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浸會大學陳漢賢伉儷中醫專科診所暨臨床規範研究中心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九龍塘浸會大學道7號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樓1樓 (港鐵九龍塘站D出口)               電話 ﹕3411 2968 / 3411 298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勵莉 王永欽 董子林 勵莉 董汝玲 孫鋒

李曉光 張全明 倫新 張學斌 倫新 張全明

10:00am 周忠亮 涂丰 張振海4 李晋豪 周婧琳 趙春玲

- 劉忠第 黃志新 周婧琳 劉忠第 涂丰 皮治(周婧琳)2

2:00pm 陳家苗 李晋豪 王思嘉 王永欽 王永欽 孫素明

龐嶷6 辜炳銳 徐凱 周浩欣4 金維軒4 王思嘉

黃斌 陳偉 張清苓 胡冬梅 黃志新

蔣明 王譽穎 鍾麗丹
5 陳偉

2:00-3:00pm

卞兆祥 孫鋒 倫新 勵莉 倫新 孫鋒

勵莉 王永欽
3 周婧琳 張學斌 周婧琳 趙春玲

 3:00pm 李曉光 皮治(周婧琳)
1 柯蘭 李敏 王永欽 張全明

- 戴昭宇 張全明 王思嘉 李紅 金維軒4 孫素明

7:00pm 周忠亮 李晋豪 張世平 李晋豪  張軒 王思嘉

劉忠第 黃志新 徐凱 劉忠第 胡冬梅 黃志新

鄧曉濤4 涂丰 王譽穎 王永欽  王海棋4 陳偉

陳家苗 黃斌 陳偉 周浩欣4

龐嶷6

1. 駐診時間為下午4時至7時 2. 應診時間為上午10時至1時 3.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4.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5. 應診至2022年4月28日 6. 由2022年5月16日開始應診

香港浸會大學尖沙咀中醫藥診所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尖沙咀堪富利士道12號宏貿發展大廈11樓  (港鐵尖沙咀站A2出口附近)               電話﹕ 2721 1292 / 2721 1984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張全明 趙春玲 王永欽3 蘇安順 董子林 王永欽3

10:00am 王玉榮 劉忠第 李曉光 陶志廣 張全明 張紅霞

- 陶志廣 董子林 勵莉 金維軒
4 劉忠第 李曉光

2:00pm 胡冬梅 麥沛麟 李晋豪 胡冬梅 徐凱 金維軒4

余嘉玲 郭小詩 王鴻雁2 余嘉玲 麥沛麟 李晋豪

郭小詩

2:00-3:00pm

張全明 趙春玲 王永欽3 金維軒4 張全明 王永欽3

 3:00pm 王玉榮 劉忠第 李曉光 陶志廣 劉忠第 張紅霞

- 陶志廣 董子林 勵莉 蘇安順1 徐凱 李曉光

7:00pm 胡冬梅 麥沛麟 李晋豪 胡冬梅 郭小詩 金維軒4

余嘉玲 郭小詩 王鴻雁2 陳家祈3 李晋豪

1. 駐診時間為下午3時至6時 2. 應診至2022年8月31日 3.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4.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專科診療中心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136A號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大樓3樓全層   (港鐵尖沙咀站A2/ B1出口)     電話 ﹕3411 3528 / 3411 353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周婧琳 余嘉慧 孫鋒 劉鑫 劉鑫 汪艷娟
10:00am 王思嘉 劉鑫 劉鑫 張全明 周忠亮 皮治(余嘉慧)

- 金維軒3 張學斌 汪艷娟 涂丰 彭波3 劉鑫

2:00pm 鍾秋艷 周忠亮 孫素明 陳偉 陳家苗 張學斌

陳偉 徐凱 潘田成 潘璐
1 鍾秋艷 潘田成

陳家祈1 黃斌 胡佩珊2

2:00-3:00pm

 皮治(周婧琳) 皮治(余嘉慧) 孫鋒 劉鑫 孫鋒 余嘉慧
 3:00pm 王思嘉 劉鑫 汪艷娟 張全明 劉鑫 汪艷娟

- 金維軒
3 張學斌 孫素明 涂丰 周忠亮 皮治(周婧琳)

