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向海天購入相關木香中藥粉的客戶資料

Information about Premier's patrons with concerned Radix Aucklandiae herbal powder

名稱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no.

黃國雄醫師  海倫美容 ( 中醫部 ) 屯門青翠徑9 號 多寶商場高層 7-8 號鋪 34957901

葉志雄醫師 觀塘開源道62號駱駝漆大廈一期13樓D室 2389 2312

北京醫科大學有朋館香港分館 香港灣仔駱克道313號7樓 28389902

黎齊妙醫師　康正中醫診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99號彰顯大廈901室 28549688

陳明慧醫師 九龍牛頭角道55號利基大廈D座11樓D3室 27989383

王捷生醫師      樂生堂藥材行 九龍油麻地碧街29號地下 23880328

華桂堂國際有限公司  中醫診所 觀塘駿業里6號富利工業大廈10樓D室

西貢理療中心  劉保良醫師 香港新界西貢海傍街10號地下

周華儀中醫保健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192-198號英京大廈15樓D座 25758928

林永祥醫師　尚醫堂 九龍黃埔民泰街19-23號黃埔108商場地下105號舖 27922720

李星凡醫師　惠民中醫治療中心 香港九龍彌敦道522號金龍大廈11字樓

李雲欽醫師    北京中國整脊診療中心 官塘康寧道15號裕民大廈 4 / F , B座 2172 7661

莫庭建醫師     中醫堂 黃大仙雙鳳街46A地下 23519212

劉慧嫻醫師　本草仁心中醫診所 九龍尖沙咀永安廣場UG10號舖 21919687

全健脊骨神經醫務所 尖沙咀樂道27號樂輝商業大廈16/F,A室 24903978

謝榮洲醫師 將軍澳唐俊街11號寶盈花園地舖S2C號 34850331

錢楊佩娟醫師　萬全堂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88號勵精中心15樓 25259288

傅燕梅醫師 香港鰂魚涌康景花園E座33樓2號室

嚴文恒醫師  恒博中西藥行　 屯門湖翠路138號啟豐商場1 樓10號鋪 24572028

匡信健康服務中心 樂富廣場三樓3139 B 23368518

梁貫川醫師 德川堂 香港鴨利洲海怡半島西翼商場105 號鋪 25526788

香港中醫專科醫療中心 旺角登打士街32號歐美廣場1204室 31882706

廖共新醫師 九龍彌敦道498-500泰盛商業大廈7樓701室 27707675

許安福醫師　香港獨特中醫專科醫療院 火炭坳背灣街49-51號協力大廈5樓9室 26909487



陳少華醫師 屯門瑜翠街瑜翠園第6座8/F D 室

陳翠華醫師 尖沙咀彌敦道86-88號安樂大廈3字樓D室

陳籐醫師  達城藥行 沙田沙角村商場三樓21 號 鋪 26374381

董爽醫師 香港中環士丹利街10-12號萬利豐中心十六樓

李秀珍醫師 小西灣富怡花園4座37G

丁文心醫師　天一藥廠中醫診所 九龍佐敦道28號敦成大廈6樓B座 27303883

麥麗明醫師　衡麗中醫診所 鰂魚涌糖廠街33 號 2 /F

濟昌堂中醫診所 新界粉嶺聯和墟和隆街2-8號寶寧樓1樓C座 26778918

關榮基醫師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1號英皇大廈4字樓D室

中醫坊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74號閣樓 22660211

仁樂堂中醫 荃灣荃昌中心昌寧商場2樓3號舖 27423386

關德文醫師 元朗洪水橋丹桂村路60 號菁雅居13 座 5 B 22081073

陳文廣醫師 九龍紅磡蕪湖街83號莊士紅磡廣場7樓702室 31180796

陸惠嫻醫師   建中堂中醫診所 大埔安慈路3號翠屏商場L2，28-50號

楊春疇醫師　有恆參藥行 葵涌葵涌廣場二樓C57舖 24283315

省善真堂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九龍城賈炳達道148號地下 23820788

滿華堂 上環德輔道中 247 號 德祐大廈8 樓 805 室

凌桂珍醫師　凌思中醫診所 香港北角芵皇道157號六合商業大廈13/F 28060320

陳澤誼醫師  澤心堂中醫診所 大埔翠屏商場27B 26678698

鄭衛醫師 馬鞍山福安花園商場一樓68號舖

百聖藥坊     趙仕祥醫師 油麻地碧街38號協群商業大廈905室 35831177

麥穗生醫師 香港北角錦屏街37-43號東發大廈C座9字樓3室

伍素蝶中醫藥診所 元朗天水圍嘉湖山莊新北江商場2樓B2-B5號舖 26178328

李雁輝醫師　天仁中醫診所 屯門巿中心華都商場1字樓58A舖

張穎醫師 香港北角琴行街4號C舖

杏承中醫務中心 油麻地上海街408號地下 3176619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長者家居服務中心 新界屯門山景村景榮樓15號地下 24677040

