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

標準價

(港幣)

每天提供

數量

文華特選紐西蘭鹿筋(1斤裝) 買一送一 $2,480 6

文華野生髮菜(1兩裝) 買一送一 $120 6

5A29-30 ITSU World (HK) Ltd.* Makura 按摩咕臣(IS-0105) 買一送一 $1,680 10

4C68, 72-

75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澳至尊卵磷脂(500粒) 買一送一 $1,390 50

5A34 怡東電腦有限公司* 飛利浦真無線藍牙耳機 (SHB2505/10) 買一送一 $899 10

1C11 長盈行* 長盈行咸水花膠(1斤) 買一送一 $880 20

6A84-87
華發行(香港)貿易發展有

限公司
Marigold麥飯石鍋具套裝 買一送一 $799 20

翹花膠禮盒裝(250克) 買一送一 $680 30

MG 金鱈花膠原液(14支裝) 買一送一 $440 30

德國寶遠紅外線保健膝套(FIR-F4) 買一送一 $670 5

德國寶遠紅外線保健踝套(FIR-G2) 買一送一 $660 5

華泰海產墨西哥沙參(1斤裝) 買一送一 $599 10

鮑泰記藜麥花膠糖水(160克) 買一送一 $68 20

Smartech 2合1 USB暖手連充電器(SA-3300A) 買一送一 $498 20

Smartech 便攜空氣淨化機(SG-3098) 買一送一 $248 20

5A37 唯諾天然乳品有限公司 GNT 腦活素(120粒) 買一送一 $480 20

南北行中霍山石斛(38克) 買一送一 $420 30

南北行特選花旗參(38克) 買一送一 $210 30

6A46 Prenice Promotion Co. 紀州備長炭枕巾 買一送一 $420 20

4C42-43 H365保健產品有限公司 H365 強效維他命E配方(100 粒) 買一送一 $399 10

6A01-03
睡康寧床上用品(香港)有

限公司
睡康寧太空PLUS枕 買一送一 $399 20

4C04
和生堂株式會社(香港)有

限公司*
和生堂腎威(60粒) 買一送一 $399 50

ZINO 黑眼療‧金箔眼膜(30對) 買一送一 $398 40

草姬腸動急便(6粒) 買一送一 $99 60

6C35 一豚食品有限公司* 一豚賀年豬手禮券(6 張) 買一送一 $388 20

5A33 Amazing Mode Ltd.* Equa Mismatch 系列玻璃水樽(MMBO7-PB/MMBO7-CH) 買一送一 $328 各20

5C06-07 新之味食品公司* 新之味羊肚菌(75克) 買一送一 $320 20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2B45-62

1B01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6C27-28 華泰海產貿易有限公司

第54屆工展會

「工展會開心賀禮」

晚間限定優惠(推廣期：10-31/12/2019 每日下午5:00後)

5C41-43
文華花膠專門店(香港)有

限公司

1B51-56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誠明環球食品有限公司*5C38

6A45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備註：

1.  公司名稱旁有“*”號的為今屆新參展商。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3.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4.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參與是次推廣活動的參展商將對所提供的產品優惠全權負責。

6.  所有優惠以大會網站公佈為準，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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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源聖萬威猛哥(60粒) 買一送一 $299 50

萊特維健藍莓健眼素(60粒) 買一送一 $229 50

天然素前列疏通加強版(90粒) 買一送一 $298 20

健知己盈更年(60粒) 買一送一 $298 20

G&L 至尊魚子全效面霜(40毫升) 買一送一 $293 20

佳善維他命E潤唇膏 買一送一 $28 20

德興隆紐西蘭野生鮑魚塊(750克) 買一送一 $288 50

德興隆土耳其無花果(450克) 買一送一 $48 50

6C18 德美高發展有限公司* 榴槤伯伯水果冰心果子(60克) 買一送一 $48 50

Sunkist 加拿大巴西莓精華(90粒) 買一送一 $268 20

Elgon 意大利純水淨洗髮露 買一送一 $250 100

5C01-02 立康國際有限公司 骨樂靈關節救急膠囊(60粒) 買一送一 $268 50

5A35 栢萌刷品有限公司* 魔刷師良度聲波電動牙刷 買一送一 $259 30

5C03-04 香港寶潔有限公司 七海健絡運動樂(60粒) 買一送一 $248 50

片仔癀跌打精1支及牙膏3支 買一送一 $245 20

片仔癀跌打精及康和沐足康養生中藥浸腳包各1 買一送一 $196 20

5A01-04
美國家得路天然健康食品

有限公司
CATALO 兒童DHA液體鈣(鎂+鋅健營配方)(474毫升) 買一送一 $218 100

5A16 量品(香港)有限公司* Spark 防水透氣床墊(60 x 120厘米) 買一送一 $198 10

5A52 大和香港有限公司 Diamond 果汁機 買一送一 $199 10

健味之家黑松露 XO 醬(80克) 買一送一 $198 10

健味之家海參小米粥(400克) 買一送一 $68 10

5C36 福興香港有限公司* $195 20

Richford 五功能花灑頭(RH3018) 買一送一 $188 50

Richford 三功能花灑頭(RH3013) 買一送一 $168 50

和穀黑豆穀物石鹼 買一送一 $188 40

和穀黑豆穀物面膜 買一送一 $128 40

5C08 華豐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華寶牌野生三文魚油丸/野生海豹丸(300粒) 買一送一 $188 各20

