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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屬下服務部門
勞聯會員服務部 電話：2776 7242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6-8號福耀大廈 2字樓 (勞聯會所 ) 
 ¾ 海味、湯料、茶葉、保健產品
 ¾ 特價發售『美心、東海堂西餅禮券』、節令食品糕點券
 ¾ 特價發售『鴻福堂』自家湯券、涼茶券、龜苓膏券
 ¾ 憑勞聯咭 / 長者咭及本會認可之會員証，均可獲會員價優惠 

(特價品除外 )。

東興旅行社 (牌照號碼：350121)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6-8號福耀大廈 2字樓 A室 電話：2778 8339 
 傳真：2730 1465 

 ¾ 代訂世界各地機票、酒店、車船票、報團及自組團，特價優惠。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九龍旺角彌敦道 771-775號栢宜中心 5字樓 電話：2787 9967
九龍觀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706室 電話：2793 9887
九龍土瓜灣天光道 17號 (賽馬會英才教育中心 ) 電話：2714 3123
新界大埔廣福道 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 4樓 A & B室 電話：2638 0896
新界屯門屯喜路 2號栢麗廣場 1806室 電話：2441 1110
新界葵芳盛芳街 7號葵芳商業中心 1901室 電話：2610 2633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6-8號福耀大廈 2字樓 電話：2776 7242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18號中國聯合銀行大廈 1/F 電話：2784 5300
　

* 憑《勞聯咭》報讀業餘進修課程及興趣班可獲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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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飲食消費系列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網址：www.yuehwa.com

總店：九龍彌敦道 301-309號 電話：3511 2222
* 購買正價貨品，可獲九折優惠。(大減價期內不適用 ) 
* 特價品、公價品、超級市場及外租專櫃貨品恕無折扣。
*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如有任何爭議以本公司決定為準。

裕華國產分店地址：
新界分店：上水智昌路 3號上水中心二樓 2109號
　　　　　大埔大明里 1-27地下 3號舖
　　　　　元朗同樂街 24號安定樓地下 C1舖
　　　　　天水圍頌富廣場一期地下 G007號舖位
　　　　　沙田正街 21-27號沙田廣場第三層 17B鋪
　　　　　屯門啟發徑 1-13號地下 2號鋪
　　　　　荃灣川龍街 9-13號地下 D舖
　　　　　將軍澳調景嶺彩明商場 260號舖
九龍分店：尖沙咀柏麗大道 G40號鋪
　　　　　彌敦道 577號高氏大廈地下 7號及 8號舖
　　　　　慈雲山中心 541及 548舖
　　　　　觀塘秀茂坪中心商場 106舖
　　　　　觀塘牛頭道角 357-375號地下 B舖
　　　　　觀塘藍田碧麗道 223號德田邨 1樓 111號舖
香港分店：灣仔灣仔道 87號地下

工聯優惠中心 網址：www.hkftu.com.hk

* 可享會員折扣優惠
各店地址：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 50號二樓 電話：2713 2136
　　　　　旺角太子道西 141號長榮大廈 1-3樓 電話：3690 8833
　　　　　香港筲箕灣道 234-238號福昇大廈地舖 電話：2569 9622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18號再輝大廈地下 電話：2555 0366
　　　　　香港仔成都道 20-28號添嘉大廈 2字樓 電話：2555 0322

家庭電器服務中心 查詢熱線：2771 5044

地址：沙田石門安心街 11號華順廣場 6字樓 603室
* 所有電器產品均以特價發售，並享有七天付款期限。
網上查詢 http://www.home-appliance.com.hk 
登入本會專用之戶口：fluhk，密碼：2776，以方便查閱價目。



3

電器消費者購物中心 查詢熱線：2576 2368

網址：www.electricalhk.com
地址：香港銅鑼灣糖街 1號銅鑼灣商業大廈 17樓 1703室
* 購買電器產品，可電話報價及落單，一律以會員價優惠。

和井貿易有限公司 查詢熱線：2370 5554

地址：新界荃灣橫龍街 35號百老匯中心 6/F
*售賣各國名牌影音產品、家庭電器、潮流數碼影音、  
家庭電器及多媒體產品。

*所有電器產品均以特價發售。

大昌行電器管家 查詢熱線：2262 1666  

地址：九龍灣啟祥道 20號大昌集團大廈 8樓
* 電器產品均以特價發售。

香港電器優惠協會 電話：2359 4628

地址：九龍旺角通菜街 1A-1L號威達商業大廈 609室
* 凡購買優惠價電器產品，贈送 1條磁性手鍊，送完即止。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網址：www.vee-veco.com

電話：3616 6984
地址：新界葵涌葵豐街 17-23號華業大廈 B座 9樓 D室
* 代理美國 Air Oasis高效能納米空氣淨化機 (汽車及房間系列 )  
特價 $1,680/$4,080

添行表行 電話：2365 7106

地址：九龍土瓜灣鳳儀街 28A地下 
* 手錶 7折，鐘、錶帶及換電池 9折。
* 修理特惠價（特價品除外）

祥達錶行 電話：2563 1315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 18號 2號舖   
代理各國名錶，包括：天梭、精工、Casio等以特價發售， 
部份貨品優惠價低至四折。

恒豐眼鏡公司 電話：2314 1323   
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號百利商業中心 815室
*鏡架半價優惠 (特價品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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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氏專業視光中心 網址：www.yans.hk

電話：2393 2763
地址：旺角彌敦道 655號胡社生行 1504B-1505室，
* 提供特惠價作全面眼科視光檢查、近視控制療程、   
名廠眼鏡框及鏡片 7折、傳統隱形眼鏡 8折。
接受長者醫療券支付驗眼及配眼鏡之費用

