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全科西醫 (港島區地址)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伍建X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連卡佛大廈14XX室 28456188 $200連2-3日藥

陳偉X 中環皇后大道西455~485號龍暉花園XX號鋪 28186700 $200連4日藥

孫愛X 銅鑼灣高士威道2~6號華都大廈X字樓X座 25776666 $110連2日藥

陳念X 銅鑼灣軒尼詩道43X號地下 25737769 $130連2日藥

黃曉X 銅鑼灣軒尼詩道43X號地下 25737769 $130連2日藥

張意X 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8XX室 25773321 $150連3日藥

倪夢X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16XX室 25777839 $200連3日藥

王偉X 銅鑼灣怡和街48號麥當勞大廈6XX室 25686805 $200連3日藥

戴港X 赤柱大街11X號X舖 25545151 $100連2日藥

黃榮X 北角渣華道24號建業大廈X樓X座 25665931 $130連3日藥

唐德X 北角電氣道19X號宣協大廈地下X號舖位 34283299 $190連3日藥

杜學X 北角英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18XX室 25788538 $100連2日藥

鄭子X 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商業中心5XX室 28844386 $150連2日藥

韋基X 鰂魚涌太古城道26號漢宮閣商場平台4XX號 25680282 $250連2日藥

關兆X 西灣河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地下商場XX 25688838 $140連3日藥

郭繩X 筲箕灣筲箕灣道150號X樓 25606082 $140連2日藥

郭繩X 柴灣柴灣道350號樂軒臺地下3XX號舖 25571232 $120連2日藥

郭碧X 柴灣柴灣道350號樂軒臺地下3XX號舖 25571232 $160連2日藥

9:00~17:00

$160連3日藥

$120連2日藥

林德X 香港仔鴨脷洲大街150號怡慶大廈X號地鋪 28733099 $160連2日藥

25189000香港仔大道208號裕輝商業中心地下X號鋪2X8醫務中心



名稱 全科西醫 (九龍區地址)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曾炳X 尖沙咀漢口道45~47號地下X號舖 23762052 $100連2日藥

鄭家X 尖沙咀樂道X號地下 34268880 $130連3日藥

梁兆X 細麻地彌敦道522號金龍商業中心X字樓 23329483 $110連3日藥

張漢X 細麻地窩打老道40號寶翠大廈6樓X室 23854869 $100連2日藥

陳萌X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9XX室 27719906 $100連2日藥

馮浩X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7XX室 23852666 $100連2日藥

莫慶X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8XX室 23855802 $150連2日藥

黃嘉X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9XX室 27716556 $120連2日藥

羅志X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3XX室 27711066 $120連2日藥

$140連2日藥
乙型肝炎預防疫苗注射針

(先致電23455001查詢)

$120連3日藥
乙型肝炎預防疫苗注射針

(先致電23455001查詢)

蘇祥X 旺角彌敦道745~747號金都中心4樓C室 23977333 $120連2日藥

陳凱X 旺角亞皆老街39~41號金山商業大廈X字樓X室 23953906 $150連2日藥

古娉X 旺角通菜街91A號龍飛大廈X字樓X室
23962183

27877491
$100連2日藥

徐志X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施大廈13XX室 27898116 $100連2日藥

董建X 旺角山東街3X地下 21561089 $160連3日藥

駱毅X 旺角西海弘道富榮花園第2期4X號舖 21757997 $100連2日藥

23903132旺角彌敦道677號恆生旺角大廈10XX室許慧X

黃X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期19XX室 23911189



名稱 全科西醫 (九龍區地址)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陳自X 紅磡差館里8號家禮樓地下X號舖 23635629 $150連2日藥

翁敬X 紅磡湖光街1號聯成大廈龍圖閣2樓X室 23639630 $100連2日藥

尤兆X 土瓜灣靠背壟道12X號地舖 27122525 $100連3日藥

$110連3日藥
乙型肝炎預防疫苗注射針($150)

