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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 
 
香港仔 
醫生 鍾子超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52 1222 
地址 香港仔湖北街金豐大廈地下 B 舖  
醫生 麥漢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18 9000 
地址 香港仔大道 208 號裕輝商業中心地下 5 號  
醫生 黃考基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55 9679 
地址 香港仔湖北街 12 號裕景中心 501 室  
鴨脷洲 
醫生 余衛祖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18 3230 
地址 鴨脷洲海怡半島東商場地舖 60-61 號地下 

 
銅鑼灣 
醫生 鄭至東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77 5906 
地址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 1 號金百利 16 樓 1602 室  
醫生 鍾子超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52 9886 
地址 銅鑼灣渣甸街 5-19 號京華中心 11 樓 1101 室  
醫生 顧雲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02 3058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23 樓 2310A-2311A 室  
醫生 顧耀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1 0268 
地址 銅鑼灣怡和街 28-34 號恒生銅鑼灣大廈 22 樓  
醫生 李宏逸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295 0800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25 樓 2508 室  
醫生 吳鋆煒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91 9321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555 號東角中心 21 樓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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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柯華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90 1381 
地址 銅鑼灣渣甸街 5-19 號京華中心 13 樓 1308 室(銅鑼灣港鐵站 F 出口)  
醫生 薜倩芬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1 0268 
地址 銅鑼灣怡和街 28-34 號恒生銅鑼灣大廈 22 樓  
醫生 湯兆敏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73 8322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555 號東角中心 1816 室  
醫生 仁愛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91 7077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423 號嘉年華商業大廈 9 樓 AB 室  
中環 

醫生 陳楚英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30 3033 
地址 中環機場快線香港站 LEVEL I 8 號舖  
醫生 智賢中西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691 8622 
地址 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 M1 樓 M106 室  
醫生 林孝傑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69 16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1212 室  
醫生 林偉發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51 06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200 室  
醫生 吳允中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22 6991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7 號余道生行 208 室  
醫生 葉振利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17 9189 
地址 中環堅道 99 號豐樂閣 H 舖  
柴灣 
醫生 唐榮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58 8217 
地址 柴灣道 350 號樂軒臺地下 220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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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尼地城 
醫生 顏孔健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55 8860 
地址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28 號地下 B2 

 
醫生 王漢傑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18 4905 
地址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22 號地下  
北角 
醫生 蔡學勤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11 2208 
地址 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地下 C3 號舖  
醫生 馮啟祥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63 3007 
地址 北角英皇道 410 號新都城大廈 C 座 529 室  
醫生 顧巧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57 1652 
地址 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9 樓  
醫生 宏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66 6620 
地址 香港北角英皇道 257-273 號南方大廈地下 6 號鋪  
醫生 唐德倫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428 3299 
地址 北角電氣道 198 號宜協大廈地下 2C 舖  
醫生 黃榮煜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66 5931 
地址 香港北角渣華道 24 號建業大廈 1 樓 B 座  
醫生 余惠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7 3136 
地址 北角雲景道 33 號牛奶公司購物中心地下 1A 室  
薄扶林 
醫生 劉仲文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58 9523 
地址 薄扶林般咸道 78-88 號寧養台 C1 舖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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鰂魚涌 
醫生 鄭鍾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4 4606 
地址 鰂魚涌康怡廣場辦公大樓 6 樓 606 室  
醫生 葉玉鵬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60 0015 
地址 鰂魚涌康山道 1 號康怡商業中心 6 樓 602 室  
西灣河 
醫生 余偉南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6 2080 
地址 西灣河筲箕灣道 57-87 號太安樓地下 A71 鋪  
西營盤 
醫生 陳祖彥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57 2776 
地址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30-336 號新昇大廈地下 B 舖  
醫生 李啟富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49 4701 
地址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12 號鋪  
筲箕灣 
醫生 劉憲慶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13 0838 
地址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東商場二樓 203A 室  
醫生 梅麥惠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96 4111 
地址 筲箕灣愛秩序灣商場地下 42 號舖 (筲箕灣地鐵站 D2 出口)  
醫生 吳安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96 4111 
地址 筲箕灣愛秩序灣商場地下 42 號舖 (筲箕灣地鐵站 D2 出口)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72 1376 
地址 筲箕灣愛禮街 2 號愛蝶灣 38A 號地下  
灣仔 
醫生 陳偉文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91 4422 
地址 灣仔軒尼詩道 319C 號 1 字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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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鄭鐘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91 8895 
地址 灣仔柯布連道 1 號東興大廈 12 樓 A 座  
醫生 竺培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74 0088 
地址 灣仔柯布連道 3 號 B4 樓  
醫生 林思睿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98 8673 
地址 灣仔軒尼詩道 302-308 號集成中心 24 樓 2409 室 
 
醫生 黃喜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36 0233 
地址 灣仔道 115 號得利商業大廈 5 樓 E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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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 
 
長沙灣 

醫生 陳來興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8 2866 
地址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260 號永隆大廈地下 A 舖  
醫生 何志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6 2226 
地址 長沙灣青山道 252-256 號金球閣地下 B 舖  
醫生 洪偉賢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6 2226 
地址 長沙灣青山道 252-256 號金球閣地下 B 舖  
醫生 李穎媚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9 1738 
地址 長沙灣青山道 258 號地下  
醫生 宏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65 1460 
地址 九龍荔枝角道 833 號昇悅商場一樓 105A 舖  
醫生 惠賢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36 6200 
地址 長沙灣蘇屋村蘇屋商場 108 號鋪  
彩虹 

醫生 梁志宏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3 9988 
地址 九龍坪石邨鑽石樓 103-104 舖 

 
鑽石山 

醫生 柏宏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8 5302 
地址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116B 號鋪  
醫生 基督教五旬節聖潔會鳳德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6 2505 
地址 鑽石山鳳德村銀鳳樓 2 樓 247-254 室  
醫生 尹兆麟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1 3121 
地址 鑽石山龍蟠苑商場 202B 舖鑽石山站 A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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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 

醫生 葉穎心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11 7728 
地址 何文田窩打老道 61-63 號地下 B 舖  
紅磡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33 0332 
地址 九龍紅磡德民街黃埔新村地舖 30 號 B  
醫生 賴秀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64 7820 
地址 紅磡馬頭圍道 116-118 號置富商業大廈 F-1 地下紅磡商業中心對面及鶴園街口  
佐敦 

醫生 陳自適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32 3933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15 樓 1504 室  
醫生 馮浩泓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5 2666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01 號嘉賓大廈 712 室  
醫生 香港婦檢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55 4209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恒成大廈 3B 室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8 8600 
地址 九龍佐敦港鐵九龍站 L2 層 85 號鋪  
醫生 李運時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8 8132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35 號高怡醫務中心 16-17 樓  
醫生 梁乃業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8 7727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7 樓 713A 室  
醫生 廖顯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2 3939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1 樓 1103A 室  
醫生 羅志剛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1 1066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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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莫慶雄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5 5802 
地址 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8 樓 802 室  
醫生 石兆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0 6313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0 樓 1008 室  
醫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佐敦健康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3 7628 
地址 佐敦道 23 號新寶廣場 13 樓全層  
醫生 逸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1 0011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3 樓 1301 室  
醫生 黃峻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28 4989 
地址 九龍佐敦德興街 12 號興富中心 12 樓 1207-1208 室 (佐敦港鐵站 B1 或 E 出口)  
九龍城 

醫生 全家綜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3 0800 
地址 九龍城沐寧街 2 號啟德 1 號 (I) 5 號地舖  
醫生 林偉發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2 6789 
地址 九龍城侯王道 39-43 號地下  
醫生 梁浩照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14 8830 
地址 九龍城真善美村富寧街 17 號地下  
醫生 呂凱琪醫生 *8/11/2022 起停止應診*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2 6789 
地址 九龍城侯王道 39-43 號地下  
醫生 楊來正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16 6600 
地址 九龍城聯合道 70 號金城大廈地下  
觀塘 

