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全港各區
全港各區
全港各區
全港各區

商戶/機構名稱

大家樂
Café de Coral Fast Food Limited
海皇粥店
歐化寶
Ulfenbo
ecliving 簡簡單單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601 7533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www.cafedecoralfastfood.com
2735 7683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http://www.oceanempire.com.hk/
2591 2040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https://www.ulfenbo.com.hk/
2690 7159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www.ecliving.com.hk

全港各區

屈臣氏
Watsons

2608 8383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https://www.watsons.com.hk/

全港各區
全港各區

雅蘭專門店 /
Sleepmaker/Therapedic
Airland
大眾書局

2206 3388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www.airland.com
2942 9333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https://www.popular.com.hk/

全港各區

優品360

全港各區

2755-7777 全港各區
分店地址請參閱:
http://www.bestmart360.com
匡信中醫專科診所/盈柏中醫/尚 3426 9975 全港各區
然堂
詳情請電3426 9975查詢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凡惠顧$3 折扣優惠。
$3 Discount upon any purchase.
長者日17.11.2019
憑長者咭消費滿$30,可享減4優惠。
(每次惠顧只可享用優惠一次)
長者日17.11.2019
全線享95折優惠,指定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於17/11長者日當日，凡持有長者咭，即可以優惠價$150購買原價$269之普樂氏1.44公升西施
蒸煮電飯煲連蒸籠一個(型號: PRC010015)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如有任何爭議，ECLIVING LIMITED保留最終決定權。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以單一發票及折實價計算），折扣上限為$50。此優惠不包括超級火熱價產品，
H365產品、靈芝蟲草產品、卡士蘭產品、YM 產品、白蘭氏產品、啟泰專櫃、燕之家專櫃、
同仁堂安宮牛黃丸、KELO-COTE去疤啫喱、藥房處方產品、中醫服務及營養師服務、
ILLUMA初生嬰兒配方即飲裝、酸立通、所有初生／嬰兒奶粉、成人營養奶粉產品及指定產
品。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以下店舖,太古廣場、長江中心、海運大廈、柯士甸站、落馬洲及落馬洲
站、上水站、沙頭角村、機場客運大樓及離境大堂、Park Circle、Mayfair Lane、 Two Harbour
Square。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9 折優惠。
由2019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17日，
憑長者咭於大眾書局購買 -正價圖書、文具及精品可享9折； -正價影音產品、牛津/朗文/培生
出版物、金庸小說、旅遊及漫畫書籍，可享95折優惠條款及細則： 1.此優惠有效期為11-112019至 17-11-2019。 2.付款前必須出示長者咭方可使用此優惠。 3.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小學
補充、中學參考、特價品及推廣貨品。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 (包括
大眾會員折扣) 。 5.如有任何爭議，大眾書局保留最終決定權。
長者日17.11.2019
優惠詳情請參閱店內海報網頁或致電2755 7777查詢。
長者日17.11.2019
各醫療單位的診症時間及其他詳情，請向有關醫療單位查詢。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松記糖水店

全港各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駿發傢俬燈飾
恭和堂（九龍城）
銀龍茶餐廳(九龍城)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銅鑼灣 3480 7222
深水埗 2720 7123
油蔴地 2736 7892
荃灣 2323 1929
大埔 2680 4040
元朗 2944 1823
將軍澳 2350 2099
屯門 2886 8998
紅磡 2333 0694
得寶花園 2613 8991
3689 1879 九龍城愛民廣場地下G9b - G10a號鋪
2716 5063 九龍城獅子石道79號地下
2755 2308 九龍城褔佬村道18號成龍居地下2B號舖

優惠內容

九折(只限堂食。)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LACOSTE
31204006 九龍塘達之路 80 號又一城 2 樓 251 號舖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潮流天地(黃埔)
2696 3628 九龍黃埔花園時尚坊第二期G28A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香港仔南記粉麵(黃埔花園) 2356 8796 九龍紅磡必嘉街121號黃埔花園第一期商場地下7號舖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85℃ (晴朗)
2782 3703 九龍九龍城晴朗商場地下B017及B018舖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進和蔬菜
2117 1251 香港九龍何文田何文田邨何文田廣場地下街市S39號檔位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眼鏡21專業視光中心
2713 2238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商場地下G10B店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來店登記或來電登記,可獲單用眼鏡一副。
A-1 Bakery Co., (HK) Ltd (九龍 2718 3808 九龍九龍城賈炳達道128號九龍城廣場G09號舖
凡購買麵包滿$10可減$1。
城)
大元髮舍
2756 8660 大埔大元商場B座二樓201E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單剪$40。
順發香莊
2663 2059 大埔大元商場地下泰德樓112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
高潔乾洗
2651 4600 新界大埔廣福商場P203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磅洗85折(10磅起)(只限先付款)
焗被,洗被95折(只限先付款)。
百衣百順自助洗衣坊有限公司 27856128 大埔富善邨富善商場1樓F118-F119鋪
長者日17.11.2019
磅洗半價優惠。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牙科醫生洗棟榮醫務所
一杯茶(A Cup of Tea)
華星冰室 (大埔)
銀龍茶餐廳(大埔)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大埔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638 7531
2667 1009
2676 7788
2562 0001

大埔大元商場二樓泰德樓213號舖
大埔大元街市地下436 號舖
大埔太和路15號太和中心地下31號舖
新界大埔太和路12號太和邨愛和樓2座地下107-109號舖

牛気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大埔)
eg mix & match
潮流天地(大埔新達)
大埔尚品
牙科醫生洗棟榮醫務所
進和蔬菜
廣福文具精品店
昌明光學(1973)有限公司
小飛象玩具屋
新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
周記點心
上海弄堂菜肉餛飩(中環)
陳意齌(中環店)
龍鳳冰室(上環)
華星冰室 (上環)
銀杏館-耆素
LN COFFEE
JOMO Coffee & Cakes
LN COFFEE

2838 0036
2350 0601
2653 1757
2696 3800
3974 5011
2638 7531
2117 1251
2658 0525
2656 5719
2666 5517
2543 2168
2559 2389
2850 7788
2543 8922
2618 2311
2804 6666
25451200
2858 3898
2762 0258
2858 3898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新達廣場1樓52B號舖
新界大埔富善商場地下G19號舖
大埔太和廣場L2樓214B號舖
新界大埔新達廣場1樓16號舖
新界大埔安邦路8-10號大埔超級城一樓001號舖
大埔大元商場二樓泰德樓213號舖
新界大埔太和廣場L1樓太和街市31號
新界大埔廣福邨商場P305舖
新界大埔廣福道104號地下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德樓103號地下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12-13號萬安商業大廈16樓A室
西環西營盤水街H1號舖東利大厦地下B2號舖
香港中環歌賦街35-37號地下
中環皇后大道中176號地下B舖
上環蘇杭街100號地舖
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3樓澳門廣場3018號舖
上環干諾道西3號億利商業大廈地下A及B舖
香港西營盤第二街 118號 地舖
香港西營盤水街4號地下D號舖
香港西營盤第二街 118號 地舖

