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20項超巿勁減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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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路氹區 該區超市數目: 11
調查貨品數目: 380款 x 11間=4180件貨品

. 物價調查發佈: 220/2018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8-05-24)

本月調查日期
(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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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氹仔 百佳 史雲生調味雞汁 270克 $23.6 $14.9 $8.7 36.86% $14.9 氹仔 百佳 $24.5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3 氹仔 百佳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11.9 $79.9 $32.0 28.60% $79.9 氹仔 百佳 $119.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4 氹仔 來來 萬歲粟米油 3.5升 $121.0 $89.0 $32.0 26.45% $79.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125.0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7 氹仔花城 新苗 倩絲殺菌消毒濕紙巾 10片裝 $6.5 $4.9 $1.6 24.62% $4.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7.0 氹仔 來來

8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高潔絲草本極緻綿柔纖巧熟睡夜用衛生

巾 - 41cm
8片 $38.0 $28.8 $9.2 24.21% $28.8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40.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9 氹仔海怡 新花城 Ritz利是芝士夾心餅
324克(12包

×27克)
$19.5 $14.9 $4.6 23.59% $14.9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7.9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1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雀巢三花淡奶（罐裝） 405克 $16.5 $12.9 $3.6 21.82% $12.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17.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2 氹仔花城 新花城 青島啤酒（樽裝） 640毫升 $9.5 $7.5 $2.0 21.05% $7.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0.2 氹仔 百佳

13 氹仔花城 新花城
瑞士伊美特級純乳酪 - 士多啤梨 Emmi

Swiss Premium Yogurt
100克 $9.9 $7.9 $2.0 20.20% $7.5 氹仔 來來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9.9 氹仔 百佳

14 氹仔 百佳 地捫無核西梅干 340克 $39.9 $31.9 $8.0 20.05% $26.9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海洋 成昌 $31.9 氹仔 百佳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6 氹仔 百佳 日光牌無核西梅 340克 $45.9 $36.9 $9.0 19.61% $31.5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36.9 氹仔 百佳

17 氹仔 來來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10.0 $88.5 $21.5 19.55% $79.9 氹仔 百佳 $119.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18 氹仔 百佳 水仙花牌五香肉丁 142克 $14.9 $12.0 $2.9 19.46% $12.0 氹仔 百佳 $15.0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9 氹仔 百佳 Eclipse易極薄荷糖 (藍色) 34克 $14.8 $12.0 $2.8 18.92% $12.0 氹仔 百佳 $15.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20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倩絲殺菌消毒濕紙巾 10片裝 $6.0 $4.9 $1.1 18.33% $4.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7.0 氹仔 來來

33.42% $79.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125.0 氹仔花城 新花城2 3.5升 $120.0 $79.9 $40.1萬歲粟米油

26.26% $7.3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 來來
氹仔海怡 新花城

$9.2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 百佳
氹仔海洋 成昌

5 500毫升 $9.9 $7.3 $2.6李錦記鮮味生抽

25.13% $14.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8.3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利民 成昌6 2升 $19.9 $14.9 $5.0柔麗衣物柔順劑

$8.2 氹仔 百佳道地極品玄米茶
10

500毫升 $8.9 $6.9 $2.0 22.47% $6.9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花城 新花城 $8.2 氹仔 百佳道地(蜂蜜)綠茶

$6.9 $2.0 22.47% $6.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5 410毫升 $18.5 $14.8 $3.7 20.00% $12.3 氹仔 百佳 $19.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李錦記鹵水汁

500毫升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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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