醫生 區家駒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04 1231 
地址 九龍觀塘康寧道 15 號裕民大廈 5 樓 E/F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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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950 8105 
地址 觀塘翠屏道 3 號地下  
醫生 賽馬會和樂社區健康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44 3444 
地址 觀塘協和街和樂邨居安樓 26-33 號地下  
醫生 劉貴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9 8323 
地址 觀塘協和街 153 號 B 舖地下  
醫生 新都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15 8862 
地址 觀塘裕民坊商場 1 樓 102 號鋪(物華街入口)  
醫生 丁家柱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45 7003 
地址 九龍觀塘順利村商場三樓 P1 號  
藍田 

醫生 白普理廣田社區健康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40 3022 
地址 藍田廣田邨廣田商場 203 室  
醫生 盧兆發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7 6381 
地址 藍田興田邨 213 號舖  
醫生 曾慶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7 1556 
地址 藍田廣田邨商場 210 號舖  
醫生 韋楚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2 7118 
地址 藍田平田邨平田商場 219 號舖 

 
樂富 

醫生 陳禮文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38 0603 
地址 九龍樂富廣場三樓樂富醫務中心 3135 室  
醫生 范思遠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38 0603 
地址 九龍樂富廣場三樓樂富醫務中心 313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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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 

醫生 陳家寶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4 6845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28 號康祐大廈 1202 室  
醫生 陳溢明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48 1393 
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 171 號別樹一居地下 3B 地舖  
醫生 蔡學勤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7 7182 
地址 旺角西洋菜街北鉅成大廈 290-296 號地下 3A 舖  
醫生 家·診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11 2750 
地址 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17 樓全層  
醫生 許慧麗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0 313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77 號恒生旺角大廈 10 樓 1003 室  
醫生 關嘉美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0 3883 
地址 廣華街 42-56 號廣發商業大廈地下 3 號  
醫生 梁廣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6 0678 
地址 旺角亞皆老街 16 號旺角商業大廈 601 室  
醫生 戴耀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749 9851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77 號恆生旺角大廈 7 樓 703 室  
醫生 鄧文祥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2 6363 
地址 旺角山東街 47 號中僑商業大廈 17 樓 1701 室  
醫生 謝道賢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59 9918 
地址 九龍旺角廣華街 1 號仁安大廈地下 21A 舖  
醫生 徐志堅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4 5146 
地址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3 號先施大廈 13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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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董建文醫生 *24/9/2022 暫停應診*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56 1089 
地址 九龍旺角山東街 36 號 A1 地鋪  
醫生 尹德勛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2 207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011 室  
醫生 黃可用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0 8600 / 2771 368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208 室  
醫生 黃譽盛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5 5608 
地址 旺角登打士街 31 號同珍商業中心地下  
醫生 仁愛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61 388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78 號華僑商業中心 5 樓 C 室  
醫生 楊幸瑜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6 3011 
地址 旺角亞皆老街 16 號旺角商業大廈 501 室  
牛頭角 

醫生 林金滔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55 1662 
地址 九龍牛頭角道 77 號淘大商場四期 S192 號地舖  
醫生 劉修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98 0663 
地址 牛頭角道 15-19 號嘉和園地下 50 號舖 (近淘大商花園附近)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8 6103 
地址 九龍牛頭角上邨商場 6 號舖  
新蒲崗 

醫生 黃琛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5 0162 
地址 九龍新蒲崗彩虹道 82 號衍慶大廈一樓 B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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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醫生 周志超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0 8282 
地址 深水埗欽州街 56 號 B1 號地下  
醫生 郭炳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6 7789 
地址 深水埗元州街 162-188 號天悅廣場地下 A9 號舖  
醫生 盧佩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6 7776 
地址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39 號 A 地下嘉都大廈 (近石硤尾街)  
醫生 岑榮添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8 0232 
地址 深水埗大埔道 178 號南都大廈地下 2B  
醫生 杜偉雄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9 2785 
地址 深水埗元州街 298 號 D 地下  
醫生 黃兆倫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8 0232 
地址 深水埗大埔道 178 號南都大廈地下 2B  
石硤尾 

醫生 吳漢林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9 1323 
地址 石硤尾街 51 號地下  
醫生 黃志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79 9031 
地址 石硤尾邨第十九座商場平臺 228 號  
大角咀 

醫生 譚國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8 8825 
地址 大角咀大同新村大全街 13 號 B 地舖  
醫生 黃頌仁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611 5373 
地址 九龍大角咀埃華街 105A2 號地下  
醫生 楊志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98 8443 
地址 大角咀埃華街 70 號 C1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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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 

醫生 進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2 2233 
地址 土瓜灣道 78 號定安大廈地下 4 號鋪  
醫生 進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42 3366 
地址 土瓜灣馬頭涌道 56 號地下  
醫生 盧栢參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13 9688 
地址 土瓜灣馬頭圍道 350 號地下  
醫生 馬可蓂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63 5801 
地址 土瓜灣道 237A 號益豐大廈 B 座 7 號地下  
尖沙咀 

醫生 迎利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55 5038 
地址 加拿分道 18 號恆生尖沙咀大廈 15 樓 1507-08 室  
醫生 啟心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3 3387 
地址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00 號港晶中心 1 樓 1A 鋪  
醫生 馮偉正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23 5211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83 號柯士甸廣場 9 樓 902 室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17 7388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59 號幸運大廈地舖 2-3 號  
醫生 優越專業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1 6789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5 號余仁生大廈 12 樓  
醫生 蘇煒垣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3 7238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7 樓 1705 室  
醫生 曾炳涵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76 2052 
地址 尖沙咀中間道 5-6 號遠東大廈地下 24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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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王靖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2 7336 
地址 尖沙咀美麗華廣場 A 座 9 樓 912 室  
慈雲山 
醫生 周東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2 2872 
地址 九龍慈雲山鳳凰村銀鳳街地下 1B 舖 (環鳳街馬會對面)  
醫生 方永達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1 4141 
地址 九龍慈雲山毓華里華基樓 15 號地下  
醫生 馮錦盛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2 6789 
地址 慈雲山毓華街 58 號地下  
醫生 伍大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52 7878 
地址 慈雲山毓華街 42 號地下  
醫生 邱潔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2 6789 
地址 慈雲山毓華街 58 號地下  
黃大仙 
醫生 何志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0 8104 
地址 九龍黄大仙蒲崗村道 65 號富祐大廈商場 11 及 13 號地鋪  
醫生 洪偉賢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0 8104 
地址 九龍黄大仙蒲崗村道 65 號富祐大廈商場 11 及 13 號地鋪  
醫生 郭家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11 1251 
地址 黃大仙彩虹道 121 號啟德花園購物商場一樓 3-4 號鋪  
醫生 劉世豪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9 9022 
地址 黃大仙銀鳳街 1 號鳳凰村大廈地下 A 鋪  
醫生 伍詠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5 7017 
地址 黃大仙黃大仙中心 1 樓 107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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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譚志威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2 7070 
地址 黃大仙彩虹道 121 號啟德花園商場地下 7 號舖  
醫生 鄧權恩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8 8700 
地址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10 號翔盈里 6B 鋪  
醫生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22 8892 
地址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 121 號啟德花園 2 期地下 1 號舖  
醫生 邱國豪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82 5793 
地址 黃大仙東頭邨裕東樓 13 號地下  
油麻地 

