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提供數量

/
展會主辦機構－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工展80周年震撼福袋

(包括:Uma-Mi蒸鮮鍋、濱特爾F1000直飲級濾水器、陳

老二野生冬蟲夏草、德國寶電水壺、安記南非鮑2罐、

意大利有機天然柔嫩抗敏面霜、正品鱷膚油、御藥堂培

植蟲草菌絲體Cs-4鋅加C糖、天龍牌原隻鮑魚象拔蚌佛

跳牆、海獅牌急凍海蝦券2張、孖人國際手甲剪、卡士

蘭肝美健、日本叮叮環保驅蚊劑及合泰日本櫻花蝦2包)

$80 $8,000 8

5A74-79 美的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美的1匹變頻掛牆矮分體式冷氣機(不包括安裝費) $80 $5,480 8

2B27-35 家典有限公司 家典牌飲用水機(型號:SDW-1800) $80 $2,988 8

1B51-58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南北行「鮑參」工展80周年尊貴福袋

(包括:特級花菇+蠔皇鮑魚禮盒(1盒)、參之元良字40支1

兩(1罐)、精選鱈魚膠150克禮盒(1盒)、紅燒珍珠鮑4隻(1

盒)、韓國人參酒(375毫升)、有邊螺片(150克)、精選蟲

草花(100克)、養生湯包(1包)及養生花茶(10包裝))

$80 $2,680 8

1B67-72 御藥堂(控股)有限公司

御藥堂保健精選福袋

(包括:御藥堂培植蟲草菌絲體Cs-4(60粒)2盒、御藥堂破

壁靈芝孢子(60粒)2盒、御藥堂淨肝健(60粒)、御藥堂護

眼清(60粒)及御藥堂關節活(60粒))

$80 $1,592 8

4A04 風行產品推廣有限公司
德國博世福袋

(包括:蒸氣熨斗(型號:DA20)及手提攪拌機)
$80 $1,496 8

6A62-71 愛家名品有限公司 寶康達時尚寶(型號:PC5800) $80 $1,488 8

5A46 德廚控股有限公司 卡爾牌壓力煲套裝(5.5公升) $80 $1,380 8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8大超級優惠

8大超級優惠(推廣期：15/12/2018)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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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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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4C06 杏美行 Life Enhance補骨肽(14片裝) $1 $108 / 30

6A45 多創有限公司 Aryca時款泳鏡 $1 $79 / 50

4C05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A&D電子體溫計 $1 $59.9 / 20

4C59,64 生機無限國際有限公司 綠養坊藍莓杞子護眼專方(5粒裝) $1 $49 / 20

1C21-22,

33-34
捷榮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Tarza掛耳滴漏咖啡(中度烘培)(50克) $1 $40 / 10

1B51-58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南北行滋潤養生湯包:雪耳椰片清潤湯(80克)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發售
$1 $38 / 30

6C05 金茶王加盟店有限公司 金茶王熱奶茶(330毫升) $1 $20 / 20

3A36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芒果味薑糖(125克) $1 $18.9 / 20

3A37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綠樹牌冰乾士多啤梨(20克) $1 $18 / 20

1B09 冠珍興記醬園有限公司 冠珍醬園生晒頭抽(250毫升) $1 $17 / 20

3A01-04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瑞茲米糠油(250毫升) $1 $13.9 / 48

4C07 保齡寶國際有限公司 頃爽檸檬味梳打水(480毫升) $1 $10 / 200

4C25 法莎莉(香港)有限公司 Fasary仿魚子精華-歲月無痕(抗皺亮肌)(30毫升) $198 $1,980 1折 2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Hyundai韓國除鉛濾水器(型號:HQ7-2F) $168 $1,680 1折 20

6C03
韓蔘皇(韓國高麗蔘)有限

公司
官字蔘牛黃清心元液(50毫升 x 10支裝) $100 $1,000 1折 20

1B24-26 七海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軒琴居記憶枕(型號:P-HEC-MD-FL-50-50) $59 $599 1折 200

5A32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 6in1脈衝按摩儀(加強版) $59 $599 1折 20

5A38-39 納米世界(香港)有限公司 納米世界納米眼寶液(5毫升) $38 $423 1折 100

3A09 迪高(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迦勒護眼黑杞子(30克) $30 $300 1折 100

5C05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幹細胞精華(15毫升) $19 $199 1折 20

5A06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東革阿里(500克) $15 $150 1折 30

