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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香港‧時尚廊」資料表

主辦機構：	 香港品牌發展局

合辦機構：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執行機構：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贊助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全力支持：	 香港名牌標識 (TOP 嘜 ) 計劃

	 香港製造標識 (HK 嘜 ) 計劃

主　題：	 時尚、優質生活

參展品牌類別：	服裝及配飾，珠寶鐘錶，生活用品及精品，家用電器及電子產品，食

品，中藥、保健品及美容產品

地　點：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層中廳

	 (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解放大道 696 號 )

日　期：	 2012 年 4 月 28 日 -	5 月 2 日 ( 星期六至星期三 )，5 天

開放時間：	 星期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日至星期二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三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	以上時段均同時開放予專業觀眾及公眾人士進場參觀，而博覽會每

天結束前 30 分鐘及最後一天 (5 月 2 日 ) 展會結束前 1 小時停止

參觀人士進場。

免責聲明：	「舉辦『武漢香港品牌周』系列活動協助香港品牌和產品拓展華中市場」項目由香港品牌發展局主辦，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合辦；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擔任執行機構，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

援基金」撥款資助。在此刊物上 / 活動內 ( 或項目小組成員 ) 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

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及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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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施榮懷太平紳士序辭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創立於1934年，致力服務社會，促進香港工業及貿易

的發展。本會於 1938 年創辦的「工展會」更是香港展覽的先驅；配合香港企業積極

開拓內地巿場的趨勢，「工展會」自 2004 年起，已先後在國內多個主要城巿舉辦。	

在今年4月 28日至5月 2日期間，本會在武漢市舉行「2012香港時尚產品博覽會‧	

武漢」( 簡稱「武漢工展會」)，首次將「工展會」帶入華中地區，向當地消費者引介

和推廣香港的優質品牌及產品。

在展會期間，本會更與香港品牌發展局攜手合辦「武漢香港品牌週」項目。這個項目

獲得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的資助，透過舉辦全方位的

品牌推廣、研究、培訓和交流活動，協助港商特別是中小企業品牌拓展國內市場。

作為「武漢香港品牌週」的重點活動，「武漢工展會」內特別設置了大型的「品牌香

港 ‧ 時尚廊」，以「時尚、優質生活」為主題，展出超過 70 個香港品牌的代表性產

品，包括服裝及配飾，珠寶鐘錶，生活用品及精品，家用電器及電子產品，食品，中

藥、保健品及美容產品等類別，彰顯香港品牌的優越形象和最新風貌。在展示期間，

主辦機構將進行一項武漢消費者的問卷調查，瞭解市民對香港品牌和產品的看法；還

會舉辦「商貿配對交流會」，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和華中地區的企業交流經驗，共

創商機。

最後，本人謹代表廠商會，向熱心支持「武漢香港品牌週」項目的所有機構及媒體表

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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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香港品牌發展局主席 

陳淑玲太平紳士序辭

香港企業紛紛加快了進軍內地市場的步伐，開拓業務的增長點。華中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日千里，日益成為港商不容有失的新興區域市場。湖北省省會武漢市是華中地區最

大的中心城市，更是全國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武漢市的工商經貿活動急速增長，居

民收入節節上升，為香港企業拓展當地以及周邊的市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香港品牌發展局 ( 品牌局 ) 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 廠商會 ) 一直致力於推動香港原

創品牌的發展，而協助港商特別是中小企業品牌拓展內銷市場更是我們近期的主要工

作。今次得蒙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資助，品牌局和廠

商會攜手舉辦「武漢香港品牌週」系列活動，透過一系列豐富而務實的活動，以產品

展示、消費者調查、培訓、商業配對等多元化的形式，協助香港業界瞭解華中巿場和

尋找商機，並藉此推廣香港品牌和產品的集體形象。

我代表香港品牌發展局，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湖北省和武漢市

的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各友好機構的鼎力支持，使得這個富有意義的項目能夠順利

展開；亦希望香港企業能借助「武漢香港品牌週」的平台，在華中市場開創業務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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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武漢香港品牌周」簡介

香港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業紛紛在金融海嘯之後加快拓展內地巿場的步伐，藉此開闢業務新增長點

和應對歐美等傳統出口巿場復蘇緩慢的影響。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調查發現，隨著華南、華東

區域的巿場日趨飽和，華中正躍升為港商未來內銷業務的一個新興的聚焦點；而許多港商在拓展

內銷時，亦傾向於採用與內地的分銷商合作以及參加展覽展銷會，力求以低成本和快捷的方式打

入國內巿場。

獲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資助，香港品牌發展局和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聯合推行名為「舉辦『武漢香港品牌周』系列活動協助香港品牌和產品拓展華中市場」的專

項計劃，並由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承辦。項目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間舉行，

為期 10 個月。

配合本港企業在內地巿場發展的趨勢和需求，項目以「武漢香港品牌周」為主題，舉辦一系列豐

富而務實的活動，包括：

1.	 在 2012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於湖北省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舉行之「2012 香港時尚

產品博覽會 ‧ 武漢」中設立「品牌香港 ‧ 時尚廊」，並邀請特選的香港的品牌和中小企業

陳列產品和資料，以彰顯香港品牌和產品的優越形象和最新風貌。

2.	 對參觀「2012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會 ‧ 武漢」的市民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當地消費者的偏

好以及對香港品牌和產品的看法，為香港中小企業拓展華中市場收集第一手的參考資料。

3.	 於 2012 年 4 月 28 日於武漢舉辦一個商貿配對交流會，組織香港品牌經營者和中小企業與

內地特別是華中地區的分銷商以及潛在的合作夥伴進行洽談和商業配對。

4.	 在香港舉辦一個為期 1 天 ( 合共 7 小時 ) 的系列工作坊，邀請富經驗的專家和業內人士向中

小企業講授與發展品牌和拓展內地巿場相關的知識和實務技能。

5.	 於香港舉辦一個 3 小時的總結講座，以簡介武漢消費者調查的結果，亦作為專家與業界代表

交流意見和分享內銷實戰經驗的討論平臺。

6.	 在香港和武漢的媒體以及展會的現場分階段進行宣傳推廣，以配合「武漢香港品牌周」各項

活動的開展。

7.	 製作一系列的宣傳物品，例如宣傳單張、附有展示廊參與公司資料的小冊子以及贈送予參觀

人士的紀念品等，於活動前期及展會期間派發。

8.	 將系列活動的資料適時更新於主辦機構和展會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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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品牌香港‧時尚廊」簡介

作為「武漢香港品牌周」項目的主要活動之一，香港品牌發展局於「2012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會‧

武漢」( 簡稱「武漢工展會」)	內設立名為「品牌香港‧時尚廊」的產品展示區，邀請富有代表性

的香港品牌以及香港的中小企業品牌陳列產品及資料，以展示香港品牌和產品的時尚優越形象和最

新發展。

「時尚廊」占地 1,000 平方米，共展出約 70 個香港品牌共 160 多件產品。展品圍繞「時尚、優

質生活」的主題，展區的設計佈置以及展品的甄選與陳列均須帶出富有創意、充滿時代感以及追

求卓越等格調，凸顯「品牌香港」的核心內涵。

目的

宣傳香港品牌的集體形象和最新面貌。

協助香港品牌和產品接觸華中市場的消費者和分銷商。

展品類別

參展的產品為消費品，主要包括服裝及配飾，珠寶鐘錶，生活用品及精品，家用電器及電

子產品，食品，中藥、保健品及美容產品等六大類別。

展品遴選

參展品牌必須于香港創立或者與香港有實質的密切聯繫，並由主辦機構及香港不同界別代

表組成的展品評審委員會根據「公司背景」、「品牌營運」及「產品特點」等遴選準則進

行評選。

展品評審委員名單

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先生 ( 主席評判 )

2.	 香港品牌發展局副主席黃家和太平紳士

3.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丁鐵翔先生

4.	 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博士

5.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 ( 機構事務 ) 林植廷先生

6.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競賽及展示研究室主任葉長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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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香港品牌發展局
引領工商界立品創名，推動香港成為名牌薈萃之都！

香港品牌發展局是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牽頭成立的非牟利機構，旨在集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推動香港品牌的發展。品牌局致力於提高香港品牌和產品的知名度、弘揚原創精神、構築有

利於品牌發展的社會環境、以及促進品牌方面的企業交流、聯誼和國際合作。

品牌局從全域性層面和戰略的高度探索、倡議和推進香港品牌的整體發展策略，並發揮統籌和

協調的角色，力求成為香港品牌發展的領航旗艦。除了積極敦促、協助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之外，品牌局亦活躍於品牌評審、培育、推廣、研究、交流和國際合作等各個領域，包括：每

年主辦「香港名牌選舉」、「香港服務名牌選舉」、「香港新星品牌選舉」及「香港新星服務

品牌選舉」，並協助策劃其他名牌評審與比賽，藉以表彰先進，樹立借鑒典範和參照基準；推

行「香港名牌標識計劃」和「香港製造標識計劃」，透過規範化的審核和准許證制度，開創品

牌相關認證之先河；帶領企業參加本港、國內和海外的展覽和推廣活動，提升香港品牌的市場

影響力；定期舉辦「中小企品牌群策營」，並推行研究計劃、培訓項目、觀摩與交流活動，扶

植後起之秀，倡導「建品牌、創名牌」的行業風尚；透過加強公眾宣傳和教育，增進消費者的

品牌意識，培養「重視品牌、保護品牌」的社會氛圍。

查詢電話︰ (852)	2542	8634

網頁︰ www.hkbrand.org

電郵︰ info@hkb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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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牌選舉、香港服務名牌選舉
—	立品創名，精益求精

「香港名牌選舉」（前身為「香港十大名牌選舉」，首創於 1999 年）和「香港服務名牌選舉」

（創立於 2005 年）由香港品牌發展局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旨在表彰香港公司創立的傑

出品牌，激勵港商精益求精，並提升香港產品和服務的知名度，增強社會各界、海外商家及消費

者對香港品牌的認識。兩個「名牌選舉」至今共選出	190 多個得獎品牌，是香港最具代表性、

歷史最悠久的品牌獎項。

角逐「名牌選舉」的品牌必須在香港創立或與香港有實質的密切聯繫；而參賽公司必須在香港註

冊，並擁有對參賽品牌的生產、銷售或經營專有權。選舉主要依照六項標準進行評審，包括知名

度（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經營特色、創新意念、品質、形象、環保及社會責任等；評審方

式則是採用「專家評議」、「公眾投票」和「實地審核」相結合的加權計分法。

品牌局並透過「香港名牌標識 (TOP 嘜 ) 計劃」對「香港名牌選舉」和「香港服務名牌選舉」的

得獎品牌進行持續性的監察和評估。	

香港新星品牌選舉、香港新星服務品牌選舉
—	為品牌創業者喝采加油

香港品牌發展局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從 2010 年起舉辦「香港新星品牌選舉」和「香港新星服

務品牌選舉」，遴選由香港公司創立、年資不超過八年的新興品牌，鼓勵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業銳

意進取，透過創建品牌提升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價值和競爭能力。「新星選舉」主要依照六項標準

進行評審，包括知名度（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經營特色、創新意念、品質、形象、環保及

社會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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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牌標識(TOP嘜)計劃
—	優質、名望和信心的標誌

