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房列表 Pharmacy List

中文18區 中文名 中文地址 電話

仁安葯房有限公司 中環 砵典乍街20號地下 3184 0623

新永寧葯房有限公司 中環 德輔道中158號地下 2581 4551

達成香水有限公司 中環 德輔道中19號環球大廈地下B舖 2526 6623

長泰西藥房(香港)有限公司 上環 永樂街12-16C號地舖 2545 2561

長榮藥房有限公司 上環 永樂街26號 地舖 3170 6269

萬事逹(香港)藥房 西營盤 皇后大道西451號地舖 2546 0985

富豐大藥房 西環 卑路乍街48號地下 2816 7003

峻業藥房有限公司 西環 卑路乍街50號地下 2377 2889

信譽藥房有限公司 堅尼地城 卑路乍街136號地舖 2389 2328

天星藥房 香港仔 香港仔大道179B地下 2555 6857

信義大藥房有限公司 香港仔 湖北街24號地舖 2555 7773

嘉利大藥房 香港仔 成都道26號地下 2814 0575

順明藥房 跑馬地 奕蔭街4號地舖 2572 2839

義成藥房 跑馬地 黃泥涌道29號E地舖 2573 5247

友誠中西大藥房 灣仔 軒尼詩道173號地下 2891 6838

新寧藥房有限公司 灣仔 軒尼詩道275號地下 2574 1500

金輪大藥房 灣仔 天樂里6-18號鑽石樓A舖地下 2807 1071

富康大藥房 灣仔 石水渠街17號地下 2892 0411

信安中西大藥房 灣仔 春園街47號新春園大廈地下 2203 4328

百匯藥房 灣仔 莊士敦道189號A&B地舖 2295 6288

嘉寧中西藥房 灣仔 莊士敦道36-42號地舖 2527 1462

英國藥房 灣仔 駱克道272號A1舖地下 2507 5179

萬譽大藥房 灣仔 灣仔道 59-61號地下B號舖 2968 0881

富明西藥房 灣仔 灣仔道 77-83號地下2號舖 2838 8872

富明西葯房 灣仔 灣仔道156號南開大廈地下 2573 8882

金輪中西蔘茸大藥房 銅鑼灣 百德新街1-7號香港大廈地下U號舖 2890 1170

新昌大藥房 銅鑼灣 百德新街1號香港大廈地下1L4舖 2577 0564

金輪大藥房 銅鑼灣 波斯富街83號波斯富大廈地下L舖 2808 1381

龍城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 銅鑼灣 恩平道54號地下B舖 2870 3890

新寧藥房(北角) 北角 英皇道14-E號地下 2578 1012

北角藥房 北角 北角道11-13號1號舖地下 2578 0166

富泰藥房有限公司 北角 北角道9A號地下 2510 0551

名豐大藥房有限公司 北角 春秧街107號地下 3520 1348

宜安大藥房 北角 春秧街65號地下 2571 4481

友康寧藥房 北角 英皇道169號地舖 2512 1995

安寧大葯房 北角 英皇道425號A地舖 2561 9359

仁生葯房有限公司 北角 英皇道425號B地舖 2561 3378

健威大藥房 北角 英皇道442-456號美輪大廈地下7舖 2561 7775

健豐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北角 英皇道560號健威坊L16舖 2516 9606

天力藥房 北角 英皇道700號地下 2561 8628

千島藥房 鰂魚涌 英皇道997號地下E舖 2967 9279

中西區

南區

灣仔區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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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昇西藥房有限公司 鰂魚涌 英皇道 1018號地舖 2565 5900

