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標準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綠之聖金蟲草祛濕健脾抽裝湯包(4小包)(共

495克)
$10 $109 1折 20

綠之聖毛桃四寶抽裝湯包(5小包)(共582克) +

花菇 (200克)2包
$125 $250 5折 100

綠之聖G10 抽裝湯包(5小包)(共580克) +毛桃

四寶抽裝湯包(5小包)(共582克)
$145 $290 5折 100

C89 詩樂氏有限公司 詩樂氏家居消毒濕紙巾(80片) $5 $44.9 1.1折 100

迦勒青海野生黑杞子(特級中粒)(30克) $20 $150 1.4折 20

迦勒暢便洋車前子(100克) $50 $150 3.4折 20

迦勒有機冷榨椰子油套裝(200毫升及15毫升) $80 $205 4折 20

迦勒波利維亞有機三色藜麥(500克) $60 $150 4折 20

C04-05,

30-31
美斯凱實業有限公司 Maxcare 隨心貼 $99 $599 1.7折 20

紅健坊DHA精華(60粒) $100 $539 1.9折 20

紅健坊健骨寶(60粒) $100 $239 4.2折 20

紅健坊培植蟲草菌絲體Cs-4+姬松茸(60粒) $100 $199 5折 20

紅健坊破壁靈芝孢子(60粒) $100 $199 5折 20

Sanita 消毒濕紙巾(原味)(15張) $2 $10 2折 200

Sanita 消毒搓手啫喱(歐盟標準)(50毫升x 8) $20 $88 2.3折 200

Sanita 嬰兒低敏濕紙巾(揭蓋)(64張) $10 $30 3.4折 200

Sanita 醫學認證無酒精抗菌噴霧(550毫升) $30 $88 3.5折 100

FUNKLAN 空氣淨化機(型號：KJG-180) $988 $4,880 2.1折 3

FUNKLAN 空氣淨化機(型號：KJG-178A) $598 $2,380 2.6折 8

優綿生活彈性爽棉針織床笠 + 枕袋(黑灰幼

條)(單人)
$169 $699 2.5折 20

優綿生活嬰兒彈性爽棉針織套裝(床笠、枕

袋、枕頭及吸汗巾)
$109 $399 2.8折 20

優綿生活四季必備棉針織仿絲棉被(單人) $369 $1,099 3.4折 20

A41 怡加新(香港)實業有限公司 2+3新鮮栗米汁 / 清甜栗米鬚茶(300毫升) $5 $20 2.5折 各20

C78 莉迪雅有限公司

C11 迪高(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聚弘豐國際有限公司C61

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C91 Jackmax Industries

2021 工展會購物節

「工展抗疫開心購」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香港綠之聖食品有限公司B18-19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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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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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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Mask 幻彩白即棄口罩(10片裝) $10 $39.9 2.6折 250

Hong Kong Mask Abstract 雙色限量版(獨立包

裝)(30片裝)
$30 $99 3.1折 30

Hong Kong Mask 春暖花開雙色限量版(獨立包

裝)(30片裝)
$30 $99 3.1折 30

Hong Kong Mask Level 3即棄口罩(50片裝) $30 $88 3.5折 30

Groovetech 七吋不黏空氣刀 $338 $1,288 2.7折 50

Happy Call 三合一IH多功能不黏煮鍋(閃銀/薄

荷綠/薰衣草紫)
$268 $798 3.4折 每色20

幸福消炎止痛貼(12片裝) $25 $90 2.8折 不設限

幸福傷風咳熱飲(5包裝) $24 $54.5 4.5折 不設限

好幸福蜂蜜潤喉糖(檸檬味/青檸味)(10粒裝) $20 $44 4.6折 不設限

好幸福薑萡(暖胃補氣)(微辣)(5片裝) $15 $32 4.7折 不設限

好幸福薑萡(暖胃止嘔)(特濃)(5片裝) $15 $32 4.7折 不設限

Woo Shin SPIRANTO 鼻舒貼(5 片裝) 、

HAPPY MUM 止痕貼(5 片裝)、PREQUITO 驅

蚊貼(10 片裝)及萬保德成人口罩(30個裝)各1

$105 $211 5折 不設限

Brita Flow 濾水箱(8.2升) $199 $700 2.9折 20

Brita Elemaris 濾水壺(3.5升) $199 $660 3.1折 20

Brita Fill & Go濾水瓶(600毫升) + 濾芯片(3片

裝)
$188 $376 5折 20

益生坊菇菌湯包(110克) x 2及ECdental 8.5牙膏

x 1
$50 $154 3.3折 20

益生坊優惠福袋

(包括：益生坊菇菌湯包(110克) x 3、益生坊

精選花菇(300克) x1及ECdental 8.5牙膏 x 1及

ECdental Kids牙膏 x1)