7:00pm 鍾秋艷 周忠亮 劉鑫 陳偉 彭波3 劉鑫

陳偉 徐凱 潘田成 胡佩珊2 陳家苗 張學斌

黃斌 鍾秋艷 潘田成

1.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2. 停診至2022年5月16日 3.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香港浸會大學－賽馬會中醫疾病預防與健康管理中心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71-775號栢宜中心3字樓  (港鐵太子站E出口附近)               電話﹕3793 342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0:00am
馬劍穎

(體質養生)

楊君軍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楊君軍

(體質養生)

-
龎沛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周志豪

龎沛

(體質養生)

龎沛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2:00pm 王譽穎
龎沛

(體質養生)
張春玲 張春玲 孫素明 張春玲

黃志新 王譽穎 伏勇 鍾秋艷 王譽穎 王譽穎

鍾麗丹1 龐嶷3 龎沛

(體質養生)

龐嶷
3

2:00-3:00pm

 3:00pm
楊君軍

(體質養生)

楊君軍

(體質養生)

楊君軍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楊君軍

(體質養生)

-
馬劍穎

(體質養生)

龎沛

(體質養生)
張春玲

龎沛

(體質養生)

龎沛

(體質養生)

馬劍穎

(體質養生)

7:00pm
龎沛

(體質養生)
王譽穎 伏勇 張春玲 孫素明 張春玲

黃志新 鍾麗丹2 鍾秋艷 王譽穎 王譽穎

王譽穎 龐嶷3 龐嶷3 龎沛

(體質養生)

1. 應診至2022年5月3日 2. 由2022年5月10日開始應診 3. 由2022年5月3日下午開始應診

  求診人士，必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登記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香港浸會大學港島魏克強中醫專科診所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133號誠信大廈17樓全層 (港鐵上環站C出口附近)              電話 ﹕2591 0666 / 2591 6079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0:00am 余嘉慧 李曉光 劉宇龍 黃斌 勵莉 倫新

- 孫素明 勵莉 錢穎儀 孫素明 張紅霞 錢穎儀

2:00pm 涂丰 胡冬梅 鍾秋艷 林蓓茵 李曉光 胡冬梅

郭小詩 黎弘毅 龐嶷5 陳家苗 伏勇 鍾秋艷

錢穎儀
1 伏勇 郭小詩 龐嶷

5

劉宇龍
2

錢穎儀
1

2:00-3:00pm

 3:00pm 皮治(余嘉慧) 李曉光 劉宇龍 黃斌 勵莉 倫新
- 孫素明 勵莉 錢穎儀 孫素明 張紅霞 錢穎儀

7:00pm 涂丰 胡冬梅 鍾秋艷 陳家苗 李曉光 胡冬梅

郭小詩 伏勇 龐嶷
5 戴昭宇 鍾麗丹

4
曾俊雄

3

錢穎儀1 郭小詩 伏勇

劉宇龍2
錢穎儀1 龐嶷5

1. 應診至2022年4月30日 2. 由2022年4月25日開始應診 3.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4. 2022年5月3日起恢復門診

5. 由2022年5月4日開始應診

靈實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專科診所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8樓 (港鐵銅鑼灣站F出口)　         電話：2632 5608 / 2632 5611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錢穎儀
1 汪艷娟 張學斌 王玉榮 趙春玲 周忠亮

