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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名稱 地址

1 中上環 寶盈藥業 永樂街64-66號地下B 舖

2 堅尼地城 金寶大藥房 卑路乍街99號地下

3 堅尼地城 西環中西大藥房 卑路乍街45號地下同興大廈

4 堅尼地城 信譽藥房有限公司 卑路乍街136號D鋪

5 堅尼地城 峻業藥房有限公司 卑路乍街50號地下

6 堅尼地城 富豐大藥房 卑路乍街48號地下

7 西環 宏基中西藥房 西環德輔道西127號地下

8 西環 萬事達藥房 石塘咀皇后大道西451號業昌大廈17號鋪

9 西環 華達中西藥房 石塘咀德輔道西364號地下7 號鋪

10 西環 正佳藥房 西營盤正街38號地下

11 尖沙咀 龍城大藥房 加連威老道28號地下

12 沙田 健富藥行 沙田中心3樓22D

13 沙田 聯城藥房 石門京瑞廣場二期15號地下

14 沙田 金城門 大圍道52號地下 金城門 大圍道52號地下

15 沙田 成豐 大圍顯徑邨商場111號地下

16 沙田 宏信中西藥行 水泉澳廣場一樓101店

17 沙田 榮華中西藥房 第一城中心商場G36舖第一城中心商場G36舖

18 沙田 大安藥業公司 河畔花園31號地舖

19 沙田 成豐蔘茸海味中西大藥行 廣源邨第二座13號地舖

20 沙田 健滙中西藥房 沙田正街沙田廣場3樓45A舖

21 沙田 國城大藥房 沙田好運中心3樓30A舖

22 沙田 寶健大藥房 馬鞍山廣場三樓342,342A,342B舖

23 沙田 新城藥房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L2層2316號舖

24 沙田 活士西藥房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二期2240至41號舖

25 旺角 海運 山東街36E地下

26 旺角 海健 砵蘭街207-213號地下

27 旺角 健怡康 亞皆老街7號地下

28 旺角 富安藥房 亞皆老街19號地下

29 旺角 新興藥房 登打士街33號登德大廈地舖

30 紅磡 榮華藥房 黃埔花園11區地面層14號舖

31 紅磡 黃埔藥房 德民街地下3B舖

32 紅磡 正安藥房 德民街紅磡商場 2-34地下3號店

33 紅磡 忠信藥房 蕪湖街36號地下

34 紅磡 康福藥房 湖光街聯盛大廈15號地下

35 紅磡 信誠有利藥房 紅磡湖光街聯盛大廈16號A地下

36 北角 健豐中西藥房 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商場L16號鋪

37 北角 天力藥房 北角英皇道770號地下

38 灣仔 信安中西大藥房 灣仔新春園大廈NO.47 地下

39 灣仔 富康大藥房 灣仔石水渠道17號

40 灣仔 富明西藥房 灣仔道77-83號

41 灣仔 新寧藥房 灣仔軒尼斯道275號



42 灣仔 嘉寧中西葯房 灣仔莊士敦道38號

43 灣仔 友誠中西大藥房 灣仔軒尼斯道171-173號

44 灣仔 恆信大藥房 灣仔柯布連道7B號

45 荃灣 嘉信西藥房 荃灣眾安街68號千色匯G018

46 荃灣 嘉城西藥房 荃灣海霸街117號

47 荃灣 恆威大藥房 荃灣川龍街64號地下

48 荃灣 榮健藥房 荃灣川龍街105號地下

49 荃灣 健安藥房 荃灣川龍街117號

50 荃灣 長春参茸中西藥房 荃灣河背街77號

51 荃灣 信明藥業有限公司 荃灣眾安街112號

52 荃灣 新明藥房 荃灣眾安街110號

53 荃灣 荃威大藥房 荃灣眾安街84號

54 荃灣 荃心日韓藥房 荃灣眾安街47號

55 荃灣 偉景西藥房 葵涌石蔭路113-117號E鋪

56 荃灣 智生大藥房 葵涌石蔭路天安樓地下78A鋪

57 荃灣 陳萬昌中西大藥房 葵涌石蔭石蔭路105號

58 荃灣 宏泰藥房 葵涌石蔭路71號金祿樓地下4號鋪

59 荃灣 緯昌西藥房 葵涌石蔭路43號葵麗大廈39號地下

60 荃灣 永昌大藥行 葵涌葵興邨商場7 號

61 荃灣 德華大藥房 葵涌石籬商場2 期217號鋪

62 荃灣 德華藥業 葵涌石籬村商場1 期A102

63 荃灣 港城中西大藥房 葵芳盛芳街15號運芳洋樓地下3 號鋪

64 荃灣 德仁中西大藥房 葵芳盛芳街27-29號

65 荃灣 東海中西藥房 葵涌葵盛東商場1 樓133號鋪

66 元朗 天瑞中西藥房 天水圍天瑞邨商場1樓L106號鋪

67 元朗 道安藥房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1樓C41A鋪

68 元朗 寶健大藥房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地下A19-A21鋪

69 元朗 寶健大藥房 天水圍天恩路一號嘉湖銀座一期1樓139號鋪

70 元朗 南北中西大藥物房 元朗康樂路12號地下

71 元朗 錦業中西藥行 元朗教育路2-6號捷榮大廈地下6A號

72 元朗 冠誠西藥房 元朗大棠道23-27號合益商場A57

73 元朗 龍豐藥房 元朗裕景坊8號同益大廈地下2-3號鋪

74 元朗 恆興中西藥房 元朗大棠路11號光華廣場地下2-3號鋪

75 元朗 恆澤中西大藥房 元朗阜財街光華廣場地下34號

76 長洲 華豐中西藥業公司 長洲新興街56號地下

77 柴灣 利康中西藥行 香港杏花新城一樓179至180號舖

78 柴灣 中國藥房（宏德居） 香港柴灣道343號宏德居B座58-59號地下

79 柴灣 中國藥房（富欣花園）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42號舖

