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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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018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8-07-25)

本月調查日期
(201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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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氹仔花城 新花城 高露潔全效12專業美白防蛀牙膏 150克 $29.9 $16.5 $13.4 44.82% $15.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34.5 氹仔 百佳

2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李錦記鮮味生抽 500毫升 $9.5 $6.2 $3.3 34.74% $6.2 氹仔花城 新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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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氹仔 來來 倩絲殺菌消毒濕紙巾 10片裝 $7.0 $4.8 $2.2 31.43% $4.8 氹仔 來來 $6.9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海洋 成昌

4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健力氏天然加厚嬰兒濕紙巾 （補充裝） 184片 $53.0 $38.0 $15.0 28.30% $38.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59.9 氹仔 百佳

5 氹仔 百佳 沙宣保濕去屑洗髮乳 750毫升 $86.9 $62.9 $24.0 27.62% $62.9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 百佳

$76.9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利民 成昌

6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冰鮮米鴨 / 太子鴨 1隻 $36.8 $26.9 $9.9 26.90% $26.9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39.8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7 氹仔 來來 萬歲粟米油 3.5升 $121.0 $89.0 $32.0 26.45% $89.0 氹仔 來來 $125.0 氹仔海怡 新花城

8 氹仔 來來 古龍五香肉丁 142克 $15.9 $11.9 $4.0 25.16% $11.9 氹仔 來來 $17.5 氹仔花城 新花城

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刀嘜純正粟米油
900毫升 x3

支
$119.0 $90.5 $28.5 23.95% $84.0 氹仔 來來 $109.5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11 氹仔 百佳 珠江橋牌生抽王 500毫升 $11.9 $9.2 $2.7 22.69% $6.9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 來來

石排灣 大柔屋

$9.2 氹仔 百佳

12 氹仔 來來 維他奶山水嫩豆腐 - 有機 350克 $8.0 $6.2 $1.8 22.50% $6.2 氹仔 來來 $9.9 氹仔 百佳

13 氹仔 來來 雷達快速滅蟲噴霧（無臭無香味） 500毫升 $46.8 $36.3 $10.5 22.44% $36.3 氹仔 來來 $55.5 氹仔 百佳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15 氹仔 來來 Oreo餅
264.6克(29.4

克×9)
$16.5 $12.9 $3.6 21.82% $12.9 氹仔 來來 $16.9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6 氹仔海怡 新花城
高潔絲草本極緻綿柔纖巧熟睡夜用衛生

巾 - 41cm
8片 $40.5 $31.9 $8.6 21.23% $31.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38.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18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冰鮮米鴨 / 太子鴨 1隻 $34.0 $26.9 $7.1 20.88% $26.9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39.8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19 氹仔 百佳 家樂牌雞粉 273克 $25.9 $20.5 $5.4 20.85% $15.9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25.0 氹仔海怡 新花城

20 氹仔 來來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10.0 $87.5 $22.5 20.45% $87.5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 來來
氹仔花城 新苗

$119.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23.85% $41.3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51.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10 80克 $54.5 $41.5 $13.0李錦記XO醬

$113.9 氹仔海洋 成昌刀嘜純正芥花籽油

14 500毫升 $47.5 $37.0 $10.5 22.11% $37.0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62.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獅球嘜純正橄欖油

$68.0 $18.0 20.93% $68.0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17

900毫升 x3
支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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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