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發佈 

即時發放 

 
全港最大型 BB 展 -「第 26 屆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記者招待會 

規模進一步擴展 橫跨兩層逾 25 萬平方呎 攤位接近 1,000 個 
 

【香港，2018 年 7 月 5 日】每年家長矚目盛事、由荷花集團主辦的大型 BB 展 -2018「第 26 屆國 
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 將於 2018 年 8 月 3 - 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all1 及 Hall 3 隆重舉行。 
承接去年 8 月博覽錄得逾 52 萬入場人次的佳績，今年博覽規模進一步擴展，橫跨 Hall1 及 Hall 3 兩 

層逾 25 萬平方呎的展覽館，近 1,000 個攤位，齊備家長最常搶購的奶粉、 
尿片、嬰幼兒消耗品等，為家長提供全面的購物集中地。 
 

而家長最關注的博覽優惠亦十分豐富，部份筍貨低至半價，更有每年最搶手的精選優惠，包括「必搶 

寶寶消耗品」及「健康及敏感呵護推介」等。場內同時舉辦多個重點大型活動，包括「第 30 屆全港 
嬰兒慈善馬拉松爬行大賽」、「第 16 屆全港最靚孕媽媽/媽媽選舉」及「小小瘋狂科學家」等，每個活動 

都加入不同的新元素，為家長提供全面一站式購物、活動及資訊平台。 
 

博覽主題 

- 「爬行 30 周年」之 「30 個兒童願望」 

今年大會以願望為主題，透過大會活動的報名費、荷花愛心慈善基金及參展商的撥款，實現 30 位患病 
兒童的願望，希望能為他們在疾病中帶來一點溫暖，讓他們的願望成真，延續心靈希望。病童來自今年 
受惠機構 – 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及愛心童樂營，而當中的兒童主要患上長期血病及癌症。 
 

-  插畫主題「兒童夢想國度 」 

- 每年都支持原創插畫師，邀得新晉插畫師糖包包以「兒童夢想國度 」為題，把小朋友心中的夢想描繪 
出來，構成充滿特色的主題畫。 

 
 



 
 

最 HIT 產品優惠率先睇       
(更多優惠產品及圖片請參閱 FTP) 
 
 「博覽半價大割引」」   

每年最矚目的話題！率先披露 BB 展最抵的必搶半價產品 ! 

 
A01 美國 Munchkin 感溫吹氣沐浴池 $94  (原價$189) 

A01 意大利 Brevi Goccia 防滑沐浴盆 $199  (原價$399) 

 
F12-13 HOLLE 有機唧唧裝蘋果士多啤梨果蓉 $60/12 枝 (原價$19.5/枝) 
R03, 12-13 2 合 1 沐浴/洗髮啫喱  (200ml) / 抗敏換片護膚膏 

(50ml) 
$38 (原價$80) / $25 (原價$60) 

W09-10 b&h 新生兒套裝 $776 (原價$1,552) 

 

 「BB 展必搶寶寶消耗品 」 

寶寶消耗品是家長最快用完、開支最大的項目之一，每年家長都會籍 BB 展優惠大量入貨。今年 

大會精選一系列消耗品優惠，家長可大量掃貨、慳得更多！ 

 
A01 瑞士 Amos Easy Go PP 即棄奶瓶 250ml 

 

$55/5 件  (原價$26/件) 

A01 加拿大 Thera Wise 負離子抗菌免牙膏牙刷 優惠價$100/3 支； 

$200/7 支  (原價$52/支) 

P11-12 美德牌新款儲奶袋（25 個裝） $99  (原價$159)  

Q01-07, 20-

26 

奶瓶清潔液(3 包補充裝) / 

嬰兒洗衣液(3 包補充裝) 

$119  (原價$225)  

$99  (原價$297) 
W07, 15-16 
S 

Ella’s Kitchen 7 色有機雜果蓉 

 

$100/7 包  (原價$20.5/包) 

 

 「寶寶健康及敏感呵護推介」 

BB 健康是家長最關注的題目，大會精選大量寶寶健康及敏感推介，由身體防護到肌膚呵護都一應 

俱全，讓家長盡情選購。 

 
A01 加拿大 Thera Wise 純植物提取肌膚修復軟膏 $99  (原價$149) 

F06-07, 20-

21 

【施巴】嬰兒「寶寶快樂沐浴套裝」 

 

$446.4  (原價$558) 

J09-10 RayQueen 多用途紫外線 UV 消毒機 $1,188  (原價$1,680) 

Z08-10 Cocoonababy ®改善初生睡眠窩床 $1,599 

AA38-40 澳洲 O! My Goat - 天然嬰幼兒山羊奶香皂 $100/5 件  (原價$25/件) 

 

 

 

 



 
 

 

 「2018 博覽新貨巡禮」 

齊備 2018 最新嬰幼兒及兒童用品，掌握第一手產品及優惠資訊。 

 
A01  荷蘭 Maxi Cosi Laika 嬰幼兒手推車 $2,339  (原價$3,599) 

A01 以色列 Tiny Love Cody 及 Suzi 隨身投影機 $197  (原價$329) 
Q01-07,  
20-26 

自然母感奶瓶入門套裝 $358  (原價$716) 

X08-19,  
18-19 

K’s Kids Symphony 3 合 1 多功能嬰兒床 $1,799  (原價$1999) 

Y13-14 Whisbear: The Humming Bear  

自動感應嬰兒哭聲安撫絨毛公仔 

$699  (原價$986) 

 

 「Hall 3 筍貨一覽」 

一覽今年新增展館的至抵優惠，方便家長計劃購物行程！ 

 
3A01 氣定神閒待產包 $676  (原價$966) 

