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可托醫療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8-48號萬年大廈7樓704室 28896999

基護醫務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0號地下 28656656

和富醫務中心 香港北角北角道33號A3號舖 34228763

王哲華西醫醫務所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商場地下9號舖 25167283

李丹女醫生醫務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卡佛大廈21樓2108室 25223239

陳凱盈醫生 香港筲箕灣工廠街18號地下B舖 23202330

西醫黃喜良醫務所 香港灣仔灣仔道115號得利商業大廈5樓E室 28360233

鄒潔雲醫生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寶山閣平台P10
25670336/

25670337

李娟醫生 香港鴨脷洲鴨脷洲邨利澤樓地下35號舖 25521321

西醫許君恕 香港中環畢打街1-3號中建大廈16樓1603A室 25252825

黃振宗 香港柴灣康翠臺康翠臺商場5樓6A號舖 25570463

黃文雄醫生醫務所 香港堅尼地城西祥街2號寶翠閤地下21A舖 28190167

善樂家庭醫學診所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高安閣平台P-517號舖 25672796

葉玉鵬醫生醫務所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辦公大樓6樓602室 25600015

余衛祖醫生 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東商場G60-61號地舖 25183230

余偉南醫生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地下A71號舖 28862080

陳楚英醫務所 香港中環機鐵香港站Level 1 (地庫)8號舖 25303033

居民診療所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28號台山中心6樓6A室 25733955

康力醫療中心
香港香港仔田灣石排灣道53,53A, 53B, 53C號

大樂樓地下A室
25557778

盈健醫務中心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90號寶峰園2C地舖 28119008

霍建中-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杏花邨)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G60號舖 25566689

高國進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12樓1210室 36112772

安寧醫務所 香港香港仔湖北街12號裕景中心5樓501室
25522833/

25559679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香港島及離島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香港島及離島

領康醫療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1號世紀廣場5樓全層及603室 25213181

優越醫療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秩序灣愛蝶灣商場地下39號舖 31964078

卓健醫療中心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5樓501-507室 25238166

思邈健康 香港灣仔灣仔道113-117號得利商業大廈5樓D室 94462963

吳文瀚醫生醫務所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21樓6室 28387918

榭麗醫療家庭健康中心 香港堅尼地城吉席街78-86號地下J室 23410488

康健醫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禮街2號愛蝶灣地下38號AB舖 25721376

聯合醫務中心(中環)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1401-03室 28401636

聯合醫務中心(灣仔)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室大樓1109室 28240018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淘大醫務中心 九龍牛頭角牛頭角道165號偉景樓地下N號鋪 23181971

亞太專科醫療中心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18號恒生尖沙咀大廈7樓701-2室 27876138

寶康醫療中心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創紀之城五期apm

東亞銀行中心28樓2802室
25239383

聯保醫務所 九龍尖沙咀亞士厘道9-11號順豐大廈14樓 23940118

香港中文大學醫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5號普基商業中心5樓 34687141

陳楚英醫務所 九龍大角咀港鐵奧運站5號舖 (E出口) 21481217

江炎輝醫生 九龍荔枝角美孚新邨第五期蘭秀道6號地下B-1地下 27432567

西醫陳柏堅 九龍旺角染布房街15號地下 23902956

陳式雅醫生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3樓303室 27239688

周國雄醫生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68號地下 27880283

鍾俊陞醫生 九龍佐敦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1樓1101室 26385691

黃南醫生醫務所 九龍大角咀海輝道11號奧海城1期1樓110號舖 22714789

欣榮醫療中心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37號地下3號舖 27116615

西醫許慧麗 九龍旺角彌敦道677號恒生旺角大廈1003室 23903132

黎浩華醫生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144號錦利閣2樓A室 23363383

劉衛虹醫生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2-8號栢嘉商業中心2樓 23771228

西醫李穎媚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258號地下 27291738

西醫梁灼亨 九龍橫頭磡樂富樂富中心3樓3138號舖 23380711

西醫盧修輝 九龍黃大仙鳳凰新邨祟華街30號地下 23249171

西醫曾慶光 九龍藍田廣田邨商場2樓210號舖 27271556

黃乃明醫務所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康樓3樓G02室 23446928

西醫陳嘉成 九龍黃大仙慈雲山毓華街40號A3地鋪 23500944

溫希蓮醫生 九龍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一期19樓1922室 23338896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九龍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九龍

曹錦華醫生 九龍觀塘秀茂坪商場308號鋪 23466677

黃譽盛醫生 九龍旺角上海街438-444號同珍商業中心地下 24555608

便利醫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佐敦德興街12號興富中心13樓1305室 36197661

安康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608號麗翠商場101號舖 28872866

全民醫療中心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15號 H Zentre 1樓109室 26180189

誠信家庭醫學中心 九龍紅磡德民街36號地下B1號舖 27745670

家康醫務中心 九龍牛頭角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地下26號舖 27553355

香港梔子醫療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7樓707室 23889996

天恩醫療中心 九龍旺角彌敦道655號22樓2208室 39070116

616疫苗體檢中心 九龍尖沙咀美麗華廣場A座6樓616室 25436066

綠茵兒童健康智能發展中心 九龍佐敦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一期1429室 27302313