80 柴灣 榮興蔘茸中西藥房 香港柴灣道345號金源樓29-32號地下

81 柴灣 福港中西大藥行（興華邨） 柴灣興華邨興華廣場G07D鋪

82 觀塘 德安中西藥行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溢樓3樓E03號舖

83 觀塘 萬順中西藥行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業樓3樓D04號舖

84 觀塘 順悅西藥行 九龍觀塘利安道商場第二層15B1號舖

85 觀塘 俊生中西藥行 （安泰邨） 九龍觀塘安泰商場111號舖

86 觀塘 啟安中西藥行 觀塘樂華北邨信華樓地下112舖

87 牛頭角 鈞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九龍牛頭角道33號地下6 號舖

88 牛頭角 樂誠大藥坊 九龍牛頭角道3號得寶商場一樓201號舖



89 牛頭角 福興大藥房 淘大商場2期地下G181A舖 

90 牛頭角 卓興藥粧 牛頭角道55號利基大廈地下A3及B舖

91 牛頭角 二友參茸藥行 牛頭角安基苑商埸19-20號

92 黃大仙 彩運西藥房 黃大仙彩雲商場A 308號舖

93 黃大仙 回春園中西藥行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9號地下

94 啟德 啟德中西大藥房 九龍沐安街18號啟朗苑零售大樓2號地下

95 牛池灣 李家園（業興）中西藥行 九龍牛池灣金池徑33號地下

96 大埔 富善中西藥行 大埔富善邨富善商場F 123號舖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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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鋪

98 大埔 漢興中西大藥房 大埔安邦路9號大埔超級城A區5-8號舖

99 大埔 文康大藥房 大埔安慈路3號翠屏花園地下16號舖

100 大埔 漢城燕窩中西藥房 大埔八號花園商場11-12號舖

101 大埔 冠華西藥房（大元邨） 大埔大元邨街市地下412、416號舖

102 將軍澳 新都城中西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二期商場UG 37-38號舖

103 將軍澳 寶萊大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二期UG 065至066號舖

104 將軍澳 新城中西藥房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2樓218-9號舖

105 將軍澳 春生厚蔘茸中西藥房 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3樓306至307號舖

106 新蒲崗 榮泰藥房 爵祿街8號A

107 新蒲崗 鴻運蔘茸中西藥房 爵祿街50號地下E

108 新蒲崗 鴻運大藥房 爵祿街62-64號東安大廈地下D&E鋪

109 新蒲崗 安康藥房 爵祿街78號地下地舖

110 土瓜灣 麒麟大藥房 麒麟大藥房美景街57號地下

111 土瓜灣 福興大藥房 馬頭角道35號B地下

112 土瓜灣 卓興西藥房 馬頭角道7號地下

113 土瓜灣 信興中西藥房 馬頭圍道378號地下

114 土瓜灣 信昌中西藥房 馬頭圍道438號地下

115 土瓜灣 信德中西藥房 馬頭圍道276至276 A號新昌大廈地下A &B舖

116 土瓜灣 誠信大藥房 馬頭圍道71-73B鋪地下

117 土瓜灣 建樂大藥房 土瓜灣道70至80 S-W號定安大廈地下5號舖

118 土瓜灣 萬昌藥行 美景街104號地下

119 土瓜灣 祥華大藥房 馬頭圍道113號地下

120 土瓜灣 順海國際中西大藥房 馬頭圍道125號地下

121 土瓜灣 嘉福(藝林）中西藥行 土瓜灣道78號A定安大廈地下1號舖

122 土瓜灣 港誠中西藥行 美景街82A地下

123 土瓜灣 全家福 馬頭圍道404號地下

124 土瓜灣 廣大中西藥房 土瓜灣道243號地下

125 土瓜灣 海彬中西藥行 落山道68號地舖

126 屯門 智文藥房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 北翼地下13號舖

127 屯門 安寧大藥坊 屯門富泰商場2樓212號舖

128 屯門 尚德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富泰商場1樓103B號舖

129 屯門 康福西藥行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翠林花園6號

130 屯門 金都城大藥行 屯門鄉事會路140

131 屯門 屯門葯房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94-110號康利中心27A地舖

132 屯門 學勤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啟發徑1-13號萬成大廈3號鋪地下

133 屯門 聯豐大藥房 屯門屯盛街1號屯門市廣場一期G地下G063號舖

134 西貢 永寧西葯房 新界西貢宜春街18號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