醫生 519 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795 6738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19 號地鋪  
醫生 陳卓人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83 8733 
地址 油麻地碧街 38 號協群商業大廈 19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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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粉嶺 
醫生 陳選豪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5 9018 
地址 粉嶺花都廣場 27 號地舖  
醫生 周偉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7 0106 
地址 新界粉嶺百和路 88 號花都廣場 20 號地舖  
醫生 家庭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528 9111 
地址 粉嶺帝庭軒聯和墟 1 樓 22 號舖  
醫生 何啟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6 0371 
地址 粉嶺華明村華明商場 G30 室  
醫生 黃琛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36 6879 
地址 新界粉嶺嘉福邨商場一樓 110 號鋪  
醫生 盧國章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25 4663 
地址 粉嶺聯和墟帝廷軒商場一樓 22 舖  
醫生 保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26 8676 
地址 粉嶺和滿街 8 號帝庭軒商場一樓 24A 號鋪   
醫生 康健-基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9 7709 
地址 新界粉嶺名都商場 L2 52A-52B 舖  
醫生 謝寶貞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6 1616 
地址 粉嶺華明村華明商場 G30 室 

 
葵涌 

醫生 張月英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26 3668 
地址 梨木樹村第二座十號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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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張月英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276 0338 
地址 石蔭村石蔭商場 LG116 商店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87 3626 
地址 新界港鐵葵芳站 17 號舖  
醫生 黎英正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28 1155 
地址 葵芳涌興芳路 223 號新都會廣場第 2 座 22 樓 2205 室  
醫生 劉浩濂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89 8683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辦公大樓 2 座 13 樓 1309 室  
醫生 梁根培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25 8811 
地址 葵芳葵涌廣場 1 樓 B28 號舖(大家樂快餐店對面)  
醫生 巫錦銓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20 1607 
地址 新界葵涌葵興&#37032;興逸樓 2 號地下  
醫生 彭廣基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4 9290 
地址 葵涌和宜合道 50 號葵涌花園商場地下 5A  
醫生 路加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68 2012 
地址 葵涌葵富路 7-11 號葵涌廣場 2 樓 C50-53A, 05 號鋪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944 8478 
地址 葵涌葵盛東村葵盛東商場 110 號舖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446 9330 
地址 葵涌梨木樹邨商場 1 樓 120 號舖  
馬鞍山 
醫生 富輝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86 8488 
地址 馬鞍山富輝花園商場 1 樓 75 號 A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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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24 8265 
地址 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 103 號  
醫生 易振傑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31 1131 
地址 馬鞍山恒安村商業中心二樓 215 室  
醫生 袁煦照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37 2233 
地址 港鐵馬鞍山綫沙田圍站 13 號舖  
沙田 

醫生 張國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7 8803 
地址 沙田新城市中央廣場第一座 13 樓 1318 室  
醫生 周佐權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04 6020 
地址 沙田瑞禾閣瑞禾商場 1 樓 F14 號舖  
醫生 萃健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6 2571 
地址 沙田石門安群街 3 號京瑞廣場一期 2 樓 216 號舖  
醫生 劉漢剛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3 3699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3 號舖  
醫生 顏源發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7 8803 
地址 沙田新城市中央廣場第一座 13 樓 1318 室  
醫生 康健 - 韋予力醫生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60 5755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7 號舖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02 6160 
地址 沙田隆亨邨隆亨商場 105-106 號舖  
醫生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7 5212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D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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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48 8471 
地址 沙田博康邨商場 102 號鋪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360 2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6 號鋪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49 1601 
地址 沙田大涌路 20-30 號河畔花園地下商場 37 號  
醫生 袁錫璋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97 8803 
地址 沙田新城市中央廣場第一座 13 樓 1318 室  
醫生 袁錫璋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05 2831 
地址 沙田穗禾苑商埸一樓 15 室  
上水 

醫生 莊柏醫療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8 0888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 13 樓 1303A-1305 室  
醫生 基健綜合醫療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2 5800 
地址 上水龍琛路 20 號地下  
醫生 保康全科診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7 3688 
地址 寶石湖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4 號舖  
醫生 施釗界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52 6933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3 號龍豐花園商場 2 樓 3 號舖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0 0641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3 號龍豐花園地下 2 號舖  
醫生 謝寶貞醫生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69 1311 
地址 上水祥龍圍邨商場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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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醫生 陳炯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52 0126 
地址 大埔寶湖道 3 號寶湖花園商場 227B 號  
醫生 郭明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53 1777 
地址 大埔墟懷仁街 22 號地下  
醫生 林德洪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38 5977 
地址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 21 號舖  
醫生 李作烜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3 2832 
地址 大埔新興花園商場地下 40 號舖  
醫生 陸凱儀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9889 1388 
地址 大埔運頭街 61 號福安樓地下 11B 號鋪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38 1522 
地址 大埔新達廣場 L1 ,98 舖  
醫生 於群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56 2393 
地址 大埔懷仁街 19 號地下 

 
醫生 容世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61 1773 
地址 大埔富善邨商場 107 號舖 

 
大圍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03 2082 
地址 新界港鐵大圍站 3 號地舖  
天水圍 

醫生 趙志宏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86 3299 
地址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320 號舖  
醫生 周靜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8 7388 
地址 天水圍天湖路 1 號嘉湖山莊嘉湖新北江商場 1 樓 F7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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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何思翹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49 9425 
地址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一樓 5B 鋪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5 0282 
地址 天水圍天華路 33 及 39 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 地下 NG18 號舖  
醫生 葉文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7 3832 
地址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 G3 鋪  
醫生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56 9000 
地址 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1 樓 103 室  
醫生 劉振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49 9425 
地址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一樓 5B 鋪  
醫生 李雲龍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7 3832 
地址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 G3 鋪  
醫生 梅建棟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401 7122 
地址 天水圍天澤村天澤購物中心 318 號舖  
醫生 基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46 1119 
地址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 2 期一樓 F1 舖  
醫生 潔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749 9425 
地址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 A151 商舖  
將軍澳 

醫生 進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91 1066 
地址 將軍澳新都城第一期商場 221 號  
醫生 范穎芝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84 046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1 號將軍澳廣場 2 樓 2089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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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23 7782 
地址 九龍港鐵將軍澳站 9-10 號舖  
醫生 柳曄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409 5015 
地址 將軍澳調景嶺彩明苑彩明商場二期 304 號舖  
醫生 李敬歡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28 6856 
地址 將軍澳坑口新寶城商場 2 樓 110-111 號舖  
醫生 馬宜聰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06 3663 
地址 將軍澳寶琳站新都城一期 2 樓 222 號舖  
醫生 吳德亮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05 2038 
地址 新界將軍澳富寧花園商場 8C  
醫生 柯晨苒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06 2080 
地址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商場 217 B (恆生銀行側, 地鐵寶琳站)  
醫生 岑榮添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417 4179 
地址 將軍澳將軍澳中心商場一樓 B06A 號舖  
醫生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207 0090 
地址 將軍澳都會駅商場 2 樓 088 號舖  
青衣 

醫生 醫生爸爸家庭健康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5 7555 
地址 青衣清譽街青裕新村 7 號地下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887 8823 
地址 港鐵青衣站 44-45 號鋪  
醫生 嚴勵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5 7333 
地址 青衣涌美路 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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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醫生 陳聰寶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07 8707 
地址 荃灣眾安街 126 號地下  
醫生 陳旭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3 5392 
地址 荃灣荃灣中心商場 S14 號舖位  
醫生 鄭思豪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941 0094 
地址 新界荃灣大河道 77-89 號寶成大廈 4 號地舖  
醫生 周寶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09 1110 
地址 荃灣眾安街 26-40 號合眾大廈地下 2B 號舖  
醫生 恩澤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542 5086 
地址 荃灣德海街 18 號富利達中心地下 G1 鋪  
醫生 何耀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3 3123 
地址 荃威花園一期商場地下 4 號  
醫生 許一鳴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11 5399 
地址 荃灣青山道 144 號荃豐中心 1 樓 B9 室  
醫生 盈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8 2986 
地址 荃灣青山道 530-590 號麗城花園一期平台 3 號舖  
醫生 郭蘭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0 0010 
地址 荃灣大窩口道 1 號宏華大廈地下 E 鋪  
醫生 李卓邦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98 2619 
地址 荃灣石圍角邨石荷樓二樓 122 室  
醫生 路德圍綜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728 3811 
地址 荃灣路德圍荃興徑 10-18 號富榮大廈 7A 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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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柯慶全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06 8282 
地址 荃灣海濱花園平台 C120B 室  
醫生 陳澤彬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19 2618 
地址 荃灣西大河道 100 號海之戀商場 3 樓 3099 號鋪  
屯門 

