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下列各優惠福利，本會謹此致謝        Updated on 25/5/2023 

 

(A) 醫療 
A1 

 

向『Dr Cheung Kwok-kwong張國光耳鼻喉專科醫生醫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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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向『周伯展醫生眼科專科』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診金及手術費八折優惠等。 

 

地址 : 九龍彌敦道 688號旺角中心第一座 1506室。電話(852)2391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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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向『心臟科專科蘇煒垣醫生醫務所』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診金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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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向『Dr.Joseph KC Wong, D.C., F.I.C.P.A.汪家智註冊脊骨神經科醫生全健脊骨神

經醫務中心』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接受『脊骨神經科治療』費用一律半價優惠。 

 

全健脊骨神經醫務中心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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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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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fissa.org/


 

A5 

 

向『啟泰物理治療診所』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診金及治療費優惠，陳啟泰先生

答允給予會員診金及治療費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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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預約 

 

診所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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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8102-5711 / 2578-8159  逢星期日休息 

太子診所 - 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 22樓 2227室 

電話 8102-5699 / 2578-8151  逢星期三、日休息 

網址 :  https://raysphysio.com/zh/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診所查詢。 

 

 

A6 

 

『東華三院身體檢查服務優惠』接到東華三院醫務科主管來信，通知會繼續提供驗身

服務折扣優惠至 2024年 3月 31日，關於該院各醫療單位驗身服務的折扣優惠詳情，

請見來信附件。 

 

享有優惠的人士包括會員、其父母、配偶及子女 (以下醫療單位除外）: 

婦女健康普查部（北角） 

【前身為 東華東院婦女健康普查部】 

婦科檢查、X光檢查、超聲波掃描～享有優惠的人士只限協會會員本人 

 

注意：敬請預約時說明是 FISSA會員或會員家屬，並於檢查當日於登記處出示有效

FISSA會員證。 

 

關於給予本會會員於各醫療單位驗身服務的折扣優惠詳情，請見來信附件。提供優惠

的醫療單位包括：  

(1)      東華三院醫療中心（北角） 

(a)   體檢及診斷中心（北角） 

身體檢查計劃～享有優惠的人士包括會員、其父母、配偶及子女 

(b)   婦女健康普查部（北角） 

【前身為 東華東院婦女健康普查部】 

婦科檢查、X光檢查、超聲波掃描～享有優惠的人士只限協會會員本人 

(2)    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位於廣華醫院） 

       身體檢查計劃～享有優惠的人士包括會員、其父母、配偶及子女 

(3)    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位於北角） 



       內視鏡檢查：大腸鏡、胃鏡及幽門螺旋菌測試 

       ～享有優惠的人士包括會員、其父母、配偶及子女 

 

注意：敬請預約時說明是 FISSA會員，並於檢查當日於登記處出示有效 FISSA會員證。 

優惠期至 2024年 3月 31日 

**優惠計劃內的檢查項目及收費詳情請按此查閱。 

 

 

A7 

 

『三好堂中醫藥診所』診金、針灸及藥費八折優惠。本會喜獲註冊中醫師周榮富博士

答允，給予會員診金、針灸及藥費八折優惠，三好堂中醫藥診所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  

診所提供針灸，中藥及推拿治療： 

1) 痛症：頸痛，腰痛，膝痛，肩周炎，網球肘，腕管綜合症等 

2) 婦科：不孕，月經不調，痛經，更年期綜合症，帶下病等 

3) 內外科：中風後遺症，蛇串瘡(生蛇)，面癱，鼻敏感，濕疹，淋症（尿道炎）

等 

 

治療收費︰(現時正價)   

首次診金    $200 

 診金        $150 

 針灸治療    $430 

 每日藥費    $90 

 推拿        $300 (45分鐘) 

 

