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位

號碼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B46-47 $1 $198 / 20

B75 $1 $108 / 100

B10 $1 $80 / 20

C91 $1 $40 / 20

B124 $1 $20 / 50

A18 $1 $20 / 30

$1 $18 / 20

$1 $18 / 20

$239 $2,390 1折 50

$15 $150 1折 每款50

C33 $168 $1,680 1折 40

B63 $19 $199 1折 20

B33 $15 $150 1折 100

C61 $10 $120 1折 20

B95 $5 $55 1折 20

B127 $3 $35 1折 20

A21-22 $2 $20 1折 300

C86 $1.8 $18 1折 50

Organic Season 天然甜味劑(有機甜菊粉)(50克)

CoCoBerry 搖搖雪糕(另附美綠粉) (50克)可可貝妮雪糕有限公司

Life Enhance 補骨肽(14片)

Chips Farm 紫洋蔥脆脆(40克)

產品名稱公司名稱

杏美行

天然椰子號(香港)有限公

司

天然椰子號 4大天王醬料套裝

(辣椒油(190克)1樽、麻辣醬(180克)1樽、沙嗲醬

(210克)1樽及咖哩醬(200克)1樽)

宏大商貿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南北行時令養生湯包套裝

B51

杏林安健實業有限公司 Pretty Rabbit日本小免牙刷(1支)

Green Tree 冰乾士多啤梨(20克)

Green Tree 冰乾水蜜桃(20克)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三和貿易公司 岩伯渡紅薯粉絲(300克)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 幹細胞精華(15毫升)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HYUNDAI 濾水器(型號:HQ7-2F)

天晉(亞洲)有限公司
Island Way 南非香橙雪葩(65毫升)

*推廣期內，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發售

姿蘭妮(亞洲)有限公司 Ausway 24小時面霜(100克)

Juwan Trading Co. Ltd.

C34 膳煮(香港)有限公司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 東革阿里(500克)(每人限買2支)

新榮香港有限公司
新榮海蜇頭(161克)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至4時正發售

膳煮 ‘鈦強’系列28厘米不沾平底煎鍋連強化玻

璃蓋

膳煮 廚房好幫手 耐熱矽膠鑊鏟/湯勺/笊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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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B20 $1 $12 / 20

$299 $2,990 1折 50

$1,488 $3,407 4.4折 50

B141 $10/2個 $38/個 1.4折 30

$99 $638 1.6折 3

$199 $376 5.3折 100

$339 $606 5.6折 100

B63 $39 $198 2折 30

B33 $3 $12 2.5折 60

B28 $138/樽 $100/3樽 2.5折 50

C50 $100 $338 3折 20

B111 $50 $156.6 3.2折 50

C81 $10/2件 $15件 3.4折 100

B64 $126 $349 3.7折 20

B56-58 $38 $99 3.9折 200

$30 $75 4折 30

$70 $175 4折 30

$30 $75 4折 30

$40 $80 5折 30

$100 $248 4.1折 100

$99/2包 $188/2包 5.3折 100

$99 $198 5折 100

$28 $68 4.2折 20

$28 $68 4.2折 20

裕灃環球貿易有限公司 泰妹蘭香籽飲品(290毫升)

友泰海產有限公司

B46-47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

司

C62

天妮然國際有限公司 Medimix 香皂(75克)

B76

BRITA Marella XL 3.5L 濾水壺(藍色/白色) +

MAXTRA PLUS 濾芯 (兩件裝)

碧然德香港有限公司C35-36

樂道三七 強腦通(60粒)

BRITA Flow 8.2L 大容量濾水箱

BRITA F&G Active 運動濾水瓶 (650 毫升) +

Mirco Disc 濾芯片 (三件裝)

唯諾天然乳品有限公司 凱默斯 鈣片(60粒)

德興隆公司 德興隆 蟲草孢子頭(70克)

鑽石香港有限公司 Diamond 燜燒杯(5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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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之道 收腩茶(60克)

南北行 特級花菇(250克)

南北行 精選蟲草花(300克)

南北行 滋潤湯包套裝(5包裝)

永嘉諾 不銹鋼雙扣花灑喉(1.6米)

永嘉諾 花灑套裝(型號:KW3009)

(花灑喉、花灑頭及花灑固定器各一)