4C15-16 姿蘭妮(亞洲)有限公司 姿蘭妮Reborn面霜(50克)/Reborn晚霜(30克) 買一送一 $188 各10

5A12 方康國際有限公司 dotdot德國冰川牛奶(活泉水)(60毫升) 買一送一 $182 20

4C26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及龜苓膠套裝

(包括正宗龜苓膏及龜苓膠(250克)各2個)
買一送一 $160 30

裕華太子蔘(250克) 買一送一 $160 50

裕華蟲草花(300克) 買一送一 $120 50

Caleb's  印度辣木子(100克) 買一送一 $150 50

Caleb's 青海野生黑杞子(特級)(100克) 買一送一 $130 50

5A92-95 德鴻行國際有限公司

Radico 有機染髮劑(1盒)送指定Radico 顏色染髮劑(1盒)

5C05 宏系有限公司

晚間限定優惠(推廣期：10-31/12/2019 每日下午5:00後)

6C45-46 德興隆公司

4C53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4C54-56 康而健有限公司

4C09 捷成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黑酢家

3A09 迪高(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6C47 綠寶(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5A59 滙熹集團有限公司*

3A11-12

5C11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備註：

1.  公司名稱旁有“*”號的為今屆新參展商。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3.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4.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參與是次推廣活動的參展商將對所提供的產品優惠全權負責。

6.  所有優惠以大會網站公佈為準，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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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曲師3D透氣枕頭墊 買一送一 $150 20

足福薄透氣鞋墊 買一送一 $50 20

COLLIO 奇亞籽低糖高纖7谷代餐粉(500克) 買一送一 $150 30

COLLIO 奇亞籽7谷粉(25克x6) 買一送一 $50 30

4C05 醫師養生工房有限公司* 懿調膚美白中藥面膜(5片裝) 買一送一 $150 20

米之寶洗衣液(1,300毫升) 買一送一 $139 30

水芝寶潔護液(500毫升) 買一送一 $119 50

5A60 聯財有限公司 嘉利仕黑加倫子潤喉糖(110克) 買一送一 $138 12

萬順昌慢煮吉品鮑魚(6頭)(425克) 買一送一 $110 50

萬順昌慢煮吉品鮑魚(5頭)(215克) 買一送一 $48 50

海軍牌2合1咖啡(1,000克) 買一送一 $110 10

百里香3合1拉茶(1,000克) 買一送一 $110 10

5A66-67 香港潔淨水有限公司 AquWash 鹼先生多功能清潔噴霧(1200毫升)連噴壺 買一送一 $99 10

2B06-07,

20-21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榮華紐西蘭蜂蜜龜苓膏(250克)6罐裝 買一送一 $96 24

左顯記加辣桂林辣椒醬(204克) 買一送一 $90.2 100

左顯記極品XO辣椒醬(88克) 買一送一 $81.3 100

綠之聖黑木耳(130克) 買一送一 $88 50

綠之聖特大和田大棗(300克) 買一送一 $78 50

Diverxu 西班牙白豬火腿(100克)

註：22-31/12/2019 期間發售
買一送一 $78 20

Diverxu 西班牙莎樂美腸片/辣肉腸片(100克)

註：10-21/12/2019 期間發售
買一送一 $60 20

2B18 祥勝行有限公司* 金多貓山王榴槤小丸子(6粒裝) 買一送一 $78 50

1A01-03
香港新豐天然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
金燕牌牛蒡茶(100克) 買一送一 $78 10

1B17-18 華潤堂有限公司 華潤堂黑糖薑母茶(250克) 買一送一 $69 50

2B17 盈坊有限公司* 漁村蝦乾粒手工餅(160克) 買一送一 $68 10

3點1刻花茶(烏龍薰衣草茶/烏龍玫瑰茶/烏龍薄荷茶)