恆生醫務所 九龍紅磡蕪湖街46號地舖 23650352

杏林醫護國際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4號新科技廣場27樓20室 23331891

康橋醫學 九龍旺角彌敦道700號21樓 23318160

香港心母乳顧問及疫苗中心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洋中心1429室 35896758

康諾醫療有限公司 九龍油塘高輝道17號油塘工業城B1座7樓14-19室 39574530

許君恕醫生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15號8樓813室 28133703

盈健綜合醫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港鐵九龍站L2層85號 26688600

盈健醫務中心 九龍油塘鯉魚門路80號油美苑鯉魚門廣場2樓209A號舖 27721862

盈健醫務中心 九龍紅磡德民街黃埔新村地舖30號B 23330332

卓康醫務中心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128號地下 23568111

蘇日東醫生 九龍紅磡九龍紅磡海逸豪園8號海逸坊地下2號 36897610

善樂家庭醫學診所有限公司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76號中南大廈地下 34819282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九龍

官塘翠屏道邨街坊福利會

註冊西醫診所
九龍觀塘翠屏北邨翠楠樓地下L9室 23419183

進賢醫務中心(奧海城) 九龍旺角海泓道1號奧海城三期地下G25號舖 23890628

靈思醫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銀鳳街1號鳳凰村大廈地下A舖 27899022

醫健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購物商場2期地下7號舖 23227070

仁德醫務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134號美麗華廣場A座9樓912室 27227336

美孚綜合診所 九龍荔枝角美孚新邨百老匯街65號平台75號舖 27436601

滙潼兒童微創手術中心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洋中心12樓1220室 35681786

兒童呼吸及睡眠疾病中心 九龍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1期1315D室 27491315

基健綜合醫療中心 九龍土瓜灣北帝街67號地舖 27613055

原心專科診所 九龍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期17樓1721室 26339563

保康醫務中心 九龍觀塘巧明街117號港貿中心19樓01室 23476888

心滙專科中心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3樓305-307室 238968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

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深水埗白田街13號石硤尾邨美葵樓101號舖 23902711

順康醫務所 九龍觀塘順利邨1期平台商場E04號舖 23451112

林鉅成醫務所 九龍新蒲崗彩虹道74-76號二樓 23213436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2期地下1號舖 23228892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14樓1402室 21968952

康健綜合醫務中心(旺角) 九龍旺角彌敦道738-740A號利華大廈地下B舖 23905639

康健醫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98號地舖 29581199

全仁醫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5座15樓1501-2A室 21927022

聯合醫務中心(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3號得寳花園地下F號舖 27519339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保健處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A001室 27665433

尚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17樓1701, 17-18室 37920196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九龍

劍苗醫療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1期11樓1119號舖 34623390

裕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秀茂坪商場304室 31532592

裕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九龍大角咀大全街20B號大富樓地下 23233340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新界葵涌葵芳葵芳閣第3座商場地下J1號舖 24268383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柏麗廣場23樓2312室 24588222

仁愛醫務診所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88號A宜和樓地下 25031626

安盛醫療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上水龍琛路48號上水匯10樓1003號室 27368919

宏康醫務所 新界東涌逸東商場2樓207號舖 26119090

劍橋專科醫療中心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113-115號利源樓地下3號舖 24418896

劍橋聯合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又新街37-51號地下B2號舖 24757713

林超男醫生醫務所 新界馬鞍山鞍駿街11號福安花園地下25,26及28號舖 26415115

陳建輝醫生醫務所 新界沙田大圍田心村地下262舖 26053925

西醫陳子沛 新界元朗西青街8號富盛樓地下 24792716

周博裕醫生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9號Popcorn 2,1樓F90室 31722609

馬炳坤醫務所 新界將軍澳安寧花園商場地下27B號舖 27050867

劉振強醫生醫務所 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嘉湖新北江商場1樓F5B號舖 21499425

西醫何漢明 新界屯門豐安街2號翠寧花園4座地下3號舖 26181612

孔慶仁醫生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0-33號T Town 北翼NG20號舖 22530624

莊錦安醫生醫務所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11號寶盈花園地下11A號舖 34035313

關浩然醫生 新界上水順欣花園地下4B舖 26795511

鄺家信醫生醫務所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11號寶盈花園S12號地舖 28686829

林展輝醫生醫務所 新界青衣翠怡花園商場第三期10座G樓302室 24318180

西醫劉起東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泰樓地下5號舖 21466626

梁永興醫生 新界大埔南運道1號富雅花園商場13號 26522393

李志謙醫生 新界荃灣路德圍48號嘉新大廈地下 24079292

西醫凌柱培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馬鞍山恆安邨恆安商場3樓319室 26423773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新界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新界