眼鏡達人
地址： 屯門鄉事會路 117號屯門巴黎倫敦紐約戲院
　　　購物中心地下 29A舖 電話：2457 9968
　　　沙田中心三樓 22E舖 電話：2601 6700
* 購買鏡架、鏡片及太陽眼鏡可享七折優惠；   
即棄隱形眼鏡每盒減 10元。

Sunbond Optix Ltd (新聯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                            
電話：2763 4767
地址：九龍觀塘巧明街 95號世達中心 5/F, B室
* 會員及家屬可享有 9折優惠。購買十副或以上可享 8折優惠。

懿然眼鏡 電話：2205 6198

地址：九龍藍田匯景廣場第五層 822區 D舖
* 眼鏡 6折；鏡片 85折 (架連鏡套餐除外 )；架連鏡套餐減 $80。

新天地洗衣店 電話：2392 0737

地址：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97號地下
* 乾洗九折

香港二胡藝術中心 電話：2891 2752

地址：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 48號軒尼詩大廈 4J室
* 購買二胡、樂器配件、唱片、租用樂器及課程，   
及由中心主辦之音樂會， 可獲九折優惠。

馬運管理事務所 電話：2725 4758

地址：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76-82號金盟大廈商場 312室
網址：http://momgt.weebly.com/
* 商業顧問 (會計、稅務、管理、公司秘書、會計及內部核數； 
成立公司及報稅、店舖及物業管理支援服務，可享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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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禮貿易公司 電話：2725 8224

地址：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76-82號西九龍商務中心 312室 A
網址：http://gifts4hk.weebly.com/
* 花藝及禮品設計；安排培訓課程 (包括：會計，花藝，物業管理及
商業科目 )；中小企管理支援服務 (包括：花店，美容，中西飲食，
室內設計等 )服務，可享九折優惠。

長者安居協會 (以下優惠如有變更，以該機構最新公佈為準。)

會員惠顧長者安居協會之服務可享以下優惠：
1.「平安手機 ®」服務
豁免第 23及 24個月平安手機 ®服務月費，   
另加送 HK$150 超市禮券
2.「平安鐘」服務
優惠價 HK$1,200享用首 12個月平安鐘 ®服務
3.「隨身寶 ®」服務
優惠價 HK$1,650享用首 6個月隨身寶 ®服務
4.「智平安 ®」服務
優惠價 HK$1,680享用首 12個月智平安 ®服務，  
另加送 HK$100 超市禮券及八達通藍牙遙控
5.「平安組合 (平安鐘 +平安手機 ®)」服務
優惠月費 HK$270享用服務
查詢： 2952 1824 / 5110 9805 黃先生
地址：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60號愛民廣場 1樓 F42

美宜峰健康食品 (香港 )有限公司 電話：2487 3074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 79號嘉士亞洲大廈 5/F
* 出示勞聯咭訂購：紐西蘭青口素、月見草油丸；紐西蘭麥盧卡蜂
蜜 (UMF 5+/ 10+/ 15+)；紐西蘭 Omega 3深海魚油丸；西班牙特級
初榨橄欖油產品可享折扣優惠。

慧妍花舍 電話：2380 9977

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號地下
* 憑勞聯咭購買盆栽、花束、花籃可獲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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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Kong (優惠期 2018年 12月 31日 )

以特惠價 $249-399購買指定制服鞋款及 $99健康鞋墊。
指定專門店：香港銅鑼灣皇室大廈皇室堡 2樓 211號舖　　 　　　
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號美美大廈 14樓　　　  　　     　　      
九龍灣德福廣場二期 4樓 429-430號舖　　　　　　　　　 
東涌東薈城 10樓 1011號舖　　　　　　　　　　　 　
葵芳新都會廣場四樓 402號舖
* 購買時請出示有效勞聯咭，此優惠只限勞聯會員本人自用， 
家屬咭不獲此優惠。　　　　　　　　　　 　　

實惠公司 (專營護足健康工作鞋 ) 電話：2360 2800

地址：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25號慶雲商業大廈 10/F
* 憑勞聯咭惠顧各款健康工作鞋可獲減 $50優惠。

亞太工業安全設備
* 出示勞聯咭購買安全鞋、防切割手套、隔熱手套等正價貨， 
均可獲折扣優惠。
門市部：(1) 油麻地上海街 395號地下
　　　　(2) 旺角新填地街 325號地下
　　　　(3) 深水埗南昌街 73號地下　

印氏專業視光中心  預約電話：2393 2763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655號胡社生行 1504B-1505室 
　　　(旺角港鐵站 E1出口 )
* 全面眼科視光檢查、近視控制療程、名廠眼鏡框及鏡片 7折， 
傳統隱形眼鏡 8折。
可使用長者醫療券支付驗眼及配眼鏡之費用。

瞳光視光醫療中心
網頁：www.theooo.hk  電話 : 2155 0562 / 2155 0563
地址 : 九龍佐敦彌敦道 301-309號嘉賓大廈 12/F,1204-05室
港幣 388元糖尿眼及黃斑檢查及評估 (連報告 )
港幣 488元青光眼檢查及評估 (連報告 )
港幣 388元白內障檢查及評估 (連報告 )
港幣 488元兒童眼科專科視光檢查 (連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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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聯國際 (香港 )有限公司 查詢電話：2779 3766

＊會員可申請指定公司入油咭，電油 /柴油每公升可獲減免 
(優惠價格以網上公佈為準 )。
申請表格可於勞聯福利網下載，並將表格寄回本會辦理。
郵寄申請表地址：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18號中國聯合銀行大廈 12樓

