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內地九市醫療概覽 

2019 年 8 月 2 日 

 

隨著港珠澳大橋貫通，進一步縮短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小時生活圈”的距離，三地優質醫療資源和

先進醫療科技的流動也更加暢通。粵港澳三地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和醫療制度，醫院也各具特色。

港澳的醫學基礎研究實力雄厚，且擁有國際化的醫療制度以及與國際接軌的藥物、醫療器械等准入

制度，但人口老齡化情況更為明顯，廣東省則擁有龐大的病例資源，臨床研究優勢明顯，通過採取

較為積極開放的態度引進新技術，不斷促進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 

內地看病流程 

內地的醫療系統包括公立和私立醫院。大部分醫療機構是公立醫院，其中部分公立醫院設立了外賓

門診。內地的醫療系統在制度、體系和服務流程等方面均與香港有較大的差異。因此，香港居民在

就醫前應按自身需要及病歷尋找適合自己的醫療服務。以下介紹以公立醫院的一般就診流程為例。 

1. 門診 

對於一般的常見病及小毛病，港人可選擇到就近的醫院門診部進行治療，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市的

主要醫院門診部信息可參考附件一。 

門診的治療流程一般包括以下步驟： 

 
掛號* 醫生問診 繳費 取藥/檢查 後續治療

*掛號時需繳交門診診查費 
 

目前廣東省正在逐步推廣預約診療制度，港人可在抵達醫院前預約醫院門診服務，以免除排隊掛號

及長時間候診之苦。預約方式包括網上預約（例如各醫院的自有網站或微信公眾號，或在支付寶或

微信關注“廣東雲醫院”）、電話預約、自助預約（即在門診樓層通過自助機器預約掛號）。 

預約掛號採用實名制，港人在首次預約前需註冊賬號，並提供《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等信息

進行身份核實，港人如因臨時更改計劃而未能赴約，應及時調整或取消預約掛號，多次爽約可能被

醫院列入黑名單而無法辦理預約掛號。 

內地採用“先付費後診療”的模式，如果港人經醫生初步問診後需做進一步檢查或後續治療，應在

繳費處先行繳付檢查費或治療費後，再前往相關檢查室或治療室。門診收費各地均有所不同，以廣

州市為例，門診診查費從 10 人民幣至 80 人民幣不等，取決於醫師的職級（包括普通醫師、副主任

醫師、主任醫師和專家醫師等）。藥費通常與門診診查費分開收取，藥費金額一般取決於是否使用

進口藥物、藥品是否在醫保範圍內、用藥量等。 

2. 急診 

內地 9 市的醫院急診部一般均為 24 小時開放。如遇突發疾病，可以自行前往各醫院急診科進行救

治；如不能自行前往，也可撥打 120 急救熱線，呼叫救護車等待救援。需注意，救護車出診需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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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相應費用，包括車費及搶救治療費等，各地收費標準不盡相同，港人可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醫療服

務。3. 住院 

對於大病、重病等需要住院進一步診療或手術的患者，在門診醫生確認病情需要住院治療後，將開

出預約住院通知書、住院診療及手術所需各項檢查單（如有）等，患者需在門診繳費處先行繳納部

分費用，並在預約住院服務點辦理登記，該服務點將為患者建立檔案，並與相關治療科室溝通預約

檢查和住院時間。當相關治療科室出現空置床位時，服務點將會通知患者入院並辦理入院手續。 

 

醫療保險 

1. 內地基本醫療保險 

根據 2018 年發佈的《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

在內地（大陸）就業的港人應當參加五項基本社會保險，在內地居住的未就業港人可以參加城鄉居

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港人適用險種的範圍與享受待遇的條件和辦法，都與內

地居民一致。 

如果港人已在內地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則可在內地醫院看病時用社保卡支付公費部分，港人僅需支

