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20項超巿勁減貨品

www.consumer.gov.mo (853) 8988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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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2018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8-11-21)

本月調查日期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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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2 下環街 百佳 萬歲粟米油 3.5升 $120.9 $69.9 $51.0 42.18% $69.9 下環街 百佳 $128.2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3 凱泉灣 百佳 萬歲芥花籽油 3.5升 $111.9 $69.9 $42.0 37.53% $69.9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116.5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5 司打口 來來 維他朱古力牛奶飲品 236毫升 $7.5 $5.0 $2.5 33.33% $5.0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8.5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6 夜呣街 新花城 強生便利貼(透氣膠布) 20片 $21.9 $15.5 $6.4 29.22% $14.8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下環街 利豐 $21.9 下環街 新花城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8 下環街 來來 海珠啤酒（罐裝） 330毫升 $4.0 $3.0 $1.0 25.00% $2.9
下環街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4.0 東望洋街 順客隆

9 南灣 新花城 雀巢咖啡1+2原味即溶咖啡飲品 30包 $38.2 $28.9 $9.3 24.35% $28.9

夜呣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苗

下環街 新花城

$36.5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

1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安滿滿悅奶粉 800克 $248.0 $189.0 $59.0 23.79% $189.0 賈伯樂提督街 利豐 $259.0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11 南灣 新花城 李錦記鮮味生抽 500毫升 $9.5 $7.3 $2.2 23.16% $7.3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新花城

$10.0 東望洋街 順客隆

12 南灣 新花城 道地(蜂蜜)綠茶 500毫升 $8.9 $6.9 $2.0 22.47% $6.9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8.2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4 南灣 新花城 爽浪SUPER無糖香口珠 - 超涼薄荷味 25克 $9.5 $7.5 $2.0 21.05% $7.5 下環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9.2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6 南灣 新花城 可口可樂汽水 - 原味（罐裝） 330毫升 $4.9 $3.9 $1.0 20.41% $3.9
下環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5.5 下環街 百佳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18 南灣 新花城 李錦記鹵水汁 410毫升 $18.5 $14.8 $3.7 20.00% $14.5 下環街 新苗 $18.5 東望洋街 順客隆

17 30包 $36.2 $28.9 $7.3 20.17% $28.9

夜呣街 新花城
南灣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苗

下環街 新花城

$36.5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雀巢咖啡1+2原味即溶咖啡飲品

20.59% $13.5
司打口 來來
下環街 來來
下環街 新苗

$16.5 東望洋街 順客隆15
200毫升/234

克
$17.0 $13.5 $3.5美極鮮醬油

21.25% $6.3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9.9 下環街 百佳13 350克 $8.0 $6.3 $1.7維他奶山水嫩豆腐 - 有機

28.46% $55.8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86.9 南灣 新花城7 887毫升 $78.0 $55.8 $22.2Dreyer's '皇牌雪糕' - 呍呢拿

54.57% $14.9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26.3 海富花園 新惠康超市1 270克 $32.8 $14.9 $17.9史雲生調味雞汁

34.38% $10.5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17.9 下環街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4 250克 $16.0 $10.5 $5.5黑人牙膏 - 原味清涼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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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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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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凱泉灣 百佳
下環街 百佳

20 887毫升 $79.9 $65.0 $14.9 18.65% $55.8 下環街 來來
司打口 來來 $86.9 南灣 新花城Dreyer's '皇牌雪糕' - 呍呢拿

500毫升 $8.5 $8.2道地極品玄米茶

19
500毫升 $8.5 $6.9 $1.6 18.82% $6.9

南灣 新花城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8.2

$6.9 $1.6 18.82% $6.9 夜呣街 新花城
下環街 新花城

凱泉灣 百佳道地(蜂蜜)綠茶

下環街 百佳
凱泉灣 百佳


	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