興達建材有限公司 (專營優質浴室潔具用品 )                             
電話：2390 0525　　地址：九龍旺角道 39號 A1-A2地下
* 所有貨品額外 9折 (特價貨品除外 )

順利建材有限公司 查詢熱線：3195 6310

地址：上水新豐路 34號地下  
地址：旺角砵蘭街 335號地下
　　　大埔運頭街 12-18號美華大廈 B1A舖地下
　　　油麻地碧街 7號 A碧華大廈地下 A舖
　　　元朗教育路 51-61號紫荊樓 E座地下
　　　灣仔駱克道 361-363號地下
　　　元朗馬田路 10號地下
　　　灣仔汕頭街 22-24號意可樓地下 A舖
　　　荃灣荃樂街 13-17號荃樂大廈地下
　　　荃灣德華街 62-70號德華樓地下Ｃ號舖
* 浴室潔具正價貨品可獲 85折優惠。

榮興石油有限公司 (經銷蜆殼石油氣 ) 開戶熱線：2435 8388

地址：深水埗黃竹街 15號 C舖 2381 2545(榮興爐具石油氣 )
　　　上海街 322號裕安閣 B舖 2382 6638(榮興爐具石油氣 )
　　　新填地街 144號 2385 0568(大記行 )
　　　炮台街 48號 A 2332 7911(大記行 )
　　　廣東道 879A號 11舖 2770 0138(中興行 )
* 凡訂購 10.5公升蜆殼石油氣 (可享迎新禮品及安全膠喉、安裝調
節器及爐具安全檢查服務 )。

力華有限公司   
(代理 LED高清數碼兼容電腦屏幕功能電視機 )
地址：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21-33號宏達工業中心 7樓 11室   
電話：6800 6655 Sharon Chow 
電郵：sharon.chow@powerchines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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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成戶外用品公司 www.rcoutfitters.net   

* 正價貨品八至九折 (公價及特價貨品除外 )
分店地址 / 電話：
旺角亞皆老街 24-26號東方大廈 6字樓 電話：2390 0980
銅鑼灣軒尼詩道 467-473號建德豐商業大廈 2字樓 電話：2390 0020
元朗大棠路 29-33號大棠樓 2樓 B 電話：2390 2388

大跑道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電話：2457 0578

地址：新界屯門鄉事會雅都商場 G31號
* 正價貨品可獲９折購物優惠 (特價品除外 )。

Angel Heart Jewel Design & Consulting Limited     
電話：3549 0299 / 6689 1786
地址：九龍佐敦廣東道 555-557號玉暉商業大廈 10樓 B室
* 客戶出示勞聯咭購買正價珠寶首飾 /翡翠玉器 /珍珠 /18K金， 
可享貨品 88折優惠。
減價品、維修加工、金粒、未鑲嵌珠寶不適用。如有爭議， 
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Gigafit Studio 電話：9059 8877

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658號福至工業大廈二樓 216室
電郵：info@gigafit.hk
* 肩頸按療 30分鐘 $100(原價 $150)；   
全身伸展 60分鐘 $150(原價 $250)；
另提供健身球普拉提、帶氧拳擊、塑身橡筋帶、   
打鼓健身球⋯等課程。

鴻星集團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

查閱鴻星集團食肆資料請瀏覽 www.superstargroup.com.hk
優惠 (1) 全線鴻星中菜 (香港分店 )
堂食 9折優惠及晚市時段每 6位惠顧，送指定紅餐酒一支； 
12位惠顧送 2支，如此類推及午市時段惠顧送指定甜品
優惠 (2) 大都烤鴨及大都淮揚中菜
堂食 9折優惠及每 6位惠顧，送指定紅餐酒一支；12位惠顧送 2支，
如此類推。
優惠 (3) 北京道金饍及一起．金饍堂食 9折優惠及每 6位惠顧， 
送指定韓國燒酒一支；12位惠顧送 2支，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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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 (4) 燒肉牛藏和牛專門店堂食 9折優惠及每 4位惠顧晚市放題，
送指定海鮮美食一份；8位送兩份，如此類推。指定海鮮美食送完
即止，須 1日前預訂。
優惠 (5) 炉端金堂食 9折優惠及每 6位惠顧， 送指定紅餐酒一支； 
12位惠顧送 2支，如此類推。
優惠 (6)  錦丼鮪專門店
堂食 9折優惠 
* 顧客必須於落單前出示有效之勞聯咭及同時使用信用卡全數結帳，
方可享有優惠。
* 只限堂食 /散座，不適用於宴會及貴賓房。每枱每次只限使用一次
優惠，不適用於分拆枱或分拆賬單。需另加一服務費。節日、特別
日子及前夕不適用。
* 一切條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鴻星集團保
留最終決定權。

