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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優惠」    專線：5305 8286

地址：九龍土瓜灣馬坑涌道12號

電話：3652 5700
傳真：2760 8477

www.ftu.org.hk 工聯會 hkftu1948

工聯咭
優惠索引

App Store Google Play Huawei
AppGallery

更多優惠及資訊

請下載工聯App: 
香港工聯會

一
咭
在
手
＊
購

物
進
修＊就醫旅遊＊福

利盡

有不斷

精網址 : 

電郵 : 

歡迎查詢

www.hoikong.com.hk
info@hoikong.com.hk

承辦世界各地、中國出入境
旅行團、香港本地遊、代訂
各地交通、酒店、自遊行套
票、各地船票、景點門票、
郵輪假期、旅遊保險等。

	總	 	 社	 油麻地彌敦道 469 號新光商業大廈 1101 室

  電話：2770 3803  傳真：2770 0774

	荃灣分社	 荃灣大屋街 18 號金豐閣商場 1 樓

  電話：2411 4101  傳真：2416 7050

	觀塘分社	 觀塘馬蹄徑 3 號麗裕大廈 1 樓 A

  電話：2341 6861  傳真：2389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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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工聯手機應用程式 (工聯 App) 已登場，工聯會屬會會員於有效期內以會員身

份登入App，其「電子工聯咭」便會展示，享受與實體工聯咭相同優惠，更

方便使用。工聯 App 亦方便會員查看各類優惠、活動資訊和進修課程。

會員登入除掌握工聯資訊外，還可看到所屬工會資訊，以及享受不同類型的

優惠，部分優惠更是App獨有的。

下載及以會員身份登入工聯APP

第一步：
請即掃描二維碼
下載工聯APP

第二步：
登入工聯APP的四個步驟

1. 點選右下方「我的」 2.點選「登錄」

屬會會員下載及登入工聯App着數多！

3.  輸入簡單資料， 
     點選「獲取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確認登錄」 
     便完成登錄程序

4. 成功登入後，
    在「我的」版面
    便會顯示電子工聯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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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續會免費可享2021年 20萬元平安保險
工人俱樂部

進修活動約三個月一期，種類包括：函授、中國國家職業資格考核、工
科、商科/管理、藝術、社會/哲學、康樂、醫療、興趣、音樂、舞蹈、戲
劇、烹飪、電腦、中外語文、幼兒、兒童、少年及長者活動等數百項。
報名及進修活動地點：(香港、九龍、新界)

港島東分部

觀  塘分部

深水埗分部

沙  田分部

將軍澳分部

屯  門分部

大  埔分部

馬鞍山分部

筲箕灣道234號福昇大廈3字樓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一樓B座

深水埗青山道92號豐裕閣1/F
大圍村南道65-69號永富樓閣樓

將軍澳海悅豪園商場UG/F,27號舖

屯門石排頭路5號地下E2舖

大埔廣福道70號寶康大廈1/F
馬鞍山恆安商場407室

會 員 服 務 專 線

2236 6625

詳情請向所屬工會或工聯會查詢：

3652 5700
網址：www.ftu.org.hk 或

中國太平保險熱線：3716 1616
※ 平安保險計劃一切賠償細則及解釋均以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保單條款為準

為免失去受保資格，請緊記於會費屆滿日前續交會費。

保
障
範
圍

因意外受傷住院連續超過2天，第3天保險公司始給予住院保障， 
每日現金津貼港幣350元，每人每年最高津貼港幣6,300元。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每人最高賠償額為港幣20萬元