銀龍茶餐廳(中環)

2527 2223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15-16號裕成商業大廈地下1-3號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脫牙半價，鑲牙7折優惠。
9折優惠。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各醫療單位的診症時間及其他詳情，請向有關醫療單位查詢。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滿$10九折。特價貨品除外。
七折至九折。特價貨品除外。
九折(特價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台灣簽証每位減$100。
持長者咭外賣指定飯蒸飯一律$15,每人限買2盒,星期二至日全日適用。
長者日17.11.2019 小籠包$10。
長者日17.11.2019 購物滿50元可獲九折優惠。
全單9折優惠。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送有機元氣茶(熱)一杯。
長者日17.11.2019
8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及送有機元氣茶(熱)一杯，
訂購優惠不適用於包裝食品，樽裝飲品及訂購素糕。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品越
品越
浦和
得利龍 Delicron
先施(中環）
Sincere
恒源燕窩參茸藥行
太和佛具神樓中心
利豐祥呢絨公司
視力健專業眼鏡中心
文石珠寶金行
香港仔南記粉麵(堅尼地域)

2815 8863
2789 9238
2850 8226
2889 8302
2544 2688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38號金禾大廈一樓
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地下C2號舖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44-252號東協大廈地下及地庫
上環德輔道211號永安中心
中環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樁大廈 (上環站E3出口)

2546 6951
/2547 0981
2857 9977
2815 3775
2580 7678
2546 0688
3461 9043

香港皇后大道西522號再發大廈地下1號舖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29號地下
香港上環西港城商場116室
香港仔南寧街5號香港仔中心五期地下D 舖
香港德輔道西406C地舖
香港西環堅尼地域卑路乍街116-122聯康大廈1樓C鋪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恒源燕窩參茸藥行
太和佛具神樓中心
利豐祥呢絨公司
視力健專業眼鏡中心
文石珠寶金行
泰國燕窩莊有限公司

2546 6951
/2547 0981
2857 9977
2815 3775
2580 7678
2546 0688
2850 7351

香港皇后大道西522號再發大廈地下1號舖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29號地下
香港上環西港城商場116室
香港仔南寧街5號香港仔中心五期地下D 舖
香港德輔道西406C地舖
香港上環永樂街12號B舖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美景窗簾公司
友利海味
華昌藥材行

2546 9375 香港西環薄扶林道26號地下
2803 7268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68號地下
2549 7019 香港西營盤東邊街10號地下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指定部門自營貨品額外95折。
燕窩參茸、中醫中藥、環球西藥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佛具用品八五折。
長者日17.11.2019
七折。
長者日17.11.2019
鏡架半價。鏡片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惠顧長者加送磁石手鍊1條。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燕窩參茸、中醫中藥、環球西藥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佛具用品八五折。
長者日17.11.2019
七折。
長者日17.11.2019
鏡架半價。鏡片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惠顧長者加送磁石手鍊1條。
長者日17.11.2019
陳老二產品: 活絡丸 咳丸。
燕窩7折。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及特布料全部七折。
乾鮑魚、日本遼參、魚趐九折。參茸、燕窩、藥材八折。特價品除外。
藥材滿$500九折, 冬蟲草除外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中西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嘉峰貿易公司
寶泰行
裕德祥有限公司
卓峰皮具護理專門店
華星冰室(元朗)
普蓮素食
銀龍茶餐廳(元朗)

元朗區

茶魚飯后(天水圍)
Cha Yu Restaurant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元朗)
eg mix & match
潮流天地(天水圍)
天澤尚品
頌富尚品
天耀尚品
天瑞尚品
嘉湖尚品
恒寶窗簾牆紙中心
85℃ (元朗)
恒寶窗簾牆紙中心
進和蔬菜
昊陽蔬菜
錦業中西葯行
莉滿葯房(安寧路)
嘩鬼拉麵
榮華蔘茸中西藥房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元朗區
屯門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542 3233
2549 5038
2544 5879
2530 0978
2569 8899
2715 0833
2679 3918

2702 9366
2789 1006
2554 4400
2696 2238
2488 7299
2787 0021
2787 0282
2488 0800
2126 7543
2479 5071
2494 8393
2479 5071
2117 1251
2117 1251
2443 0173
2477 3390
2473 4724
2278 0071

香港中環摩羅上街3號裕利大廈地下9號舖
香港皇后大道西148號地下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34號地下
香港中環昭隆街9號歐銀中心14樓B室
元朗阜財街36-38號光華中心地下A號舖
新界元朗安寧路38號世宙2座地下13A及15號舖
新界元朗朗善邨朗善商場地下3號舖

優惠內容

滿$500九五折。滿$1000以上八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大減價期間除外。
滿$100香燭九折
象牙筷子九折
所有服務及購物可獲九折。請以電話查詢。生日月份惠顧所有服務及購物可獲一次性八折優
惠。 (如有任何爭議，卓峰保留最終決定權。)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新界天水圍天瑞(一及二)邨天瑞商場地下G2D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新界元朗朗屏邨商場M層M002B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元朗朗屏商場L105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靖街3號天盛商場1樓L127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71,73,75及77號天澤商場2樓206D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2樓 長者日17.11.2019
N205A號舖
買滿$100減$5。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天耀廣場地下１層LG08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9號天瑞商場地下G1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置富嘉湖一期2樓238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新界元朗建德街26號益利大廈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窗簾布八五折。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49-63號金豪大廈地下B號舖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新界元朗建德街26號益利大廈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窗簾布八五折。
元朗朗屏邨朗屏商場平台朗屏街市3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地下街市M108,M112,M116 長者日17.11.2019
號檔位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新界元朗大棠道32-34號捷榮樓F地下
指定品牌活絡油，鎮痛貼，健康食品可供九折。
新界元朗安寧路110-136A好景樓地下14鋪
長者配藥九折。不包括原廠藥物及日常用品。公司負責人保留最後決定權。
新界元朗大陂頭徑福星樓地下G鋪
九折(特價食品除外)
屯門蝴蝶邨廣場地下R118號
長者日17.11.2019 購物滿一佰元及出示長者咭即送贈品乙份。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屯門區

新眼鏡

2254 4818 天水圍天恩商場F03舖

屯門區

新眼鏡

2791 6238 天水圍天一商場112號舖

屯門區

眼鏡坊

2331 8396 天水圍天瑞商場L110B號舖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北區
北區

榮華蔘茸中西藥房
清山塾
稻成小館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屯門)
榮華百購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潮流天地(華都)
潮流天地(海趣坊)
VCity尚品
務本堂中醫診所
1024優質蔬菜
華昌文具
和記士多
雲泉素食中心
銀龍粉麵茶餐廳(天恩)

