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20項超巿勁減貨品

堂區：望德及風順堂區 該區超市數目: 14

調查貨品數目: 370款 x 14間=5180件貨品
. 物價調查發佈: 134/2017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價格

(2017-03-17)

本月調查價格

(2017-04-21)

上月與本月

貨品價差
降幅百份比 當區最低價格 該貨品最低價格超巿 當區最高價格 該貨品最高價格超市

1 下環街 新苗 高露潔全效12專業美白防蛀牙膏 150克 $29.9 $21.0 $8.9 29.77% $15.0 下環街 泰豐 $34.5
下環街 百佳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3 凱泉灣 百佳 樂而雅F系列絲薄衛生巾-22.5cm,日用 16片 $21.9 $16.4 $5.5 25.11% $16.4 凱泉灣 百佳 $23.5 栢蕙 大眾

4 司打口 來來 灣仔碼頭白菜豬肉水餃
10隻裝/205

克
$18.5 $14.5 $4.0 21.62% $14.5 司打口 來來 $20.5 下環街 新花城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6 下環街 百佳 樂而雅F系列絲薄衛生巾-22.5cm,日用 16片 $21.9 $17.5 $4.4 20.09% $16.4 凱泉灣 百佳 $23.5 栢蕙 大眾

7 下環街 來來 健力氏盒裝面紙 5盒 $32.5 $26.0 $6.5 20.00% $26.0 下環街 來來 $35.9 凱泉灣 百佳

8 下環街 利豐 Cowhead牛頭牌純牛奶（盒裝） 1升 $15.5 $12.5 $3.0 19.35% $12.3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4.5 南灣 新花城

9 下環街 來來 金象牌頂上茉莉香米 8公斤 $135.0 $110.0 $25.0 18.52% $109.0

下環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131.0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0 南灣 新花城 金象牌頂上茉莉香米 8公斤 $132.0 $109.0 $23.0 17.42% $109.0

下環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131.0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1 下環街 百佳 菓汁先生橙汁飲品 1.7公升 $23.9 $19.8 $4.1 17.15% $19.8 下環街 百佳 $27.8 南灣 新花城

12 南灣 新花城 萬歲粟米油 3.5升 $138.0 $115.0 $23.0 16.67% $95.0 下環街 泰豐 $123.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4 下環街 來來 維達藍色經典衛生紙 180克×10卷 $36.9 $30.9 $6.0 16.26% $29.5 栢蕙 大眾 $34.5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5 下環街 泰豐 潔柔C&S Face 柔韌3+1卷紙衛生紙 204克×10卷 $38.0 $32.0 $6.0 15.79% $32.0 下環街 泰豐 $38.0
下環街 來來

下環街 新苗

司打口 來來

16 下環街 新花城
高露潔牙膏孖裝 - Maximum Cavity

Protection (Icy Cool Mint)
250克 x 2 $34.2 $29.0 $5.2 15.20% $29.0 下環街 新花城 $37.8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7 下環街 新苗 美國百威啤酒（罐裝） 330毫升 $8.8 $7.5 $1.3 14.77% $7.5 下環街 新苗 $9.5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18 下環街 來來 唯潔雅廚房萬用紙 75張x4卷 $20.9 $17.9 $3.0 14.35% $17.9 下環街 來來 $22.0 栢蕙 大眾

19 司打口 來來 藍妹啤酒（樽裝） 330毫升 $9.9 $8.5 $1.4 14.14% $8.5 司打口 來來 $13.0 凱泉灣 百佳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20 2.3升 $63.9 $54.9 $9.0 14.08% $54.9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67.9 南灣 新花城滴露衣物消毒劑 - 松本香味

13 30包 $34.7 $38.8 南灣 新花城雀巢咖啡1+2原味即溶咖啡飲品 $29.0 $5.7 16.43% $29.0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5 80克 $4.8 $3.8 $1.0家樂牌快熟通心粉 - 雜錦鮮蝦湯 20.83% $3.8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5.0 栢蕙 大眾

東望洋街 順客隆2 5盒 $27.0 $20.0 $7.0唯潔雅超柔版盒裝紙巾 25.93% $20.0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28.0

：降幅百分比最大，且最低價格超巿。 

：降幅百分比最大，且最高價格超巿。 

：該貨品價格為當區超巿之最低價。 

：該貨品價格為當區超巿之最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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