$150 $343 4.4折 20

C35-36 昇鋒國際有限公司 Pro Logic PDM50香港三層醫用口罩(50片) $68 $188 3.7折 100

永明製藥Procedure Face Mask (Level 1) $50 $138 3.7折 20

維倍加尿酸丸(110粒) $150 $386 3.9折 20

維倍加兒童鈣片(60片) $100 $234 4.3折 20

維倍加液體鈣(60粒) $150 $348 4.4折 20

D29 香港力比有限公司 NEBU 手工糖(雪花酥)(12塊) $30 $80 3.8折 20

C85 永天實業有限公司 HONEYWELL 空氣循環風機 $398 $998 4折 50

D28 億豐行化粧洗劑有限公司

威威雙檸套裝

(包括：蘆薈青檸檬濃縮洗潔精(510克)、威威

蘆薈檸檬濃縮洗潔精(510克)及威斯搓手液(50

毫升)各1)

$20 $50 4折 30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益生坊集團有限公司

C58

C94

C13 永明公司

香港口罩有限公司

浩鏗集團有限公司

B42

C15 幸福寶有限公司

C79 浩新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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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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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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 億豐行化粧洗劑有限公司

抗菌消毒錦囊

(包括：威威浴室寶強效除霉噴泡(500毫升)、

威威淨廚寶強效去油噴泡(500毫升)、威威消

毒藥水(1.05公升)、威威專業強效百潔劑噴泡

即用裝(500亳升)及KING MIST

DISINFECTANT SPRAY(500亳升)各1)

$199 $400 5折 20

B34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南北行時令養生湯包套裝(8包裝) $100 $248 4.1折 20

C87
神農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

芳泉全效消毒噴霧(250毫升) + 全效消毒液(補

充裝)(1000毫升) x2
$498 $1,194 4.2折 30

新宏手工麵福袋

(包括：雞蛋麵(600克)、拉麵(280克)及担仔麵

(280克)各1)

$25 $60 4.2折 30

誠泰蔭豆豉(380克) $20 $40 5折 30

德緣韓式辣麵(140克) $15 $30 5折 20

C76
貝達安空氣消毒淨化科技

有限公司

BioEM 空氣消毒淨化液噴霧裝(250毫升) + 補

充裝(1公升)
$399 $948 4.3折 100

德國寶自家製雪糕機(型號：ICM-150) $999 $2,320 4.4折 20

德國寶真空抗氧攪拌機(型號：VBR-108RD) $1,790 $3,580 5折 20

德國寶IH氣壓多功能電飯煲(型號：IRC-

501RD)
$1,490 $2,980 5折 20

B&H Maison 即熱水機 $1,388 $3,088 4.5折 30

B&H 皇家衛兵雙管不鏽鋼陶瓷濾水器(型

號：UKSSD)
$998 $2,098 4.8折 30

B&H 皇家衛兵流線型陶瓷濾水器(型號：

UKAB)
$558 $1,128 5折 30

Chiorri 意大利Umbria 抵飲組合

(包括： ETESIA (紅酒)及GARBINO (白酒)

(750毫升)各1)

$180 $400 4.5折 20

Canicatti Inzolia Chardonnary (白葡萄酒)(750毫

升)(額外優惠: 買8送4枝)
$1,200 $2,400 5折 20

恒德行魚唇邊(150克) $30 $68 4.5折 50

恒德行大螺頭(1磅) $260 $520 5折 20

恒德行竹笙(4両) $120 $240 5折 20

恒德行花旗參(1両) 買一送一 $50 5折 20

A73-77,

B01-05

靝仁生物技術投資有限公

司

寵物抗疫保健福袋

(包括：雞精王原味滴雞精(60毫升)、

NaturalPro 鮮食包(牛肉與南瓜薑黃)(150克)、

Petique 寵物防疫殺菌噴霧(50毫升)及WanWan

日本進口零食系列(口味隨機)各1)

$98 $217 4.6折 100

阿豬媽辣醃生魷魚(200克) $50 $110 4.6折 50

阿豬媽蘇仔葉泡菜(200克) $33 $68 4.9折 30
B10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C01-03,

32-34
德國寶集團有限公司

A03 寶酩企業有限公司

C56

A17 健樂生活有限公司

B41 恒德行貿易公司

標緻活水有限公司

活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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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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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標準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百里香2合1即沖咖啡(1公斤) $50 $110 4.6折 20