付自費部分的醫藥費。內地的便利店、健康和美容店以及超級市場是禁止銷售藥物的，港人可以在

基本醫保定點醫療機構和定點零售藥店購買藥品，所需費用直接從社保卡中的個人賬戶中扣除。港

人可登陸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網上服務平台（網址：

http://ggfw.gdhrss.gov.cn/gdggfw/service/list.shtml）進行社保卡信息查詢和醫療繳費歷史查詢。 

2. 商業保險 

內地大部分醫院不接受患者直接使用外國醫療保險卡付款。如有需要在內地使用海外保險公司提供

的醫療保險計劃，並進行索償的話，請確保所就醫的醫院或診所在受保範圍之內。如需要商業保險

索償報銷的港人，應保存好看病的發票，並請醫生出具疾病證明書，並到門診大廳綜合服務台醫保

窗口蓋章。 

 

優惠政策 

1. 長者醫療券 

隨著粵港澳三地交通聯繫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香港長者選擇到大灣區城市定居養老。粵港澳大灣

區正在不斷探索跨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銜接。目前，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作為首家接受長者醫療

券的醫院，已成功試點三年，完善了使用長者醫療券的結算信息系統和診療服務流程。 

港人可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門診醫技樓一樓收費處、負一樓急診科收費處或體檢中心收費處，出

示有效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並示意要使用長者醫療

券支付當天在指定科室接受的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 

2. 人才計劃中的醫療優惠 

根據 2018 年廣東省政府發佈的《廣東省人才優粵卡實施辦法（實行）》，在廣東省工作的港人，如

果屬符合條件的人才，可以申領人才優粵卡，持卡人將可享受下列醫療服務： 

 每年可獲一次各地級以上市人才主管部門或用人單位的免費安排健康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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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東省指定醫院特約門診就醫，優先安排入住病房； 

 配偶、子女未就業且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 

 

總結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不斷融合三地的優質醫療資源，港人如在內地發病，應儘快選擇就近的醫院治

療，內地醫療機構多、醫療案例多樣，且中醫藥研究發達，港人在內地診療，可以減少看病輪候時

間、解決疑難雜症，以及接受中醫藥治療等。此外，粵港澳大灣區正在積極研究開展非急重病人跨

境陸路轉運服務，探索在指定公立醫院開展跨境轉診合作試點，香港患者可由深圳定點醫院的救護

車送至口岸與香港機構交接。如果需要返港就醫，必須徵詢醫生意見，在確保患者身體狀況合適的

情況下才可安排患者返港。如需進一步協助，可聯絡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24 小

時求助熱線：(852) 1868。 

 

 

附表一 九市部份私立醫院和公立醫院聯繫方式 

下表所列私立和公立醫院的資料主要來自不同醫院/衛生健康局的公開網頁，僅供讀者參考。請注

意醫院/衛生健康局會定期更新網頁內容。有關醫療機構最新的詳細資料請參考九市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醫院官方網頁。 

    
廣州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廣東省水電醫院 
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港

口大道 312 號 
020-82707579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gdsdyy.com.cn/ 

華南理工大學醫院 

廣州市天河區五山路

381 號/廣州市番禺區廣

州大學城 

020-87112371 

中醫理療科、保健科、檢驗

科、放射科、眼耳鼻喉科、

外婦科、內科、口腔科等 

https://www2.scut.edu.cn/hospital

/3297/list.htm 

廣州東仁醫院 
廣州市白雲區東平東路

9 號 
020-66851200 

全科、中醫科等 

https://www.gzdryy.com/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廣東中能建電力醫

院 

廣州市黃埔區黃埔東路

3375 號大院（住院部） 

廣州市黃埔區黃埔東路

2957 號大院（門診部） 

020-82079899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gdsdlyjyy.com/ 

廣東民安醫院 
廣州市越秀區犀牛路 7

號 
020-37814770 

急診急救及高血壓、糖尿

病、心腦血管病等慢性病的

診療 

http://www.gdmayy.com/plus/list.

php?tid=1# 

專科醫院 — 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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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第八人民醫

院 
廣州市東風東路 627 號 020-83838688 

消化內科、心血管內科、呼

吸內科、內分泌內科、神經

內科、腹部外科、骨科、婦

產科、兒科、感染性疾病科

等 

http://gzidh.com/default.aspx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