醫生 劍橋聯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1 8896 
地址 屯門鄉事會路 113-115 號利源樓地下 3 號舖  
醫生 陳淑媺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9 2500 
地址 屯門屯隆街錦華商場地下 102A-103  
醫生 陳維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66 7272 
地址 屯門山景邨山景邨商場 2 號鋪  
醫生 莊雅怡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0 6622 
地址 屯門青山灣青山公路 385 號嘉喜利大廈地下 17 號舖(近置樂街市)  
醫生 天躍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6 0099 
地址 屯門寶田村寶田商場 102 號舖  
醫生 闞君鎖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56 1260 
地址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地下 3 號舖  
醫生 梁文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9 2332 
地址 屯門新墟明藝街 6-14 號安全樓地下 A 舖  
醫生 新都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5 9811 
地址 屯門良德街寶怡花園一樓 13 室  
醫生 新都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8 3213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14-2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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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基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04 1950 
地址 屯門鄉事會路 94-110 號康利中心地下 22 號舖  
醫生 進康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62 1199 
地址 屯門良德街 12 號海麗花園地下 3 號鋪  
醫生 鄧佩儀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8 3213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14-215 室  
醫生 康健 - 基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3156 1260 
地址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地下 3 號舖  
醫生 黃志浩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1 1112 
地址 屯門啟豐花園商場 1 樓 77 號舖  
醫生 黃小山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0 6622 
地址 屯門青山灣青山公路 385 號嘉喜利大廈地下 17 號舖(近置樂街市)  
醫生 黃玉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65 8122 
地址 屯門山景邨山景邨商場 219 號鋪  
醫生 楊兆文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18 5022 
地址 屯門湖翠路 138 號啟豐花園商場 1 樓 18 號舖  
醫生 源秉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50 4521 
地址 屯門青河坊麗寶大廈 60 號地下  
元朗 

醫生 劍橋聯合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5 7713 
地址 元朗又新街 37-57 號富佑閣地下 7 B2 號  
醫生 翟賜華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5 8988 
地址 元朗朗屏村石屏樓平台 M14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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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張子明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671 2959 
地址 元朗大棠道 61-65 號好景樓 B2 地舖  
醫生 劉煒強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2 0928 
地址 元朗康樂路 27 號嘉好樓地下 B4  
醫生 李善章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274 5198 
地址 元朗安寧路 51 號吉祥樓 A1 舖地下  
醫生 李志勇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2 1559 
地址 元朗阜財街 16 號宏豐大廈地下 5 號舖  
醫生 勞鐸聲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5 7383 
地址 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十三號  
醫生 譚俊浩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0 9778 
地址 元朗裕景坊 22A-30 號寶發大廈地下 13 號鋪  
醫生 鄧兆棠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7 3552 
地址 新界元朗康景街 1 號康寧樓 2 樓 A 室  
醫生 鄧善祥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8 8488 
地址 元朗安寧路 21 號 B  
醫生 王錦麟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7 1369 
地址 元朗教育路 38 號 A 豐興樓地下  
醫生 王裕民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75 2212 
地址 元朗裕景坊 11 號興發樓 2A 地舖  
醫生 王裕民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7 0606 
地址 元朗洪水橋德祥樓地下(廣東省銀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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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源秉佳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442 0750 
地址 元朗安寧路 63 號大利樓地下 E 舖                  
離島區 
 
赤鱲角 

醫生 陳楚英醫務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215 3288 
地址 香港赤鱲角富豪機場酒店商場 2 樓 205-206 號舖 

 
東涌 

醫生 鄭英偉醫生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967 1163 
地址 東涌健東路 1 號映灣園 27A 地鋪  
醫生 富樂醫療 - 映灣薈診所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967 1163 
地址 東涌健東路 1 號映灣園 27A 地鋪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普通科 

電話 2109 9396 
地址 東涌映灣薈商場地下 25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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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科 

醫生 蔡文俊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52 623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02-3 室  
醫生 紀寬樂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151 1452 
地址 中環畢打街 1-3 號中建大廈 303 室  
醫生 高國進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3611 2772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12 樓 1210 室  
醫生 江振昌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52 623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02-3 室  
醫生 林偉發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851 06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200 室  
醫生 李家輝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851 06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200 室  
醫生 李健棠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52 623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02-3 室  
醫生 梁世宙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52 623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02-3 室  
醫生 梁維峰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52 623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02-3 室  
醫生 梁永雄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219 9992 
地址 中環畢打街 1-3 號中建大廈 9 樓  
醫生 李健棠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10 8891 
地址 九龍彌敦道 238 號 7 樓 705-7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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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梁維峰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10 8891 
地址 九龍彌敦道 238 號 7 樓 705-707 室  
醫生 李楚山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117 168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佐敦地鐵站 C1 出口)  
醫生 林偉發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382 6789 
地址 九龍城侯王道 39-43 號地下  
醫生 李家輝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382 6789 
地址 九龍城侯王道 39-43 號地下  
醫生 羅君健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123 1060 
地址 九龍觀塘道 418 號創紀之城 5 期東亞銀行中心 16 樓 11B-12A 室  
醫生 梁世宙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123 1060 
地址 九龍觀塘道 418 號創紀之城 5 期東亞銀行中心 16 樓 11B-12A 室  
醫生 梁國輝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391 960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25-639 號雅蘭中心 1 期 1911 室  
醫生 謝繼發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310 0013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77 號恒生旺角大廈 13 樓 1303 室  
醫生 王思齊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87 02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8 樓 1825-27 室  
醫生 袁銳標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396 482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829 室  
醫生 蘇煒垣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23 7238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7 樓 17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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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鄧遠懷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732 2002 
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拿分道 18 號恒生尖沙咀大廈 602 室  
醫生 梁維峰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697 0128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C 號舖  
醫生 江振昌醫生 科別 心臟科 

電話 2598 0355 
地址 元朗水車館街 28 號 萬金中心地下 G31A, G31B & G32 號鋪 
 

皮膚科 

醫生 馮志榮醫生 科別 皮膚科 

電話 2332 0303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7 樓 701 室  
醫生 余浩德醫生 科別 皮膚科 

電話 2522 903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7 號余道生行 801 室  
內分泌及糖尿科 

醫生 張富強醫生 科別 內分泌及糖尿科 

電話 2614 382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503B 室  
醫生 馮麗明醫生 科別 內分泌及糖尿科 

電話 2122 9288 
地址 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910 室  
醫生 丘思欣醫生 科別 內分泌及糖尿科 

電話 2366 8092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8 樓 1802 室  
醫生 馮麗明醫生 科別 內分泌及糖尿科 

電話 2697 0128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C 號舖 
 

家庭醫學 

醫生 李宏逸醫生 科別 家庭醫學 

電話 2295 0800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25 樓 25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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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肝臟科 