2C39 伊甸園國際有限公司 伊甸園山茶花護唇油(15毫升) $12 $128 1折 20

3B21 季季紅風味酒家 季季紅乳豬臘腸/蠔豉臘腸/鵝肝腸(約4兩裝) $10 $115 1折 20

1C25-30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醫之選兒童維C果糖(60片裝) $10 $101 1折 20

4C09 碌柚葉(香港)有限公司 碌柚葉經絡梳/ 艾灸盒/ 經絡拍 $10 $100 1折 各款20

5C09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萊特維健蟲草參靈寶試食裝(20粒) $10 $100 1折 100

2C07 聚大行國際有限公司 金鳳泰國頂級香米(5公斤) $9 $96.9 1折 20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1 及1折優惠

購物優惠第1期－工展開鑼抗通脹(推廣期：15-21/12/2018)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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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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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5A53-54,

69-70
我愛廚房有限公司 LOVOS陶瓷刨(藍色) $6 $60 1折 20

2B69-74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鴻福堂首烏玉竹烏豆豬腱湯(400毫升) $5 $53 1折 100

2A09-11 新一代(遠東)有限公司 環朗洋甘菊桑白茶(30克) $5 $50 1折 20

6C06 駿達行(國際)有限公司 殿糖級朱古力千層蛋糕(1件) $3 $30 1折 20

5C56,60 髮再生
髮再生止脫、育髮洗髮露(適合中、乾性髮

質)(60毫升)
$2 $25 1折 5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太子牌有機綠茶/烏龍茶(20包裝) $2 $20 1折 各款30

1A23-24 三和貿易公司 岩伯渡紅薯粉絲(300克) $2 $20 1折 150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4C06 杏美行 Life Enhance補骨肽(14片裝) $1 $108 / 30

4C05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A&D電子體溫計 $1 $59.9 / 20

3A36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芒果味薑糖(125克) $1 $18.9 / 20

3A01-04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瑞茲米糠油(250毫升) $1 $13.9 / 48

4C25 法莎莉(香港)有限公司 Fasary仿魚子精華-紅粉佳人(抗老化)(30毫升) $218 $2,180 1折 2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Hyundai韓國除鉛濾水器(型號:HQ7-2F) $168 $1,680 1折 20

6C03
韓蔘皇(韓國高麗蔘)有限

公司
官字蔘牛黃清心元液(50毫升 x 10支裝) $100 $1,000 1折 20

5A32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 6in1脈衝按摩儀(加強版) $59 $599 1折 20

5A38-39 納米世界(香港)有限公司 納米世界無極能量噴霧(120毫升) $38 $423 1折 100

1A31-32 鯉魚門紹香園有限公司 紹香園五色123營養代餐(6包裝) $10 $198 1折 5

5A06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東革阿里(500克) $15 $150 1折 30

1C25-30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醫之選兒童維C果糖(60片裝) $10 $101 1折 20

4C09 碌柚葉(香港)有限公司 碌柚葉經絡梳/ 艾灸盒/ 經絡拍 $10 $100 1折 各款20

5C09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萊特維健蟲草參靈寶試食裝(20粒) $10 $100 1折 100

5A53-54,

69-70
我愛廚房有限公司 LOVOS陶瓷刨(藍色) $6 $60 1折 20

2C24 天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檳城風味套裝

(包括:南洋師父檳城亞叁辣味麵(4包裝)、Mak

Nyonya亞參魚風味即煮醬(200克))

$5 $50 1折 10

2A09-11 新一代(遠東)有限公司 環朗洋甘菊桑白茶(30克) $5 $50 1折 20

5C56,60 髮再生
髮再生止脫、育髮洗髮露(適合中、乾性髮

質)(60毫升)
$2 $25 1折 5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太子牌有機綠茶/烏龍茶(20包裝) $2 $20 1折 各款30

購物優惠第1期－工展開鑼抗通脹(推廣期：15-21/12/2018)

購物優惠第2期－快樂購物迎聖誕(推廣期：22-28/12/2018)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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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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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4C06 杏美行 Life Enhance補骨肽(14片裝) $1 $108 / 30

4C05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A&D電子體溫計 $1 $59.9 / 20

3A36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橙味薑糖(125克) $1 $18.9 / 20

3A01-04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泰勒加洲西梅亁(50克) $1 $10 / 54

