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備忘 
致採訪主任： 
 

珠寶雙展及只想購物節明天開鑼 
各式產品琳琅滿目 享受一站式購物樂趣 

 
2022 年 7 月 28 日－由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 38 屆香港國際珠寶展及第 8 屆香港國

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將於 7月 29至 8月 2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另同樣由香港貿發局

主辦的只想購物節亦於 7月 29日至 8月 1日在同地同步舉行。三項展覽均為實體舉行及開放予公眾進

場參觀，全力協助港商抓緊零售商機。 
 
今年兩項珠寶展雲集超過 430 家展商，特設七大焦點展區，網羅各式名貴珠寶、輕奢首飾。由於兩展

將全面開放予珠寶愛好者入場，大會特意舉行大眾化的分享會，主題包括鑽石的藝術與科學、珠寶

的創造和鑒賞、工藝技術的傳承、為甚麼選擇永續珍珠，以及珠寶數碼化購物體驗及產品認證信任

標誌等，加深公眾對珠寶的認識；並設有繞線玫瑰花耳環工作坊及大溪地珍珠時尚手環工作坊，讓

公眾親手製作獨一無二的首飾；入場人士亦可參加珠寶競投精明眼，以超值的起拍價競投心儀的珠

寶首飾。展會首日將舉行兩項設計比賽頒獎典禮，以鼓勵和發掘本地珠寶設計人才。 
 
同期舉行的只想購物節吸引超過 540 家展商參加，設有六大主題展區，呈獻各式美酒佳餚、時裝珠寶、

家居生活、玩樂休閒、保健美容、育兒精選等產品。另外，展會設有「只想大抽獎」，市民消費滿

200 元，即可憑單據參加一次抽獎，獎品豐富，包括酒店住宿套票、飾物、防疫及保健護理產品等；

入場人士還可參加「競投精明眼」，以低至一折起拍價競投潮流首飾、美容護理產品及家品等多款

人氣商品。 
 
現誠邀 貴機構派員採訪是次展會，詳情如下： 

第38屆香港國際珠寶展及第8屆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日期 2022年7月29日至8月2日（星期五至二） 
時間 7月29至8月1日（星期五至一）：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7時 

8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5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三樓） 
部份焦點活動 7月29日 

開幕典禮 
時間：上午11時 
嘉賓：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備註：憑柬出席 

  



 

 

 第二十三屆香港珠寶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下午5時1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出席嘉賓： 

• 慧妍雅集執行委員會會長 劉倩婷 
• 榮昌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創辧人、主席兼行政總裁 杜源寧 
• GIA Hong Kong Ltd.資深亞太區市場發展及策略總監 方可欣 
• 嘉盈珠寶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淑筠 
•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大師工作室總監 何冠寰 
• EDITECTURE始創合伙人 翟凱怡 
• DORISKATH創意總監 陳綽盈 

 
7月31日 
珠寶的創造和鑒賞 
時間：下午3時45分至下午4時4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講者： 

• GIA研究寶石學家及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第三屆香港珠寶業傑出成就

獎」得主 鄺美雲 
• 香港珠寶首飾業商會有限公司名譽顧問及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小組顧問 麥

錦泉 
入場人士 • 開放予公眾人士入場。 

• 16 歲以下參觀人士必須由一名 18 歲或以上之成人陪同下登記及進場。 
• 入場費：每位 100 港元。 
• 16 歲以下之參觀人士免費入場。 
• 基於保安理由，所有現場或預先登記人士必須親臨會場登記處，並出示護

照或香港身份證正本，以領取入場證。中國內地之參觀人士需同時出示中

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及往來港澳通行證。其他身份證明文件恕不接

受。入場證未被確認之人士將不能進入展場。主辦機構有權覆核登記人士

的身份及拒發入場證予大會認為不適當人士。 
• 為加強保安，所有參觀人士於進入場館前必須於保安檢查站出示以下證

件，以供查核： 
1. 經主辦機構確認的附相片入場證；或 
2. 經主辦機構確認的入場證及其有效的護照、香港身份證或往來港澳

通行證正本(不接受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網頁 香港國際珠寶展︰hkjewelleryshow.hktdc.com/tc 
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hkdgp.hktdc.com/tc 
 
購物優惠： 
香港國際珠寶展︰https://www.hktdc.com/event/hkjewellery/tc/shopping-coupons 
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https://www.hktdc.com/event/hkdgp/tc/shopping-coupons 

公眾免費入場

登記網頁 
https://bit.ly/3uOq5HI 

 
只想購物節 

日期 2022年7月29日至8月1日（星期五至一） 
時間 2022年7月29至31日（星期五至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7時 

2022年8月1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5（五樓） 
入場人士 • 公眾人士憑票入場，只接受八達通即時付費。 

• 成人票：港幣20 元；小童票：港幣10 元 (小學生/身高1.2 米或以下小童)。 
• 3 歲或以下小童及65 歲或以上人士免費入場。 
• 每日展覽會關閉前45 分鐘終止參觀人士進場。 

網頁 只想購物節：ssf.hktdc.com/tc 
「掃一掃，拎着數！」及精選產品：https://bit.ly/3O5R9ca 

公眾免費入場

登記網頁 
https://bit.ly/3uIBVTo 

 
媒體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工作證或名片，於記者登記處(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3E大堂)登記。 
 
