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1-2022 年度 會員商戶優惠資料 

商戶名稱 商戶地址 商戶電話 優惠詳情 

 

文具用品  

千年史 

文具精品店 

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 G10B 號舖 2127 4422 

正價貨品滿$50 或以上, 享有九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天水圍天耀邨天耀廣場地下 L025-26 號舖 2445 0030  

天水圍天瑞邨天瑞商場地下 16 號舖 2448 1802  

屯門蝴蝶廣場地下 R121 號舖 2657 0942  

上水彩園邨彩園廣場 3 樓 28 號舖 2670 5988  

沙田馬鞍山廣場 2119 號舖 2631 8130  

荃灣麗城花園三期麗城薈地下 9 號舖 2180 7525  

多彩店 天水圍 T TOWN NORTH 241-242 號舖 / 
正價貨品滿$30 或以上享有九折優惠 

(影印服務及特價品除外) 

 

博雅圖書文具 天水圍天瑞邨天瑞商場地下 9 號舖 2446 3676 
正價貨品滿$50 或以上享有九折優惠 

(特價及公價除外) 
 

三月文具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 3 樓 31-33 號舖 / 正價九折優惠  

光明書局 元朗壽富街 5 號地下 2478 7369 購買文具滿$50，可獲九折優惠  

光華書局 元朗安寧路 20-24 號 2476 2267 
一律九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電腦數碼  

彩龍快速沖印 天水圍 T TOWN SG18 號舖 2366 2287 証件相九折優惠  

有利藝術公司 

(影印)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 2 期 2 樓 73 號舖 2486 4288 正價滿$200 可享九折  

幻影攝影沖曬器材 
元朗教育路 70 號 

豐裕樓地下 5 號 H 舖 
2475 1102 

只限數碼沖曬 

3R / 4R: $0.8 

5R/6R: $4      

8R / 12R: $8  

15R: $22 

 

電腦鋪 天水圍天恩商場一樓 CX111 舖 3485 9669 指定貨品享有九五折優惠  

壹數碼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一樓 C64A 號舖 2445 8626 
正價九折優惠 (公價品除外)， 

數據線全部半價(10 條起) 
 

教育中心  

樂兒英語王國 

有限公司 
天水圍天盛商場 1 樓 105 號舖 / 九折優惠  

數博研習中心 天水圍天盛商場 1 樓 124L 號舖 / 首期半價優惠(不可重覆優惠)  

寶樹教育 

有限公司 
天水圍嘉湖銀座一期一樓 188 號舖 28681632 

1. 新生報讀 Eye Level 課程三個月可享 88 折 

2. 憑証報讀中心課程兩個月可享 95 折 

 

醫務所  

盈健醫務中心 天水圍 T TOWN NORTH 地下 NG18 號舖 2445 0282 
普通科門診 (夜診除外) 

診金連三日基本藥物$290 
 

翟賜華醫生 

(醫務所) 
元朗朗屏邨石屏樓平台 M14 2475 8988 

診金連藥物共減$20 及 

小學生打預防流感 4 價針無須附加費 
 

     



眼鏡中心  

采視眼鏡中心 天水圍天澤商場一樓 111 號 2486 3634 正價貨品減$300  

天瞳視力 天水圍天一商城二樓 2062 號 2892 2818 正價貨品七折優惠  

餐飲/西餅/甜品  

銀龍飲食集團 天水圍天恩邨天恩商場三期一樓 106 號舖 / 堂食滿$30，可獲九五折優惠 (全日適用)  

輝記 

香港仔魚旦粉 
天水圍天秀路 8 號天一商城地下 20 號舖 2333 3752 惠顧滿$28 送凍檸茶乙杯  

圍屋 天水圍天秀路 8 號天一商城二樓 2807 0008 午市可享九折  

愛焙家 

天水圍天秀路 8 號天一商城二樓 

Facebook: Athhnh Bakery 

https://www.facebook.com/AthhnhBakery 

2180 7318 享有九折優惠  

冰雪物語 天水圍天秀路 8 號天一商城二樓 2063 室 / 享有九折優惠  

金蘋果餅店 元朗安寧路 84 號地下 2477 6087 

購買磅裝生日蛋糕及西餅 

享有八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立體蛋糕需預早三天才可有折扣優惠) 