24小時全球各地受保（住院津貼僅限香港境內）

．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工人俱樂部

．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3/F
．尖沙咀漆咸道南111號美華閣2字樓

．尖沙咀柯士甸道118號業廣商業大廈三樓

．佐敦道渡船街28號寶時商業中心5樓

．油麻地彌敦道498號泰盛商業大樓2字樓 

．油麻地彌敦道328-342A儉德大廈2字樓 

．油麻地上海街395-397號安業大廈3字樓

．油麻地彌敦道499-501A獨立大廈1字樓

．油麻地彌敦道469號新光商業大廈6字樓

．油麻地砵蘭街62號昌威大廈3字樓

．油麻地彌敦道466號恩佳大廈1/F,C座

．旺角彌敦道788-790號利美大廈4字樓

．深水埗青山道92號豐裕閣1字樓

．新蒲崗彩虹道30號二樓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一樓B座

．將軍澳培成路18號海悅豪園商場UG/F,27號舖

．中環皇后大道中151-155號兆英商業中心1樓

．灣仔軒尼詩道213-219號軒尼詩大樓二樓

．銅鑼灣軒尼詩道397號東區商業中心5字樓

．銅鑼灣登龍街52號景隆商業大廈1字樓

．西灣河筲箕灣道234-238號福昇大廈3字樓

．德輔道西19-25號德輔大廈2樓A室

．荃灣大屋街18號金豐閣商場一樓

．屯門石排頭路5號地下E2舖

．元朗俊賢坊28號安基大廈1/F
．沙田大圍村南道65-69號永富樓閣樓

．大埔廣福道70-78號寶康大廈1/F
．馬鞍山恆安商場4樓407室

※ 憑工聯咭到工人俱樂部參加業餘進修及文娛、康樂、健身、旅遊等活
動均可獲優待；會員子弟(未足16歲)報讀幼兒、兒童或少年課程，亦
可獲減費；購買海洋公園、迪士尼入場券、美心西餅券、東海堂餅券
Häagen-Dazs™ 雪糕券，可享會員優惠價。

 2715 6671
 2568 8922
 2797 9873
 2728 9123
 2606 0886
 2358 3289
 2459 9171
 2651 6556
 2631 7828

 2712 9165

總部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42-50號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網址：www.hkftustsc.org

網址：www.hkftuwc.org

折優惠7 會員於交費有效期內報讀課程可享9折優惠(特殊課程除外)

健康之路  由您建造  會員專享  度身訂造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最高

凡工聯會屬會及贊助會16歲至100歲的會員，於2021年交費有

效期內，免費獲20萬元平安保險保障。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必須一個月內
提交申請文件

特惠 旅遊保 家傭保 家居保 人身意外保
中 銀 集 團 保 險 特 別 為 會 員 推 出 : 旅 遊 保 、 家 傭 保 、  
家 居 保 及 人 身 意 外 保

中銀集團保險特別為工聯屬會及贊助會會員及其家屬度身訂造聯康住院保障
計劃，保障範圍全面，保費廉宜。凡年齡在65歲以下交費有效期內的會員和家

屬，可根據需要，選擇這項保障計劃。

保障特點： 會員專享，度身訂造，周全保障，保費特廉，24小時全球
保障，可自由選擇醫院，除特殊情況外，無需體格檢驗。

「投保書」可向工聯會各屬會、工人俱樂部、業餘進修中心及

地區服務處索取，或從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網址下載。

網址：www.bocgroup.com/bocg-ins
熱線：3187 510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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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外科、耳鼻喉科、婦科、皮膚科、眼科、骨科、婦科檢查、
兒科、牙科(專科及牙科敬請預約)(各所均設有心電圖檢驗）

全科、針灸、骨傷、推拿(推拿敬請預約)
(各所均有蔘茸藥材供選購，粉嶺、銅鑼灣及流動診所除外)

網址：www.ftuclinics.org.hk

憑咭到診中醫、健康檢查、聽力測驗可獲8折(粉嶺分所9折)，會員家屬
診症優惠咭9折(粉嶺分所除外)；購買蔘茸藥材9折，西醫、牙科優惠，
在康盈坊社區藥房購物95折。(不足10元，恕無折扣；請於登記時出示
工聯咭或家屬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393 2303總辦事處 荃灣海盛路9號有線電視大樓3107B室
※ 

 2396 3656

 2396 5886
 2393 3676
 2342 2312
 2357 9586
 2492 2434
 2498 8163
 2457 0022
 2457 0022
 2656 1988
 2656 1988
 2577 4194
 2576 4668

 2380 8377
 2345 3496
 2490 9844
 2459 4027
 2650 2363
 2608 2806
 2890 7886

 2543 2393
 2567 2350

 2670 2130

西醫
診所

中醫
診所

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11樓

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1樓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地下

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地下A2舖

屯門鄉事會路132號雅都商場地下63號

大埔廣福道70-78號寶康大廈1樓

(工聯醫療服務中心)
銅鑼灣利園山道5-13號2樓

工聯專科

醫療中心

旺角分所

觀塘分所

荃灣分所

屯門分所

大埔分所

銅鑼灣分所

旺  角分所

觀  塘分所

荃  灣分所

屯  門分所

大  埔分所

沙  田分所

銅鑼灣分所

中  環分所

筲箕灣分所

粉  嶺分所 

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3樓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地下

