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價: $2,980 

原價: $7,280 

原音之選

Audioengin HD3有源藍牙喇叭 (4色)
總共60W峰值功率/ 高保真藍牙aptX/ 簡化設置/ 擴展接收
範圍和24位超採樣昇頻功能/ 內置發燒級DAC解碼器: AKM 
AK4396, 音質更細膩

原價: $3,299 (一對)

會員價: $2,969

德國設計的HIFI音響系統/ aptX藍芽、
CD及USB播放/ 支持DAB數碼電台、
FM電台

Sonoro CD2藍牙喇叭 (9色) A2+ Wireless有源喇叭 (3色)

共60W峰值功率/ 內置發燒級DAC解碼
器: TI Burr Brown PCM2704C, 音質細膩/ 
適用於Mac或PC，無需額外安裝軟件

原價: $2,480 (一對)

會員價: $2,232
原價: $3,680 

會員價: $3,128

Neon MTB830 CD/藍牙音響

前級用高質素膽機調聲/ 支援藍芽、CD、
FM電台及USB播放/ 30W強勁喇叭輸出

會員價: $2,533

NEON MTB980藍牙膽機音響
支援藍芽、CD、FM電台及USB播放/  150W強勁喇叭輸出
/ 前級用高質素Hifi級12AX7A及12AX7B真空二極管作調聲

會員價: $2,533

Marshall Acton Bluetooth 
Speaker 藍牙音響 (2色)

平衡的音質體驗,中音、高音清晰以
及細膩的低音/  經典MARSHALL設計
細節, 體積小/ 3.5MM輸入和雙端電纜

原價: $2,099 

會員價: $1,679

Sonoro Prestige 藍牙喇叭 (3色)

aptX藍芽、CD、FM電台及USB播放/  無線
WIFI音樂播放: Spotify, Internet Radio, 
multi-room/ 5喇叭120W強勁輸出

會員價: $6,552

Neon MS260 藍牙音響
藍牙/FM/雙鬧鐘功能/ 高清藍牙版本4.2/   
高精度數碼FM調頻電台調諧器/ 20W 
RMS輸出/  高級LED顯示屏幕/  優質木機
身/  手機或平板充電功能 (5V/1A)

原價: $698 

會員價: $593

Whatsapp查詢：9884 3748
電話查詢：2618 5900
電郵：cs@powerliving.com.hk

熱賣中 新上市

備注: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員。
 協會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及財務上之責任。社員對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協會反映， 電話2388 0177。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會員專享



原價: $118 

原價: $698 

手機配件

Momax Power Bank 移動電源 (3款)
容量: 9000mAh

原價: $198 

會員價: $158

採用高科技6mm動圈單元，可增強中高頻音樂的
層次感及高頻延伸/ 人體工程學設計，戴上更貼耳
及舒適/ IPX5防水功能;  直觀的觸感式控制/ 合金磁
吸式充電盒;  共10小時播放時間 (連充電盒電量)

Audiofly真無線立體聲藍牙耳塞

Astrotec S50 真無線立體聲藍牙耳塞
採用高科技6mm石墨烯動圈單元/ 可增強中高頻音樂的
層次感及高頻延伸，令音樂細節有更佳的表現力/ 人體
工程學設計，戴上更貼耳及舒適/ 單邊4.6克超輕量

原價: $599

會員價: $509

原價: $798 

會員價: $678

Momax USB 充電線 (2色)

USB A to Type C 及Micro USB cable
1m-Weave Cloth 織布

會員價: $94

Maxell BTC400藍牙入耳式耳機
(4色)

Bluetooth Ver 4.1;  14g輕巧設計/  單元採用長衝程
設計實現強而有力的低頻響應

原價: $398 

會員價: $318

Brookstone 真無線立體聲藍牙耳機

獨特的幸運貓形狀設計/  4.6克超輕量 (每邊)/                
高科技石墨烯單元可享有清晰細膩的音樂重播

會員價: $593

Brookstone 貓耳無線藍牙頭戴式耳機

更配備外置式喇叭，可與朋友一同分享喜愛的音樂/  
外置式喇叭上備有8種LED燈，增添個性

原價: $998 

會員價: $798

Momax Q. Power Pack (iPhone X)

2合1 設計 (無線充Power bank + 手機保護殼)/ 絕對
方便的磁吸設計、告別帶線充電/  絕佳的Comfort-
fit 圓邊設計、手感舒適/ 支援 USB Type-C in/out/  
鏡頭位置開孔、無阻拍攝

原價: $398 

會員價: $318

新上市
至潮之選

Whatsapp查詢：9884 3748
電話查詢：2618 5900
電郵：cs@powerliving.com.hk會員專享

備注: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員。
 協會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及財務上之責任。社員對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協會反映， 電話2388 0177。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原價: $398 

原價: $168 

旅行首選

Cardiff Headrest汽車旅行靠枕
通用座位安裝簡單/ 可按用戶需要調節高度/ 外套可拆
卸清洗/ 大人小朋友都適合

原價: $468 

會員價: $281

致癌懸浮微粒PM2.5 去除率達99.9%/  致命污染毒
物、甲醛去除率達94.6%/ 每立方厘米產生69萬個
負離子/ 日本制造/  日本厚生勞動省安全認證及日
本離子協會五星級離子量認證