2157 9866
2461 6288
2528 2618
2388 1955
3102 3582
2353 5365
2809 2966
2145 0060
2617 9498
2696 0068
2696 2833
2307 1158
9606 4108
2117 1251
2451 8793
2451 8793
26743933
2254 4999

北區

銀龍粉麵茶餐廳(粉嶺)

2278 1733 新界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地下5號舖

天水圍天頌苑頌富廣場二期地下07號舖
屯門屯富路清涼法苑內
新界屯門屯門市廣場1期2樓2162-2172號舖
屯門卿事會路2號HANDS H區2樓H214舖
新界天水圍天澤商場一樓123A號舖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G11B號舖
天水圍天耀廣場LG 25＆26號舖
天水圍頌富商場N129號舖
屯門良景商場L3層L315號舖
新界屯門華都花園商場3樓2E舖
新界屯門湖翠路168-236號海趣坊45號舖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83號V CITY MTR樓層M59號舖
屯門建生商場地下108號舖
屯門蝴翠路1號蝴蝶廣場L1街市M337，M430&M431
新界屯門大興邨商場1樓1號舖
屯門大興邨大興場1樓7號舖
新界粉嶺打鼓嶺平輋路雲泉仙館
新界天水圍天恩邨天恩商場第3期1樓106號舖

優惠內容
全店正價8折,隱形眼鏡相關產品除外。
全店正價8折,隱形眼鏡相關產品除外。
全店正價8折,隱形眼鏡相關產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購物及出示長者咭即送贈品乙份。
長者日17.11.2019
店內消費及指定活動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凡購物及出示長者咭即送贈品乙件。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各醫療單位的診症時間及其他詳情，請向有關醫療單位查詢。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滿$20九折。大減價期間除外。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購物滿$10或以上全單9折。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北區

銀龍茶餐廳(天盛)

2254 2188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地下L001號舖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粉嶺)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祥華)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調景嶺專門店)
新輝藥房

2782 2113
2782 2278
2679 3555
2786 4388
3549 8288
2675 9888

北區
北區

優質燕窩莊(上水店)
新輝藥房

2668 8598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8樓816-817室
2675 9888 新界粉嶺聯和墟帝庭商場1/F 8-9號舖

北區
北區
北區
西貢區
西貢區

優質燕窩莊(上水店)
奇福珠寶金行
永鴻電業有限公司
恭和堂（將軍澳）
茶魚飯后(將軍澳)

2668 8598
2677 5128
2671 5761
2164 8811
2360 2301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8樓816-817室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豐街43號地下
新界上水新康街19號地下
將軍澳貿易路8號新都城中心3期1樓125舖
新界將軍澳彩明街1號彩明苑彩明商場3樓307A號舖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Say Cheese
牛気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尚德)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調景嶺)
眼鏡廊（將軍澳）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 Delicron
潮流天地(Popcorn)

2343 0868
2330 0050
2562 0881
2868 1893
2435 0333
2554 3988
3194 6322
2889 8302
2696 9948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1樓173號舖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1樓140-141號舖
新界將軍澳尚德廣場地下3號舖
調景嶺都薈駅商場L2-025號鋪
將軍澳坑口南豐廣場地下A47號舖
將軍澳厚德商場E163號舖
新都城3期2樓228-229號舖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商場第二期一樓
新界將軍澳唐賢街9號Popcorn商場1樓F03號舖

新界粉嶺華明邨華明商場地下G07號舖
新界粉嶺祥華邨商場3樓L314號舖
上水彩園商場3樓R41&45號舖
粉嶺碧湖花園UG 33A&B號舖
新界景嶺路8號都會駅商場L2-028B號鋪
新界粉嶺聯和墟帝庭商場1/F 8-9號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1.指定保健食品八折。
2.任何出示長者咭消費即送精美禮物乙件。
長者日17.11.2019
特選黃絲正價$580兩,特價$199兩。
長者日17.11.2019
1.指定保健食品八折。
2.任何出示長者咭消費即送精美禮物乙件。
長者日17.11.2019
特選黃絲正價$580兩,特價$199兩。
黃金首飾免人工。
小電器減$10，大電器減$100。特價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凡購買眼鏡架連鏡滿$188,即送多用途太陽眼鏡一副。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潮流天地(連理街)
潮流天地(新都城)
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將軍
澳)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西貢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新都城中心)
Spaghetti 360°(將軍澳廣場)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VEG MARKET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1024蔬菜
進和蔬菜
俊傑眼鏡(馬鞍山)
聯豐中西藥業
牙科鄭榮枝
富記
FU KEE
富駕師廚
FU GA DINNING HALL
銀龍茶餐廳(沙田)

2426 2209
2441 5428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630 9955
9223 6803
2681 0153
2696 349
6517 9911
2656 2700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Parkview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大圍)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沙田)

2772 7282 沙田新城市廣場第1期1層117號舖
2362 0500 新界大圍美林商場地下91號舖
2612 2392 新界沙田瀝源邨福海樓3樓S11號舖

Spaghetti 360°(

2696 0096 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連理街商場124號舖
3194 4848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1112舖
2365 9528 將軍澳貿易路8號新都城中心2期2樓2032-34鋪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二樓2001號鋪
新界將軍澳廣場一樓1-003號鋪
將軍澳彩明苑街市49號, 67號
香港新界西貢將軍澳常寧道厚德邨TKO街市地下203號檔
位
香港新界西貢將軍澳常寧道厚德邨TKO街市地下312號檔
位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1號將軍澳廣場街市15,25號舖位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街市(裝修中)
香港新界西貢將軍澳常寧道厚德邨TKO街市地下112號檔
位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林北路18號寶林邨寶林商場地下寶林市
場T-PL35-36號舖(裝修中)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誠街28號富輝花園商場一樓14號舖
沙田大圍美林商場地下26-28號鋪
沙田大圍美林商場1樓46號鋪
大圍隆亨村熟食亭5-12號舖
沙田小瀝源沙田圍路138號沙田安全駕駛中心
新界沙田碩門邨碩門商場地下G02號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只限堂食。請於
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
使用。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
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長者免費添飲即磨炭燒咖啡/茶。
長者免費添飲即磨炭燒咖啡/茶。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眼鏡架、太陽眼鏡、眼鏡片四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指定保健品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各項目有折扣優惠 (8折或85折)。
長者日2019.11.17
每位長者半價優惠 (早上7:30至下午4:30止)。
長者日17.11.2019 每位長者半價優惠(早上7:30至下午4:30)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沙田圍)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太和)
眼鏡廊（沙田）
眼鏡廊（禾輋）
寶盛珠寶金行
尚品
金莎時裝
金莎時裝
廣成發五金家品
全能電器
UNDERCOVER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禾輋專門店)
潮流天地(馬鞍山)
潮流天地(連城廣場)
潮流天地(沙田)
瀝源尚品
第一城尚品
睿齒牙科中心
Visual Plus Limited