地址︰  

三好堂中醫藥診所       

九龍彌敦道 335號 高怡醫務中心 9樓 A室 

（港鐵佐敦站 A出口永安百貨側）          

預約電話：3486 7869 

診症時間︰  

星期一至六：9:30-13:30, 15:30-19:30 

逢星期四、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敬請預約( 診症時帶備有效會員證) 

 

電郵：info@3goodtong.com.hk  

診所網址︰http://www.3goodtong.com.hk 

 

A8 

 

本會喜獲註冊西醫 張傑醫生答允，給予會員及家眷診症診金半價優惠。張醫生是兒

科專科，專業資格包括內外全科、兒科、皮膚科等，詳細請參閱附件二：張醫生名片。

診所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 兒科、皮膚科、內外全科 

治療收費︰  



優惠不包括手術及藥物，診金收費分小童、成人兩種： 

 16歲以下 ~ 小童診金半價 

 16歲以上 ~ 成人診金半價 

 

地址︰  

康傑醫務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88號勵精中心 18樓 1806室          

預約電話：2523 8289 

預約電郵：healthkitmedical@gmail.com 

 

診症時間︰  

星期一至六：10:00--19:00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敬請預約( 診症時帶備有效會員證) 

 

 

A9 

 

本會喜獲註冊西醫眼科專科鄭柏文醫生答允，給予會員診症診金及手術費半價優惠。

有關鄭柏文醫生的名片，請按此參閱附件。 

 

鄭醫生的診所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 眼科專科 

治療收費︰優惠包括診金、手術費 

FISSA會員～半價優惠 

 

地址︰ 

鄭柏文醫生診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號萬邦行 1009室 

預約電話：2868 1186 

 

診症時間： 

星期一至五：10:00 -13:00  

            15:00 -18:00 

星期六：    10:00 -16:00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敬請預約( 診症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證) 

 

A10 

 

溫廣志註冊中醫師：2023年 5月 25日有關 FISSA優惠福利 (診所搬遷) 

 

提供診金及藥費全單八折給本會會員的『溫廣志註冊中醫師』(FISSA網上優惠福利

欄第 A10項) 通知，他駐診的上善中醫診所將於本年 5月 25日搬遷，新地址如下：

沙田石門安耀街 5號 W LUXE 22樓 S17室 (搬遷通告請看附件) 

上善中醫診所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請注意，溫醫師只在星期二、四、六應診)： 

 

治療項目︰針灸、內科、婦科、兒科、男科 



地址︰上善中醫診所 (2023年 5月 25日開始搬到以下地址) 

沙田石門安耀街 5號  W LUXE 22樓 S17室 

電話：3705 9967    WhatsApp: 51063324 

 

診症時間︰( 公眾假期休息 )(請注意，溫醫師只在星期二、四、六應診) 

星期一至五：10:00am -2:00pm, 3:00pm - 7:00pm 

星期六、日：10:00am -1:00pm, 2:00pm - 5:00pm 

敬請預約：3705 9967 ( 診症時請帶備有效會員證 ) 

 

診所網址︰ 

www.vitalcharm.com.hk診所網址︰ www.vitalcharm.com.hk 

 

A11 

 

本會喜獲聖保祿醫院答允，由 2023年 4月 1日起 給予本會會員「健康檢查服務」九

折優惠，詳情如下： 

 

*健康檢查* 

(甲) 男士適用檢查計劃 (附件一) 

1. 綜合 A計劃 

2. 綜合 B計劃 

3. 男士保健 A計劃 

連結： 

https://www.stpaul.org.hk/internet/assets/download/centre_services/214/e7

cf8-HealthCentre-Package-MALE-.pdf#zoom=100 

(乙) 女士適用檢查計劃 (附件二) 

1. 綜合 A計劃 

2. 綜合 B計劃 

3. 女士保健 A計劃 

4. 女士保健 B計劃 

連結： 

https://www.stpaul.org.hk/internet/assets/download/centre_services/213/8f

503-HealthCentre-Package-FEMALE-.pdf#zoom=100 

 