鴻星中菜地址
分店 地址及電話
太古店 香港英皇道 979號太古坊濠豐大廈 2樓
 2628 0110
灣仔店 香港灣仔港道 8號瑞安中心 1樓
 2628 0989
尖沙咀格蘭店 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號格蘭中心 3樓
 2628 0698
九龍灣店 九龍灣牛頭角道 77號淘大花園二期 1樓
 2628 0383
觀塘店 九龍觀塘開源道 64號源成中心 1樓
 2628 0120
荔枝角店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788號羅氏商業廣場地下
 2628 0323
旺角店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 193號新世紀廣場 6樓 601-601A舖
 2628 0890
荃灣廣場店 新界荃灣大壩街 4-30號荃灣廣場 6樓 621-630舖
 2628 0686
元朗店 新界元朗朗日路 8-9號及元龍街 9號形點 II三樓 A301-A302
 2628 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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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ng Club指定餐廳地址
分店 地址及電話
金饍韓國料理 九龍尖沙咀北京道 1號 801號舖
 2628 0822
錦丼鮪專門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63號國際廣場 702號舖
 2628 0802
大都烤鴨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 18號 K11商場二樓 221號舖
 2628 0662
大都淮揚中菜 香港灣仔港灣道 1號會展廣場商場 8樓 801號舖
 2628 0218
燒肉牛藏和牛專門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63號國際廣場 701號舖
 2628 0993
一起．金饍 荃灣大壩街 4-30號荃灣廣場地庫第 1層 B109-B110
 2628 0680
炉端金 尖沙咀金馬倫道 33號地下
 2628 0036

加太賀日式和風料理 電話：2773 0400

地址：九龍紅磡祟潔街 37號地下  
* 惠顧可獲九折優惠

滿屋日本料理放題集團 訂座電話：6121 8000 Samuel Chan

地址： 新界荃灣眾安街 55號大源輝 (荃灣 )中心 10/F全層 
(滿屋日本料理荃灣分店 )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463-483號銅鑼灣廣場二期 8/F全層 
(滿屋日本料理銅鑼灣分店 )

　　　九龍旺角彌敦道 655號胡社生行 1/F全層 (御滿屋日本料理 )
　　　九龍旺角彌敦道628號瓊華中心7/F全層 (至尊滿屋日本料理 )
* 星期一至四可享 9折優惠 ; 星期五至日 ,公眾假期及前夕 , 可享 95
折優惠 (特別日子暫停優惠 )

太陽軒飯店 (潮州滷水專門店 ) 電話：2377 9633 

地址：九龍佐敦吳松街 130-132號地下
* 惠顧可獲贈送反沙芋甜品及精美糖水

翊正記 (滷水夜消店 )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19A號 D5舖 (白楊街口入 )
* 憑勞聯咭惠顧可獲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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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麗餐廳 電話：23418168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 18號中國聯合銀行地下
* 憑勞聯咭惠顧可獲 9折優惠。

嘉彩漁村 電話：2450 6333

地址：九龍彌敦道 378號彌敦酒店一樓
* 憑勞聯咭惠顧全單可獲 9折優惠，不包括酒席菜單。

德華行紅酒特區
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 23號華麗酒店地下 F鋪 電話：2721 5211
地址：新界荃灣享和街 8號地下 電話：2493 4628
地址：新界荃灣深井青山公路 42號陳記廣場地下 R舖 電話：2940 6398
* 會員訂購紅酒或餐酒可獲八折優惠 (洋酒及特價貨品除外 )

洋酒會之友 電話：2384 9916

地址：深水埗基隆街 184-190號龍祥大廈 4/F, D室
網址：www.teamatrading.com 電郵：winefansclub@gmail.com
* 代訂世界各地優質紅酒、威士忌服務

XtraWine Enoteca Online 聯絡人：連先生 (Eric)  9432 6233

網址：www.xtrawine.hk    
* 網上訂購意大利紅酒服務

舞台文化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電話：3998 3178

想了解更多詳情，可致電或登入 www.stageculture.com.hk瀏覽
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501-503號國際工業大廈 11樓 B18室  
* 憑勞聯咭，可享以下會員優惠。
優惠一  「醇。體驗点」-葡萄酒訂購服務
(A) 勞聯會員訂購 48支葡萄酒 ,可免費送貨至一個點
(B) 每月尊享精選葡萄酒優惠
優惠二　「醇。體驗点」-訂購服務
勞聯會員消費可以享有醇體驗價 ,額外 95折
優惠三　「醇。體驗點」會員尊享
勞聯會員親臨「醇。體驗點」加入成為會員 ,可獲禮品乙份
優惠四　Dreampresso 咖啡工作室 – 咖啡導賞體驗 (深水埗大埔道
46號永發樓 1/F)
(A) 勞聯會員親臨 Dreampresso咖啡工作室消費，可享有體驗價 9折
(B) 勞聯會員報名 Dreampresso咖啡工作室之手沖咖啡沖煮製作導賞
班，可享有體驗價 9折，四人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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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瑞通貿易公司附屬漁鮮快遞 訂購電話：2115 5665

優惠價訂購原條挪威三文魚 (約 14-15磅 )(包切送 )，  
另有急凍海產及魚生小食等
食品均一律再有九折優惠。訂購 $500可免費送貨，貨到付款。
訂貨表格請登入勞聯福利網索取

大埔振興有限公司 (購買丸類產品可享9折優惠，其他急凍產品除外 )

大埔老店　：大埔墟鄉事會街 47號地舖 (大埔墟站 A2出口 )
將軍澳分店：將軍澳尚德街市 82號檔 (將軍澳站 A1出口 )
屯門分店　：屯門蝴蝶廣場街 M123號檔 (輕鐵美樂站 )

春園花店 電話：9519 8982 陳小姐

地址：香港灣仔交加街 2號地下 E舖
* 出示勞聯咭訂購500元以上享有85折優惠。特別日子再有特別優惠。

苑記粉麵    
地址：新界葵興禾塘咀街 119D地下
　　　佐敦百加士街 32A地下
* 出示勞聯咭每位惠顧滿 70元可獲九折優惠。

火玲瓏 (四川火煱店 ) 電話：2396 9018

地址：深水埗太子基隆街 30號地下  
* 出示勞聯咭，餐牌正價食品及飲品八折優惠。

Oystermine 電話：2382 8234

地址：九龍城城南道 57號
* 出示勞聯咭惠顧可獲九折優惠，及另送黑松露溫泉蛋薯條。

牛舍近江牛專門店    
地址：九龍城獅子石道 2A地下
* 出示勞聯咭惠顧所有冰鮮近江牛八折 (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

