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台表演
時間表

于品牌展示期间，香港品牌发展局分段举办多场具香港特色的舞台
表演，包括品牌大汇演、“ 金茶王 ”港式奶茶冲泡示范，以及花式跳

绳表演等，让观众“ 亲尝 ”香港品牌的多元精彩以及时尚生活品味。

地    址：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64 号厂商会大厦 3 楼
电    话：(852) 2542 8634 / 2542 8600
传    真：(852) 3421 1092 / 2815 4836
网    址：www.hkbrand.org
电    邮：info@hkbrand.org

* 注：主办机构保留更改以上活动的权利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

有关更多“香港品牌节‧北京”系列活动资讯，
可浏览香港品牌节网站：www.hkbrandfest.org

日期 /
时间 27/6（二） 28/6（三） 29/6（四） 30/6（五） 1/7（六） 2/7（日）

09:00
|

14:00

09:30–10:00

花式跳绳表演

( 香港花式跳绳学社 )

10:45–12:00 10:15–11:30 10:30–11:15

香港品牌大汇演

香港品牌大汇演
花式跳绳表演

( 香港花式跳绳学社 )

香港特色手工皂
制作示范

( 谱然美品 )

港式创意点心制作示范
( YUM CHA饮茶 )

11:45–12:15 12:30–13:45

创新瑜伽表演
(DICKSON YOGA)

香港品牌大汇演

14:00
|

17:00

14:00–14:45 14:30–15:15 14:00–14:45

香港品牌节．北京
开幕式

香港特色手工皂
制作示范

( 谱然美品 )

港式创意点心
制作示范

( YUM CHA饮茶 )

“金茶王”港式奶茶
冲泡示范

( 香港咖啡红茶协会 )

“金茶王”港式奶茶
冲泡示范

( 香港咖啡红茶协会 )

15:00–15:45

创新瑜伽表演
(DICKSON YOGA)

16:00–16:45

花式跳绳表演

( 香港花式跳绳学社 )

扫一扫
微信好礼马上到

香港品牌发展局是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牵头成立的非牟利机构，旨在集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
动香港品牌的发展。品牌局致力于提高香港品牌的知名度、弘扬原创精神、构筑有利于品牌发展的社会
环境，以及促进品牌方面的企业交流、联谊和国际合作。

品牌局每年均向合资格的香港企业颁授“ 香港名牌 ”、“ 香港服务名牌 ”、“ 香港新星品牌 ”及“ 香港
新星服务品牌 ”等称号，亦推行“ 香港名牌标识（ TOP 唛 ）” 、“ 香港制造标识（ Made in Hong Kong 
唛 ）”等认证计划；并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办“ 行政人员文凭（ 品牌策略管理 ）课程 ”，举办“ 中
小企品牌群策营 ” 、“ 香港品牌节 ” 系列活动，以及出版《香港名牌巡礼》专册等。

“香港名牌标识（ TOP 唛 ）计划 ”（ “ 计划 ”）旨在表彰香港公司在发展原创品牌方面的持续努力，提
升香港品牌的形象。“ 计划 ”透过规范的审核和准许证制度，推行统一的香港名牌标识系统，完善“ 香
港名牌选举 ”和“ 香港服务名牌选举 ”的评审和后续发展机制。

“香港名牌标识 ”简称“ TOP 唛 ”，是代表“ 计划 ”的视觉辨别标志，亦是一项表彰和认可优秀品牌及
其产品或服务的荣誉象征。“ 名牌选举 ”的获奖公司方有资格申请加入“ 计划 ”；经审核合格者可获颁
准许证，可以在准许范围内将标识用于推广得奖公司、得奖品牌及经核准之产品或服务类别；准许证每
年须办理延期手续。

“香港名牌选举 ”（ 前身为“ 香港十大名牌选举 ”，首创于 1999 年 ）和“ 香港服务名牌选举 ”（ 创立于
2005 年 ）由香港品牌发展局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旨在表彰香港公司创立的杰出品牌，激励港
商精益求精，并提升香港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增强社会各界、海外商家及消费者对香港品牌的认识。
两个“ 名牌选举 ”累计的得奖品牌已达 290 个，是香港最具代表性、历史最悠久的品牌奖项。

