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善以現代化和管理式 中、西醫療為企業客戶
提供專屬靈活的健康和醫療計劃和服務 

德善醫療集團守護您一生健康的醫療團隊 
德善堂  ．德善健康管理  ．德善健髮 ．康德聯合醫務中心 



業務範圍: 

由星級醫師帶領，以豐富的臨床經驗為您提供現代化、全面而專業
的中醫服務：專科診症、針灸理療、穴位推拿、嚴選優良藥材及顆
粒沖劑等，使療效顯著，絕對安全可靠。 

德善堂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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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由於生活繁忙、工作緊張，容易忽略健康的重要性；三高、失眠、
痛症、糖尿病和體重等問題，都困繞著我們。德善健康管理以專業的中醫
師、註冊營養師和體適能教練，助您調理身體，助您健康減藥，從而回復
強健體魄。 

德善健康管理 02 

壓力、產後和脂溢性等脫髮；頭皮敏感、頭風頭痛和濕疹等頭皮問題，德善健髮
以具備龐大中醫團隊作後盾，助您皮髮解擾，加上結合中西技術去治標治本，從
而回復秀髮健康。 

德善健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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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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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譽製藥建基於香港，以名貴藥材，提煉『濃縮中藥』，不同療效
的丸劑、膠囊、中藥配方顆粒調配等，比一般藥製中藥更能功效顯
著。 

德譽製藥 

由著名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帶領，提供一站式的全面醫療服務，為企
業客戶提供優質及完善的醫療服務和計劃。 

康德聯合醫務中心 



德善堂中醫始創於2000年，早
期已創新管理提供全面中醫各
專科診症服務：婦科、兒科、
內科、皮膚科、痛症科、針灸、
推拿和拔罐等，更能有效地在
各症狀提供專科的治療。與此
同時，我們也提供貼心代客煎
藥和遞送服務，讓繁忙都市人
解決煎藥的煩惱。 



首創獨有 二師會診服務 
 

德善健康管理 提供獨家首創 二師會
診服務：中醫師和營養師，揉合中
國五千年的傳統智慧，加上現代化
西方醫學理論的精粹，提供飲食、
運動及養生三方面的建議。 
 
中醫師主力診斷及調理臟腑失衡狀
態，加強身體機能，使疾病防患於
未然。營養師和體適能教練則著重
於健康飲食、運動建議及體重管理，
教您掌握健康之道。 



獨家中藥療效配方 
 
德善健髮是運用百份百純正及一級上等藥
材煉製成獨有外敷藥粉，進行頭皮外敷薰
蒸理療，加上嶄新的儀器，針對處理各種
的頭部皮膚問題如脫髮、頭瘡、頭油過多、
頭臭、真菌、班禿、頭皮屑、頭皮敏感等。
療程會由我們中醫師團隊為您調配出合適
的外敷純中藥及內服中藥配處方，加上專
業理療師會利用不同的先進儀器協助，使
頭皮毛孔完全吸收到中藥的有效成份，直
達相對應臟腑，務求達至最佳的理療效果，
從而徹底解決頭部皮膚問題。 



分店資料 
如想知道更多關於健康的資訊或想向中醫師及營養師諮詢，請於辦公時間與我們醫療團隊聯絡 

銅鑼灣 
德善堂 – 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 57 號海華大廈 2 樓 A-B 室    預約電話: 2882 3289 
德善健康管理 – 銅鑼灣百德新街 57 號海華大廈 3 樓 B 室    預約電話: 2882 9882 
德善健髮 – 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 57 號海華大廈 1 樓 C 室    預約電話: 2504 5222 

 

尖沙咀 
德善堂 –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12 號宏貿發展大廈 16 樓 D-E 室                       預約電話: 2312 6233 
德善健康管理 – 香港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12 號宏貿發展大廈 16 樓 A-B 室     預約電話: 2368 3238 
德善健髮 – 香港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12 號宏貿發展大廈 13 樓 D-E 室            預約電話: 2368 8233 

 

旺角 
德善堂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25 & 639 號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 13 樓 
               1310-15 &1318 室                                                                       預約電話: 2812 1393 
德善健髮 – 旺角彌敦道 625&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13 樓 1310 室              預約電話: 2812 1898 
康德聯合醫務中心 – 旺角彌敦道 625 & 639 號雅蘭中心一期 8 樓 830 室  預約電話: 2577 1800 

 
 



專業醫療團隊 



張琛 註冊中醫師 首席顧問醫師 

香港中文大學中藥及草藥學理學碩士 

生於醫藥世家， 祖上為清未御醫「江南神醫」。 
張琛醫師創辦「德善堂」，至今行醫十多年，受診的患者不下 
30萬人(當中包括名人客戶多不勝數)。2000年創辦德善醫療集
團並先後成立德善堂中醫，德善健康管理，德善健髮，德譽製藥，
合辦香港中西醫婦科治療中心和康德聯合醫務中心。 
張醫師身兼香港新城電台健康節目著名嘉賓主持，香港經濟日報
健康專欄作者；中國北京艾麗絲婦科醫院特聘專家，更是浙江省
省中醫院國醫大師臨床經驗傳承和研習培訓班導師；積極參與不
同的公益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藉中西結合治療，互補不足，
讓更多人認識中醫藥治療，以減輕病人痛苦。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中醫師團隊成員 

潘子剛 
顧問醫師 

馮佳賢 
註冊中醫師 

香港中文大學中藥及草藥學碩士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聶威燿 
註冊中醫師 

周卓能 
註冊中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醫學(榮譽)理

學士 

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學士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中醫師團隊成員 

陳宇傑 
註冊中醫師 

譚淵之 
註冊中醫師 

黃志達 
註冊中醫師 

謝蕾 
註冊中醫師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理學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學士 

 

南京中醫葯大學醫學博士 

 (中醫婦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碩士 

 

南京中醫葯大學中醫學學士 

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學)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學)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及生物

醫學理學士(榮譽) 



獎項及社會責任 

榮獲社會企業研究所院 頒發 

「Outstanding Social Caring 

Organization」 

社會關愛企業卓越大獎。 

Outstanding Social Caring 

Organization 2015 Award 

榮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頒贈

「Caring Company Logo」 

商界展關懷標誌。 

Caring Company Logo since 

2013 

榮獲新城電台頒發 

「Hong Kong Leaders' Choice」 

卓越中醫醫療集團品牌大獎。 

Hong Kong Leaders' Choice 2013 

Award 

德善醫療集團致力回饋社會，透過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關懷及服務有需要的人士，以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韶關創路

學堂 

智善同行

展愛心 

愛心飯餸

暖萬心 

乳健同行

展關懷 

榮獲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 

「Partner Employer Award」 

『友商有良』嘉許獎。 

Partner Employer Award 2018/2019 



專享優惠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專享: 
出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証，可享以下優惠: 

1) 診金 + 藥費 9折  

2) 公司產品 9折 

3) 藥費計劃 9折 

 

 

  
 

詳細的訂購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會員。 
2. 請於付款前出示有效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會員証方可使用此優惠。 
3. 為確保公司服務質素，敬請於光臨前致電分店預約中醫師。  
4. 以上優惠只限門診診金及藥費、公司產品及藥費計劃，並不包括藥材附加費、超額附加費、名貴藥材及煲藥費。 
5. 上述優惠及折扣產品種類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 此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會員優惠，不得作轉售或圖利，一經發現，本公司將保留追究權利。  
7.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有關優惠及服務之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