咖啡坊—Coffee Corner by Forex 電話：2329 0302

地址：九龍灣宏冠道 6號鴻力工業中心 A座 8樓 A13室
網址：www.forexroasting.com
憑勞聯咭購買 $250以下之 200g裝咖啡熟豆享 8折； 購買 $250以
上各種重量之咖啡熟豆享 85折 ; 手沖咖啡器具享有 9折優惠。(電
器用品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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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會員亦同時享有原價 $900之『家用精品咖啡烘焙坊入門』課
程八五折優惠 (每班 8人 ,可統籌人數後開班 ), 示範以家用及手搖
式教授自家烘焙及以玩家級烘焙機作示範。 

糖森林甜品店
地址：新界元朗鳳翔路建輝大廈九號地舖 電話：3565 4386
憑勞聯咭惠顧可享 9折優惠或免費送贈新鮮椰皇水 1杯

Ocean Three Development Ltd 訂購熱線：3421 0103

以優惠價購買每月指定產品，包括生蠔、牛扒、刺身⋯ 
(優惠因應貨量更新 )。與及每天勞聯咭只可優惠一次。 
產品可瀏覽網頁 www.oceanthree.hk或 Fackbook: OceanThree

雲龍車仔麵店               
地址：九龍太子界限街 43號恒富大廈地下 C舖
* 凡惠顧三餸 (或以上 )車仔麵一碗即送荳漿一杯或全單九折優惠。

富健有機及天然產品 http://www.freesiaonline.com.hk

地址：九龍大角咀通洲街 95-97號恆生中心 2樓 B室
Whatsapp：9542 0254
天然安全健康有機食油及穀物
有機乳製品或非乳製品
營養豐富健康零食
產品優惠： 全部貨品 9折優惠，購物滿 $300(減價後金額 )可免費

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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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牙科系列
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               

* 中醫服務、健康檢查可獲九折優惠。
* 西醫服務及牙科，亦可獲優惠。（不足 $10，恕無折扣）  
# 勞聯家屬咭不適用
中醫診所：全科、針灸、骨傷、推拿 (需預約 )
觀塘馬蹄徑 3號麗裕大廈地下 電話：2345 3496
銅鑼灣利園山道 5-7號二樓 電話：2890 7886
西灣河筲箕灣道 234-238號福昇大廈地下 電話：2567 2350
旺角彌敦道 719號銀都商業大廈 3樓 電話：2380 8377
荃灣青山公路 210號富華中心地下 A2舖 電話：2490 9844
屯門鄉事會路 132號雅都商場地下 63號 電話：2459 4027
大埔廣福道 70-78號寶康大廈 1樓 電話：2650 2363
中環皇后大道中 151-155號兆英商業大廈三樓 電話：2543 2393
西醫 /牙科診所地址電話：(專科及牙科，敬請預約 )
觀塘馬蹄徑 3號麗裕大廈地下 (西醫 ) 電話：2342 2312
 (牙科 ) 電話：2357 9586
銅鑼灣利園山道 5-13號二樓 (西醫 ) 電話：2577 4194
 (牙科 ) 電話：2576 4668
旺角彌敦道 719號銀都商業大廈 1樓 (西醫 ) 電話：2396 5886
 (牙科 ) 電話：2393 3676
荃灣青山公路 210號富華中心地下 A2舖 (西醫 ) 電話：2492 2434
 (牙科 ) 電話：2498 8163
大埔廣福道 70-78號寶康大廈 1樓 (西醫 ) 電話：2656 1988
 (牙科 ) 電話：2656 1988 
屯門鄉事會路 132號雅都商場地下 63號 (西醫 ) 電話：2457 0022
Ｘ光化驗所：
旺角彌敦道 719號銀都商業大廈 2樓 電話：2394 8189

2394 8337
荃灣青山公路 210號富華中心地下 A2舖 電話：2492 2434
中環皇后大道中 151-155號兆英商業大廈 3樓 電話：2543 2243

梁兆寬醫務所 (眼科 ) 電話：2332 9483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22號金龍商業大廈 4字樓 
* 診金可獲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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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痛症中心 (脊骨神經科 )
電話：2185 7853　　whatsapp：9092 1892
地址：香港中環砵甸乍街 6-8號立輝大廈 1樓 02室
* 脊骨矯正治療９折優惠 (不包括 X光檢查 )

蕭卓峯脊骨神經科診所 電話：2107 9968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61-65號華人銀行大廈 12樓 1201室        
優惠條款：(1)免診斷費用 $400；(2)治療費用 75折 (原價 $680)；
　　　　　(3)醫療產品九折；(4)會員家屬同獲優惠。

尖沙咀脊醫中心 電話：2721 3999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號亞太中心 1201B室
* 初步脊骨神經諮詢服務 (包括脊骨神經科醫生檢查測試 ) 
可獲 $200優惠 (X光費用不包括在內 )

新界社團聯會中醫醫療中心

地址：新界沙田大圍新田村 52號（車公廟側） 電話：2692 7737
　　　新界元朗安寧路 139號地下 電話：2473 9001
* 針灸及骨科九折、內科八五折（診金除外）
* 中成藥可獲九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辛德謙牙科醫生醫務所 電話：2559 9118 

地址：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222號福成大廈 1字樓
* 憑勞聯咭，非牙科保健項目 9折優惠。