百里香2合1拉茶/3合1拉茶(1公斤) $50 $110 4.6折 各20

AMOCAN沙嗲醬(340克) $25 $54.9 4.6折 24

AMOCAN 香脆蝦米辣椒(200克)及海南雞飯醬

(340克)各1
$40 $81.8 4.9折 24

AMOCAN香脆紫菜辣椒(200克)、慈心巴東醬

(340克)、AMOCAN青咖喱(340克)及慈心豆奶

(2公升)各1

$80 $160 5折 24

樂絲護膚系列福袋

(包括:LOSHI馬油保濕面膜(7片裝)、LOSHI天

然滋潤馬油幼滑乳霜(攜帶輕便版)(250克)、

LOSHI保濕嫩膚卸妝冷霜(300克)、JELLY

MILK 胎盤素精華保濕鎖水啫喱 (白)(250毫

升)、GUREMERU 森之美容液身體乳霜(150

克)、LOSHI特級嫩滑洗面膏(120克)、Roland

藥用消毒洗手液(200毫升)及Mote gami sama頭

髮定型膏(清新花香味)(15克)各1)

$99 $211 4.7折 20

Roland Gold Rich 金箔爽膚精華套裝

(包括:淨化凜肌Premium Gold Rich日本高級金

箔化妝水(120毫升)及金箔面霜(50克)各1)

$399 $798 5折 20

First One高濃度酵母精華保濕滋潤全效面霜

(80克)
$199 $399 5折 20

C53 彪成有限公司
雅窗牌意大利Store Guss 湯煲(24厘米)+煎鍋

(24厘米)各1
$1,088 $2,307 4.8折 20

A34 明新隆食品公司

明新隆皇牌福袋套裝

(包括：皇牌一撈即起XO醬(原味、辣味、蝦

子味及火腿味)(各80克)及萬用鮑魚汁(380克))

$89 $188 4.8折 20

Soapy Moment 天然手工皂高級裝福袋

(包括：天然茶樹抗菌保濕洗手液x1 及冷制手

工皂(澳洲胡桃油皂或喜馬拉雅玫瑰鹽皂) x2)

$130 $270 4.9折 20

永丞珍饌滴雞精(6包裝)10盒 $1,800 $3,600 5折 20

萬麗養生產品福袋

(包括：永丞珍饌滴雞精(6包裝) x 5、海裕屋

鮪魚魚鬆(15克 x 20) x1、 優穀系列五穀餅(60

克) x5及Soapy Moment手工皂/手工手洗液(自

選1款))

$1,100 $2,200 5折 20

優穀系列五穀餅(60克) x10包 $300 $600 5折 20

Heroina Itzy Itzy 物理防曬霜(50毫升) $210 $430 4.9折 200

Missk Beet berrt 士多啤梨修護面膜(100克) $160 $328 4.9折 150

VD VIDAM 膠原蛋白魔法師(420克) 2盒 $530 $1,060 5折 10

AuBelle Body Fit 修護乳液(200毫升) $225 $453 5折 150

樂絲國際有限公司

A84-85 皇廷食品有限公司

D22

A10 友淳有限公司

D02 Miss K (H.K.) Co. Ltd.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萬麗有限公司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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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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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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優選2福袋

(包括：黑金流沙包(405克)、叉燒包(495克)、

壽桃包(405克)及白糖糕(200克) 各1)

$100 $205 4.9折 20

海的優選3福袋

(包括：海鱸魚片(250克)、厚切黑魚片(250克)

及薄切脆鯛魚片(200克)各1)

$100 $205 4.9折 20

海的優選1福袋

(包括：墨魚丸/鱆魚丸/蝦丸/雪魚丸(250克)(4

選3) + 黃金魚丸/黃金魚豆腐(200克)(2選1))

$100 $200 5折 20

海的優選4福袋

(包括：黃花魚4條裝(150克)、金錩魚(251-350

克)及珍珠班(301-350克)各1)

$100 $200 5折 20

創安堂人參椴樹蜂蜜(波美度41.6)(500克) $80 $165 4.9折 60

創安堂人參米(600克) $74 $148 5折 60

A13 唯思有限公司 帝一榴D24榴槤麻糬(120克) $28 $58 4.9折 80

美味棧濃縮鮮雞汁(430克) $22 $45 4.9折 50

美味棧紅燒4頭鮑魚(180克) $42 $85 5折 50

美味棧香蔥方塊(300克) $15 $30 5折 50

美味棧特選甘栗仁(120克) $15 $30 5折 50

美味棧古法石磨辣椒腐乳(280克) $10 $20 5折 50

B25 素茂有限公司 廷豐素吉列蝦(250克) $22 $45 4.9折 50

JVG 韓國飲水濾水器 $840 $1,680 5折 50

JVG 韓國沐浴露(500克) 買一送一 $128 5折 100

日本米福袋 (2)

(包括：HAHAYA環保袋、つぶぞろい秋田米

(5公斤)、永谷園即沖混合味噌湯包(10袋)、

稻葉美味三星泰式椰汁綠咖哩(150克)及麒麟

沖繩海鹽荔枝特飲(袋裝)(300克)各1)