「香港名牌標識（TOP 嘜）計劃」（「計劃」）旨在表彰香港公司在發展原創品牌方面的持續

努力，提升香港品牌的形象。「計劃」透過規範的審核和准許證制度，推行統一的香港名牌標識

系統，完善「香港名牌選舉」和「香港服務名牌選舉」的評審和後續發展機制。	

「香港名牌標識」簡稱（TOP 嘜），是代表「計劃」的視覺辨別標誌，亦是一項表彰和認可優秀

品牌及其產品或服務的榮譽象徵。「名牌選舉」的獲獎公司方有資格申請加入「計劃」；經審核

合格者可獲頒准許證，可以在准許範圍內將標識用於推廣得獎公司、得獎品牌及經核准之產品或

服務類別；准許證每年須辦理延期手續。

香港製造標識（HK嘜）計劃
—	印證香港工業的成就

「香港製造標識（HK 嘜）計劃」以香港現行之產地來源證制度為基礎，透過簡單易行、規範化

的准許證授權安排，推行一個代表「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的標識系統，並為香

港原產之貨品提供具有權威性的第三方認證；藉此將香港原產地的證明圖示化、統一化和品牌化

，提升香港產品的形象和附加價值，並推動「香港製造」成為國際認可的代表優質、高水準和信

譽的標誌。

「香港製造標識」簡稱「HK 嘜」，是一項特別設計的地區標識，用來表徵貨品於香港生產、製

造，並可能隱含香港產品普遍擁有之特質。凡在香港地區生產的貨品，經認可機構審核並獲簽發

香港產地來源證明者，有關生產商或貿易商可憑來源證明向品牌局指定的簽發機構提出申請；在

完成必要的登記和核證程式後，可以就指定批量的貨品獲頒准許證，有權使用「HK 嘜」標示、

宣傳有關貨品的香港原產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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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品牌名單

A.	 服裝及配飾

A01	 AR
A02	 伊國麗蒂 (Equality)
A03	 馬獅龍 (Michel René)
A04	 雅貝諾琦 (R.B.R.K)
A05	 果果 (Stephy)

B.	 珠寶鐘錶

B01	 冠玲瓏 (Coronet Solitaire)
B02	 愛樂蒂 (Elody) 
B03	 銀河明星 (La Milky Way) 
B04	 Love Jam 
B05	 六福珠寶 (Lukfook Jewellery)
B06	 萬希泉 (Memorigin)
B07	 NiD
B08	 歐迪姆 (odm)
B09	 大美翡翠珠寶 (T&M Jewellery)
B10	 唯達時 (Vidus)

C.	 生活用品及精品

C01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C02	 卡拉法 (CleverPillow)
C03	 Dream Capsule
C04	 怡屋美 (Ecomelife)
C05	 JF
C06	 創維 (JMStyle)
C07	 建樂士 (Kinox)
C08	 KONSTAR
C09	 滴答 (Push & Push)
C10	 Qee
C11	 盛威 (Safewell)
C12	 海貝 (Seashell)
C13	 沃藍兒 (Wolaney)

D.	 家用電器及電子產品

D01	 盤樂 (Ciintyart)
D02	 德國寶 (German Pool)
D03	 Globalite
D04	 金樂 (Goldenwell)
D05	 澳威 (Owell)
D06	 寶康達 (Pri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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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	 家典牌 (San Dynamic)
D08	 浚達 (Smartech)
D09	 加得寶 (Sweet Home)
D10	 愉聲 (YUSAN)

E.	 食品

E01	 阿波羅 (Appolo)
E02	 亞洲廚 (Asianchef )
E03	 EDO Pack
E04	 金燕牌 (Golden Swallow)
E05	 錦華坊 (Gourmet Alley)
E06	 燕之家 (Home of Swallows)
E07	 冠華食品 (Koon Wah Provisions)
E08	 李錦記 (Lee Kum Kee )
E09	 蘇太名醬 (Mrs So's XO Sauce)
E10	 壽桃牌 (Sau Tao)
E11	 大囍慶 (Tai Hei Hing)
E12	 乾倉之味 - 陳國義選茶 (Tea Master Chan)
E13	 東方紅 (Tung Fong Hung)
E14	 美味棧 (Yummy House)

F.	 中藥、保健品及美容產品

F01	 	寶瓶牌 (Aquarius)
F02	 	阿斯麥 (aXimed)
F03	  BABY GAGA
F04	 	美國家得路 (CATALO)
F05	 	Cellution
F06	 	陳老二 (Chan Lo Yi)
F07	 	花心紋 (Faxime-Moon)
F08	 	佳善 (Glyso-Derm)
F09	 	髮再生 (Hair Again)
F10	 	漢生堂 (Han Sheng Tang)
F11	 	祖姬奵 (Joseristine)
F12	 	日本命力 (Meiriki)
F13	 	保滋堂潘務菴 (Po Che Tong Poon Mo Um)
F14	 	保心安 (Po Sum On)
F15	 	御藥堂 (Royal Medic)
F16	 	維家 (Vigor-V)
F17	 	五色靈芝 (Vita Green Lingzhi)
F18	 	維新烏絲素 (Vita Hair)
F19	 	紫花油 (Zihua Embr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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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品牌：AR
公司名稱	 ：康進企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8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SA	8000

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西貢街 20 號志和商業大廈 13 樓

電話：(852)	2690	8609	 電郵：mkt@etergaze.com.hk

傳真：(852)	3764	1583	 網址：www.gazellehk.com

AR 時款帽

「̇AR 時款帽」利用柔和的顏色配搭，予人悠閒舒服的感覺；富層次的設計，時尚大方，賞心悅目。產品設計均根據每
年潮流，在顏色及外型方面作出獨特的改動。

˙	公司設有獨立的檢驗部門，產品經多重檢驗，無論在布料、手工及整體結構，都達致標準。

˙	公司不斷求新，研發不同的布料和顏色製作出多元化的配搭；亦嘗試使用各式繡花印花技術及新式的洗水方法，務
求令產品更具特色及提高產品的市場價值。

˙	產品形象優雅時尚，採用舒適的布料，適合於各類型場合與不同的服飾作配襯。

A02

品牌：伊國麗蒂	(Equality)
公司名稱	 ：吉品實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景福街 108-110 號超達工業大廈 14 字樓

電話：(852)	6588	8058	 電郵：ricky@kanawa.com.hk

傳真：(852)	3412	8111	 網址：www.eqhk.com

伊國麗蒂深 V 領短袖 A 型毛衫

˙「伊國麗蒂深 V短袖 A型毛衫」採用經典條紋間色，透過穀波與吊針結合織法、大膽
的「大U領」設計，凸顯女性魅力以及高貴的氣質。

˙	產品通過國家紡織品服裝產品監督檢驗中心驗證，品質安全可靠。公司並分別設有
面料及成品檢定，並採用一條龍形式進行品質監督機制。

˙	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顧客可在 7天內在沒有特別理由的情況下退換貨品，讓顧客在體驗高品質產品的同時，可享
受完善的售後服務。

˙	公司現時擁有 200 多台全球先進的電腦針織橫機，能完美地將設計師的設計理念與先進的數位化設備互相結合，
既能減低人力成本，又可提升品牌在款式及品質上的競爭力。

˙	安排專職人員進行產品整理及包裝；採用標準化的折疊方式，並附有品牌標籤與洗滌說明書，確保客戶在使用時安
心愜意，深刻體驗高品質產品及周到的服務。

˙	於 2011年 9月，「伊國麗蒂」已進駐「淘寶商城」和「QQ 商城」兩個最具影響力的網銷平台；同時亦透過「新	
浪微博」、「騰訊微博」等熱門網站大力宣傳推廣品牌，效果良好，成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服裝及配飾

參展品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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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品牌：馬獅龍	(Michel René)
公司名稱	 ：馬獅龍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77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2 號 3 樓

電話：(852)	2351	1111	 電郵：fannyleung@ygmtrading.com

傳真：(852)	2351	5211	 網址：www.michelrene.com.hk

馬獅龍連身裙

˙「馬獅龍連身裙」採用修身設計，剪裁經典纖瘦。面料由歐洲進口，配合最新電腦噴墨
技術，印出色彩豐富、富層次感，以及線條細緻的蝴蝶圖案，面料輕柔，飄逸高雅。

˙	產品之物理性能、化學成份、結構穩定性及可靠性皆通過國家標準。公司採用內部
及外部行業標準機制控制生產過程；產品符合規範的認證要求後才推出市場。

˙	本著「以客為先」的服務宗旨，為客戶提供全面及高效率的服務，深受客戶認同。

˙	採用歐洲最尖端的電腦噴墨技術，在產品上印出疑幻疑真的蝴蝶圖案，充滿春日氣
息。

˙	產品的外觀設計以立體剪裁為基本，專為配合亞洲女性身形而製造；採用實用的通用包裝，配以清楚的商品說明與
標籤。

A04

品牌：雅貝諾琦	(R.B.R.K.)
公司名稱	 ：中信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8 年

地址：香港德輔道西 246 號東慈商業中心 2108 室

電話：(852)	9101	0569	 電郵：rita@csc.hk

傳真：(852)	2816	2697	 網址：www.rbrk.hk

雅貝諾琦莉蒂亞

˙「雅貝諾琦莉蒂亞」為倣皮革的高級織布袋；產品配以雙向拉鏈開關，手袋內設有兩個拉鏈袋，包括插袋及手機袋。

˙	產品由內部專責部門負責品質檢定。

˙	由專業手袋設計師負責產品設計，產品獨特新穎。

˙	品牌以活潑、高貴、及時尚三個主題。利用高級的物料，特別的內裡設計和實用性質，細緻的手工，與及精緻的包裝
去滿足現代都市女性的實際需要，用一個親切貼心的形象，將 R.B.R.K. 的產品推薦給一眾獨立自主而且對質量和
品味有所要求的都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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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品牌：果果	(Stephy)
公司名稱	 ：昭華（香港）實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6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SMQ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喜業街 2 號喜業工業大廈 2 樓 5 室

電話：(86-755)	8221	0830	/		 電郵：sales3@supremeMfr.com	/
　　　(852)	2690	9309	 　　　supremeh@supreme.imsbiz.com.hk

傳真：(852)	2467	9419	 網址：www.stephybaby.com

Stephy 高貴典雅蝴蝶結胸針、胸花、胸章

˙「Stephy 高貴典雅蝴蝶結胸針、胸花、胸章」以優質原材料及精湛滴膠技術製成，奪
目閃耀。

˙	產品胸針扣採用金屬扣，不易變形及褪色；開口處採用特殊回形設計，不易刺傷使用者。

˙	產品外觀設計由名師手繪，獨一無二；以精巧蝴蝶結造型，突出產品活潑可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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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品牌：冠玲瓏	(Coronet Solitaire)
公司名稱	 ：古珀行珠寶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1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ISO	14001、ISO	17025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鶴翔街 8 號維港中心二期 305 室

電話：(852)	2334	2299	 電郵：info@aaronshum.com

傳真：(852)	2334	7427	 網址：www.aaronshum.com

冠玲瓏鑽石吊咀

˙「冠玲瓏鑽石吊咀」由約 30 分的「6 托 1」美鑽組合，擁有克拉鑽的枱面直徑
6.5mm大小，具備卡裝鑽完美造型。

˙	產品採用高淨度、相同顏色、切工及切割比例相近的鑽石組合而成，在高達 40 倍的
顯微鏡下嚴謹操作鑲嵌，達到無爪無縫無間隙的特性。所有鑽石均選用南非的優質
鑽石，品質絕對有保證。

˙	產品採用原創設計，並把國際視野和獨創的概念融入其中。

˙「6 托 1懸浮組合」設計，中間主石懸浮凸起，突破傳統的無爪鑲嵌技術，榮獲包括美國、歐盟多國、印度、香港及中
國的外觀設計專利證書和實用新型專利證書，是世界級的專利產品。

