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出

日期

攤位

號碼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提供

數量

A34-35 $5 $65 1折 80

C48-49 $49 $498 1折 10

B46-47 $1 $38 / 100

C48-49 $49 $498 1折 10

C33 $168 $1,680 1折 20

A34-35 $3 $43 1折 50

C98-99 $3 $30 1折 200

B63 $19 $199 1折 70

C48-49 $19 $198 1折 10

B51 $1 $18 / 140

C34 $199 $1,990 1折 50

B95 $5 $55 1折 20

C48-49 $49 $498 1折 10

B46-47 $1 $38 / 100

C14 $39.8 $398 1折 5

1折震撼優惠(推廣期:10月20至26日)
*每天上午10時開搶！活動全期，每名HKTVmall客戶只可購買1件1折或以下的產品。

膳煮「鈦強」系列24厘米不沾平底煎鍋連強

化玻璃蓋

Organic Season 天然甜味劑(有機甜菊葉粉)

(50克)
Juwan Trading Co. Ltd.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膳煮(香港)有限公司

Ponnath 德國素腸(蛋素)(200克)

南北行 雪耳椰片清潤湯(81克)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素茂有限公司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Cuisintec 二合一沙律雪糕機(型號:KI-8388)西進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產品名稱

西進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iNNOTEC 無線掃把吸塵機(型號:IV-3748)

寶泰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素茂有限公司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綠樹 冰乾士多啤梨(20克)

長華 草本潤喉糖(龍膽)(150克)

御喔 蘭香子飲品(500毫升)

宏系有限公司

西進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Novolo 幹細胞精華(15毫升)

iNNOTEC 無線手提風扇(型號:IC-3783)

「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HKTVmall」

預購產品優惠

26/10

24/10

25/10

23/10

南北行 白背木耳紅棗養生湯(50克)

西進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Ladyship 腰享瘦(型號:SO-13)

20/10

21/10

22/10

天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金月堂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6個

裝)(60克x6)

公司名稱

Hyundai 濾水器(型號:HQ7-2F)

備註：

1. 顧客於HKTVmall訂購產品後，須於10月27日至11月4日期間親臨「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現場，憑換領信到各參展商攤位領取產品。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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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提供

數量

$99 $499 2折 50

$139 $620 23折 50

$99 $299 34折 每款50

$38 $128 3折 每款350

$28 $88 32折 每款350

B111 $50 $156.6 32折 120

$299 $799 38折 50

$559 $1,280 44折 50

$499 $799 63折 50

$882 $1,280 69折 100

$99 $248 4折 350

$268 $580 47折 210

$99 $198 5折 210

$260 $398 66折 210

$128 $188 69折 210

$798 $1,980 41折 50

$498 $1,128 45折 50

$898 $1,998 45折 100

$798 $1,698 47折 100

B63 $239 $478 5折 70

B74 買一送一 $238 5折 50

宏系有限公司 G&L 至尊魚子全效修護精華(30毫升)

澳紐天然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慕氏 田園蜂蜜(500克)

C46-47 偉華商品拓展有限公司
Sweet Home 智能養生機 (大)(型號:AMR-300X)

Sweet Home 智能養生機 (細)(型號:AMR-300S)

C51 標緻活水有限公司

NEX 即熱式水機(型號:i6)

B46-47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南北行 秋冬養生湯包(8包裝)

南北行 鮑魚養生福袋(796克)

南北行 精選蟲草花(300克)

南北行 精選鱈魚膠(300克)

南北行 澳洲紅燒珍珠鮑魚(200克)(4隻)

C39 香港潔淨水有限公司

Aroma Sense 高壓過濾花灑(型號:PR9000)+

濾芯3枝

Aroma Sense Prestige 香薰除氯花灑

Aroma Sense 香薰除氯花灑 (型號:AS9000)

B&H標緻活水 英國皇家衛兵不銹鋼陶瓷瀘水器

(型號:UKSSP)

B&H標緻活水 英國皇家衛兵陶瓷瀘水器

(型號:UKAB)

尤益嘉(香港)食品商貿有限

公司

尤益嘉 震撼低價套裝

(Astick 芝士威化捧(150克)1罐、 Astick 朱古力威

化捧(150克)1罐、Danisa 菠蘿夾心曲奇(430克)1

盒、Danisa 朱古力夾心曲奇(180克)1盒、Danisa 牛

油曲奇(90克)1盒及Cal Cheese 芝士威化餅(135克)1

盒)

C79 天成裕財記貿易公司
裕財記天然水晶 紫水晶/白水晶

Jamie Oliver時尚餐具 手繪赤土陶焗盤

(紅色/綠色/黃色)(21厘米x5厘米)

C34

嘉年華星級優惠(推廣期:10月20至10月26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膳煮(香港)有限公司