10:00am 徐凱 彭波2 周忠亮 錢穎儀1 張學斌 彭波2

- 潘田成 皮治 (周婧琳) 涂丰 黃志新 汪艷娟 劉忠第

2:00pm 黃斌 張春玲 羅景元
2 張春玲 陳家苗

伏勇 陳偉 潘田成 郭小詩

陳家苗 伏勇
2:00-3:00pm

錢穎儀1 汪艷娟 張學斌 王玉榮 趙春玲 周忠亮

 3:00pm 徐凱 彭波2 周忠亮 錢穎儀1 張學斌 彭波2

- 潘田成 張春玲 涂丰 黃志新 汪艷娟 劉忠第

7:00pm 黃斌 陳偉 張振海2 張春玲 陳家苗

伏勇 陳家苗 潘田成 郭小詩

伏勇

1. 停診至2022年4月30日 2.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雷生春堂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九龍旺角荔枝角道119號  (港鐵太子站C2出口)             電話：3411 0628 / 3411 063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9:00am-1:00pm 王鴻雁
1 倫新 張紅霞 董子林 余嘉慧 陶志廣 麥沛麟

周志豪 陶志廣 金維軒3 周志豪 周志豪 王玉榮

董子林 周志豪 余嘉慧 倫新 王鴻雁1 周志豪

王海棋 潘璐2 胡佩珊
4 汪艷娟 錢穎儀 周可奕

3

余嘉玲 余嘉玲

1:00-2:00pm

2:00-6:00pm 周志豪 倫新 張紅霞 董子林 余嘉慧 陶志廣

王鴻雁
1 周志豪 金維軒

3 周志豪 錢穎儀 王玉榮

董子林 陶志廣 余嘉慧 倫新 王鴻雁1 周志豪

王海棋 潘璐2 陳家祈2 汪艷娟 潘璐2 周可奕
3

余嘉玲

1. 應診至2022年8月31日 2.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3.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4. 停診至2022年5月16日

香港防癌會-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中心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綜合大樓9樓　　　電話：3921 3890 / 3921 3899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9:00am-1:00pm 李晋豪 劉宇龍 周可奕
3 劉宇龍 劉宇龍 胡佩珊1

鄭健剛 鄭健剛 周浩欣2, 3

1:00-2:00pm

2:00-6:00pm 李晋豪 劉宇龍 周可奕3 劉宇龍 劉宇龍 胡佩珊1

鄭健剛 鄭健剛 周浩欣2, 3

1. 2022年7月2日起應診 2. 應診至2022年6月25日 3.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香港浸會大學北角中醫專科診所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香港北角丹拿道8號雋悦3樓雋悦‧滙3至4號舖 (北角地鐵站B4出口，入口設於七姊妹道)　　　電話：3589 698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鄭健剛 王玉榮 鄭健剛 王鴻雁1 黃斌 鄭健剛

10:00am 彭波2 吳朝輝2 黃志新 彭波2 王玉榮 董子林

- 麥沛麟 鍾秋艷 余嘉玲 徐凱 張振海2 王鴻雁1

2:00pm 潘田成 麥沛麟

麥沛麟
2:00-3:00pm

鄭健剛 王玉榮 鄭健剛 王鴻雁1 黃斌 鄭健剛

 3:00pm 彭波2 吳朝輝2 黃志新 彭波2 王玉榮 董子林

- 麥沛麟 文昊賢 余嘉玲 徐凱 吳朝輝2 王鴻雁1

7:00pm 潘田成 蔡嘉傑 麥沛麟

麥沛麟

1. 應診至2022年8月31日 2. 2022年4月19日起停診, 至另行通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診所(賽馬會流金匯)   (2022年4月19日生效)
地址﹕新界大埔富善邨善鄰樓地下A翼及B翼      電話 ﹕3763 1000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am-1:00pm 張紅霞 王思嘉 潘璐1 張紅霞 陶志廣

陳家祈1 王思嘉 余嘉玲

1:00-2:00pm

2:00-5:00pm 張紅霞 王思嘉 潘璐
1 張紅霞 陶志廣

陳家祈1 王思嘉 余嘉玲

1. 2022年4月19日至5月1日停診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午  膳  時  間



  求診人士，必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