何譽丙醫師　平安堂中醫診所 九龍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厦1409室 22432899



張強醫師　慈安堂藥業公司 黃大仙鳳凰新村環鳳街13樓A室 23294688

中醫坊有限公司 上水龍琛路14號地下 26724866

莊騰海醫師 西灣河筲箕灣道138號富裕商業中心22/F, 2室 92628879

醫道中醫綜合治療中心 美孚新村第四期美孚購物中心地下162號鋪 29914787

李啟文醫師 九龍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塲N59 B3舖 (精誠醫坊) 29596199

黃逢恩醫師 柴灣漁灣村漁灣街巿207-208號舖 25567778

劉彥麟醫師　活力無限 九龍旺角彌敦道655號道胡社生行9樓909室 26376107

黎滿潮醫師 新界大埔大明里寶華樓17B號地下 26534628

李冠玉醫師 元朗壽富街元發樓2樓3室 24771963

鍾燦仁醫師 西貢塔門漁民村30號 27918126

源惠華醫師 馬鞍山福安花園商場一樓68號舖

蔡佩英醫師 九龍深水埗大坑西街大坑西邨民強樓2樓(1/F)112室 27794674

陳惠煊醫師  羅清華醫師  萬生藥行 葵涌葵富路7-11 號 葵涌廣場 地下 A69 24260527

沈成豪醫師 北角英皇道121 號七海中心二樓258

中醫村（大埔）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10樓1002室 21559300

呂祥醫師 旺角彌敦道585號富時中心1602室 27823111

劉致祥醫師 長沙灣青山道476號百佳商業中心7樓703B室 23072668

余浩成醫師 旺角西洋菜南街160-162號 23990288

張國寧中醫診所 葵涌葵富路7-11號葵涌廣場地下A73(1) 24013068

余浩成醫師 旺角朗豪坊辦公大樓26樓01-06室 35149090

李民醫館 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801室 24238889

徐頌安醫師 荃灣荃威花園 A 座 2102 室

LABORATORY JANECLARE LTD.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舊翼1901C 室 23260884

林雪珍醫師 九龍佐敦彌敦道313號15/F 2室 27611096

謝佩兒醫師 黃大仙上村啟善樓403室 27961859

余明昭中醫針灸診所 北角英皇道395 號僑冠大廈 A 座 21 字樓10 號室 25081823

整全治療中心    謝沅宜醫師 中環威靈頓街98號翡翠中心5樓A室 28818177

敖鎮城中醫師　龍生藥行 九龍深水步大南街104號B地下 23912428



劉惠芳醫師 柴灣道333號永利中心地庫A18 鋪 栢斯美容 28982821

南北堂中醫診療所 沙田第一城22座地下B 舖 26464933

香港醫療及復康服務-社區綜合治療中心(屯門) 新屯門中心商場第3層169號

張錦倫醫師　瑜醫館 灣仔軒尼詩道164號亨寧大廈9字樓A座 28879110

羅駿峰中醫診所 九龍荔枝角長順街20號時豐中心1301室 27874892

正方中醫診療所 旺角亞皆老街16號旺角商業大廈1402室 23811082

麥業成醫師 荃灣南豐中心6字樓630室 24156816

方玲英醫師 荃灣眾安街18號6樓A室

植國滿醫師 北角留仙街3號雅景樓2樓B座（地鐵天后站）

呂祥醫師 旺角彌敦道585號富時中心1602室

李秋平､李轉花醫師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7號余道生行202-203室

鄧炳堅醫師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4號宏基大廈3/F

濟昌堂中醫診所 ( 旺角 ) 旺角彌敦道721-725 號華比銀行大廈6 樓601室

黎厚福醫師   中醫藥治療中心 旺角彌敦道720-722號家樂樓2樓205室

陳樵山醫師 屯門萬寶商場1樓154號舖

崔紹興醫師 大埔廣福村廣仁樓701室

謝志安醫師 新界沙田中心佳寧大廈2B

劉笑玉醫師 新界元朗又新街57號滿利大廈2樓B座

何傑生醫師　協興行中藥 屯門置樂花園8座116號地舖

謝和中醫師 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一期1206室

逍遙堂中醫診所 九龍旺角彌敦道655號道胡社生行15樓1503室

黃素華醫師 九龍旺角彌敦道781號安寶樓9字樓A室

周炳光醫師 香港永樂街177-183號永德商業中心1007室

尹偉倫醫師 香港北角英皇道700號北角大廈A座12字樓

文惠德醫師 元朗西菁街26號容鳳書診所地下

彭志標醫師 中環嘉咸街3號地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