角逐“ 名牌选举 ”的品牌必须在香港创立或与香港有实质的密切联系；而参赛公司必须在香港注册，并
拥有对参赛品牌的生产、销售或经营专有权。选举主要依照六项标准进行评审，包括知名度（ 香港、中
国内地及海外 ）、经营特色、创新意念、品质、形象、环保及社会责任等；评审方式则是采用“ 专家评
议 ”、“ 公众投票 ”和“ 实地审核 ”相结合的加权计分法。

品牌局并透过“ 香港名牌标识（ TOP 唛 ）计划 ”对“ 香港名牌选举 ”和“ 香港服务名牌选举 ”的得奖
品牌进行持续性的监察和评估。

香港品牌发展局

香港名牌標識（TOP 嘜）計劃

香港名牌選舉、香港服務名牌選舉

引領工商界立品創名 ，推動香港成為名牌薈萃之都 ！

優質 、名望和信心的標誌

立品創名 ，精益求精



“碌禄”采用环保概念，并结合中西文化，以不同的环
保素材创造富当代时尚的系列服饰。“碌”是一些普
通的事物，只要加以运用，定能成为不平凡而名贵的

“禄”。

Adamo 3D BAG 
ORIGINAL

米尔宝宝Babymio

羊絨熱Cashmerephilia

ibility

小笑牛 Kingkow

碌祿 LOOM LOOP

www.adamo.com.hk

www.babymio.hk

www.cashmerephilia.com

www.ibility.com.hk

www.kingkow.com

www.loom-loop.com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06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13 年

創立於 1998 年

創立於 2013 年

F01

F07

F08

F09

F02

F03

嘉德貿易有限公司

天澤實業有限公司

得斯國際有限公司

韻揚集團有限公司

木目一心工作室有限公司

“Adamo 3D BAG ORIGINAL”手袋选用了安全、环保、
手感舒适的材料制造，减少对皮革依赖从而降低对动
物及环境造成伤害。品牌时刻为产品注入新创意，不
断为客人送上新惊喜。

“米尔宝宝”是一个崇尚天然有机概念的香港设计品
牌，致力提供高品质的有机棉婴儿服装，维护生态环
境，让健康生活承传下去。

“羊绒热”致力提供高质素、创新及时尚的羊绒和羊绒
混纺产品，旨在推广天然羊绒的柔软舒适感及宣扬家
庭的爱和温暖。

“ibility”围绕生活出发，鼓励以双手制作礼物为身边
人带来温暖和小惊喜，使人与人的关系更融洽，让大
家感受生活美好的一面。

“小笑牛”为知名原创婴童服装品牌；产品选用优质布
料，舒适轻便，设计细腻；致力从小培养及熏陶孩子
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激发想象力、增强创意。

羊絨熱有限公司

Co Co Duck

H.A.N.D

mousse雞仔嘜Chicks

VINO & ROCCIA

ZKIN

www.chicks.com.hk

www.cocoduckgallery.com

www.wemug.com.hk

www.mousse.com.hk

www.vino-roccia.com

www.z-kin.com

創立於 2010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08 年創立於 1953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09 年

F04 F10

F11

F12

F05

F06

Mix N Match Co. Ltd.

WEMUG (HK) Ltd.