2677 7753
2868 1012
2637 0438
2382 3998
2328 0220
2501 0060
2681 0685
9752 1182
2637 1164
3904 2312
2965 8777
2633 0121
2566 6458
2692 8488
2696 0028
2696 9983
2696 9988
2501 0060
3690 2891
2762 8933
2254 6878

沙角街市 53號舖
太和廣場2樓222A舖
沙田沙角邨商場236-237號舖
沙田禾輋廣場235號舖
沙田禾輋廣場地下R5號舖
沙田瀝源邨褔海樓2樓S14號舖
沙田大圍新翠商場1樓L13C號舖
顯徑商場2樓218號舖
沙田廣源商場2座21號舖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133號舖
港島東小西灣廣場1樓114號舖
馬鞍山廣場2樓237號舖
沙田置富第一城地下G4-G5號舖
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259號鋪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3樓3026-27號舖
新界沙田沙田車站圍1號連城廣場6樓617-618號舖
新界沙田廣場三樓8A&B舖
新界沙田瀝源街6號瀝源村福海樓3樓S14舖
新界沙田置富第一城地下G13-G14號舖
沙田大圍新翠商場2樓L230號舖
馬鞍山馬鞍山中心地下A16舖

沙田區
沙田區

福輝(國際)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2836 0123 新界沙田沙田廣場三樓30D-E號舖
Visual Plus Limited
2254 6878 馬鞍山馬鞍山中心地下A16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購買眼鏡架連鏡滿$188,即送多用途太陽眼鏡一副。
購買眼鏡架連鏡滿$188,即送多用途太陽眼鏡一副。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金價減$500計算, 免收手工。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7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7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家庭用品８折。
長者日17.11.2019
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凡購買$79以上正價貨品，可享有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各醫療單位的診症時間及其他詳情，請向有關醫療單位查詢。
基本折扣後額外再多8折優惠。
架連鏡套餐低至$480
,架連漸進鏡套餐低至$980
長者日17.11.2019
純手飾半價,9999金龍鳳手鐲免人工。
基本折扣後額外再多8折優惠。
架連鏡套餐低至$480
,架連漸進鏡套餐低至$980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旺角區
旺角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商戶/機構名稱

福輝(國際)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1024蔬菜
進和蔬菜
芯蕎環球蔬菜
進和蔬菜
芯蕎環球蔬菜
1024蔬菜
盛記麵家
A-1 Bakery Co., (HK) Ltd (火炭)
華星冰室(旺角）
先施(旺角）
Sincere
北角健豐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寶利洗衣公司
Hair Bar
龍門冰室
上海弄堂菜肉餛飩(跑馬地店)
金膳健康素食
素食分子
龍鳳冰室(天后)
龍鳳冰室(鰂魚涌)
龍鳳冰室(大坑)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836 0123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692 6611
2617 2268
2520 6666
2170 3088

2516 9606
2535 6166
6531 1777
2413 4318
2891 6629
25696333
28566238
2618 3003
2618 9198
2618 1800

新界沙田沙田廣場三樓30D-E號舖
新界沙田車公廟路69號顯徑邨商場顯徑商場A翼地下街市
M43號檔位(裝修中)
沙田正街20號沙田街市S27號舖
馬鞍山頌安邨街市C17,18A號
馬鞍山新港城街市S3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街市M-HO 74,75號舖
新界沙田廣源邨停車場大樓1座5樓廣源街市 S-KY 47號舖
香港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地下街市M01+M02號檔位
新界沙田碩門邨商場地下街市24號舖
新界沙田車公廟路69號顯徑邨顯徑商場A翼地下街市M26
號檔位(裝修中)
沙田隆亨隆亨街市LH53&54號舖
新界沙田瀝源邨熟食中心
新界火炭樂景街28號御龍山商場105號舖
旺角西洋菜南街107號地下
旺角瓊華中心UG-3/F及地庫 (旺角站E2出口，山東街恆生
銀行對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商場L16號舖
港島西灣河興東邨興東商場地下7號舖
香港柴灣翠灣邨商舖7號
北角炮台山電氣道254-280號華凱大廈地下I舖
香港跑馬地綿發街10號地下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250號御景軒地下F,G舖
香港北角堡壘街2號地下
天后電氣道108號地下
鰂魚涌英皇道1025-1037號惠安苑7號地舖
大坑浣紗街6A號地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純手飾半價,9999金龍鳳手鐲免人工。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100碗免費麵食：每月農曆十六早上七時正開始派籌，於麵家門口派發免費麵劵200張，當日
使用。(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凡購買麵包滿$10可減$1。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指定部門自營貨品額外95折。
長者日17.11.2019 保健產品8折。
長者日17.11.2019
乾衣, 濕洗一律8折。
長者單剪$50
持長者咭享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小籠包$10。
長者日17.11.2019
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全日75折。
全單9折優惠。
全單9折優惠。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華星冰室 (筲箕灣)
銀杏館-銀杏時光
四寶食堂(北角)
品越
Rakuraku Ramen 樂拉麵
The Starred
紅星餐廳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小西灣)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柴灣)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筲箕灣專門店)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潮流天地(柴灣新翠)
新翠尚品
健威坊尚品
步.足.履
Happy Walking

東區

加林眼鏡驗配中心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677 6666
3480 0331
2345 6826
2997 9686
2813 1381
2799 4899
2799 0299
2889 6318
2986 6533
2308 1768
2577 9979
2701 7877
2889 3082
2889 8302
2889 8302
2889 8302
2889 8302
2696 0080
3427 9343
3793 4041
2157 9027

筲箕灣筲箕灣東大街185-187號順景樓地下
太古基利路7號太吉樓地下4及5號舖
香港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場地下3至4號舖
香港太古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1樓7號舖
太古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1樓F10號舖
香港筲箕灣道333號樂融軒地下4號舖
香港北角健康村2期UG10號舖
香港小西灣本灣市場61號舖
香港柴灣環翠商場地下G09號舖
柴灣環翠道11號興華廣場1樓108號舖
港島東筲箕灣愛賢街18號愛東商場地下2號舖
柴灣環翠商場2樓209號舖
筲箕灣愛東商場1樓101跑鋪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南)
北角英皇道416-426號新都城商場2樓
北角英皇道395-421號華豐國貨商場1樓
太古城中心商場G/F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3樓309-311號舖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一樓107號舖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U23號舖
香港柴灣環翠道11號興華廣場1樓132號舖

