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診註冊醫生名單(新界區) 於2014年1月31日更新

到診註冊醫生 執業地點名稱 地址 地區 分區 電話號碼

吳愷 吳愷醫生醫務所 新界大埔北盛街9號翠河花園地下2-3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53 6488

李作烜 白普理社區健康中心 香港新界大埔新興花園商場地下40號鋪 新界 大埔區 2663 2832

林偉樑 西醫林偉樑 大埔大埔廣場2樓8C 新界 大埔區 2667 2326

林德洪 林德洪醫生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21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38 5977

胡兆雲 胡兆雲醫生 新界大埔安慈路昌運中心1樓商場109-110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65 7955

容世華 西醫容世華 新界大埔富善商場107室 新界 大埔區 2661 1773

梁天明 健誼醫務所 新界大埔寶鄉街106號地下 新界 大埔區 2685 1118

許嘉烽 子建醫務所 大埔昌運中心1樓106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65 0261

陳建慶 西醫陳建慶 大埔安慈路4號昌運中心1樓56號 新界 大埔區 2665 2272

陳韋銘 西醫陳韋銘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商場19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58 3060

彭錦強 西醫彭錦強診所 新界大埔寶湖里3號大埔超級城商場E區2樓357室 新界 大埔區 2667 3138

蔡乃滔 西醫蔡乃滔 新界大埔富亨邨富亨商場14號舖 新界 大埔區 2660 8382

鄭明俊 鄭明俊醫生 新界大埔安慈路4號昌運中心商場1樓108A1舖 新界 大埔區 2663 0221

黎杰芝 廣福社區健康中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19號地下 新界 大埔區 2638 3846

謝韻婷 綠茵兒童健康智能發展中心 新界大埔南坑頌雅路匡智松嶺村 新界 大埔區 2664 2740

方書國 西醫方書國 元朗同樂街25-29號鴻福2樓4號 新界 元朗區 2475 5171

王裕民 西醫王裕民 新界元朗裕景坊11號興發樓地下2A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75 2212

王錦麟 王錦麟醫生醫務所 新界元朗教育路38號A地下 新界 元朗區 2477 1369

吳小春 卓衡醫務中心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商場地下L27號舖 新界 元朗區 3401 1366

李堅峯 西醫李堅峯．西醫廖黎曙 新界元朗青山公路209號建成樓地下D舖 新界 元朗區 2442 0133

易振傑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20號富興大廈地下B舖 新界 元朗區 2636 0150

段洪程 西醫段洪程 西菁街23號富達廣場B座28樓2室 新界 元朗區 2476 9421

胡承堅 新陶園護老院 元朗錦田高埔村103約216C, 234, B1及216H地段 新界 元朗區 2443 0795

徐豐 卓匯醫務中心(錦田) 新界元朗錦田吉慶圍181號地下 新界 元朗區 2476 3820

張子明 張子明醫生醫務所 元朗牡丹街23號康德閣22B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671 2959

張國威 家庭醫務中心-張國威醫生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號嘉湖銀座第1期2樓227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180 9489

張錦昇 立訊醫務中心有限公司 元朗鳳翔路69號建輝大廈地下2號 新界 元朗區 2442 2270

陳子沛 西醫陳子沛 洪水橋麗洪花園A座地下8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48 4676

陳功一 西醫陳功一 新界天水圍天頌苑頌富商業中心211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253 0543

陳志偉 恩澤醫務所 新界天水圍新北江商場2期1樓G舖 新界 元朗區 3152 2170

陳嘉龍 陳嘉龍醫生醫務中心 元朗青山公路22-26號金源大廈地下4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42 3377

陳慶秀 西醫陳慶秀 新界元朗泰祥街9-15號金輪樓地下E舖 新界 元朗區 2477 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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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鐸聲 勞鐸聲醫生診所 新界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M13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75 7323

楊敏 天晴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康樂路7至11號康寧樓地下B1舖 新界 元朗區 2479 4303

翟賜華 翟賜華醫生醫務所 新界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M14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75 8988