˙	產品外觀設計及包裝均以白色和桃紅色為主，展現女性嬌柔及優雅愉悅。同時，以少部份黑色作點綴，凸顯產品高
貴、自信的一面。

B02

品牌：愛樂蒂	(Elody)
公司名稱	 ：愛樂蒂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 1 期 1 樓 A1 室

電話：(852)	2127	4038	 電郵：enquiry@hf-jewelry.com

傳真：(852)	2127	4047	 網址：www.my-elody.com

愛樂蒂摩天輪吊墜 ( 夢幻系列 )

「̇愛樂蒂摩天輪吊墜」採用歐美的設計理念，藉著產品的圖案 ( 摩天輪 )	以表達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及態度。

˙	產品運用高工藝的精工無邊鑲嵌。

˙	產品設計採用摩天輪元素，傳說摩天輪每個坐位均裝滿幸福，配戴摩天輪吊墜寓意與喜歡或相愛的人共同跨越天
空，一輩子幸福地生活。

˙	產品提供免費終身保養服務。

珠寶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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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銀河明星	(La Milky Way)
公司名稱	 ：銀河明星珠寶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0 年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鶴翔街 1 號維港中心 1 座 911B 室

電話：(852)	2808	4884	 電郵：tungkee.wong@lamilkyway.com

傳真：(852)	2808	4890	 網址：www.lamilkyway.com

La	Milky	Way 純銀鑲鑽彩色手鐲

˙	「La	Milky	Way 純銀鑲鑽彩色手鐲」造型獨特，配上鮮艷的彩寶及閃耀的鑽石，能多角度展現自然的時尚魅力。
寶石顏色千變萬化、通透閃爍、彩暉眩蒙，配合工匠巧妙的車工可突顯每顆寶石的特質。

˙	所有產品均通過品質驗證及嚴格質量檢查，獲取國家檢驗檢疫局認可證書。公司於香港取得「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認證。

˙	產品採用原創設計，每項設計均緊貼國際服裝及配飾的潮流趨勢，並把國際視野和獨創的概念融入其中。

˙	產品外觀設計及包裝以白色和桃紅色為主，展現女性嬌柔及優雅愉悅。同時，以不同的半寶石作點綴，凸顯產品高
貴、自信一面。

B04

品牌：Love Jam
公司名稱	 ：金石首飾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鶴園東街 1 號富恆工業大廈 10 樓 1 室

電話：(852)	2670	2892	 電郵：ksjewhk@netvigator.com

傳真：(852)	2694	1262	 網址：www.kamshek.com

Love	Jam	925 純銀鑲白玉髓吊咀 ( 電鍍玫瑰金 )

˙	「Love	Jam	925 純銀鑲白玉髓吊咀」配以天然白玉髓，帶出份外高雅的格調，加上
純銀表面電鍍為玫瑰金色，更為耀眼奪目。

˙	所有產品經過嚴格的質量檢驗，由專業質檢團隊以嚴格標準對產品的功能和外觀進
行質量檢測；並獲得「ISO	9001」質量管理認證，確保所有產品品質優良。

˙	產品特別注重電鍍及防氧化的保護，務求令首飾長期不脫色，以配合產品閃麗奪目的特質。

˙	產品採用玫瑰金色配襯天然白玉髓，配搭獨特新穎、意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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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六福珠寶	(Lukfook Jewellery)
公司名稱	 ：六福集團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1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卓越名牌、香港卓越服務名牌、ISO	17025、ISO	14001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廟街 239 號六福珠寶中心

電話：(852)	2710	9368	 電郵：info@lukfook.com.hk

傳真：(852)	2374	1696	 網址：www.lukfook.com

六福珠寶香港小姐金鑽后冠 ( 仿製品 )

˙	「六福珠寶」已連續十四年成為香港小姐金鑽后冠贊助商，憑藉無限的創意，精湛的工藝，為歷屆港姐打造價值
連城亦具意義的金鑽后冠。

˙	華麗后冠由超過 30 卡逾 880 顆優質美鑽鑲嵌而成，后冠的主石可幻化為一枚閃爍璀璨的鑽石吊墜，方便出席不
同的場合佩戴。

˙	香港小姐選舉創辦於1973 年，是每年一度的大型選美盛事。

˙	后冠代表美麗與智慧並重的香港小姐，是美的象徵。后冠用於加冕儀式上，喻意將美麗與智慧並重的傳統薪火相
傳，而戴上后冠的香港小姐需肩負起宣揚香港的使命。

B06

品牌：萬希泉	(Memorigin)
公司名稱	 ：宏希貿易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柴灣永泰道 60 號柴灣工業城一期 8 樓 804 室

電話：(852)	2976	0108	 電郵：shum@memorigin.com

傳真：(852)	2889	3381	 網址：www.memorigin.com

萬希泉星空傳奇系列

˙	「萬希泉星空傳奇系列」腕錶採用五層立體設計，配合十二時位的陀飛輪轉動。腕
錶具70 小時的動力儲存和剩餘能量顯示，再配以三時位的星辰盤；六時位的時間
軸則採用貝殼錶面，閃閃生輝。每隻腕錶最少擁有 169 枚組件和 21顆寶石軸承，配以真鱷魚皮錶帶連雙節扣。

˙	「萬希泉」擁有自家的廠房─杭州機芯廠，自行研發生產複雜的功能手錶機芯，為腕錶創造最佳品質。

˙	「萬希泉陀飛輪」以每小時擺動 28,800 次的超高頻率，穩佔現時世界上陀飛輪技術的首位，此振頻高於腕錶常見
的 21,600 次，可媲美歐美名錶品牌的精密度。

˙	「萬希泉」採用 T36，甚至T48 測時，以腕錶行走 1.5 至 2日的時間作測時標準，以確保陀飛輪腕錶達致最高品
質保證。

˙	產品通過內地鐘錶製造業的品質驗證，包括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及「標準化計量整頓合格證書」。

˙	首創機芯刻字服務。

˙	星空傳奇系列代表陀飛輪的傳奇工藝，凸顯獨有的神秘形象和華麗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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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NiD
公司名稱	 ：溢鋒設計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251 號太興中心 2 期 15 字樓

電話：(852)	2116	8236	 電郵：alfred@nexus-design.com.hk

傳真：(852)	2851	1886	 網址：www.nexus-design.com.hk

NiD 迷你天氣預報時計

˙	「NiD 迷你天氣預報時計」設有室內溫度及濕度顯示，並提供天氣預報功能	
（通過溫度及濕度計算）、日期顯示及響鬧設置。此外，產品共有白、黑、紅、綠四種
顏色以供選擇。

˙	產品小巧易攜，功能多樣。

˙	產品採用環保包裝。

˙	產品提供兩年優質的售後服務 (包括零件更換或維修 )	。

B08

品牌：歐迪姆	(odm)
公司名稱	 ：o.d.m.	Design	&	Marketing	Ltd.

品牌創立年份	：1999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長義街 10 號昌隆工業大廈 4 樓 B 室

電話：(852)	2745	9228	 電郵：contact@odm-design.com

傳真：(852)	2242	9083	 網址：www.odm-design.com

odm	DD128	Quadtime

˙	「odm	DD128	Quadtime」採用1/4 圓形作錶身設計，帶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外型
與功能兼備是產品的最大特色。

˙	「odm」腕錶由所屬集團旗下的時運達 ( 深圳 ) 電子有限公司生產，而該公司已獲頒
發「ISO	9001：2008」証書。

˙	以創新技術設計的突破性「隨意戴」功能，讓用家隨手拿起手錶，無分上下都可自動調整時間顯示方向。

˙	產品以「It	Switches!	Never	too	late	to	be	different!」作為口號，透過獨特的外型和嶄新的設計，凸顯與眾不同
的風格。

˙	產品獲日本「Good	Desig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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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大美翡翠珠寶	(T&M Jewellery)
公司名稱	 ：大美珠寶首飾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3 年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吳淞街 150-164 號寶靈商業中心 205-206 室

電話：(852)	3580	1299	 電郵：info@tm-jewellery.com

傳真：(852)	2736	1371	 網址：www.tm-jewellery.com

大美翡翠珠寶翡翠掛牌

˙	「大美翡翠珠寶」專營緬甸天然翡翠，原材料由緬甸入口。

˙	公司從事零售、批發各類翡翠珠寶產品，並自設工場，進行設計、鑲嵌及製造各類翡
翠珠寶產品。

˙	所有產品都經專業鑑定，保證為天然翡翠，品質優良；認購產品價值滿港幣1,500元	
以上更可獲香港玉石鑑定中心鑑定證書，確保品質受到保證。

B10

品牌：唯達時	(Vidus)
公司名稱	 ：唯達時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5 年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青山道 552-566 號美達中心 11 字樓 6B、7-12 室

電話：(852)	3527	3668	 電郵：vidus@vidus.com.hk

傳真：(852)	2419	1398	 網址：www.vidus.com.hk

唯達時時刻心繫

˙	「唯達時時刻心繫」腕錶是為出國在外想家的人士專門設計。

˙	產品採用優質原材料精製而成，通過嚴格的質量檢驗程序，包括機芯運作精準度及
防水測試並獲「香港 Q 嘜優質產品」認證，確保產品達致優質水準。

˙	針對坊間雙時區手錶外型大而外觀複雜的問題，「唯達時時刻心繫」手錶革新設計，採用最簡化的手錶介面，向配
戴者提供最人性化的時間換算體驗。

˙	產品以情感為賣點，提供功能以外的價值；外觀簡約優雅，男女佳宜，開拓多功能腕錶新市場。

˙	產品專為出國人士而設，主要於機場商店或飛機上發售，因而手錶包裝設計以體積小及輕巧為主，方便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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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卡撒天嬌	(Casablanca)
公司名稱	 ：卡撒天嬌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優質旅遊服務計劃、ISO	9001、ISO	14001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黃竹洋街 9-13 號仁興中心 5 樓

電話：(852)	2306	1699	 電郵：amanda@casablanca.com.hk

傳真：(852)	2351	1933	 網址：www.casablanca.com.hk

卡撒天嬌床品四件套

˙	「卡撒天嬌床品四件套」以獨特的創意、考究的做工、精雕細琢的完美形象而享譽全球。產品設計典雅高貴，堪稱
具鑑賞價值的工藝品。

˙	產品設計靈感源於大自然，獨特的個性化設計和繽紛柔和的顏色，散發著時尚氣息。

˙	公司與美國國際棉花協會合作，從源頭方面確保可穩定地採用高品質的原材料。

˙	採用「ISO	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管理整個製造過程。

˙	為照顧不同年齡和不同喜好的顧客，公司提供多元化的產品線及豐富的圖案款式，以供顧客選擇。

˙	今年將於惠州創立生態家居紡織品工業園，致力打造先進的高科技研發、現代化物流和製造中心。

˙	「卡撒天嬌」產品的外觀形象和包裝設計充分體現時尚、創意、功能性的特點。產品的包裝新穎、獨特，並且方便使
用；而品牌形象的推廣方案經常引領行業潮流。

C02

品牌：卡拉法	(CleverPillow)
公司名稱	 ：世協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48 號東協商業大廈 6 字樓