豐達西葯房(香港)有限公司 鰂魚涌 裕民街12號益發大廈地下25號舖 2563 7968

潮興大藥房 西灣河 筲箕灣道166號地舖 2568 5651

天力藥房有限公司 筲箕灣 東大街 118-124號C1地舖 2886 0262

安興中西葯房 筲箕灣 東大街118-124號東泰大廈2號舖地下 2535 5981

振興中西藥房 筲箕灣 筲箕灣道174號地下 2568 9628

永樂藥行 筲箕灣 筲箕灣道407號筲箕灣中心商場地下43及45號舖 2560 4760

卓興西藥房有限公司 杏花邨 杏花新城盛泰道100號3, 3A-4舖 2881 7823

利康中西藥行 杏花邨 盛泰道100號杏花新城136-138號舖 2896 7939

中國藥房 柴灣 柴灣道343號宏德居B座58-59號地下 2896 0016

榮興參茸中西藥房 柴灣 柴灣道345號金源樓29-32號地下 2557 7882

金檳藥房有限公司 尖沙咀 柯士甸路15號金巴利大廈F座 2366 3458

達隆葯房有限公司 (樂道) 尖沙咀 樂道9A地下 2369 0540

佐敦大藥房有限公司 油麻地 上海街143號地下 3586 2798

金華中西藥房 油麻地 廣東道828號地下 2771 2877

中美藥房 旺角 亞皆老街80號地下 2398 3021

富安醫藥貿易有限公司 旺角 亞皆老街21號1樓 2381 9038

泰萊藥房有限公司 旺角 太子道西150-152號太子商業大廈地下B1及B2舖 2390 5888

海健藥房 旺角 砵蘭街207-213號地下 2626 9138

健豐中西藥業有限公司 旺角 通菜街158B號地下 2915 0282

利康中西藥房(奧海)有限公司 旺角 奧海城2期137號舖 2877 2345

高華大葯房 旺角 彌敦道695號地下 2395 2647

浩華大藥房 旺角 彌敦道 741號 地下 2309 7790

安康寧葯房 旺角 彌敦道792號地下 2380 3054

鎧浚大藥房 大角咀 塘尾道193號頤樂居F舖地下 2806 2022

偉華西葯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 青山道 386-390號A舖地下 2743 5166

佳信大藥房 深水埗 青山道290-292號發祥大廈A舖地下 2728 9448

偉華西藥房 深水埗 青山道296號地下 2728 8891

富明西藥房 深水埗 青山道308號地下 2708 8028

大華西葯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 青山道240號地下A舖 2729 4949

統一大藥行 深水埗 北河街177號地下 2386 5161

富明西藥房 深水埗 汝州街265-267號地下A舖 2708 3318

梁國英藥房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84號地下 2725 0339

隆泰大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 長沙灣道250號地下 2866 6719

榮利西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 南昌街66-68號地下 2393 1638

富華西藥房有限公司 深水埗 桂林街141-A號地下 2387 6212

環球西藥房 深水埗 荔枝角道 312號 地下A舖 2361 5546

康晴藥房及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美孚 百老匯街79號美孚新村第四期地下93號B舖 2371 2298

銓豐大藥房有限公司 美孚 萬事逹商場N55C號舖 2243 4511

聯安大藥房有限公司 觀塘 牛頭角道305A地下及1樓A舖 2389 2811

冠生中西大藥房 觀塘 秀荗坪商場地下6-7號舗 2354 8271

油尖旺區

深水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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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中西藥房 觀塘 物華街11號地下 2436 1117

仁福中西葯房 觀塘 物華街57號地下 2389 9971

啟源中西藥行有限公司 觀塘 茶果嶺道88號麗港城商場10-11號舖地下 2717 2088

民生葯行 觀塘 順利邨利康樓3樓商場G5舖 2794 7161

德安中西藥行 觀塘 順利邨商場利溢樓3樓E3舖 2790 6113

啟源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藍田 啟田邨 啟田商場2樓214A室 2347 6281

回春園大藥行 藍田 匯景商場3樓324號舖 2346 1938

長豐中西藥房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九龍灣 德福廣場1期F15-15-A舖 2754 6000

鈞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牛頭角 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地下6號舖 2305 4818