王家X 黃大仙鳳凰新邨雙鳳街12C華鳳樓地下X舖 23268229 $100連2~3日藥

黃家X 黃大仙銀鳳街7號地舖X 23222872 $140連3日藥

伍詠X 黃大仙黃大仙中心商場3樓X室 23257017 $180連2日藥

伍大X 慈雲山毓華街4X號地下
27527878

23262366
$100連2日藥

方永X 慈雲山毓華里1X號地舖 23214141 $130連3日藥

林金X 牛頭角淘大商場四期S19X號舖 27551662 $200連3日藥

宋奇X 觀塘協和街16X號閣樓 23418000 $130連2日藥

陳自X 觀塘瑞和街15X號地舖 23450510 $130連2日藥

丁家X 觀塘順利村商場3樓X號 23457003 $130連2日藥

陳業X

(啟X醫務中心)
藍田啟田道49號地下X號舖 23485223

$100連2日藥

$160預防流感針

何浩X 將軍澳安寧花園第2座地下1X號 27055082 $150連2日藥

柯晨X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商場21X號 27062080 $120連3日藥

蘇祥X 深水埗大埔道72~74號海祥大廈地下X號舖 27880992 $120連2日藥

杜偉X 深水埗元州街29X號D地下 27292785 $100連2日藥

陳來X 長沙灣東京街3X號地下 27282866 $160連2日藥

洪偉X

(普爾X醫務中心)
深水埗青山道252~256號金球閣地下X舖 23862226 $120連2日藥

23635801土瓜灣道237A益豐大廈B座地下X號舖馬可X



名稱 全科西醫 (新界區地址)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張少X 葵涌光輝圍27號葵景大廈地下XX鋪 26191198 $100連2日藥

張月X 葵涌梨木樹邨第2座XX號舖 24263668 $120連2日藥

張月X 葵涌石蔭石蔭商場LG1XX號舖 22760338 $120連2日藥

陳伊X 葵涌石蔭路國寶樓1XX號舖地下B 24287575 $120連2日藥

吳瑞X 青衣清譽街清裕新邨X號地下 24957555 $100連2日藥

 何X(麗X醫務所) 荃灣大河道9X地下 24921223 $180連2日藥

蔡元X 荃灣荃灣中心商場XX號舖 24935392 $100連2日藥

許一X(樂X醫務所) 荃灣荃灣中心商場X樓XX室 24115399 $100連2日藥

曾志X(諾X醫務中心) 深井海韻花園地下X號舖 24919000 $170連2日藥

徐天X 沙田火炭沙田商業中心1樓XX室 26900738 $120連2日藥

 周偉X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3樓1XX室 26063849 $180連3日藥

林沙X 馬鞍山富寶花園商場一樓2X號舖 26313638 $140連2日藥

鄭志X 馬鞍山富安花園大水坑村9X號地下 25436116 $120連2日藥

梁天X 大埔寶鄉街106號X舖 26851118 $110連2日藥

林偉X 大埔大埔廣場2樓XX號舖 26672326 $110連2日藥

李家X 大埔大埔廣場2樓XX號舖 26672326 $110連2日藥

翟賜X 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XX號舖 24758988 $150連2日藥

王錦X 元朗教育路38號A豐興樓XX 24771369 $140連2日藥

陳鳴X 元朗建業街84號聯發洋樓地下X號舖 24736123 $150連2日藥

黃思X 元朗炮仗坊1X號地下 24430041 $120連2日藥

廖衍X 屯門龍門路43號龍門居X號舖 24638822 $140連2日藥
$100連2日藥

乙型肝炎預防疫苗注射針($180)

$90預防流感針
周X 屯門明藝街6~14號安全樓地下X舖 24592332 $100連2日藥

林偉X 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1X號地舖 21093922 $110連2日藥

24592332屯門明藝街6~14號安全樓地下X舖梁文X



名稱 專科西醫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唐德X(兒科) 北角英皇道151B號XX(炮台山地鐵站對面) 34283299
$100連2日藥