Victory Star Ltd.震歐線衫有限公司

富匯亞洲企業有限公司

天曦國有限公司

“Co Co Duck”设计精致而历久不衰的皮具，致力提
供性价比极高的服装及包袋。

“H.A.N.D”提倡一种新生活态度，以“户外”生活为
出发点；在产品设计上注重实用功能和美学工艺，为
现代生活增添乐趣。

“mousse”取自法文甜品之意；产品配合色彩变化多
端的 3D 立体高科技印刷工艺，并选用环保轻便的物
料，烘托出爱心、环保、欢欣和缤纷的时尚风格。

“鸡仔唛”60 多年来一直陪伴不同的家庭成长，用心
打造贴心和贴身的衣服，令人感受到额外的亲切感和
温暖，是值得信赖的品牌。

“VINO & ROCCIA”力求在产品设计、选料、风格上突
破传统，打破年龄、性别局限，为有个性、洒脱、崇
尚自然时尚的顾客提供别具风格的手袋。

“ZKIN”品牌名称寓意旗下产品犹如皮肤，为相机器
材提供最贴身的保护外，更考究造袋的工艺及设计美
学，致力成为潮流先导者的标记“肤色”。

4M

BEEBIPEACE

Bolt Concepts

囍福站D-Happiness

德格夫 Daycraft

Fantasy World

www.4m-ind.com

www.hkartspirit.com

www.boltconcepts.com

www.d-happiness.com

www.daycraft.co

www.fantasyworldgift.com

創立於 1993 年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1993 年

創立於 2016 年

H01

H07

H08

H09

H02

H03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星緣創藝有限公司

盈趣有限公司

保升貿易國際有限公司

大誠日記有限公司

念設計工作室有限公司

“4M”建基于想象力、启发性、创意及趣味性等四大
元素；以创新求变、发挥创意为宗旨，锐意成为国际
级的益智玩具品牌。

“BEEBIPEACE”以“BB 爱和平”为理念，寄望用家
拥有一颗童心，让世界和平；一系列精品以“QQ 不
倒翁”为主角，把欢乐带给大众。

“Bolt Concepts”产品以香港公共交通工具为题材，
产品设计从遊客角度出发，并以颜色鲜艳之的士作为
产品系列的起步点。

“囍福站”的设计概念源于喜气洋洋和欢欣色彩，致力
把传统结婚精品现代化。每件产品均代表无限祝福，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幸福。

“德格夫”是一个把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向往传统书籍
钉装工艺，且热爱设计、艺术、时尚、印刷及沟通的
爱好者联系起来的品牌。

“Fantasy World”除致力设计最具纪念价值和意义的
香港纪念品，为顾客记下美好的旅程外，亦设计富无
限可能性的产品。

卡斯杜克Crystocraft

Cubplus

GuestaCapsubeans

香港嘢

藍鈴 Jingaling

www.capsubeans.com

www.crystocraft.com

www.cubplus.com

www.guesta.hk

www.jingalinghk.com

創立於 2006 年

創立於 2007 年

創立於 2011 年創立於 2015 年

創立於 2015 年

創立於 2015 年

H04 H10

H11

H12

H05

H06

聯藝五金製品廠有限公司

港月企業有限公司

菁源有限公司力基有限公司

Azure Ind'l. Ltd.

藍鈴有限公司

“卡斯杜克”把现代和装饰派艺术互相调和，从经典蜕
变出新的形态，以大胆创新的设计，独树一帜的金属
工艺来打造每件礼品。

“Cubplus”以创新的玻璃彩绘技术，制作各式各样既
独特又具心意的个人化玻璃礼品，让每位收礼者也能
感受到幸福感觉。

“Guestå”由两位分别来自香港及西班牙的青年创立，
采用中亚洲文化融和的设计概念，制作一系列的生活
礼品。

“Capsubeans”是香港原创的卡通人物，他们是来自
“扭蛋星”的外星豆豆，希望让繁忙的都市人放松身心。

品牌透过社交平台分享“无厘头”的动画和图片，并
透过授权形式与不同品牌合作。

“香港嘢”是香港创立的一个地道手信品牌，坚守着
“香港制造”的理念，让旅客细尝香港情怀，回味旅程

点滴。

“蓝铃”以香港传统为创作灵感，视传承和展现岭南文
化及传统手艺为目标，将其融入现代产品中，展现中
西融合之美。

Hong Kong YEAH



Paralife

People On Board
樂在棋中

家得路CATALO

www.mctoy.com.hk

www.para-life.com

www.pob.hk

www.catalo.com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1999 年

H16

M01

H17

H18

秋禾創意有限公司

樂在棋中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Paralife”由“Parallel”和“Life”组成，代表平衡
生活。产品采用天然及环保的原材料，并邀请香港基
层妇女参与制作过程。

“乐在棋中”是富香港本土特色的桌上游戏，倡导青少
年及家庭参与桌游活动，预防电玩成瘾。

“家得路”提供天然及有机健康食品，配方针对东方人
体质；致力以天然食品为大众打造健康及美丽。

甜心格格Ori-Princess
創立於 2008 年

錢氏玩具中心有限公司

“甜心格格”是中国首部古代宫廷风少女题材的动画
片。鉴于动画片大受欢迎，特推出片中主角—“甜丝
丝”及“心柔柔”的人偶公仔，其活泼可爱造型，深
受欢迎。

美国家得路天然健康食品
有限公司

漢生堂Han Sheng Tang

保多康HealthBank

www.hanshengtang.com

www.healthbank.com.hk

創立於 2000 年

創立於 2002 年

漢生堂藥業有限公司

並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生堂”以“兴药拔苦，济世为怀”为宗旨，研制出
多种针对男女更年期和衰退症状的中药产品。