(18包裝)
買一送一 $60 50

3點1刻袋裝黑糖薑母茶/朱家烏梅湯/日月潭奶茶/炭燒奶

茶/原味奶茶(15包裝)
買一送一 $45.9 50

2C22 Zooty Zooty 銀包(已配對好，不能選色) 買一送一 $54 5

2C08 精工髮品廠有限公司 CK駁髮 買一送一 $50 20

6A29 十熊企業(香港)有限公司 iXchange 立體聲耳機(SE02) 買一送一 $50 20

4C63-64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保心安追風活絡油(50毫升) 買一送一 $48 5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美國太子牌當歸紅棗茶(10包裝) 買一送一 $45 20

3B01-02 大和食品公司 大和の良品磯燒豬肉乾(140克) 買一送一 $40 100

1C05 左氏皇朝有限公司

3A04 創歷國際有限公司

2B19

6C21-22,

31-32
香港綠之聖食品有限公司

金京發展有限公司*

1A09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6A46a 大來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晚間限定優惠(推廣期：10-31/12/2019 每日下午5:00後)

1A22 永昇海外(亞洲)有限公司*

德成海味有限公司6C23-24

5A43 名立國際有限公司*

備註：

1.  公司名稱旁有“*”號的為今屆新參展商。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3.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4.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參與是次推廣活動的參展商將對所提供的產品優惠全權負責。

6.  所有優惠以大會網站公佈為準，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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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牌合桃(200克)/杏仁(150克)/提子乾(200克)/杏脯(200

克)/芒果乾(200克)
買一送一 $39 各100

特麗牌淮山脆片(香葱味/紫菜味/燒烤味/蕃茄味)(160克) 買一送一 $30 400

霞寶牌米線(500克) 買一送一 $25 100

1B23 中國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馬中橋二合一白咖啡(450克)/傳統黑咖啡(500克) 買一送一 $38 各20

6A14-16,

35-37
天上野有限公司 天上野吸色皇(40片裝) 買一送一 $38 50

3A24 金海海產有限公司 PANGA SILVER 越南鯰魚柳(850克) 買一送一 $36 30

甄沾記脆脆椰(50克) 買一送一 $35 24

甄沾記仙椰汁(240毫升) 買一送一 $20 24

1A23 加會創作有限公司* $34 20

$30 60

大興牌即食海蜇絲(150克) 買一送一 $10 60

1A10-11 三和貿易公司
懷戀淮山葯薄脆片(燒烤味/辣雞味/海苔味/蕃茄牛腩味/

排骨香蔥味)(160克)
買一送一 $30 各50

3A15-16,

41-42
三和食品有限公司 Pure Delight 椰棗(380克) 買一送一 $30 100

5C23 益生坊集團有限公司 益生坊五指毛桃(100克) 買一送一 $30 30

1C18-19 霞寶貿易公司* 霞寶牌火龍果乾(100克) 買一送一 $30 20

5A17 晨光文具(香港)有限公司*
Miffy 水彩筆(FCP-95871)(24色)/Miffy 絲滑油畫筆(FGM-

90058)(24色)
買一送一 $30 各20

6C33-34 輝誠管理有限公司* 輝誠麻辣牛肚(1小碗) 買一送一 $30 100

3B50-51 王子食品廠有限公司 萬勝廚養生八寶茶(300毫升) 買一送一 $25 50

6C13-14 元利行 元利行芋圓豆花(1碗) 買一送一 $25 50

2C10 Joy's Card Ltd. Joy's Card 賀年利是封(每包10-12個) 買一送一 $25 20

3A13-14 金龍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瑪努拉香酥蟹餅(100克)/香酥蝦餅(90克) 買一送一 $20 各60

2A27-32 雞仔餅大王有限公司 雞仔餅大王香蕉糕(4件)/桂花糕(自選口味)(4件) 買一送一 $20 各30

CarJen JJ Partito零食(50克) 買一送一 $18 20

CarJen  JJ Snack 零食(20克) 買一送一 $10 20

3B24a,

3B25a
香港凍肉(海產)有限公司* Get Fresh 煙鴨胸(200克) 買一送一 $15 20

1C20 三匯(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三匯韓國紫菜(2克x8包) 買一送一 $13.8 20

3B79-87 僑豐行有限公司 $12 100

晚間限定優惠(推廣期：10-31/12/2019 每日下午5:00後)

迪斯高國際有限公司*

1A31-32 越光業務發展公司

S&B 咖喱(任何口味)1盒送S&B 芥辣(43克)

6C01-04 合泰海產貿易有限公司
大興牌甜梅菜(1折裝)送大興牌咸梅菜(1折裝)

阿中丸子香菇貢丸(300克)送阿中丸子花枝丸(300克)

1A21 甄沾記香港有限公司

1C28

備註：

1.  公司名稱旁有“*”號的為今屆新參展商。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3.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4.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  參與是次推廣活動的參展商將對所提供的產品優惠全權負責。

6.  所有優惠以大會網站公佈為準，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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