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鄉鎮巿 藥局名稱 藥局地址 藥局電話

1 三星鄉 三星健保藥局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5段51號  03 -9895816

2 五結鄉 新安藥局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1段170號1樓  03 -9566377

3 五結鄉 平安藥局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中路2段23號  03 -9603265

4 五結鄉 五結健保藥局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二段437號  03 -9503200

5 五結鄉 松康藥局 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1段100號  03 -9602700

6 五結鄉 安心藥局 宜蘭縣五結鄉禮運路38－1號  03 -9551670

7 冬山鄉 康佑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132號  03 -9591994

8 冬山鄉 杏東藥師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218號1樓  03 -9591024

9 冬山鄉 威仁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219號  03 -9595351

10 冬山鄉 和康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351號1樓  03 -9680650

11 冬山鄉 佳恩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401號  03 -9586065

12 冬山鄉 樂心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502號 03 -9585950

13 冬山鄉 義成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二段373號1樓  03 -9588775

14 冬山鄉 合康藥局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213號  03 -9616457

15 壯圍鄉 心星藥局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路315號1樓  03 -9382258

16 宜蘭巿 熊賀大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3段26號  03 -9352950

17 宜蘭巿 綠洲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113號1樓  03 -9311800

18 宜蘭巿 佳音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59號1樓  03 -9362869

19 宜蘭巿 熊貓健保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69號1樓  03 -9331335

20 宜蘭巿 興南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78號  03 -931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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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宜蘭巿 振芳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79號  03 -9322369

22 宜蘭巿 中興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209號  03 -9369769

23 宜蘭巿 圓滿堂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48號  03 -9323413

24 宜蘭巿 博安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民族路418號  03 -9320866

25 宜蘭巿 健康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149號1樓、2樓  03 -9315088

26 宜蘭巿 東成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2段306號1樓  03 -9380353

27 宜蘭巿 健康家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2段428號  03 -9371516

28 宜蘭巿 大榮藥師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23號  03 -9387928

29 宜蘭巿 宜蘭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36號  03 -9365168

30 宜蘭巿 仁俊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87之1號  03 -9327778

31 宜蘭巿 微風藥師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2段46號  03 -9362880

32 宜蘭巿 鴻馨藥師健保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139號  03 -9333408

33 宜蘭巿 文化藥師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1段131號  03 -9332415

34 宜蘭巿 聖心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39號  03 -9357099

35 宜蘭巿 永安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61號  03 -9332039

36 宜蘭巿 中一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慈安路41－3號  03 -9385962

37 宜蘭巿 宜生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11號  03 -9327893

38 宜蘭巿 富康新民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13號  03 -9366060

39 宜蘭巿 華大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64號  03 -9356412

40 宜蘭巿 宜蘭啄木鳥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5段176號  03 -928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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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宜蘭巿 康泰藥局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77號  03 -9358715

42 南澳鄉 進昌健保藥局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2段383號  03 -9981011

43 頭城鎮 頭城藥局 宜蘭縣頭城鎮開蘭路134號  03 -9770618

44 礁溪鄉 三華藥局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202號  03 -9882857

45 礁溪鄉 樂多藥局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72號1樓  03 -9368600

46 羅東鎮 羅東啄木鳥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2段303號  03 -9604670

47 羅東鎮 家安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17號  03 -9550295

48 羅東鎮 元氣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97之2號  03 -9541075

49 羅東鎮 民生健保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53號1樓  03 -9562354

50 羅東鎮 樺生藥師連鎖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37號  03 -9543432

51 羅東鎮 倉前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57號1樓  03 -9571336

52 羅東鎮 康民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48號  03 -9576036

53 羅東鎮 潤康社區健保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67之2號1樓  03 -9576271

54 羅東鎮 慈濟大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74之1號  03 -9551803

55 羅東鎮 大菖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88號1樓  03 -9559898

56 羅東鎮 哈哈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141號1樓  03 -9530258

57 羅東鎮 東安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487號  03 -9532277

58 羅東鎮 博善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和平路68號  03 -9577811

59 羅東鎮 和平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和平路85號1樓  03 -9564771

60 羅東鎮 源生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忠孝路89號 03 -956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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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羅東鎮 順昇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長春路60號  03 -9541655

62 羅東鎮 天一藥師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95號1樓  03 -9541160

63 羅東鎮 信隆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5號  03 -9544697

64 羅東鎮 晨安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40號  03 -9540633

65 羅東鎮 培英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2段113號1樓  03 -9558211

66 羅東鎮 康莊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康樂巷1號  03 -9553168

67 羅東鎮 長生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1段1號  03 -9553222

68 羅東鎮 上華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2段159號  03 -9557655

69 羅東鎮 宏安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2段225巷10號1樓  03 -9518696

70 羅東鎮 怡林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74號  03 -9541926

71 羅東鎮 正欣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28巷8號  03 -9556786

72 羅東鎮 成功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35號  03 -9577550

73 羅東鎮 公正藥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37、139號 03 -9560543

74 蘇澳鎮 南陽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段120號  03 -9965076

75 蘇澳鎮 宏一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段29號  03 -9962125

76 蘇澳鎮 正蘇西西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段47號  03 -9965380

77 蘇澳鎮 佑全蘇澳中山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231號  03 -9961063

78 蘇澳鎮 新豐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江夏路26號  03 -9962869

79 蘇澳鎮 皇超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華山路3號  03 -9951309

80 蘇澳鎮 熊野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里福德路418號  03 -990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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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蘇澳鎮 仁人健保藥局 宜蘭縣蘇澳鎮蘇港路365號  03 -997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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