醫生 梁延信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28 9018 
地址 銅鑼灣和街 46-54 號麥當奴大廈 13 樓 1302 室  
醫生 鄭頴儀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57 1111 
地址 中環畢打街 1 號中建大廈 1002 室  
醫生 張鼎堅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85 7661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6 號興瑋大廈 7 樓 702 室  
醫生 周文輝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47 2202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70 號卡佛大廈 2201 室  
醫生 林子雲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57 1111 
地址 中環畢打街 1 號中建大廈 1002 室  
醫生 李恒輝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88 8430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70 號卡佛大廈 20 樓 2006 室  
醫生 湯偉雄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882 9830 
地址 西灣河筲箕灣道 126 號地舖  
醫生 陳偉康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及 3 樓  
醫生 湯偉雄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及 3 樓  
醫生 黃泰釗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628 7411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610 室  
醫生 洪曉剛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99 7802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8 樓 8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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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鄧國偉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32 3033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1112 室  
醫生 黃惠卿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868 6020 
地址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 號朗豪坊辦公大樓 54 樓  
醫生 張嵐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157 4071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12 樓 1213B 室  
醫生 林振烈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68 8032 
地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6 號 8 樓 801-803 室  
醫生 李定豪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66 6456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9 樓 910 室  
醫生 司徒明亮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68 8032 
地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6 號 8 樓 801-803 室  
醫生 姚志謙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56 8080 
地址 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 號格蘭中心 5 樓 501 室  
醫生 陳偉康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湯偉雄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林振烈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458 3332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22-224 室  
醫生 林振烈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443 6220 
地址 元朗阜財街 2 號宏豐大廈地下 8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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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黃泰釗醫生 科別 腸胃肝臟科 

電話 2386 0292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65-67 號豪景商業大廈 1 樓  
外科 

醫生 陳志滿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882 7078 
地址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77 號禮頓中心 819 室  
醫生 李少榮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114 2266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恆隆中心 2305 室  
醫生 張偉林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526 2650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005 室  
醫生 馮啟祥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563 3007 
地址 北角英皇道 416 號新都城大廈 C 座 529 室  
醫生 鍾志堅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85 1233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206 室  
醫生 何惠德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80 1111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恒成大厦 610 室  
醫生 麥皚思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  
醫生 梅力文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893 8387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610 室  
醫生 吳咏志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904 2923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405 室  
醫生 袁嘉聲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及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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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梁浩照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14 8830 
地址 九龍城富寧街 17 號真善美村地下  
醫生 陳鏡聰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168 2718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7 樓 718 室  
醫生 林亦泓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87 02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8 樓 1825-27 室  
醫生 李偉倫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80 3451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8 樓 813 室  
醫生 梁熙然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98 178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11 樓 1117 室  
醫生 梁浩照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88 7027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5 號富時中心 1501 室  
醫生 唐建強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89 2286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 期 1121 室  
醫生 尹德勛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82 207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011 室  
醫生 卜國成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93 1600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4 樓 408 室  
醫生 陳愷怡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96 2678 
地址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14 樓 1427 室  
醫生 趙雅琼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96 2678 
地址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14 樓 142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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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周德偉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85 8998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8 樓 1801 室  
醫生 方永毅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707 3719 
地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5 號海洋中心 13 樓 1309 室  
醫生 郭煜森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11 9891 
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 18 號恆生尖沙咀大廈 804 室  
醫生 林振坤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866 1122 
地址 尖沙咀漢口道 4-6 號騏生商業中心 402 室  
醫生 林亦泓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595 2510 
地址 尖沙咀廣東道 5 號海洋中心 14 樓 1418 室  
醫生 李耀基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16 9933 
地址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41C-D 號嘉威大廈 5 樓  
醫生 梁金豐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739 9378 
地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6 號 2302 室  
醫生 潘美薇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185 6665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 19-21 號九龍酒店 B2 層 08 號舖  
醫生 鄧俊傑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68 8032 
地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6 號 8 樓 801-803 室  
醫生 周德欽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332 2771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363-373 號恒成大廈 707 室  
醫生 梅力文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697 0128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C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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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楊玉鵬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697 0128 
地址 沙田正街 3-9 號希爾頓中心 3 樓 1C 號舖  
醫生 麥皚思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康健醫務中心 科別 外科 

電話 2207 0090 
地址 將軍澳都會駅商場 2 樓 088 號舖  
醫生 袁嘉聲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鄧俊傑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458 3209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22-224 室  
醫生 鄧俊傑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443 6220 
地址 元朗阜財街 2 號宏豐大廈地下 8 號鋪  
醫生 鄧善祥醫生 科別 外科 

電話 2478 8488 
地址 元朗安寧路 21 號 B  
老人科 

醫生 周志超醫生 科別 老人科 

電話 2720 8282 
地址 深水埗欽州街 56 號 B1 號地下  
醫生 謝哲明醫生 科別 老人科 

電話 2723 3387 
地址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100 號港晶中心 1 樓 1A 鋪  
血液及血液腫瘤科 

醫生 馬承恩醫生 科別 血液及血液腫瘤科 

電話 2104 2018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17 樓 17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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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 

醫生 石兆泰醫生 科別 內科 

電話 2780 6313 
地址 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0 樓 1008 室  
醫生 徐幼葵醫生 科別 內科 

電話 2369 2607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802 室  
醫生 鄧文祥醫生 科別 內科 

電話 2692 6363 
地址 旺角山東街 47 號中僑商業大廈 17 樓 1701 室  
醫生 勞鐸聲醫生 科別 內科 

電話 2475 7383 
地址 元朗朗屏村石屏樓平台十三號  
內科腫瘤科 

醫生 陸凱祖醫生 科別 內科腫瘤科 

電話 3588 2400 
地址 金鐘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一期 5 樓 504-5 室  
腎臟科 

醫生 劉小藝醫生 科別 腎臟科 

電話 2638 2113 
地址 新界大埔靖遠街 11-13 號康裕樓地下  
腦神經科 

醫生 顧耀輝醫生 科別 腦神經科 

電話 2881 0268 
地址 銅鑼灣怡和街 28-34 號恒生銅鑼灣大廈 22 樓  
醫生 呂凱琪醫生 *8/11/2022 起停止應診* 科別 腦神經科 

電話 2851 06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200 室  
醫生 呂凱琪醫生 *8/11/2022 起停止應診* 科別 腦神經科 

電話 2382 6789 
地址 九龍城侯王道 39-43 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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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及腦外科 

醫生 陳思堂醫生 科別 神經及腦外科 

電話 2367 7466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辦公大樓第一座 813 室 
 

婦產科 

醫生 陳權鼎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576 4422 
地址 銅鑼灣禮頓道 77 號禮頓中心 804 室  
醫生 吳卓謙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802 3058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23 樓 2310A-2311A 室  
醫生 林孝傑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869 1688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1212 室  
醫生 鄧遠釗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780 0655 
地址 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8 樓 801 室  
醫生 楊來正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716 6600 
地址 九龍城聯合道 70 號金城大廈地下  
醫生 陳家寶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384 6845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28 號康祐大廈 1202 室  
醫生 林翠苗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787 383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1 期 1125-1127 室  
醫生 劉黃色鳳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787 02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18 樓 1825-1827 室  
醫生 李昕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398 908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3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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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巫少慈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787 383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1 期 1125-1127 室  
醫生 潘競豪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3488 7520 
地址 九龍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8 樓 1820 室  
醫生 蔡曦琳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3565 2614 
地址 彌敦道 26 號 21 樓 2102 室  
醫生 陳少慧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185 6663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 19-21 號九龍酒店 B2 層 B2-07 號舖  
醫生 張凱晴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185 6663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 19-21 號九龍酒店 B2 層 B2-07 號舖  
醫生 張凱晴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2805 800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8B 鋪  
醫生 陳少慧醫生 科別 婦產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眼科 

