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 月 6 日發佈 

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送馬迎羊送馬迎羊送馬迎羊送馬迎羊 BB 展展展展 ―――― 2015「「「「BB 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暨暨暨暨「「「「兒童成長教育展兒童成長教育展兒童成長教育展兒童成長教育展」」」」新聞發佈新聞發佈新聞發佈新聞發佈 

 

由荷花集團主辦，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協辦、香港幼稚園協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香

港小童羣益會全力支持，送馬迎羊的大型 BB 展 ― 2015「BB 春季購物節」暨「兒童成長教育展」，

將於 2015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2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六六六六、、、、日日日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all 5F&G 隆重舉行隆重舉行隆重舉行隆重舉行。

場內齊集近 200 間參展商，逾 300 個展位，為入場人士提供超過 100,000 種最新最優質、最嶄新的

嬰幼兒產品，是適合一家總動員出席的親子活動。 

 

送馬迎羊送馬迎羊送馬迎羊送馬迎羊 BBBBBBBB 展展展展重點如下重點如下重點如下重點如下：：：：展覽會網址展覽會網址展覽會網址展覽會網址: http://www.eugenegroup.com.hk/expo/201502/  

  羊年特備羊年特備羊年特備羊年特備    (相片已上載 FTP) 

‧ 羊年入場精品羊年入場精品羊年入場精品羊年入場精品 

‧ 免費奶粉尿片試用免費奶粉尿片試用免費奶粉尿片試用免費奶粉尿片試用 

‧ 孕婦福袋孕婦福袋孕婦福袋孕婦福袋 

‧ 親子教室親子教室親子教室親子教室 

‧ 集齊集齊集齊集齊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食食食食””””、、、、““““玩玩玩玩””””、、、、““““買買買買””””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精選貨品精選貨品精選貨品精選貨品    (相片已上載 FTP) 

1. 「「「「荷花開倉率先披露荷花開倉率先披露荷花開倉率先披露荷花開倉率先披露」」」」大量貨品低至一至五折，貨品包括定位枕、遊玩墊、奶瓶、手偶玩具等，

實行瘋狂勁減，平過團購價！ 

二五折 法國   Doudou 玩偶 

三折 德國   Beleduc 手偶 

三折 泰國   Softwood 吊飾 

四折 德國   Fehn Happiness 小貓造型搖鈴 

四折 美國   Summerinfant 嬰兒優質定位枕 

五折 以色列 Taf Toys 可夾式嬰兒布圖書 

五折 以色列 Taf Toys 餐椅搖鈴玩具 

五折 以色列 Taf Toys 迷你旋轉玩具 

五折 泰國   Wonderworld 營養水果組合 

五折 泰國   Wonderworld 幾何形狀配對小屋 

五折 以色列 Taf Toys 3 合 1 音樂探索遊玩墊 

五折 法國   Bebe Confort 嬰兒學行車 

五五折 比利時 Delta Baby 多功能大抱枕 

買一送一 美國   Munchkin 標準型二合一奶刷 

買一送一 美國   Munchkin 手掌/腳掌形水牙膠 

 

 

 

 



 

2.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食食食食””””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搜羅一眾最好味的 BB 產品予父母！ 

A01        八折 英國 Kidsme 擠壓式咬咬樂 

D04        八折 佳兒素™天然深海魚油 

H03        送手拉車乙部及免費送貨 同珍添丁甜醋套餐 

H15,H16    五折 HiPP 喜寶有機蔬果汁 

J18        七五折 Babymoov Nutribaby 多功能嬰兒食物處理器 

M04       五折 puria 培爾嬰幼兒配方奶粉 

 

3.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玩玩玩玩””””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搜羅一眾最好玩的 BB 產品予父母！  

    A01         七折/六折 泰國 Wonderworld 動物園 Trix Track 

    A01         七折/六折 法國 Kidz Delight 發聲清潔掃帚 

    C07         五折 Rêve Cheval 面試及考試教育 6x1 套裝 

    F01-03,F18-20 凡購買，送故事叢書 Oxford Path 牛津幼兒英語 

    K11,K12     八五折 Morphun 發右腦益智積木 

    L17         八折 Childrenworks 自然探索系列–動物王國 

 

4.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買買買買””””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搜羅一眾最抵買的 BB 產品予父母！ 

A01         五折 以色列 Taf Toys Stereo 立體聲床上轉 

    A01         五五折 法國 Red Castle 多功能抱枕 

    A01         六折 以色列 Simplygood 時尚嬰兒哺乳圍巾 

    J04         八五折，送冰袋 medela 思韻型電動雙泵 

    K14,K15     凡購物，五折 Biolane 抗敏換片護膚膏 

    L05,L06     一折 CATALO 兒童健康成長系列試用裝 

    N06         七折 AdoraBaBies 納米抗菌保濕嬰兒濕紙巾 

    P08         五折 淨可立殺菌清潔濃縮液 

 

  博覽活動博覽活動博覽活動博覽活動    (相片已上載 FTP) 