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地下A2舖

屯門鄉事會路132號雅都商場地下63號

大埔廣福道70-78號寶康大廈1樓

沙田大圍村南道65-69號永富樓地下

(工聯醫療服務中心)銅鑼灣利園山道5-13號2樓

(工聯醫療服務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151-155號兆英商業大廈3樓

西灣河筲箕灣道238號福昇大廈地下

(工聯會工人醫療所-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

診所暨教研中心(北區))

粉嶺璧峰路2號粉嶺健康中心7樓

 2457 0811

康盈坊社區藥房
(提供藥物配售及諮詢，家居醫療、護理用品及保健品銷售。)
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地下B1舖

牙科

牙科

牙科

牙科

牙科

牙科

聽力測驗中心 (敬請預約)

 2380 1801
提供聽覺測試檢查服務。
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3樓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家屬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X光化驗所
提供各項X光化驗，健康檢查，婦科檢查，肝、胃檢查，學徒檢查、僱
傭檢查、癌細胞測試，出國檢查等服務，附設超音波掃描檢驗。

X 光部
化驗部

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2樓

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地下A2舖
(工聯醫療服務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151-155號兆英商業大廈3樓

九龍區

新界區
香港區

 2394 8189
 2394 8337
 2402 9022

 2543 2243

 3652 5888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
提供勞工法例諮詢、講座及跟進勞資糾紛個案。
．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1樓B座
． 土瓜灣馬坑涌道12號地下

熱線

     5282 4724

 6052 9511
 6052 9965
 6052 7367
 6052 9928

流動中醫診所 (1車)

(2車)

(3車)

(4車)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2715 6671
組織各行業職業訓練計劃及提供僱員培訓課程，協助僱員考取各類專業認証及
中國國家職業資格証，提升僱員競爭能力。參與僱員再培訓局人才發展計劃，
開辦二百多項僱員再培訓局全日制課程及新技能提升課程、展翅青見就業計
劃、公開大學自學計劃及長者課程、法定駕駛改進課程及小巴職前培訓課程、
各20多項有持續進修基金的資歷架構課程。



2713 2136

3690 8833

2569 9622

2555 0322
2761 3782

2711 2939

2337 9428

2729 8566

2568 9722
5702 5065

2657 9138

2783 8833

2569 8933

2555 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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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就業輔導中心
 2710 5810‧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3字樓

提供擇業及職位配對服務，為有需要之僱員提供職業輔導、工作介紹、見
工輔導等。為僱主招聘合適員工。為僱員再培訓局樂活一站(九龍西)工聯
站提供家務助理工作配對，提供培訓服務，介紹陪月員。協助各大中小企
業舉辦各行業的大小招聘會。服務費用全免。

工聯會地區服務處
接受會員、居民對住區、治安、交通、環境衛生、社區設施等問題的投
訴，並提供有關協助。

筲箕灣道234-238號3字樓
香港仔大道208號裕輝商業中心1樓
皇后大道西397號地下
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2樓(橫門)
觀塘康寧道9號晨光大廈7/F   C室
新蒲崗大有街32號2313室
油麻地彌敦道478號森基商業大廈10樓
深水埗青山道92-94號豐裕閣2字樓
將軍澳海悅豪園商場UG/F 27號舖
沙田大圍村南道65-69號永富樓地下
沙田馬鞍山恆安商場407室
新界上水新成路20號3樓
大埔廣福道70-78號寶康大廈1樓
荃灣川龍街66號華景樓2樓
東涌黄泥屋6號
葵涌工業街2號5樓B室
屯門鄉事會路113-115號利源樓2樓
元朗俊賢坊28號安基大廈1樓

港島東地區服務處
港島南地區服務處
中西區、灣仔地區服務處
九龍城地區服務處
觀塘地區服務處
黃大仙地區服務處
油尖旺地區服務處
深水埗地區服務處
將軍澳地區服務處
沙田地區服務處
馬鞍山聯絡處
新界北地區服務處
大埔地區服務處
荃灣地區服務處
東涌聯絡處
葵青地區服務處
屯門地區服務處
元朗地區服務處

 2568 8423
 2555 0313
 2108 4338
 2761 3118
 2797 9985
 2321 5485
 2393 0898
 2728 9900
 2719 1308
 2696 9446
 2144 3086
 2603 1305
 2651 6323
 2612 2783
 2109 3280
 2421 6069
 2618 3628
 2477 2788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020) 8339 0648
 (0755) 8222 0098
 (0769) 2223 0320
 (0752) 2202 123
 (0760) 8575 1383
 (0592) 5091 980

