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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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款 x 14間=5320件貨品
. 物價調查發佈: 376/2018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8-09-27)

本月調查日期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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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健力氏好奇天然護膚紙尿片初生 - S 52片 $105.0 $78.0 $27.0 25.71% $78.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112.3 凱泉灣 百佳

2 下環街 新花城 海珠啤酒（罐裝） 330毫升 $3.9 $2.9 $1.0 25.64% $2.9 下環街 新花城 $3.8
栢蕙 大眾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下環街 新苗

3 下環街 新苗 Tulip三花牌火腿餐肉 340克 $28.9 $21.5 $7.4 25.61% $21.5 下環街 新苗 $34.2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6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絲潔萬用紙 4卷 $29.9 $22.5 $7.4 24.75% $22.5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24.2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7 下環街 來來 維他奶山水嫩豆腐 - 有機 350克 $8.0 $6.2 $1.8 22.50% $6.2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8.7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8 夜呣街 新花城
瑞士伊美特級純乳酪 - 士多啤梨 Emmi

Swiss Premium Yogurt
100克 $8.9 $6.9 $2.0 22.47% $6.9 夜呣街 新花城 $9.5 下環街 泰豐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10 下環街 利豐 太古純正砂糖 800克 $15.5 $12.5 $3.0 19.35% $12.4 司打口 來來 $16.8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1 下環街 新苗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09.0 $88.0 $21.0 19.27% $82.0
下環街 利豐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116.5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2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家樂牌雞粉 273克 $22.5 $18.5 $4.0 17.78% $18.5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24.9 南灣 新花城

13 下環街 來來 公仔麵 - 麻油味 100克 × 5 $15.5 $12.8 $2.7 17.42% $12.8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6.9 南灣 新花城

14 下環街 泰豐 雀巢咖啡伴侶 - 植脂末 700克 $53.0 $43.8 $9.2 17.36% $43.8 下環街 泰豐 $60.9 南灣 新花城

15 下環街 利豐 Ritz利是芝士夾心餅
324克(12包

×27克)
$17.5 $14.5 $3.0 17.14% $14.5 下環街 利豐 $19.2 南灣 新花城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7 司打口 來來 李錦記番茄醬 340克 $6.9 $5.8 $1.1 15.94% $5.8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8.1 東望洋街 順客隆

18 下環街 來來 雀巢三花淡奶（罐裝） 405克 $16.5 $13.9 $2.6 15.76% $13.0 東望洋街 順客隆 $17.0 栢蕙 大眾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20 南灣 新花城 吉列鋒速3剃鬚刀 1刀架1刀頭 $65.0 $55.0 $10.0 15.38% $45.0
下環街 利豐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55.0 南灣 新花城

25.32% $5.9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9.9 下環街 百佳4 500毫升 $7.9 $5.9 $2.0水動樂電解質補充飲品 (樽裝)

25.00% $2.9 下環街 新花城 $3.8
栢蕙 大眾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下環街 新苗

5 330毫升 $4.0 $3.0 $1.0海珠啤酒（罐裝）

$12.5 南灣 新花城壽桃牌全蛋麵

9 180克×10卷 $38.5 $30.8 $7.7 20.00% $30.8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37.9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維達藍色經典衛生紙

$9.9 $2.0 16.81% $9.9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19 1升 $48.0 $40.5 $7.5 15.63% $40.5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50.4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Pietro Coricelli意大利索妮醇香煮食橄

欖油

16 454克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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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