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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戶 商戶簡介 聯絡方法 優惠 (憑有效會員證) 

1.  遊戲人生 
Gameplan 

銷售多款老少皆宜的家庭教
育遊戲，透過遊戲有助訓練孩
子的溝通能力、邏輯思維及解
難能力等。 
 

地址：香港仔香葉道 2 號 One Island South 630 室  
 
網址：http://www.gameplan.com.hk/eng/index.asp  

 購物可享 8 折優惠 
(大量訂購可享更高折扣優惠，詳情可向公司查詢) 
 
產品介紹：
http://218.103.121.194/homepage.nsf/ProductList?
OpenPage  

2.  多馬香港有限公司 銷售自閉症、學障的訓練用品 地址：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422-426 號萬事昌中心 802 室 
網址：www.thomas-hk.com 
電話：2332-2239 

 購物可享 95 折優惠 
（公司將會捐出帳單金額 5%予協康會） 
(優惠由即日起至另行通知) 

3.  寶貝兒全能發展中心 銷售大小肌器材及兒童桌上
遊戲 

地址：九龍佐敦吳松街 191 號突破中心 9 樓 
電話：2232-0610 

 購買指定商品可享 9 折優惠 
 

4.  EVI Services Limited EVI Services Limited 是學前教
育市場上的資訊科技服務供
應商， EVI 兒童教育資訊網
上提供教學資源、互動遊戲、
家長資訊等，讓老師和學童獲
得全面的學與教新體驗。 

地址：香港大角咀深旺道 3 號嘉運大廈北座 11 樓 1101 室 
網址：http://hk.evi.com.hk/   
電郵：cs@evi.com.hk  
電話：2114-0333 

 購買 EC-Pad2 可享機構優惠 
（須配合公司的教育軟件使用，當中包含中、英、
數學習軟件，適合 K1-K3 學童使用） 
 以優惠價每本$49 購買一套六冊生命教育繪本

(原價每本$70) 
產品介紹：http://bk.evi.com.hk/evi/42/ 

5.  北海道 SALON 髮型屋，提供理髮服務，如
洗、剪、吹、電髮 

第一分店：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17 號地舖  電話：2708 7626 
第二分店：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25 號地舖  電話：2708 9123 
 

 惠顧可享全單 9 折優惠 
 

6.  「新文化」文具公司 銷售文儀用品、學生文具、紙
品、手工美術用品等 

地址：深水 16號舖 
電話：2267 4928 

 購物滿$50 可享 9 折優惠 
 

7.  My School Bus  

 

玩具、書籍、遊戲用品 香港分店：鰂魚涌康山道 1 號康怡廣場第二層 S39D 舖  
電話：2468-3222  

新界區分店：馬鞍山西沙路 608 號馬鞍山廣場第 3 層 332A 舖  
電話：2267-2260 

網址 ： www.myschoolbus.hk 

 購買正價貨品(包括玩具、書籍、遊戲用品)可
享 85 折優惠 

 
產品介紹： 
https://www.facebook.com/myschoolbus.com.hk 
 

8.  Weallovedisney 網上精品店，銷售多款精品，

禮物 

網址：http://instagram.com/weallovedisney  凡購物滿$100 可享九五折 
 凡購物滿$300 可享九折 
 凡購物滿$500 可享八八折 
 凡購物滿$1000 可享八折 
 所有貨品皆以郵寄方式，郵費需要買家自付 
 所有秒殺貨品不適用於上述優惠 
(優惠由即日起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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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室內沙灘 
Sand House HK 

Sand House HK 以運動娛樂為

主題的全港第一個室內沙灘

派對場所 

地址：觀塘開源道 77 號業發工業大廈一期 6 樓 D 室 

電話：5593-9711 

網址：http://www.sandhousehk.com/ 

 九五折優惠(包場除外) 

 惠顧 Party Package，可享「十人同行,一人免費」 

 惠顧「兒童沙灘樂園」(平日$130-12:00-18:00
時段任玩)，免費半小時開放兩個主打充氣遊
戲:彈床籃球機及移波波(原價:$30/30 分鐘) 

(優惠由即日起至另行通知) 
10.  愛視美眼鏡 

Eye’s Mate Optical 

光度眼鏡框、太陽眼鏡 第一分店:銅鑼灣波斯富街 54-56 號一樓前座 
電話：2506-2390 
第二分店: 鰂魚湧康山道 1 號康怡廣場北座 1 樓 F30 號舖 
電話：2568-4335 
第三分店: 鰂魚湧英皇道 1046 號香港水族廣場地庫 15 至 16 號舖 
電話：2904-0629 
第四分店: 筲箕灣愛東邨愛東商場一樓 114 號舖 
電話：2513-0377 
第五分店: 旺角西洋菜街 46 號 1 樓 
電話：2388-8725 
第六分店: 荃灣楊屋道 1 號荃新天地 UG58，60，62 號舖 
電話：2402-1570 
第七分店: 油塘高超道 38 號大本型地下 G16 號舖 
電話：3514-4101 
第八分店: 美孚新村美孚廣場二樓 239 號舖 (逢星期一休息) 
電話：2370-1388 
網址：http://www.eyesmate.com.hk/ 
 

 光度眼鏡框 85 折、太陽眼鏡 75 折 
 此優惠不適用於即棄隱形眼鏡，藥水，公價及

特價貨品(包括套餐優惠)或雜項 
 此優惠不可兌換或找贖現金 
 如有任何爭議，愛視美眼鏡保留最終決定權 
 
(優惠由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11.  安其兒有限公司 安其兒有限公司為社會企

業，宗旨是推廣健康美食，並

協助自閉症人士就業，發揮所

長。 

電郵：angelchild2013@gmail.com  按客人要求預備食品 
 訂購食品可享優惠，詳情需透過電郵接洽 

12.  中國聯通 電訊服務 網址：https://www.cuniq.com/   詳見下列附件 
 
（優惠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3.  頌恩醫藥有限公司 頌恩醫藥有限公司是一間專

門提供過敏診斷服務，過敏治

療和預防過敏產品的公司。 

網址：http://www.ksena.com.hk/   以優惠價提供過敏性測試（詳情按址） 
 
（優惠期至另行通知） 

*家長享用上述優惠時，必須出示協康會會員證，方能享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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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目表 

 

  原價($) 優惠價($) 

FCP (Food)  980  860 

FCP 20  1800  1500 

Faber  4800  4200 

Patch Test  3800  3200 

Mite Check  480  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