Ionion MX超輕量隨身空氣清淨機

Ostrichpillow Go U型旅行頸枕 (3色)
採用高品質記憶棉，能為你的頸部提供舒適和全面性的
支撐/ 可折疊入便攜袋, 方便攜帶/  採用魔術貼設計，使用
更方便

原價: $498

會員價: $349

原價: $1,280 

員工價: $1024

Oregon Scientific 旅行香薰放濕器
以超聲波技術放出冷霧為空氣加濕/ 配備兩段式大小
調較及間歇放霧功能/ 外形輕巧，時尚便攜/ 活用膠
水瓶作注水容器/ 使用標準膠瓶口，適用於絕大部分
樽裝飲品瓶口/ 附有萬用瓶口連接組件/ 電源供應器
適用於不同國家的電壓

員工價: $318

Oregon Scientific Smart Globe SG338R
20,000+條世界知識:包括地理、人口、歷史、語言及國家領袖
等15個範疇/ 融合了先進的3D AR擴增實境技術/ 打開專用
ARApp及相機鏡頭，對住地球表面，立體動畫馬上顯示/ AR拍
照功能，小朋友可與巴黎鐵塔、熊貓、恐龍合照/ 無線點讀筆
設計，使用更靈活/ USB充電，非常方便

原價: $1,198 

會員價: $958

Oregon Scientific Smart Globe SG038

會員價: $134

Entertech NaptimeAI助眠眼罩

以EEG感應器偵測用戶腦電波狀態/  感應使用者的
腦波及情緒/ 智能推荐最合適的放鬆音樂，並智能
調節音量/ 分析和學習用戶的腦電波活動/
幫助用戶快速進入睡眠狀態/ 日常表現提高40%

原價: $998 

員工價: $798

兒童學習

獲STEM認證/ AR（擴增實境）技術/ 500多種AR互動內容/ 充氣
式地球儀和3個支架部件，易於安裝，適合存儲和戶外活動

六折

家長首選

瞓覺神器

Whatsapp查詢：9884 3748
電話查詢：2618 5900
電郵：cs@powerliving.com.hk

備注: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員。
 協會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及財務上之責任。社員對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協會反映， 電話2388 0177。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會員專享



原價: $798 

原價: $1,880

原價: $398 

原價: $798 

生活小家電

Oregon Scientific 菓子玻璃香薰噴霧器(2色)
以糖果罐為造型的香薰噴霧器，玻璃外罩精瑩
通透/ 加上喜愛的香薰精油，散發充滿香味的噴
霧，讓你盡情放鬆/ 採用超聲波霧化技術

原價: $398 

員工價: $318

採用日本專利技術"MRD", 可產生3倍量電离子/ 離子
風淨化環境空氣/ 建議使用範圍: 加強模式可覆蓋高
達13平方米空間/ 自動關機/ 內置充電池( 運作不少於
3 小時)/ U S B 供電/ 無風扇設計, 靜音節電/  無濾芯設
計, 維護簡單 (只需擦拭)/ 日本製造及採用金屬機殼

Maxell Ionized Air Purifier AR201

Oregon Scientific納米空氣抗菌器
催化式氧化科技能高效分解有害物質，去除有害氣
體及異味，殺菌及除塵徹底淨化家中空氣/ 底部的
空氣品質 LED 指示燈，能隨時監測室內空氣質素

員工價: $1,410

原價: $1,650 

員工價: $1,155

Oregon Scientific 數碼指針顯示時計

同一裝置可同時顯示模擬時鐘和數字時鐘
同時顯示室內溫度、時間、日期
配備一個電流變壓器
配備一枚CR2032鋰電池(後備用途)

員工價: $318

MXES-R400YG(4極型) 
EMS電子肌肉鍛鍊機

15段強度的原創運動鍛鍊程式，可以體驗各種低
頻電刺激;  主要採用頻率17.5Hz, 被認為是對肌肉
收縮有效的頻率 ;  自動化免提式的運動鍛鍊, 需時
大約20分鐘

原價: $1,218 

員工價: $974

Oregon Scientific 水耕菜機

無土室內種植，方便整潔/ 最快在40天內享用自家
種植的蔬菜/ LED 生長燈為植物提供穩定光/ 可調較
高度，並可掛在牆上/ 為家居增添生氣綠意

員工價: $638

Oregon Scientific 星雲手工玻璃香薰機

人手吹製使每件產品獨一無異/ 使用意大利油彩
手繪玻璃/ 備有連續或間歇性運作模式可供選擇/ 
獨立燈效操控

原價: $898 

員工價: $718

Oregon Scientific 日曆時計LED檯燈

清晰顯示時間,日曆及設有鬧鐘/ 高敏度輕觸式5段
光暗控制/ 鵝頸設計, 靈活扭動轉換角度

員工價: $599

銷量No.1 店長推介

Whatsapp查詢：9884 3748
電話查詢：2618 5900
電郵：cs@powerliving.com.hk會員專享

備注: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會員。
 協會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及財務上之責任。社員對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協會反映， 電話2388 0177。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