“保多康”糅合中西养生保健精髓，以高于业界标准的
品质监控，研发天然优质的健康产品，为顾客“储起健
康未来”。

M02

M03

Hoe Hin Pak Fah Yeow
和興白花油

京都念慈菴Nin Jiom

Vita Green Lingzhi
五色靈芝

www.hinsang.com.hk

www.239.hk

www.ninjiom.com

創立於 1927 年

創立於 1946 年

創立於 1993 年

M10

和興白花油藥廠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和兴白花油”已有 90 年历史，产品疗效显著及具品
质保证，奠定其作为多用途健康药油的市场地位。

“京都念慈菴”坚持以传统中药处方为本，配以西方科
技，积极研发新产品，并推动中药现代化的发展。

“五色灵芝”以带给大众“健康、青春、喜悦”为宗旨，
利用西方医学标准，配合现代科技，致力研制优良的
现代中药，让现代都市人从根本改善健康。

衍生Hin Sang
創立於 2004 年

衍生行有限公司

“衍生”以“您的儿科专家”为理念，严选本草精华再
配合现代高科技，提供一系列小儿健康产品，全面照
顾小儿健康成长各方面的所需。

綠寶 Treasure

Waton Sole Patch
和田保健貼

www.vitagreen.com

www.samlo.hk

www.healthy.com.hk

創立於 2006 年

創立於 2001 年

M11

M12

森道健康產業有限公司

和田創基有限公司

“绿宝”多年来致力研发天然中药专科药物，凭着利用
多种独家制药工艺，力求改善大众健康，回馈社会。

“和田保健贴”于日本制造，为原厂原装正货；10 年
全球用家铁证，具排毒去湿功效，效果极佳。

M04

M05

M06

海雀 Puffin

禦藥堂 Royal Medic

維仙優Weisen-U

www.posumon.com.hk

www.globaltech.hk

www.royalmedic.com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2002 年

創立於 1958 年
M13

環科亞太有限公司

禦藥堂（控股）有限公司

建豐胃仙U有限公司

“海雀”致力研究及生产优质的鱼油及磷虾油产品，提
倡健康生活。

“御药堂”秉承“为您健康把关”的宗旨，坚持以专业
及严谨，用心制药，并为传统中药注入新元素，以崭
新的科研技术不断改良中医药产品，帮助大众改善各
种健康问题。

“维仙优”为“胃仙Ｕ”在中国内地的名称；品牌风行
香港及澳门，80 年代成为首批在内地销售的进口胃药；
其生产企业、配方、疗效、用法、用量与香港的“胃
仙Ｕ”完全相同。

保心安Po Sum On
創立於 1907 年

保心安药厂有限公司

“保心安”以“宁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时不备”为口号，
产品依照祖传秘方，由十多种名贵中药长时间甑炼，
药性温和。