卓榮牙科診所 電話：6735 8088

地址：九龍深水埗界限街 43號恒富大廈 1/F, A室
* 憑勞聯咭可享九折優惠，包括洗牙、補牙、普通脫牙 (手術另議 )

中醫跌打系列
劉炳康跌打醫館 電話：2770 2917

地址：九龍旺角豉油街 50號富達大廈 2/F, 1室
* 各部位計跌打風濕 (包括－貼外敷藥 ) 收費 $200

林儀跌打骨科中心 電話：2784 7883

地址：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95號前座
* 憑勞聯咭，可獲 7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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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平跌打醫館 電話：2360 5694 

地址：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300號地下
* 憑勞聯咭，可獲 9折優惠。

陳國光跌打醫館 電話：2797 3863 

地址：九龍觀塘牛頭角道 300-302號裕民商場地下 53號舖
* 出示勞聯咭，診金可獲九折優惠。

譚建鳳中醫診所 電話：6280 4283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30號永僑大廈 11字樓 C室
* 憑勞聯咭診金、治療費 8折優惠

恩澤中醫綜合診所 (朱澤生註冊中醫師 )  直線電話：9786 1932

電郵：cmpractitioner@yahoo.com.hk
地址： 九龍西洋菜街南 258-260號長寧大廈 1/F,F室   

(港鐵太子站 B2出口 )
* 憑勞聯咭，可享優惠收費 

和生中醫藥坊 (王冰瑩註冊中醫師 ) 電話 : 9620 3132

電郵：vitalitytcm@yahoo.com.hk
地址：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56號凱豪商業中心 10樓 1003室
* 中醫內外婦兒科診症免診金；針灸 9折；理筋推拿 9折 (每次計 )
 (會員優惠不可與該診所其他優惠一併使用 )

元朗中醫醫療中心 電話：2692 7737

地址：新界元朗安寧路 139號地下
* 藥費及治療費九折優惠。

沙田中醫醫療中心 電話：2609 3477

地址：新界沙田大圍新田村 50號地下
* 藥費及治療費九折優惠。

恩言堂中醫診所 電話：2619 1511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655號 1313室 
* 診金及治療費用 9折或保健產品 9折 (任選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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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及保健按摩

X光化驗中心及醫學檢驗中心

荃灣物理治療中心 電話：2413 3786

地址：新界荃灣大河道 51號二樓  
* 物理治療 85折優惠，健康產品 75折優惠。(請提早預約 )

香港痛症骨傷物理治療中心 電話：2565 1663

地址 : 新界將軍澳寶盈花園商場 1樓 524舖  
* 物理治療 85折優惠，健康產品 9折優惠。(請提早預約 )

灣仔物理治療中心有限公司 電話：2838 1231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28號台山中心 5/F,全層  
* 9折優惠

保康物理治療中心 電話：2385 2119

地址：九龍彌敦道 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 1010Ａ室
* 憑勞聯咭，可享 8折優惠

醫聯 X光及醫學化驗有限公司 電話：2771 4133

地址：九龍彌敦道 300號華豐大廈 2/F, I.J室
* 驗身計劃折扣優惠，詳細項目請參照勞聯特惠身體檢查一覽表。 

天健醫學診斷中心　　　　　　 　　　
地址：九龍彌敦道 755號合盈商業中心 11樓  電話：3188 2387
地址：新界大埔安慈路 3號翠屏花園商場二樓 16商舖 電話 : 2664 3688
* 特惠身體檢查優惠，詳細項目請參照勞聯特惠身體檢查一覽表。
* 所有化驗項目，勞聯會員可享有八折優惠 (X-光及超聲波除外 )。
需出示醫生轉介文件

焯朗醫療集團 電話 :2389 7887

地址：九龍觀塘成業街 7號寧晉中心 26樓
* 提供婚前及生育前準備檢查、中醫全科治療及特惠身體檢查計劃， 
詳細項目請參照勞聯特惠身體檢查一覽表。
*「大腸癌先導計劃」，同樣採用與衛生署採用的大便免疫化學測試，
方便簡單，衛生安全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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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怡物理治療中心 電話：2886 8130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號東達中心 10樓 1002室
* 治療診金可獲 9折優惠

尖沙咀物理治療及復康診所 電話：2367 1662

地址：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96號美敦大廈 9/F,D室
* 一般物理治療 (腦神經復康治療除外 )，可獲 8折優惠。

樂恩物理治療及運動醫學中心 電話：2730 0036  

地址：九龍佐敦德興街 12號興富中心 21樓 2105-2106室
* 物理治療、運動康復、按摩治療九折優惠

芯匯 (經絡治療 )  電話：2345 3533

地址：九龍觀塘開源道 60號駱駝漆大廈三期六樓 T室
* 可享九折優惠。

殯儀服務系列
吉祥殯儀公司 電話：2364 2604 
地址：九龍紅磡溫思勞街 51號 A地下
*以最優惠價提供全面殯儀服務。請致電 9437 2943聯絡溫小姐。

香港殯儀學會 電話：5185 3151

直線電話 : 6717 1371 
地址：新界荃灣海盛路 11號 1216室
網頁：www.hkifs.com
* 免費提供專業意見，殯儀服務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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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身體檢查系列 查詢電話 : 2779 3766
一、常規健康 (A)組檢查