勞鐸聲醫生診所 新界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M13號舖 24757323

容立偉醫生醫務所 新界馬鞍山福安花園商場UG樓79號舖 (電梯按1字) 26430788

盧國章醫生 新界粉嶺石湖墟帝庭軒商場1樓22號舖 31254663

柯慶全醫生醫務所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平台C 120B舖 24068282

盧俊鴻醫生家庭醫學專科 新界馬鞍山鞍駿街1號馬鞍山中心A9地舖
26339329/

26973002

丘國慶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悅湖山莊悅湖山莊商場地下5-6號舖 24042929

蕭家樂醫生 新界將軍澳培成路18號海悅豪園UG11室
27018811/

82001626

柏慧醫療有限公司

(將軍澳日出康城)
新界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6號舖 26686988

柏慧醫療有限公司

(將軍澳維景灣畔)
新界將軍澳維景灣畔3期LG2B1舖 26683780

司徒惠強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333號恆福商場2樓205號舖 24411778

曹錦華醫生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號葵星中心高層地下66 B1舖 24919000

謝建華醫生醫務所 新界元朗壽富街71號元發樓地下6號舖 24788255

西醫許君恕 新界沙田第一城11座地下A號舖 26477711

西醫吳道權 新界葵涌麗瑤邨商場11號舖 29592930

袁富林醫生醫務所 新界大圍積富街61號地下E舖 28914180

西醫柳曄 新界將軍澳彩明商場304號鋪 34095015

彭意殷醫生醫務所 新界東涌迎東邨迎東商場6號舖 27592266

健聯醫務中心 新界大圍大圍道94-98號天寶樓地下5號舖 26699588

健聯醫務中心(積信街) 大圍積信街69-75號立和樓地下A舖 26699588

恒安肌骼痛症及家庭醫學中心 新界馬鞍山恒安邨商業中心2樓215號舖 26313028

恒安肌骼運動創傷及

家庭醫學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道135-143號遠東中心201室 24212565

香港保健醫療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西貢德隆後街20號地下 27921939

香港婦幼醫療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上水龍琛路33號龍豐花園商場2樓13號舖 27722099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新界

香港傳染病預防動力 新界屯門建發街1號鳴發工業中心11樓5室 21857965

萃康醫療 新界元朗形點II 3樓A330號舖 34682171

盈健綜合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港鐵元朗站地下20-21號舖 24780878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地下NG18號舖
24450282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大埔安慈路4號昌運中心商場28B地舖 26608832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東涌港鐵東涌站20號舖 21092711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將軍澳港鐵坑口站8號舖 26237768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恩邨天恩商場1樓120號舖 21467788

霍建中-康健綜合醫務中心

(將軍澳- 都會駅)
新界將軍澳都會駅商場2樓088號舖 22070090

莊柏醫療 新界屯門新墟德政圍2-14號年旺樓地下一號舖 26183058

顥培醫療 新界馬鞍山保泰街16號We Go Mall 202D室 26380382

德健西醫綜合醫務所 新界大圍美田路30號美林邨商場1樓47號
23518288/

93551808

路德圍綜合醫務中心 新界荃灣路德圍荃興徑10-18號富榮大廈7A地鋪 27283811

新都醫務中心 新界屯門屯利街新都商場2樓214-215室 24583213

栢健家庭醫療中心 新界葵涌景荔徑8號盈暉薈1樓110-111號舖 35251033

卓健醫療 新界愉景灣愉景廣場B座108號舖 29875633

卓健醫療中心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1期308D號舖 24310230

路加醫療中心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2樓C50-53A 08-09號舖 24682012

香港教育大學保健中心 新界大埔露屏路10號香港教育大學曹貴子基金會大樓 29486262

霍建中-康健醫務中心(麗城)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2期麗城商場地下8A號舖 24902255

康健醫務中心(希爾頓3)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3-9號希爾頓中心商場3樓47號舖 26950905

康健醫務中心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III)NPQR座地下48號舖 26330790

康健醫務中心 (河畔) 新界沙田大涌橋路20-30號河畔花園地下商場37號舖 26491601



診所名稱 地址 查詢電話

特別安排下提供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的診所名單

新界

康健醫務中心 新界葵涌葵盛東邨葵盛東商場110號舖 29448478

康健醫務中心 新界上水龍琛路33號龍豐花園地下2號舖 26700641

康健醫務中心 新界沙田大圍道98號天寶樓地下7號舖 26931729

康健醫務中心 新界沙田隆亨邨隆亨商埸2樓105-106號舖 26026160

康健醫務中心 新界葵涌梨木樹邨商場L1, 120號舖 34469330

康健-基健醫務中心 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商場2期1樓F1號舖 21461119

澤康醫務中心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50號葵涌花園商場5A-5B地舖 24949290

子建醫務所 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1樓C2C & C3A號舖 26170508

聯合醫務中心(珀麗灣) 新界馬灣馬灣大街村東21號地下 29863880

聯合醫務中心(沙田) 新界沙田乙明邨明耀樓地下9號舖 26341812

聯合醫務中心(青衣安濤)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14號舖 21491199

聯合醫務中心(荃灣)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98號愉景新城第1層1070舖 29401338

仁本醫療中心 新界荃灣大河道100號海之戀商場3樓3005室 35431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