療中心 
廣州市金穗路 9 號 020-81886332 

小兒外科、小兒呼吸科、小

兒消化科等 

http://www.gzfezx.com/ 

廣州市胸科醫院 廣州市橫枝崗路 62 號 020-83592692 

呼吸內科、腫瘤科、胸外

科、骨科、結核病科、兒

科、婦科、中醫科等 

https://www.xkyy.com.cn/index.h

tml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

腫瘤醫院 

廣州市麓湖路橫枝崗 78

號 
020-66673666 

腫瘤科 

http://www.gzcancer.com/cn/profi

le.aspx 

廣州市皮膚病防治

所 
廣州市恒福路 56 號 020-83491131 

皮膚科 

https://www.gzhy120.com/index.

html 

廣州協佳醫院 
廣州大道南 1698 號三

滘村池滘北大街北巷 
020-89664006 

耳鼻喉科 

http://www.xj120.cn/ 

專科醫院 — 私立 

廣州民康醫院 

廣州市越秀區五羊新城

寺右新馬路寺右一橫路

口入 100 米 

020-87673666 
骨科 

http://www.minkang.com/ 

廣州東大肛腸醫院 
廣州市越秀區德政中路

356 號 
020-62622222 

內科、外科、中醫科、肛腸

科、麻醉科 

http://ddgc.e120.com.cn/ 

    
深圳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深圳市寶安區福永

人民醫院（寶安人

民醫院（集團）第

三人民醫院） 

深圳市福永街道德豐路

81 號 

0755-27382097  

0755-27383148 

內科、外科、婦產科、兒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

腔科、中醫科、麻醉科、皮

膚科、感染科、重症醫學

科、院前科 

http://www.bawjxt.net/fyrmyy/ 

寶安第二人民醫院

（集團）總醫院

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

辦沙井大街 3 號 
0755-27722241 

全科 

http://www.bawjxt.net/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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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沙井人民醫

院） 

深圳市第六人民醫

院（南山醫院）華

中科技大學協和深

圳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桃園路 89

號  
0755-26553111 全科 https://www.sznsyy.net/ 

深圳市中醫院 
深圳市解放西路 3015

號 
0755-88359666 

全科 

https://www.szszyy.cn/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深圳龍城醫院 
深圳市龍崗區龍翔大道

愛聯社區晨光路 1 號 
0755-28906060 

康復醫學科、骨科、綜合外

科、婦科、兒科、眼耳鼻喉

科、口腔科以及重症醫學

科、高壓氧科、急診科等 

http://www.szslcyy.com/index.ph

p 

深圳仁合醫院 
深圳市龍華新區民治辦

事處上塘路 10 號 
15999664979 

產科、婦科、兒科、新生兒

科、兒保科、婦保科 

http://szrhyy.ecaihr.com/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深圳五洲中西醫結

合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園科

華路 7 號 
0755-26719191 

針灸推拿科、康復醫學科、

口腔科、皮膚科、中醫科、

婦科、泌尿外科、內科、外

科等 

http://www.wz16.net/ 

深圳雪象醫院 

深圳市龍崗區阪田雪崗

南路 1136 號（原布瀾

路、雪象小學對面） 

0755-61260745 

婦科、產科、兒科、男科、

創傷骨科、創傷外科、中醫

康復科、內科、急診科、耳

鼻喉科等 

http://szxxyy.ecaihr.com/index.ht

ml 

專科醫院 — 公立 

寶安區婦幼保健院 
深圳市寶安區玉律路 56

號 
0755-27863999-0 

兒科、婦科、產科等 

http://www.bawjxt.net/fy/ 

深圳市職業病防治

院 

深圳市羅湖區布心路

2019 號 
0755-84356800 

醫學康復中心、中醫科、職

業病等 

http://wjw.sz.gov.cn/zybfzy/xkjs/

# 

深圳市康寧醫院 

深圳市坪山區振碧路 2

號 /  

羅湖區翠竹路 1080 號 

0755-84622034  

0755-25603094 

精神科、臨床心理科、公共

衛生科、精神康復科 

http://www.szknyy.com/index.ph

p 

深圳市中醫肛腸醫

院 

深圳市福田區松嶺路 1

號 
0755-83636999 

肛腸科 

http://www.szzygcyy.com/ 

專科醫院 — 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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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山泌尿外科

