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2號尚至醫療大樓17樓

預約熱線：

8199882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irtusmedical.com/covid19-biontech-vaccination-online-booking

尚至醫療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2號尚至醫療大樓18樓

預約熱線：

8199882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irtusmedical.com/covid19-biontech-vaccination-online-booking

尚至醫療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2號尚至醫療大樓6樓

預約熱線：

8199882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irtusmedical.com/covid19-biontech-vaccination-online-booking

尚至醫療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2號尚至醫療大樓9樓

預約熱線：

8199882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irtusmedical.com/covid19-biontech-vaccination-online-booking

尚至醫療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畢打街1號中建大廈8樓811室 25266332 尚至醫療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0號娛樂行14樓 

查詢熱線：

83018301 (請按8字)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www.qhms.com/find-us/e-booking.aspx?lang=tc

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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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0號娛樂行22樓B室
預約熱線:

21927022
全仁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21樓2108室

預約和查詢熱線：

24682248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booking.dedicare.hk/v2/

緻仁有限公司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30-32號莊士大廈1樓101號舖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5611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島 中西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9-20號馮氏大廈7樓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香港島 東區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村道5號李樹芳樓5樓家庭醫學及基

層醫療中心

(港島東)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accine.hksh.com/
香港養和醫院有限公司

香港島 東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濠豐大廈304室 

查詢熱線：

83018301 (請按8字)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www.qhms.com/find-us/e-booking.aspx?lang=tc

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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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香港島 東區 香港筲箕灣愛秩序灣愛蝶灣商場地下39號舖 31964078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島 東區 香港北角英皇道651號科匯中心地下1號室 28110733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島 灣仔區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二號李樹培院地下門診部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accine.hksh.com/
香港養和醫院有限公司

香港島 灣仔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3-317B號中國人壽大廈1樓

查詢熱線：

83018301 (請按8字)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www.qhms.com/find-us/e-booking.aspx?lang=tc

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島 灣仔區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貿中心34樓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香港島 灣仔區 香港灣仔司徒拔道40號
預約熱線：

36518808
香港港安醫院-司徒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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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九龍 觀塘區 九龍觀塘協和街33號裕民坊商場一樓102室

預約熱線：

21158862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 觀塘區 九龍觀塘協和街169-197號合和大廈地下26號舖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九龍 觀塘區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3號得寳花園地下F號舖
預約熱線：

27519339
聯合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6號8樓801-803室

預約熱線：

23683210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15號H Zentre 11樓

預約熱線：

8199882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virtusmedical.com/covid19-biontech-vaccination-online-booking

尚至醫療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尖沙咀港鐵九龍站KOW83商舖

查詢熱線：

83018301 (請按8字)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www.qhms.com/find-us/e-booking.aspx?lang=tc

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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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旺角山東街40號好望角大廈8樓全層
25755893

95159439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
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尖沙咀東道33號中港城第5座15樓1501-2A號舖
預約熱線:

21927022
全仁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佐敦彌敦道238號18樓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0266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旺角彌敦道700號T.O.P.商場15樓1502-1505室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9510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佐敦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13樓
預約熱線：

27708365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
服務

九龍 油尖旺區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辦公大樓54樓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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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新界東 西貢區 新界將軍澳港鐵康城站6號舖 24629088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東 西貢區 新界港鐵調景嶺站9-10號舖位 27066700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東 沙田區 新界沙田大圍富健街18號急症門診中心 26083355 仁安醫院

新界東 沙田區 新界沙田第一城第一城中心一樓136B舖

預約熱線：

26374388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東 沙田區 新界沙田乙明邨明耀樓地下9號舖
預約熱線：

26341812
聯合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東 沙田區 新界沙田沙田車站圍1號連城廣場6樓609-615室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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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新界東 大埔區 新界大埔太和路15號太和中心18號地舖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新界西 離島區 新界東涌港鐵東涌站20號舖 21092711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西 離島區 新界東涌慶東街1號東堤灣畔地下22室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807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西 葵青區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3樓308D號舖

查詢熱線：

83018301 (請按8字)

預約網頁連結 : 

https://www.qhms.com/find-us/e-booking.aspx?lang=tc

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西 葵青區 新界青衣港鐵青衣站地下44-45號舖 28878823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西 葵青區 新界葵涌港鐵葵芳站17號舖 21873626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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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新界西 葵青區 新界青衣楓樹窩路10號青衣邨青衣商場1樓9號舖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新界西 荃灣區 新界荃灣綠楊坊平台P10B號舖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380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西 荃灣區 新界荃灣荃豐中心1樓B82號舖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良德街11號寶怡花園商場1樓13號舖

預約熱線：

24559811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2樓220-225室

預約熱線：

24583209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德政圍2-14號年旺樓地下1號舖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3058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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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6/5/2023

地區 分區 接種地點
預約和查詢熱線

/預約網頁連結(如有)
醫護機構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的私家診所名單

(除復必泰原始株疫苗外，2022年12月30日起診所會陸續向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提供復必泰二價疫苗接種服務)

可使用醫健通(資助)系統搜尋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的醫生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青海圍18號置樂花園地下67號A舖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3197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1號黃金海岸商埸地下28號舖

預約和查詢熱線:

26180199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jpestore.com/%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6%8e%a5

%e7%a8%ae%e7%99%bb%e8%a8%98%e8%a1%a8/

莊柏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西 屯門區 新界屯門良景邨田景路31號良景廣場L2樓L231號舖

預約熱線：

2156 5825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ecvaccine.echealthcare.com/v2/#

醫思健康

新界西 元朗區 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G3舖

預約熱線：

26173832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西 元朗區 新界元朗阜財街2號宏豐大廈地下8號舖

預約熱線：

24436220 

查詢熱線：

36189302

預約網頁連結：

https://newtownmedical.simplybook.asia/v2/

新都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西 元朗區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地下NG18號舖
24450282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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