卓營方YesNutri

Zihua Embrocation
紫花油

www.weisen-u.cn

www.yesnutri.com

www.hkzihua.com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2006 年

M14

M15

卓營方有限公司

香港紫花油大藥廠

“卓营方”致力研发新兴营养健康保健品，以关怀、爱
护、保障、改善、优化和提升都市人的亚健康体质为
己任。

“紫花油”以创新求变的精神，采用法国熏衣草精华配
方，使之气味清香，颠覆了传统气味重及老土的固有
药油观念。

M07

M08

M09

Nuviro Gift Soap
譜然美品

O!Macrocity

ten Design Stationery

飛鏢工房
The Darts Factory

UPSIZE 3D PUZZLE

www.jouetle.com

www.nuvirogiftsoap.com

www.macrocity.net

www.ten-design-stationery.com

www.thedartsfactory.com

www.upsize3dpuzzle.com

創立於 2013 年

創立於 2015 年

創立於 2009 年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2014 年

H13 H19

H20

H21

H14

H15

譜然美品

優樂股份有限公司

華福集團有限公司

飛鏢工房有限公司

新科海棉企業有限公司

®

“谱然美品”提供多款香港制造的三维立体天然肥皂，
设计独特、环保及手工精细。

“O!Macrocity”专注设计旅行产品；初期设计以香港
城市为概念，及后陆续推出以不同特色城市为设计概
念的旅行产品。目前已有多达 20 个设计。

“ten Design Stationery”为香港原创设计文具品牌，
希望从生活细节及流行文化中发掘实用有趣的点子，
糅合简约造型，创作出精致实用的文具。

“飞镖工房”研发了拥有网络对战专利功能的家用式电
子飞镖靶及可调重的飞镖套装，让更多人认识到飞镖
不仅是酒吧的玩意，更是一种健康有趣的运动。

“UPSIZE 3D PUZZLE”为婴幼儿设计各类型 3D 玩具，
以促进儿童脑部、手脚协调、社交及沟通能力的发展。

俏淘 Jouetle
創立於 2016 年

高荣实业有限公司

“俏淘”产品让儿童释放想象力，并增进亲子互动，为
家庭创造舒适的愉悦氛围。



BIG HORN

哈超 HACHill

帝王金匠King Master

雷米格 ROMAGO

VICACCI

偉利士WILLIS

www.bighornhk.com

www.hachill.com.hk

www.kingsmark.com.hk

www.romago.ch

www.vicacci.com

www.williswatch.com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2006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02 年

G01

G07

G08

G09

G02

G03

永其國際有限公司

哈超 ( 香港 ) 有限公司

寶瑤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雷米高科技有限公司

永星製品廠有限公司

新龍鐘表有限公司

“BIG HORN”以“犀牛”强大的号角作品牌图案，配
以“Remove Before Fight!”作口号，宣扬“冲破刻板，
勇于创新”的顽强坚毅精神。

“HACHill”取名灵感源自太阳眼镜的粤语读音“黑超”。
产品设计以前卫和大胆见称，讲究物料拼贴与功能性
的平衡；并钻研鼻梁与鼻托位置的几何关系，制作出
适合亚洲人配戴的眼镜。

“帝王金匠”饰品采用崭新科技生产，质素具保证；致
力为顾客带来原创设计和别出心裁的珠宝款式。

“雷米格”腕表结合科技及时尚元素，为用家提供引领
时尚潮流而富有个人风格的产品。

“VICACCI”以多年的工艺陶瓷及金属礼品制造经验，
为用户打造设计独特、配有施华洛世奇水晶的高贵
首饰。

“伟利士”睿智时尚，演绎经典，坚持对“美”的执着，
以高质素和独特的设计，满足追求时尚、富有独立个
性的佩戴者。

NO Monday

歐迪姆 odm

www.nomonday.hk

www.odm-design.com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1999 年

G05

G06

新興標表有限公司

歐迪姆鼎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NO Monday”石英腕表以简单的设计、和谐的布局
及丰富的对称性见称，跟大家一起度过没有星期一的
日子。

“欧迪姆”(odm) 代表“Original”、“Dynamic”及
“Minimalism”；以“Inno-Trendy”为品牌理念，将

崭新科技结合潮流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

零鐘表 ZIIIRO

AMAZINGthing

www.ziiiro.com

www.anova-hk.com

www.amazingat.com

創立於 2010 年

創立於 2010 年

G10

I02

零鐘表 ( 香港 ) 有限公司

第一網絡國際有限公司

“ZIIIRO”为创意手表品牌，首系列设计的手表并没有
传统指针及数字记号，予人一种创新时尚的读表体验。

“ANOVA”首个产品为手机移动电源，致力帮助消费
者改善家居生活。

“AMAZINGthing”为自家创立的手机配件品牌，秉持
“理想•源于敢想”的理念，在香港扎根，制造适合香

港人的产品。

www.nexus-design.com.hk

NiD
創立於 2010 年

溢鋒設計有限公司

“NiD”设计及开发收音机投影闹钟、天气预报闹钟、
唤醒灯等产品，深受喜爱时尚设计及生活品位的中产
人士欢迎。

G04

ANOVA
創立於 2015 年

I01

盈駿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I09

BONNAIRE

金樂Goldenwell

摩米士MOMAX

www.atc-energytech.com

www.bonnaireproducts.com

www.goldenwell.net

創立於 2009 年

創立於 2002 年

創立於 2003 年

百利美集團有限公司

“BONNAIRE”名称源自法国姓氏；品牌致力追求最真
实清澈、动听自然的声音，提供音质高保真的产品，
让用家享受切切实实的动听声音体验。

“金乐”致力研发优质及多功能的家电及家居产品，包
括微电脑多功能营养锅系列、陶瓷汤煲、饭煲、家用
粥底蒸气锅等。

“摩米士”(MOMAX) 品牌名称源自“Mobile”及“Max”
二字，寓意成为流动数码配件的先锋。品牌以人性化
的理念，将最新科技融入移动电源的设计中。

ATC
創立於 1997 年

亞帝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C”致力研发各类电池及电源相关产品，包括创新
消费类电子产品、手机和电脑周边产品等。