醫院 

深圳市福田區福強路

1001 號 
0755 - 8361001 

婦科、中醫科、泌尿科等 

https://www.zsmw.net/ 

深圳拜博口腔（國

貿門診部） 

羅湖區嘉賓路國商大廈

北座東部商場 
400-850-0755 

口腔科 

http://www.szibyer.com/ 

深圳婦產專科醫院 
深圳市寶安區西鄉鎮寶

安區寶安大道 3186 號 
0755-23462210 

婦產科 

http://wap.trfkyy.com/index.html 

深圳遠東婦產醫院 
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

2097 號 
0755-88808888 

婦科、婦女保健、產科、兒

科兒童保健、口腔科 

http://www.woman91.com/yuand

ong/ 

    
珠海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珠海市第五人民醫

院 

珠海市平沙鎮平沙二路

87 號 
0756-7267162 

內科、外科、婦產科、兒

科、中醫科、五官科、醫學

影像科、體檢科、醫學檢驗

科等 

http://www.zhfivehospital.com/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珠海九龍醫院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

路 1004 號 
0756-3296689 

婦科、泌尿外科、口腔科等 

http://www.jiulong120.com/ 

珠海白雲康復醫院 
珠海市香洲區前山翠微

翠珠二街 11 號區 

0756-8618999 

0756-8631666 

男女精神科、心理諮詢與心

理治療科、 老年康復科、綜

合科 http://www.bykfyy.com/ 

珠海方華醫院 
珠海市鬥門區尖峰前路

532-534 號 
0756-5533333 

產科、婦科、內科、兒科、

普外科、骨科、口腔科、皮

膚科等 

http://www.zhfhyy.net/zjfh/yyjj/ 

專科醫院 — 公立 

珠海仁和骨傷醫院 
珠海市香洲區迎賓南路

2138 號 

0756-8136123 

0756-8136138 

骨科、脊柱外科、關節外科

等 

http://www.rhgsyy.cn/ 

專科醫院 — 私立 

珠海拜博口腔醫院 
珠海市銀樺路 46 號(翠

寶大廈一棟) 
0756-2160055 

口腔科 

http://www.lh0756.com/ 

    
佛山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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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禪城區中心

醫院 

佛山市禪城區三友南路

3 號 
0757-88667003 

脊柱外科、泌尿科、婦兒科

等 

http://www.fsccyy.com/ 

佛山市高明區人民

醫院 

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

康寧路 1 號 
0757-88667003 

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

等 

https://www.gmrmyy.com/index.a

spx 

佛山市三水區人民

醫院 

佛山市三水區西南廣海

大道西 16 號 
0757-87813080 

全科 

http://www.sshospital.cn/ 

佛山市第二人民醫

院 
佛山市衛國路 78 號 0757-88032022 

全科 

https://www.fsey.com/index.asp 

均安醫院 
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百

安路 7 號 

0757-25383583 

0757-25382229 

0757-25382227 

全科 

https://www.junanyiyuan.com/ind

ex.html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佛山市順德區倫教

醫院 

佛山市順德區倫教街道

新城南路一號 
0757-23600120 

內科、外科、肛腸科、眼

科、小兒呼吸內科、產科、

泌尿外科、骨科等 

http://www.sdljyy.org.cn/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順德國丹康復醫院 
佛山順德勒流龍升工業

區 1-1 號 
0757-29201112 

全科 

http://sdgdyy.ecaihr.com/ 

專科醫院 — 公立 

佛山市第四人民醫

院 

佛山市禪城區瀾石金瀾

南路 106 號 
0757-83105778 

呼吸內科、內科、兒科、結

核防治科、婦科、皮膚科、

哮喘專科、老年病專科、中

醫科、家庭病床科等 

http://www.fsmby.com.cn/ 

佛山市口腔醫院 
佛山市禪城區河濱路 5

號 
0757-82279085 

口腔科 

http://www.fsskqyy.com/ 

佛山市順德區伍仲

佩紀念醫院 

佛山市順德區德勝區金

桔嘴 

0757-22321386 

0757-22296704 

精神科、老年科 

http://www.sdwy.net.cn/site/wzp/i

ndex.html 

專科醫院 — 私立 

佛山肛泰肛腸醫院 
佛山市禪城文華北路

151 號 
0757-86116222 

肛門病科、大腸內科、排便

障礙性疾病科 

http://www.fsgcw.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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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婦幼保健院 
佛山市禪城區人民西路

