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聯咭

優惠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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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咭在手＊購物進修
就醫旅遊＊福利盡有
想收到購物優惠資訊和服務資訊？
快啲將「工聯優惠」WhatsApp 
專 線 加 入 手 機 通 訊 錄 ， 並 發 送 
“收資訊”啦！

「工聯優惠」

5305 8286
WhatsApp專線

membership.ftu.org.hk

會員下載及登入工聯App：
- 即時查看更多優惠資訊

- 使用電子工聯咭享受會員優惠

- 電子繳費續會，方便、快捷

- 參加「App 積分計劃」換購精美禮品

App Store Google Play Huawei AppGallery



美食

海天堂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於香港海天堂分店購買龜苓膏特

飲（參考價：$30／支）享有買二送一優惠。

 （優惠只適用於以現金／支付寶／八達通購買，不能與推廣價及
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如有任何爭議，海天堂保留有關此優惠使用
的最終決定權。）

 電話：2730 3681

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到工人俱樂部各分部及工聯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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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761 9109

美心餅咭／東海堂餅咭／Häagen-Dazs™ 雪糕劵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到工聯優惠中心各店、工人俱樂

部各分部及工聯會進修中心購買美心餅咭、東

海堂餅咭、Häagen-Dazs™ 雪糕劵可享優惠。

 電話：2761 3782  /  2761 9109

美珍香（香港）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肉類產品（正價）滿$300享

有85折優惠。

 網址：www.bch.hk

佳信記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紅棗核桃、咸蛋魚皮8折優

惠，麻辣醬9折優惠，斑蘭蛋黃月餅73折。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883號億利工業中心6樓16室

 電話：2776 8870  /  2788 3083
 傳真：2776 8863

加太賀日式和風料理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食品照價9折。

 九龍紅磡崇潔街37號地下

 電話：2773 0400  傳真：2142 0492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購物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正價貨品9折。 
（特價、公價品、食品部及合作專櫃除外）

 九龍彌敦道301-309號  電話：3511 2222
 傳真：2385 8383  網址：Shop.yuehwa.com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物可享有9折優惠。 
（特價、公價品除外）

 香港北角英皇道395號

 電話：2856 0333  傳真：2565 9367

美嘉大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買指定保健產品可享正價8折優惠。

 九龍觀塘鴻圖道62號鴻懋工業大廈11樓A室

 電話：2110 1788  傳真：3188 9035
 網址：www.meigahealth.store

泰國燕窩莊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享有購物優惠，燕窩、海味8折

起，西洋參7折，陳老二保健產品包括燕窩滋陰

丸、驅風活絡丸、燕窩蟲草白鳳丸、順氣化痰

止咳丸6折起。

 香港上環永樂街12號永昇商業中心地下B鋪

 電話：2850 7351  傳真：2850 7370

茗苑花店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享有會員特價優惠。

 新界荃灣海壩街111號昌禧大廈地下G舖

 電話：2416 5966

茶藝軒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所有產品享有65折優惠。 
（除了特價品之外）

 香港灣仔茂蘿街7號地下3號舖  電話：2838 8923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G53號舖  電話：2988 5881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添行錶行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手錶7折，鐘、錶帶、換電池

9折，修理特價（特價品除外）；代售 ESKI 牌軍警

及急救人員用品與專業運動用品，特價發售。

 九龍土瓜灣鳳儀街28號A地下  電話：2365 7106
 網址：timhongmystrikingly.com

祺豐科技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 Everpure 愛惠普除鉛濾水

器套裝一律8折優惠，其他濾水器均有9折優

惠。美國愛惠普 H104 除鉛濾水器套裝優惠價

$1,260／套，套裝已包括濾芯、濾水水龍頭及

所需安裝配件。

 九龍旺角廣東道1145-1153號名駒中心3樓C室

 電話：3542 4505  傳真：3542 4506
 網址：www.kingly.hk

Hong Kong Kit Leu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優惠： 確認訂單時請出示有效工聯咭方可享有優惠，