2569 2008 香港筲箕灣工廠街28號德福樓地下9號舖

優惠內容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持長者咭者於11:30-1600享有8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持長者咭者於11:30-1600享有8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於9.11.2019-10.11.2019
凡帶同長者親臨柴灣分店，惠顧任何產品 (不設最低消費）即可獲贈指定 Dr Comfort 舒適鞋
一對。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八折。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東區

香港仔南記粉麵(渣華道)

東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優惠內容

2561 8123 香港北角渣華道78號地下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香港仔南記粉麵(西灣河)

2967 7363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121-131號地下E舖

東區
東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85℃(小西灣)
加林眼鏡驗配中心
RUFF & FETCH
寵物用品店
一森素食
雅．悠蔬食
陳意齌(太子店)
A LA Bakery
十大碗粥麵專家
恭和堂(油麻地）
恭和堂（旺角）
銀杏館-越老

2274 9270
2569 2008
2348 0262
5246 7692
37065827
2345 0220
2519 8838
3705 8436
2388 7635
2780 4970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六榕仙館
銀龍茶餐廳(尖沙咀)

27893321
2730 0854 九龍佐敦佐敦道38號地下
2721 1155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4-6號集友大廈地下及地庫

油尖旺區

銀龍茶餐廳(旺角)

2380 2566 九龍旺角通菜街地下118-120號舖

油尖旺區

Say Cheese

2755 0333 九龍海庭道18號奧海城2期地下G09號舖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八折。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凡惠顧送例湯。
堂食95折(外賣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購物滿50元可獲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全線曲奇產品買一送一。
長者日17.11.2019
持長者咭者，凡任何消費即送招牌雲吞麵一碗(只限堂食,送完即止。)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道10號小西灣廣場地下G01舖
香港筲箕灣工廠街28號德福樓地下9號舖
佐敦官涌街7號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9-11號地下11B號舖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48號中國保險大廈3樓A及B室
太子道西157號別樹華軒地下3號舖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 ONE 地下 GA05
太子汝州街45號樂勝大廈地下
油麻地吳松街15-17號地下
旺角通菜街61號A地下
油麻地彌敦道385號平安大樓1樓20號舖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商戶/機構名稱

牛気
牛気
品越
品越
稻成亞丁
多賀野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旺角)
美味小鮮肉
LACOSTE
LACOSTE
LACOSTE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得利龍 Delicron
潮流天地(Mikiki)
VWalk尚品
浩華大藥房
打冷鎮茶餐廳
香港仔南記粉麵(金馬倫中心)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866 8876
2295 1922
2997 1038
2868 2511
2196 8699
2881 8331
2396 0066
2351 3618
23753622
2409 5288
22612639
2889 8302
2889 8302
2889 8302
2889 8302
2696 0090
2787 7188
2309 1814
3102 9328
2758 3038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號雅蘭中心二期1樓118號舖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L404-405號舖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號雅蘭中心二期1樓116號舖
九龍大角咀海泓道1號奧海城3期地下G30號舖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圓方商場1047號舖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維港文化匯K11 MUSEA 220號舖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2C號啟如商業大廈地下2號舖
旺角通菜街59B號德發大廈地下2號舖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0 號THE ONE 地下 GA11 號舖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 號 K11 MUSEA 3 樓 326B 號舖
九龍尖沙咀中港城地下 G11A 號舖
旺角瓊華中心1樓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3樓
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
九龍彌敦道301-309號裕華國貨公司1樓
九龍太子道638號Mikiki1樓122號舖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28號 V WALK 2 樓 L2-68號舖
九龍旺角彌敦道737-741C號金輪大廈地下6號及18號舖
九龍尖東半島中心地下低層L57-59及L62-65舖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57-59號金馬倫中心1樓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下午茶時段粉麵套餐免費。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九七折。特價及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食品九折。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油尖旺區

香港仔南記粉麵(港灣豪庭)

油尖旺區

香港仔南記粉麵(旺角)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油尖旺區
長沙灣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85℃(佐敦)
85℃(油麻地)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770 3393 九龍大角咀福利街8號港灣豪庭G04舖

2440 3848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138-144號福苑大廈1樓

2323 5383
2907 2199
Spaghetti 360°(旺角)
2786 3538
浩華大藥房
2309 1814
打冷鎮茶餐廳
3102 9328
昊陽蔬菜
2117 1251
家居樂環保與健康有限公司 2363 0382
祥發潔具
2396 8596
長今會
3102 9328
護視專業驗眼中心
2760 9788
文耀眼鏡公司
2388 0899
聯光眼鏡公司
2385 1217
BROTHER型髮廊
6818 0627
天恩眼鏡
2899 0569
寶膳餐廳
2870 1588
BOWLS CAFÉ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香港仔) 2812 2223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赤柱) 2882 3387

佐敦佐敦道37Q至37R號佐敦大廈地下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06號彌敦大廈地下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4樓402至403號舖
九龍旺角彌敦道737-741C號金輪大廈地下6號及18號舖
九龍尖東半島中心地下低層L57-59及L62-65舖
九龍深水埗西邨路富昌邨南昌薈街市304-305號舖
九龍尖沙咀iSQUARE國際廣場1樓106舖
九龍旺角砵蘭街330號地下
九龍尖東半島中心地下低層L28-40, L79-82舖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98號富都大廈地下3號舖
九龍佐敦渡船角文苑街13A號地下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131號地下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157-158號天悅廣場門口地舖B5B
港島南赤柱廣場3樓305號鋪
香港鴨脷洲大街117號地下
香港鴨脷洲利東商場1期地下110號舖
赤柱赤柱大街74號地下C2舖

優惠內容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長者免費添飲即磨炭燒咖啡/茶
九七折。特價及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食品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指定貨品9折。
長者日17.11.2019
滿$500 九折再九折
六八折享用醒神鵲局套餐
$298享用星期日8小時炒粉麵鵲局套餐
所有鏡架,鏡片及太陽鏡正常折扣後, 額外九折優惠。
驗眼配鏡八折
七折。隱形眼鏡、隱形眼鏡藥水除外。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所有消費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鏡架6折,鏡片85折。
長者日17.11.2019
出示長者咭早餐九五折優惠,午餐晚餐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商戶/機構名稱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香港仔專門店)
香港仔尚品
富來床品專門店
香港仔南記粉麵(香港仔)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217 0663
2708 1777
2889 7933
3580 7621
2518 8982
2552 2731

