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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診所地區 醫師姓名
註冊/表列

中醫編號
醫師性別 診所名稱 診所地址 診所電話 診所Whatsapp 診所提供中藥類型 遙距方式 藥物運送方式

中西區 彭子芯 007605 女醫師 丞月中醫診所 中環砵典乍街10號10樓全層 37515881 63648631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中西區 張玉珊 007592 女醫師 名醫匯丞元中醫診所 上環信德中心3樓3036-37號舖 26998777 55487766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順豐速遞櫃/站
東區 林思雯 008640 女醫師 濟世堂 北角堡壘街62-64號百佳閣地下 68461044 68461044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東區 陳美樂 002503 女醫師 陳美樂中医藥及针灸診所 北角電氣道231-233號城市花園1-3座城市中心商場二樓61 25704086 97402185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速遞上門

東區 蔡鴻泰 007553 男醫師 未名中醫館 炮台山電氣道233號城市花園1-3座城市中心地下G1A鋪 54055555 54055555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 自取;速遞上門

東區 鍾愛瑩 002860 女醫師 香港鰂魚涌濱海街濱海大廈後座A4地鋪 25639911/ 90748632 90748632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東區 林浩津 007993 男醫師 林孝傑中醫診所 筲箕灣東大街54至60號東強大廈10號舖地下 23969410 69955063 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 自取

灣仔區 李杰霖 006188 男醫師 李穎欣李杰霖中醫診所 銅鑼灣謝斐道460-462號楊耀熾商業大廈6樓全層 28092238 6495694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 自取

灣仔區 李穎欣 004274 女醫師 李穎欣李杰霖中醫診所 銅鑼灣謝斐道460-462號楊耀熾商業大廈6樓全層 28092238 91338807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fb 自取

灣仔區 林詠恩 008856 女醫師 康悅中醫藥坊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38號金鵝商業大廈16樓全層 28386866 9561099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Wechat, Google M自取;速遞上門

灣仔區 桂綺樺 007866 女醫師 針藥漢方 銅鑼灣54-58號富盛商業大廈21樓D室 68583878 68583878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灣仔區 許素芳 007863 女醫師 針藥漢方 銅鑼灣54-58號富盛商業大廈21樓D室 68583878 68583878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中成藥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灣仔區 陳仕立 006505 男醫師 仁立中醫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603室 51656388 51656388 濃縮藥粉;中成藥 Whatsapp 速遞上門

灣仔區 陳萱庭 007858 女醫師 針藥漢方 銅鑼灣54-58號富盛商業大廈21樓D室 68583878 68583878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中成藥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灣仔區 黎天沛 005713 男醫師 一心醫館 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10樓05室 35635696 35635696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南區 廖漢祺 006376 男醫師 漢岐中醫診所 香港仔大道208號裕輝商業中心 25573811 54925698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

九龍城區 丘嘉媛 005821 女醫師 恩霖堂中醫診所 九龍靠背壟道121號富裕閣地下D號舖 67307503 62346462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中成藥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九龍城區 許祥發 006327 男醫師 中城中醫診所 九龍紅磡蕪湖街金輝行12樓4室 39563724 98616913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

油尖旺區 吳品新 009043 女醫師 仁昌堂 旺角廣華街27A明威閣地下F1號鋪 28663223 96036603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Wechat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吳樹基 007902 男醫師 仁基中醫診所 尖沙咀松山道11號地舖 55970019 55970019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李悅趫 007690 女醫師 中大藥行 油麻地新填地街13街A1地舖 63877264 6387726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沈碧琼 006223 女醫師 沈碧琼中醫診所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41號長榮大廈13樓D室 26989319 6297829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林港深 007598 男醫師 港深中醫館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383號華興商業中心7樓B室 36190038 96788389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侯平 002577 男醫師 香港新中醫學院随英堂 旺角九龍旺角通菜街59A德發大夏地舖1號铺 68965352 68965352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倫中恩 004277 男醫師 正品綜合治療中心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洋中心13樓1328-30室 21335499 56313531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 自取

油尖旺區 徐澤昌 007134 男醫師 仁昌堂中醫診療所 旺角廣華街27A明威閣地下F1號舖 28663223 96036603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陳皓天 009091 男醫師 皓天中醫診所 九龍旺角上海街438-444號同珍商業中心11樓1101-02室 92161763 92161763 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陳駒 006750 男醫師 永華藥行 上海街45號地下A1 65958428 65958428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陳澤鵬 006291 男醫師 麗澤一心中醫館 旺角太子砵蘭街450-454, HQ 11字樓A室 67058312 67058312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

油尖旺區 黃啓明 008772 男醫師 香港綜合醫療保健中心 香港佐敦彌敦道301號嘉賓商業大廈6樓607室 21511681 64000313 代煎 Whatsapp 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黃傑 001508 男醫師 九龍佐敦上海街63號地舖 27308867 草藥飲片 電話 自取

油尖旺區 管光華 003929 男醫師 - 旺角亞皆老街2C啟如商業大廈10樓 64910202 64910202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