醫生 陳凱怡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3955 8113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6 號興瑋大廈 11 樓 1101 室  
醫生 鄭柏文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868 1186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1009 室  
醫生 徐仲弘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868 270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7 樓 706 室  
醫生 方若盈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佐敦地鐵站 C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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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何存廣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62 7111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38 號 9 樓 901-905 室  
醫生 林一盈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62 7111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38 號 9 樓 901-905 室  
醫生 練永炫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17 168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佐敦地鐵站 C1 出口)  
醫生 廖智恒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17 3618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14 樓 1410B 室  
醫生 王日榮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10 8366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3 樓 1302 室  
醫生 邱健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21 2888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2 樓 1203B 室  
醫生 葉蓓慧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21 2888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2 樓 1203B 室  
醫生 陳卓琪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09 230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1 樓 19 室  
醫生 陳志明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87 133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313B 室  
醫生 陳國祥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626 015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0 樓 1007 室  
醫生 陳燕晴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882 8064 
地址 旺角中心第一期 14 樓 1425 B&C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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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趙淑義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09 7889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 期 9 樓 912 室  
醫生 陸上允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09 230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1 樓 19 室  
醫生 龐朝輝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882 8064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一期 14 樓 1425 B&C 室  
醫生 戴嘉發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53 8000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77 號恆生旺角大廈 7 樓 703 室  
醫生 徐仲弘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90 903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13 樓 1317 室  
醫生 胡澤燊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88 292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4 樓 1407 室  
醫生 於劍鏗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253 780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4 樓 1401-1402 室  
醫生 鍾震宇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17 4199 
地址 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128 至 1129 室  
醫生 劉啟傑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17 4199 
地址 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128 至 1129 室  
醫生 吳友恒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721 6300 
地址 尖沙咀漆咸道 57-59 號金馬倫中心 6 樓  
醫生 許鍵文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180 7059 
地址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 號格蘭中心 1306 室(尖沙咀地鐵站 A2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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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李熾禮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668 3082 
地址 尖沙咀中間道 15 號 H ZENTRE 807-808 室  
醫生 黃德洪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80 3677 / 2380 0014 
地址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18 號彌敦行 4 樓 A 室  
醫生 練永炫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638 3090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 1 期 38 樓 3808-3811 室  
醫生 練永炫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33 2998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 1 期 42 樓 4208-4211 室  
醫生 葉凌寒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638 3090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 1 期 38 樓 3808-3811 室  
醫生 葉凌寒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333 2998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 1 期 42 樓 4208-4211 室  
醫生 陳志明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560 8388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8A 鋪  
醫生 陳燕晴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598 9023 
地址 沙田新城市商業大廈 4 樓 402 室  
醫生 龐朝輝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598 9023 
地址 沙田新城市商業大廈 4 樓 402 室  
醫生 黃德洪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560 8388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8A 鋪  
醫生 袁紹華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560 8388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8A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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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方若盈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許鍵文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胡啟華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458 3332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22-224 室  
醫生 練永炫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473 9989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39 號地下  
醫生 葉凌寒醫生 科別 眼科 

電話 2473 9989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39 號地下  
骨科及創傷外科 

醫生 鄭鐘麟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526 6002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22 樓 2201 室  
醫生 江金富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3527 3501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70 號卡佛大廈 2205 室  
醫生 劉成基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782 5822 
地址 中環德輔道中 19 號環球大廈 6 樓 616 室  
醫生 梁漢邦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157 08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9 號嘉軒廣場 2204 室  
醫生 Q9 ORTHOPAEDIC & SPINE CENTRE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157 08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9 號嘉軒廣場 2204 室  
醫生 戴希恩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157 0888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9 號嘉軒廣場 22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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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陳道文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85 1233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206 室  
醫生 陳慧聰醫生 *1/11/2022 起停止應診*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85 0883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611 室  
醫生 林雄偉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29 3819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38 號 11 樓 1108 室  
醫生 劉海權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32 1112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1 樓 1113 室  
醫生 羅勤業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117 9899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3 樓  
醫生 孫建威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117 9899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3 樓  
醫生 黃俊華醫生 *1/11/2022 起停止應診*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85 0883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611 室  
醫生 陳慧聰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45 3630 
地址 觀塘巧明街 117 號港貿中心 1602 室  
醫生 方子明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56 3630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2-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9 樓 H 室  
醫生 何翰旋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86 9089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2-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9 樓 H 室  
醫生 梁建豪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45 3630 
地址 觀塘巧明街 117 號港貿中心 16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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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黃俊華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45 3630 
地址 觀塘巧明街 117 號港貿中心 1602 室  
醫生 俞柏堅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45 3630 
地址 觀塘巧明街 117 號港貿中心 1602 室  
醫生 陳嘉華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3168 2718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7 樓 718 室  
醫生 張百昭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787 02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8 樓 1825-27 室  
醫生 陸敏思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87 3369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1706 室  
醫生 龍廷鈞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789 9068 
地址 九龍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309 室  
醫生 張民冠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92 030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7 樓 709 室  
醫生 黃國成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91 163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920 室  
醫生 陳少偉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96 2678 
地址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14 樓 1427 室  
醫生 陳慧聰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醫生 張智諾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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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方子明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86 8619 
地址 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5 號余仁生中心 16 樓  
醫生 何翰旋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86 8619 
地址 尖沙咀漆咸道南 11-15 號余仁生中心 16 樓  
醫生 李必達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915 0555 
地址 尖沙咀金馬倫道 38-40 號金龍中心 18 樓全層  
醫生 梁建豪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醫生 冼卓鏗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721 6300 
地址 尖沙咀漆咸道 57-59 號金馬倫中心 6 樓  
醫生 黃俊華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醫生 黃永強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醫生 俞柏堅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366 08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7 樓 710-713 室  
醫生 陳慧聰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醫生 張智諾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醫生 梁建豪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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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黃俊華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醫生 黃永強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醫生 俞柏堅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1 0711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2-213 鋪  
醫生 梁建豪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51 2899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 9 樓 905-907 室  
醫生 俞柏堅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51 2899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 9 樓 905-907 室  
醫生 俞柏堅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56 8411 
地址 大埔鄉事會街 21-23 號金明樓地下 1 號舖  
醫生 孫健威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603 2082 
地址 港鐵大圍站 3 號地舖  
醫生 孫建威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3417 408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何翰旋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856 3229 
地址 屯門屯喜路 2 號柏麗廣場南翼 27 樓 17 至 18 室  
醫生 方子明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430 9118 
地址 元朗安樂路 71 號永興大廈 12 號地鋪  
醫生 何翰旋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430 9118 
地址 元朗安樂路 71 號永興大廈 12 號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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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黃永強醫生 科別 骨科及創傷外科 

電話 2715 9199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65-67 號豪景商業大廈 1 樓  
耳、鼻、喉科 

醫生 杜守英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576 9234 
地址 銅鑼灣禮頓道 77 號禮頓中心 8 樓 813 室  
醫生 杜承灝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618 8061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36 號興瑋大廈 22 樓  
醫生 陳達明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及 3 樓  
醫生 周慈偉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117 1828 
地址 九龍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及 3 樓  
醫生 葉嘉倫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332 0026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商業大廈 12 樓 1210 室  
醫生 藍昊晴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117 1688 
地址 九龍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 樓  
醫生 朱君令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399 0338 
地址 九龍九龍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一期 703C 室  
醫生 莫兆偉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3529 1627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39 號雅蘭中心 9 樓 915 室  
醫生 馬光漢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721 6300 
地址 尖沙咀漆咸道 57-59 號金馬倫中心 6 樓  
醫生 白威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366 2663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1 樓 1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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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楊溢邦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5547 7855 
地址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亞太中心 11 樓 1113 室  
醫生 葉嘉倫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602 1515 
地址 沙田連城廣場 2 樓 219 鋪  
醫生 周慈偉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3417 480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商場地庫 B01b 舖  
醫生 葉嘉倫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386 0292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65-67 號豪景商業大廈 1 樓  
醫生 藍昊晴醫生  科別 耳、鼻、喉科 