*會員優惠* 

按相關檢查計劃訂明的「優惠價 Special Price」提供九折優惠。 

 

*「體檢中心」地址*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2號聖保祿醫院 B座四樓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半 

星期日及公衆假期 ~ 休息 

 

*電話* 



檢查敬請致電 2830 3783 預約。(預約時請說明會使用會員優惠，檢查當日請帶備有

效的會員證) 

*醫院網址*www.stpaul.org.hk 

 

A12 

 

本會喜獲「香港中醫循證診療及康復中心」註冊中醫師徐大基教授答允，給予本會會

員及家屬享有診金六折優惠。 

 

徐教授駐診的香港中醫循證診療及康復中心地址及診症時間如下： 

 

治療項目︰中醫全科、中醫針灸 

 

地址︰ 

香港中醫循證診療及康復中心—徐大基中醫診所 

九龍太子道西 141號長榮大廈九樓 H室（港鐵荃灣綫太子站 C1出口/右轉過馬路） 

電話：3543 5063 

電郵：dartcm@gmail.com 

 

診症時間︰ 

週日及香港紅假   休息 

週一             隔週開診 

週二至週六       全日應診 : 9:00-13:00, 15:00-18:30  

敬請預約：電話預約：3543 5063 

Whatsapp預約：9201 9662 

 ( 診症時請帶備有效會員證 ) 

 

診所網址︰https://www.hkebcm.com/ 

 

醫師名片︰附件有中醫師徐大基教授名片供參考 

 

 

  

(B) 購物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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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公司查詢。 

 

B2 

 

向『樂韻琴行 Happy Sound Music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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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登記費用優惠。  

 

下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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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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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公司查詢。 

 

B4 

 

向『啟視配鏡中心』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即獲七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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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址： 

佐敦吳松街 122號利際商業大廈 13樓。敬請致電預約(852) 2388 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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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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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向『捷榮行有限公司』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以特別折扣購買「健康舒適鞋」，

提供只限會員，詳情有關貨品及優惠詳情請參閱附件。購買兩對有額外九折。 

 

捷榮行有限公司位於新界荃灣國瑞路 88號新豐中心 A座 6樓 11室。 

捷榮行查詢請致電(852) 2761 0587 / (852)9017 8866 (WhatsApp)。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診所查詢。 

 

B6 

 

向『足科矯形有限公司』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購買貨品及步態測試優惠。 

只限會員，詳情有關貨品及優惠詳情請參閱附件。 

(如要足部測試及索取專業意見，請先致電預約) 

 

黃大仙、柴灣、將軍澳及屯門店有駐場美國註冊足科矯形師或義肢矯形師， 



為客人提供可靠精準的足部檢查及處方矯形鞋墊。 

http://www.ezped.com/  

 

* 

公司最近引入一款經瑞士科硏及西班牙製造的革命性滅活病毒口罩，可於 5分鐘內滅

活 97%以上的病毒，15分鐘內滅活 99%以上的病毒，特別適合進出醫院、公眾場所及

外出公幹或旅遊人士使用。 

產品每盒港幣 150元，一盒 30個 (15包 x2片裝)，會員購買 10盒有 95折，20盒有

9折，50盒有 85折。購買 50盒或以上可獲免費送貨服務。 

 

查詢及訂購請聯絡 足科矯形有限公司 黃大仙 Happy Walking店~Ms Jenny 

電話～3974 5852 

公司網頁～www.ezped.com 

www.happywalking.com.hk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診所查詢。 

 

B7 

 

向『新寶寧鐘錶珠寶公司』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可獲購買貨品及零件換配優惠。  

 

**各名牌手錶歡迎問價 及以優惠價零件換配** 

**店舖 地址 :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63號 地下 

       電話： 2722 0083 / 2573 7573 

Whatsapp/WeChat : +852 5118 8489 

 

  

(C) 飲食 
C1 

 