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
為在內地工作及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有關工作、生活、經商投資、法
律等方面的諮詢，以及緊急援助服務。

廣州市 越秀區東風西路233-235號千樹盤福大廈801室

深圳市 羅湖區深南東路2001號鴻昌廣場51樓

東莞市 南城區鴻福西路2號市工人文化宮服務樓1樓

惠州市 惠城區下埔路20號10樓

中山市 石岐區民生路38號民生辦公區8樓806-807室

廈門市 思明區體育路95號工人文化宮95-20-109號

廣州中心
深圳中心
東莞中心
惠州中心
中山中心
福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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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行錶行　  timhong28a@live.hk
‧ 土瓜灣鳳儀街28號A  2365 7106
※ 手錶7折，鐘、錶帶、換電池9折，修理特價(特價品除外)；
 代售ESKIR牌軍警及急救人員用品與專業運動用品，特價發售。

茗苑花店
‧ 荃灣海壩街111號昌禧大廈地下G舖   2416 5966
※ 會員特價優惠。  3439 0064

美珍香　  www.bch.hk
※ 購買肉類產品(正價)滿$300或以上可享有85折優惠  2815 6969
 1) 優惠只適用於美珍香香港門市部  2815 1370
 2) 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3) 店舖地址詳情請瀏覽網頁
 4) 如有任何爭議，美珍香保留最終決定權

DC ONE　  www.dcone.hk/
‧ 2008, L2, D‧PARK愉景新城，荃灣  2328 8078
※ 持有效工聯咭，親臨DC ONE店鋪。並於該店購買任何產品，即全單

可享9折優惠。
 額外禮遇：購買任何產品滿$500 (以單一收據計算)，即送沐印潔手

液50mlx3支 ($204)。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KRAFTOOL HONG KONG LTD ( 巨博3Y6P )  cn.kraftool.hk
‧ 太子新填地街595號地下  3184 0296 / 3184 0265
※ 憑咭到專門店購買巨博3Y6P電動工具貨品，可獲9折優惠  3184 0923

世霸潛能   www.xyberforce.com
‧ 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30樓E室  2152 0090
※ 會員以正價購買世霸潛能之能量貼產品，可享95折優惠

璇風窗簾布藝　  www.whirlwind.com.hk
  查詢/銷售熱線  6176 8926  2454 7523
  陳列室：深水埗長沙灣道199號長樂大廈閣樓M3-4室(深水埗港鐵A1出口)
※ 憑咭可獲最高85折優惠或免收安裝費，全部免費設計及度尺，所有

物料直接入口，自設工場縫製，售後保養服務。

中華號茶葉有限公司
‧ 荃灣大河道51號2樓後座  2411 5155
※ 除特價品外，所有湖南黑茶一律75折，茶品一律8折。

和記隆有限公司
‧ 九龍城打鼓嶺道7號地下  2342 7106 

※ 購買任何產品滿100元以上，可享88折優惠  2341 9252
 (中秋月餅及嫁女餅除外)

郭吳陳律師事務所  knc@kncsol.com
‧ 德輔道中99號大新人壽大廈9樓  2851 1168
※ 吳文堅律師中國委託公証人、國際公証人。  2815 1262

陳曼琪律師行  www.cmklawyers.com.hk
‧ 上環永和街25號俊和商業中心7樓A室  3693 2933
 (港鐵上環站E2出口)  3693 2966
※ 法援署外判律師。工傷及意外索償(免費查詢熱線6874 7928)、中國委託公證(結婚公證、

遺產繼承、委託授權書等)、遺囑及遺產承辦、離婚、民刑事訴訟等法律服務。 

王吉顯律師行
‧ 上環永樂街5號永安祥大廈17樓  2111 2033
※ 中國委託公証人、法律援助署外判律師：工傷意外及疏忽賠償、刑事及婚姻法律服務。

鍾沛林律師行
‧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44-252號東協商業大廈14樓  8202 0701
※ 香港事務：民刑事訴訟、樓宇買賣、商業合同、工傷索償及遺囑遺產等；中國公證：
 領養、結婚、親屬來港申請及關係証明、訴訟、遺產繼承、委托書等。
 免費電話諮詢及面談(如律師認為需要)。

林啟誠律師事務所                    2302 1144        2302 1117
‧ 九龍彌敦道204-206遠東發展大廈6樓603室(港鐵佐敦站D出口)
※ 人身傷亡民事索償(包括工傷、交通意外、商場及其他地方滑倒、醫療失誤等)、刑事