1 總膽固醇 10 全血計數

2 谷丙轉氨酶 11 血型

3 谷草轉氨酶 12 血沉降

4 血糖 13 三酸甘油脂

5 肌酸酐 14 小便常規 
6 尿素 15 大便常規 
7 尿酸 16 X光胸肺平片
8 乙型肝炎抗原 17 心電圖 
9 鹼性磷酸酶 18 註冊西醫講解報告

二、特級健康 (B)組檢查
1. 胸肺 X 光片 13 尿素

2. 心電圖 14 肌酸酐

3. 全血計數 15 血糖

4. 血型 16 尿酸

5. 血沉降 17 甲狀腺素 (T4)
6. 總膽固醇 18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7. 三酸甘油脂 19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8. 高密度膽固醇 20 梅毒血清試驗

9. 低密度膽固醇 21 小便常規檢查

10. 鹼性磷酸酶 22 大便常規及隱血

11. 谷丙轉氨酶 23 註冊西醫講解報告

12 谷草轉氨酶

三、特級健康 (C)組檢查
1. 全血計數 10 肌酸酐

2. 總膽固醇 11 血糖

3. 三酸甘油脂 12 尿酸

4. 高密度膽固醇 13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5. 低密度膽固醇 14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6. 鹼性磷酸酶 15 小便常規檢查

7. 谷丙轉氨酶 16 癌指標：以下限選２項血液檢查
肝 / 腸 / 胰 / 卵巢 / 乳房 / 前列腺

8. 谷草轉氨酶 17 註冊西醫講解報告

9.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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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級健康 (D)組檢查
1. 全血計數 10 肌酸酐

2. 總膽固醇 11 血糖

3. 三酸甘油脂 12 尿酸

4. 高密度膽固醇 13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5. 低密度膽固醇 14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6. 鹼性磷酸酶 15 小便常規檢查

7. 谷丙轉氨酶 16 超聲波檢查：限選１項
肝膽 / 乳房 / 盆腔檢查

8. 谷草轉氨酶 17 註冊西醫講解報告

9. 尿素

五、外藉傭工身體檢查
1. 胸肺 X光 4 梅毒血清試驗

2. 愛滋病抗體 5 妊娠試驗

3.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6 大便常規

六、婦科檢查
(1) 乳房超聲波檢查 (2) 盆腔 (子宮及附件 )超聲波檢查
(3) 巴士癌細胞塗片檢查
七、癌症指標 (血液 )檢查 
　　(#必須連同指定化驗所之體檢計劃一併登記，不可單獨化驗 )
癌症指標 (血液化驗 )
AFP (Liver) 肝臟

CA19.9 (Pancreas) 胰臟

CA125 (Ovary)-Female 卵巢

CA15.3 (Breast)-Female 女性乳房

CEA (Colorectal) 腸臟

EBV-Antibody NPC 鼻咽

PSA,Total (Prostate) 男性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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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 B組健康檢查
1.  肝功能：
     (A) 鹼性磷酸酶
     (B) 谷丙轉氨酶
     (C) 谷草轉氨酶  

5. 冠心病類：
    (A) 膽固醇 
    (B) 高密度膽固醇
    (C) 低密度膽固醇

2.  血常規化驗：
     (A) 紅血球計數
     (B) 白血球計數
     (C) 血小板計數
     (D) 血色素
     (E) 血球壓積量
     (F) 白血球分類

6.  尿酸 (痛風症 ) 
7.  三酸甘油脂 (血脂組 ) 
8.  尿液常規檢查
9.  大便常規檢查
10. 胸肺Ｘ光片
11. 心電圖
12. 梅毒
13. 血葡萄糖 (糖尿病 )3.  肌酸酐 (腎功能 ) 

4.  乙型 (B型 )肝炎菌

九、特惠驗血組
1.  血常規 (全血計數 )      7.  谷草轉氨酶
2.  空腹血糖 8.  谷丙轉氨酶
3.  尿酸 9.  高密度膽固醇
4.  肌酸酐 10.  低密度膽固醇
5.  尿素 11.  三酸甘油脂
6.  總膽固醇

十、長者醫療券 (E)組檢查
凡勞聯會員或其長者家屬，年滿 65歲或以上，親臨以下地址作 (E)組
檢查，可使用醫療券減免費用。

地址：九龍彌敦道 755號合盈商業中心 11樓 查詢電話：3188 2387
1. 全血計數 7.  高密度膽固醇
2. 谷丙轉氨酶 8.  低密度膽固醇
3. 谷草轉氨酶 9.  總膽固醇
4. 空腹血糖 10.  三酸甘油脂
5. 肌酸酐 11.  尿酸
6. 尿素 12.  化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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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特惠身體健康檢查
常規特惠常規檢查

1. 膽固醇 (冠心病類 ) 11. 血小板 (凝血問題 ) 
2. 谷丙轉氨酶 (肝功能 ) 12. 血色素 (細菌或病毒感染 ) 
3. 谷草轉氨酶 (肝功能 ) 13. 白血球分類 (細菌問題 ) 
4. 空腹血糖 (糖尿病 ) 14. 紅血球平均容量 (貧血診斷 ) 
5. 肌酸酐 (腎功能 ) 15. 紅血球平均紅蛋白量 (貧血診斷 ) 
6. 尿素 (腎功能 ) 16. 血沉降 (病理診斷 ) 
7. 尿酸 (痛風症 ) 17. 小便常規 (尿糖、尿蛋白、尿道炎 ) 
8. 乙型肝炎抗原 (乙型肝炎病毒 ) 18. 大便常規 (寄生蟲 ) 
9. 紅血球 (貧血診斷 ) 19. 肺平片 (肺炎、肺癆 ) 
10.白血球 (細菌或病毒感染 ) 20. 心電圖 (心臟跳動頻率 ) 