電話：(852)	9674	7748	 電郵：worldwidelink@gmail.com

傳真：(852)	2975	0128	 網址：www.cleverpil low.com

卡拉法枕

˙	「卡拉法枕」以全球獨有創新概念「D」字型弧底設計，可跟隨使用者仰、側睡姿的頭頸部重力點轉移，改變枕高以
配合使用者不同睡姿。

˙	有效改善用家肌肉緊張、血液循環受阻或因枕高而導致的長期不適影響頸椎生理曲線。

˙	產品採用美國 A 級高密度彈力綿物料製造，獲美國「CTB117 標準阻燃功能」及英國「BS7175 標準阻燃功能」等
認證。

˙	產品並獲得香港執業脊醫協會認可。

˙	產品設計創新、全球獨有，並已取得香港、內地及美國等地區的專利註冊。

˙	產品能全面提升使用者對睡枕的要求，代表專業、優質的形象。

生活用品及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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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Dream Capsule
公司名稱	 ：藝廊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7 年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 15-17 號中美中心 A 座 2 樓

電話：(852)	2171	9732	 電郵：catherine@moreky.com

傳真：(852)	2389	8651	 網址：www.ellonhk.com

Dream	Capsule	PVC 公仔錢罌連觸控筆

˙	「Dream	Capsule	 PVC 公仔錢罌連觸控筆」以香港原創卡通人物「Bunny	King」作造型，採用觸控筆設計，	
使功能上比一般公仔擺設更實用。每件產品均附有獨立編號的證書一張，增添獨特性。

C04

品牌：怡屋美	(Ecomelife)
公司名稱	 ：葆達實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4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九龍官塘巧明街 106 號冠力工業大廈 3 樓 2 室

電話：(852)	2759	9282	 電郵：mchan25@potter-ind.com

傳真：(852)	2798	5361	 網址：www.ecomelife.com

怡屋美毛衣真空壓縮袋

˙	把毛衣及棉柀放入「怡屋美毛衣真空壓縮袋」後，抽走真空，可節省高達 80% 儲存
空間；而開口位採用自動黏貼 PVC 物料，不需拉鏈或蓋子，亦可完全密封防漏。

˙	除可使用吸塵機的抽真空方法外，亦可使用手泵、手捲或手壓方法。

˙	坊間的產品顏色只有透明，而「怡屋美」可因應客戶要求生產其他顏色。

˙	產品採用獨特的 PVC 物料，符合國際「EN71」標準；並經過防寒處理，即使身處零下 15度，PVC 物料仍然柔軟
耐用。

˙	產品已在多個國家取得專利，包括內地、台灣、美國及德國。

˙	產品備有 3D立體設計，增加使用空間。

˙	產品外觀設計以簡約為主，方便顧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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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JF
公司名稱	 ：藝達設計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3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五常法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21-33 號宏達工業中心 4 樓 02 室

電話：(852)	2334	7993	 電郵：wendy@artech.com.hk

傳真：(852)	2774	3873	 網址：www.artech.com.hk

JF 首飾盒

˙	「JF 首飾盒」全人手製造，配以不同物料，使外型高貴華麗。同時，飾物盒內加添間格及鏡片，十分實用。

˙	產品取得廣東省東莞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的企業產品標準報告。	

C06

品牌：創維	(JMStyle)
公司名稱	 ：創維集團 ( 香港 ) 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7 年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 號星光行 15 樓 1523 室

電話：(852)	2377	9592	 電郵：info@jmstyle.com.hk

傳真：(852)	3011	5670	 網址：www.	jmstyle.com.hk

創維自由組合布藝沙發

˙	「創維自由組合布藝沙發」是創維公司設計的自由組合大型布藝沙發。

˙	產品經過四重檢驗，由工廠內部職員作初次檢驗，然後由香港職員赴工廠再次檢驗，繼而待貨品運抵香港貨倉後以
及在送貨前作最後檢驗。

˙	通過歐洲入口標準；海綿、布及皮革均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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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樂士	(Kinox)
公司名稱	 ：建業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0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9 號建業中心 20 樓

電話：(852)	2389	6261	 電郵：stevecheung@kinox.com

傳真：(852)	2343	2111	 網址：www.kinox.com

建樂士 20cm 不銹鋼煮食雙耳煲

˙	「建樂士 20cm 不銹鋼煮食雙耳煲」採用100%	高級進口304 純不銹鋼鑄造，絕不生銹、變色或變形；較其他同
類型產品更耐用；能持久保持光澤及可把整個產品放入烤箱內。

˙	產品配以不滴水煲邊，倒水順暢；採用高科技焊底技術，防止煲底彎曲或分層。

˙	產品榮獲「香港	Q 嘜優質產品計劃」認證。

˙	產品設計創新實用，蓋邊設有蒸氣通風口，可有效排除蒸氣。

˙	產品節省能源、環保耐用；設計光亮雅致，適合所有時尚家居。

˙	產品提供三年售後保養。

C08

品牌：KONSTAR
公司名稱	 ：康加實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3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ISO	14001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 21 號美羅中心二期 8 字樓 818-822 室

電話：(852)	2798	8988	 電郵：marketing@konstar.com.hk

傳真：(852)	2751	1212	 網址：www.konstar.com.hk

KONSTAR 多用途可調節刨切器

˙	「KONSTAR 多用途可調節刨切器」是一套多用途刨切器，配備「v」型刀片，能更快、更利落地切削多類型食材，
例如軟身的蕃茄及硬皮的橙等。

˙	產品榮獲「香港 Q 嘜優質產品計劃」認證。

˙	因應一般使用者於切削食物時用力不均，導致經切削的食物厚薄不均的問題。「KONSTAR 刨切器」採用創新的
平面升降台設計概念，能有效改善切削不均的問題。另外，產品加入防滑設計，可單獨或放在不同尺寸的容器上使
用。

˙	產品外觀採用自然及流線的外型，跳出固有刨切器的直線及方角外型。同時，包裝盒的形象強調自然與人體工學的
融合。

Brochure Artwork_R8.indd   25 12年4月20日   上午11:02



P.22

C09

品牌：滴答	(Push & Push)
公司名稱	 ：輝捷製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1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FDA

地址：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 25-27 號甄沾記大廈 17 字樓

電話：(852)	2554	0194	 電郵：inquiry@fmchk.com.hk

傳真：(852)	2873	4930	 網址：www.fmchk.com.hk

Push	&	Push	長方型保鮮盒套裝

˙	「Push	&	Push 長方型保鮮盒套裝」採用密封設計，操作簡易。盒身兩旁各有一個按鈕，只需同時按下便可打開蓋
子；而將蓋子放在盒上一壓便可鎖上密封。

˙	產品採用無毒無害的原料，符合「FDA」規格、歐盟食品規格要求及日本食品規格標準。

˙	產品於出售前已通過嚴格的防漏功能測試。

˙	針對傳統保鮮盒的繁複開關結構問題，「Push	&	Push」採用操作極簡單容易的專利密封設計。

˙	產品設計以簡潔清新為主題，配合特有的全透明「SAN」蓋，令普通的食物貯存變得雅致高貴。

C10

品牌：Qee
公司名稱	 ：玩具易 ( 控股 ) 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2 年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47 號建生工業大廈 2 樓

電話：(852)	2723	6833	 電郵：info@toy2r.com

傳真：(852)	2172	7923	 網址：www.toy2r.com

Qee

˙	「Qee」	特色是其多變性及人性化的設計。產品擁有 19 個不同造型，其略呈駝背
的造型是參考人體構造及比例；配合新穎的專利匙扣，為客戶在產品設計、宣傳及市
場推廣活動提供極大的發揮空間。「Qee」是最早打破藝術玩具與功能性產品界限
的設計師玩具。

˙	公司以顧客為中心，制訂品牌的「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策略。由產品研發、
製作樣辦以至生產都由內部工程師嚴密監控，確保產品維持穩定質量。大部分產品
均送交獨立的實驗室進行化驗，確保產品符合安全標準。

˙	「Qee」除了專業設計師外，更會於網絡上公開產品素材，讓業餘玩家下載創作。

˙	「Qee」的品牌核心是「以人為本」，推動「人人可以設計」的理念，產品設計以「人」為基礎。

˙	公司著重知識產權保護，就商標、匙扣及公仔等線條申請版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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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盛威	(Safewell)
公司名稱	 ：盛威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50 號葵昌中心 1301-1302 室

電話：(852)	6508	2105	 電郵：frankie@safewellsafe.com

傳真：(852)	2367	8849	 網址：safewellsafe.com

盛威 BS 系列電子防盜保險箱

˙	「盛威 BS系列電子防盜保險箱」特設隱藏式電子板、十字門閂及特厚鋼板，安全可靠且耐用。

˙	產品榮獲內地「3C」證書及「香港安全」認證。

˙	產品採用人性化的設計，配以專利的隱藏式電子板。

˙	產品弧形的設計具線條美，形象高貴大方，具安全感。

˙	採用小家電式的包裝方式，方便運輸。

C12

品牌：海貝	(Seashell)
公司名稱	 ：西雅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9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 2-12 號威力工業大廈 6 樓 B 室

電話：(852)	2690	3780	 電郵：info@seashell.hk

傳真：(852)	2690	3474	 網址：www.seashell.hk

海貝數碼相機防水殼

˙	「Seashell」首創萬用防水數碼相機殼，適用於市場上超過 800 個不同牌子的數碼相機型號；同時擁有多個國家的
發明及外型設計專利，採用聚碳酸酯物料，在承受水壓、防撞及防塵能力方面皆媲美專業級數碼相機防水殼，為用
家提供一個方便又低成本的水中攝影方法，引領水中拍攝的新潮流。

˙	產品採用簡單而實用的設計，既美觀又舒適，並提供七種顏色以供選擇，方便使用者配搭不同的服飾。

˙	「Seashell」嚴選優質供應商，絕大部份已擁有「ISO	9001」認證及完善品質監控管理系統。

˙	每件產品均經過全面檢測，包括水壓測試。有關測試採用目前最先進的技術，模擬水深 40 米及低真空，並已取得
SGS 公證測試的認證，包括 40 米防水、6 級防塵、負10度低溫、1米撞擊、鹽霧防腐蝕測試及按掣壽命測試等等
，而所使用的 30 種材料測試亦符合歐盟「REACH」標準。產品亦提供兩年免費保養。

˙	「Seashell」首創「One-to-Many」嶄新概念，透過 30 多項發明專利，如兩軸及可調校高低的按掣設計，令使用者
只需使用四個簡單設置，產品便可適用於市場上超過 800 個不同牌子的數碼相機型號。

˙	相機防水殼採用高質素的聚碳酸酯製成，使之能在水深 40 米及攝底 -10 度環境下使用，亦可承受1米撞擊，符合
「IP6X」6 級防塵標準。「Seashell」採用透明技術，擁有多項新型及外型專利，更配有七種顏色選擇。

˙	產品形象環保，在生產過程中減少能源耗用及碳排放，原材料及包裝方面亦盡量使用可循環再用的物料。產品上亦
標註可循環標識及物料名稱，以便分類。

˙	「Seashell」參與及贊助多個世界潛水用品展及攝影展，成功拓展香港及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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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沃藍兒	(Wolaney)
公司名稱	 ：志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鶴園街 13 號康力投資大廈 3 字樓 308 室

電話：(852)	3111	0789	 電郵：andytse@fancyskyhk.com	/		
	 	 　　　2479226885@qq.com

傳真：(852)	3111	3413	 網址：www.fancyskyhk.com

沃藍兒機械兔

˙	「沃藍兒機械兔」外觀獨特，以兔子為原型的機械兔，印有不同勉勵字眼。

˙	產品已取得國內「3C」認證。

˙	產品附有漫畫及動漫短片，設計新穎獨特。

˙	產品已開拓香港、深圳、廣州及北京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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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盤樂	(Ciintyart)	
公司名稱	 ：頌樺電子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1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9 樓 10 室