訴訟、律師陪同落警察口供、證婚服務、離婚、法援署外判律師。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   2856 0333
‧ 北角英皇道395-421號  2565 9367

中成藥專門店 
‧ 香港筲箕灣道206號地下  2305 1085
※ 憑咭購物9折(特價、公價品及減價期間除外)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shop.yuehwa.com 
‧ 彌敦道301-309號  3511 2222
※ 憑咭購買正價貨品9折  2385 8383
 (不適用於公價、減價、特別優惠、食品部及合作專櫃)

裕華中成藥店 (地址、電話詳見網頁)

Kingly Technologies (HK) Ltd –食水過濾機和空氣凈化機
‧ 門市：九龍旺角廣東道1145-1153號  www.kingly.hk
 　　　名駒中心3C室  3542 4505
※ 持有效工聯咭可享88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3542 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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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通假期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898

  www.exholiday.com  (10線) 2332 1633
‧ 九龍旺角通菜街1L號威達商業大廈4字樓412C室  2781 1737
※ 憑咭報勝景旅遊、捷旅、翠明假期旅行團、各地機票、酒店、郵輪套

票及租車服務均可享有優惠；報名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
咭」。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www.starferry.com.hk
‧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  2118 6120
※ 憑咭親臨下列售票處以享用優惠：  2118 0032
 天星維港遊-尖沙咀或中環或灣仔天星碼頭之維港遊售票處
 每張有效工聯咭每次只可以優惠價購買成人票ｌ張。優惠只適用於購

買天星維港遊之日間成人單程環遊票及夜間成人單程環遊票(9折)。

洋紫荊維港遊　  www.cruise.com.hk
‧ 北角渣華道108號商業中心22樓2201-2室  2802 2886
※ 憑咭享用「幻彩詠香江」自助晚餐8折  2802 2881
 (包船、煙花發放及特別日子除外，每張咭只限最多6人)。
 註：另收加一服務費、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訂位時須說明及出

示工聯咭，必須預先訂座，座位安排視乎當日情況而定。若有任何爭
議，洋紫荊維港遊保留最終決定權。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香港影像　  www.i-more.com.hk
‧ 香港北角渣華道8號威邦商業中心15樓07室  2546 2638
※ 專業面試相、證件相及家庭相拍攝、價錢特惠。舞台音響、燈光工

程、錄影製作、特設套餐配合客人要求。錄影帶、八米厘電影轉
DVD、婚禮片頭、電腦數碼剪輯、各類宴會或商務攝錄送DVD檔
案。

※ 憑咭可享88折(特價除外)。

銀鑛灣渡假酒店　  www.silvermineresort.com
‧ 大嶼山梅窩銀鑛灣D.D.2地段648  6810 0111
※ 週日至週五：$600，標準客房一晚住宿  6810 0222
※  週末及公眾假期前夕：$1180(標準客房一晚住宿連兩位自助早餐及晚餐。）

※ 以上價格已含加一服務費。住客免費享用游泳池(視乎天氣和季節)、桑拿
浴室和健身室。請至少三日前預訂，請出示有效工聯咭方可享用優惠。

 酒店保留更改優惠內容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預訂一經確認，不得取消
及更改。

工俱旅遊 牌照號碼：351117　  www.ftu-travel.com.hk
‧ 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工人俱樂部大廈地下   2713 5184
※ 世界各地旅行團、套票、機票、車票、船票、酒店、火車證；中國公

民出境遊、香港遊；香港酒店及賓館、香港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
長隆景點門票等；代訂本港及國內租車服務；代辦澳洲電子簽證。 

海港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065 www.hoikong.com.hk
‧ 油麻地彌敦道469號新光商業大廈1101室  2770 3803
‧ 荃灣大屋街18號金豐閣商場1樓  2411 4101
‧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1樓Ａ座  2341 6861
   2770 0774

美心餅咭 / 東海堂餅咭/
Häagen-Dazs™ 雪糕券   2761 3782 / 2761 9109

※ 憑咭到工聯優惠中心各店、工人俱樂 部各分部及業餘進修中心購買美
心餅咭、東海堂餅咭、Häagen-DazsTM 雪糕券可享優惠。

加太賀日式和風料理
‧ 紅磡崇潔街37號地下 訂座  2764 6436
※ 憑咭惠顧9折優惠。  2142 0492

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   2761 9109
※ 憑咭到工人俱樂部各分部及業餘進修中心購買自家湯、自家涼茶等各