小西灣廣場123C & 123D號舖
香港仔海怡廣場地下G35-36號舖
香港仔中心2期16號地鋪
香港香港仔利港中心地下G22號舖
香港香港仔大道223號利群商場1樓9C舖
香港香港仔大道208號地下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九折。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85℃(海怡)
2253 5025 香港鴨脷洲海怡廣場西翼G07-08號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富來床品專門店
2518 8982 香港香港仔大道223號利群商場1樓9C舖
九折。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翡翠玉器公司
2554 5911 香港香港仔大道201號珍寶商場2樓9號舖
玉器九五折，舊玉器翻新改修工費八折，超過$3,000可享有七折。
進和蔬菜
2117 1251 香港利東邨道5號利東街市3樓99-10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進和蔬菜
2117 1251 小西灣道10號小西灣廣場小西灣街市SSW55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進和蔬菜
2117 1251 油塘鯉魚門道80號鯉魚門廣場地下油塘街市25-26號檔位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維德絲襪
2552 3488 香港香港仔珍寶商場3樓11室
九折
大順泰國食品
9368 5739/ 香港香港仔市政街市大廈3樓2號檔
九折。特價品除外。
6874 1169
銀龍茶餐廳(沙咀道)
2439 0288 新界荃灣沙咀道328號328廣場地下G03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銀龍茶餐廳(眾安街)
2416 6990 新界荃灣眾安街地下20-22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荃灣) 2789 1996 新界荃灣昌泰街榮安大廈7號H2B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黃大仙) 2682 6300 九龍黃大仙啟德花園2期7A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得利龍 Delicron
2889 8302 荃灣地段301號荃灣千色匯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先施(荃灣）
2258 3688 荃灣荃新天地2期地下G18 (荃灣站B1出口 / 荃灣西站D出 長者日17.11.2019
Sincere
口)
指定部門自營貨品額外95折。
潮流天地(綠楊坊)
2696 2280 新界荃灣綠楊坊G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荃灣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千色匯尚品
鴻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荃新視力
85℃ (荃灣)
鴻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荃新視力
進和蔬菜
富記珠寶金行
專業護眼中心
俊傑眼鏡(美孚總店)
俊傑眼鏡(荔枝角)
新眼鏡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250 5997
2940 7866
2408 1083
2327 6262
2940 7866
2408 1083
2117 1251
2492 5329
3956 8614
2786 03769
3157 0153
2720 3289

新界荃灣眾安街68號荃灣千色匯1期1樓1028舖
新界荃灣教育路1號千色匯1期地下G020舖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第二座(海珠閣)地下105號鋪
荃灣沙咀道328號寶石大廈地下G17號舖
新界荃灣教育路1號千色匯1期地下G020舖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第二座(海珠閣)地下105號鋪
荃灣川龍街30號華祥樓地下C舖
新界荃灣眾安街86號閣樓
新界荃灣南豐中心23樓2301C-2G室
九龍美孚新邨第7期萬事達廣場成功商場56A地下
九龍荔枝角景荔徑8號盈暉薈一層141號舖
深水埗元州商場1樓F03號舖

睛品專業眼鏡
新聚寶素食
銀杏館-銀杏時光
銀杏館-越老仔
銀龍茶餐廳(美孚)

2662 5002
27082728
23708889
34682151
2742 2226

深水埗元州商場地下G15號舖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79-85號民安大廈 地下85號舖
長沙灣青山道441號地舖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37K西九龍中心2樓211A
新界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1-11 & 15-17號地下N51號舖

深水埗區

銀龍茶餐廳(深水埗)

2362 8711 深水埗蘇屋邨蘇屋商場地下G02號舖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深水埗)
得利龍 Delicron
先施(深水埗）
Sincere
加州眼鏡有限公司
永昌號中草藥店
皇廷珠寶金行

2720 0787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82號地下A號舖
2889 8302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3樓
2708 6688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L1-3 (深水埗站C1出口)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2720 5100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60C號地下
2386 3466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97號有男樓8號地舖
2338 9929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41-249號5號舖地下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額外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第二副換價(連鏡$150)(精選鏡架)。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長者日17.11.2019
額外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第二副換價(連鏡$150)(精選鏡架)。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足金首飾人工四折。特價/公價品除外。
驗配眼鏡八折。
長者日17.11.2019 眼鏡架、太陽眼鏡、眼鏡片四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眼鏡架、太陽眼鏡、眼鏡片四折優惠。
全店正價8折,隱形眼鏡相關產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購物滿500港元送＄50超市禮卷。
出示長者咭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指定部門自營貨品額外95折。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眼鏡送太陽眼鏡夾片一個。
滿一斤九折
精美紀念品及免費清潔首飾。出示長者咭休閒足金飾品可免(手工)。出示長者咭特價珠石貨
品再八折。公價貨品除外。請以電話查詢。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深水埗區

香港仔南記粉麵(長沙灣)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加州眼鏡有限公司
永昌號中草藥店
皇廷珠寶金行
龍鳳廚坊
皇朝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導航者書室
豪園麵家
潮味工房
Taste Chiu Chow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慈雲山)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樂富)
eg mix & match
eg mix & match
得利龍(荷里活專門店)
潮流天地(青衣城)
潮流天地(樂富)
潮流天地(鑽石山)
黃大仙尚品
慈雲山尚品
竹園尚品
荷里活尚品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3590 2263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680號麗新商業中心地下G55舖

2720 5100
2386 3466
2338 9929
2380 0046
2307 8938
3188 4753
23231883
2755 6222
2708 8090
2362 1599
2716 7777
2388 8864
2386 6994
2696 3308
2696 3000
2696 9228
2788 1881
2501 0181
2385 0026
3468 2904

優惠內容

1)凡滿65歲的顧客出示長者咭，消費滿$20或以上，即可獲豆漿或生菜半份。
2)只限堂食。
3)請於下單前出示有效長者咭。每位長者每次只能享有一次免費優惠。
4)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優惠日期: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
6)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權利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7)如有任何爭議，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60C號地下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眼鏡送太陽眼鏡夾片一個。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97號有男樓8號地舖
滿一斤九折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41-249號5號舖地下
精美紀念品及免費清潔首飾。出示長者咭休閒足金飾品可免(手工)。出示長者咭特價珠石貨
品再八折。公價貨品除外。請以電話查詢。
九龍深水埗白楊街21號地下
九折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298號地下
免費修理清潔足金手飾。足金/鉑金首飾工費半價。鑽石、玉器三折(正價貨品)。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6號昌泰大廈4字樓402室
凡購物滿$100可享優惠,贈送迎新禮品,憑咭九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地下2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惠顧滿$200 全單85折。
九龍牛池灣清水灣道45號彩雲一邨彩雲商場三期地下B104 長者日17.11.2019
及B104A鋪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九龍慈雲山中心G104B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九龍樂富新街市105號檔位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秀茂坪商場地下12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黃大仙中心UG3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2樓206A店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新界青衣城1期3樓315號鋪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九龍樂富廣場Zone B3樓3216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3樓321B&C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九龍黃大仙中心南館G樓10C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23號慈雲山中心5樓544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15號竹園廣場2樓S230 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三樓338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黃大仙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好合珠寶金行
比達眼鏡
好合珠寶金行
比達眼鏡
日華眼鏡公司
寶利洗衣公司
金星茶餐廳
銀龍粉麵茶餐廳(石蔭)