3A01 Happy 初生 BB 禮物籃 $969  (原價$1,388) 
3A02 德國 Pumpkin Organics 有機嬰幼兒蔬果蓉 $100/5 包  (原價$28-$33) 

3F04 Hugsie 美國棉純棉孕婦枕-舒棉款 

 

$550  (原價$650) 

3G20-21 韓國 Jellymom 多階段多功能安全椅子 

 

$598  (原價$1,099) 

 

 

 「荷花日用品優惠推介」 

 
A01 美國 Munchkin Go Bowl 矽膠摺疊碗 $55  (原價$79) 

 

A01 愛爾蘭 Clevamama 嬰兒記憶枕頭 179/2 個  (原價$179/個) 
A01 美國 Munchkin 餵食訓練套裝 $131  (原價$262) 

A01 台灣 Farlin 寶寶洗澡必備套裝 $119  (原價$199) 

 

 

 

 

 

 

 

 

 

 

 



 
 

 

博覽特備活動 

(圖片請參閱 FTP) 
 

 

 

 

 

 

 

 

 

 

 

 

 

 

 
博覽資料:  

地點：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Hall1 及 Hall3BC 展覽廳 (灣仔港鐵站 A5 出口) 

日期：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6 日 

時間：  8 月 3 - 5 日 (10:00am – 9:00pm) 
 8 月 6 日 (10:00am – 7:30pm) 
門票： 成人 $30 / 小童 $20 

售票地點: 現場售票  
7 月起預售: 荷花親子網電子門票(https://eticket.eugenebaby.com/)、 

全港荷花親子店 、7-11 
展覽網址: http://www.eugenegroup.com.hk/expo/201808/ 

 

 

 

 

節目 日期 時間 

1. 「第 26 屆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開幕禮 

2018 博覽會開幕儀式，同時為「爬行 30 周年」之 「30 個兒童

願望」活動進行揭幕禮。 

 

2. 「荷花教育論壇」 

一連三節以嶄新角度，邀請多位專家分享懷孕、育兒及升學攻

略，特設專家 Q &A 環節，觀眾可即時向專家發問，提供專業

互動的諮詢及資訊平台。 

 

8 月 3 日(五) 11:30am - 12:30pm 

 

 

 

 

4:00pm - 7:00pm 

3. 「第 30 屆全港嬰兒慈善馬拉松爬行大賽」 

全港最大規模爬行大賽，已經踏入第 30 周年，每年均吸引

數千名家長帶同 BB 一展身手。100 名 BB 選手由千名初賽

BB 晉身決賽，角逐冠軍。今年更增添隊制計分，率先完成

賽事的 BB 和家長可為隊員打打氣，一起爭奪隊伍大獎。 

8 月 4 日(六) 2:00pm - 4:00pm 

4. 「第 16 屆全港最靚孕媽媽/媽媽選舉」 

全港唯一的媽媽選美活動，今年新增媽媽組，從超過 100

名參賽者中選出 16 名孕媽媽及媽媽，分享懷胎十月及育兒

的喜悅，展示媽媽睿智及最美的一面，爭奪冠軍榮譽。 

8 月 5 日(日) 2:00pm - 4:00pm 

5. 「小小瘋狂科學家」 
近年受歡迎的兒童活動項目，瘋狂科學家會即場表演

神奇的科學劇場，特設實驗工作坊，小朋友更可以動

手做實驗，探索科學原理，親身創造實驗品。 

8 月 6 日(一) 2:00pm - 4:00pm 



 
 

 

 

 

有關荷花集團 

荷花集團在出版、零售、廣告及展覽業務上已有超過 34 年的歷 

史及經驗，出版方面有成長系列雜誌及一系列育兒教育叢書 ; 零售

方面主要經營孕婦及嬰幼兒產品，集團旗下現擁有 5 間全港最全面的

嬰幼兒用品專門店；而展覽業務方面則每年舉辦 2 次大型博覽會，分

別是連續 11 年舉辦的「BB 春季購物節」暨「兒童成長教育展」，以

及連續 26 年舉辦全港最大型的「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會」，多年

來深受家長支持。  

 

記者招待會相片精華 
1. 荷花集團行政總裁 尤金博士介紹 2018「第 26 屆 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會」 
2. 今年為爬行 30 比賽周年，特意邀請了於初賽爬得最快紀錄的極速爬行 BB 選手(左: 湯子

悅 BB 及家長、右: 李玥彤 BB 及家長)到現場分享 

3. 全港最靚孕媽媽/媽媽選舉候選佳麗 (左:吳素姿、右:陳婉琪)到現場分享 

4. 現場展示今年最 HIT 優惠: 「BB 展必搶寶寶消耗品」、「寶寶健康及敏感呵護推介 」、「博覽半價

大割引  」、「2018 博覽新貨巡禮」、「Hall 3 筍貨一覽」 

5. 孕媽/媽媽選舉候選佳麗吳素姿、陳婉琪、荷花集團政總裁尤金博士、爬行比賽代表李玥彤 BB

及家長以及湯子悅 BB 及家長一起進行大合照 (由左至右) 

 

傳媒如需查詢有關博覽會資訊及借貨拍攝等問題，或領取博覽免費門券，請與我們聯繫。 

 

相片及詳情下載位置： 

ftp://mkt:mkt173a@ftp.eugenegroup.com.hk/mkt_ftp/2018%20BB%20Expo/Press%20Conference/ 

Folder: 2018 Baby Expo (Press Conference) 
 

 

 

傳媒查詢，歡迎聯絡：市場拓展部 

Wendy Ng     電話：2103 7320 / 6340 4633 電郵：marketing@eugenegroup.com.hk 

Michelle Chiu  電話：2103 7326 / 6570 8104 電郵：marketing@eugenegroup.com.h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