電話 2473 0881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229 號勤業樓地下 4 號舖  
小兒外科 

醫生 王珮瑤醫生 科別 小兒外科 

電話 3568 1786 
地址 尖沙咀廣東道 5 號海洋中心 12 樓 1220 室  
兒科 

醫生 吳鋆煒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891 9321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555 號東角中心 21 樓 2111 室  
醫生 柯華強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890 1381 
地址 銅鑼灣渣甸街 5-19 號京華中心 13 樓 1308 室  
醫生 余惠玲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887 3136 
地址 北角雲景道 33 號牛奶公司購物中心地下 1A 室  
醫生 陳自適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332 3933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63 號恆成大廈 15 樓 15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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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黃可用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380 8600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208 室  
醫生 黃啟華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391 782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一期 1008 室  
醫生 馮偉正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523 5211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83 號柯士甸廣場 9 樓 902 室  
醫生 鄭玲玲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603 2082 
地址 港鐵大圍站 3 號地舖  
醫生 吳德亮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705 2038 
地址 新界將軍澳富寧花園商場 8C  
醫生 楊超發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495 6268 
地址 青衣長康村康貴樓地下 7 號  
醫生 劉孟蛟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458 3213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14-215 室  
醫生 鄭英偉醫生 科別 兒科 

電話 2967 1163 
地址 東涌健東路 1 號映灣園 27A 地鋪  
呼吸系統科 

醫生 梁華盛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789 8000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555 號東角中心 1807 室  
醫生 容慧明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577 7983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恆隆中心 26 樓 2603 室  
醫生 郭旭龍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327 1411 
地址 中環畢打街 1 號中建大廈 1411-14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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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藍秀儀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836 6200 
地址 長沙灣蘇屋村蘇屋商場 108 號鋪  
醫生 黃君強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836 6200 
地址 長沙灣蘇屋村蘇屋商場 108 號鋪  
醫生 羅子珊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997 0108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 嘉賓商業大廈 913B 室  
醫生 陳嘉榮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398 8863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 1 期 9 樓 906 室  
醫生 戴建文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2723 1399 
地址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2-6 號愛賓商業大廈 6 樓 608A 室  
醫生 區力行醫生 科別 呼吸系統科 

電話 3619 2411 
地址 大埔安慈路 1 號海寶花園地下 2 號舖  
泌尿外科 

醫生 何成枝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332 2636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35 號高怡醫務中心 3 樓 A 室  
醫生 廖顯榮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782 3939 
地址 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1 樓 1103A 室  
醫生 岑定平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332 838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2 號信和中心 907 室  
醫生 司徒耀桂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368 8032 
地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6 號 8 樓 801-803 室  
醫生 余平海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385 5366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21 號禮基大廈 4 樓 D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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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司徒耀桂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458 3332 
地址 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二樓 222-224 室  
醫生 司徒耀桂醫生 科別 泌尿外科 

電話 2443 6220 
地址 元朗阜財街 2 號宏豐大廈地下 8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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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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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 

醫生 優迅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904 3388 
地址 銅鑼灣軒尼詩道 458-468 號金聯商業中心 20 樓 2001A 室  
醫生 康正綜合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525 8707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萬邦行 9 樓 912 室  
醫生 滙晉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651 1186 
地址 中環利源東街利東大廈 8 樓 A 室  
醫生 GV 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140 6278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59-65 號泛海大廈 1008 室  
醫生 智賢痛症及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91 8622 
地址 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 M1 樓 M103 室  
醫生 仲堅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426 8233 
地址 中環皇后大道中 16-18 號新世界大廈 1 座 4 樓 405 室  
醫生 優迅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566 6686 
地址 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 2 期 709 室  
醫生 張聲恆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19 3179 
地址 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匯中心 10 樓 1003-1005 室  
醫生 啟泰物理治療診所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8102 5711 
地址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 89 號桂洪集團中心 23 樓 2304 室  
醫生 綽力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22 3738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78 號華懋莊士敦廣場 11 樓 1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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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 

醫生 綽力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813 5828 
地址 佐敦彌敦道 192-194 號 9B 室  
醫生 潘梓軒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117 9899 
地址 九龍佐敦彌敦道 225 號明珠廣場 13 樓(佐敦地鐵站 C1 出口)  
醫生 潘梓軒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207 0160 
地址 九龍灣德福廣場平台 P39B  
醫生 卓逸復康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101 9339 
地址 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30 樓 G 室  
醫生 眾安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527 0363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5 號富時中心 9 樓 902 室  
醫生 明德中醫診所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386 638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5 號富時中心 22 樓 01 室  
醫生 原治健康物理治療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153 3819 
地址 旺角彌敦道 701 號番發大廈 16 樓  
醫生 啟泰物理治療診所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8102 5699 
地址 旺角太子始創中心 22 樓 2227 室  
醫生 優迅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380 0056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102 號 16 樓 1604-1605 室  
醫生 全癒手法及針灸運動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907 8080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 96 號美敦大廈 7B 室  
醫生 鄭智仁註冊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95 0350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122 號麗斯中心 16 樓 D 室      



@202210 

會員專用 For Members Only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並會不時更新，請瀏覽本公司網站查閱最新醫生名冊，或於應診前致電診所查詢。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the latest 

doctors list or call the clinic for enquiry before consultation. 
 

   62 

 
醫生 協利康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95 0350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 122 號麗斯中心 16 樓 D 室  
醫生 韓卓勛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723 7128 
地址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2-6 號愛賓商業大廈 9 樓 904 室  
醫生 康逸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772 7716 
地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街 9 號安聯大廈 12 樓 C  
醫生 壹．手力．物理治療．運動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617 0178 
地址 尖沙咀金馬倫道 26-28 號金壘商業中心 11 樓 1101 室  
醫生 邁翹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702 1460 
地址 尖沙咀棉登徑 28-30 號振華商業大廈 16 樓  
醫生 謝詩驄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723 7128 
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2-6 號愛賓商業大廈 9 樓 904 室  
醫生 王智鵬註冊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542 5255 
地址 尖沙咀金馬倫道 5 號太興廣場 11 樓 1102 室  
醫生 周毓輝物理治療診所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367 1662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 96 號美敦大廈 9 樓 D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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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醫生 GV 物理治療中心(馬鞍山)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322 6002 
地址 沙田馬鞍山迎濤灣地下 3 號舖  
醫生 GV 物理治療中心(大圍)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601 1287 
地址 沙田大圍積福街 60-62 號好時洋樓地下 1 號舖 
 
醫生 卓逸復康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244 6614 
地址 將軍澳唐賢街 23 號帝景灣商場 1 樓 43 號舖  
醫生 優迅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427 9860 
地址 荃灣青山公路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6 樓 1616A 室  
醫生 李灝嵐物理治療師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427 9860 
地址 荃灣青山公路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6 樓 1616A 室  
醫生 駿健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416 9033 
地址 荃灣大河道 51 號二樓  
醫生 原治健康物理治療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153 3819 
地址 青山公路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702A 室  
醫生 恆峰復康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2762 9123 
地址 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23 樓 2301-D2 室  
醫生 協利康物理治療中心 科別 物理治療 

電話 3165 8548 
地址 屯門屯喜路 2 號柏麗廣場 26 樓 2603 室                                    



@202210 

會員專用 For Members Only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並會不時更新，請瀏覽本公司網站查閱最新醫生名冊，或於應診前致電診所查詢。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the latest 

doctors list or call the clinic for enquiry before consultation. 
 