款套票(1套10張)可享優惠。

香港潔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www.qualitylifesharing.com.hk
‧ 『共享優質生活』元朗鳳翔路99號朗怡居3座地下  6336 9913 霍小姐

※ 『博士潔』濃縮洗衣片，原價 $59/盒/30片，持有效工聯咭惠顧或訂購，可

有買一盒送一盒 (即 $59 有2盒) 優惠。

  營業時間：每日上午 11:00 - 晚上 8:00

港霖(香港)貿易公司　  Greenlandhkshop.com
whatsapp 店主 9682 4250   2151 9399

※ 憑咭購買海味、紅酒、餅食、婚宴回禮禮物，會員均享會員優惠5%；團體
宴會禮物，包括宴會枱獎、大抽獎、生日會、 蛇宴的大小禮物、福袋，均享
特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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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琴行暨音樂藝術中心   es23811245@yahoo.com.hk
‧ 旺角通菜街226號1樓  2380 4337
‧ 大埔廣福道33號美德大廈1樓I室  2666 9082
※ 樂器85-9折，樂譜、書籍、唱片、影碟特價。  2381 1245

粵華樂器行灣仔分行
‧ 灣仔道188號H地下   2891 7192
 ※ 憑咭購物9折，特價品除外。  2891 7527

飛龍冰上樂園　  www.skyrinkhk.com  2307 9365
‧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8樓  2307 9604
※ 憑咭購買入場劵獲買二送一優惠及報學團體溜冰課程9折，私人及半

私人溜冰課程95折。

奇趣天地
‧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9樓  2361 7108
※ 憑咭購買奇趣天地代幣60元可得40個代幣。

挪亞方舟   2761 9109
※ 憑咭到工人俱樂部購買挪亞方舟入場券，可享有優惠。

迪士尼樂園   2761 9109
※ 憑咭到工聯優惠中心、工人俱樂部、業餘進修中心及部份地區服務

處、工會等購買迪士尼樂園入場券，可享有優惠。

海洋公園   2761 3782 / 2761 9109
※ 憑咭到工聯優惠中心、工人俱樂部、業餘進修中心及部份地區服務

處、工會等購買海洋公園入場券，可享有優惠。

友邦(何氏)眼鏡公司（註冊視光師）

‧ 彌敦道749號歐亞銀行大廈10字樓E室(太子地鐵C1出口)  2380 8648
※ 憑咭驗配不反光超薄纖維鏡片$150，不反光防花纖維漸進鏡片

$580，全視線變色纖維片特價，變色鏡$350，其他貨品7折。

文耀眼鏡公司
‧ 九龍佐敦道渡船角文英樓13號A地下  2388 0899
※ 憑咭驗眼配鏡8折優惠。  2771 1932

美視美專業眼鏡 
 www.facebook.com/pg/maxvisionhk/about/?ref=page_internal 

 2868 2001
‧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318號地舖（長沙灣地鐵C2出口約5分鐘）

※ 憑咭享有指定國際眼鏡品牌65折，另有架連鏡優惠套餐$238起，惠
顧憑單免費一年保養維修服務，另設有長者醫療券計劃，專業註冊視
光師為你服務。

清晰視力有限公司
※ 會員到清晰視力各分店驗配框架眼鏡，或者購買太陽眼鏡，憑工聯會

會員咭即享額外85折優惠，滿1000元或以上再即時扣減150元。

‧ 清晰視力各分店地址：

1. 九龍紅磡海逸道8號海逸坊UG16號舖  3156 2392
2. 九龍彌敦道240-252號立信大廈地下10號舖  2375 1866
3. 九龍彌敦道216-228號恆豐中心UG11號舖  2375 1833
4. 香港北角英皇道265號南方大廈地下4號舖  2455 8820
5.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139-153號金堂大廈地下D舖  2455 8777
6. 香港仔成都道20-28號添喜大廈地下A,B,G舖3號  3594 6140

香港舞蹈團　  www.hkdance.com
‧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8字樓   3103 1809
※ 憑『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於城市電腦售票網購買香港舞蹈團大

型舞台演出門票時，可享9折優惠。

香港中樂團   3185 1600
‧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7字樓  2815 5615
※ 出示有效工聯咭於城市售票處購買香港中樂團第44及45樂季指定音

樂會正價門票，可享8折優惠 (音樂會詳情，請瀏覽香港中樂團網頁
www.hkco.org)

捷惠公司
※ 憑咭申請「埃索電油折扣回贈咭」或「埃索油渣折扣咭」，詳情及下 

載申請表格請瀏覽工聯會網頁或查詢  3652 5700 (工聯會)

