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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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款 x 14間=5250件貨品
. 物價調查發佈: 66/2018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8-01-24)

本月調查日期

(201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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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 史雲生調味雞汁 270克 $29.9 $15.5 $14.4 48.16% $15.5 下環街 百佳 $26.3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2 下環街 百佳 潔柔C&S180抽抽取式紙面巾 5包 $33.9 $20.9 $13.0 38.35% $20.9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25.5 下環街 新苗

3 凱泉灣 百佳 麥維他消化餅 250克 $13.5 $8.9 $4.6 34.07% $8.9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16.8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4 下環街 百佳 唯潔雅超柔版盒裝紙巾 5盒 $27.9 $19.9 $8.0 28.67% $19.9 下環街 百佳 $28.0 東望洋街 順客隆

5 夜呣街 新花城 高露潔全效12專業美白防蛀牙膏 150克 $19.9 $14.9 $5.0 25.13% $14.9 夜呣街 新花城 $29.9 

下環街 新苗

下環街 利豐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6 凱泉灣 百佳 潔柔C&S盒裝紙巾
150抽(二層)x

5盒
$33.9 $25.5 $8.4 24.78% $25.5 凱泉灣 百佳 $31.0 東望洋街 順客隆

7 下環街 新苗 壽桃牌全蛋麵 454克 $11.9 $9.0 $2.9 24.37% $9.0 下環街 新苗 $11.8 下環街 利豐

8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萬歲粟米油 3.5升 $128.2 $98.0 $30.2 23.56% $94.5 下環街 新苗 $125.0 南灣 新花城

9 凱泉灣 百佳 高樂氏漂白水 - 原味 2800毫升 $26.0 $19.9 $6.1 23.46% $19.9 凱泉灣 百佳 $28.0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10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16.5 $91.4 $25.1 21.55% $88.0 
下環街 新苗

下環街 泰豐
$115.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4 下環街 泰豐 黑人牙膏孖裝 - 原味清涼薄荷 250克 x 2 $35.0 $28.2 $6.8 19.43% $28.2 下環街 泰豐 $37.0 南灣 新花城

15 下環街 泰豐
高潔絲草本極緻綿柔纖巧熟睡夜用衛生

巾 - 41cm
8片 $36.0 $29.8 $6.2 17.22% $29.8 下環街 泰豐 $38.0 南灣 新花城

16 下環街 新苗 洽洽香瓜子
9.17安士(26

0克)
$12.9 $10.9 $2.0 15.50% $10.9 下環街 新苗 $17.8 南灣 新花城

17 下環街 來來 寶劍牌滴露沐浴露 - 經典松木
650克(1+1

套裝)
$61.5 $52.0 $9.5 15.45% $52.0 下環街 來來 $65.5 南灣 新花城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9 司打口 來來 滴露衣物消毒劑 - 松本香味 2.3升 $66.9 $56.9 $10.0 14.95% $56.9 司打口 來來 $68.5 南灣 新花城

20 南灣 新花城 沙宣保濕去屑洗髮乳 750毫升 $69.9 $59.9 $10.0 14.31% $59.9 
夜呣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75.2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20.74% $94.5 下環街 新苗 $125.0 南灣 新花城11 3.5升 $121.0 $95.9 $25.1 萬歲粟米油

$115.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萬歲芥花籽油

12 750毫升 $14.2 $11.4 $2.8 19.72% $11.4 
下環街 百佳

凱泉灣 百佳
$14.5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南灣 新花城

莊臣潔廁得威猛先生潔廁液 - 檸檬清新

$88.5 $21.5 19.55% $88.0 
下環街 新苗

下環街 泰豐

18 36包 $25.9 $21.9 $4.0 15.44% $21.9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27.6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潔柔C&S迷你型紙手帕 (橙色)

13 3.5升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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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