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和順堂分店地址 
 

店數 港島 地區 店名 地址 電話 開業情況 

1 1 太古 

 

太古城道 太古城道 39 號滙豪峰地下 F舖 
（太古地鐵站 D 出口，港島東中心對面 ） 

39526853 已開業 

13/7/2014 

2 2 中環 干諾道中 中環軒諾道中 73 號中保集團大廈地下

C1D& E 舖（上環港鐵站 E4 出口，海港政府大

廈斜對面） 

39526854 已開業 

15/9/2014 

3 3 鰂魚涌 

 

康怡廣場 鰂魚涌康山道1-2號康怡廣場西上橋S3

號舖（港鐵太古站A2出口） 

39529815 已開業 

29/7/2016 

4 4 西半山 羅便臣道 西半山羅便臣道56號側輝煌臺地下 

（Fusion超市旁） 

39529816 已開業 

9/9/2016 

5 5 北角 和富薈 北角和富道21至53號和富薈地庫B45號

舖 （港鐵北角站） 

39529818 已開業 

30/9/2016 

6 6 薄扶林 置富廣場 薄扶林置富花園置富廣場2樓220號舖 39529820 已開業 

04/11/2016 

7 7 柴灣 杏花新城 柴灣盛泰道100號杏花邨杏花新城西翼1

樓155號舖 
（港鐵杏花邨站） 

39529824 已開業 

30/12/2016 

8 8 小西灣 藍灣廣場 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UG50號舖 39529829 已開業 

16/6/2017 

9 9 香港仔 華貴坊 香港仔華貴道3號華貴坊地下18號舖 39529830 已開業 

30/6/2017 

 九龍 地區 店名 地址 電話  

10 1 觀塘 觀塘鴻圖

道 

觀塘鴻圖道 1號 20 樓 2019 室 
（牛頭角港鐵站 B5 出口） 

39526888 已開業 

13/7/2014 

11 2 鑽石山 荷里活廣

場 

鑽石山龍蟠街3號荷里活廣場1樓116B 
（鑽石山港鐵站C出口） 

39526856 已開業 

30/10/2015 

12 3 藍田 麗港城 藍田茶果嶺道 88 號麗港城商場地下 15

號舖藍田港鐵站 D1 出口） 

39526860 已開業 

14/1/2015 

13 4 九龍灣 德福廣場 

 

九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二期5樓509號  
( 港鐵九龍灣站A出口） 

39529813 已開業 

3/6/2016 

14 5 荔枝角 

 

宇晴滙 荔枝角深盛路9號宇晴滙2樓20A舖       
（港鐵荔枝角站D4出口 ）  

39529822 已開業 

2/12/2016 

 

15 6 何文田 愛民廣場 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廣場1樓F21B舖 39529826 已開業 

31/3/2017 

16 7 新蒲崗 Mikiki 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Mikiki商場1樓

127號舖 

39529827 已開業 

13/04/2017 

17 8 黃大仙中

心 

黃大仙中

心 

黃大仙正德街103號黃大仙中心南館1樓

123D舖（港鐡黃大仙站D3出口） 

39529833 已開業 

28/7/2017 

 新界 地區 店名 地址 電話  

18 1 荃灣 綠楊坊 荃灣蕙荃路22-66號綠楊坊1樓P9B舖 
（荃灣港鐵站C出口） 

39526857 已開業 

8/11/2015 

19 2 荃灣 麗城薈 荃灣青山公路625號麗城花園第三期麗

城薈地下63號舖 

39529811 已開業 

24/3/2016 

20 3 屯門 卓爾廣場 屯門石排頭路1號卓爾廣場3樓313號舖
（屯門輕鐵蔡意橋站） 

39526858 已開業 

28/11/2015 



21 4 屯門 新屯門中

心 

屯門龍門路55-65號新屯門商場3樓129

號舖 
（屯門輕鐵車廠站） 

 

39526859 已開業 

14/1/2016 

22 5 屯門 海趣坊 屯門湖翠路168-236號海趣坊12號舖     
（屯門碼頭輕鐵站） 

39529812 已開業 

8/4/2016 

23 6 粉嶺 帝庭軒 粉嶺聯和墟和滿街 8 號帝庭軒購物商場

1樓23號 

39529814 已開業 

24/6/2016 

24 7 將軍澳 新都城 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中心2期商場

UG058-59號舖（港鐵寶琳站） 

 

39529817 已開業 

9/9/2016 

25 8 元朗 嘉湖銀座 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嘉湖銀座第一期2
樓231號店（輕鐵銀座站） 