電話：(852)	2669	2416	 電郵：sales@espidi.com.hk

傳真：(852)	2708	2481	 網址：www.espidi.com

Ciintyart 限量版無線藝術滑鼠套裝

˙	「Ciintyart 限量版無線藝術滑鼠套裝」是由美國設計師和香港插畫師創意的完美結晶。美國設計師賦予了它如海
豚般流線的外形，香港插畫師則以追求幸福及實現夢想為理念，創造可愛的圖案。

˙	滑鼠採用 2.4GHz 藍光技術，利用波長較短的藍光 LED 光源來提高表面的可辨識性；光速是雷射技術的 4倍，可
做出更精確的定位。產品獲得「FCC」、「CE」及「ROHS」認證。

˙	產品表面以嶄新的「IMD」模內印刷技術加上防刮花外層，使圖案設計不易褪色。

˙	產品在香港及內地均已註冊了外觀設計專利及得到 HosannArt	Creative	Co.	Ltd. 正式授權使用其插畫。

D02

品牌：德國寶	(German Pool)
公司名稱	 ：德國寶 ( 香港 ) 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2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卓越名牌、ISO	9000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116 號新寶工商中心高層地下 2-4 室

電話：(852)	3740	4003	 電郵：camille.chan@germanpool.com

傳真：(852)	3743	6959	 網址：www.germanpool.com

德國寶自然養生機

˙	 「德國寶自然養生機」以健康為設計重點，能製作健康蔬果汁、豆漿、藥膳，及適合長者及嬰
兒的易嚼食物；產品內置自動程式，備有時間及速度鍵，可自選10段速度。

˙	 產品擁有每分鐘逾3萬轉的極高摩打轉速，能全面釋放有益植物生化素，讓人體容易吸收食
物所有營養，有助保健、纖體及防三高。

˙	 獨特「智型旋鈕」配合清晰程式圖示燈，讓用家輕鬆選擇所需自動程式。旋鈕中央設LED 鏡面顯示屏，設計盡顯時尚風格。

˙	 產品獲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證書，包括「CB」、「EMC」、「GS」及「LVD」。

˙	 產品採用由日本進口的立體高碳鋼 (HCS) 的耐用6刀片攪拌刀，可將整件蔬果放入杯內打碎，並連皮及籽打成汁。

˙	 選用「TritanTM」耐溫容杯，不含「BPA」，可安全炮製熱飲，並杜絕塑化劑影響；達兩公升特大容量，方便放入多種健康食材；只
需加清水按一下鍵，即可自動沖洗乾淨，非常方便。

˙	 配備「溫度攪拌棒」及「冰沙乾磨專用杯」配件，可協助量度食物溫度、製作不同口感的沙冰及奶昔、乾磨咖啡豆、黃豆及米等。

˙	 產品獲外觀設計專利；機身線條簡潔美觀，並搭配五種不同絢麗色彩。

家用電器及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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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Globalite
公司名稱	 ：新中美實用儀器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7 年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66-68 號福全工廠大廈 6 樓 A 及 B 室

電話：(852)	2787	0238	 電郵：cmc@newc-and-a.com

傳真：(852)	2789	3308	 網址：www.newc-and-a.com

Globalite 創新電子指南針及地圖測尺

˙	「Globalite 創新多功能電子指南針及地圖測尺」備有 5 項指南針功能及 2個地圖測量系統，能量度任何世界地圖
及設定旅程計劃。

˙	產品亦配備時間、日期、溫度、響鬧、運動秒錶、倒數計時及查閱 GMT 的世界時間等功能。

˙	產品內的每項功能均通過全面測檢，確保性能可靠。

˙	指南針可調校磁偏角，以提供正確的方位；亦可設定方位，搜尋及引領至目標位置，並以響聲提示。備有插座，使用
者同時能啟動 OEM 功能，例如 Laser	 LED	Light 雷射燈照射目標位置或其它裝置。產品能測量及記錄受磁干擾
的不同度數方位；並能排除干擾的偏差，在受磁干擾的車或屋內亦可準確測量。

˙	電子地圖尺以0.25mm顯示，詳細顯示前往目的地所需時間和路程。

˙	產品在香港及內地均已取得外觀專利。

D04

品牌：金樂	(Goldenwell)
公司名稱	 ：華發行 ( 香港 ) 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2 年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穗禾路 1 號豐利工業中心 6 樓 17 室

電話：(852)	2690	9731	 電郵：goldenwell@wahfathong.com.hk

傳真：(852)	2690	9761	 網址：www.goldenwell.net

金樂黑晶陶瓷御品鍋

˙	「金樂黑晶陶瓷御品鍋」採用高溫黑晶陶瓷內膽。

˙	產品榮獲「CB」、「3C」及「電磁場安全標準」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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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澳威	(Owell)
公司名稱	 ：傲威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2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道 38 號新九龍廣場 8 樓 807 室

電話：(852)	6821	0893	 電郵：info@owell.hk

傳真：(852)	2317	0186	 網址：www.owell.hk

澳威多用途乾衣機

˙	「澳威多用途乾衣機」由三部分組成，包括可自選變頻的 PTC 陶瓷發熱機、摺合式
鋁質晾衣架及防霉耐熱外罩；產品較傳統滾筒式乾衣更慳電，且不損衣物；除了乾衣
用途外，產品亦可作晾衣架和衣櫃使用；在冬季寒冷日子內，主機可用作暖風機。

˙	產品獲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證書，包括「CB」、「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等認證。

˙	在香港自設維修中心，工程人員為符合機電工程署資格的技術員。

˙	產品由設計、構思、改良及監控均由「澳威」研發部負責。

˙	從 2007年開始，設立「Trade	 In 計劃」( 產品回收計劃 )，讓顧客以一個優惠價換購新型號產品，或者以其他品牌
產品換購「Owell」的產品。

˙	產品以實用為主，配合代言人劉彩玉的健康形象，深得主婦及女士們歡迎。

D06

品牌：寶康達	(Primada)	
公司名稱	 ：昇鋒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鶴園街 13 號康力投資大厦 501-503 室

電話：(852)	2365	0655	 電郵：fiona@pro-logic.com.hk

傳真：(852)	2365	0235	 網址：www.pro-logic.com.hk

寶康達快速智能煲

˙	「寶康達快速智能煲」外觀時尚，配備語音提示，且烹調速度快。

˙	產品取得「CB」、「GS」、「CE」及「HKSI」等認證。

˙	產品獨有的快速烹飪功能，能加快15%	烹飪時間；並配備語音提示，方便客戶使用。

˙	產品外觀時尚，突破傳統快速智能煲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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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家典牌	(San Dynamic)
公司名稱	 ：家典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8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1 號新昌工業大廈 1 樓 5A 室

電話：(852)	2363	9229	 電郵：info@san-dynamic.com

傳真：(852)	2363	9390	 網址：www.san-dynamic.com

家典牌石瓷燒電飯煲

˙	「家典牌石瓷燒電飯煲」利用陶瓷耐高溫的特性，達致節能的效果。

˙	產品獲「CB」、「CE」認證。

˙	設有嚴格產品的檢測規定：對鍋具進行受溫、溫度轉變、強韌性等測試。

˙	產品結合先進的納米技術，達至不黏、防菌、以及延長食物保鮮時間的效能。

˙	產品形象天然環保，如包裝物料以雞蛋殼代替發泡膠，即使物料被棄置後仍可自然
分解；並採用通過食物安全認證的物料，確保在生產過程中，不會產生損害生態環
境的有害物質。

D08

品牌：浚達	(Smartech)
公司名稱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7 年

地址：香港北角蜆殼街 9-23 號秀明中心 E 室

電話：(852)	2578	8813	 電郵：bruman@smartech-intl.com

傳真：(852)	3568	0518	 網址：www.smartech-intl.com

浚達迷你水濾吸塵機

˙	「浚達迷你水濾吸塵機」以清水淨化，抗菌除塵，並可輕易進行乾濕清潔；機身輕巧
設計，操作容易；無須使用塵袋，環保衛生；透明易拆式水缸，清洗簡便。

˙	產品配備一系列多用途配件，包括地板刷、吸水刷、扁吸咀、多功能毛刷、拍打式塵刷；其中，「拍打式塵刷」乃專
門為清潔床褥而設的配件，以拍打式的原理去除床墊、布藝梳化上的皮屑、塵埃及塵蟎等骯髒物。

˙	產品獲「CE」認證。

˙	產品為全港最細小的水濾吸塵機，無須更換塵袋，清洗簡便，並附設多用途配件，收藏容易。

˙	產品設計輕巧，方便收藏；獨立包裝設計，包裝精美並設有手挽，方便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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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加得寶	(Sweet Home)
公司名稱	 ：偉華商品拓展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 14-24 號金豪工業大廈一期 7 樓 F 室

電話：(852)	6500	7278	 電郵：tony@waiwah.biz

傳真：(852)	2687	6256	 網址：www.waiwah.biz

加得寶迷你縫紉機

˙	「加得寶迷你縫紉機」可使用乾電或濕電。

˙	產品獲國家認可的「3C」及「CE」等認證。

˙	產品之旋梭獲外觀設計及配件的專利證書。

˙	產品設計新穎、耐用。

D10

品牌：愉聲	(YUSAN)
公司名稱	 ：裕昇實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0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ISO	14001

地址：香港柴灣新業街 6 號安力工業中心 8 樓 8 室

電話：(852)	2896	6386	內線	227	 電郵：salandria_ng@yusan.com

傳真：(852)	2897	2938	 網址：www.yusan.com

愉聲便攜式藍牙音箱

˙	「愉聲便攜式藍牙音箱」以藍牙無線連接，可支援藍牙檔案 (A2DP、AVRCP及 HFP)	；產品可作電話會議，並設
有內置咪及噪音取消系統 (CVC)	。

˙	產品待機時間長達 100 小時，音響及會議時間達 10 小時；備有多種顏色以供選擇。

˙	產品已取得「CE」及「EMC」証書，以及「CCC」安全認證。

˙	公司亦提供半年保用服務。

˙	產品應用最新的藍牙無線連接技術，可更穩定及更清晰地接收音樂檔案訊號；使用電話會議時，也採用「CVC」	
噪音取消系統，令話音更清晰。

˙	產品採用韓國設計，外形設計獨特，兼具時尚的韓式簡約美及色彩繽紛的風格。

Brochure Artwork_R8.indd   33 12年4月20日   上午11:02



P.30

E01

品牌：阿波羅	(Appolo)
公司名稱	 ：阿波羅雪糕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72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HACCP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定路 32-40 號裕林工業大廈 1 樓

電話：(852)	3575	6272	 電郵：pan_wu@appolo.com.hk

傳真：(852)	2481	2011	 網址：www.appolo.com.hk

阿波羅乳酪

˙	「阿波羅乳酪」乃低脂及低卡路里，較傳統雪糕健康。

˙	產品早於 80 年代開始在香港售賣，為香港最早及最有歷史之乳酪產品之一。

E02

品牌：亞洲廚	(Asianchef)
公司名稱	 ：萬事利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5 年

獎項及認證	 ：HACCP

地址：香港柴灣新業街 9 號新業大廈 1 樓 A 室

電話：(852)	2887	9619	 電郵：sara@asiafood.com.hk

傳真：(852)	2551	8582	 網址：www.asiafood.com.hk

亞洲廚參吧爆爆調味醬

˙	「亞洲廚參吧爆爆調味醬」用料嚴格，選用由泰國新鮮直接入口原材料，配以獨特東
南亞口味，堅持百份百香港製造，信心保証。

˙	生產廠房獲「HACCP」認證；以最高及最嚴格的要求，確保產品安全及品質穩定。

˙	不斷研發各種不同口味的醬料，致力把東南亞風味醬料引入各大小酒店、會所、航空公司、酒樓、連鎖餐飲業、特
式餐廳等。

˙	產品包裝及外觀設計均為迎合用家實際需要，例如產品由優質、耐用的膠瓶盛載。因應東南亞國家特色設計不同標
籤外，同時提供獨有的烹調建議，讓用家對產品留下深刻印象。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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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EDO Pack
公司名稱	 ：僑豐行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5 年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 26-32 號金發工業大廈二期 20 樓