 

手作之店 

全線分店 

Facebook: Tezukuri No Mise 手作之店 

https://www.facebook.com/TNMshop  

/ 免費加大雪糕球(需出示手作優惠咭)  

服裝鞋履  

APA Group Ltd. 
黃竹坑志昌行中心 16A 

www.apaoutdoorshop.com 

31534091 

正價貨品八五折 

(指定貨品除外及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網上購物輸入優惠碼: TSW2020 可享同樣優惠 

 

RC Outfitters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24-26 號東方大廈 5 樓及 6 樓 2390 0072 正價貨品八折至九折優惠 

(公價及特價品除外) 

產品資料可瀏覽 www.rcoutfitters.net 

 

 

元朗大棠路 29-33 號大棠樓 2 樓 B 2390 2388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67-473 號 

建德豐商業大廈 2 樓 
2390 0020  

https://www.facebook.com/AthhnhBakery
https://www.facebook.com/AthhnhBakery
https://www.facebook.com/AthhnhBakery
全線分店Facebook:%20Tezukuri%20No%20Mise%20手作之店https:/www.facebook.com/TNMshop
全線分店Facebook:%20Tezukuri%20No%20Mise%20手作之店https:/www.facebook.com/TNMshop
全線分店Facebook:%20Tezukuri%20No%20Mise%20手作之店https:/www.facebook.com/TNMshop
http://黃竹坑志昌行中心16awww.apaoutdoorshop.com/
http://黃竹坑志昌行中心16awww.apaoutdoorshop.com/
http://www.rcoutfitters.net/


美利皮鞋手袋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一樓 120 號舖 3152 2858 黑皮鞋及白波鞋九折(特價除外)  

樺億公司 

手袋皮鞋 

天水圍天一商城 1028 號舖 

Facebook: 樺億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A8%BA%E5%84%84/136120466931156/  

2563 3179 

買滿$200 送學生無縫白襪 

買滿$400 再九五折 

買滿$600 送真皮鞋墊一對 

(特價貨品, 拖鞋, 襪除外) 

 

其他零售  

MAGIC KEY'S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一樓 B3 / 購買魔術道具享有八折優惠  

桌遊天地 

 

屯門青楊街 12 號鴻昌工業中心一期 13 樓 H 室 

www.wobgames.net  (網購同樣優惠) 

62357236 一律九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Linate https://linate.jimdosite.com    

正價貨品八五折， 

購同款產品滿 10 件或以上可享七五折 

(指定貨品除外) 

 

Cherice Holistic Beauty Ltd. 元朗馬田路 50 號朗景台二座地下 16-17 號舖 23208866 
1. 身體及美容護理半價試做               

2. 產品八折優惠           
 

駿宏參茸海味公司 天水圍頌富廣場二期地下 08號 21579866 
指定參茸產品九折                                          

(高麗參，花旗参及鹿茸等) 
 

聲明： 

＊本會與以上商戶並無任何利益關係。 

＊本會對商戶提供貨品之品質概不負責，請各會員選購時自行比較同類服務方作決定。 

＊優惠商戶於學年期間持續更新，如商戶有意提供優惠予家教會, 歡迎與任何一位家教會委員聯絡 

更新: Sept-2021 

https://www.facebook.com/%E6%A8%BA%E5%84%84-wah-yicy-1903526399870492
https://www.facebook.com/%E6%A8%BA%E5%84%84-wah-yicy-1903526399870492
https://www.facebook.com/%E6%A8%BA%E5%84%84-wah-yicy-1903526399870492
http://www.wobgames.net/
https://linate.jimdos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