寶康達Primada

浚達 Smartech

www.momax.net

www.pro-logic.com.hk

www.smartech-intl.com

創立於 2003 年

創立於 2007 年

I10

I11

愛家名品有限公司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宝康达”为香港知名家庭电器品牌，产品包括“全能
冷热破壁养生机”及“旋转烤焗宝”等，让消费者体
验优质智慧的生活。

“浚达”以“Passion For Smart Technology”为目标，
为追求生活品味、注重健康的大众，带来一系列既环
保又实用的家用电器。

I03

I04

I05

華髮行 ( 香港 ) 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摩米士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I12

建樂士 Kinox

LUMIZ

XPower

www.hugogate.com

www.kinox.com

www.lumiz.net

創立於 1980 年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4 年

建業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

頂光國際有限公司

皇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建乐士”主要生产不锈钢厨具用品，以多元化、创
新的设计、高品质及完善售后服务，建立优质的品牌
形象。

“LUMIZ”作为充满活力的香港年轻品牌，致力为客户
提供物超所值的高质素电子产品与服务，为用家带来
优质享受。

“XPower”以用家为本，产品实用创新，是首家生产
六芯尼龙充电传输线的香港品牌，为市场提供高品质
的数码设备配件。

HUGOGATE
創立於 2006 年

巨門有限公司

“HUGOGATE”以创新科技设计出一系列优质及富功
能性的智能家具及电器产品，为用家带来舒适和简便
的生活。

Ye!!

駿聆通

www.xpower.com.hk

www.yelltowin.com

www.老年人日用品 .com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3 年

I13

I14

譽明有限公司

福溢長者科研有限公司

“Ye!!”致力提供以人、感知、情绪和意愿为导向的产
品；产品外形既简洁又时尚，且色彩鲜艳，带给消费
者化繁为简的生活“型”态。

“骏聆通”透过现今科技，设计多种适合长者使用的产
品，以协助他们提升自理能力，活得更舒适。

I06

I07

I08



魅力可可

ddy

De Aqua Pretty Skin
水澤倩肌

仁光堂RenGuangDo

抱泡果 Soapberry

生肌 Sunki

www.pristine.hk

www.ddygroup.com

www.deaquaprettyskin.com

www.renguangdo.com

www.goldenberry.com.hk

www.sunki.com.hk

創立於 2010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00 年

創立於 2012 年

創立於 2012 年

K01

K07

K08

K09

K02

K03

簡約養生有限公司

滴滴佳環保系統有限公司

倩肌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奧麗有限公司

金榮果有限公司

生肌企業 ( 香港 ) 有限公司

“魅力可可”天然染发护发系列采用天然及有机成分，
通过安全检测，具有染色、清洁、滋润及修护功效。

“ddy”秉承“走进 ddy 生活理念”，不断创新，致力
打造一个优质舒适、环保健康生活的世界。

“水泽倩肌”深信产品质量能让客人对品牌建立信心，
并致力以大众化价格提供优质的美容产品。

“仁光堂”是香港护颜美肌品牌，致力以有机茶花籽油
研制成一系列优质的天然美肌护发产品。

“抱泡果”提供各类型天然及健康洗发及护发产品，并
融入无患子成分，提升发质修护及防脱功能。

“生肌”提供各类型以无患子制造的全植物成分个人护
理保养品；以“取之自然，用之天然”产品理念，配
合现代科技，令肌肤重拾与生俱来的天然美。

COLOR MAGIC

祖姬好 Joseristine

K10

Primitif Natural Care
比蜜廸

雙妹嘿 Two Girls

www.hairagain.com.hk

www.choi-fung.com

www.primitifcare.com

創立於 2002 年

創立於 2013 年

創立於 1898 年

彩豐行有限公司

灝比有限公司

廣生堂有限公司

“祖姬奵”以“香港品牌，香港制造”为宗旨，致力提
供高品质而售价合理的护肤产品。

“比蜜廸”强调产品“天然成分”为核心价值，致力推
广有机护理产品，让用家可使用天然健康及可持续的
护理产品。

“双妹嚜”是香港历史悠久的美容品牌；凭借传承过百
年的优良传统，为顾客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护肤产品。