電話：(852)	2614	2728	 電郵：victorfung@edo.com.hk

傳真：(852)	2614	6160

EDO	Pack 餅

˙	「EDO	Pack 餅」加入鈣質及 DHA( 魚肝油 ) 等元素，乃市面上同類型產品首創。

˙	產品採用獨立包裝，保持餅乾鬆脆、清潔，亦方便儲存。

˙	首款餅乾引入健康元素及加入營養成份標籤，並採用獨立包裝，其他品牌相繼仿傚。

E04

品牌：金燕牌	(Golden Swallow)
公司名稱	 ：香港新豐天然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8 年

獎項及認證	 ：ISO	9001、HACCP、有機認證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安居街 21 號粉嶺工貿大廈 502、512-513 室

電話：(852)	2515	9963	 電郵：wellsun602@yahoo.com

傳真：(852)	2515	3546	 網址：www.wellbeing360.com

金燕牌首烏黑芝麻霜

˙	「金燕牌首烏黑芝麻霜」經養生學家精心研製而成，營養豐富，能全面提供均衡飲
食所需。

˙	產品具有多種功能，除了可保護秀髮和骨骼健康之外，亦含豐富膳食纖維，有助吸
收體內膽固醇及排走毒素，是營養代餐的首選。

˙	獲「ISO	9001」、「HACCP」及「有機加工」認證；內部亦定期進行嚴格品質檢測。

˙	採用創新科技，以抽真空沖氮技術，保持產品新鮮。

˙	採用有機種植及於加工過程中不加入農藥、化肥和防腐劑；產品包裝印刷亦採用環保油墨，凸顯環保、健康的產品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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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錦華坊	(Gourmet Alley)
公司名稱	 ：中國 ( 香港 ) 製麵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6 年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 26-32 號金發工業大廈第一期 26 樓 C 座

電話：(852)	2614	2863	 電郵：info@gourmetalley.com.hk

傳真：(852)	2615	0489	 網址：gourmetalley.com.hk

香港至尊蝦子鮑魚麵

˙	「香港至尊蝦子鮑魚麵」是香港地道特色手工麵食。

˙	產品是唯一在日本及台灣銷售的香港本土地道麵食。

˙	產品百分百於香港生產，屬優質保證。

˙	產品包裝外觀設計時尚，領先同業。

E06

品牌：燕之家	(Home of Swallows)
公司名稱	 ：燕之家燕窩專門店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0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服務名牌、香港名牌、FSSC	22000、ISO	22000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安麗街 11 號企業中心 3 樓 17-30 號

電話：(852)	3760	4004	 電郵：berry@homeofswallows.com

傳真：(852)	2850	6362	 網址：www.homeofswallows.com

燕之家即食燕窩

˙	「燕之家即食燕窩」系列共有四款口味，包括即食官燕、即食金絲燕、即食血燕及即食血燕盞。

˙	產品免浸、免揀及免燉，即開即食；水份少，份量足，方便滋補，自用、送禮兩皆宜。

˙	獲「FSSC	22000」、「ISO	22000」、「香港名牌」、「香港服務名牌」、「正版正貨」、「香港 Q 嘜優質服務」及	
「優質旅遊服務商戶10 年資深優質商戶」等認證及榮譽。

˙	每日於香港之自設廠房中新鮮製造，無添加防腐劑或穩定劑，優質保證。

˙	玻璃瓶身設計採用貴族紫色 (Royal	Purple) 為主色調，凸顯品牌的高貴形象；典雅瑰麗包裝，為餽贈送禮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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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冠華食品	(Koon Wah Provisions)
公司名稱	 ：冠華食品菓子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59 年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葵德街 15-33 號葵德工業中心 2 期 1 樓 I 室

電話：(852)	2386	2068	 電郵：market@koonwahfood.com.hk

傳真：(852)	2725	1740	 網址：www.koonwahfood.com.hk

冠華飛機檸檬皇

˙	公司於香港設立廠房，嚴格挑選優質上乘原材料用心製作。

˙	廠房各生產線設有獨立部門進行產品品質監管。

˙	「冠華」不斷創新求變，結合懷舊與現代化的包裝設計，務求與時並進，將典雅及傳
統風味的氣息融入產品中。

E08

品牌：李錦記	(Lee Kum Kee)
公司名稱	 ：李錦記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888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十年成就獎、香港卓越名牌、ISO	22000、ISO	14000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發街 2 至 4 號

電話：(852)	2660	3600	 電郵：customer_service@lkk.com

傳真：(852)	2664	3233	 網址：www.lkk.com

李錦記舊庄特級蠔油

˙	「李錦記舊庄特級蠔油」採用上等鮮蠔製造，原味十足，為蠔油系列中之極品；宜用
於醃味、芡汁、蘸食或煮炒多款菜式。

˙	「李錦記」蠔油採用的鮮蠔生長於水質受國家保護的鹹淡水交彙的內灣水域。鮮蠔
由蠔田收採之後，就會立刻送到提煉工場開蠔及清洗；經十多小時烹煮，生蠔精華
濃縮成為褐色的蠔汁。

˙	品管人員對蠔汁進行不同的檢測以監控蠔汁的質素；合符規格的濃縮蠔汁會經自動化烹煮及包裝。整個過程根據
國際製造食物生產標準，確保產品衛生。

˙	「李錦記」舊庄特級蠔油為市面上品質最佳，鮮蠔味最濃郁之蠔油；以蠔油鮮美，醬質幼滑，色澤沉厚及富光澤而
馳名。

˙	為符合不同客戶的需要，推出不同類別的蠔油，如熊貓牌鮮味蠔油、財神蠔油、素食蠔油、瑤柱蠔油等。

˙	蠔油始創人李錦裳先生於1888 年在中國廣東省創辦「李錦記」。經過百多年努力耕耘，憑著不屈不撓的精神，	
「李錦記」創製二百多款廣受市場歡迎的醬料產品，而多款產品更成為市場之領導者。

˙	包裝上亦不斷創新；除玻璃瓶外，更有牙膏軟管裝及唧唧塑膠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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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蘇太名醬	(Mrs So’s XO Sauce)
公司名稱	 ：星華發展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9 年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天后路 18 號南豐工業城 2 期 1 樓 2-5 室

電話：(852)	2442	9886	 電郵：mchan@xo-sauce.com.hk

傳真：(852)	2442	9993	 網址：www.xo-sauce.com.hk

蘇太 XO 醬

˙	「蘇太名醬」所有產品皆百份百香港製造，並不額外添加防腐劑或人造色素。

˙	在產品製作過程中不添加防腐劑及人造色素。

˙	公司在屯門自設廠房，百份百香港製造；從原材料採購至產品包裝出廠，全部在香港完成，給予消費者100% 的信
心保證。

˙	公司在生產過程中嚴格遵循食環署衛生標準，從原材料處理、烹調以至包裝工序，皆設定品質監控機制；所有醬料
均通過第三方檢驗機制測試。

˙	產品由自家研製發展至現今自設廠房，推出多元化款式和口味，並自行調製辣度，提供優質的醬料予廣大市民。

˙	創辦人在過去十六年內的實踐中，對傳統口味加以改良，使產品味道出眾。

˙	「蘇太 XO 醬」以方形玻璃瓶盛載，配以橙色外盒及紙袋，設計豪華而具氣派，是過節送禮的不二選擇。

˙	產品並附送 XO 醬食譜，讓消費者了解各種食用方法。

E10

品牌：壽桃牌	(Sau Tao)
公司名稱	 ：新順福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60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HACCP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宏業南街 12-18 號新順福中心 5 樓

電話：(852)	2461	0190	 電郵：kiki@sunshunfuk.com

傳真：(852)	2454	1075	 網址：www.sunshunfuk.com

壽桃牌鮑魚麵禮盒

˙	「壽桃牌鮑魚麵禮盒」包裝華麗，麵條不經油炸，健康美味。產品配合由歐洲橄欖油淆製而成的極品醬包，伴入麵
條，食法獨特，矜貴又健康。

˙	廠房的品質監控嚴格遵循品質檢定，獲簽發「HACCP」證書。

˙	打破以糖果或餅乾作為禮品的傳統，增加以健康麵食作禮品的另類選擇。

˙	禮盒的貴麗包裝，大方得體，配以營養標籤及食品的配料說明，讓消費者清楚掌握食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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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大囍慶	(Tai Hei Hing)
公司名稱	 ：添福餐飲食品發展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7 年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60 號駱駝漆大廈第 3 座 3 樓 R 室

電話：(852)	2994	6836	 電郵：Info@timfold.com.hk

傳真：(852)	2994	6822	 網址：www.timfold.com.hk

大囍慶吉品鮑魚麵

˙	「大囍慶吉品鮑魚麵」以吉品鮑魚作為原材料，與高筋麵粉一起製成麵條，取其天然食材味道。

˙	產品經嚴格管理，不加味精防腐劑，並符合香港各大超市百貨的品質檢測要求。

˙	產品以簡約的外盒設計配上富特色的腰帶，令產品包裝更具立體感，塑造產品高貴大方的風格。

˙	香港製造，採用上等麵粉，人手打造。

˙	不加味精及防腐劑，少鹽低鈉，採用純天然食材，乃上佳健康食品。

E12

品牌：乾倉之味—陳國義選茶 (Tea Master Chan)
公司名稱	 ：茶藝樂園

品牌創立年份	：2011 年

獎項及認證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長裕街 2 號嘉圖工廠大廈 8 樓 B 室

電話：(852)	2786	3083	 電郵：customer@besttea.com.hk

傳真：(852)	3580	0583	 網址：www.besttea.com.hk

乾倉之味—陳國義選茶 2011 年五谷豐收茶餅

˙	「乾倉之味—陳國義選茶 2011年五谷豐收茶餅」以 1988 年「青餅」製作的整體
經驗為基礎，於臨滄高原境內數個深山幽境內採覓，以珍稀大樹喬木作曬青原料，經悉心拼配後製成茶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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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東方紅	(Tung Fong Hung)
公司名稱	 ：東方紅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71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HACCP、GMP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工業村大富街 12 號 GMP 中心地下

電話：(852)	2518	6271	 電郵：wkwong@tfh.com.hk

傳真：(852)	8198	6666	 網址：www.tfh.com.hk

東方紅湯料包─猴頭菇花膠螺片湯

˙	「東方紅猴頭菇花膠螺片湯」滋補滋潤，用料上乘，方便生活繁忙的都市人飲用，健
康可靠，信心保證。

˙	全部食品經由合格之OEM生產商生產，並以人手選取加工。產品不含添加味精、防腐劑及人造色素，保障用家健
康。

˙	公司不斷推出新產品，如即飲湯系列，以迎合新興市場的需要。

˙	包裝說明清晰易明，設計輕便美觀。

E14

品牌：美味棧	(Yummy House)
公司名稱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2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ISO	22000、HACCP

