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區 

   

中西區 信譽藥房有限公司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36 號 D 舖 

中西區 萬事達 (香港) 藥房 皇后大道西 451 號業昌大廈 17 號地下 

中西區 皇后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西 291-293 號地下 

中西區 宏基中西藥房 西環德輔道西 127 號地下 

中西區 峻業藥房有限公司 西環卑路乍街 50 號 

中西區 正佳藥房有限公司 西環正街 38 號 G 

中西區 泓盛大藥房 西環德輔道西 216 號地下 

中西區 西環大藥房 西環卑路乍街 45 號地下 

中西區 金寶大藥房 (西環) 西環卑路乍街 99 號 

中西區 華達中西藥房 石塘咀德輔道西 364 號地下 7 號舖 

南區 智文藥房 鴨脷洲海怡西廣場 1 樓 122 號舖 

南區 華富中西大藥房 香港仔華富村華光樓 703-704 

南區 嘉利大藥房 香港仔成都道 24 號  

南區 天星藥房 香港仔大道 179 號 

東區 中國藥房 柴灣道 343 號宏德居 B 座 58-59 號地下 

東區 中國藥房 柴灣小西灣道 9 號富欣花園地下 42 號舖 

東區 卓興大藥房 柴灣杏花邨街市地下 3A,4 號舖 

東區 嘉華中西藥坊 柴灣小西灣邨商埸 2 樓 212 號舖 

東區 中華中西藥房 筲箕灣道 388 號 

東區 天力藥房 筲箕灣東大街 124 號 C3-C5 號舖 

東區 永樂中西藥行 (筲箕灣) 筲箕灣道 407 號筲箕灣中心 43 號舖 

東區 千島藥房 鰂魚涌英皇道 997 號地下 E 舖 

東區 海昇西藥房 鰂魚涌英皇道 1018 號地下 S4 號舖 

東區 海洋中西大藥房 鰂魚涌英皇道 987 號 

東區 名豐大藥房 北角春秧街 107 號地下 

東區 天力藥房 北角英皇道 700 號 

東區 宜安大藥房 北角春秧街 65 號 

東區 富泰藥房 北角道 1-9A 號地下 

灣仔 仁和中西大藥房 天后英皇道 2 號鴻安大廈地下 4A 舖 

灣仔 友誠中西大藥房 灣仔軒尼詩道 171-173 號 

灣仔 富康大藥房 灣仔石水渠街 17 號 

灣仔 富裕西藥房 (灣仔) 灣仔道 59-63 號 

      

      



   

九龍區 

   