Amfag 起泡器套裝

永嘉諾 單速手持花灑(型號: KA33)

永嘉諾有限公司

膳煮 ‘鈦強’系列30 x 9.3厘米不沾炒鍋連強化玻

璃蓋

膳煮 ‘火紅珍珠’ 不沾鍋套裝

(包括28厘米深煎鍋連蓋及24厘米湯鍋連蓋 各一)

C34 膳煮(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 保濕防曬霜(PA+++) (30毫升)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皇蜂 韓國椒井有汽礦泉水(250毫升)

(每人限買6罐)

華人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Delight Brand 火龍果雪葩(150克)

茶之道 安腎黑豆茶(60克)
綠寶(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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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5 $12 4.2折 240

$10 $20 5折 200

$208/24件 $430/24件 4.9折 30

$60/7罐 $122/7罐 5折 30

$60/6罐 $120/6罐 5折 30

$100/18罐 $198/18罐 5.1折 30

$60/25包 $110/25包 5.5折 20

$60/8罐 $104/8罐 5.8折 30

B75 $49 $98 5折 每款100

$20 $40 5折 50

$15 $28 5.4折 50

$7 $12 5.9折 200

$40 $60 6.7折 50

$8.4 $12 7折 200

B10 $10 $20 5折 20

$258 $496 5.2折 50

$798 $1,396 5.8折 50

$598 $996 6折 50

$998 $1,462 6.9折 50

$1,098 $1,564 7.1折 24

$159 $299 5.4折 20

$368 $538 6.9折 20

$419 $599 7折 20

$210 $299 7.1折 20

B51 $15 $28 5.4折 20

B61

$200/3樽
(購買瑞香科

灌木蜂蜜每

樽另加$10)

$120-$140

/樽
5.6折 每款50

B127 $22 $35 6.3折 每款20

B08 $100 $150 6.7折 200

B30 $65 $95 6.9折 50

C86 $60 $88 6.9折 5

B95 $20 $30 6.7折 100

活石公司 阿豬媽正宗韓國泡菜(400克 x3)

Sweet Home 4合1羅漢果糖(300克)

Island Way 南非雪葩(65毫升)(口味：香橙/熱情芒)

*推廣期內，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發售

澳紐天然健康產品有限

公司
B74

天天有魚 沙甸魚或鯖魚罐頭(125克/罐)

慕氏金銀花蜂蜜(500克) 另送慕氏田園蜂蜜(500克)

朝陽無比有限公司

Australian by Nature 蜂蜜系列(500克/樽)

( 任選：橙花蜂蜜、野花蜂蜜、黃箱蜂蜜、尤加利

蜂蜜、瑞香科灌木蜂蜜)

金樂 智能電熱水壺

華發行(香港)貿易發展有

限公司

anh 新西蘭野生黑鮑魚(160克)(+$100多一罐)

anh 新西蘭野生鮑魚(160克)(+$100多一罐)

慕氏UMF 5+麥蘆卡蜂蜜套裝(1000克x1、500克x1、

250克x2)

Tahi UMF 10+麥蘆卡蜂蜜套裝(400克x2、250克x1)

杏林安健實業有限公司 Martina 沐浴洗髮露(橄欖/姜)(850毫升)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Green Tree 泰國米通(80克)

Juwan Trading Co. Ltd.

海天堂有限公司

天晉(亞洲)有限公司

海天堂龜苓膏套裝

(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小童裝龜苓膏(180克)1個)

Sealect Snackit 吞拿魚餅套餐(103克/件)

皇廷 黑芝麻醬(300克)

海魁牌 罐頭魚(125克)

杏美行

天天有魚 麻油味即食麵(90克/包)

B&F 吞拿魚罐頭(95克/罐)

天天有魚 港式午餐肉(198克/罐)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C70

皇廷 陳皮酸梅果醬(250克)

皇廷 陳皮雞蛋脆片(200克)

金樂 韓式滋味鍋

海魁牌 魚頭湯(200毫升)

御品鍋 微電腦多用營養鍋

金樂 多功能電陶爐

C27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天然椰子號(香港)有限公

司

天然椰子號 辣椒油(190克)/  麻辣醬(180克)/

沙嗲醬(210克)/  咖哩醬(200克)

特健樂 喉爽適ODF(18片)/ 特健樂 醉爽適ODF(12

片)/特健樂 氣爽適ODF(18片)