4C25 法莎莉(香港)有限公司 Fasary仿魚子精華-白雪公主(美白淡斑)(30毫升) $198 $1,980 1折 2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Hyundai韓國除鉛濾水器(型號:HQ7-2F) $168 $1,680 1折 20

6C03
韓蔘皇(韓國高麗蔘)有限

公司
官字蔘牛黃清心元液(50毫升 x 10支裝) $100 $1,000 1折 20

5A32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 6in1脈衝按摩儀(加強版) $59 $599 1折 20

5A38-39 納米世界(香港)有限公司 納米世界納米眼明亮洗眼液(50毫升) $38 $423 1折 100

5A06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東革阿里(500克) $15 $150 1折 30

醫之選存面D3 1000 IU(60粒裝) $11 $115 1折 20

醫之選兒童維C果糖(60片裝) $10 $101 1折 20

4C09 碌柚葉(香港)有限公司 碌柚葉經絡梳/ 艾灸盒/ 經絡拍 $10 $100 1折 各款20

5C09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萊特維健蟲草參靈寶試食裝(20粒) $10 $100 1折 100

2C39 伊甸園國際有限公司 伊甸園茶樹油(10毫升) $9 $96 1折 20

5A53-54,

69-70
我愛廚房有限公司 LOVOS陶瓷刨(藍色) $6 $60 1折 20

2A09-11 新一代(遠東)有限公司 環朗洋甘菊桑白茶(30克) $5 $50 1折 20

2C24 天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跨年魚蝦蟹套裝

(包括:Mak Nyonya咖喱魚風味即煮醬(200克)、

Mak Nyonya亞參魚風味即煮醬(200克)、Mak

Nyonya葡萄牙風味即煮醬(200克))

$5 $50 1折 10

5C56,60 髮再生
髮再生止脫、育髮洗髮露(適合中、乾性髮

質)(60毫升)
$2 $25 1折 5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太子牌有機綠茶/烏龍茶(20包裝) $2 $20 1折 各款30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1C25-30

購物優惠第3期－新年瘋狂至激賞(推廣期：29/12/2018-4/1/2019)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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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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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4C06 杏美行 Life Enhance補骨肽(14片裝) $1 $108 / 30

4C05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A&D電子體溫計 $1 $59.9 / 20

3A36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橙味薑糖(125克) $1 $18.9 / 20

3A01-04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泰勒加洲西梅亁(50克) $1 $10 / 54

4C25 法莎莉(香港)有限公司 Fasary鑽石珍珠眼霜(30毫升) $198 $1,988 1折 2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Hyundai韓國除鉛濾水器(型號:HQ7-2F) $168 $1,680 1折 20

6C03
韓蔘皇(韓國高麗蔘)有限

公司
官字蔘牛黃清心元液(50毫升 x 10支裝) $100 $1,000 1折 20

5A32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 6in1脈衝按摩儀(加強版) $59 $599 1折 20

5A06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東革阿里(500克) $15 $150 1折 30

5C25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卓營方一條根清涼紓痛貼(10片裝) $12.8 $128 1折 10

1C25-30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醫之選兒童維C果糖(60片裝) $10 $101 1折 20

4C09 碌柚葉(香港)有限公司 碌柚葉經絡梳/ 艾灸盒/ 經絡拍 $10 $100 1折 各款20

5C09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萊特維健蟲草參靈寶試食裝(20粒) $10 $100 1折 100

5A53-54,

69-70
我愛廚房有限公司 LOVOS陶瓷刨(藍色) $6 $60 1折 20

5C56,60 髮再生
髮再生止脫、育髮洗髮露(適合中、乾性髮

質)(60毫升)
$2 $25 1折 5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太子牌有機綠茶/烏龍茶(20包裝) $2 $20 1折 各款30

購物優惠第4期－閉幕回饋盡放送(推廣期：5/1-7/1/2019)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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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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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Samko Get Fresh(100毫升) $6 $56 1.1折 50