3541 9897
2323 2272
3541 9897
2323 2272
2757 2367
6331 0979
2484 9320
2276 5888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竹園廣場二樓S216C舖
九龍黃大仙中心商場地下高層UG15A號鋪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竹園廣場二樓S216C舖
九龍黃大仙中心商場地下高層UG15A號鋪
九龍黃大仙彩雲邨彩雲商場B2209號
葵涌安蔭邨商場地下104號舖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籬商場二期二樓236號舖
新界葵涌石蔭邨石蔭商場地下9號舖

葵青區

銀龍粉麵茶餐廳(葵芳)

3156 1112 新界葵芳邨葵芳廣場1樓112B-C號舖

葵青區

銀龍粉麵茶餐廳(葵盛)

2408 2315 新界葵涌葵盛東村葵盛東商場地下6號舖

葵青區

銀龍茶餐廳(青衣)

2495 2600 新界青擔杆山路6號長發邨長發廣場4樓402-403號舖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Say Cheese
稻成京川滬
Parkview
Sweetology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荔景)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葵涌)
眼鏡廊（青衣）
eg mix & match
長發尚品(街市)
青衣城尚品
新都會尚品
85℃ (葵涌)

2755 1188
2330 8322
2620 0332
2330 9333
2782 2208
2418 0838
2436 0031
27894335
2556 6686
5185 0510
3580 7627
2776 1373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3樓345號舖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4樓413-416號舖
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1樓135號
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1樓167號鋪
新界荔景賢麗苑購物中心地下3B舖
新界葵涌石籬商場二期地下3號舖
青衣長發廣場220號舖
青衣長發商場地下132號舖
新界青衣長發廣場長發街市CF132-133號
香港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地下G17號舖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4樓425號舖
葵涌葵昌路72-76號KCC 1樓108號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足金首飾免工免佣,珠寶首飾全部四折。
長者日17.11.2019
凡配眼鏡送清潔液套裝。
長者日17.11.2019
足金首飾免工免佣,珠寶首飾全部四折。
長者日17.11.2019
凡配眼鏡送清潔液套裝。
驗眼配鏡九折。特價及公價貨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乾衣, 濕洗一律8折。
長者日17.11.2019 全日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凡購買眼鏡架連鏡滿$188,即送多用途太陽眼鏡一副。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品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
惠。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離島區
離島區
離島區
離島區
離島區
離島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機不雜食
昊陽蔬菜
進和蔬菜
1024蔬菜
1024蔬菜
寶蓮禪寺
Lee Ocarina Café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進和蔬菜
威尼斯海鮮酒家
嘉寧中西藥房
悠蔬食
上海弄堂菜肉餛飩(天后總店)
素．喜．館．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OVO Café
素一
大發茶餐廳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恭和堂(銅鑼灣)
龍鳳冰室(灣仔)
華星冰室(灣仔)
愛家國際純食餐廳
Loving Hut
六和素食
TUNG SUM VEGGIE LIMITED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3480 6816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985 5248
95801680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2985 4108
2527 1462
35656393
2510 0393
26028628

新界葵涌貨櫃碼頭路88號永得利廣場第一座11樓01室
新界葵涌梨木樹邨商場地下街市23-24,27-28號舖
新界葵涌大窩口邨大窩口商業中心1座1字樓街市43號舖
青衣長發邨長發商場地下長發街市CF85-86號舖
青衣寮肚路6號長亨邨長亨商場22號舖
香港大嶼山昂坪村寶蓮禪寺
新界離島南丫島榕樹灣大街45號地下
東涌逸東邨街市55,56號
東涌迎東邨迎東商場地下迎東街市YT28+YT29號檔位
東涌滿東邨滿樂坊地下街市27,28及29 號檔位(裝修中)
大嶼山大澳永安街16-18號地下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6-42號聯發大廈B4, C1地下
銅鑼灣渣甸街50號渣甸中心25樓
香港天后琉璃街1號B地下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52號景隆商業大廈9樓

25276011
36189187
28653268
28650780
2576 1001
2618 8088
2666 7766
25743248
2759 1368

香港灣仔灣仔道1號地下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 535號 Tower 535 地庫 B04號舖
灣仔大王東街6號地下
銅鑼灣波斯富街87號地下
灣仔春園街16號地舖
灣仔克街6號廣生行大廈地下B1號舖
香港灣仔灣仔道93-99號聯泰大廈2樓
香港銅鑼灣堅拿道西10號冠景樓1樓A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輸入優惠碼'SCD2019' , 即享全單85折,運費另計。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當天購買齋票及到緻寶齋小食部購買點心及豆腐花,持長者卡8折。
長者日17.11.2019
出示長者咭, 全單9折。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八折。(茶介全免), 免收加一服務。
長者日17.11.2019 部份產品折扣優惠，詳情請致電查詢。
長者日17.11.2019
堂食9折(外賣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小籠包$10。
惠顧晚市套餐可獲$100折扣優惠。
請於一日前致電26028268或96002103訂座。
優惠不適用於星期五及公眾假期前夕。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8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8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40。
全單9折優惠。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所有餐飲85折。
長者日17.11.2019
85折優惠（只限正價餐牌）。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商戶/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灣仔區

銀龍粉麵茶餐廳(銅鑼灣)

2881 5298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地下1至2號舖

灣仔區

銀龍茶餐廳(謝菲道)

2413 1811 香港謝斐道490-498號金利文廣場地下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四寶食堂(銅鑼灣)
牛気
Rakuraku Ramen 樂拉麵
LACOSTE
LACOSTE
上海么鳳

2342 2323
2652 0008
2818 3222
24309198
2831 3991
25042328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82號兆安廣場地下1-3號舖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1404-1405號舖
灣仔皇后大道東200號利東街地下G30號舖
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 6 樓 628 號舖
香港銅鑼灣崇光百貨三樓 20 號舖
香港島銅鑼灣波斯富街84-94號寶富大廈地下B舖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喜居生活
東方眼鏡公司
東方眼鏡公司
家居樂環保與健康有限公司
新寶寧鐘錶有限公司
飛安珠寶金行
視覺護理中心
生昌海產食品公司
香港專業護眼中心
盈順水電
美明洗衣店
竹林中醫診所
點甜
小麥芽食品有限公司
華星冰室 (九龍灣)
銀杏館-婆婆廚房

