 七堵區 東翰藥局 南興路1號 02‐24568525

34 七堵區 合豐藥局 明德一路173號 02‐24561378

35 七堵區 民安藥局 百五街4號 02‐24514938

36 七堵區 柏仁藥局 百二街22號 02‐24512216

37 七堵區 大福藥局 福二街128號 02‐24513586

38 暖暖區 安安藥局 源遠路168號

39 暖暖區 碇內東亞藥師藥局 源遠路319號1樓 02‐24590033

40 暖暖區 陸藥師藥局 源遠路191號1樓 02‐24575667

41 暖暖區 家宏藥局 源遠路281之2號1樓 02‐24595982

42 暖暖區 柏林藥局 暖暖街246巷169號1樓 02‐24592277

43 暖暖區 東方藥局 暖暖街153號1樓 02‐24574171

44 暖暖區 安康藥局 源遠路231號2樓 02‐24595826

45 暖暖區 杏福藥局 暖暖街178號 02‐24572427

46 暖暖區 陸記藥局 源遠路241號 02‐24576712

47 暖暖區 欣華藥局 源遠路197號 02‐24576741

48 仁愛區 揚明藥局 孝二路74號之2 02‐24282153、0918‐903962

49 仁愛區 天康大藥局 南榮路149 02‐77091122

50 仁愛區 全昱藥局 仁二路113號 02‐24241522

51 仁愛區 長安藥師藥局 劉銘傳路10號 02‐24223826

52 仁愛區 魏藥局 仁三路22號1樓 02‐24288423

53 仁愛區 佑聖藥局 仁三路92號 02‐24201762

54 仁愛區 泰春藥局 獅球路13‐1號 02‐24655899

55 仁愛區 捷登藥局 孝三路92號 02‐24237888

56 仁愛區 聯安藥局 仁二路251號2樓 02‐24288809

57 仁愛區 東京藥局 仁四路15號1樓 02‐24214138

58 仁愛區 佑昌藥局 南榮路17號 02‐24293309

59 仁愛區 順安藥局 仁二路84號1樓 02‐24213381

60 仁愛區 何房藥局 忠三路81號 02‐24222978

61 仁愛區 光華藥局 成功一路129號1樓

62 仁愛區 婕登藥局 愛三路3號1、2樓 02‐24222582

63 仁愛區 第一藥局 愛三路120號3樓 02‐24292288

64 仁愛區 大田大藥局 仁二路5號 02‐24258762

65 仁愛區 環宇藥局 忠三路20號 02‐24225071

66 仁愛區 回春藥局 仁五路43號 02‐24224728

67 仁愛區 仁生藥局 仁三路2號 02‐24224936

68 仁愛區 理明藥局 愛九路7號 02‐24285094

69 仁愛區 永信藥局 愛一路12號 02‐24281248

70 仁愛區 賢杰藥局 愛一路9之1號

71 仁愛區 安一藥局 華三街43號

72 仁愛區 中一藥局 忠一路4號 02‐24225629

73 仁愛區 祥新藥局 忠一路20號1樓 0931‐171195

74 中山區 外木山藥局 復興路328‐5號 02‐24373636

75 中山區 仁登藥局 復興路122號 02‐24375789

76 中山區 親親藥局 復興路181號 02‐24378323



77 中山區 聖鑫藥局 復興路123號 02‐24378911

78 中山區 大慶大藥局 中和路168巷3弄20號 02‐24378640

79 中山區 錦泰藥局 中山二路43號 02‐24228523

80 中山區 隆泰藥局 西定路12號 02‐24225889

81 中山區 安德藥局 中和路168巷12弄23號1樓 02‐24366462

82 中山區 宏昌藥局 西定路279號 02‐24220702

83 中山區 中山藥局 中山二路45號 02‐24269996

84 中山區 日星藥局 安一路25號 02‐24222090

85 中山區 順豐藥局 中華路4號 02‐24222918

86 中山區 吉安藥局 安一路32號 02‐24260229

87 中山區 遠東藥局 通仁街6號 02‐24234952

88 中山區 民和藥局 西定路441號 02‐24241304

89 安樂區 高登藥局 基金一路174號 02‐34010598

90 安樂區 羅森堡藥局 安和一街2巷22號 02‐24319869、0935‐593676

91 安樂區 立登藥局 麥金路197號1樓 02‐24334477

92 安樂區 康美藥局 基金一路135巷46號1樓 02‐34012988

93 安樂區 頂康藥局 基金一路133之6號1樓 02‐24317135

94 安樂區 良傑藥局 基金一路131之19號 02‐24334362

95 安樂區 青樺藥局 安樂路二段177號 02‐24325410

96 安樂區 長春藥局 基金一路174號之16 02‐24344550

97 安樂區 宏仁藥局 安樂路二段130號 02‐24321739

98 安樂區 祐寧藥局 樂利三街102號 02‐24229969

99 安樂區 惠康藥局 安樂路二段135號 02‐24316022

100 安樂區 濟生藥局 基金三路82之2號 02‐24310884

101 安樂區 福泰藥局 麥金路433號 02‐24311631

102 安樂區 宏基藥局 武嶺街64號1樓 02‐2431‐9498

103 信義區 小不點健保藥局 深溪路126號1樓 02‐24683985

104 信義區 深美藥局 深澳坑路1之57號 02‐24685728

105 信義區 家安藥師藥局 信二路257、259號1樓 02‐24223917

106 信義區 元登藥局 深溪路149號1樓 02‐24663826

107 信義區 祐康藥局 信一路115號1樓 02‐24279521

108 信義區 永霖藥局 東信路67號 02‐24664331、02‐24680858

109 信義區 志新藥局 教孝街8號 02‐24666969

110 信義區 優生藥局 東信路102號 02‐24655963

111 信義區 正億藥局 東明路101號 02‐24650273

112 信義區 信安藥局 信二路99號 02‐24238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