彩運西藥房 牛池灣 彩雲邨彩雲商場2期3樓A308號舖 2759 6468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牛池灣 清水灣道21號地下 2379 6828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油塘 鯉魚門廣場106-107號舖 2349 0938

心意藥房 新蒲崗 錦榮街26號萬義大廈地下9 號舖 2567 8810

榮泰大藥房有限公司 新蒲崗 爵祿街8號地下 2327 5589

成共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 新蒲崗 爵祿街32-34號地下 2368 1088

鴻運大藥房有限公司 新蒲崗 爵祿街50號E地下 2320 8861

安康大藥房 新蒲崗 爵祿街 72-82號地下 2868 5928

新城中西藥房 新蒲崗 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第二期3-B舖地下 2997 9181

裕豐參茸中西藥行 新蒲崗 景福街59號地下 2658 8884

藝海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樂富 樂富廣場2樓2114舖 2338 6316

藝海參茸西藥房 黃大仙 鳳凰新村環鳳街16號地下 2327 5568

富康中西藥房集團有限公司 慈雲山 慈雲山中心106號地舖 3486 9966

正安藥房 紅磡 德民街2-34號紅磡商場3號地舖 2576 3168

祥華大葯房 紅磡 馬頭圍道113號 地下 2362 3537

順海國際中西大藥藥房 紅磡 馬頭圍道93號地下 2362 2426

紅磡藥房 紅磡 船澳街101-109號1A5號舖地下 3689 1942

康福中西藥房 紅磡 湖光街7號聯盛大廈地下15號舖 2333 9461

榮華中西葯房 紅磡 黃埔花園 11期場地下G14舖 2356 1103

黃埔大藥房 紅磡 黃埔新邨W-Z座德民街36-60F號地下6D舖 2363 9273

同福蔘茸中西藥房 土瓜灣 下鄉道45號地下 2361 6298

麒麟大藥房有限公司 土瓜灣 美景街 57號地下 2333 5752

卓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土瓜灣 馬頭角道7號地下 2768 7322

誠信大藥房 土瓜灣 馬頭圍道71-73號地下B舖 2330 4628

潮發葯房 九龍城 衙前圍道88號地下 2383 2683

健生中西藥房 九龍城 福老村道11號地下 2382 3040

德勝西藥房 何文田 窩打老道 69號地下 2761 1251

仁康中西藥房(香港)有限公司 將軍澳 新都城2期地下UG80-81號舖 2141 0328

新城中西葯房 將軍澳 新都城1期2樓218-219號舖 2623 7594

仁康藥房 將軍澳 坑口連理街商場107號舖 2141 0168

尚德藥房有限公司 將軍澳 尚德邨尚德商場2樓231B及247號舖 2178 3382

信大中西藥房 將軍澳 都會駅商場2樓48號舖 2141 0108

黃大仙區

觀塘區

西貢區

九龍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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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厚參茸中西藥房 將軍澳 寶琳邨寶勤樓3樓306-307號舖 2701 4882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將軍澳 君傲灣君薈坊64-66號鋪地下 2752 1226

榮華藥房(將軍澳廣場) 將軍澳 將軍澳廣場L1 69-72號舖 3105 1771

興達藥房 / 興達參茸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將軍澳  彩明苑彩明商場3樓306號舖 3129 4091

永寧西藥房 西貢 宜春街18號地下 2792 3677

成豐中西藥房(香港)有限公司 大圍 顯徑村顯徑商場地下111舖 2693 3269

金城門中西藥房 大圍 大圍道50號頤萱樓地下 2698 4498

長城國產藥業西葯房 沙田 禾輋邨2樓204A-205A舖 2697 5297

國城大藥房 沙田 好運中心L3, 30A & 30B號舖 2696 5088

長城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沙田 希爾頓中心商場3樓35號舖 2649 6992

恒利大藥房 沙田 沙角邨沙角商場 2樓232-233號舖 2647 7112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沙田 第一城中心地下G35-36號 2646 3911