地區 藥房 地址 

九龍城 信誠有利西藥房 紅磡寶其利街 2A 

九龍城 康福中西藥房 紅磡湖光街 1-7 號聯盛大廈 15 舖 

九龍城 正安中西藥房 紅磡德民街 34 號商埸地下 3 號 

九龍城 紅墈藥房 紅磡船澳街 101-109 號黃埔新邨地下 1A5 號舖 

九龍城 全家福 土瓜灣馬頭圍道 404 號 G 

九龍城 同福蔘茸中西藥房 土瓜灣下鄉道 45 號地下 

九龍城 嘉福 (藝林) 中西藥行 土瓜灣道 78A 號定安大廈地下 1 號舖 

九龍城 建樂大藥房 土瓜灣道 78-80 號地下 5 號舖 

九龍城 海彬中西藥行 土瓜灣落山道 66 號地下 

九龍城 福興大藥房 土瓜灣馬頭角道 35 號 B 

九龍城 誠信大藥房 土瓜灣馬頭圍道 71-73B 號地下 

九龍城 回春園藥行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 9 號地下 

九龍城 祥華大藥房有限公司 九龍馬頭圍道 113 號 

油尖旺 仁愛藥房 大角咀埃華街 57 號 

油尖旺 利康中西藥房 (奧海) 有限公司 大角咀 奧海城二期 1 樓 137 舖 

油尖旺 仁正藥房 九龍亞皆老街 17 號地下 

油尖旺 冠亮大藥房 油麻地彌敦道 525 號地下 A 舖 

油尖旺 榮發藥房 油麻地西貢街 1 號 W 

油尖旺 金華中西大藥房 油麻地廣東道 828 號地下 

油尖旺 健怡康藥房有限公司 旺角亞皆老街 7 號地下 

油尖旺 富安西藥房有限公司  旺角亞皆老街 19 號 

油尖旺 通城大藥房 旺角太子道西 112 號 

油尖旺 高峰藥房有限公司 旺角洗衣街 89 號 A2 號舖地下 

油尖旺 高峰藥房有限公司 
旺角西洋菜南街 2 號 Y 地下 3 號舖  /  

九龍旺角奶路臣街 22 號地下 

油尖旺 高登大藥房 九龍太子道西 108-118 號康寧大廈 C1-C3 號地下 

油尖旺 龍豐旗艦店 旺角奶路臣街 6F 及 6G 號地下 

油尖旺 龍豐藥房 尖沙咀加拿芬道 20 號加拿芬廣場地下 

深水埗 德成大藥房 深水埗桂林街 93 號 

深水埗 中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桂林街 115-119 號地下 2 號舖 

深水埗 偉華西藥房 深水埗青山道 296 號地下 

深水埗 健怡藥房 (深水埗) 深水埗青山道 302 號地下 

深水埗 富明西藥房 深水埗青山道 308 號地下 



深水埗 德華大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青山道 333 號地下及一樓 

深水埗 偉華西藥房 深水埗青山道 390 號地下 

深水埗 正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基隆街 296 號地下 

深水埗 健安藥行 深水埗基隆街 306 號地下 

深水埗 富大西藥房有限公司 (基隆街) 深水步基隆街 316-324 號聯康大夏地下 

深水埗 合興大藥坊 (深水埗) 深水埗大南街 289 號地下 

深水埗 富明西藥房 深水埗汝洲街 263 號 

深水埗 德成大藥房 深水埗汝州街 272-274 號 B 舖地下 

深水埗 祥興西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北河街 201 號 

深水埗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匯商場 2 樓 43-44 號舖 

深水埗 銓豐大藥房有限公司 美孚新村萬事達廣場 61N 舖 

深水埗 建業中西大藥房 (深水埗) 深水埗大埔道 47-49 號地下 

觀塘 二友參茸藥行 牛頭角安基苑商埸 19-20 號 

觀塘 啟安中西藥行 牛頭角樂華村信華樓 112 號 

觀塘 鈞興大藥房 牛頭角道 15-17 號嘉和園 18 號地下 

觀塘 仁信大藥房 藍田啟田道 49 號地下 16-18 號舖 

觀塘 寶泰藥房  藍田匯景 3 樓 4A2-7 號 

觀塘 榮發中西藥行 藍田德田商場 3 樓 308 室 

觀塘 裕興中西藥行 藍田德田商埸 113-116 

觀塘 仁福中西藥房 觀塘物華街 57 號 

觀塘 大來大藥房有限公司 觀塘協和街 99 號 J 舖 

觀塘 樂華藥業 觀塘樂華北邨商埸 204 號舖 

觀塘 春生厚藥房(觀塘) 觀塘牛頭角道 351 號興達大廈地下 1 號舖 

觀塘 保民中西大藥房 秀茂坪寶達邨商場 1 樓 103 號舖 

觀塘 冠生中西大藥房 (秀茂坪) 秀茂坪新商場 1/F 109-110 號舖 

觀塘 萬順中西藥行 順利邨利業樓 D4 號 

觀塘 長豐中西藥房 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 F15-15A 

黃大仙 仁泰中西藥行 黃大仙啟德花園購物商埸 1 樓 1-2 號舖 

黃大仙 德華藥業公司 黃大仙鳳德邨商場 220-221 號 

黃大仙 智文藥房 黃大仙中心 1 樓 123A 號舖 

黃大仙 俊生中西藥行 牛池灣金池徑 23 號地下 

黃大仙 李家園 (業興) 中西藥行 牛池灣金池徑 33 號地下 

黃大仙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牛池灣清水灣道 21 號文德樓地下 

黃大仙 和順堂中西藥房 牛頭角彩德邨商埸 505 號舖 

黃大仙 安康大藥房 新蒲崗爵祿街 72-82 號地下 C 舖 

黃大仙 成業中西大藥房 新蒲崗爵祿街 32-34 號地下 



黃大仙 鴻運大藥房 新蒲崗崇齡街 3 號地下 

黃大仙 彩運西藥房 彩雲邨彩雲商場二期三樓 A308 號舖 

黃大仙 藝海參茸西藥房 (鳳凰邨) 鳳凰新邨環鳳街 16 號地下 

黃大仙 金城中西大藥行 慈雲山慈正邨商埸二期地下 3 號舖 

 

      
      

   

新界區 

   

地區 藥房 地址 

元朗 天匯中西藥房 天水圍天盛商場 1 樓 107 號 

元朗 天瑞中西藥房 天水圍天耀商場 1 樓 L102 號 

元朗 天瑞藥房 天水圍天瑞商場 1 樓 106 號 

元朗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天水圍天頌苑頌富商場二期地下 07 號 

元朗 道安 (富榮) 中西藥房 天水圍天澤商場 223-224 室 

元朗 寶健大藥房有限公司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埸一期 G/F A19-A21 舖 