Molecule Aroma V1(with VS006 Citrus) $198 $299 6.7折 50

Molecule Aroma PAD(with SE) $270 $388 7折 50

iScent PRO S(with E-Element) $1,870 $2,680 7折 5

康護你台灣健康小腿襪(男/女) $9.9 $69 1.5折 50

康護你台灣醫療級遠紅外線壓力襪 $88 $220 4折 30

草田木菓台灣有機酵素(375毫升) $118 $268 4.5折 20

3C10 藝視眼鏡中心有限公司 ago老花鏡 $50 $280 1.8折 30

1A18 金海海產有限公司 鱷皇牌泰國急凍鱷魚肉產品系列 $10 $58 1.8折 50

2C35 宗泰貿易有限公司 唯皇咸蛋黃粉(65克) $10 $45 2.3折 20

4C08 天妮然國際有限公司 Medimix香皂 $10/3件 $15/件 2.3折 50

官字蔘韓國高麗人蔘茶(3克 x 10包) $10 $43 2.4折 100

官字蔘韓國高麗人蔘果茶(3克 x 10包) $10 $43 2.4折 100

官字蔘罐裝高麗蔘天字(15支裝) $4,026 $8,052 5折 5

金皇蜂韓國椒井有汽礦泉水(250毫升) $3 $12 2.5折 100

金鵝牌黑糖薑茶(200克) $29 $58 5折 50

Cosmo 手提花灑 $59 $219 2.7折 20

Laura 手提花灑 $59 $189 3.2折 20

Tastec多功能煮食鍋 $449 $1,498 3折 20

Suki部屋創意美食機 $199 $659 3.1折 20

艾美木纖維專家板(型號: G700) $598 $859 7折 20

2C10
明豐(樂見)國際發展有限

公司
壹家珍品金牌淮山麵(8片裝)(688克) $16 $55 3折 20

3B22 嘉信和牛(香港)有限公司 嘉信和牛厚切純種和牛肉片(140克) $25 $85 3折 10

2C36 Star Trading Asia Ltd. BIKAJI大豆零食棒(200克) $4.5 $15 3折 30

6A62-71 愛家名品有限公司 Rogic RT200 Tio2光觸媒超聲波震動牙刷 $976/2枝 $1,588/枝 3.1折 100

4C05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Cura非接觸式多功能紅外線體溫計 $180 $590 3.1折 20

4C59,64 生機無限國際有限公司 綠養坊至尊舞茸OPC專方(60粒) $99 $299 3.4折 30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購物優惠[推廣期：全期 (15/12/2018-7/1/2019)]

再生健康有限公司4C01

沁濤美念亞洲有公司5A33

5A06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5A53-54,

69-70
我愛廚房有限公司

韓蔘皇(韓國高麗蔘)有限

公司
6C03

6A48-51 美康居國際有限公司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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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迦勒野生黑杞子(100克)

*需憑消費指南優惠券使用優惠
$120 $350 3.5折 100

迦勒有機冷榨椰子油套裝(200毫升+15毫升)

*需憑消費指南優惠券使用優惠
$80 $205 4折 100

4C11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撒隆巴斯直貼(4片裝) $25 $69.9 3.6折 50

6C25-26 德興隆公司 德興隆蟲草孢子頭(70克) $38 $99 3.9折 200

Baby Gaga Go-free尿布墊 $30 $78 3.9折 20

Baby Gaga有機保濕霜 $50 $108 4.7折 30

Baby Gaga有機沐浴洗髮露 $70 $148 4.8折 30

Baby Gaga天然蒟蒻海綿 $20 $38 5.3折 20

德國寶健康鮮磨胚芽米機(型號:GRM-450) $1,690 $3,970 4.3折 2

德國寶遠紅外線手掌按摩器(型號:MP-60) $699 $1,280 5.5折 5

德國寶頸部按摩器(型號:MN-51) $999 $1,750 5.8折 2

德國寶遠紅外線運動保護系列

(型號:FIR-SK1)
$630 $900 7折 2

1B42-50 南順(香港)有限公司

金像牌套裝

(包括:頂級多用途麵粉(1千克)、多穀麵包預

拌粉(500克)、朱古力曲奇預拌粉(250克)及限

量版環保袋)

$80 $189.7 4.3折 10

3A36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615牌有機椰子花糖(454克) $15 $35 4.3折 24

5A66 現代環保有限公司 真識炭竹炭鞋墊(可供剪裁) $8 $18 4.5折 100

3B25-26
香江會匯天下茶業有限公

司

滙天下精選大紅袍/普洱/鐵觀音(濃香)

(80克)
$80 $160 5折 各100

天天有魚沙甸魚/鯖魚罐頭(125克) $60/6罐 $120/6罐 5折 30

天天有魚港式午餐肉(198克) $100/18罐 $198/18罐 5.1折 30

天天有魚麻油味即食麵(90克) $60/25包 $110/25包 5.5折 20

B&F秋刀魚/魚柳罐頭(106克) $60/8罐 $104/8罐 5.8折 30

官燕棧家常羅漢果(4個裝) $10 $20 5折 100

官燕棧燕窩飲(180克) $12 $21 5.8折 100

5C28
澳紐天然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Mossops慕氏UMF15+ 麥蘆卡蜂蜜潤喉糖