向『饗噹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到集團以下各分店消費，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均有 9 折優惠。 

 

條款與細則： 

. 優惠只適用於堂食，最少兩位人客起。 

. 不適用於外賣自取、盆菜或購買節日食品，例如：年糕。 

. 優惠適用於星期一至五，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例如：現金券。 

. 付款結賬時需出示有效的會員證。 

. 如有任何爭議，饗噹噹飲食集團保留有關優惠使用之最終決定權。 

 

各分店地址、電話： 

彩逸漁港/柴灣興華邨 1期興華商場 1樓 104 號舖 電話：26566888 

金海漁港酒家/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 103號舖 電話：24673222 

彩逸皇宮/天水圍置富嘉湖 2期地下 G36A及 2樓 219 號舖 電話：22543322 

鼎豐火鍋/天水圍置富嘉湖 2期地下 G36A及 2樓 219 號舖 電話：22543322 

青山灣漁港/屯門三聖街 6號三聖邨三聖商場 2樓 2B 號舖 電話：29971338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均有 9折優惠。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C2 

 

提供餐飲消費折扣給本會會員的「皇庭匯集團」通知，集團在荃灣荃薈商場新開多一

間分店，取名「 逸豪軒」，我會會員在新店消費可享該集團提供给我會會員的所有

同樣優惠。 

 

優惠詳情如下：凡持有效 FISSA會員證到「皇庭匯集團」屬下七間分店消費，均可享

有： 

1. 全單 85折優惠結賬； 

2. 自來紅酒免開瓶費；及 

3. 豁免切餅費等。  

 

*條款與細則*  

• 店舖提供的食物和飲料~如是堂食，收取 10％服務費，如是外賣，則沒有加一收

費； 

• 全單是指在該次交易中，店舖提供的食物和飲料合共收費，但不包含 10％服務費； 

• 85折優惠不設最低消費額（即使會員買一個數十元的外賣也能享受 85折優惠）；

及 

• 若消費時遇上店舖就某些食物做低於 85折特價時，會員不會享有雙重優惠（假設

該套餐做半價優惠，該筆消費金額則不獲會員 85折優惠），但同場其它消費仍可享

受 85折優惠。 

• 付款結賬時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 如有任何爭議，皇庭匯集團保留有關優惠使用之最終決定權。 

 

*各分店地址、電話*  

• 皇庭匯 旺角店 ~旺角海富苑海富商場 1樓 106號舖 T：2690 9118 

• 皇庭匯 觀塘店 ~觀塘翠屏商場 1樓 1號舖 T：2389 0438 

• 皇庭匯 沙田店 ~沙田廣源邨商場 5座 4號舖地下及一樓 T：2635 1088 

• 逸雅軒 ~荃灣青山公路 625號麗城薈三期地下 31-32號舖 T：2314 0388 

• 逸豪軒 ~荃灣德士古道 36-60號荃薈商場 2樓 S215-S215a舖 T：2662 3348 

• 逸月軒 ~荃灣荃新天地 2期一樓 130-133,135號舖 T：2690 3168 

• 聚鍋 ~荃灣荃新天地 2期一樓 126-128號舖 T：2690 3282 

 

大家可在以下連結閱覽皇庭匯集團旗下店舖資料及相關地圖: 

http://www.yatcuisine.com/address.html 

 

優惠期至另行通告止。 

 

 

C3 

 

九龍旺角「帝京酒店」再通知，繼本年 4月 6日通知大家旺角「帝京酒店」提供的餐

飲推廣優惠，酒店現再通知，為配合業務重組，旗下香田日式料理餐廳 (KOUDA 

Japanese Restaurant) 將於 2023年 5月 1日起暫停營業，相關的餐廳優惠將同步暫



停，附件為移除相關優惠後的宣傳單張最新版本供參考，其他餐飲優惠維持不變。 

 

優惠期 – 由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會員主要優惠包括以下項目： 

1.  花月庭餐飲禮遇 (不適用於 2023年 5月 12至 14日 及 6月 16至 18日)  