Jamie Oliver時尚餐具 4隻混合顏色的一套的Jamie

Oliver玻璃杯具

Jamie Oliver時尚餐具 手繪陶瓷水酌瓶

裕財記天然水晶 粉水晶/虎眼石/黑膽石

「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HKTVmall」

預購產品優惠

備註：

1. 顧客於HKTVmall訂購產品後，須於10月27日至11月4日期間親臨「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現場，憑換領信到各參展商攤位領取產品。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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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HKTVmall」

預購產品優惠

攤位

號碼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提供

數量

$59 $128 47折 100

$100 $160 63折 100

$100 $150 67折 100

$250 $360 7折 每款100

$49 $98 5折 每款100

$149 $298 5折 100

$79 $158 5折 100

$34 $69 5折 100

$34 $68 5折 160

$68 $135 51折 150

$100 $188 52折 30

$40 $58 69折 500

$3,990 $7,980 5折 10

$7,560 $10,800 7折 10

$400 $796 51折 500

$450 $736 62折 150

$100 $154 65折 500

B51 $10 $18 56折 每款100

$450/3罐 $804/3罐 56折 1,000

$100/3罐 $144/3罐 7折 1,000

$95/5盒 $169.5/5盒 57折 每款1,000

$85 $128.9 66折 1,000

$23.7 $33.9 7折 每款1,000
乳酪火車 韓國即沖乳酪粉

(原味/芒果/芝士/香蕉)(120克)

金月堂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6個裝)

(60克x6)

金月堂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槤套裝

(金月堂馬來西亞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6個裝)(60

克x6)、原個馬來西亞冷凍貓山王榴槤1個(3.5磅以

下))

Mak Nyonya 娘惹風味即煮醬7包(100克/包)

(憑券到攤位自選口味)

金悅堂 金門一條根袪濕萬應活絡鎮痛適(10片)

B92-93 健康之路有限公司

Manna 有機椰子蜜(375毫升)

La Manna 有機純椰子醬(250克)

Manna 椰子朱古力奶粉(500克)

Napa 有機葡萄10年黑醋(12.7安士)

Manna 有機冷壓原味芝麻油(250克)

C14 天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凡購物滿$400，即送金月堂馬 來西亞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3個(30克x3個)(價值:$150)

B75 杏美行

特健樂 喉爽適ODF(18片)/氣爽適ODF(18片)/

醉爽適ODF(12片)

Life Enhance 草莓軟糖(60粒)

C33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Ruhens 冷熱濾水機(型號:030C)

DWELL 冷熱直飲濾水機(型號:WHP-2300)

嘉年華星級優惠(推廣期:10月20至10月26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B41 恆德行貿易公司

恆德行 魚唇肉(300克)

恆德行 竹笙(4両)

恆德行 黑枸杞(6両)

恆德行 鱈魚膠(300克)/螺頭(1斤)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綠樹冰乾士多啤梨/水蜜桃/杏片/無花果(各20克)

B97-98 光大參茸海味集團有限公司
龍寶牌 6頭罐頭紅燒鮑魚(425克)(3罐)

龍寶牌 4頭罐頭紅燒鮑魚(150克)(3罐)

B96 永昇海外(亞洲)有限公司

乳酪火車 韓國即沖乳酪粉

(原味/芒果/芝士/香蕉)(120克)

Home Taco 奇亞籽&七穀即沖代餐粉(500克)

備註：

1. 顧客於HKTVmall訂購產品後，須於10月27日至11月4日期間親臨「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現場，憑換領信到各參展商攤位領取產品。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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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HKTVmall」

預購產品優惠

攤位

號碼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提供

數量

$260 $480 55折 20

$230 $340 68折 20

$370 $540 69折 20

$460 $660 7折 20

$188 $332 57折 30

$208 $342 61折 30

$138 $210 66折 30

$100 $169.9 59折 100

$110 $169.9 65折 100

$85 $129.9 66折 100

$46 $65.9 7折 100

$37 $52.9 7折 100

$20 $33 61折 50

$23 $38 61折 50

$1,488 $2,388 63折 10

$1,388 $1,988 7折 10

$698 $998 7折 10

B61 朝陽無比有限公司

Australian by Nature 蜂蜜套裝 1

 (野花蜂蜜(500克)1樽、黃箱蜂蜜(500克)1樽、

尤加利蜂蜜(500克)1樽及橙花蜂蜜(500克)1樽)

Australian by Nature蜂膠套裝

(蜂膠(500毫克)(60粒)1樽、蜂膠滴劑(25毫升)1枝

及麥盧卡蜂膠蜂蜜牙膏 20+ (MGO 800)(100克)1枝)