元朗 道安富榮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 1 樓 C41A 舖 

元朗 恆澤中西大藥房  元朗阜財街 36 號光華中心地下 34E 舖 

元朗 國康中西大藥房 元朗福德街 18-36 號地下 1 號舖 

元朗 新輝藥房 元朗福德街 18-36 號地下 07(30)號舖 

元朗 新輝藥房 元朗壽富街 11 號地下 

元朗 智文藥房 元朗教育路 3-7 號富好大樓 2-3 號舖 

元朗 莉滿藥房 元朗安寧路 110-113 號 14 號舖 

元朗 莉滿藥房 元朗壽富街元朗中心 3B 地下 

元朗 龍豐 Mall  元朗裕景坊 8 号同益大廈地下 2 及 3 号舖 

元朗 龍豐藥粧 
元朗壽富街 51-59 號元朗中心地下 1A, 1B 及 2A

號舖 

元朗 健昌藥行 元朗媽廟路同發大廈 P4 

元朗 冠誠西藥房 元朗大棠路 23-27 號合益廣場 A5 地舖 

元朗 南北藥行 元朗康樂路兆明樓 12 號地下 

北區 新輝藥房 上水新康街 3 號 G/F 

北區 保寧中西大藥房 上水新康街 60-62 號 

北區 創生 上水新康街 80 號 

北區 龍豐藥房 上水新豐路 89-95 號地下地舖 

北區 新龍豐藥房 上水新豐路 113-119 號 Shop B&C  

北區 尚御藥房 上水彩園村彩珠樓 3 樓 330,332 號舖 



北區 新輝藥妝 上水龍豐花園 17 號 

北區 新輝藥房 粉嶺聯和墟聯安街 9 號 A 

北區 大鵬中西藥房 粉嶺聯和墟聯盛街 10-16 號 A 地下 

北區 龍豐藥房 粉嶺聯和墟聯盛街 22 號 

大埔 仁泰中西藥行 大埔廣福商場 P205 店 

大埔 健康源中西藥坊 大埔廣福道 90 號地下 

大埔 大德藥房 大埔廣福道 99 號 

大埔 兆安中西藥行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 2 號舖 

大埔 東昇中西藥房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 10 號 

大埔 冠文西藥房 大埔墟大光里 10-22 號大運大廈 9 樓 

大埔 冠生中西大藥房 大埔安邦路 9 號大埔超級城 A 區 9-11 號地舖 

大埔 冠華藥房有限公司 大埔墟寶鄉街 72 號地下 

大埔 聯城中西大藥房 大埔富善街 22 號地下 

大埔 富善中西藥行 大埔富善邨商埸一樓 123 號舖 

大埔 文康大藥房 大埔安慈路翠屏花園 16 號地舖 

大埔 智文大藥房 大埔泰和邨商埸地下 101H 號舖 

大埔 東昇西藥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地下 14 號 

大埔 漢興中西大藥房 大埔中心超級城 A 區地下 5-8 號 

大埔 金安美藥 大埔廣福里 15 號同樂大廈地下 B 號 

屯門 世民中西藥行 屯門仁政街 33 號 屯門中心大廈地下 

屯門 學勤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啟發徑 1-15 & 9-13 號萬成大廈地下 5 號 

