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下列各優惠福利，本會謹此致謝。

Updated on 4 June 2018

1

『精美唱片有限公司』 向精美唱片有限公司 Ching Mei Records Company 出示
本協會有效會員證，
正價貨品可獲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油麻地廟街 208 號地下。電話：2385 8662
網址：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公司查詢。

2

『樂韻琴行優惠』 向樂韻琴行 Happy Sound Music Limited 下列任何分行出示
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購買新 C.BECHSTEIN 或 WESBERG 牌鋼琴 (減價貨品
除外) ，可獲港幣 1,200 元現金回贈； 購買音樂書籍、樂器 九折優惠 (減價
貨品除外) ；首次參加該琴行音樂課程，亦可獲減免登記費用。
香港島太古城太湖閣地下 2 - 4 號舖【電話：(852) 28860589】；
九龍太子西洋菜街北 155 號嘉康中心八樓【電話：(852) 26269382】；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124 號怡安閣地下 17 號舖【電話：(852) 26300008】；
東九龍將軍澳東港城商場第二層 237B 號舖【電話： (852) 26286668】；
新界荃灣青山道 388 號中國染廠大廈一樓 116 號舖【電話：(852) 24928898】；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北翼二樓 34 - 35 號舖【電話：(852) 24406033】。
網址：https://www.happysoundmusic.net/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琴行查詢。

3

『美酒無限』 向美酒無限 Wines Unlimited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購買紅、
白酒，可享有特別優惠。
該公司推出一系列由$68 至$185 優惠價的紅、白酒，也有其他品牌供選擇；
另買滿 6 瓶或以上，均獲免費送貨服務。
詳情請致電 (852) 91931188 與簡先生 (Mr Sydney Cunningham) 聯絡。
網址：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公司查詢。

4

『張國光耳鼻喉專科醫生醫務所』 向張國光耳鼻喉專科醫生醫務所 Dr
Cheung Kwok-kwong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求診，可獲八折優待。
地址：九龍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 1001 室 (地鐵旺角站 D 出口) ，
電話：(852) 23816600，敬請預約。
(星期三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址： https://www.edr.hk/doctor/info/cheung-kwok-kwong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醫務所查詢。

5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提供優惠予本會會員及其家人，
優惠項目包括《一線通平安鐘服務》
長者安居協會的「平安服務」FlSSA 會員專享優惠
熱線：5110 9805（黃家銘先生）
網址： https://www.schsa.org.hk/tc/home/index.html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熱線查詢。

6

『啟視配鏡中心』 是一間樓上店舖，聘有經驗豐富的售貨員及註冊視光師。
驗眼配鏡，為顧客提供專業的服務。針對市場需要，該店搜羅了不同的牌子，
務求做到款式新穎、貨品齊全、質素優良、價錢公道。凡向該店出示有效會
員證，即獲七折優惠。 中心地址：佐敦吳松街 122 號利際商業大廈 13 樓。
營業時間：星期二至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 30 分，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逢星期一休息。敬請致電 (852) 2388 3209 預約。
網址： http://www.yp.com.hk/23883209/196906/ch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中心查詢。

7

『心臟科專科蘇煒垣醫生診金八折優惠』 詳情請參閱附件。
網址： https://www.edr.hk/doctor/info/so-wai-woon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醫務所查詢。

8

『法律諮詢服務』本會名譽顧問鍾沛林律師 BBS JP 為本會會員提供免費法律
諮詢服務，會員可致電 8202 0701，接通後說明自己是 FISSA 會員及所需服務。
致電時間每星期七天，由早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 鍾律師的辦事處地址是：
德輔道中 308 號安泰金融中心 1601-1606 室。
網址：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辦事處查詢。

9

『脊骨神經科治療優惠』 凡本會會員持有效會員證到汪家智註冊脊骨神經科
醫生 Dr.Joseph KC Wong, D.C., F.I.C.P.A. 的醫務中心接受治療，治療費用一律
半價優惠。汪醫生的醫務中心地址: 全健脊骨神經醫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 樂道
27 號 樂輝商業大廈 16 樓 A 室 【電話 : 2490 3978 (敬請預約) 傳真 : 2498
7966】星期一至五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一時半) (下午三時半至七時半)
星期六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半)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 ( 休息 )
全健脊骨神經醫務中心
網址: http://www.chirocare.com.hk/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醫務中心查詢。

東華三院同意將該院屬下體檢服務的折扣優
10 『東華三院健康檢查服務優惠』
惠推廣至 FISSA 會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服務單位：
（1）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九龍窩打老道 25 號廣華醫院東華三院徐
展堂門診大樓五樓；
（2）東華東院婦女健康普查部（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19 號東華東院東華三院盧
家騶眼科醫療紀念中心二樓）(香港大球場側) ；
（3）東華三院兒童及青少年診療中心（九龍窩打老道 25 號廣華醫院東華三院
徐展堂門診大樓五樓）。
網址：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服務單位查詢。

11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
「綠茵閣」自助餐 六折優惠
「沙嗲軒」點菜 八折優惠 A LaCarte Menu only
本會榮獲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西餐廳「綠茵閣」為本會會員提供自助午、
晚餐「六折優惠」（須按照原價加一服務費及每次惠顧以 12 位優惠為上限）。
條款與細則：
會員擬惠顧享受優惠必須先訂座，並於訂座時說明是本會會員，而結帳前須
出示本會有效之會員證，並且須使用與本會會員證同名之信用咭結帳，方可
獲提供優惠。如有任何爭議，城市花園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下列日期除外：所有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城市花園酒店」地址：北角城市花園道 9 號（港鐵炮台山站 B 出口）
查詢及訂座電話 ： 2806 4922
綠茵閣 城市花園酒店 1 樓 2806 4922
午餐：12:00-14:30
晚餐：18:30-21:30
沙嗲軒 城市花園酒店地下低層 2806 4938
11:30 – 15:00
18:00 – 22:00
網址： https://www.sino-hotels.com/hk/city-garden/tc/?m=0&plaintext=0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酒店查詢。
周伯展醫生 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等，
12 眼科專科
地址 九龍彌敦道 688 號旺角中心第一座 1506 室
電話 診所電話 2391 8433
網址： https://www.edr.hk/doctor/info/chow-pak-chin-b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醫務所查詢。

啟泰物理治療診所‧診金及治療費優惠
本會喜獲啟泰物理治療診所陳啟泰先生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治療費八折優
惠，診所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

筋骨創傷及骨科痛症，例如：背痛、腰痛、網球肘、坐骨
神經痛等。(診所設有超聲波掃描檢查儀器，及已增設衝
擊波治療)

治療收費︰

一般治療每節收費港幣 550 至 650 元
長者 (65 歲以上，持有長者卡) 每節收費港幣 400 至 500
元
本會會員治療費用按以上獲八折優惠 (診金另議)

地址︰

炮台山診所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89號 桂洪集團中心23樓
2304室
預約電話：8102-5711 / 2578-8159
太子診所 -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22樓2227室
預約電話：8102-5699 / 2578-8151

診症時間︰

炮台山診所 - 逢星期日休息
太子診所 - 逢星期三、日休息
敬請預約( 診症時帶備有效會員證)

診所網址︰

https://raysphys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