詳情見工聯網頁。

 九龍荔枝角香港工業中心太陽城 1樓 B-01A舖

 電話：6336 9913  網址：https://drclean.com.hk

服務

天成專業白蟻滅蟲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惠顧白蟻蟲鼠防治服務85折。

 九龍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10樓18室

 電話：2713 7530  傳真：2713 2504

圓方滅蟲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惠顧滅蟲、白蟻（一年免費保

養）、木蚤（三個月免費保養）、曱甴、新樓移

交缺陷驗收等服務可享85折優惠。

 新界荃灣海盛道11號 ONE MIDTOWN 15樓S室

 電話：9580 1733  傳真：2499 6351
 網址：http://cspestcontro188.wixsite.com/pestcontrolsam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Baby Gear Spa HK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惠顧深層清洗及消毒嬰兒推車或

餐椅或汽車坐椅9折優惠，英國品牌嬰兒推車

Bodi Smart 三摺車半價（原價$1,480）。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114號捷景工業大廈22樓A16室

 電話：6255 2565  網址：www.babygearspa.com

香港影像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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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有效工聯咭可享88折（特價除外） 。

 香港北角渣華道8號威邦商業中心15樓07室

 電話：2546 2638  網址：www.i-more.com.hk

御峰創富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一般保險包括旅遊保險、家

傭保險、個人意外保險及汽車保險，可享低至

65折優惠。

 香港北角英皇道260號安怡中心8樓  電話：2230 1000
 傳真：2230 1099  網址：www.nobleapex.com

璇風窗簾布藝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可獲最高9折優惠或送路軌或免費

安裝，免費度尺報價。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199號長樂大廈閣樓M3-4室

 電話：6176 8926  傳真：2454 7523
 網址：www.whirlwind.com.hk

集寶香港有限公司

優惠：憑有效工聯咭首次登記「事事寧平安鐘」服

務，首年服務費可享8折優惠及額外加送2個月

免費服務（折扣高達HK$484元）。「戶外寧平

安鐘」服務，會員尊享優惠額外加送2個月免費

服務（折扣高達HK$356元）。所有優惠須受有

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九龍紅磡鶴園東街3號衛安中心7樓708室

 電話：2333 3235  網址：www.easilink.hk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休閒娛樂

金域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俱旅遊） 
牌照號碼：351117

優惠： 世界各地旅行團、入境旅遊、本地遊、代訂港

澳、國內外酒店、代訂全球各地機票直接即時

出票、代訂珠三角、澳門來回船票、來往國內

直通巴士票，國內外自由行套票及郵輪假期等

各類型綜合性服務。憑有效工聯咭可享優惠。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工人俱樂部大廈地下

 電話：2713 5184

 網址：http://www.ftu-travel.com.hk

海港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065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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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門票、郵輪假期、旅遊保險等。憑有效工聯咭

可享優惠。

 九龍觀塘觀塘道396號毅力工業中心11樓A室

 電話：2770 3803

 九龍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1樓A室

 電話：2341 6861

 新界荃灣大屋街18號金豐閣商場1樓103室

 電話：2411 4101

 網址：www.hoikong.com.hk

運通假期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898

優惠： 代訂世界各地機票及酒店、自由行套票、郵輪

假期、租車服務、各線旅行團。憑有效工聯咭

可享優惠。

 九龍旺角通菜街1A-1L號威達商業大廈4字樓412C室

 電話：2332 1633  傳真：2781 1737

 網址：www.exholiday.com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洋紫荊維港遊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享用「幻彩詠香江」自助晚餐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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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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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北角渣華道108號商業中心22樓2201-2室

 電話：2802 2886  傳真：2802 2881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親臨尖沙咀天星碼頭之維港遊售