Australian by Nature機能保健套裝

 (蜂花粉(500毫克)(180粒)1樽及角鯊烯

(1000毫克)(100粒)1樽

Australian by Nature 蜂蜜套裝 2

 (麥盧卡蜂蜜16+ (MGO 600)(250克)1樽及 綿羊胎

盤膏和羊毛脂膏(100克)1盒)

C48-49 西進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iNNOTEC 多功能無線吸塵機

(型號:IV-3839-WH)

Cuisintec 食物風乾機(型號:KD-8436)

iNNOTEC 流動冷風機(型號:IC-3660)

A34-35 素茂有限公司
廷豐 素半邊雞(170克)

廷豐 素Q鮑魚(155克)

B44 東方產品供應有限公司

大地之作 養生保健湯包套裝(535克)

衍潤坊 超值原木花菇螺片套裝(400克)

衍潤坊 益食原木花菇竹笙套裝(250克)

越飛龍 花膠扎肉(400克)

越飛龍 烤扎肉(400克)

嘉年華星級優惠(推廣期:10月20至10月26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B127 天晉(亞洲)有限公司

Island Way Sorbet 鮮果雪葩套餐B

(菠蘿、椰子及橙各2個，熱情芒果及檸檬各1個)

Island Way Sorbet 鮮果雪葩套餐A

(菠蘿2個、椰子3個、熱情芒果、橙及檸檬各 1個

及Choco Flame $30優惠券1張)

Island Way Sorbet 鮮果雪葩套餐C

(熱情芒果、橙及檸檬各2個)

備註：

1. 顧客於HKTVmall訂購產品後，須於10月27日至11月4日期間親臨「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現場，憑換領信到各參展商攤位領取產品。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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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HKTVmall」

預購產品優惠

攤位

號碼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提供

數量

$25 $40 63折 3,000

$28 $40 7折 2,000

$28 $40 7折 每款1,500

$33.6 $48 7折 2,000

B56-58 $58 $88 66折 180

$9.9 $15 66折 1,000

$25 $38 66折 1,000

A03 $40 $60 67折 48

$20 $30 67折 100

$38 $55 7折 100

$38 $55 7折 100

$38 $55 7折 100

$80 $120 67折 每款120

$148 $212 7折 96

$20 $29 69折 300

$17.5 $25 7折 每款200

$49 $70 7折 300

$17.5 $25 7折 每款120

$21 $30 7折 120

B04 $45.5 $65 7折 每款20

B22 $82 $118 7折 200

C64-65 $896 $1,296 7折 50

$350 $500 7折 100

$49 $70 7折 100

B77-78 趣味蘆薈發展有限公司

趣味蘆薈 蘆薈潔白健齒牙膏(120克)

趣味蘆薈 蜜糖蘆薈汁(500毫升)/

蜜糖洛神花汁(500毫升)/蜜糖蘆薈龜苓膏(300克)

趣味蘆薈 蘆薈凝膠(40克)

德興隆公司 德興隆 花膠桃膠糖水包(258克)

C98-99 寶泰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C77 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 砭石水瓶(210毫升)

美好生活 砭石刮痧板

A32-33 潤志實業發展公司
潤志 極品香辣醬(180克) /  燈籠辣椒醬(195克)

潤志 四川麻辣醬(180克)

廣良興食品有限公司
Tiny Red Dot 鹹蛋黃魚皮/鹹蛋黃薯片/

喇沙魚皮/喇沙薯片(100毫克)

艾橋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AQ 產品套裝

(健康科技水(500毫升)2支及AQ空氣殺菌機1部)

嘉和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楓葉 窩心杏仁蛋卷(454克)

C25
綠色食品(國際)發展有限公

司

港澳優品 陳皮蛋仔脆脆(120克)

山楂王 (有核)山楂蜜餞(250克)

譽峰國際有限公司 YoHou! 即食秋葉芹菜脆脆(25克)

B108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 味元氣薑糖(720克)(原味/芒果/柳橙)

新亞 原味薑糖(傳統白盒)(1400克)

御喔 士林夜市蚵仔煎(500克)

御喔 爆醬芝士雞扒(220克)/

韓式泡菜臭豆腐(250克)

御喔 沙茶大魷魚(250克)

御喔 台式開花香腸(130克)

嘉年華星級優惠(推廣期:10月20至10月26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B95 Juwan Trading Co. Ltd.

Sweet Home 4合1羅漢果糖(300克)

Organic Season 天然花茶系列(40克)

Organic Season 金絲黃菊(2克x15包)

Carelife 喜馬拉亞玫瑰岩鹽(500克)

備註：

1. 顧客於HKTVmall訂購產品後，須於10月27日至11月4日期間親臨「第7屆香港美食嘉年華」現場，憑換領信到各參展商攤位領取產品。

2. 以上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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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