发再生Hair Again 2000
創立於 1999 年

創生興業有限公司

“发再生”秉承“不夸张疗效，不令有心人再次失望和
浪费客人金钱、时间”的宗旨，提供各类型洗发及护
发产品。

www.twogirls.hk

K04

K05

K06 納朗 Blanc

www.anoukliving.com

www.blancwok.com

創立於 2010 年
L02

威皇厨艺有限公司

“Anouk”致力把香气融入生活细节，创出既赏心悦目
又实用的室内香氛及天然身体保养品，唤起对生活品
质的探索与追求。

“纳朗”致力研发卫生、环保、易用、耐用及便于清洗
的厨具，借此提升用家的烹调技巧及兴趣。

Anouk
創立於 2013 年

L01

雅麗珂有限公司

L09

卡拉法 CleverPillow

COMFI

健達家 KT Plus

www.heraldgroup.com.hk

www.cleverpillow.com

創立於 2010 年

創立於 2009 年

創立於 2013 年

世協公司

心儀家居有限公司

健達家有限公司

“卡拉法”专门设计及生产自动调节枕头，拥有国际性
发明专利；产品能自动调节仰睡及侧睡的适当高度，
让顾客可享受健康和幸福的睡眠。

“COMFI”专门设计及制造一系列以立体纤维制造的床
上用品及周边产品，致力为婴孩缔造一个安全、舒适
及洁净的环境。

“健达家”设计及提供一系列健康、耐用、安全的婴儿
产品，致力促进婴儿健康成长。

Chefmate
創立於 1981 年

兴利五金制品厂有限公司

“Chefmate”以设计及生产优质不黏铝质厨具为主，
产品多元化及耐用，远销至欧美 30 多年。

Lexngo

樂道 LogosArt

www.kt-plus.com.hk

www.lexlim.com

www.logosart.com.hk

創立於 2010 年

創立於 2015 年

L10

L11

誠信行貿易有限公司

樂道藝創有限公司

“Lexngo”的矽胶户外用品，例如可折叠饭盒、咖啡
杯及水樽等，方便随身携带及轻巧实用，致力为城市
人带来时尚优质的生活。

“乐道”致力提供时尚及高品质的床上用品；并提供床
品“私人订制”系列，在枕袋上印上祝福字句，让用
家“拥抱祝福，甜睡入梦”。

L03

L04

L05

L12

Go Buddy

idi綉牙棒 idi Toothbat

Natural Home

www.ecoconcepts.com.hk

www.excelconcept.com.hk

www.idihk.com

創立於 2015 年

創立於 2014 年

創立於 1995 年

卓建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艾歷有限公司

溢豐閣羽絨寢品有限公司

“Go Buddy”以动物为主题设计出一系列的门档和脚
椅，为家居带来生气。

“idi 线牙棒”致力研发一系列优质口腔护理产品；产
品获得多项国际设计奖项。

“Natural Home”积极引入新技术提升产品质素；近年
更将防皱免熨技术应用于床上用品，亦引证“Natural 
Home”贴合用家需要，敢于创新的品牌风格。

ECO Concepts
創立於 2012 年

邁克市場顧問有限公司

“ECO Concepts”的座右铭为“ECO Attitude，EQUAL 
Responsibilities”，以推广保护地球及自然环境为己
任。

Needose

Samily

www.naturalhome.com.hk

www.needose.com

www.samilyhome.com

創立於 2011 年

創立於 2014 年

L13

L14

意度有限公司

Samily Home Co. Ltd.

