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市 惠光藥局 南投縣南投巿復興路212號 049-2222633

弘昌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三興里南崗一路85號 049-2228902

愛馨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14巷15號 049-2206006

南投啄木鳥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12號 049-2241683

博仁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彰南路二段600–2號 049-2250889

健美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民權街98號 049-2207785

南投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南投村民族路286號 049-2222607

南投丁丁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南投里3鄰民族路254號 049-2245977

福倫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345號 049-2202918

宏嘉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崇文里彰南路一段1114號 049-2228073

惠昌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中山街246號 049-2234048

明安大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87、489號 049-2248922

和康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75－1號 049-2227008

廣元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龍泉里民族路227號 049-2222601

聖恩藥局 南投縣南投市營北里中正路236號1樓 049-2316366

草屯鎮 新慈仁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虎山路130號 049-2335426

草屯福倫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42號 049-2314218

萬壽堂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211號 049-2333570

建和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412號1樓 049-2353793

豐安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19號 049-2334412

新豐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32號 049-2565127

環球大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53號 049-2356485

東洋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93號 049-2336096

祥暘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822、824號 049-2323283

草屯啄木鳥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22號 049-2323560

康好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25號 049-2358838

草屯丁丁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179號 049-2330058

和平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和平街29號 049-2310085

易生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明正里芬草路一段153號 049-2323350

國聖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1段35號 049-2305685

虎山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489－1號 049-2371389

炎峰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732號 049-2380840

長頸鹿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782號 049-2318125

建林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復興路734號 049-2336449

百康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728巷34號 049-2362033

銘壽堂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62號 049-2322759

福安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93號 049-2333349

久長安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98號 049-2333256

健泰藥局 南投縣草屯鎮碧峰里碧山路1082號 049-233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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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鎮 德林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206號 049-2915293

大家好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2段262－1號 049-2995876

好安心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327號 049-2990377

埔里啄木鳥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467號 049-2914510

安欣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98號 04-2906620

欣欣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85號 049-2421931

大樹埔里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38號 049-2980805

黎明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62號 049-2990941

幸福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548號 049-2999800

品安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563號 049-2990050

埔里能安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66號 049-2986578

健豐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和四街3號 049-2423221

喜樂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和平東路415號 049-2999992

米宏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中正路531號 049-2989908

大善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東峰路19之1號 049-2930395

高品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00號 049-2421616

禾安康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19號1樓 049-2900219

宜康健保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61號 049-2904170

東風中西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309號 049-2903112

吉生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門里南昌街145號 049-2982966

光田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門里南榮路12號 049-2982830

新仁壽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門里南榮路13號1樓 049-2983210

集成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270號 049-2992837

久泰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324．326號 049-2980968

仁和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薰化里中山路三段97號 049-2985470

竹山鎮 林惠生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26之2號 049-2655376

華誠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75－8號 049-2633500

優適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大明路149–5號 049-2630355

竹山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中山里竹山路150之2號 049-2644930

氏林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中山里雲林路73號 049-2645829

新和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中正里茶園路38之1號 049-2642611

潘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下橫街26–11號 049-2645613

銘彥童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集山路三段827號 049-2642045

竹山福倫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集山路三段858號 049-2658518

國清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雲林路44–3號 049-2643860

宏明堂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橫街88號 049-2642202

天佑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竹圍里前山路一段58號 049-2647515

快安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集山路三段13號 049-2643048

皇英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林圯街27－1號 049-2654006

仁山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昭德街23號 049-2657720

集山啄木鳥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405號 049-2659287

宗穎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587號 049-2635379

耀聖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816－5號 049-2652267

仁惠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99號 049-2622158



竹山啄木鳥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1011號 049-2655345

維淇藥師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16－1號 049-2653689

慈仁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2號 049-2643924

明仁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8－2號 049-2659650

博愛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35號 049-2642748

早安藥局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41號 049-2651032

高良藥局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里同和巷67號 049-2701052

名間鄉 淵源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中正村南雅街131巷35號 049-2732597

惠松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234之1號 049-2581647

獻奇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村102號 049-2732678

人德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村員集路136號 049-2739317

豐源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員集路89號 049-2736201

召安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30之1號 049-2737976

宏春健康生活藥局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395號1樓 049-2228041

水里鄉 立特藥局 南投縣水里鄉中央村中正路68號 049-2775837

人人藥局 南投縣水里鄉中央村中正路78號 049-2770166

柔欣藥局 南投縣水里鄉北埔村中山路1段508號 049-2770199

杏仁藥局 南投縣水里鄉新城村民權路236號 049-2776008

仁愛鄉 永康藥局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84號 049-280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