屯門 新宏興藥行 屯門啟民徑 17-19 號美恆大廈 2 號 

屯門 康達大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寶怡花園商場地下 3 號舖 

屯門 新利西藥房 屯門鄉事會路 94-110 號康利中心地下 21 號舖 

屯門 智文藥行 屯門青山坊 2 號華樂大廈地下 6 及 53 號舖 

屯門 智文藥行 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 15 號 

屯門 東亞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置樂花園 1-4 號 

屯門 民豐西藥行 屯門龍門居地舖 85 號 

屯門 祥益西藥房 屯門良景村商場 L431 號 

屯門 華興中西藥房 屯門良景村商場 3 樓 L333 號 

屯門 聯益中西藥房 屯門蝴蝶村商場 2 樓 208 號 

屯門 華興大藥房 屯門鄉事會路 64-66 號泰興大廈地下 A-B 舖 

屯門 金都城大藥行 屯門鄉事會路 140 號 

沙田 健匯中西藥房 沙田正街 21-27 號沙田廣場 3 樓 45A 舖 

沙田 仁安大藥房 沙田大圍道 50 號地下 

沙田 金城門中西藥房 沙田大圍道 52 號頤萱樓地下 



沙田 運通 (發記) 中西藥行 沙田禾輋商場 2 樓 203-204 號 

沙田 長城國產藥業西藥房 沙田禾輋邨商場 2 樓 204A-205A 號 

沙田 達城大藥房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 3 樓 7 號 

沙田 國城大藥房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 L3 30A 號舖 

沙田 安華中西藥行 沙田希爾頓中心商場 3 樓 36D 

沙田 宏信中西藥行有限公司 沙田水泉澳商場 101 號舖 

沙田 恆利大藥房 沙田沙角邨沙燕樓 2 樓 232-233 號舖 

沙田 成豐參茸中西大藥行 沙田廣源邨 2 座 13 號地下 

沙田 智文大藥房 沙田廣場 3 樓 37 號舖 

沙田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沙田第一城中心商場 G35-36 號 

沙田 槺弘參茸海味中西藥房 沙田馬鞍山新港城街市 S78A 地舖 

沙田 活士西藥房 沙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2 樓 2099-2100 號舖 

沙田 興華中西大藥房 沙田馬鞍山頌安邨商埸 1 樓 128 號舖 

沙田 東昇藥行有限公司 沙田馬鞍山耀安邨商埸 104 號地下 

沙田 仁安大藥房 沙田馬鞍山恒安邨商場 211 號 

沙田 聯誠大藥房 沙田石門安群街京瑞廣埸第二期地下 G15 號舖 

沙田 萬順安粧藥 沙田石門安群街 1 號京瑞廣埸二期 G12 號舖 

荃灣 友信日韓藥粧 荃灣眾安街 47 號地下 

荃灣 荃威大藥房 荃灣眾安街 84 號地下 

荃灣 信明藥業有限公司 荃灣眾安街 112 號地下 

荃灣 中和藥行 荃灣川龍街 12 號地下 

荃灣 恆威大藥房 荃灣川龍街 64 號地下 

荃灣 榮健藥房 荃灣川龍街 105 號地下 

荃灣 健安藥房 荃灣川龍街 117 號 

荃灣 滙港大藥房 荃灣沙咀道 260-276 號廣發大廈 

荃灣 聯合藥房 (荃灣) 荃灣協和廣埸新村街 12 號地下 

荃灣 華洪堂藥房 荃灣德華街 6 號地下 

葵青 寶康中西藥房 下葵涌德士古道 51 號地下 

葵青 港城中西大藥房 葵芳盛芳街 15 號運芳洋樓地下 

葵青 德仁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 葵芳盛芳街 29 號 

葵青 金峰蔘茸海味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  葵涌梨木樹村商場 7-8 號地下 

葵青 鴻發中西藥行 葵涌上角街葵涌商場 121 號 

葵青 德華大藥房有限公司 葵涌石籬村商場 2 期 217 號 

葵青 德華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葵涌石蔭商場 LG108 號舖 

葵青 智生藥房 葵涌石蔭路 78 號 A 天安樓地下 

葵青 緯昌西藥房 葵涌石蔭路葵麗樓 39 號舖地下 



葵青 莊生藥房有限公司 葵涌石蔭路 151 號福蔭大廈地下 G2-1 舖 

葵青 永昌大藥行 葵涌葵興村商場地下 7 號 

葵青 金城中西藥行 青衣長發村商場 303 號舖 

葵青 金安蔘茸藥行有限公司 青衣長發村商場 208-209 號 

西貢 春生厚中西藥房 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 306-307 號 

西貢 新城中西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第 1 期商場 218 號  

西貢 仁康中西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第 2 期商埸 UG082 號 

西貢 寶萊大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第 2 期 UG065-66 號舖 

西貢 新都城中西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第 2 期商埸 37-38 號 UG 

西貢 仁康藥房 將軍澳坑口地鐵站上蓋連理商埸 1 樓 107 號舖 

西貢 嘉華藥房 將軍澳坑口連理街商場 146 號舖 

西貢 天和堂中西藥行 將軍澳翠林邨商場 115 號 

西貢 尚德藥房有限公司 將軍澳尚德邨商埸 2 樓 241 號舖 

西貢 景林藥業公司 將軍澳景林村景松樓 7 號舖 

西貢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將軍澳厚德商場東翼地下 35-36 號 

西貢 興達參茸中西藥行 將軍澳彩明苑商場 306 號 

西貢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油塘鯉魚門廣場 1 樓 106-107 號 

離島 明逸中西藥海味行 東涌逸東村逸東商場地下 10 號舖 

離島 長春參茸中西藥行 東涌映灣園 2 期商場 28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