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華員會
HONG KONG CHINESE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2017 年 6 月號 康體、福利優惠、免費講座快訊
曯目大中華/亞洲/環球月費計劃，一個月費共享本地及漫遊數據。不需擔
心當地高昂數據費！另有極速本地 4.5G 月費計劃，優惠期內雙倍數據！「數
據漫遊自由圈」分為三個區域配合不同客戶需要，一個價錢全日任用數據，
避免震撼賬單。香港政府華員會會員及華員之友更享合約期內免收$18 隧道
牌照費！查詢電話: 9204 8056(歐小姐)

歡迎參加
強積金知多少—永明強積金講座
日期：2017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九龍廣東道 15 號港威大廈永明金融大樓 9 樓

一機在手全球通行，採用雲 SIM 技術 100 多個國家跨國使用;
透過 apps 簡易充值管理。適合經常外旅人士使用，免 SIM 免租還 免漫遊。
華員會會員優惠價 HK$980 (送贈 1GB 全球數據) 。
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購買送精美禮品乙份（送完即止）。另備有月費計
劃，產品資訊網頁 : www.wifiworld.com.hk

講 者：待定
名 額：50 人
對 象：本會會員、華員之友及其家屬
備 註：出席者均獲小禮品及設有茶點招待
***以上講座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贊助，特此鳴謝***

暑假太多選擇，唔知做咩好？一於一家大細上遊輪玩啦！皇家加勒比除咗有一系
列嘅海上學堂外，仲有大人同小朋友都愛嘅功夫熊貓擔任親善大使，為大家延續
夢工場體驗，以自己（功夫熊貓）做主題，為小朋友提供一系列趣味工作坊，包
括動畫人物製作、講故事時段及舞蹈班等。小朋友一覺醒來，仲可以搵阿寶陪你
食早餐，然後一齊欣賞 3D 電影及大巡遊。鬼馬嘅阿寶仲會隨時突然送上獨家限量
精美紀念品，為你的海上旅程留下美好印記！一於把握限時優惠，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預訂指定航程，即可享 2 人同行 1 人 4 折優惠（4 晚遊輪假期每位$3,214
起），及指定航線第三、第四位同房旅客免部份船費！*以上優惠須受條款及細則
約束，查詢 Leona Chan 95559907 / 31893297 聯絡。

6 款旅遊數據咭，適用於中國、澳門、亞洲熱門地區及歐美等地方，平均
低至每日$13 即享漫遊數據。一插即用，仲可以分享數據與親友共用。一
個固定費用，震撼賬單絕跡。3 合 1 SIM 咭可支援外遊 3G/4G 數據服務，
亦適合不同手機或流動裝置。華員會會員於優惠期內，到任何 SmarTone 門
市出示會員卡或登入 SmarTone 網上商店輸入優惠碼「CCSA75」便可以 75
折購買。查詢電話:2880-2688

<< 以上講座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報名請致電﹕2300 1529 梁小姐 電郵 wpc@hkccsa.org 或傳真至 2771 1139
(電郵/傳真內容註明會員/華員之友編號、姓名、人數及聯絡電話)

退休分會旅遊活動 (康樂體育委員會協辦)
新界鄧族名穴及廈村鄉鄧氏宗祠一天遊
活動日期：2017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集合地點：旺角花園街 77 號會員購物中心地下
集合時間：早上 8:45，愈時不候
費用：每位 165 元(大小同價)本分會會員每位 155 元
(名額有限，售完即止。費用包括午餐、車費、司機小費及旅遊平安保
險)
購票辦法：請往香港政府華員會各辦事處購票，查詢：2300 1067 王小
姐。保險為由，小童必須購票。

長俸公務員、合約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醫管局、機管局、立法會秘書處、職訓局、金管局、法援局、音樂事務處之僱員(非公務員)均可加入本會為會員
如果你不想收到本會所發出的此類資料，請致電 2300 1062 與本會聯絡，以便日後停止傳送。謝謝

九龍旺角花園街 75-77 號花園商業大廈 2 字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11:00-20: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12:00-19:00 (本會通告除外)
電話：2309 1177 傳真：2789 3831

2017 年 6 月份產品推介

*** 請注意:7 月 1 日(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總辦事處及港島
辦事處休息***
*** 會員購物服務中心照常開放(12:00-14:00/15:00-19:00)***
*** 2017 年 6 月 30 日(五)為會員購物服務中心盤點日，休業一天，敬
希垂注***

太平家庭電器展銷月
凡購«飛歌»«白朗»洗衣機(日式機除外) ，
可獲面值$100 鴻福堂禮券。
凡購買«飛歌»雪櫃(美國環保雙門雪櫃除外)及
«飛歌»«格力»冷氣機，可獲名貴禮品乙份，
贈品有限，送完即止。

產品資訊網頁: 太平家電 www.gilman-group.com

Wifi World
全球 4G 隨身私人 wifi，一機在手全球通行，覆蓋超過 100 多個國家可無需
SIM 誇國使用; 透過 apps 簡易充值管理。適合頻繁商務旅客使用，免 SIM 免
租還，超方便 。華員會會員優惠價 HK$1,250 (內置 2GB 全球數據**)
**計劃受有關條件及細則約束!

產品資訊網頁: http://www.wifiworld.com.hk/ 查詢熱線: 2558 2668

威士汀、金鼎電器展銷月
凡購買«威士汀»«金鼎»洗衣機(日式機除外) ，
可獲面值$100 鴻福堂禮券。
另購買任何«威士汀»«金鼎»電器滿$1,500，
可以優惠價$480 換購超級旋風 3 合 1 除蟎吸塵器壹部
禮品有限，換完即止，展銷期內，歡迎來電查詢

產品資訊網頁: 威士汀、金鼎 westwing.com.hk

夏日用品:

樂聲 F401CH 座檯電風扇
樂聲 F309UH 掛牆電風扇
樂聲 F30STH 座檯斑麗扇
樂聲 F407XH 座地電風扇
** 送貨另外收費

優惠價

康營樂奶粉優惠

$479
$510
$535

康營樂銀裝、金裝、鑽石裝奶粉已於會員購物服務中心發售。

$888

**購買滿壹箱可提供送貨服務，只限指定地區。

**推廣期每款購買滿 12 罐即送 Dansk Kobenstyle 琺瑯雙耳鍋乙個 。

*** 贈品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會員、華員之友或各盟會之會員可親臨本中心或以電話向中心職員查詢所需商品價格。訂購貨品手續，請詳閱華員報及本會網頁: http://www.hkccsa.org/shop-method.html
新能源標籤評級標準已於2015 年11 月25 日起實施，會員訂購空調機（冷氣機）、冷凍器具（雪櫃）及洗衣機時，請留意新能源效益級別（新級別）的能源標籤，
詳情請向各電器代理商查詢。機電工程處網頁: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upgrade.html
***請注意: 根據《2014 年產品環保責任 ( 修訂 ) 條例》，塑膠購物袋收費將於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全面推行。***
***會員請自備購物袋，如須取用膠袋，每個塑膠購物袋需繳付五角膠袋徵費。 ***

長俸公務員、合約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醫管局、機管局、立法會秘書處、職訓局、金管局、法援局、音樂事務處之僱員(非公務員)均可加入本會為會員
如果你不想收到本會所發出的此類資料，請致電 2300 1062 與本會聯絡，以便日後停止傳送。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