B19 金龍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麥奇牌 玫瑰荔枝味夾心餅(190克)

金呂宋 芒果乾(100克)

B&F 沙甸魚或魚柳罐頭(106克/罐)

C16 天天有魚優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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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C33 $7,560 $10,800 7折 20

C64-65 $896 $1,296 7折 100

C61 $120 $170 7.1折 50

B92-93 $39 $55 7.1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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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蘭妮(亞洲)有限公司 Greenery 羊脂面霜(250克)2樽及羊脂手霜(65克)1樽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健康之路有限公司 NBR 即溶糙米飲(35克x8包)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DWELL 濾水機(型號:WHP-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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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C91 $1 $40 / 20

A18 $1 $20 / 30

B63 $39 $199 2折 20

B10 $20 $80 2.5折 20

$599 $1,999 3折 50

$119 $398 3折 50

$109 $368 3折 50

$109 $328 3.4折 50

$99 $268 3.7折 50

$89 $218 4.1折 50

B51 $10 $28 3.6折 20

$20 $55 3.7折 20

$20 $55 3.7折 20

$268 $680 4折 50

$340/兩 買一送一 / 30

C87 $399 $890 4.5折 30

$40 $88 4.6折 20

$40 $88 4.6折 20

$40 $88 4.6折 20

B74 $100 $204 4.9折 50

B33 $38 $78 4.9折 50

C33 $3,990 $7,980 5折 20

$149 $298 5折 100

$149 $298 5折 100

$18 $35 5.2折 30

$25 $48 5.2折 20

B46-47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

司 南北行 散40支參

南北行 鮑魚養生福袋

B95 Juwan Trading Co. Ltd.
Carelife 喜馬拉亞玫瑰岩鹽(幼)(500克)

Organic Season  甜菊茶葉(50克)

生命之源

杏美行

Neblon日本大人單輪滾動式按摩牙刷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開售

Martina草本金盞花潔齒牙泡兒童版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開售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RUHENS 濾水機(型號:030C)

Island Way 南非菠蘿雪葩(110毫升)

*推廣期內，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發售

天晉(亞洲)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特健樂 安睡寶(60片)

宏大商貿 Chips Farm 紫洋蔥脆脆(40克)

B75
Life Enhance 鈣鋅D3+C 草莓軟糖(60粒)

PLE 6 重鈦鑽石塗層雙面鍋

宏系有限公司 Novolo 幹細胞精華(15毫升)

杏林安健實業有限公司C86

新榮香港有限公司
新榮海蜇頭(161克)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至4時正發售

天然椰子號(香港)有限公

司

天然椰子號 4大天王醬料套裝

(辣椒油(190克)1樽、麻辣醬(180克)1樽、沙嗲醬

(210克)1樽及咖哩醬(200克)1樽)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Green Tree 泰國秋葵(25克)/雜菜片(50克)

金皇蜂 珍珠草茶(500克)(每人限買2支)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Neblon日本兒童單輪滾動式按摩牙刷

*推廣期內，下午3時正開售

澳紐天然健康產品有限

公司
慕氏UMF 12+麥蘆卡蜂蜜潤喉糖(60克x3包)

B127

Island Way 南非檸檬雪葩(63毫升)

*推廣期內，中午12時正至下午1時正發售

C34 膳煮(香港)有限公司
膳煮‘鈦坦’ 系列28厘米不沾平底鍋

膳煮‘鈦坦’ 系列32厘米不沾平底鍋

膳煮‘鈦坦’ 系列28厘米不沾炒鍋

膳煮 ‘斯圖’18/10不鏽鋼湯煲連蓋

膳煮‘鈦坦’ 系列20厘米不沾平底鍋

膳煮‘鈦坦’ 系列24厘米不沾平底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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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港幣)

參考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B30 $58 $100 5.8折 50

C27 $19 $28 6.8折 50

$48 $68 7.1折 20

$38 $54 7.1折 20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天堂產品套裝

(正宗龜苓膏(260克)2個、芝麻糊(180克)1個、杏仁

糊(180克)1個)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皇廷 陳皮杏仁餅(230克)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健味之家 海參小米粥(400克)

健味之家 辣木牛蒡素菜湯(400克)
B76 綠寶(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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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