(60克)
$80/2包 $78/包 5.2折 100

碌柚葉手工皂(各款) $19.5 $38 5.2折 50

慈禧養生美膚沐浴露(720毫升) $26.3 $43.8 6.1折 50

維特健靈心貫通純靈芝孢子(90粒裝) $419 $780 5.4折 20

維特健靈五色靈芝緊肌飲(50毫升 x 10瓶) $389 $599 6.5折 20

Tabete北海道非油炸拉麵系列 $60/5包 $21.9/包 5.5折 500

Honegar蜂蜜蘋果醋(500毫升) $120/2支 $89.9/支 6.7折 100

溢興金冠澳洲燕麥片(700克) $40/3包 $19.9/包 6.8折 500

2C24 天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Mak Nyonya娘惹風味即煮醬系列 $100/7包 $154/7包 6.5折 100

購物優惠[推廣期：全期 (15/12/2018-7/1/2019)]

迪高(香港)發展有限公司3A09

簡約養生有限公司4C69

4C09 碌柚葉(香港)有限公司

2B16-17 天天有魚優質生活

1C25-30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2B03-04,

23-24
官燕棧國際有限公司

3B47-64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3A01-04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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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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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谷樂樂現磨谷物粉(500克) $250/3包 $375/3包 6.7折 50

谷樂樂袋裝五谷粉(350克) $150/3罐 $225/3罐 6.7折 100

勁家莊羅漢果人參茶(70克) $80/2盒 $120/2盒 6.7折 30

2B12-13 黑酢家 黑酢家大麥若葉黑豆青汁(135克) 買2送1 $338 6.7折 20

2A05 活石公司 阿豬媽正宗韓國泡菜(400克) $100/3瓶 $150/3瓶 6.7折 100

6C13 銀龍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銀龍醬油套裝

(包括:銀龍潮州辣椒油(100克)及銀龍瑤柱XO

醬(100克))

$40 $60 6.7折 30

6C21-22,

31-32
香港綠之聖食品有限公司

綠之聖G8抽裝湯包

(包括:猴頭菇姬松茸湯(112克)、舞茸雲芝補

腎湯(118克)、猴頭菇茶樹菇湯(110克)、五指

毛桃潤肺湯(116克)及猴頭菇雪耳強肺湯(120

克)各1包)

$100 $145 6.9折 50

3A18-19 華園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華園咸蛋黃炸魚皮(100克) $33 $48 6.9折 30

1C17
艾橋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

AQ產品套裝

(包括:AQ健康科技水(500毫升)2支及AQ空氣

殺菌機1部)

$896 $1,296 7折 10

購物優惠[推廣期：全期 (15/12/2018-7/1/2019)]

3B03
勁家莊(香港)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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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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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殿糖級香芋布丁(1杯) $2 $12 1.7折 20

殿糖級芒果千層蛋糕(1件) $10 $30 3.4折 20

殿糖級朱古力奶凍(1個) $10 $25 4折 20

殿糖級芒果布丁(1杯) $5 $12 4.2折 30

4C13 金榮果有限公司 Labo-Bcube姜母青檸清新沐浴露(360毫升) $10 $59 1.7折 100

6A45 多創有限公司 Aryca多用途袋 $10/2個 $25/個 2折 50

白紫荊油(10毫升) $10 $49 2.1折 20

花之滴香水醒神筆(蘋果味/綠茶味/櫻花味)

(9毫升)
$28 $98 2.9折 20

澳寶牌湯包系列(任選款式) $9.9 $48 2.1折 10

澳寶牌紅燒6頭鮑魚(40克) $9.9 $38 2.7折 10

1B22-23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草姬蜂膠丸(12粒裝) $10 $42 2.4折 30

3B20 GNA Int'l. H.K. Ltd. BARO辣醬蟹(420克) $60 $225 2.7折 20

清晰聽掛耳式助聽器(型號:EH806) $5,580 $18,600 3折 10

清晰聽波速成型標準版助聽器 $2,990 $9,980 3折 10

5A58-59 香港潔淨水有限公司
Pentair 枱底式直飲濾水系統(型號:F2000)