1.「「「「第第第第 8 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一眾 3 至 12 歲的小朋友，將一展所長，施展渾身解數。根據

統計，約八成入圍小朋友的父母都有為其子女打造完善的課外活動計劃，除了投放金額高達每

月一萬元外，亦積極鼓動子女參加多元化比賽，以爭取學業以外之表現，為未來發展舗路。 

2.「「「「第第第第 6 屆全港幼稚園精英隊際大賽屆全港幼稚園精英隊際大賽屆全港幼稚園精英隊際大賽屆全港幼稚園精英隊際大賽」」」」全港 900 間幼稚園，收到來自港、九、新界超過 100 份報

名，當中只有十份之一入圍機會，各入圍小朋友皆積極備戰。 

3.「「「「BB 慈善馬拉松爬行競技賽慈善馬拉松爬行競技賽慈善馬拉松爬行競技賽慈善馬拉松爬行競技賽」」」」受歡迎的 BB 爬行、豬仔車競技賽將三日無休止於場內舉行。凡參

加 BB 即獲惠氏 3 號奶粉 400g 一罐。 

 

荷花荷花荷花荷花 BB 展資料展資料展資料展資料 

日期：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 

時間：1 月 30-31 日(10am – 8pm) 

      2 月 1 日(10am – 7pm)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 Hall 5F&G (現場採訪媒體可到 Hall5FG 門外新聞中心登記) 

門票：成人 $25 / 小童 $20 



 

記者招待會相片精華記者招待會相片精華記者招待會相片精華記者招待會相片精華 

1.1.1.1.    荷花集團行政總裁荷花集團行政總裁荷花集團行政總裁荷花集團行政總裁    尤金先生簡介羊年首個尤金先生簡介羊年首個尤金先生簡介羊年首個尤金先生簡介羊年首個 BBBBBBBB 展展展展    ―――― 2015 2015 2015 2015「「「「BBBBBBBB 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春季購物節」」」」暨暨暨暨「「「「兒童成長教兒童成長教兒童成長教兒童成長教

育展育展育展育展」」」」    

2.2.2.2.    介紹博覽活動及優惠詳情介紹博覽活動及優惠詳情介紹博覽活動及優惠詳情介紹博覽活動及優惠詳情    

3.3.3.3.    「「「「第第第第 7777 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    冠軍得主冠軍得主冠軍得主冠軍得主 ( ( ( (王譽澄王譽澄王譽澄王譽澄) Jazz Dance) Jazz Dance) Jazz Dance) Jazz Dance 表演表演表演表演    

4.4.4.4.    「「「「第第第第 8888 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    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 ( ( ( (龍格梨紗龍格梨紗龍格梨紗龍格梨紗) ) ) ) 唱歌表演唱歌表演唱歌表演唱歌表演    

5.5.5.5.    「「「「第第第第 8888 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屆全港優質兒童才藝大賽」」」」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高級組    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入圍參賽者 ( ( ( (賴鈞偉賴鈞偉賴鈞偉賴鈞偉) K pop) K pop) K pop) K pop 表演表演表演表演    

6.6.6.6.    羊羊羊羊 BBBB 媽媽真心分享媽媽真心分享媽媽真心分享媽媽真心分享    

7.7.7.7.    記者招待會大合照記者招待會大合照記者招待會大合照記者招待會大合照    

8.8.8.8.    「「「「BBBBBB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食食食食””””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BBBBBB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玩玩玩玩””””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BBBBBB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買買買買””””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現場產品展示現場產品展示現場產品展示現場產品展示    

 

煩請各編輯在編纂懷孕及嬰幼兒專題時煩請各編輯在編纂懷孕及嬰幼兒專題時煩請各編輯在編纂懷孕及嬰幼兒專題時煩請各編輯在編纂懷孕及嬰幼兒專題時，，，，請順道報道荷花博覽請順道報道荷花博覽請順道報道荷花博覽請順道報道荷花博覽！！！！ 

如需借貨拍攝等問題如需借貨拍攝等問題如需借貨拍攝等問題如需借貨拍攝等問題，，，，或領取博覽免費門劵或領取博覽免費門劵或領取博覽免費門劵或領取博覽免費門劵，，，，請與我們聯繫請與我們聯繫請與我們聯繫請與我們聯繫! 

 

相片下載位置：ftp://mkt:mkt173a@ftp.eugenegroup.com.hk/mkt_ftp/2015ChildExpo/PressCon/ 

Folder：2015 Child Expo (Press Con) 

或直接上 ftp: 

ftp://ftp.eugenegroup.com.hk/mkt_ftp/ 

username: mkt        password: mkt173a       Folder：2015 Child Expo (Press Con) 
 

傳媒聯絡：市場拓展部 

葉珮芝小姐 (Sofi Yip)        Marketing Manager  電話：2103 7320 / 9238 3060  

趙倩華小姐 (Michelle Chiu)    Marketing Executive 電話：2103 7326 / 6570 8104  

電郵：marketing@eugenegroup.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