票處，每張有效工聯咭可以9折優惠價購買天星

海港遊成人票2張。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天星維港遊售票處

 電話：2118 6208  傳真：2118 0032

 網址：www.starferry.com.hk

銀鑛灣渡假酒店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可享標準雙人客房連兩位早餐和

兩位精選晚餐，週一至週四：$900，週日及

週五：$1,080，週六及公眾假期和假期前夕：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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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室和康樂室。請至少三天前預訂，並出

示有效工聯咭方可享用優惠。每張有效工聯咭預訂只可享用一間

一晚住宿優惠。每間客房需最少提供兩位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以

登記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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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取消或更改。

 大嶼山梅窩銀礦灣D.D.2地段648

 電話：6810 0111  傳真：6810 0222

 網址：www.silvermineresort.com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奇趣天地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買奇趣天地代幣$60元可得40
個代幣。

 九龍深水埗西九龍中心9樓901-903號

 電話：2361 7108

飛龍冰上樂團 SKY RINK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報學團體班9折，報學私人及半

私人班95折。

 九龍深水埗欽洲街37K號西九龍中心8樓801室

 電話：2307 9264  傳真：2307 9604
 網址：www.skyrink.com

香港舞蹈團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於城市電腦售票網購買香港舞蹈

團大型舞台演出門票，可享9折優惠。

 電話：3103 1888  傳真：2851 3607
 網址：www.hkdance.com

富德紅人堂健體中心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可享免入會費。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一期10樓A2室

 電話：3571 9177  /  6998 4327
 網址：www.redidol.com.hk

工聯會服務機構
工人醫療所      電話：2393 2303 (總辦事處)

工人俱樂部      電話：2715 6671 (總部)

工聯會進修中心    電話：2712 9165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電話：2715 6671

工聯會就業輔導中心  電話：2710 5810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 電話：2715 6671

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  電話：3652 5888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   電話：2329 8906

地區服務處及聯絡處  電話：3652 5700 (查詢分區)

內地諮詢服務中心   電話：3652 5833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工聯優惠中心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物可獲會員折扣優惠

 （特價貨品及公價貨品除外）

貨品內容: 

紅蘋果傢俬、芝華仕梳化、訂造傢俬、名牌床褥、

梳化、餐檯、家居電器、影視產品、家居用品、寢室

用品。

 九龍太子道西141號長榮大廈一至三樓

 電話：3690 8833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一樓

 電話：2713 2136

 香港筲箕灣道234-238號福昇大廈一至二樓

 電話：2569 9622

 香港仔成都道26號添喜大廈二字樓

 電話：2555 0322

 網址：shop.hkftu.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ftu.hk

訂製或查詢：誌慶花籃/中西花圈  電話：2761 3782

HOTDOT（戶外用品及保健護理）專門店

優惠： 憑有效工聯咭購物可獲VIP折扣優惠

 （特價貨品及指定貨品除外）

貨品內容: 

特許經銷MONTBELL、SALOMON、GREGORY、

COLUMBIA、CROCS等品牌。

保健護理系列產品，包括農本方、維特健靈、同仁堂、 

草姬等品牌。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41號長榮大廈一樓

 電話：2337 9428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8號地下B-C舖

 電話：2729 8566

 香港筲箕灣道234-238號福昇大廈地下

 電話：2657 9138

 網址：hotdot.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hotdothk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不

精
斷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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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觀塘觀塘道 396 號毅力工業中心 11 樓 A 室
電話：2770 3803  傳真：2770 0774

九龍觀塘馬蹄徑 3 號麗裕大廈 1 樓 A 室
電話：2341 6861  傳真：2389 9517

新界荃灣大屋街 18 號金豐閣商場 1 樓 103 室
電話：2411 4101  傳真：2416 7050

 總  社

 觀塘分社

荃灣分社

油咭〔捷惠公司、中國石油（香港）
有限公司、中國石化（香港）公司、
加德士能源卡〕、律師、中西醫及治
療中心、獸醫、琴行、眼鏡、善終服
務等，想知更多優惠？

快啲掃瞄二維碼瀏覽工聯會網站啦！

其它

* 請出示「工聯咭」或「工聯之友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