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20項超巿勁減貨品

堂區：路氹區 該區超市數目: 10

調查貨品數目: 379款 x 10間=3790件貨品
. 物價調查發佈: 107/2019

排名 超市 貨品 單位
上月調查日期

(2019-02-27)

本月調查日期

(201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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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橋牌生抽王 500毫升 $14.8 $9.5 $5.3 35.81% $6.9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9.5 氹仔 百佳

2 氹仔 百佳 萬字醬油 600毫升 $41.9 $28.6 $13.3 31.74% $27.0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花城 新苗

$30.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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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利民 成昌

4 氹仔花城 新苗 冰鮮竹絲雞 1隻 $54.0 $38.0 $16.0 29.63% $38.0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49.8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5 氹仔花城 新花城 家樂牌雞粉 273克 $24.9 $17.9 $7.0 28.11% $17.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26.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6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維他奶山水嫩豆腐 - 有機 350克 $8.5 $6.2 $2.3 27.06% $6.2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9.9 氹仔 百佳

7 氹仔 百佳 Dove 多芬潤膚止汗香體露 - 美白 40毫升 $25.3 $19.0 $6.3 24.90% $19.0 氹仔 百佳 $27.5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海洋 成昌

氹仔 百佳 金紡衣物柔順劑 - 經濟裝 2公升 $19.9 $15.0 $4.9 24.62% $14.9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19.2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氹仔 百佳 唯潔雅廚房萬用紙 75張x4卷 $19.9 $15.0 $4.9 24.62% $15.0 氹仔 百佳 $22.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氹仔 來來

9 氹仔 百佳 白元強力抽濕器 500毫升 x 3 $38.0 $28.9 $9.1 23.95% $28.9 氹仔 百佳 $33.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0 氹仔 百佳 Tulip三花牌火腿餐肉 340克 $37.9 $29.0 $8.9 23.48% $28.9 氹仔 來來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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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氹仔 百佳 壽桃牌四川擔擔麵 - 麻辣香菇味 160克 $6.5 $5.0 $1.5 23.08% $5.0 氹仔 百佳 $6.8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13 氹仔 百佳 Planters紳士牌花生醬 - 粗粒裝 340克 $36.7 $28.9 $7.8 21.25% $28.9 氹仔 百佳 $34.2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4 氹仔花城 新花城 家樂牌鷹粟粉 420克 $12.5 $9.9 $2.6 20.80% $9.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2.5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5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冰鮮三黃雞 1隻 $43.9 $34.8 $9.1 20.73% $34.8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43.9 氹仔花城 新苗

16 氹仔海怡 新花城 李錦記鹵水汁 410毫升 $18.5 $14.8 $3.7 20.00% $12.9 氹仔 百佳 $19.0 氹仔 高瑪生活百貨

17 氹仔 百佳 梅林回鍋肉 (豬肉筍片) 198克 $15.9 $12.8 $3.1 19.50% $11.3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利民 成昌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氹仔海洋 成昌

$12.8 氹仔 百佳

18 氹仔海怡 新花城 安滿滿悅奶粉 800克 $259.0 $209.0 $50.0 19.31% $207.0
氹仔花城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259.0 氹仔花城 新花城

19 氹仔 來來 洽洽香瓜子
9.17安士

(260克)
$15.8 $12.8 $3.0 18.99% $12.8 氹仔 來來 $17.9 氹仔花城 新花城

20 氹仔 來來 Oreo餅
264.6克(29.4

克×9)
$16.5 $13.5 $3.0 18.18% $13.5 氹仔 來來 $18.5

氹仔花城 新花城

氹仔海怡 新花城

11 500毫升 $9.5 $7.3 $2.2 23.16% $7.2
氹仔匯景花園 新苗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
$9.2 氹仔海洋 成昌李錦記鮮味生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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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