*包基本安排
$894 $2,980 3折 5

5A29-30 鷹金庫(集團)有限公司 Prime Safe迷你防盜夾萬(型號:EA-168) $143 $479 3折 20

1A37 耀興隆有限公司 耀興隆海龍仔(150克) $90 $300 3折 20

5C23 銚燿有限公司 Shieldz 濕紙巾(30片裝)5包 $24 $80 3折 20

上田鹹蛋肉鬆(300克) $23.4 $78 3折 20

上田虱目魚薄燒脆片(70克) $16.5 $55 3折 20

昇田鹹蛋麥芽餅(250克) $10.5 $35 3折 20

2B19 添安產品有限公司 牛師父杏仁牛軋糖(200克) $15 $50 3折 40

4C57
王朝滴雞精(香港)有限公

司
王朝滴雞精(原味常溫版)(60毫升) $14 $47 3折 20

6C10 暹羅苑泰國餐廳 暹羅苑西角腸(6粒) $9 $30 3折 20

5C25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卓營方高濃度深海魚油丸(100粒裝) $108 $268 4.1折 10

3B85-94 李錦記(香港)有限公司 李錦記特鮮生抽(1.75升) $15 $36.9 4.1折 360

5A10 永明公司 永明神盾前腺常通(100粒裝) $200 $429 4.7折 100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4A20
百利高健康及美容品有限

公司

寶食街國際食品公司4A03

購物優惠第1期－工展開鑼抗通脹(推廣期：15-21/12/2018)

華泰海產貿易有限公司6C04

力滔有限公司5A34

駿達行(國際)有限公司6C06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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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Smartech Mini Tube環保直立式風扇

(型號:SF-1838)
$298 $628 4.8折 50

Smartech Mini Multi Chef迷你多功能煮食鍋

(型號:SC-2668)
$198 $298 6.7折 50

6C24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裕華蟲草花(300克) $60 $120 5折 100包

4C06 杏美行 特健樂喉爽適ODF(18片裝) $49 $98 5折 100

4C37 廣生堂有限公司 雙妹嚜活花潤手霜(40克) $10 $20 5折 100

5C20-21
美國太子行(香港)有限公

司
太子牌野生花旗參茶(20包裝) $69 $119 5.8折 20

5A13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套裝

(包括: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芝麻糊(180克)

及杏仁糊(180克))

$58 $100 5.8折 50

1A33 甄沾記香港有限公司 甄沾記特濃椰子糖(80克) $40 $65 6.2折 40

3A10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皇廷陳皮雞蛋脆片(200克) $20 $30 6.7折 50

2B10 廣良興食品有限公司 廣良興沙琪瑪(18件裝)2包 *指定口味 $20 $30 6.7折 100

6C05 金茶王加盟店有限公司 金茶王凍奶蓋紅茶(500毫升) $20 $30 6.7折 30

4C68,

72-75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澳至尊蜂皇漿1.1%(60粒裝) $199 $295 6.8折 10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Owell韓國冷熱直飲濾水機(型號:WHP-2300) $7,560 $10,800 7折 20

5A18 莉迪雅有限公司
優綿生活全棉針織床笠+枕袋(淺湖藍幼

條)(加大)
$250 $359 7折 20

購物優惠第1期－工展開鑼抗通脹(推廣期：15-21/12/2018)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5A43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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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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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1A01-03
香港新豐天然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
金燕牌牛蒡茶(100克) $10 $88 1.2折 20

1B22-23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草姬亮目丸(12粒裝) $10 $59 1.7折 30

4C13 金榮果有限公司 Labo-Bcube玉竹柚子舒爽沐浴露(360毫升) $10 $59 1.7折 100

5C05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保濕防曬霜(PA+++)(30毫升) $39 $198 2折 20

4C37 廣生堂有限公司 雙妹嚜潤唇膏(3.5克) $10 $35 2.9折 100

2C09 好棧食品有限公司 好棧原味龜苓膏(200克) $9/2個 $16/個 2.9折 40

2C07 聚大行國際有限公司 金鳳泰國頂級香米(5公斤) $29 $96.9 3折 20

2B10 廣良興食品有限公司 廣良興沙琪瑪(18件裝)2包 *指定口味 $9 $30 3折 20

ARTE XL酒杯(6個裝) $224 $745 3.1折 20

ARTE 香檳杯(6個裝) $224 $745 3.1折 20

南北行滋潤湯包套裝(5包裝)