屯門：婦科檢查 (A)計劃 
　　1. 子宮、輸卵管超聲波掃描檢查 
　　2. 巴氏癌細胞塗片檢查 
　　3. 陰道分泌物培養 (滴蟲、念珠菌及其他細菌檢查 ) 

屯門：婦科檢查 (B)計劃 
　　1. 子宮、輸卵管超聲波掃描檢查 
　　2. 巴氏癌細胞塗片檢查 
　　3. 陰道分泌物培養 (滴蟲、念珠菌及其他細菌檢查 ) 
　　4. 雙側乳房超聲波掃描 

參加辦法： 
請親臨本會辦理登記手續，繳費後領取化驗單及化驗瓶，並致電化驗
所預約時間，於限期內進行檢驗。體檢報告由化驗所通知領取日期。
(繳費時需出示有效勞聯咭方獲會員優惠 ) 
註：(1) 以上各項檢驗均由註冊醫護人士講解化驗報告。
　　(2) 化驗細項將因應各化驗所設定之計劃內容為準。
　　(3) 費用如有變更，將於勞聯福利網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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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保健計劃
優惠一：計劃 K12
1. 洗牙石及牙漬 每年兩次

2. 口腔檢查及口腔衛生指導 無限次

3. 口腔內 X光細片 (如有需要 ) 無限次

4. 氟素治療 (如有需要 ) 無限次

5. 因蛀牙引起之補牙 (a.前牙瓷粉 b.後牙銀粉 ) 無限次

6. 簡單脫牙 (不包括智慧齒、手術性或因矯齒脫牙 ) 無限次

7. 緊急治療 (臨時止痛、臨時補牙 /敷料、牙瘡非手術性放膿 ) 無限次

8. 以上治療項目所需之藥物 無限次

優惠二：計劃 K21
1. 洗牙石及牙漬 每年一次

2. 口腔檢查及口腔衛生指導 無限次

3. 口腔內 X光細片 (如有需要 ) 無限次

4. 氟素治療 (如有需要 ) 無限次

5. 因蛀牙引起之補牙 (a.前牙瓷粉 b.後牙銀粉 ) 無限次

6. 簡單脫牙 (不包括智慧齒、手術性或因矯齒脫牙 ) 無限次

7. 緊急治療 (臨時止痛、臨時補牙 /敷料、牙瘡非手術性放膿 ) 無限次

8. 以上治療項目所需之藥物 無限次

備註： 此牙科保健計劃只供勞聯屬下成員會會員及其家屬 (父母、配
偶、子女及兄弟姊妹 )參加，申請人必須參加以上之保健計劃，
其家屬才可享有此優惠。申請表格可親臨勞聯各辦事處或於勞
聯福利網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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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成員名單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香港叉式剷車專業人員協會

中西飲食業職工會 香港建造及裝修工程從業員協會

香港倉庫運輸物流員工協會 地下電纜及喉管探測人員協會

港九電子工業職工總會 非專利公共巴士從業員協會

洗熨業職工會 香港大學職工會

香港洋酒食品超級市場職員協會 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戲院遊樂場職工會 香港美容保健業僱員總會

啤酒汽水飲品業職工會 香港照明專業人員協會

港九金飾珠寶業職工會 香港特區政府一般職系人員協會

港九金屬電鍍磨光業職工會 香港園藝花藝業從業員總會

烤臘及飲食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汽車維修業僱員總會

醫院診所護士協會 香港特別攝影師協會

教育局官津補私學校職工會 香港鐵路總工會

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 物業維修技術人員協會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旅遊服務業員工總會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集團職工總會 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

香港空調製冷業職工總會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職業訓練局非教職人員工會 香港醫務衛生華員總會

九廣鐵路職工會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員工協會

香港電機電子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術及職業技能導師協會

消防保安工程從業員協會 香港賽馬會職工總會

霓虹招牌及燈箱廣告從業員協會 職業訓練局初級職員工會

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 食物環境衛生署執法人員工會

政府司機職工總會 中港客運從業員工會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香港碼頭及港口業工會

香港文職人員總會 駕駛政府車輛人員協會

政府貴賓車司機工會 香港醫療輔助隊隊員協會

客家菜館職工會 香港導遊總工會

健康服務從業員協會 香港體育學院職員工會

香港醫院職工協會 國家推拿技能考評員香港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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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會員名單
越野康樂協會 香港建築工程師學會

白冠聯誼社 政府司機安全會

海聯社 魄力羽毛球會

港九飲食業群生互助研究社 新界市政司機福利會

民天的士司機車主聯誼會 水務技術同學會

電業承辦商協會 香港川蜀同鄉總會

新界西區電業工程協會 源武門國粹研習社

香港家長協會 空運員工遊樂會

快餐及食店員工總會 香港政府康樂場地主管人員總工會

香港電訊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事務人員總工會

香港非緊急救護服務員工協會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助理職系人員總工會

香港會計人員總會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書及
康樂助理職系人員總工會

電子通訊技術人員協會 香港特區政府文書助理會

電腦資訊科技人員協會 特區政府中基層僱員總會

商品推廣及零售業僱員總會 環保業職工會

香港玩具專業協會 香港建築行業工會

家庭服務從業員協會 香港行政人員協會

香港服務業僱員協會 香港保健員協會

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 保險及理財策劃人員協會

政府高級文書主任協會 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　

香港製造業行政、管理及工程技術人員總會 銷售及推廣職工協會

政府機電監工技工職員協會 香港領隊總工會

香港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能源效益行業總會

香港機電工程助理人員工會 香港整脊師工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香港特區政府丈量員協會

香港安全督導員協會 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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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