11 號 
0757-82969789 

婦科、產科、新生兒科、兒

科、婦女保健科、兒童保健

科、外科、內科等 

https://www.fsfy.com/ 

    
惠州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惠州市第三人民醫

院 

惠州市惠城區橋東學背

街 1 號 
0752-2359252 

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泌

尿外科、康復醫學科、中醫

針推科、臨床護理、呼吸內

科、普通外科等 

http://www.hzdsrmyy.com/ 

惠州市第一人民醫

院 

惠州市江北三新南路 20

號 
0752-2883800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hzfh.gd.cn/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惠州市惠城區中醫

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麥興路 33

號 
0752-2385033 

內科、外科、急診科、骨

科、婦產科、肛腸科、針灸

科 

http://www.hcqzyyy.com/?c=101 

惠州市中心人民醫

院 
惠州市鵝嶺北路 41 號 0752—2288288 

全科 

http://www.hzch.gd.cn/ 

惠城區小金口人民

醫院 

惠州市大道小金口段

691 號 
0752-2781502 

內科、外科、婦科、產科、

兒科、五官科、口腔科等 

http://www.xjkrmyy.com/ 

惠州市中大惠亞醫

院 

惠州市大亞灣區中興北

路 186 號 

0752-6516990-

8511 

內科、外科、婦科、產科、

兒科、五官科等 

http://www.zdhyyy.com/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惠陽三和醫院 
惠陽區淡水土湖金惠大

道康和路 3 號 
0752-3800101 

全科 

http://www.hyshyy.com/ 

惠州惠康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江北林業

局旁 
0752-2829113 

骨科、神經外科、婦產科、

門急診、老年病科、五官

科、特診科、麻醉科等 

http://www.hzhkyy.com/# 

專科醫院 — 公立 

惠州市第一婦幼保

健院 

惠州市惠城區河南岸演

達四路 5 號 
0752-7806333 

婦產科、兒科、婦女保健

科、兒童保健科 

http://hz3861.g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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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第二人民醫

院 

惠州市下角菱湖二路 17

號 
0752-2182503 

精神科 

http://www.hzey.net/ 

惠州市第二婦幼保

健院 

惠州市上排大嶺路 10

號 
0752-2180400 

婦產科、兒科、口腔科、小

兒外科等 

www.hzsbjy.com/ 

專科醫院 — 私立 

惠州華康醫院（曾

用名惠州華康骨傷

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演達大道

55 號 
0752-2360333 

中醫骨傷科、脊柱、創傷骨

病科、關節、創傷骨科、內

科、外科、婦產科等 

https://www.hzhkgsyy.com/ 

惠州致美口腔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鵝嶺南路

38 號 
0752-2561222 

口腔科 

http://www.zm920.com/ 

惠州百佳伊麗莎白

婦產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麥地黃崗

大道 5 號 
0752-2762222 

婦產科 

http://www.hzelisb.com/wei_sh3.

html 

惠州愛爾眼科醫院 
惠州市惠城區河南岸斑

樟湖二橫街 8 號 
0752-2559833 

眼科 

http://www.eye0752.com/special/

yyjs/index.html 

    
中山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中山市民眾醫院 
中山市民眾鎮新馬路 1

號 
0760-85550312 

內科、外科、中醫（康復）

科等 

http://www.zssmzyy.com/ 

中山市橫欄醫院 
中山市橫欄鎮順興北路

1 號 
0760-87616378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中醫科等 

http://www.zshlyy.com/ 

中山市阜沙醫院 
中山市阜沙鎮阜南大道

152 號 
0760-23400313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zssfsyy.com/ 

中山市三鄉醫院 
中山市三鄉鎮康樂路 10

號 
0760-23809920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zssxyy.com/ 

中山市古鎮人民醫

院 

中山市古鎮鎮東興中路

15 號 
0760-22323725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zsgzyy.com/ 

中山市南區醫院 
中山市南區城南二路 37

號 
0760-88918033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zsnqyy.com/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中山市廣濟醫院 
中山市鳳崗鎮雁田鎮田