$130連3日藥

韋基X(兒科) 鰂魚涌太古城道26號漢宮閣商場平臺4XX號 25680282 $250連2~3日藥

伍詠X(兒科) 黃大仙黃大仙中心商場3樓XX室 23257017 $280連2日藥

羅啟X醫務所(兒科) 旺角彌敦道721~725號華比銀行大廈8XX室 23943434 $240連3日藥

吳卓X(婦科)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興瑋大廈11XX室 28696222 $350連3日藥

蔡明X(婦科) 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新世界大廈1期3XX 31120480 $500連3日藥

倪夢X(婦科)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16XX室 25777839 $300連3日藥

陳鳳X(婦科) 灣仔駱光道68~70號偉信商業大廈9樓9XX~9XX室 25278668 $300連3日藥

古娉X(婦科) 旺角通菜街91A號龍飛大廈7字樓X室 23962183 $250連3日藥

梁根X(婦科) 葵涌廣場2樓CXX號舖 24258811 $250連3日藥

梁根X(婦科) 葵涌圓敦圍63號X地下 24134411 $250連3日藥

王偉X(婦產科) 銅鑼灣怡和街48號麥當勞大廈6XX室 25686805 $280連3日藥

黃嘉X(婦產科)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9樓9XX室 27716556 $280連3日藥

梁兆X(眼科) 油麻地彌敦道522號金龍商業中心X字樓 23329483
$250連2日藥    $260

連3日藥

伍偉X(眼科)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7XX室 23800623 $400`

雷同X(骨科)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18XX室 28343366 $400連3日藥

劉文X(骨科)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1XX室 27717738 $670連4日藥

龍廷X(骨科)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3XX室 27899068 $450連4日藥

陳劍X(骨科) 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一期8樓8XX室 23808616 $400連3日藥

江金X(矯形及創傷學)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12XX室 35273501 $500連3日藥

余平X(泌尿科) 油麻地彌敦道521號禮基大廈4樓X室 23855366 $450連3日藥

袁銳X(心臟科)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8XX室 23964828 $360連3日藥



名稱 專科西醫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翁裕X(外科) 銅鑼灣禮頓中心8X室 28827078 $400連3日藥

余平X(外科) 油麻地彌敦道521號禮基大廈4樓X室 23855366 $450連3日藥

岺挺X(耳鼻喉) 北角英皇道475號X樓 25627979 $260連2日藥

鄧樹X(耳鼻喉)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8XX室 25268608 $550連3日藥

白X(耳鼻喉) 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11XX室
23933293

23662663
$400連3日藥

區永X(耳鼻喉)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6XX室 23323801 $400連4日藥

陳樹X(耳鼻喉) 旺角彌敦道677號恒生旺角大廈6XX室 23808831 $420連4日藥

杜承X(耳鼻喉)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興瑋大廈2X樓 26188061 $400連4日藥

鄧樹X(耳鼻喉)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8X室 25268608 $550連3日藥

伍建X(皮膚喉)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連卡佛大廈14XX室 28456188 $400連2~3日藥

馮浩X(皮膚喉)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7XX室 23852666 $220連3日藥

湯兆X(家庭醫學) 銅鑼灣軒尼詩道55X號東角中心18XX室 25738322 $250連2日藥

唐德X(家庭醫學) 北角英皇道15XB號XX(炮台山地鐵站對面) 34283299
$100連2日藥

$130連3日藥

洪偉X(家庭醫學) 深水埗青山道252~256號金球閣地下X舖 23862226 $120連2日藥

林偉X(家庭醫學) 大埔大埔廣場2樓XX號舖 26672326 $110連2日藥

林偉X(家庭醫學) 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1X號地舖 21093922 $110連2日藥

余樹X(性病科) 油麻地彌敦道522號金龍商業中心1X字樓 23323219 $300連3日藥

簡耀X(腦外科)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4XX室 27820222 $400連7日藥