$299 $598 5折 11

日本米福袋 (1)

(包括：HAHAYA環保袋、つぶぞろい秋田米

(2公斤)、永谷園即沖白味噌湯包(10袋)、 稻

葉美味三星香辣濃郁燉煮中辛咖哩(150克)及

麒麟沖繩海鹽荔枝特飲(袋裝)(300克)各1)

$159 $318 5折 66

髮再生健髮修復液(80毫升) + 中藥配方洗髮

露(300毫升)
$288 $576 5折 60

髮再生女性皂白(4件紙盒裝) $160 $320 5折 60

髮再生女性皂白(膠合裝) $40 $80 5折 60

revel 髮芯營養霜(130克) $245 $490 5折 60

revel 抗氧化全能修護(110毫升) $190 $380 5折 60

C64-65
優纖健康纖體美容專門店

有限公司
PERLESUISSE 礦物淨肌潔面Gel (120毫升) $240 $480 5折 20

峻域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C62

A08
長明國際(香港)集團有限公

司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A46-47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C20 創安堂保健有限公司

傲德有限公司

C63 創生興業有限公司

C49

A09 大本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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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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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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號碼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推廣價

(港幣)

標準價

(港幣)

折扣

(抵至)

每天提供

數量

金裝超值福袋

(包括：漁珍XO飛魚卵干貝醬(小辣)(250克)、

烏魚子醬(170克)及烏金干貝醬(小辣)(250克)

各1)

$238 $476 5折 20

綠的有機鐵皮石斛麵福袋

(包括：原味細麵、原味粗麵、淮山粗麵及陳

皮細麵(6片獨立裝)各1)

$136 $275 5折 20

A12 長樂商貿服務有限公司

綠的零添加福袋

(包括：原味紫蘇醬、辣味紫蘇醬、鮮椒醬、

香菇醬及亞麻籽油小黃姜蓉醬(200克)各1)

$95 $190 5折 20

D19 Bidcome Enterprises Ltd. Aragan Secret 指甲修護油(10毫升) $225 $450 5折 100

GENSCON 活力白咖啡(20克 x 5) $140 $280 5折 10

GENSCON 活力檸檬茶(20克 x 5) $140 $280 5折 10

ISITYGO 天然抗菌淨化液(250毫升) $114 $228 5折 20

ISITYGO 抗菌防蟎純綿毛巾 $19 $38 5折 20

A36 黑酢家 黑酢家紅刀豆茶(90克) $114 $228 5折 20

B28-29 德成海味有限公司 德成海味靚青島貝(600克) $105 $210 5折 50

A60 味傳天下發展有限公司

火鍋必備福袋

(包括：紅魔殿堂麻辣壹鍋(380克)、木本木燒

肉汁(230毫升)、木本木燒肉汁(黑椒)及木本

木甜豉油(600毫升)各1)

$100 $200 5折 20

B12-13
香江會滙天下茶業有限公

司

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大紅袍/普洱/鐵

觀音(100克)
$100 $200 5折 各50

劉永茂甘露飲(40包) $74 $148 5折 30

劉永茂普麗茶粬(40包) $74 $148 5折 30

劉永茂陳皮冰糖燉檸檬(600克) $69 $138 5折 30

D12 華商顧問有限公司 Laager 南非國寶茶(40包裝)孖裝 $51 $102 5折 100

D23 信域集團有限公司 台灣七三茶堂凍頂烏龍茶包(148克) $99 $199 5折 20

C84 發記貿易公司 LOVELY 韓國純天然4合1香囊(5條裝) $75 $150 5折 20

麥美家鮑魚蝦子麵(盒裝)(300克) $50 $100 5折 50

麥美家金牌蝦子麵(盒裝)(300克) $40 $80 5折 50

德美高貓山王榴槤咖啡(250克) $49 $98 5折 20

德美高蒜香辣醬(原味/蝦味)(190克) $44 $88 5折 各20

德美高25穀糧(250克) $29 $58 5折 20

鮑泰記黑松露鮑魚盒裝(兩頭)(250克) $49 $98 5折 100

澳寶牌石斛花旗蔘瘦肉湯(350克) $24 $48 5折 50

Kingo 苦喬茶(150克) $15 $30 5折 20

Kingo 甘菓清羅漢果(20克) $10 $20 5折 20

C66 彩豐行有限公司
Joseristine 奇異果美白 / 透明質酸 / 膠原蛋白

硫璃面膜(自選)
買一送一 $7.9 5折 200

B44

A12 長樂商貿服務有限公司

聯豐粉麵廠有限公司

華泰海產貿易有限公司

A71
劉永茂茶葉蔘茸店有限公

司

D14 格調傳意

D26

A35 德美高發展有限公司

D33 卓建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工展抗疫開心購(推廣期：6-8/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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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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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