39529819 已開業 

28/10/2016 

26 9 深井 碧堤坊 青山公路33號深井碧堤坊3樓6號舖 

 

39529821 已開業 

11/11/2016 

27 10 將軍澳 將軍澳中

心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G97B舖 
（港鐵將軍澳站） 

 

39529834 已開業 

13/10/2017 

28 11 屯門 屯門市廣

場 

屯門市廣場2期地下16B號舖 
（輕鐵杯渡站） 

39529823 已開業 

16/12/2016 

29 12 火炭 駿景廣場 沙田火炭駿景路1號駿景廣場G72號舖 
（港鐵火炭站） 

39529825 已開業 

17/03/2017 

30 13 元朗 錦綉花園 元朗錦繡花園市中心A座商場地下8號

舖 

39529828 己開業 

05/05/2017 

31 14 馬鞍山 耀安商場 沙田馬鞍山恆安街2號耀安商埸地下K2

號舖 

39529831 已開業 

14/07/17 

32 15 將軍澳 翠林新城 將軍澳翠林道11號翠林新城5樓112號舖 39529832 已開業 

11/08/2017 

33 16 元朗 天澤商場 天水圍天瑞路天澤邨天澤商場204B舖 

 

39529835 已開業 

6/10/2017 

34 17 馬鞍山 We Go 

Mall 

沙田馬鞍山保泰街16號We Go Mall 商場

1樓107A舖 
39529836 已開業 

11/05/2018 

35 18 屯門 恒福商場 屯門青山公路 333 號恒福商場地下 107

號舖 
 

39529837 預計開業時間 

6/2018 

 

 

 

 
2018 年 05 月 25 日修訂 

	
	



区域 序号 店名 国医馆地址

1 罗湖中心
深圳罗湖区爱国路1089号鸿业苑鸿怡阁长城茶府一
楼(怡景花园正门斜对面)

2 宝安南路 深圳罗湖区宝安南路北京大厦一层3号商铺

3 春风路
深圳罗湖区春风路皇室假期美食水疗会一楼大厅左
侧

4 莲塘 深圳罗湖区莲塘路鹏兴花园二期39栋5号商铺

5 沙头角
深圳盐田区沙头角沙深路上东湾一楼商业商铺
3068-1号

6 布心彩世界
深圳罗湖区东湖路8-3号和顺堂（中国银行旁）【罗
湖区东湖路鹏城花园4栋7-A】

7 香榭里 深圳福田区香蜜湖农轩路香榭里花园7栋1号商铺

8 梅林 深圳福田区梅丽路梅林文体中心2号楼一层西侧

9 景田 深圳福田区莲花路缔梦园丽梦轩110号

10 百花
深圳福田区百花二路实验中学综合楼一单元201、
202A（百花二路与百花五路交界处）

11 石厦
深圳福田区石厦新新家园建鑫苑CD栋裙楼商铺28-2
（福民一路福田区委旁）

12 水围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新桂花村居雅苑5栋103

13 园岭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四街圆龙园1栋2号商铺

14 八卦一路店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盛世鹏程花园2号裙楼106铺

15 华强花园
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华强花园A座102号和顺堂中医
馆

16 巡回义诊车 深圳和顺堂总部

17 和顺苑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竹子林求是大厦裙楼5楼

18 横岗 深圳横岗街道新亚洲广场新雅苑A座商铺1-2

19 梅龙
深圳龙岗区龙华梅龙大道锦绣江南四期一栋1019-
1020

20 万科城
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万科城二期C区7号楼商铺
105 106

21 龙华1866
深圳龙华区民安路与梅龙路交汇处1866佐阾荟二层
N-L207号商铺

22 布吉
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信义荔山公馆8号楼S135—137
铺

23 布吉中心花园
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政清路布吉中心花园�B31、B32
号商铺（街道办旁边）

24 锦绣御园
深圳市龙华新区锦绣御园三期8A栋01层03、04号商
铺

25
龙福
（龙城）

深圳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龙福西路东方御花园1号
楼

26 波托菲诺
深圳南山区华侨城波托菲诺纯水岸销售中心二楼
（欢乐谷旁）

27 前海 深圳南山区前海路东侧阳光花地苑B座1082-3号

28 后海（海岸城）
深圳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创业路海岸明珠园A区裙
楼1层02号商铺