名稱 牙醫
陳醫生 中環皇后大道中

王醫生 旺角彌敦道

陳醫生 旺角界限街

鄭醫生 旺角花園街

郭醫生 旺角雅蘭中心

吳醫生 旺角永如大廈

唐醫生 牛頭角牛頭角道及太子道西

牙醫診所 觀塘物華街

蔡醫生 長沙灣青山道

牙醫診所  荃昌中心

鄭醫生 沙田大圍

曹醫生 馬鞍山新港城

文醫生 屯門青河坊

(以上各間牙科診所之其他服務折扣優惠隨時改變,詳情請先致電診所查詢為準)

脊醫    (如需各區脊醫詳細資料,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3455001查詢)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60，其它服務85折優惠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50，其它服務8折優惠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00，其它服務9折優惠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300，其它服務9折優惠

(如需各區牙醫詳細資料,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3455001查詢)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5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0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5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6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20，其它服務9折(美向75折)

會員優惠收費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5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8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00

每次一般洗牙服務為$250



名稱 中醫跌打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跌打夏國X 上環皇后大道西1X號地下 25417000 每次診金連藥費$120

跌打夏國X 中環皇后大道東223號X樓 25411685 每次診金連藥費$120

人和X中醫保健中心 中環威靈頓街99DXX舖 28153213 一律九五折

香港健X中醫中心(蘇瑾) 灣仔軒尼詩道226號寶華商業中心X字樓X 28919033 一律八折

寶X寶健中心 銅鑼灣駱克道382號莊士企業大廈1X樓 21569828 診金九折優惠

天X名醫館 銅鑼灣浣沙街1~5號浣沙閣地下XX號鋪 25760600
診金半價,藥費及治

療費九折

順X診所 銅鑼灣怡和街1號香港大廈15樓X座 28953304 診金$30所有服務八折

同元X 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5XX室 31146389
針灸美容, 秀身去

皺,全部八折

香港特X醫院 灣仔莊士敦道163號勝任商業大廈X樓全層 28061992 診金$60,藥費九折

李淑X中醫診所 西灣河筲箕灣道130號X樓 25642064 診金$20,藥費八折

盧X中醫針灸骨傷科 柴灣小西灣道18號富景商場7號X舖 28987686 所有服務八折

虹X中醫全科醫館 紅磡必嘉街黃埔花園三期商場地下XX舖
23568639

25368226

免收診金

其它收費一律九折

梁俊X跌打醫館 紅磡黃埔新邨民兆街18號XX 23648380 一律八折

澤X現代中醫 紅磡佛光街1號家維邨家邦樓地下X舖 23818196   23817099 一律八折

美X醫學健康中心 尖沙咀彌敦道100號東英大廈3XX室 23690680 診金半價藥費八折

新一X中醫診療所 佐敦彌敦道331號高信大廈5樓X室 23441308
免收診金藥費九折

免費針刀醫學檢查

中醫李志X

(復X中醫診療所)
佐敦道37A~B號德寶城商業中心X樓 27456081

診金$40,所有服務

及藥費八五折



名稱 中醫跌打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中醫鍾玉X

(復X中醫診療所)
佐敦道37A~B號德寶城商業中心X樓 27456081

診金$40,所有服務

及藥費八五折

跌打夏國X 油麻地彌敦道460號X樓 25411685 每次診金連藥費$100

卓X方有限公司 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17樓X室
29150898

29150989

診症及冶療

可獲八折之優惠

龍啟X跌打 油麻地渡船街28號寶時商業大廈地下X號舖 23846245 一律八折

中X骨科治療中心 油麻地彌敦道540~544號7樓X室 23841575 每次診金連藥費$150

梁華X跌打 旺角山東街1XX號 23843497 一律八折

瞳仁X 旺角亞皆老街16號旺角商業大廈18XX室(即X室) 23938181

診金八折，

中醫眼專科，全科

針灸，針灸減肥，

純眼中成藥滴液等

先X中醫(譚金X) 旺角亞皆老街83號2樓XX號鋪 23904046 診金八折優惠

痛速X 旺角彌敦道760號東海大廈6字樓3X室 61595077

骨傷科，痔瘡，

各種痛症，所有

服務一律七折

中醫黃杏X 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XX 27281773 診金連兩日藥$100