(包括:花膠養顏湯、螺片健脾湯、雪耳椰片

清潤湯、五指毛桃湯及靈芝養肝湯)

$100 $248 4.1折 30

南北行山養參益生菌(60克) 買1送1 $380 5折 30

5A19 生命之源 PLE 6重鈦鑽石塗層雙面鍋 $399 $890 4.5折 20

3A37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綠樹牌健康零食福袋

(包括:綠樹牌冰乾士多啤梨(20克)、冰乾水蜜

桃(20克)、蘋果片(20克)、金果龍眼(20克)、

原條秋葵(25克)、雜菜片(50克)、原味脆米樂

(50克)及芥辣味脆米樂(50克))

$80 $180 4.5折 20

5A32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糖心椅 $6,999 $14,800 4.8折 20

4C68,72-75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澳至尊兒童健腦魚油(100粒) 買1送1 $390 5折 100

6C24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裕華特級太子參(250克) $80 $160 5折 100

4C06 杏美行 特健樂醉爽適ODF(12片裝) $49 $98 5折 100

李錦記即磨黑胡椒(45克) $20 $39.9 5.1折 120

李錦記即磨白胡椒(50克) $20 $39.9 5.1折 120

5C25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卓營方澳洲羊胎精華素(100克) $38 $68 5.6折 20

Smartech 2合1暖手連充電器(5200mAh)

(型號:SG-3300A)
$298 $498 6折 50

Smartech Aroma Stick迷你香薰保濕棒

(型號:SG-3068)
$198 $298 6.7折 50

李錦記(香港)有限公司3B85-94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購物優惠第2期－快樂購物迎聖誕(推廣期：22-28/12/2018)

1B51-58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5A43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5A31 雅典娜(香港)有限公司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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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2C39 伊甸園國際有限公司 伊甸園山茶花柔亮護髮油(50毫升) $100 $168 6折 20

6C45-48 東方產品供應有限公司 越飛龍香脆魚皮(原味)(100克) $10 $16.9 6折 100

3A10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皇廷陳皮杏仁餅(230克) $20 $30 6.7折 50

5A18 莉迪雅有限公司
優綿生活精選澳洲棉針織床笠+枕袋(藍啡間

條)(加大)
$260 $379 6.9折 20

5A13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套裝

(包括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及龜苓膏(小童

裝)(180克))

$65 $95 6.9折 5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Ruhens韓國冷熱濾水機(型號:EPU-030C) $5,580 $7,980 7折 20

軒琴居永久床褥(型號:EVA-ALL-48-72-

591Z)(36吋x72吋x5.91吋)*需落訂造單
$1,098 $1,569 7折 40

軒琴居永久床褥(型號:EVA-ALL-36-72-

394Z)(36吋x72吋x3.94吋)*需落訂造單
$643 $919 7折 40

1B24-26 七海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購物優惠第2期－快樂購物迎聖誕(推廣期：22-28/12/2018)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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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2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1B22-23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草姬甜睡飲(5包裝) $10 $74 1.4折 30

5C05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完美保濕修護霜(BB+CC)(50毫升) $39 $268 1.5折 20

大團圓青海野生黑杞子(143克) $60 $220 2.8折 20

大團圓頂級霍山石斛(1兩) $90 $318 2.9折 20

大團圓急凍澳洲禿參(4條裝) $30 $100 3折 20

2C07 聚大行國際有限公司 金鳳泰國頂級香米(5公斤) $29 $96.9 3折 20

1A01-03
香港新豐天然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
金燕牌有機藜麥十穀粉(450克) $20 $68 3折 20

南北行鮑魚養生福袋(755克)

(包括特級花菇+螺片禮盒、蠔皇鮑魚(2隻

裝)、特級猴頭菇(100克)、精選蟲草花(100

克)、養生花茶(10包裝)及雪耳椰片清潤湯(80

克))

$268 $680 4折 80

南北行蔘之元天40支1兩裝 加$80多1罐 $850 / 10

4C68,72-75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澳至尊羊奶片(士多啤梨味)(225粒) $119 $290 4.2折 100

Smartech 多功能LCD智能電飯煲

(型號:SC-2498)
$298 $698 4.3折 50

Smartech 環保體重電子磅(型號:SG-3018) $198 $398 5折 50

4C37 廣生堂有限公司 雙妹嚜活花止汗劑(60毫升) $15 $32 4.7折 100

5C25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卓營方御品靈芝/蟲草(100粒裝) $494 $988 5折 10

