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冰鮮豬肉及急凍豬扒價格調查

物價調查發佈：426/2020

貨品名稱 (澳門元/磅) 產地

巴西豬扒片 14.5 巴西

巴西梅肉 20.0 巴西

西班牙橄欖豬無骨豬扒 43.0 西班牙

西班牙橄欖豬梅肉 43.0 西班牙

美國自然豬肉眼 35.0 美國

德國急凍乳豬法式豬扒 108.0 德國

有骨豬扒 19.0 巴西

梅頭豬扒 25.0 巴西

急凍巴西豬肉眼扒 24.8 巴西

急凍巴西豬梅扒 43.0 巴西

急凍巴西帶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豬梅扒 42.0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24.8 巴西

有骨豬扒 16.0 巴西

肉眼 20.0 巴西

梅肉 22.0 巴西

急凍介梅肉(巴西) 24.5 巴西

急凍巴西無骨豬扒(肉眼) 24.0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巴西) 18.5 巴西

西班牙有機豬扒 65.0 西班牙

西班牙粟飼豬梅肉 64.0 西班牙

澳洲豬梅肉 53.5 澳洲

澳洲豬西冷 65.0 澳洲

巴西肉眼扒 29.8 巴西

巴西豬扒 22.0 巴西

巴西豬梅頭 29.8 巴西

肉眼豬扒 30.0 巴西

帶骨豬扒 30.0 巴西

梅肉豬扒 30.0 巴西

西班牙豬梅扒 55.0 西班牙

豬梅扒 30.0 巴西

巴西豬扒(有骨) 30.0 巴西

泰豐超級市場
(提督馬路店)

豬梅肉扒 33.0 中國

急凍豬梅扒 43.0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豬扒

黑沙環及祐漢區

鄭忠記冷凍食品專賣店
(圓台巷—御景灣)

發記凍肉食品
(黃金商場)

來來超級市場
(市場街—民安新邨）

源興凍肉雜貨
(市場街—樂富新邨)

新苗超級市場
(市場街—樂富商場)

2020年11月急凍豬扒價格調查

區域 地點

新苗超級市場
(高士德大馬路—世紀豪庭店)

高士德及雅廉訪區

新雪寶凍肉專門店
(罅些喇提督市北街)

大昌食品市場
(高士德大馬路—遠洋豪軒)

順成林記凍肉食品
(群隊街)

榮發凍肉食品公司
(群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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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澳門元/磅) 產地

急凍豬扒

2020年11月急凍豬扒價格調查

區域 地點

高士德及雅廉訪區
百佳超級市場

(飛能便度街—寶誠店)
中國豬梅頭扒(急凍) 53.8 中國

梅肉 35.5 巴西

豬扒片 17.5 巴西

豬肉眼 21.0 巴西

有骨豬扒 22.0 巴西

梅頭 26.0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豬梅扒 *34.8 巴西

巴西豬扒片 19.8 巴西

豬梅肉 149.8 韓國

「濟州豚」天然豬肉眼 118.0 韓國

美國IBP特級豬扒 38.0 美國

西班牙杜洛克豬肉眼扒 88.8 西班牙

有骨豬扒 24.0 巴西

豬梅扒 24.0 巴西

肉眼 32.0 巴西

美國穀飼有骨豬扒 29.0 美國

美國穀飼無骨豬扒 32.0 美國

有骨豬扒 16.8 巴西

梅肉豬扒 21.0 巴西

急凍巴西豬肉眼扒 24.8 巴西

急凍巴西帶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巴西豬梅扒 *35.0 巴西

新花城超級市場
(下環分店)

豬梅肉扒 42.9 中國

急凍有骨豬扒 30.8 巴西

急凍豬梅扒 30.8 巴西

急凍巴西豬肉眼扒 24.8 巴西

急凍巴西豬梅扒 35.0 巴西

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氹仔埃武拉街—花城店)

巴西豬梅肉片(急凍) 43.8 巴西

急凍豬梅扒 42.0 巴西

急凍橄欖油飼西班牙豬扒 50.0 西班牙

急凍橄欖油飼西班牙豬梅肉 50.0 西班牙

急凍有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26.0 巴西

急凍豬梅扒 *36.5 巴西

新橋區
新苗超級市場

（羅白沙街—昌明店）

林茂塘區

荷蘭園區
鄭忠記冷凍食品專賣店

 (荷蘭園大馬路—怡昌閣)

筷子基區
溫記凍肉超級市場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多寶花園)

鄭忠記冷凍食品專賣店
(沙梨頭南益工業大廈)

隆記凍肉食品公司
(林茂巷—寶來大廈)

來來超級市場
(氹仔佛山街—金利達分店)

下環區

氹仔中心區

安記凍肉糧油食品
(下環福德新街)

來來超級市場
(下環街店)

沙梨頭及大三巴區

新花城超級市場
(氹仔拉哥斯街—海怡分店)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湖畔大廈）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永亨花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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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澳門元/磅) 產地