中國石化（香港）有限公司
※ 會員專享「中石化VIP卡」優惠，詳見工聯網頁。

加德士能源卡
※ 會員專享加德士入油優惠，詳見工聯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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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色服式   2325 1718
※ 憑「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訂造團體服6件或以上，可享95折優

惠；報讀車縫課程或布藝工作坊，可享95折優惠。

健美良坊
‧ 西環堅尼地城石山街12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13樓B室 2855 1611
※ 憑「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可享：
 ∙腳底按摩享正價95折、全身按摩及淋巴排毒療程享正價9折
 ∙使用足部薰蒸療程正價88折
 ∙正價美容療程滿$400或以上享9折優惠

家居易   8102 1212
※ 憑「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惠顧搬運服務滿$3,000，可享免費

紙箱提供連送遞上門服務（價值$400），一切以最後報價為準；首次

惠顧洗地毯服務，可享9折優惠。

樂健生活館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屬下機構)
‧ 荃灣青山公路南豐中心1716B-1719室  2407 0232 
‧ 馬鞍山恆安邨恆安商場4樓407室  2631 7868
‧ 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工人俱樂部2樓  2764 9369
‧ 屯門石排頭路5號地下E2舖  2440 2267
※ 使用足浴、按摩、推拿服務、購物 (特價品除外)，憑「工聯咭」     

9折，憑「工聯之友咭」95折。

九龍聽覺服務有限公司　  www.hearingaid.com.hk
‧ 九龍彌敦道335號高怡醫務中心13A室  2781 2113
※ 憑咭驗耳會員7折，家屬8折；助聽器及耳模驗配  2781 2256
 會員8折，家屬85折。

天成專業白蟻滅蟲有限公司  hk_biotech@yahoo.com.hk
‧ 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10樓1018室

 2713 7530 或  9675 7607 或  9169 9648         2713 7504
※ 憑咭惠顧服務85折。

圓方滅蟲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c.s_pestcontrol@yahoo.com
‧ 新界荃灣海盛道11號ONE MIDTOWN 15樓S室
※ 憑咭惠顧服務85折  9580 1733 或 5123 4838
服務包括：1. 白蟻，床蚤，曱甴，蚊螆等害蟲服務  2499 6351
  2. 一般消毒服務
服務對象： 家居，辦公室，學校，餐飲，教堂，倉庫等

集寶香港有限公司　  www.easilink.hk
‧ 九龍紅磡鶴園東街3號衛安中心7樓708室  2333 3235
※ 首次登記「事事寧平安鐘」服務，首年服務費可享8折優惠＋再額外

加送兩個月免費服務(折扣高達港幣$440元)「戶外寧手提平安鐘」
服務，會員尊享優惠可額外加送兩個月免費服務(折扣高達港幣$356
元)。所有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灣仔物理治療中心有限公司 (憑工聯咭可享9折)

‧ 灣仔莊士敦道128號台山中心5A,B  2838 1231   2838 1505

荃灣物理治療中心 (憑工聯咭可享9折)

‧ 新界荃灣大河道51號2樓  2413 3786

康逸護脊中心 (憑工聯咭可享9折)

‧ 九龍旺角彌敦道736號中匯商業大廈9樓01室  2191 5901
‧ 荃灣青山道264號南豐中心10樓31室  2415 5901
‧ 元朗安寧路110A好景樓地下  2478 5901   2191 5902

呂則強脊醫診所 (憑工聯咭可享8折)

‧ 彌敦道582號信和中心904A  2332 6382

石偉文醫館　  manman9588@gmail.com
‧ 元朗合財街3號合益商場2樓107-108室

※ 趺打(包1服外敷藥)$250元(60歲或以上長者$180)，整脊椎400元，
全椎800元，針灸250元起，長者150元。朝九晚七，全年無休，其
餘時間可致電：9341 9290

夏國璋中醫館
‧ 香港皇后大道西18號地下(夏輝建應診)  2541 7000
‧ 九龍彌敦道460號2樓A(夏德建應診)  2770 9191   
※ 專治：運動創傷、趺打損傷、骨折脫骹及風濕針灸，以原價8折(折後

每帖藥150元)

全癒手法及針灸物理治療診所
‧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96號美敦大廈7B室(入口於加連威老道)