劉振強 劉振強醫生醫務所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嘉湖山莊)1樓F13B 新界 元朗區 2149 9425

劉莊敬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20號富興大厦地下B舖 新界 元朗區 2473 0881

歐陽恒 西醫歐陽恒 元朗教育路18-24號元朗商業中心4樓401-402室 新界 元朗區 2477 5522

潘兆榮 匯心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牡丹街37號大棠樓地下B2舖 新界 元朗區 2478 1135

潘睿斌 子建醫務所 新界元朗泰衡街4號東堤街14號1樓全層 新界 元朗區 2474 5050

黎丹灝 雅聯天水圍醫務所 新界天水圍嘉湖山莊嘉湖新北江商場1樓F10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975 2321

褟樂琳 劍橋聯合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又新街37-51號富佑閣地下7B2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441 8896

鍾兆崑 家庭醫務中心(綜合醫療)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第一期2樓241號舖 新界 元朗區 2180 9489

羅威敏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20號富興大厦地下B舖 新界 元朗區 2473 0881

方定國 方定國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385號嘉喜利大厦地下11號C舖 新界 屯門區 2618 0933

司徒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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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 屯門區 24411778

江彥霖 江彥霖醫生 屯門石排頭路翠林花園地下1B舖 新界 屯門區 2468 0078

何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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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 屯門區 2618 1612

吳漢津 吳漢津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井財街9號錦發大廈地下18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59 8352

李炳哲 青松西醫第二贈診所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青松徑 新界 屯門區 2464 5286

李福基 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 新界 屯門區 2457 8123

周偉文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新界屯門屯門市廣場第2期地下23-26號 新界 屯門區 2458 8222

林亦子 心醫館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85號嘉喜利大厦地下7號

鋪
新界 屯門區 2440 8081

孫曉玲 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 新界 屯門區 2457 8123

張新 康泰醫務中心 新界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223室 新界 屯門區 2453 7792

梁善邦 梁善邦醫生醫務所 新界沙田駿景園商場50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634 9212

郭國龍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屯門龍門路43號龍門居2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49 6782

郭蘭 康泰醫務中心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223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53 7792

陳偉舜 新都醫務中心(寶怡) 新界屯門良運街寶怡花園地下3A 新界 屯門區 2455 9811

陳達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地下23-26號 新界 屯門區 2458 8222

陳維平 陳維平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山景邨商場1期地下2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66 7272

曾日暉 天躍醫務中心(屯門) 新界屯門鳴琴路99號寶田商場102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56 0099

黃玉玲 恩康醫務中心 新界屯門山景邨商場2樓219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65 8122

黃志浩 黃志浩醫生診所 新界屯門啓豐商場地下36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51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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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兆文 楊兆文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商場1樓18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618 5022

源秉佳 源秉佳醫生醫務所 新界屯門青河坊麗寶大廈60號地下 新界 屯門區 2450 4521

董國輝 西醫董國輝 新界屯門蝴蝶廣場180L 新界 屯門區 2462 3923

劉小瑋 全康醫務綜合中心 新界屯門屯門市廣場第2期地下23-26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58 8222

劉冠良 劉冠良醫生醫務所 屯門仁愛堂街14號麗日閣地下 新界 屯門區 2618 1133

鄧景垣 柏基醫務中心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15號翠林花園地下1G號舖 新界 屯門區 24653786

饒汝偉 西醫饒汝偉 新界屯門仁愛堂街麗日閣地舖15-15A號 新界 屯門區 2457 8102

何啟華 何啟華醫生 粉嶺華明邨商場118室 新界 北區 2676 0371

吳小榕 華心醫務中心 新界粉嶺一鳴路8號華心商場R39號舖 新界 北區 2676 4727

李欽榮 西醫李欽榮診所 新界上水符興街15號2樓 新界 北區 2673 7622

周偉華 周偉華醫生 新界粉嶺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20號地舖 新界 北區 2677 0106