成豐參茸中西大藥行 沙田 廣源邨商場2座13號舖 2635 3997

健滙中西藥房 沙田 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3樓45-A號舖 2699 7703

活士西藥房 馬鞍山 新港城商場2樓2099-2100號舖 2580 8877

槺弘蔘茸海味中西藥房 馬鞍山 新港城街市地下78-A號舖 2643 1106

大埔藥行 大埔 大埔墟安富道14-16號地下 2638 8780

冠文西藥房 大埔 大光里10-22號大運大廈地下F號地舖 2661 6998

冠生中西大藥房 大埔 大埔中心安邦路9號地舖 2665 8789

冠華西葯房 大埔 寶鄉街72號地舖 2656 0530

建誠西藥房有限公司 大埔 廣福道108號培錦樓地下３號舖 2653 0233

聯城中西大藥房 大埔 富善街22號地下 2656 9272

五豐藥業有限公司 粉嶺 業暢街23號龍豐集團中心5樓 2668 4802

健民大藥房 上水 上水中心地下8號舖 2679 5119

永華西葯行 (上水)有限公司 上水 新康街40號地下 2169 3728

龍軒西藥 上水 新發街38號地舖 2663 5396

回春藥房 上水 新豐路105號地下 2639 2053

尚悅藥房 上水 龍琛路龍豐花園1樓17號舖 3690 1309

忠信西葯房 上水 龍豐花園龍琛路地下26號舖 2668 8511

金安參茸藥房 青衣 長發村商場 2樓232號鋪 2434 1440

港城中西大藥房 葵芳 盛芳街15號運芳洋樓地下 2610 0478

德仁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 葵芳 盛芳街29號地下 2420 0339

偉景西藥房有限公司 葵涌 石蔭路 113-117號地下E舖 2187 2728

陳萬昌中西葯房 葵涌 石蔭路105號地下 2423 7441

智生大藥房 葵涌 石蔭路78號地下 A舖 2421 8663

寶康中西藥房 大窩口 德士古道57號 地下D舖 2422 7778

志成大藥房 荃灣 海霸街138號A舖地下及閣樓 2422 3288

恒威大藥房 荃灣 川龍街 64號 地下 2405 0087

健安西藥房有限公司 荃灣 川龍街117號地下 2412 4338

康城西藥房 荃灣 川龍街32-34A號連輝樓地下 2615 1030

新明藥房有限公司 荃灣 眾安街110號地下 2492 3379荃灣區

葵青區

北區

大埔區

沙田區

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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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城參茸中西大藥房 荃灣 眾安街71號地下 2328 3968

荃威大藥房 荃灣 眾安街84號地下 2413 3378

長春參茸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荃灣 楊屋道77號地下 2419 6118

新兆和西藥房有限公司 荃灣 德華街 101號 2-A號舖地下 2492 0987

元朗永發西葯房 元朗 壽富街15號地下 2478 7602

莉滿葯房有限公司 元朗 壽富街61-69號時益大廈1號舖地下 2443 9195

冠誠西葯房 元朗 大棠路23號 地下A57舖 2661 6117

華氏大藥房有限公司 元朗 福康街2號地下 2488 0028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天水圍 天華邨頌富商場2期G33B舖 2253 1008

天瑞中西藥房 天水圍 天瑞邨商場1樓106號 2446 1268

屯門葯房有限公司 屯門 鄉事會路94-110號地下 2452 2604

東亞大藥房 屯門 友愛邨愛勇樓2樓205號舖 2451 5112

聯豐大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 屯順街63-66號屯門市廣場地下 2451 1001

華興中西藥房 屯門 良景邨商場3樓333號舖 2467 3800

東亞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 置樂花園1-4號地下 2450 0818

離島區 長春中西葯房 東涌 健東路1號映灣薈1期28號舖 3150 8388

屯門區

元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