油尖旺區 盧嘉瑜 007732 女醫師 沈碧琼中醫診所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41號長榮大廈13樓D室 26989319 6297829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譚苑瑜 008268 女醫師  正品中西綜合治療中心 尖沙咀海洋中心1328 21335499 56313531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關穎頤 008486 女醫師 基督教主恩醫館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36號龍飛大廈4字樓B座 53302995 53302995 濃縮藥粉 Whatsapp;Zoom;Facetime 自取;順豐到付
油尖旺區 黃啓明 008772 男醫師 香港綜合醫療保健中心 佐敦嘉賓商業大廈6樓607室 21519122 91271180 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 速遞上門
油尖旺區 李顯揚 007841 男醫師 感受中醫館 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20樓A室 55123403 55123403 草藥飲片;代煎 Whatsapp;Zoom 速遞上門

深水埗區 吳弼生 006744 男醫師 尚善中醫診所 長沙灣道680號麗新商業中心G50-51號鋪 23709329 67446674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深水埗區 羅兆龍 006325 男醫師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3號地下 27768820 91800499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深水埗區 李司任 006947 男醫師 司任堂 深水埗長沙灣道21號長豐商業大廈 27879556 66270337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Zoom;Facetime 速遞上門

黃大仙區 蔡文忠 003199 男醫師 素問堂 九龍黃大仙現崇山商場2樓211號舖 23286785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 自取

觀塘區 倫中恩 004277 男醫師 百草中藥堂 九龍牛頭角官塘道243號地下 27987866 97262786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Zoom 自取

觀塘區 廖嘉豪 006329 男醫師 平和醫館 觀塘巧明街117號港貿中心20樓06室 21171178 68403671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觀塘區 羅善如 007994 女醫師 羅善如中醫診所 藍田匯景道8號匯景廣場5樓235號鋪 35652027 67742105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觀塘區 林家鳴 008932 男醫師 家安健中醫及針灸治療 . 97731913 97731913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速遞上門

元朗區 傅向前 002569 男醫師 傅向前中醫 元朗水車館街2號東輝閣11號地舖 29440683 9373507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Facetime 自取
元朗區 朱建銘 007569 男醫師 天信中醫診所 元朗安寧路38號世宙廣場地下7號舖 31681668 濃縮藥粉 電話;facebook messenger 自取;速遞上門
元朗區 陳海盈 008589 女醫師 天信中醫診所 元朗安寧路38號世宙廣場地下7號舖 31681668 濃縮藥粉 電話;Facebook messenger 自取;速遞上門
元朗區 黃家勝 007574 男醫師 永成參茸藥行 元朗西堤街2號地下 24768309 9172318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
元朗區 李立基 007274 男醫師 草廬中醫診所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地下A132號舖 54047274 5404727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醫患協商

屯門區 黃耀輝 005743 男醫師 萱草堂 屯門鹿苑街3號金蘭閣6字樓C室 2866 0313 60676026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屯門區 周艾丹 006107 女醫師 醫知堂 屯門鄉事會路112-140號雅都花園地下G66號 27516866 9821908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屯門區 沙麗娟 008549 女醫師 醫知堂 屯門鄉事會路112-號雅都花園地下G66號 27516866 98219081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中成藥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屯門區 文婉華 007101 女醫師 草廬中醫診所 屯門啟豐商場地下G54號舖 46117274 4611727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醫患協商
屯門區 李慧英 009036 女醫師 草廬中醫診所 屯門啟豐商場地下G54號舖 46117274 46117274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Facetime 自取;速遞上門;醫患協商

北區 劉嘉頴 005981 男醫師 正品中醫診所 粉嶺中心1樓213D 23666667 60776311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

西頁區 葉萃霖 008300 女醫師 正品醫療集團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3期1樓105號舖 23661999 23661999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
西頁區 羅彥樑 008693 男醫師 安心堂中醫診所 寶琳新都城中心3期1樓131B號 68897554 68897554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沙田區 陳滙池 006741 男醫師 百川中醫治療中心 新界沙田大圍道55-65號金禧商場1樓132-133號舖 27708019 54086465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 自取;速遞上門

沙田區 李德明 007028 男醫師 東昇藥材有限公司 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安商場G104舖 21782263 90639423 草藥飲片;代煎 Whatsapp 自取

沙田區 袁康玲 008762 女醫師 沙田禾輋廣場3樓336號 68876173 濃縮藥粉 Whatsapp 自取

荃灣區 陳日龍 004528 男醫師 陳日龍 中醫n針灸診所 荃灣、西樓角路100號、昌樂大廈地下1A鋪 24750923 91355092 濃縮藥粉;濃縮藥粉 Whatsapp;Zoom 自取

荃灣區 鄺凱珊 008212 女醫師 正品中醫診所 荃灣德士古道36-60號荃薈地下13A號鋪 23663766 65066005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

葵青區 周伯灝 006070 男醫師 周伯灝中醫診所 C75B,2/F,Kwai Chung Plaza,Kwai Foo Road,Kwai Fong 28586561 濃縮藥粉 電話;Whatsapp 自取;速遞上門

葵青區 謝惠焮 008689 女醫師 葵盛西村 90105868 90105868 濃縮藥粉;草藥飲片;代煎 電話;Whatsapp;Zoom 自取;速遞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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