29 世纪村 深圳南山区沙河东路世纪村花园6栋113号

30 蛇口玫瑰园 深圳南山区公园路玫瑰园88号

31 蛇口海韵嘉园
南山区公园路与望海路交界东北海韵嘉园裙楼中101
房屋

32 西丽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鼎胜金域世家豪园B区裙楼商业01
层16号铺

33 桃源居 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桃源居世外桃源11栋109

34 御景台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前进路御景台1栋104

35 鸿景园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34区宝民路鸿景园5栋103

36
天悦龙庭
（宝安中心）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东侧天悦龙庭B栋商铺
108号

医馆地址录

罗湖区

福田区

龙岗区

南山区

宝安区



37 沙井(西荟城)
深圳沙井街道新沙路南侧西荟城购物广场B区一层G-
23号商铺

38 宝安中州店 深圳市宝安新区新安街中州中央公园一期3栋13号铺

39 光明店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宏发上域花园1#楼商铺
A05 A06号

40 宝安名医诊疗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中心区天健时尚空间名苑
一、二、三号裙楼223号房邮政用房

41 东城 东莞东城大道金月湾广场A区首层06、07号商铺

42 长安
东莞长安镇德政中路293号信义怡翠豪园1栋104、
105号

43 虎门 东莞虎门镇连升中路地标大厦A区一层107号

44 厚街 东莞厚街体育路颐和居8号楼1号铺

45 南城 东莞南城区簪花路10号联佳大厦14号商铺

46 石龙 东莞市石龙镇龙升路122号

47 长安万达广场店
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1号万达广场2幢商铺1041房
屋

48 南城景湖湾畔店 东莞市南城区新基大道景湖湾畔11号楼3-4号商铺

49 莞城地王广场店
东莞市莞城区东纵路2号地王广场熙景台一层128号
铺

50 江海
广州海珠区江海路158号（海印桥往南直行约100
米）

51 星汇云锦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成路一号星汇云锦首层102
商铺

52 惠州麦地店 惠州麦地南路25号TCL嘉园1号楼1层01号

53 惠城
惠州市江北十五号小区金裕碧水湾金辉苑ABC栋1层
01号商铺和顺堂中医馆

佛山 54 佛山禅城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8号2区首层P10铺（雅居乐花
园会所对面）

中山 55 中山东区 中山市东区恒信花园D区40号

茂名 56 茂名 茂名市西粤南路99号大院23栋13号铺

57 南宁圣展
南宁市青秀区津头街道金湖路圣展独立公社c座5楼
和顺堂

58 南宁嘉和城 南宁市昆仑大道995号温莎南郡商业街115号商铺

湖南 59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桐荫里公寓大润发超市
旁和顺堂中医馆

北京 60 北京富力城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7号院13号楼1层

宝安区

东莞区

广州

惠州

广西



序号 医院名称 医院具体地址

1 宝安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宝安中心区玉律路56号

2 罗湖中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乐园路83号

3 深圳市保健办 广东省深圳市东门北路1019号

4 罗湖人民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友谊路47号

5 罗湖医院集团国贸中医馆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3005号国贸广场二期三楼

6 市二医院二门诊 深圳市笋岗西路3002号

7
布吉人民医院（龙岗第二人
民医院）

深圳市布吉吉华路175号

8 流花医院 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2069号

9 市人民医院一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46号

10 深圳中医院一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西路3015号

11 福田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25号

12 市二医院一门诊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2号

13 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3012号（新洲路与福强路交汇

处）

14 北大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路1120号

15 市妇幼临床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2004号

16 福田中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6001号

17 宝安中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裕安二路25号

18 宝安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龙井二路118号

19 麒麟山庄疗养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沁园路麒麟山疗养院体检中心

中药房

20 南山蛇口人民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七路36号蛇口人民医院西区

21 龙岗区中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大运城区黄阁路与清辉路交汇处

22 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1228号

23 龙岗人民医院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爱心路53号

医院精品中药房地址



24
横岗人民医院（龙岗第三人
民医院）

横岗镇松柏路278号

25 深圳中医院二门诊 深圳市福华路1号

26 深圳市儿童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益田口(莲花山公园南面)

27 东莞中医院（分院） 东莞市莞城区东门路61号

28 东莞中医院（新院）
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东莞市中医院新院三楼中

药房

29 东莞中医院中医堂 东莞市东城区石井市机关干部住宅小区（莞翠邨）

30 惠州中医院 惠州市惠城区下角菱湖三路一号

31 惠州市中医院新院 广东省惠州市大湖溪东江新城东升一路

32 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广州市东风东路651号

33 广州黄埔区中医医院 广州市黄埔区蟹山路3号 

34 肇庆市中医院 肇庆市端州六路20号

35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海园一路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