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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玩具業盛事  ‧ 昂首邁進40年」 香港玩具展展示創新產品 

嬰兒用品及文具產品展覽同期舉行 搶佔2014先機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展 

 
APPS1010 
LIMITED 

展位編號: 1D-A38 

 
B.B.R. Exclusive Car 

Models SRL 
展位編號: 3E-D11 

 
ROAM & WANDER 

LIMITED 
展位編號: 1D-A37 

 
WABA Fun, LLC 

展位編號: 
1A-F25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展 

 
Brevi Srl 

展位編號: 3G-C20 

 
Candide (HK) Co Ltd 
展位編號: 3F-G20 新益美集團 

展位編號: 3CON-066 

 
Xplorys BV 
展位編號: 
3G-E29 

香港國際文具展 

 
Neo Reflection 

展位編號: 5B-E18 

 
上海好世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Shanghai 
Novartec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編號: 5B-B22 

 
藝林禮品有限公司 

(Ngai Lam Giftware 
Company Limited) 
展位編號: 5B-A21 

億邦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Billion 

State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展位編號: 
5B-B08 

更多焦點產品請參閱：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

展：http://hktoyfair.hktdc.com/pdf/2014/producthighlight/Interesting_Products_at_Ho
ng_Kong_Toys_Fair_tc_without_contact_MPA.pdf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

展：http://hkbabyfair.hktdc.com/pdf/2014/Interesting_Product_baby_2014_TC_witho
ut_cont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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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文具

展：http://hkstationeryfair.hktdc.com/pdf/2014/producthighlight/Interesting_Products
_at_Stationery_Fair_tc.pdf 
 
2013年12月19日 –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展(玩具展)、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展(嬰
兒用品展)和香港國際文具展(文具展) – 三項年度首個業內展覽會預計吸引了超過
2,600家參展商參加，為國際及本地買家展示各式各樣的產品，帶領行業發展趨勢，引
入創新和注目的設計。 
 
三項展覽將於2014年1月6至9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玩具展和嬰兒用品展由香港
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主辦；而文具展則由貿發局與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合辦。 
 
為慶祝玩具展進入第40屆，會展展覽廳1E屆時將設置展示區，展出香港一系列玩具，
配合珍貴的展會圖片，讓入場的買家體會到香港玩具業以及展會的發展，與大家共證香
港玩具業的輝煌歷史。 
 
香港玩具展是亞洲同類展覽中規模最大，今屆將吸引接近2,000家來自個國家或地區的
展商參展，包括首次參展的白俄羅斯及葡萄牙。印尼亦首設地區展館，其他地區展館包
括中國內地、韓國、西班牙、台灣及泰國，並設有World of Toys展館。 
 
智能玩具大童玩具續受捧 
展覽增設「新世代智能玩具」展區，將展出大量融合智能技術與傳統玩具或遊戲的產品。

其中來自香港的 ROAM & WANDER LIMITED 推出名為「兔兔」、與 iPhone 結合的玩

具。兔兔是藉由 iPhone 的應用程序：TuTu Dreams 所驅動的觸控玩具，讓孩子可以照

顧模擬小白兔的日常起居、與牠玩耍、照顧牠。只要好好照顧兔兔，就可以解鎖更多的

小遊戲。 
 
由香港APPS1010 LIMITED推出的APPS1010擴增實境玩具，亦會將實景及3D技術融
入傳統玩具之中，增加遊戲的趣味性。 
 
玩具展延續去年的「大童世界」主題，特別推介專為成年人及青少年而設的玩具產品，
匯集不同種類的玩具，包括嗜好玩具；魔術用具；模型、機械玩具及動作玩偶等，並設
立氣槍體驗區及模型車展示區。其中，來自意大利的新參展商B.B.R. Exclusive Car 
Models SRL將展示全新1:12 法拉利LaFerrari模型，此模型率先採用一級方程式研發
科技HY-KERS系統，使車輛可以在制動和轉彎時迅速回復動能。 
 
另外，香港公司The IP Factory Services Limited將展示18吋盜墓者羅拉仿真塑像，全
球限量1,000個。 
 
每年焦點「品牌廊」一如以往，為買家帶來高質素的產品，其中不少玩具都別具教育功
能。Weplay搖滾陀螺 (Weplay Kiddie's Paradise Inc, 台灣)玩法多樣，優雅波浪造型
的搖滾陀螺，以安全、微軟的材質，帶給孩子全身性的旋轉體驗。它可以促進孩子前庭
平衡發展及增進肢體動作協調等。 
 
全新Wi-Fi平板學習電腦InnoTab®3S (VTech Electronics Limited, 香港)設有多種教育
遊戲，培育孩子閱讀、數學、社會學、科學等知識，更可連接其他InnoTab®3S或智能
手機，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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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玩具新意念 
另一個玩具展新焦點是「治療玩具展示區」。展出產品包括來自美國的糾結治療 
(Tangle Therapy) (TANGLE INC)，糾結治療設備由20個相連的扭曲零件組成，可舒緩
壓力及疼痛。 
 
同樣來自美國的動力沙 (Kinetic Sand) (WABA Fun, LLC)由沙粒組成百變的造型，形
狀多變。動力沙能刺激孩子的肌肉運動技能和創造力，也能有效訓練小朋友的感觀。玩
樂過程手中不留沙粒，易於清理。動力沙不含小麥、麩質和酪蛋白，因此適合過敏體質
的孩子，安全無毒。 
 