4C06 杏美行 Life Enhance草莓軟糖(60粒裝) $149 $298 5折 100

6C24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裕華崑崙胎雪菊(80克) $100 $200 5折 50

5A13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套裝

(包括: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芝麻糊(180克)

及杏仁糊(180克))

$58 $100 5.8折 50

衍潤坊超值原木花菇螺片套裝

(包括:原木花菇1包(200克)及生曬螺片1包

(200克))

$110 $169.9 6.5折 100

衍潤坊益食原木花菇竹笙套裝

(包括:原木花菇1包(200克)及特級竹笙1包(50

克))

$85 $129.9 6.6折 100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購物優惠第3期－新年瘋狂至激賞(推廣期：29/12/2018-4/1/2019)

源發海產貿易有限公司2B20

4.1折 50

滙天下賀歲福袋

(包括:滙天下精選大紅袍(80克)、普洱(80

克)、 鐵觀音(80克)及賀歲禮盒(大紅袍/普洱/

水仙)(240克))

3B25-26
香江會匯天下茶業有限公

司
$680 $1,680

1B51-58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6C45-48 東方產品供應有限公司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5A43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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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2B10 廣良興食品有限公司 廣良興沙琪瑪(18件裝)2包 *指定口味 $20 $30 6.7折 100

3A10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海魁牌罐頭魚(125克) $8 $12 6.7折 100

5A18 莉迪雅有限公司
優綿生活精選澳洲棉針織床笠+枕袋(森林

綠)(加大)
$260 $379 6.9折 2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Owell韓國冷熱直飲濾水機(型號:WHP-2300) $7,560 $10,800 7折 20

購物優惠第3期－新年瘋狂至激賞(推廣期：29/12/2018-4/1/2019)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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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2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1B22-23 草姬國際有限公司 正統黑烏龍(7包裝) $10 $73 1.4折 30

5C05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幹細胞精華(15毫升) $39 $199 2折 20

2C07 聚大行國際有限公司 金鳳泰國頂級香米(5公斤) $29 $96.9 3折 20

殿糖級芒果千層蛋糕(1件) $10 $30 3.4折 20

殿糖級朱古力奶凍(1杯) $10 $25 4折 20

殿糖級芒果布丁(1杯) $5 $12 4.2折 30

Smartech Mini Bear迷你小熊便攜風扇

(型號:SG-3088)
$68 $198 3.5折 50

Smartech 多功能攪拌棒(型號:SB-2628) $148 $398 3.8折 50

4C68,72-75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澳至尊蜂膠蜜糖潤喉糖(300克) $99 $250 4折 100

雙妹嚜花露水膏(5克) $20 $45 4.5折 100

雙妹嚜花露水驅蚊貼(20片) $20 $36 5.6折 100

雙妹嚜雪花膏(40克) $30 $45 6.7折 100

4C06 杏美行 金悅堂金門一條根鎮痛貼(10片裝) $79 $158 5折 100

6C24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裕華特級桃膠(500克) $60 $120 5折 100

3A10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皇廷陳皮酸梅醬(250克) $20 $40 5折 50

6C45-48 東方產品供應有限公司

大地之作養生保健湯包套裝

(包括:猴頭菇鱷魚肉健脾湯(115克)、猴頭菇

鱷魚肉養胃湯(115克)、五指雲芝湯(160克)及

飛天蠄蟧潤肺湯(145克)各1包)

$100 $169.9 5.9折 100

2B10 廣良興食品有限公司 廣良興沙琪瑪(18件裝)2包 *指定口味 $20 $30 6.7折 100

5A13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套裝

(包括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及龜苓膏(小童

裝) (180克))

$65 $95 6.9折 50

5A80-85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Ruhens韓國冷熱濾水機(型號:EPU-030C) $5,580 $7,980 7折 20

5A18 莉迪雅有限公司
優綿生活全棉針織床笠+枕袋(黃黑條紋)(加

大)
$250 $359 7折 20

5A43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第53屆工展會

「工展80周年開心賀禮」

購物優惠第4期－閉幕回饋盡放送(推廣期：5/1-7/1/2019)

4C37 廣生堂有限公司

6C06 駿達行(國際)有限公司

備註：

1.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均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售完即止。

2.  每人全期於每個攤位限購1份。

3.  產品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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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有任何爭議，參展商及展會管理機構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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