北路 1 號 
4001-660-120 

全科、中醫科等 

微信账号：zs-gjyy 

專科醫院 — 私立 

中山松鼠口腔醫院 
中山市石岐區悅來南路

24 號 
400-998-3373 

牙科 

http://www.songsk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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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華都肛腸醫院 
中山市石岐區悅來南路

3 號 
0760-88888677 

肛腸科 

http://wap.zshdyy.com/ 

中山奧理德眼科醫

院 

中山市西區中山一路

148 號白朗峰花園 
0760-88669955 

眼科 

http://www.alladzhongshan.com/#

/home/index 

    
江門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江門市五邑中醫院 江門市華園東路 30 號 0750-3333705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51ht.com/ 

江門市中心醫院 
江門市北街海旁街 23

號 
0750-3165500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骨科、腫瘤科等 

http://www.bjch.com/ 

江門市新會人民醫

院 

江門市新會區會城龍山

路 
0750-6183000 

內科、外科、婦兒科等 

http://www.jmxhph.org.cn/zh-

CN/index.html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專科醫院 — 公立 

江門市第三人民醫

院  

江門市蓬江區勝利路

161 號 
0750-3509375 

精神科、心理科等 

http://www.jmmh.cn/ 

專科醫院 — 私立 

江門市殘聯康復醫

院 

江門市蓬江區龍灣東路

40 號 
0750-3502783  

康復醫學科、中醫治療科等 

http://www.jm-rehab.com/ 

    
肇慶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肇慶市高要區人民

醫院 

肇慶市端州區天甯北路

72 號 
0758-2233037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等 

http://www.zqgyyy.com/ 

肇慶市第二人民醫

院 
肇慶市建設二路 2 號 0758-2704630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腫瘤科、中醫科等 

http://www.zq2y.com/ 

肇慶市中醫院 肇慶市端州六路 20 號 0758-2836499 
內科、外科等 

http://www.zqtcm.com/ 

綜合性醫院 — 私立 

四會市萬隆醫院 
肇慶市四會市朝陽街 6

號 
0758-3363293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腫瘤科、中醫科等 

http://www.wanlongyy.com/index

.html 

專科醫院 — 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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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市皮膚病醫院 
肇慶市端州七號九號第

二幢 
0758-2854668 

皮膚科、前列腺炎專科等 

微信账号：ZQPFYY 

    
東莞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綜合性醫院 — 公立 

東莞市長安醫院 
東莞市長安鎮長青街南

路 171 號 
0769-85339219 

全科 

http://www.dgcayy.com/ 

東莞市萬江醫院 
東莞市萬江區石美社區

盧慈渦村 
0769-28823233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dgwjyy.com/ 

東莞市東坑醫院 東坑鎮沿河西路 0769-83381754 
全科 

http://www.dgdkyy.com/ 

東莞市莞城人民醫

院 

東莞市城區莞太大道 78

號 
0769-26386311 

全科、中醫科等 

http://www.dggcyy.com/ 

東莞市鳳崗醫院 
東莞市鳳崗鎮鳳平路 13

號 
0769-82192333 

全科、中醫綜合科等 

http://www.fgyy.com/ 

名稱 地址 電話 參考資料 

專科醫院 — 公立 

東莞市第八人民醫

院（東莞市兒童醫

院 

東莞市石龍西湖三路

（南）68 號博愛園 
0769-86118320 

兒童專科、婦產科等 

http://www.ba-hospital.com/ 

專科醫院 — 私立 

東莞東方醫院 

東莞市東城中路與東縱

大道交匯處(大地大廈對

面) 

0769-27285199 
泌尿外科、中醫科 

http://www.dfmnyy.com/ 

東莞南華婦科醫院 
東莞市大朗富民北路

163 號 
0769-81123088 

婦科、產科 

http://www.nhfkyy.com/ 

 

 

***本報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擬備，並根據適用於本報告發 

布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通常解釋和應用而準備的。本局未有就報告內容的準確性作出核實，亦不會 

就報告內容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由於稅務法律法規不時變化，而該等變化

可能具有追溯效力且可能適用於本報告，因此，無法保證該等變化不會對本報告產生不利的影響。 

本局及顧問公司不會就本報告日期之後發生的法律應用或解釋的最新發展對報告內容作出任何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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