新增嬰兒食品和保健產品展區 
第 5 屆嬰兒用品展新設「嬰兒食品和保健產品」展區，來自新西蘭的新益美集團帶來 
蓓比步紐西蘭羊奶嬰幼兒配方系列，這是在新西蘭研發及生產的配方，羊奶成分較易
被人體吸收，為寶寶提供每日均衡的營養價值。 
 
嬰兒用品行業近年發展迅速，對優質嬰兒用品的需求亦節節上升，製造商亦出產更多可
改裝以配合嬰兒成長階段的產品，以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 
 
Slex-Evo (Brevi Srl，意大利)從嬰兒搖籃可改裝成小童座椅，甚至適合成人使用。 
  
Bebe Nest - Bed bumper (Candide (HK) Co Ltd，香港)透過減少空間感，令嬰兒睡得
到安穩，靠摺疊邊緣可更改小床的大小。 
 
取得專利的Dooky BuggyBar (Xplorys BV，荷蘭)在嬰兒車兩個手柄之間形成一個扶
手，可瞬間掛上及除下，並適用於所有嬰兒車，從此父母就可以單手控制嬰兒車，騰出
一隻手處理其他事務。 
 
文具展覽設五個專題展區 方便採購 
與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合辦的香港國際文具展今年新增了創意手工展區，並以
學童用品、書寫設備及紙品、禮品文具、及卓越辦公等四大主題重新規劃專題展區域。
此舉更能迎合學校與辦公室用家對文具的不同需求，現代文具業發展迅速，廠商推出更
方便、創新及高科技的產品，以擴大目標買家和消費者群。 
 
無線3D滑鼠手指 (Neo Reflection，韓國) 是免電池的三合一產品，可用作無線滑鼠手
指、演講指示器及手提電腦滑鼠。用家只要在使用Microsoft PowerPoint簡報時移動滑
鼠手指，便可方便地在投影片上寫字或畫圖，並控制投影片翻頁。 
 
來自中國內地的上海好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便攜式白板書寫膜 ，特殊的自動黏貼
膜不需要膠水，便可黏附在任何平坦的表面，用家可以白板筆作多次書寫，並以乾布擦
掉筆跡，循環使用。 
 
羽毛筆套裝 (藝林禮品有限公司，香港)是包括羽毛筆、墨水、古典印章、蜜蠟和其他
書寫工具的高貴禮盒，產品於歐美地區大受歡迎，在現今世紀傳承古典的書寫藝術。 
 
香港的億邦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將展示可減少肩頸背壓力的Dr. Kong脊柱無壓書包，特
別的護脊設計，免脊柱受身體擺動時帶來的壓力，並把部分肩壓移至骨盆位置，而內部
背板可將書本後推，降低學童駝背的機會。 
 
由於去年貿發局推出小批量採購專區好評如潮，2014年展會將續推此區，為買家介紹



 
精選參展商，供買家提供由20至1,000件起的小單量訂貨機會。 
 
而香港玩具業會議將同期舉行，由專家講者分享環球挑戰與機遇。另一個焦點活動香港
玩具及嬰兒用品大獎得奬作品將於展覽廳3E南大堂陳列。 
 
如欲索取更多展會資訊，請瀏覽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展：http://www.hktdc.com/fair/hktoyfair-tc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展：http://www.hktdc.com/fair/hkbabyfair-tc 
香港國際文具展：www.hkstationeryfair.com/tc  
 
傳媒查詢 : 
 
香港貿發局 
香港玩具展 
香港嬰兒用品展 
黃珮雯小姐 
電話：(852) 2240 4969 
電郵：mandy.pm.wong@hktdc.org 

香港國際文具展 
黃玉婷小姐 
電話：(852) 2240 4049 
電郵：lindsey.yt.wong@hktdc.org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文具展 
何思勤小姐 
電話 : (852) 2230 9225 
傳真： (852) 2519 6800 
電郵： kanice.ho@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網址：www.messefrankfurt.com 
   

 

 

關於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 年，是致力推廣香港貿易的法定機構，宗

旨是協助香港公司特別是中小企業，把業務拓展至全球市場。我們在世界各地設有 40
多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包括於 2013 年內在重慶及南京增設的辦事處），

以吸引世界各地商人來港經商，利用香港完善的服務業及綜合性的商貿平台，促進香港

成為亞洲核心商業區。貿發局透過多樣化的推廣活動，搭建不同形式的平台，提供有效

的商貿配對服務，把香港中小企與世界各地的業務夥伴連繫起來，促進相互的業務發

展。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覽 http://www.hktdc.com/tc/ 
  
法蘭克福展覽公司簡介資料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是德國著名的展會主辦機構，2011 年營業額高達 4.675 億歐

元，在世界各地聘用超過 1,725 名員工。該集團在全球設有 28 個子公司、5 個辦事處

及 50 個國際銷售夥伴，業務覆蓋 150 多個國家及地區。2011 年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

司在全球 30 多個城市舉辦超過 100 個展覽會，其中一半以上在德國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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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展覽中心的展覽面積達 57.8 萬平方米，目前共有 10 個展館和 1 個會議中心，

由法蘭克福市和黑森州分別控股 60%和 40%。 
  
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流覽網頁: www.messefrankfurt.com.hk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