仁善X中醫跌打針灸 美孚新邨第二期平台吉利徑15號64XX舖 27865998 免收診金藥費八折

仁X骨科治療中心(陳永X) 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A1XX地舖 26230060 一律八折

陳福X醫舘 葵芳高芳街37號龍騰大廈8字樓X室 24211660 一律七折

康X中醫專科治療中心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花園一至三座城市中心地下9X號舖 21108328 診金半價藥費９折

註冊中醫陳國X 荃灣麗城花園(萬有)街市B2X號舖 24995993 中醫藥及針灸八折



名稱 中醫跌打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劉志X跌打 沙田沙田中心商場38號舖 26045070 免費驗症

天X名醫舘 沙田好運中心地下XX舖 26871313
診金半價,

藥費及治療費９折

古X中醫堂 沙田火炭山尾街31~41號華樂工業中心D座22樓2X室 28034803

內科診金，中藥，

煎藥費一律85折/骨

科9折

中醫梁靈X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XX號舖 26333049 診金連藥費$100

李世X跌打醫舘 沙田馬鞍山富輝花園商場二樓XX號舖 26330071 一律八折

吳玩X中醫針灸醫舘 沙田馬鞍山富寶花園商場二樓FXX號舖 26317938 一律九折

柏茂X跌打舘 沙田馬鞍山新港城廣場第五期13號X舖 26719906 每次診金$30

中醫林富X 上水新樂街2號X樓X座 26702458 一律九折

黃中X中醫針灸跌打診所 屯門啟豐商場一樓6X號舖 24419061

診金連一日藥費

$50，其他服務

可享特價

名稱 其他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博X聽力治療中心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寶商業大廈12XX室 27839922 治療服務及儀器八折

李錦X言語治療及

復康中心
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3XX室 28827711

全部服務每次可享

九折優惠

卓X美容纖體 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11樓XX室 28976806 正價八折

康X醫學美容中心 北角城市中心地下9X號舖 21108328
免費健康美容講座/

產品八折



名稱 物理治療 電話 會員優惠收費
朱寶X / 何錫X 中環德輔道中26號永安中區大廈10XX室 31191110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李綺X / 袁淑X 中環德輔道中26號永安中區大廈10XX室 31191110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東X物理治療診所 鰂魚涌海光街7!9號地下XX舖 25619955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東X物理治療診所 柴灣道350號樂軒臺地下1XX舖 28963383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東九X(運動創傷及痛症)

物理治療診所
黃大仙蒲崗村道37號X樓 23205383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心X物理治療 尖沙咀柯士甸道102號十樓10XX室 26340909 每次服務可獲75折

戴偉X物理治療師 尖沙咀彌敦道96號美敦大廈5字樓X室 31738821 每次服務可獲八折

環X物理治療中心 荃灣南豐中心7XX室 24989652 每次診症為$250

環X物理治療中心 元朗青山公路99-109號元朗貿易中心14字樓14XX室 24421387 每次診症為$250

康X物理治療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7XX室 23742384 所有服務可獲85折

譚宗X物理治療師 觀塘宜安街4KX舖 23044522 每次診症為$280

譚宗X物理治療師 沙田希爾頓中心商場第三層XX舖 26081599 每次診症為$200

匯X綜合復康研究中心 旺角彌敦道528號康祐大廈10XX室 23889786 每次診症為$250

社X綜合治療中心 沙田禾輋邨商場二樓XX號 81037456 所有服務可獲八折

社X綜合治療中心 何文田廣場商場三樓3XX號 81087456 所有服務可獲八折

社X綜合治療中心 觀塘麗港城第三期商場地下2X號 81097456 所有服務可獲八折

社X綜合治療中心 西九龍海輝道奧海城一期一樓1XX號 81028456 所有服務可獲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