林霆
基健日夜綜合醫療中心(元

朗)
新界粉嶺一鳴路15號碧湖商場29A地舖 新界 北區 2669 0965

林龍如 西醫林龍如 新界上水中心地下1004A號 新界 北區 2376 3019

區文瀚 基健醫療中心 新界粉嶺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G36B舖 新界 北區 2256 4234

梁貴超 梁貴超醫生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隆街17號地下 新界 北區 26778790

梁劍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新界上水保平路5號 新界 北區 2145 0238

梁鑫暉 陳鑫暉醫生 上水新豐路63A地舖 新界 北區 2668 2816

郭文華 鳳溪護理安老院醫療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路22號地下 新界 北區 2683 9890

陳選豪 陳選豪醫生醫務所 粉嶺花都廣場27號地舖 新界 北區 2675 9018

陸建亮 西醫陸建亮 新界上水彩園邨彩屏樓338-340室 新界 北區 2673 7499

黃志崧 保頤醫務中心 新界上水清河邨商場2號 新界 北區 2668 1923

黃偉鵬 偉鵬全科醫務所 新界上水馬會道184C地舖 新界 北區 2145 0808

楊秀芳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新界上水保平路5號 新界 北區 2145 0238

蔡文健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盛愛

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萃閣地下 新界 北區 2278 2218

盧永樂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新界上水保平路5號 新界 北區 2145 0238

駱健娘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新界上水保平路5號 新界 北區 2145 0238

王孟順 樂怡護理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將軍澳運亨路8號疊翠軒4座39B 新界 西貢區 2558 8611

朱偉正 靈實護養院 將軍澳靈實路23號 新界 西貢區 2703 2100

吳鼐成 靈實余兆麒坑口診所 新界將軍澳靈實路十九號 新界 西貢區 2703 3003

岑榮添 岑榮添醫生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B06A號舖 新界 西貢區 3417 4179

李長智 李長智 新界將軍澳保康路108號廣明苑廣新閤13樓1306室 新界 西貢區 2457 0022

李賀霖 靈實余兆麒寶林診所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3樓327-328室 新界 西貢區 2704 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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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偉雄 靈實余兆麒厚德診所 將軍澳厚德商場西翼二樓厚德匯診M207室 新界 西貢區 2706 6881

張可蔭 宏俊醫務 新界西貢福民路42-56號西貢大廈地下7號舖 新界 西貢區 2791 4567

張俊傑 靈實白普理景林診所 將軍澳景林邨景櫚樓地下3號 新界 西貢區 2701 9223

梁志輝 靈實余兆麒坑口診所 新界將軍澳培成里8號地下 新界 西貢區 2703 2060

連楚強 慧安醫務中心 新界將軍澳慧安園商場地下A11-A12號舖 新界 西貢區 2305 0788

陳雨生 靈實白普理景林診所 將軍澳景林邨景櫚樓地下3號 新界 西貢區 2701 9223

湯仲賢 湯仲賢西醫醫務所 新界西貢福民路42-56號西貢大厦7號地下 新界 西貢區 27914567

黃志強 靈實寧養院 新界將軍澳靈實路十九號 新界 西貢區 2703 3005

黃怡聰 靈實余兆麒坑口診所 新界將軍澳培成里8號地下 新界 西貢區 2703 2060

黎兆基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2期地舖18號 新界 西貢區 2217 6398

盧燕玲 靈實余兆麒坑口診所 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里8號地下 新界 西貢區 2703 2060

蕭家樂 蕭家樂醫生 新界將軍澳培成路18號海悅豪園UG11室 新界 西貢區 2701 8811

羅肇衡 羅肇衡醫務中心 調景嶺彩明商場2期247號舖 新界 西貢區 3409 5333

王志豪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大圍大圍道73號富嘉花園29B地舖 新界 沙田區 2603 2082

吳世光 吳世光醫務所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晶樓地下1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06 0812

吳茂洛 康悅家庭醫務中心 新界大圍積福街108號天寶樓地下4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01 2188

吳偉聰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大圍大圍道73號富嘉花園29B地舖 新界 沙田區 2602 6881