   64 

 
 
 
 
 
 
 
 
 
 
 
 
 
 
 
 
 
 
 
 
 
 
 
 
 
 
 

中醫 

 
 
 
 
 
 
 
 
 
 
 
 
 
 
 
 
 
 



@202210 

會員專用 For Members Only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並會不時更新，請瀏覽本公司網站查閱最新醫生名冊，或於應診前致電診所查詢。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will be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the latest 

doctors list or call the clinic for enquiry before consultation. 
 

   65 

香港區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92 0820 
地址 銅鑼灣百德新街 2-20 號恒隆中心 19 樓 1905 室  
醫生 陳耿新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3619 6218 
地址 中環士丹利街 20 號鴨都喇利大廈 9 樓 901 室  
醫生 FUKUYANAGI, SASA 科別 中醫 

電話 3619 6218 
地址 中環士丹利街 20 號鴨都喇利大廈 9 樓 901 室  
醫生 智賢中西醫療中心 科別 中醫 

電話 3691 8622 
地址 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 M1 樓 M106 室  
醫生 王麗萍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3619 6218 
地址 中環士丹利街 20 號鴨都喇利大廈 9 樓 901 室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3708 9090 
地址 北角英皇道 486 號英華閣一樓  
醫生 林春源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858 0077 
地址 西環德輔道西 343 號均益二期地鋪 43C  
醫生 陳廣源 科別 中醫 

電話 9303 4020 
地址 香港西營盤正街 18 號啟正中心 6 樓 601 室  
醫生 上賢坊中醫綜合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638 2828 
地址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23 號安達中心地下 3 號鋪(西營盤站 B3 出口)  
醫生 健雅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569 6666 
地址 筲箕灣東大街 177 號東豪大廈 4 號地下筲箕灣港鐵站 C 出口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560 9118 
地址 筲箕灣愛賢街 18 號愛東商場 2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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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林業欣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3419 1148 
地址 香港太古城中心 1 樓 144 號舖 L113 柜枱  
醫生 吳樂怡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779 1323 
地址 天后英皇道 29 號凱英大廈 10 樓 B 座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32 7832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61-163 號勝任商業大廈 18 樓                     
九龍區 

醫生 廖穎琪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3619 6155 
地址 九龍青山道 489-491 號香港工業中心 C 座  
醫生 周韋遜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9548 8183 
地址 彩虹道 242 號采頤花園商場 319 號地鋪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2618 5302 
地址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116B 號鋪  
醫生 淳頤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631 9832 
地址 紅磡民泰街 31 號永榮樓地下 A2 鋪  
醫生 莊世華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3460 3857 
地址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嘉賓大廈 10 樓 H 室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2618 0266 
地址 彌敦道 238 號 18 樓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18 3118 
地址 九龍灣德福廣場二期 5 樓 525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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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張雅琪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950 8105 
地址 觀塘翠屏道 3 號地下  
醫生 李家英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950 8105 
地址 觀塘翠屏道 3 號地下  
醫生 吳宛容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950 8105 
地址 觀塘翠屏道 3 號地下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13 0100 
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17 樓 B2 室  
醫生 昕德中醫及物理治療綜合治療中心 科別 中醫 

電話 2386 6388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5 號富時中心 22 樓 01 室  
醫生 存仁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3902 3819 / 9251 6135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55 號 1002 室 (旺角站 E1 出口)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693 9088 
地址 牛頭角彩德商場 507 號鋪  
醫生 許榮立註冊中醫師 科別 中醫 

電話 2368 1613 
地址 尖沙咀廣東道海洋中心 13 樓 1319 室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68 4268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28 號康佑大廈 802 室油麻地港鐵站 D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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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2618 8919 
地址 葵涌葵芳新都會廣場 1 樓 145A 號舖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3482 2331 
地址 沙田火炭山尾街 18-24 號沙田商業中心 1 樓 L1-03 號舖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2618 0888 
地址 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 13 樓 1303A-1305 室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603 2772 
地址 大圍顯徑街上徑口村 52C2 地下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82 2932 
地址 將軍澳重華路 8 號東港城商場 2 樓 207A 鋪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2801 7809 
地址 青衣青敬路 31-33 號青衣城 2 期 191 號鋪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中醫 

電話 3590 6681 
地址 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144 室  
醫生 醫思堂 科別 中醫 

電話 2887 2327 
地址 荃灣享和街 61 號地下 A 鋪  
醫生 怡健堂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2618 0199 
地址 屯門黃金海岸商場地下 28 號舖  
醫生 誠醫館中醫診所 (中醫) 科別 中醫 

電話 5702 6702 
地址 屯門藍地大街 2-6 號 C1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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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3708 9090 
地址 北角英皇道 486 號英華閣一樓  
醫生 陳廣源跌打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9303 4020 
地址 香港西營盤正街 18 號啟正中心 6 樓 601 室  
醫生 上賢坊中醫綜合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638 2828 
地址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23 號安達中心地下 3 號鋪  
醫生 健雅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569 6666 
地址 筲箕灣東大街 177 號東豪大廈 4 號地下筲箕灣港鐵站 C 出口  
醫生 古鎧綸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560 9118 
地址 筲箕灣愛賢街 18 號愛東商場 201 號  
醫生 劉潔瑩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560 9118 
地址 筲箕灣愛賢街 18 號愛東商場 201 號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560 9118 
地址 筲箕灣愛賢街 18 號愛東商場 201 號  
醫生 陳潔娜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32 7832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61-163 號勝任商業大廈 18 樓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32 7832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61-163 號勝任商業大廈 18 樓  
醫生 宋芷昕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32 7832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61-163 號勝任商業大廈 18 樓  
醫生 楊恩劍寧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32 7832 
地址 灣仔莊士敦道 161-163 號勝任商業大廈 1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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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 

醫生 廖穎琪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3619 6155 
地址 九龍青山道 489-491 號香港工業中心 C 座  
醫生 古鎧綸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18 3118 
地址 九龍灣德福廣場二期 5 樓 525 號舖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18 3118 
地址 九龍灣德福廣場二期 5 樓 525 號舖  
醫生 古鎧綸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13 0100 
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17 樓 B2 室  
醫生 劉潔瑩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13 0100 
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17 樓 B2 室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13 0100 
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 17 樓 B2 室  
醫生 存仁中醫診所 - 麥曦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3902 3819 
地址 旺角彌敦道 655 號 1002 室(旺角站 E1 出口)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693 9088 
地址 牛頭角彩德商場 507 號鋪  
醫生 許榮立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368 1613 
地址 尖沙咀廣東道海洋中心 13 樓 1319 室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68 4268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28 號康佑大廈 802 室  
醫生 宋芷昕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68 4268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28 號康佑大廈 8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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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楊恩劍寧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2868 4268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 528 號康佑大廈 802 室           
新界區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603 2772 
地址 沙田大圍顯徑街上徑口村 52C2 地下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82 2932 
地址 將軍澳重華路 8 號東港城商場 2 樓 207A 鋪  
醫生 康河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2801 7809 
地址 青衣青敬路 31-33 號青衣城 2 期 191 號鋪  
醫生 陳潔娜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3590 6681 
地址 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144 室  
醫生 康德堂中醫診所 科別 跌打 

電話 3590 6681 
地址 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144 室  
醫生 醫思堂 科別 跌打 

電話 2887 2327 
地址 荃灣享和街 61 號地下 A 鋪  
醫生 宋芷昕註冊中醫師 科別 跌打 

電話 3590 6681 
地址 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114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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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歐陽啟豪脊骨神經科醫生 科別 脊醫 

電話 2332 9803 
地址 旺角彌敦道 580G-580K 彌敦中心 4 樓 403 室  
醫生 香港脊醫中心 科別 脊醫 

電話 2789 86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721-725 號華比銀行大廈 12 樓 1202 室  
醫生 何梖榮脊骨神經科醫生 科別 脊醫 

電話 2789 8622 
地址 旺角彌敦道 721-725 號華比銀行大廈 12 樓 120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