急凍豬扒

2020年11月急凍豬扒價格調查

區域 地點

急凍豬梅扒 *35.6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19.0 巴西

梅頭扒 95.0 葡萄牙

連皮無骨豬扒 95.0 葡萄牙

巴西豬扒片 17.0 巴西

巴西豬肉眼 21.0 巴西

巴西梅肉 31.0 巴西

丹麥豬梅肉 48.5 丹麥

西班牙橄欖豬梅肉 43.0 西班牙

西班牙橄欖豬肉眼 43.0 西班牙

急凍有骨豬扒(巴西) 18.5 巴西

急凍巴西無骨豬扒(肉眼) 24.0 巴西

急凍介梅肉(巴西) 24.5 巴西

Grand Mart高瑪生活百貨
(氹仔柯維納馬路)

介淨重巴西豬扒 ︿19.1(42/kg) 巴西

急凍有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橄欖油飼西班牙豬梅肉 50.0 西班牙

急凍豬梅扒 42.0 巴西

急凍巴西豬梅扒 *35.0 巴西

急凍巴西帶骨豬扒 24.8 巴西

急凍巴西豬肉眼扒 24.8 巴西

︿ ︰調查當日該貨品以kg為單位出售

*   : 調查當日該貨品為特價品

路環區

新苗超級市場
(路環，石排灣店）

來來超級市場
(路環，石排灣店）

氹仔中心區
鄭忠記海產凍肉有限公司

(氹仔大連街)

大昌食品市場
(氹仔拉哥斯街, 雄昌花園)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匯景店)

泰豐超級市場
(氹仔南京街—威翠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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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冰鮮豬肉及急凍豬扒價格調查

貨品 冰鮮豬扒
冰鮮五花肉/

豬腩肉
冰鮮豬梅頭肉 冰鮮豬瘦肉 冰鮮豬排骨 冰鮮豬手 冰鮮豬腱

地點

新苗超級市場
(市場街—樂富商場)

— *43.2 55.8 53.6 65.0 46.0 —

百佳超級市場
(菜園路—信達廣場)

56.8 62.8 59.8 56.8 68.0 — 59.8

新花城超級市場
(下環分店)

56.8 62.8 59.8 56.8 68.0 — 59.8

大昌食品市場
(高士德大馬路—遠洋豪軒)

— — — 50.0 50.0 — —

新苗超級市場
(高士德大馬路—世紀豪庭店)

— 61.8 57.5 53.6 65.0 47.5 —

新苗超級市場
（羅白沙街—昌明店）

— 61.8 55.8 53.6 65.0 46.0 59.0

泰豐超級市場
(提督馬路店)

— 53.8 56.8 53.8 68.0 39.8 —

百佳超級市場
(提督馬路—灝景峰店)

59.8 59.8 61.8 59.8 68.0 — 61.8

百佳超級市場
(飛能便度街—寶誠店)

56.8 62.8 59.8 56.8 68.0 — 59.8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永亨花城店)

— *#73.2 — — *#71.7~96.9 — #86.5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匯景店)

53.6 *43.2 *48.8 53.6 #81.5~96.0 47.5 59.00

新花城超級市場
(氹仔拉哥斯街—海怡分店)

56.8 59.8 59.8 56.8 68.0 49.8 59.8

大昌食品市場
(氹仔拉哥斯街—雄昌花園)

— 50.0 — 50.0 50.0 — —

泰豐超級市場
(氹仔南京街—威翠分店)

56.8 59.8 59.8 56.8 68.0 — 59.8

新苗超級市場
(氹仔湖畔大廈店)

53.6 *43.2 — — — — —

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氹仔埃武拉街—花城店)

#64.0~70.0 72.0 — 66.0 70.0 — 68.0

Grand Mart高瑪生活百貨
(氹仔柯維納馬路)

︿54.4(120/kg) — — — ︿62.6(138/kg) — ︿53.5(118/kg)

新苗超級市場
(路環—石排灣店）

53.6 #61.8~74.0 — 53.6 65.0 46.0 —

$54.4 - $61.8

$42.8 - $68
$47.2 - $70
$36.8 - $48.5

$53 - $76.8 $52 - $91.2

# :調查當日百佳超級市場(氹仔埃武拉街—花城店)出售之冰鮮豬肉為中國廣東優質冰鮮豬肉，其中冰鮮豬扒為中國廣東優質冰鮮有骨豬扒(64.0/磅)、無骨豬扒(64.0/磅)及梅頭豬扒(70.0/磅)

# :調查當日新苗超級市場(路環—石排灣店）出售之冰鮮五花肉/豬腩肉包括：冰鮮五花肉(61.8/磅)及冰鮮優質五花腩(74.0/磅)

* : 調查當日該貨品為特價品

︿︰調查當日該貨品以kg為單位出售

2020年11月冰鮮豬肉價格調查 物價調查發佈：426/2020

澳門元/磅

# :調查當日新苗超級市場(氹仔匯景店)出售之冰鮮豬排骨為冰鮮優質排骨(81.5/磅)；冰鮮優質排骨粒(96.0/磅)

—︰調查當日沒有售賣該類貨品

# :調查當日新苗超級市場(氹仔永亨花城店)出售之冰鮮豬排骨為冰鮮優質排骨(*71.7/磅)及冰鮮優質排骨粒(96.9/磅)；冰鮮五花肉為冰鮮優質五花腩(*73.2/磅)；冰鮮豬腱為冰鮮優質金錢腱(86.5/磅)

澳門元/磅

$48.8 - $61.8 $53.6 - $70.0

$50.0 - $66.0

$53.5 - $86.5

$50.0 - $96.9$43.2 - $74.0

$39.8 -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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