李小龍 李小龍醫生醫務所 新界沙田上徑口村71號地下 新界 沙田區 2684 9833

李佩霞 耆康會群芳念慈護理安老院 沙田插桅桿街27號 新界 沙田區 2637 0488

阮熙光 西醫阮熙光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邨商場2樓49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04 2877

林沙濂 西醫林沙濂醫務所 新界馬鞍山馬鞍台富寶花園商場1樓F21鋪 新界 沙田區 2631 3638

袁煦照 沙田圍綜合醫務中心 新界沙田港鐵馬鞍山綫沙田圍站13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37 2233

張偉亮 張偉亮醫生醫務所 新界沙田大圍翠田街64號地下 新界 沙田區 2601 1876

梅麗思 康健醫務中心 (沙角邨) 新界沙田沙角邨沙燕樓地下12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48 8471

麥永健 詩健醫療顧問有限公司 新界沙田廣源邨商場第2座6號 舖 新界 沙田區 2649 4466

黃仁彪 黃仁彪醫生 新界沙田大圍雲疊花園商場18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97 7168

黃偉彪 黃偉彪醫生醫務所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一期AB座地下20號鋪 新界 沙田區 2643 0399

黃健華 黃健華醫生醫務所 新界沙田好運中心3樓商場64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691 1507

黃樹楷 黃樹楷醫生 新界火炭駿景園11座18H 新界 沙田區 2643 4322

鄭志修 鄭志修醫生 新界馬鞍山大水坑村91號地下 新界 沙田區 2633 1488

謝寶樹 西醫謝寶樹 新界火炭駿景路1號駿景廣場G82B號舖 新界 沙田區 2413 1399

伍于健 衡健醫務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道135-143號遠東中心2樓201室 新界 荃灣區 2414 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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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華 荃威醫療中心 新界荃灣荃威花園2期地下6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93 3123

李卓邦 西醫李卓邦 荃灣石圍角邨石荷樓商場122室 新界 荃灣區 2498 2619

周敬東 西醫周鐘官 新界荃灣新村街46號1樓 新界 荃灣區 2414 7267

林新征
恆安肌骼運動創傷及家庭醫

學中心
九龍藍田德田邨德敬樓204號地舖 新界 荃灣區 2709 6677

張國禮 仁濟護養院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四至八樓 新界 荃灣區 2409 2888

梁健年 恰健醫療中心 新界荃灣禾笛街21A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07 0002

郭萬儀 幸福醫務中心 新界大埔安泰路1號大埔廣場34A地鋪 新界 荃灣區 2660 8832

陳聰寶 怡康醫務中心 新界荃灣沙咀道328號寶石大廈太平興業廣場G6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07 8707

陳耀輝 倚高醫療中心 荃灣荃景圍荃威花園商場1期地下3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17 9280

麥廣亮 麥廣亮醫生 新界荃灣沙咀道289號恒生荃灣大廈地下A舖 新界 荃灣區 2492 6216

曾敬添 圓玄學院西醫診療所 新界荃灣三叠潭圓玄學院 新界 荃灣區 2412 2672

黃偉汶 偉倫醫務中心公司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街市1樓9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08 7007

黃惠康 黃惠康醫務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大廈街21號德泰大廈地下H2號鋪 新界 荃灣區 2429 2999

葉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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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201室 新界 荃灣區 2421 2565

鄒昆龍 荃灣港安醫院 新界荃灣荃景圍199號 新界 荃灣區 2276 7676

劉斌 劉斌醫生醫務所 新界荃灣青山道144-172號荃豐中心商場1樓B-80號 新界 荃灣區 2499 0663

劉漢忠 劉漢忠醫生 荃灣海濱花園A平台117號A2舖 新界 荃灣區 2419 2223

蔡元聰 西醫蔡元聰醫務所 新界荃灣荃灣中心地下S-14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93 5392

鄭愛青 西醫鄭愛青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畗麗商場A座地下19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14 4686

鄭道春 民康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荃灣沙咀道120-130號光明大廈1樓及2樓 新界 荃灣區 2498 8150