6730 0643
2528 6838
2528 6838
3692 5397
2722 0083
2575 6061
2530 2789
2575 1178
3904 1269
2344 1598
2328 2281
3596 7801
5500 3132
26414488
2667 7677
26631998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UG層UG6舖
香港灣仔道125號國泰88 G35/36地舖
香港灣仔道125號國泰88 G35/36地舖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廣場3樓308舖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92號地下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56號地下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集成中心7樓712室
香港灣仔菲林明道11號地下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28號恒生銅鑼灣大廈12樓C室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康樓地下LG12A 號舖
觀塘寶達商場2樓204A號鋪
九龍觀塘順安商場安群樓地下3號舖
藍田麗港城麗港中心商場地下10A舖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17樓13室
九龍灣展貿徑1號國際展貿中心2樓10號舖
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商場空中花園R01號舖

優惠內容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長者日17.11.2019
九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9折優惠,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詳情請致電查詢。
長者日17.11.2019
每單上限$5000 算7折(全線店舖)
1.不能與特價貨品同時使用。
2.香煙酒飲品不能使用。
3.每位長者咭只有一次優惠。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九折。
長者日17.11.2019
全部貨品,一律半價,特價品除外。
長者日17.11.2019
全部貨品,一律半價,特價品除外。
指定貨品9折。
請以電話查詢
K金首飾四五折。足金首飾免佣金。
全面眼科視光檢查。眼科保健包括白內障、青光眼及視網膜檢查、眼鏡驗配，歡迎電話查
詢。(可使用醫療券)
九折至九五折。公價貨品除外。
眼鏡栕及鏡片七五折。
長者日17.11.2019
室內裝修及維修, 電器等95折。
長者日17.11.2019
乾衣, 濕洗一律八折。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免診金。
85折優惠。
正價九折,特價/公價除外。
凡持長者咭惠顧單一消費滿$50 即減$5.（如此類推滿$100 可減$10).優惠日期由2019年9月1日
起直至另行通知。
長者日17.11.2019
全單9折優惠。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商戶/機構名稱

愛家
銀龍茶餐廳(牛頭角)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優惠內容

2751 1321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二期地下G242-245號 長者日17.11.2019
餐廳飲食八折。
2679 7388 九龍牛頭角彩盈邨彩盈坊地下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銀龍茶餐廳(油塘)
2709 3344 九龍油塘鯉魚門道80號鯉魚門廣場202舖
長者日17.11.2019
長者出示長者咭，可用優惠價$18堂食享用「紫菜四寶湯河」，另加$10 配冷或熱飲品。
Rakuraku Ramen 樂拉麵
2331 3326 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Megabox10樓9-10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當日憑長者咭消費,可享9折。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安達) 2613 2233 九龍觀塘安達邨安達商場LG25 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秀茂坪) 2379 0339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麗商場2樓226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油塘) 2562 0966 九龍油塘鯉魚門廣場1樓125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順天) 2386 9909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地下6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牛池灣) 2789 2660 彩雲商場三期地下B105鋪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藍田) 2727 1118 九龍藍田匯景廣場L4樓401A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仁和堂龜苓膏專門店(觀塘) 2389 0602 九龍觀塘康寧道25至29號地下8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龜苓膏9折發售。
eg mix & match
2394 0469 慈雲山中心3樓306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eg mix & match
2117 0296 淘大商場一樓F18-19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eg mix & match
2706 1228 樂富廣場1樓1164 A&B. A區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eg mix & match
2461 1512 油塘大本型地下G14及G27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正價貨品可享85折優惠。
得利龍 Delicron
2889 8302 油塘大本型1樓
出示長者咭及惠顧滿折實價HK$100, 即享HK$3折扣優惠,惠顧滿折實價每HK$500,更享HK$20
折扣優惠,如此類推。
SU-PA-DE-PA(油塘）
2379 2788 油塘大本型一樓(油塘站A1出口)
長者日17.11.2019
指定部門自營貨品額外95折。
潮流天地(德福)
2696 3368 九龍九龍灣德福廣場2期3樓354-355舖
長者日17.11.2019
購買法國品牌IC LENS 鏡片可免費升級藍光鏡。
秀茂坪尚品
2766 0076 九龍觀塘秀茂坪秀明道101號秀茂坪商場一樓107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淘大尚品
2719 2628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三期一樓F216A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滿$100減$5。
黃祥華中醫診所
5282 8009 觀塘寶達商場1樓112號鋪
長者日17.11.2019
各醫療單位的診症時間及其他詳情，請向有關醫療單位查詢。
恒福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2342 0808 九龍觀塘物華街49號地舖
長者日17.11.2019
金價減300元/兩 免手工費。

長者日(17-11-2019)_消費優惠參與商戶/機構名單

地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觀塘區

商戶/機構名稱

懿然眼鏡
嘉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匯景分
店)
嘉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秀茂坪
分店)
85℃ (油塘)
恒福珠寶(香港)有限公司
懿然眼鏡
嘉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匯景分
店)
嘉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秀茂坪
分店)
進和蔬菜
1024蔬菜
進和蔬菜
Coffee Lover
新一眼鏡店
鄭偉雄眼科視光師
英漢書局

聯絡電話 商 戶 / 機 構 地 址
2205 6198
2121 1058
2354 8913
2408 7800
2342 0808
2205 6198
2121 1058
2354 8913
2117 1251
2117 1251
2117 1251
3488 0278
2111 0840
2772 1223
2790 0880

優惠內容

九龍藍田匯景商場第五層822 D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淨架有半價,架連鏡套餐減$100元。
九龍藍田匯景道8號匯景商場5樓5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凡持長者咭惠顧任何足金金飾一律免工免佣。
九龍秀茂坪商場地下秀茂坪街市83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凡持長者咭惠顧任何足金金飾一律免工免佣。
九龍油塘大本型一樓111舖
凡於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憑長者咭購買任何產一件，加配杯裝飲品即可享$2折扣優惠。
九龍觀塘物華街49號地舖
長者日17.11.2019
金價減300元/兩 免手工費。
九龍藍田匯景商場第五層822 D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淨架有半價,架連鏡套餐減$100元。
九龍藍田匯景道8號匯景商場5樓5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凡持長者咭惠顧任何足金金飾一律免工免佣。
九龍秀茂坪商場地下秀茂坪街市83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凡持長者咭惠顧任何足金金飾一律免工免佣。
九龍藍田啟田路50號啟田邨啟田商場地下啟田市場L- 長者日17.11.2019
KT1042,1043號舖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觀塘秀茂坪寶琳路寶達商場寶達街市PT51號舖
長者日17.11.2019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九龍沐虹街12號啟晴邨晴朗商場1字樓街市M22A號舖(裝修 長者日17.11.2019
中)
買$10減$1，買$20減2，如此類推。
九龍觀塘偉業街71號偉業工業大廈3樓B
8折。購買咖啡豆滿$50贈飲咖啡乙杯。
九龍觀塘成業街19-21號成業工業大廈地下5號30室
鏡框鏡片半價。
九龍藍田麗港城1期商場地下37-37A號舖
指定鏡架八折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權樓地下8號舖
滿 $50 九折。特價/公價貨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