 2907 8080   whatsapp: 5405 9598
※ 每次物理治療服務均有85折優惠，衝擊波治療8折優惠，由超過20年

臨床經驗物理治療師主理

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　  www.otichearing.com
‧ 佐敦道23-29號新寶廣場1203-04室  3188 9269         
‧ 尖沙咀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5樓501室  2115 9269
‧ 荃灣青山道264-298號南豐中心8棲840室  3188 9517
‧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萬年大廈5樓505室  3579 5878
‧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1208室  2295 6388
‧ 九龍觀塘道378號創紀之城2期7樓706室  2117 9473
‧ 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中央廣場2座16樓1605室  3579 4278
‧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150-160號元朗匯豐銀大廈9樓903室  3106 8088
※ 憑咭成人純音聽力測驗及購買助聽器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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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明醫生醫務所（兒童及成人/老人精神科） 預約  2881 5088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8樓821室  2881 5086

梁偉正醫生醫務所（精神、心情、情緒治療）  2869 1222
‧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卡佛大廈1606室  2869 6777

何燊醫生醫務所（外科）

‧ 彌敦道363號恆成大廈1505室  2771 6195

黃德祥醫生醫務所
‧ 九龍彌敦道363號恆成大廈612室   2770 1818

區華昌醫生醫務所     2519 6232

‧ 灣仔駱克道171-173號金威商業大廈8樓B室  2598 5612

黃德洪、袁紹華眼科醫務所（寶視眼科中心）

‧ 油麻地彌敦道432號地下  2380 0014

連楚強醫生醫務所（全科）

‧ 新界將軍澳慧安園商場地下A11-A12室   2305 0788

鄺國柱醫生（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www.hkscc.com.hk

‧ 九龍彌敦道221B-E號恆福商業中心7樓704-6室  2623 9200
 2623 9210

世界殯儀館有限公司
※ 憑咭可享服務優惠。  2362 4331

大圍寶福紀念館    www.pofookhill.com  2606 9933
‧ 沙田大圍富山悠安街1號  2606 9966
※ 憑咭辦理親友後事、棺木及禮堂9折。  2606 9922

貴榮發展公司
‧ 九龍旺角彌敦道691A永如大廈1樓  9239 1571
※ 伍貴霖先生(禮儀師策劃顧問)，代理骨灰龕位，各式法事公德，國內

土葬墓地及維修，中西石碑工程，憑咭辦理親友後事送壽衣1套。免
費電話諮詢。

保康物理治療中心
‧ 九龍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010A室  2385 2119
※ 8折優惠  3747 4180

香港建視眼科中心　  www.hkbrighteye.com
‧ 香港皇后大道70號卡佛大廈8樓802室  2380 8380
※ 眼科診症金8折，折後為港幣八百元正。  2380 8680

德信醫療有限公司　  www.swindonmedical.com
‧ 銅鑼灣東角中心1712室 / 旺角雅蘭中心1期辦公樓825室

 3188 1722 / 3529 2004   3188 1711 / 3529 2009
※ 誠意為工聯會屬會及贊助會會員提供專業體檢服務，專亨8折優惠

黃學明醫生醫務所（骨科、物理治療）  2332 1533
‧ 彌敦道528號康佑大廈702室  2385 1071

周國安醫生醫務所（眼科）  2523 0832
‧ 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420-1421室  2501 0666

吳永浩醫生醫務所（眼科） 

‧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419室  2827 0089 
  （掛號時請出示「工聯咭」、「工聯之友咭」或工人醫療所「會員家屬診症咭」)

滙賢牙科中心前陳怡茂牙科醫務中心（牙科全科）

‧ 彌敦道333號加盛商業中心1樓  2332 9334
‧ 香港筲箕灣道30-36號捷利商業大廈1字樓4室   2567 1887
‧ 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8樓15室   2838 9994

李慧妍醫生醫務所（牙科）有優惠  2564 6808
‧ 香港北角道8號5樓B室  2806 8456

香港矯齒中心（牙齒矯正科）

‧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座1505室  2787 2213
※ 優惠只限傳統箍牙 (但不包括隱適美、會診費及普通科治療) 95折

區永華醫生醫務所（耳鼻喉科）診症金8折

‧ 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6/F 605室  2332 3801

梁錦華醫生醫務所（眼科）

‧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4號堪富利廣場16樓  2368 5586

黃嘉謀醫生醫務所（婦產科、內外科）  2771 6556
‧ 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901室  2771 2101

陳思堂醫生醫務所（腦外科）  2367 7466
‧ 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一期813室  2380 8293

更新更多優惠資訊詳見網頁
www.ftu.org.hk

優惠詳情以最新修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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