鄭慶宗 西醫鄭慶宗 新界荃灣登發街4-6號嘉新大廈地下H2號舖 新界 荃灣區 2413 1919

黎少基
仁濟醫院香港佛光協會展能

中心暨宿舍(一院）)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3樓 新界 荃灣區 2416 8380

關志強 仁濟護養院 新界荃灣荃灣277-287號青山公路運通洋松地下B室 新界 荃灣區 2496 7068

朱佩娟 朱佩娟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2樓C113A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619 0001

吳展能 吳展能醫務中心 新界葵涌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地下2號 新界 葵青區 2426 1889

吳道權 西醫吳道權 新界葵涌麗瑤邨商場11號鋪 新界 葵青區 2959 2930

吳潤聯 吳潤聯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安蔭邨安蔭商場107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494 7268

吳鋆煒 吳鋆煒醫務所 新界葵涌荔景山道祖堯邨松齡舍地下 新界 葵青區 2743 2133

吳繼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頤居 新界葵涌葵盛圍364號馮鎰社會服務大樓2-4樓 新界 葵青區 2155 2828

招培堃 招培堃醫生 葵涌和宜合道5-27號寶星中心1樓7號鋪 新界 葵青區 2420 9266

林永深 林永深醫生醫務所 九龍青山道151A地下 新界 葵青區 2387 2223

俞晶晶 朱佩娟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2樓C113A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61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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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傑 張允傑醫生 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1樓B36B舖 新界 葵青區 2619 1300

張寧頤 西醫張寧頤醫務所 葵涌和宜合道204號誼發大廈地下31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421 2311

梁根培 梁根培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葵富道7-11號葵涌廣場1樓B28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425 8811

梁瑾如 梁瑾如醫生醫務所 葵涌石蔭路43號葵麗大廈G座地下 新界 葵青區 2429 9299

許裕洪 許裕洪醫生 青衣長亨邨商場LG111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435 6886

郭文生 郭文生醫生 葵涌石籬邨大隴街107號昌榮樓101室 新界 葵青區 2428 1413

郭駿業 健林醫務中心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籬商場2期307室 新界 葵青區 2480 0926

陳語堂 鄰舍輔導會怡菁山莊 新界葵涌九華徑長坑路坳背山 新界 葵青區 2742 3378

陳禮聖 西醫陳禮聖 葵涌光輝圍昌利樓1號地下 新界 葵青區 2427 7977

麥錦麟 栢健家庭醫療中心 新界葵涌景荔徑8號盈暉家居城地下6號舖 新界 葵青區 3525 1033

黃平山 黃平山醫務所 新界葵涌大白田街31號地下 新界 葵青區 2420 9304

黃澤仁 卓健醫療體檢中心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3樓308D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431 0230

葉衛民 葉衛民醫生老人科專科診所 新界葵涌興芳路180號運芳洋樓一字樓 新界 葵青區 2428 9293

蔡靜瑜 蔡靜瑜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荔景邨仰景樓地下2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742 8622

鄭澍霆 鄭澍霆醫生醫務所 新界葵涌景荔徑8號盈暉家居城1樓128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371 3315

霍詠儀 菁頤居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 432號偉賢樓一樓及二樓 新界 葵青區 2757 9850

謝昌佑 毅力放射診斷中心有限公司 新界青衣青綠街7-19號青怡花園7座地下55號 新界 葵青區 2434 9816

羅建華 聯合醫務中心(青衣) 青衣牙鷹洲街8號灝景灣商場3樓7號舖 新界 葵青區 2507 6926

譚連昌 西醫譚連昌 新界葵盛西邨7座9號地舖 新界 葵青區 2425 5266

譚焯坤 寶樂長者及復康專科診所 和宜合道1號葵星中心高層67號地下A舖 新界 葵青區 2761 3286

李祖曠 李祖曠醫生 新界長洲新興街42號地舖 新界 離島區 2986 9292

陳展鵬 陳展鵬醫生醫務所 新界長洲新興街35號地下 新界 離島區 2981 7597

鄺健鴻 盈健醫務中心 新界東涌慶東街1號東堤灣畔地舖19號 新界 離島區 2109 2288

總數: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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