自助餐優惠重點 (i) 新增設週末及假日自助午餐優惠; (ii) 特設自助餐 

長者優惠 (60歲或以上)，特別為各退休人士而設。 

 

各時段的收費請見附件宣傳單張第一項 (訂座熱線 2622 6154或發 WhatsApp  

短信至 9227 3897查詢及預訂座位) 

 

2.  帝京軒餐飲禮遇 (不適用於 2023年 5月 5至 7日、12至 14日、6月 9至 11日 

及 16至 18日)  

 

午市及晚市主餐牌 8折優惠(訂座熱線 2622 6161或發 WhatsApp 短信至 6117 

5913查詢及預訂座位) 

 

3.  獅房菜餐飲禮遇 (不適用於 2023年 5月 5至 7日、12至 14日、6月 9至 11日

及 16至 18日)   

 

指定午市（只限週一至週五，公眾假期除外）及晚市套餐 75折優惠 

(訂座熱線 2622 6088或發 WhatsApp 短信至 6113 8691查詢及預訂座位) 

 

4.  貴賓廳房預訂禮遇 ~ 凡預訂貴賓廳房（上限 36人）可享特惠最低消費，席間指

定啤酒、汽水及橙汁半價（任飲套餐除外）及自攜酒類飲品免開瓶費（每席上限

兩支，最多三席）。請聯絡個別餐廳了解詳情。 

 

優惠詳情及條款細則，請瀏覽附件最新宣傳單張。 

 

帝京酒店地址在九龍太子道西 193號，連接港鐵旺角東站，詳情請瀏覽: 

https://www.royalplaza.com.hk/hk/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 

 

  

 

(D) 法律顧問 
D1 

 

『法律諮詢服務』 本會名譽顧問鍾沛林律師 GBS, OBE, JP為本會會員提供免費法律

諮詢服務，會員可致電(852)8202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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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44-252號 東協商業大廈 14樓。 

   



優惠期至  <截止日期另行通告>  或請致電辦事處查詢。 

 

  

(E) 個人 
E1 

 

向『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填妥 ~附件~ 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鐘會員優惠計劃」

登記表。 

 

聯絡 Mr Alex Lo羅先生 5110 9568 / 2952 7391跟進。 

電郵: alex.lo@schsa.org.hk 

 

請將表格連同機構發出之有效證件副本傳真至 2372 0017或郵寄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60號愛民廣場二樓 S2市務部收。出示本協會有效會員證。請注意，會員亦可以替家

人及朋友登記，一律享有會員優惠。 

 

如對優惠計劃有任何問題，也請聯絡 Alex羅先生. 。 

登記表：按此打開登記表 

網址：https://www.schsa.org.hk/tc/home/index.html 

 

優惠期至：《2023年 3月 31日》或請致電熱線查詢。 

 

E2 

 

本會喜獲 『龍騰舞蹈藝術中心』 黎朗妍總監答允給 FISSA會員及家屬學費優惠，詳

情如下： 

 

凡參加由黎朗妍導師仼教的私人課程或自組成班的課程，即於龍騰舞蹈藝術中心內的

-北京舞蹈學院等級考試課程，均可獲得 95折優惠。 

學費：按上課人數多少來計算。 

以上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例如中心發售的折扣現金券，是給參加中心兩個

或以上課程的學員才能使用，對於 FISSA會員及家屬就不能同時使用 95折和現金券

優惠。 

 

(附件二)龍騰舞蹈藝術中心資料 

(附件三)龍騰舞蹈藝術中心收費表 

 

中心資料請到以下網址查看：https://www.facebook.com/dragondnascentre 

中心收費表見附件（）內的收費是黎朗妍導師的收費。查詢有關中心課程詳情及報名，

請 WhatsApp~97119254黎導師。 

 

  

 對各優惠福利    FISSA 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