地址：香港干諾道西 144-151 號成基商業中心 2102 室

電話：(852)	9095	7399	/(852)	2803	0833	 電郵：eddie@yum.com.hk

傳真：(852)	3528	0580	 網址：http://www.yum.com.hk

美味棧古法頭抽

˙	「美味棧古法頭抽」選用優質黃豆，經過精密工序及四個月的發酵期，提煉出第一
遍豉油，味道香純濃郁。

˙	產品沒有添加味精和人造色素，實為健康之選。

˙	生產廠房獲得「ISO	9001」、「ISO	22000」及「HACCP」等認證，生產全程受到監
控。每年由認可化驗所化驗產品外，並獲頒發「優質正印」標誌。

˙	頭抽質量被評定為特級，所含氨基酸態氮為1.1克 /100 毫升以上。

˙	2013 年，新醬油廠將全面運作，屆時產品質素及環境衛生將獲進一步提升。

˙	產品玻璃瓶外觀已在香港成功註冊，瓶身印有「美味棧」凸字，防止偽冒。產品標籤附有 14 項營養素的資料，符合
多國要求。

˙	產品在香港頭抽市場佔有率超過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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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寶瓶牌	(Aquarius)
公司名稱	 ：寶瓶養益產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8 年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山林道 46-48 號運通商業大廈 2 樓 212 舖

電話：(852)	9629	0869	 電郵：yin@aquariushk.com/aquariushk@yahoo.com.hk

傳真：(852)	3489	7893	 網址：www.aquariushk.com

寶瓶牌保加利亞玫瑰面霜

˙	「寶瓶牌保加利亞玫瑰面霜」質地輕柔而保濕滋潤，有效對抗敏感皮膚；並具雙重抗氧化功能，有助清除自由基及
促進人體代謝。

˙	產品所有功能性成份均由天然物質製造。

˙	超過 90% 原料是採用天然原料，絕不含人工合成化學香料。

˙	產品推廣「回復天然，健康為本」理念。

F02

品牌：阿斯麥	(aXimed)
公司名稱	 ：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8 年

獎項及認證	 ：GMP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 38-40 號華衛工貿中心 15 字樓 03 室

電話：(852)	9326	8439	 電郵：johnli@aximed.no

傳真：(852)	2368	2778	 網址：www.aximed.hk

挪威阿斯麥天然奧米加－ 3 三文魚油丸

˙	「挪威阿斯麥天然奧米加－3三文魚油丸」於挪威生產，並採用挪威新鮮三文魚製
造。產品成份天然無添加及不含化學殘留，容易吸收，適合一家大小食用。

˙	產品含天然奧米加 -3 不飽和脂肪酸兼三文魚獨有的抗氧化成份─蝦青素，具有護
心、健腦、益眼、活關節的作用。

˙	產品為香港醫護學會認證產品，並取得挪威國家營養及海產食物研究院檢測報告、挪威衛生證明書、香港標準及
檢定中心檢測證書等認證。2009至 2010 年連續 2年獲《南華傳媒》頒發「最傑出天然魚油大獎」。

˙	產品採用先進的低溫分離技術，不經化學及高溫處理，保留三文魚所含的抗氧化成份─蝦青素和三文魚的營養。

˙	產品採用銀色鋁瓶盛載，防止光熱令魚油氧化，保持質量。

˙	產品包裝印有標籤清楚說明每1,000 毫克內含奧米加－3，以及 DHA 及 EPA 的成份。

中藥、保健品及美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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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BABY GAGA
公司名稱	 ：簡約養生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嬰兒產品環保設計獎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庇利金街 14-20 號富利商業大廈 10 樓 1005 室

電話：(852)	2388	1983	 電郵：sf@pristine.hk

傳真：(852)	3905	8158	 網址：www.pristine.hk

BABY	GAGA	有機防蚊小天使

˙	「BABY	GAGA有機防蚊小天使」為香港首個有機嬰兒護膚品牌，以防蚊膏體代替噴霧，且不會產生化學霧氣，適用
於初生嬰兒。

˙	產品成份百分百天然，無 DEET 或其他化學成分，較同類產品更安全；除可禦防蚊蟲外，產品亦可舒緩被叮咬的皮膚，
消炎消腫。

˙	產品的有機成分均附有國際認可的有機認證，出廠前亦通過品質穩定性和 SGS 的細菌及重金屬測試。

˙	產品以膏體代替噴劑，解決傳統防蚊產品的安全問題。百分百天然成分配方，也為防蚊產品定下新環保標準。

˙	產品採用色彩鮮明、構圖生動的包裝設計，突顯開朗、健康和環保的品牌形象。同時，包裝物料可循環再用，貫徹環保
形象。

˙	 2011年，獲香港貿易發展局雜誌《The	Enterprise》挑選為封面產品之一。

F04

品牌：美國家得路	(CATALO)
公司名稱	 ：家得路美國天然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9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81 號	7	樓

電話：(852)	3556	8686	 電郵：info@catalo.com.hk

傳真：(852)	2529	1386	 網址：www.catalo.co

家得路藍莓護眼專家

˙	「美國家得路藍莓護眼專家」選用高份量的優質天然北歐野生藍莓 (Bilberry)	
精華及珍貴純植物性海藻精華 (life’s	DHATM	Algae	Extract)，並加入榮獲多國專
利的萬壽菊 (Marigold) 精華 (含葉黃素 (Lutein) 及玉米黃質素 (Zeaxanthin)），配
合珍貴草本小米草（EyeBright）精華和葡萄籽 (GrapeSeed) 精華等六種珍貴成份精
製而成。

˙	同時選用素食膠囊，適合任何人士（包括素食者）食用，為眼睛提供周全保護外，亦可紓緩眼睛不適，預防視力衰退。

˙	產品由擁有「GMP」及「FDA」認證藥廠生產。

˙	產品的花青素含量高達 36%，並選用「life’s	DHA」及「FloraGold」兩大專利成份。

˙	產品上以中英文清楚列明產品功用、適用人士、有效成份含量等標籤，讓顧客清楚明白產品的功用及成份，食用更放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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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Cellution
公司名稱	 ：港威國際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200 號新銀集團中心 1501 室

電話：(852)	3100	0025	 電郵：info@dr-cellution.com

傳真：(852)	3579	5158	 網址：www.dr-cellution.com

Cellution	Colli-G 美白膠原淨肝素

˙	「Cellution	 Colli-G 美白膠原淨肝素」成份全天然，採用獨家專利配方「Uva-
binine」，有效提升肝臟功能，針對抑制黑色素形成，提升真皮層之膠原質及彈性	
蛋白纖維水平；能加倍推動淨肝、護肝，促進新陳代謝。

˙	通過農藥殘留物、微生物、重金屬等測試，並取得美國食品「GMP」認證。

˙	經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進行多項功效及安全性科學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只需服用產品兩星期，肌膚質素即獲	
得全面提升；同時具美白、淡斑、增加膠原蛋白、收緊眼袋和提升臉部輪廓之功效；持續服用更可有效擊退肌膚鬆
弛、皺紋、色斑等老化問題高達 90%。

F06

品牌：陳老二	(Chan Lo Yi)
公司名稱	 ：香港陳老二藥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88 年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23-39 號長豐工業大廈 7 樓

電話：(852)	2886	2682	 電郵：keiwai_chan@hotmail.com

傳真：(852)	2882	6221	 網址：www.chanloyi.com

陳老二燕窩滋陰丸

˙	「陳老二燕窩滋陰丸」根據中國歷代名醫醫案，結合現代人滋陰養顏的生活研究配
方；選用天然名貴藥材及優質天然燕窩煉製。

˙	產品經香港政府註冊，及經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測試化驗，符合香港中成藥之嚴格
標準，並以全電腦自動化生產。

˙	產品於香港製造，用料質量及生產程序按照	「優良藥品生產規範 GMP」操作；廠房採用全電腦自動化的生產線技
術及設有成品化驗分析設備，嚴格監控品質，確保產品穩定性，安全性及療效性。

˙	「陳老二」開創先河，是香港首家以燕窩作為中藥保健產品主要材料的生產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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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花心紋	(Faxime-Moon)
公司名稱	 ：君豐彩香港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0 年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 38-40 號華衛工貿中心 12 樓 12 室

電話：(852)	2687	3369	 電郵：janus@harvestbeautyhk.com

傳真：(852)	2687	6308	 網址：www.frankleymart.com

花心紋慧靈采肌精華素

˙	「花心紋慧靈采肌精華素」能促進皮膚膠原蛋白和透明質酸的合成，促使肌膚再生
，從而提升皮膚質素；並能有效去除面上細紋及皺紋，全面活化肌膚。

˙	產品是香港市場上唯一的「創水式」補濕護膚品，有別於傳統補水、鎖水的護膚產品
。產品是透過激發肌膚自行創水能力，從最深層根源為肌膚消除乾渴，徹底解決肌
膚根本的缺水問題，讓肌膚持久保持水嫩彈性。

F08

品牌：佳善	(Glyso-Derm)
公司名稱	 ：宏系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5 年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 20 號怡生工業大廈 3 樓 A 室

電話：(852)	9041	9928	 電郵：gzgnl@21cn.net

傳真：(852)	2850	5314	 網址：www.phytopharm.com.hk

佳善護手膏

˙	「佳善護手膏」以 Glycerin 精製而成，能在皮膚表層形成保護膜，達到滋潤、防菌
功效，被稱為「隱形手套」；是專業人士普遍選擇的皮膚科護膚品。

˙	產品經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核並頒發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備案憑證。

˙	「佳善護手膏」能快速滲透，軟化皮膚，形成保護層，洗手後亦無需補搽。

˙	「佳善護手膏」形象專業；於過去10 年累積的口碑，大部份來自專業界人士使用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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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髮再生	(Hair Again)
公司名稱	 ：創生興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9 年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38~444 號金鵝商業大廈 6 樓 A 室

電話：(852)	9600	8282	 電郵：newcynos@netvigator.com

傳真：(852)	2838	0230	 網址：www.hairagain2000.com.hk

髮再生止脫、育髮液

˙	「髮再生止脫、育髮液」採用純中藥配方，不含西藥和激素。產品配方成份達 30 種
，能真正全面幅蓋病灶根源，最終令頭髮自然生長。

˙	「髮再生」系列產品已向香港衛生署申請為藥物，受香港藥物條例監管。公司是唯一
在同類產品設有免費售前及售後服務中心的品牌，為使用者提供優質及專業服務。

˙	產品的包裝材料和印刷技術採用高新科技，營造現代化的中華形象。

F10

品牌：漢生堂	(Han Sheng Tang)
公司名稱	 ：漢生堂藥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1 年

獎項及認証	 ：香港名牌

地址：香港干諾道西 141 號保柏中心 17 字樓

電話：(852)	2368	2288	 電郵：hstherb@hanshengtang.imsbiz.com.hk

傳真：(852)	2857	9774	 網址：www.hanshengtang.com

漢生堂資癸女貞丸

˙	「漢生堂資癸女貞丸」以服用量少、見效快、不含有毒副作用見稱。

˙	產品通過國家衛生部指定的北京三家醫院的臨床測試，並已取得「香港 Q 嘜	
優質產品計劃」認證。產品以選用地道優質沒污染原料，及使用「GMP」廠房生產。

˙	產品在內地獲專利註冊。

˙	產品多次獲得屈臣氏頒發的銷售獎項，並一直排列於華潤堂銷售同類產品的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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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祖姬奵	(Joseristine)
公司名稱	 ：彩豐行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2 年

獎項及認證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正版正貨、ISO	9001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天后路 18 號南豐工業城第一座 7 樓 713 室