“Needose”着重产品设计、实用性及玩味性。而产品
颜色丰富、灵活多变；除了致力带给用家有趣的体验，
亦希望能凸显个性及品味。

“Samily”以专利的矽胶涂层技术设计，开发及生产各
种家居和厨房用品。

L06

L07

L08



永嘉諾Winkler

www.seahorse.hk

www.winklerlimited.com

創立於 2015 年

永嘉諾有限公司

“永嘉诺”将“节水、节能”的环保概念融入产品，并
采用无铅铜生产技术制造水龙头。

海马牌Sea Horse
創立於 1987 年

七海化工 ( 集团 ) 有限公司

“海马牌”致力以合理的价格让顾客享受优质的睡眠；
透过不断研发及创新，为顾客提供高质素的家居及床
上用品。

L15

L16

www.appolo.com.hk

“阿波罗”致力提供优质雪糕，是香港最大型的老字号
冰淇淋生产商，陪伴香港人一起成长。

阿波羅Appolo
創立於 1972 年

J01

阿波羅雪糕有限公司

点点綠Greendotdot

好味牌 HOMEI

万胜厨M.X.Cuisine

www.greendotdot.com

www.comein.com.hk

www.asiacurry.com

創立於 2000 年

創立於 2002 年

創立於 2007 年

J05

J06

J07

点点綠有限公司

錦源企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万福亞洲食品有限公司

“点点绿”提供各类型健康、有机的营养食品。

“好味牌”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为宗
旨，采用东南亚优质原料、先进机器，用心配制调味
酱料，带出好味来。

“万胜厨”的调味酱、小食和点心均于香港制造，原材
料由亚洲各地直航到香港，品质具保证。

安記On Kee

八珍 Pat Chun

原燕房Perfect Bird Nest

www.onkee.com

www.patchun.com

www.perfectbirdnest.com

創立於 1973 年

創立於 1932 年

創立於 2010 年

J08

J09

J10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

八珍国际有限公司

原燕房有限公司

“安记”海味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品牌，三代经营，至今
超过 40 年历史，由上环一间小店至今成为全港鲍鱼销
售第一的品牌。

“八珍”酱料以“品质高、牌子老、味道好”为口号，
并深受港人的认同，是充满香港味道的传统品牌。

“原燕房”一直坚持“无添加”、“无漂白”和“百分
百真货”的宗旨，致力将全天然的燕窝献给顾客，共
同创造不老的经典。

大排檔Dai Pai Dong

EDO Pack

www.babybasic.com.hk

www.kampery.com.hk

創立於 1993 年

創立於 1985 年

金百加发展有限公司

侨丰行有限公司

“大排档”以“昔日情怀 • 今日品味”的主题发展一
系列的产品，并以“冲出香港好未来”为口号，表达
对香港及产品的信心。

“EDO Pack”从世界各地精心挑选最上乘的原料，凭
借各地厂房的品质及价格的优势，提供具有竞争力而
美味的零食。

宝宝百味Baby Basic
創立於 2015 年

健康創建 ( 香港 ) 有限公司

“宝宝百味”乃由创办人与营养师团队为婴幼儿搜罗的
健康有机食品，让宝宝由进食第一口固体食物开始便
能拥有健康肠胃。

J02

J03

J04

美味棧 Yummy House

茶創樂 Zero To One

www.hkcheer.com

www.yum.com.hk

www.rio-lagartos.com

創立於 2002 年

創立於 2016 年

J15

J16

J17

YUENLONG 18
卓爾 元朗十八鄉老鋪

創立於 2010 年

香港卓尔食品公司

美味棧国际有限公司

飞嗚歌礼品有限公司

“卓尔 元朗十八乡老铺”产品沿用乡间传统古老方法
及配方制成，其口感与包装均充满怀旧气息。

“美味栈”以“新口味、新口感、尝新口福”的宗旨，
研制多款美味的酱汁及美食。

“茶创乐”致力创造新茶礼文化，让茶饮可以年轻化，
并配合讲究生活享受之都市人的节奏。

大囍庆 Tai Hei Hing

左顯記 Tso Hin Kee

www.sautao.com

www.timfold.com.hk

www.thk.com.hk

創立於 2007 年

創立於 1938 年

添福餐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左氏皇朝有限公司

“大囍庆”以“真材实料”为品牌理念，旨在宏扬传统
特色食品及提倡健康饮食文化，产品取自天然食材，
不添加味精及防腐剂。

“左显记”成立至今 70 多年，致力成为具影响力及富
香港特色的优质酱料品牌。

寿桃Sau Tao
創立於 1960 年

新順福食品有限公司

“寿桃”本着“用诚意，创新意”的宗旨，推广健康的
中华面食文化；并以“健康最重要”作为品牌的核心
价值。

J11

J12

J13

www.tungchun.hk

同珍 Tung Chun
創立於 1876 年

同珍醬油罐头有限公司

“同珍”自十九世纪起扎根香港，品牌跨越两个世纪。
经过三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奋斗，“同珍”已成为
香港人家喻户晓的百年经典酱油品牌。

J14

详细的品牌资料
可浏览“香港品牌节”官方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