電話：(852)	2465	8946	 電郵：pakki@choi-fung.com；

傳真：(852)	2465	6844	 　　　catherinelo@choi-fung.com

網址：www.choi-fung.com

祖姬奵蔗糖特滋潤沐浴露
˙	「祖姬奵蔗糖特滋潤沐浴露」蘊含蔗糖、甘油等多種滋潤成份，性質溫和，潔淨同
時具有滋潤、保濕功效，預防肌膚乾燥。

˙	相對於市場同類型的產品，價錢較大眾化。

˙	於香港工場製造，確保產品質量優良穩定。公司於推出新產品前，均會進行全面性的
客戶意見調查，確保產品測試合格後才推出市場。

˙	公司設立品質控制部，引入多款先進儀器，亦會定期於 SGS 實驗室或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進行化驗及各項指定的
品質檢測項目，確保所有產品質量符合標準。

˙	產品的生產工序，包括由資源運送以至產品製造，均獲得「ISO	9001」認證。

˙	於 2010 年，取得「香港 Q 嘜優質服務計劃」認證；更設有完善的售後服務，包括換貨及退貨服務，提供全面的優
質服務。

˙	首創以天然的蔗糖作為沐浴露的主要成份，不添加任何人造色素。

˙	於 2010 年，沐浴露推出全新包裝，鮮黃色的樽身讓顧客更易辨認為原裝正貨。其後，更推出沐浴露環保袋，藉此
鼓勵市民大眾支持環保。

F12

品牌：日本命力	(Meiriki)
公司名稱	 ：康盟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7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GMP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113 號 16 樓 1606 室

電話：(852)	2194	0083	 電郵：marketing@concorda.com.hk

傳真：(852)	2194	0008	 網址：www.meiriki-jp.com.hk

日本命力美目藍莓素
˙	「日本命力美目藍莓素」以最先進的技術，將 DHA 提煉並加入藍苺素內，有助大腦
細胞生長及發育，以及維持視網膜及視覺健康。

˙	產品百分百於日本製造及通過多重檢測。從原材料到生產包裝，過程均符合原材料
安全檢測及日本「GMP」廠房規格；亦通過日本厚生省轄下之「食品分析化驗所測試
(JFRL)」，並獲得日本健康營養食品協會頒發認定證書 (JHFA)；商品更提交香港標準及檢定中測試，確保產品不
含重金屬、水銀、農藥及各種有害物質；亦通過國家標準「CNAS－ CL01」輻射鑒定。日常亦安排專人定期到屈臣
氏檢查產品。「日本命力」由專業營養師跟進售後服務，為顧客提供健康資訊及營養分析。

˙	產品是首個引入香港的藍莓產品，推動藍莓護眼的概念自始在香港普及。

˙	產品的花青素含量達 36%。超過香港市場上的同類產品。

˙	2011年，獲屈臣氏頒發「鑽石級健康美麗大獎－美目護眼產品」以及超過十多年獲頒「屈臣氏健與美大賞－最暢
銷護目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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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保滋堂潘務菴	(Po Che Tong Poon Mo Um)
公司名稱	 ：保滋堂潘務菴

品牌創立年份	：1669 年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47 號凱源工業大廈 8 樓 A 室

電話：(852)	2543	8301	 電郵：info@pochetong.com

傳真：(852)	2543	7117	 網址：www.pochetong.com

保滋堂潘務菴八寶珠珀保嬰丹

˙	「保滋堂保嬰丹製作技藝」於 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
項目名錄中的傳統醫藥類名錄」。

˙	產品榮獲「2011至愛優質百年品牌大獎」及「傑出企業形象大獎 2011」等榮譽。

˙	每批產品均通過重金屬及有毒元素測試，微生物限度測試及農藥殘留測試。

˙	產品保留原創特色，配合時代包裝。

F14

品牌：保心安	(Po Sum On)
公司名稱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07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GMP

地址：香港黃竹坑道 28 號保濟工業大廈 12-13 樓

電話：(852)	2873	3623	 電郵：salespso@posumon.com.hk

傳真：(852)	2552	9011	 網址：www.posumon.com.hk

保心安油

˙	「保心安油」採用十多款未經加工、純地道的名貴中藥以古法製成。經中山大學安全性
試驗，表明保心安油油質温和，不含水楊酸甲酯 (俗稱冬青油 )，對皮膚無刺激性，可用
作按摩塗抹皮膚上，減輕肌肉和關節酸痛；同時有助消腫散瘀，對輕微的損傷可止血止
痛，對於因風寒引起的肚痛和咳嗽等，特別見效，集多療效於一油。

˙	產品於1998 年獲得澳洲「GMP」認證，並於2010年獲得「香港 Q 嘜優質產品計劃」
認證。

˙	「一油傍身，可保全家心安」是始創人對保心安油命名的原意。產品以圓筒型罐裝包裝，印有	「童子」商標及具中國傳
統色彩的圖案，設計別樹一格。

˙	公司與時並進，於2008 年投資過千萬元改善廠房設備，例如增購各款自動化機器，提高生產力及管理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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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御藥堂	(Royal Medic)
公司名稱	 ：御藥堂 ( 控股 ) 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卓越名牌、HACCP、GMP、A-MARK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青山公路 307-311 號萬勝工業大廈 21 樓

電話：(852)	2297	5525	 電郵：jingle.wan@wisdomcome.com

傳真：(852)	2297	3333	 網址：www.royalmedic.com

御藥堂培植蟲草菌絲體 Cs-4

˙	「御藥堂培植蟲草菌絲體」獲香港浸會大學屬下浸大中醫藥研究所初步臨床測試證實，
82% 有效改善失眠及68% 有效改善夜尿問題

˙	榮獲專業獨立市場研究中心 Consumer	Search 調查證實，81% 有效改善鼻敏症狀

˙	於2009年至2011年期間，國際權威調查公司尼爾森 (The	Nielsen	Company) 核實「御藥堂培植蟲草菌絲體 Cs-4」為
連續 3年蟲草產品全港銷量冠軍

˙	榮獲香港浸會大學屬下香港中藥檢定中心頒發「A嘜優質中藥認證」

˙	邀請港九中醫師公會擔任顧問，為品牌及產品研發提供專業意見

˙	產品符合國際優良藥品製造規範 (GMP) 生產；每批成品均會抽樣本送交香港認可處認可的本港化驗所；而香港浸會大
學屬下香港中藥檢定中心亦會對市場上產品進行品質抽檢

˙	產品符合香港中醫管理委員會「中成藥」註冊申請手冊對中成藥之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限量、微生物限度及殘餘殺蟲
劑含量限量要求

F16

品牌：維家	(Vigor-V) 
公司名稱	 ：高來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11 年

獎項及認證	 ：GMP

地址：香港九龍寶勒行 9-11 號和益中心 12 樓 B 室

電話：(852)	3996	9881	 電郵：toployal2@gmail.com

傳真：(852)	3996	9879	 網址：www.vigor-v.com

維家 Vigor-V	Gel

˙	「維家 Vigor-V	Gel」由美國 OEM生產商研發，配合市場用家需要而製。

˙	產品獲美國「FDA」、「GMP」生產認證。

˙	產品由美國入口及生產，於市場上只有少量同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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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五色靈芝	(Vita Green Lingzhi)
公司名稱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GMP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21 樓 2106-07 室

電話：(852)	2901	6000	 電郵：online@vitagreen.com

傳真：(852)	2801	7147	 網址：www.vitagreen.com

五色靈芝

˙	維特健靈「五色靈芝」按照中醫人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的哲理，採用野生赤、
紫、黃、白、青及黑芝的精華製成口服藥丸，可以補益五臟六腑，延年益壽。

˙	數據顯示，產品能顯著提升免疫力，有效維持免疫系統自穩狀態。

˙	產品由國際「GMP」規範認證的藥廠生產，以「一條龍」生產模式，確保產品優質穩定，是市面上唯一以「一條龍」模
式生產的靈芝產品。

˙	產品通過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農藥殘留量、微生物限度等測試認可，保證優質安全，並通過「TLC」、「HPLC」	
成份鑒別分析；所有生產批號亦通過活性成份含量測試，確證成份 (包括總多醣及三帖類 ) 質量穩定。

˙	首創以五行學說成功研製「五色靈芝」推出市場，以純天然野生五類 ( 六種 ) 靈芝研製成最具補益療效、可補五臟
的口服靈芝藥丸。

˙	「五色靈芝」先後被選為本港和中國多間權威學府的科研實驗的研究素材。「五色靈芝」具增強免疫力及抗衰老功
效，是最多科研實證支持的靈芝產品。

F18

品牌：維新烏絲素	(Vita Hair)
公司名稱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1993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名牌、ISO	9001、GMP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21 樓 2106-07 室

電話：(852)	2901	6000	 電郵：online@vitagreen.com

傳真：(852)	2801	7147	 網址：www.vitagreen.com

維新烏絲素

˙	「維新烏絲素」由一級野生首烏、靈芝、牛膝、當歸、菟絲子、女貞子、墨旱蓮、肉蓯蓉、龜板等 10 多種天然名貴中
草藥精製而成，針對調理肝、腎、氣血。

˙	根據國內大學中藥學院的研究報告，「維新烏絲素」具促進毛髮生長作用，能通過擴張皮膚毛細血管，增加局部供
血量、改善局部微循環、加強毛髮營養、改變毛髮生長周期，從而促進毛髮生長和再生。

˙	產品由國際「GMP」規範認證的藥廠生產，以「一條龍」生產模式，確保產品優質穩定，是市面上唯一以「一條龍」模
式生產的靈芝產品。

˙	產品通過重金屬及有毒元素含量、農藥殘留量、微生物限度等測試認可，保證優質安全，並通過「TLC」、「HPLC」	
成份鑒別分析；所有生產批號亦通過活性成份含量測試，確證成份 (包括總多醣及三帖類 ) 質量穩定。

˙	首創以針對內在調理而製成的健髮產品，採用10多種名貴天然中藥，結合現代科技，經多重提煉方法製成。針對調理	
肝、腎、氣血，幫助平衡荷爾蒙分泌，促進髮囊血液循環，使靜止及衰退的毛囊能重新活躍起來，有效制止脫髮，亦能增
加頭髮對漂髮、染髮或經常使用鹼性理髮品的抵抗力，令頭髮回復健康亮澤，是適合所有人使用的護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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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紫花油	(Zihua Embrocation)
公司名稱	 ：威發藥業有限公司

品牌創立年份	：2006 年

獎項及認證	 ：香港新星品牌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 16 號怡生工業中心 F 座 2 樓

電話：(852)	2787	0066	 電郵：enquiry@hkzihua.com

傳真：(852)	2787	0168	 網址：www.hkzihua.com

紫花油

˙	「紫花油」採用新配方，不但加強藥用功效，而且選用清新薰衣草香味取代難聞的藥油味。用後能醒腦提神、減輕
頭痛、舒緩痾嘔肚痛及舟車暈浪，尤其對舒緩鼻敏感症狀更為顯著。

˙	產品於香港製造；公司擁有完美的廠房管理系統對生產環境（例如：溫度、濕度、微生物量及微粒量等）、生產設	
備、原料處理及生產管理等各方面均有嚴格監控。

˙	所有原材料都經品質檢測，廠房範圍內更設有電腦監察系統，配合特別設計之空調系統，使廠房內的溫度、濕度及
潔淨度均達嚴格要求，並能防止交叉感染。每批產品出廠前均需通過安全、品質及成效三重品質檢測。

˙	產品根據年輕目標消費者品味及喜好研製，打破藥油用戶局限於年長人士的傳統。

˙	產品以紫色作由主題顏色富時代感，迎合年輕新一代口味。

˙	包裝外盒設計簡約，清新紫色包裝優雅清新，樽身外形令人聯想到盛放中之花的美態。另外，產品配置特別設計的
紫色防漏樽蓋，使用更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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