傳媒查詢︰ 
新聞界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陳彩霞  電話：(852) 2584 4369  電郵：janet.ch.chan@hktdc.org 
劉茸   電話：(852) 2584 4472  電郵：clayton.y.lauw@hktdc.org 
 
香港貿發局新聞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是於 1966 年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促進、協助和發展香港貿易。貿發局

在世界各地設有 50 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設於中國內地，致力推廣本港作為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 
香港貿發局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會議及商貿考察團，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開拓內地和環球市場的

機遇。香港貿發局亦通過研究報告和數碼資訊平台，提供最新的市場分析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貿

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覽 www.hktdc.com/aboutus/tc。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

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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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珠寶展及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精選活動 
 

29 / 7 / 2022（星期五） 
 
開幕典禮 
時間：早上11時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足金首飾設計比賽 2022 頒獎典禮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語言：廣東話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第二十三屆香港珠寶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5時1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珠寶幸運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19 
 

30 / 7 / 2022（星期六） 
 
GIA 鑑定報告數碼新時代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12時1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講者：GIA 美國寶石研究院亞太區資深市場發展及策略總監 方可欣 
 
鑽石的藝術與科學 
時間：下午2時15分至3時 
地點: 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英語 
講者： 

• 寶石學家、L'ÉCOLE珠寶藝術學院講師及高級教育經理 Alice Leung 
• 藝術史學家及L'ÉCOLE珠寶藝術學院講師 Mathilde Rondouin 

 
 
 
 
 



 

 

大溪地珍珠時尚手環工作坊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The Workshop 
語言：廣東話 
導師：香港大溪地黑珍珠協會總經理、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商襄校園小組成員黃素珠 
 
珠寶競投精明眼 
時間：下午4時至4時4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天然鑽石 ⦁ 有「形」有款 
時間：下午5時至5時4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講者：周大福珠寶集團 - 鑽石原料採購策劃中心副總監 許亨杰 
 
珠寶幸運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19 
 

31 / 7 / 2022（星期日） 
向地球說『我願意』:爲什麽選擇永續珍珠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2時15分 
地點: 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講者：香港珍珠養殖協會創辦人／項目經理 王俊傑 
 
「編織玫瑰園」- 繞線玫瑰花耳環工作坊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The Workshop 
語言：廣東話 
導師：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理事 鄭楊惠芬 
 
珠寶競投精明眼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1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珠寶的創造和鑒賞 
時間：下午3時45分至4時4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導師： 

• 香港珠寶首飾業商會有限公司名譽顧問及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小組顧問 麥錦泉 
• GIA研究寶石學家及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第三屆香港珠寶業傑出成就獎」得主 鄺美雲 

 
珠寶匯演 
時間：下午5時至5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珠寶幸運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19 
 

1 / 8 / 2022（星期一） 
創造獨特的珠寶：工藝技術的傳承 
時間：上午11時15分至下午12時15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講者： 

• Loupe項目總監 余卓婷 
• 周大福大師工作室行政總監 何冠寰 
• Loupe駐場珠寶設計師 Daisy Chan 
• 周大福大師工作室工藝師 陳詠朗 
• 新世代工藝師 余子宜 

 
珠寶數碼化購物體驗及產品認證信任標誌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語言：廣東話 
主題講者： 

• 香港寶石學協會（GAHK）主席 廖尚宜 
•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企業及港澳與海外事務）、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

商會理事長、香港寶石學協會（GAHK）翡翠標準測試方法項目業界顧問兼國際珠寶業聯盟

（CIBJO）翡翠工作小組成員 黃紹基 
• 香港寶石學協會翡翠標準測試方法項目專家顧問、美國國家認可局首席評審組長（寶石鑑證

所）張展強 
• 香港寶石學協會教育和認證及標籤計劃理事、六福集團鑑定中心顧問 徐建華 



 

 

• 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培訓服務）彭炳鴻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學系系主任 陳光耀 
• 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 黎英偉 

 
珠寶匯演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5時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珠寶幸運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19 
 

2 / 8 / 2022（星期二） 
珠寶幸運大抽獎 
時間：下午4時至4時30分 
地點：展覽廳3F LuxeStage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19 
 

只想購物節精選活動 
地點：展覽廳5FG 時尚生活舞台 

29 / 7 / 2022（星期五） 
香港品味潮人清酒大賞2022頒獎典禮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12時30分 
講者：香港酒類行業協會代表 
 
攝影比賽「味道」頒獎禮 
時間：下午12時45分至1時30分 
講者：香港酒類行業協會代表 
 
瑜伽懶人包 全家動起來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5時 
講者：香港瑜伽教練總會代表 
 
「只想」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67 
 
 
 
 
 



 

 

30 / 7 / 2022（星期六） 
競投精明眼 
時間：下午2時至2時45分 
 
三姐與您有約 
時間：下午3時15分至4時 
講者：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 
星級大廚：三姐 
 
酒總男神廚房 – 美酒佳餚大配對 
時間：下午4時15分至5時 
講者：香港酒業總商會代表 
 
「只想」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67 
 

31 / 7 / 2022（星期日） 
香港工藝 - 如何誕生一枚個人化的陀飛輪腕錶 
時間：下午1時40分至2時 
講者：Anpassa Watch Company代表 
 
「子」想書道表演 
時間：下午3時至3時50分 
講者：兵書館文化藝術教育中心創辦人及首席導師 林子 
 
競投精明眼 
時間：下午4時45分至5時30分 
 
「只想」大抽獎 
時間：下午6時至6時30分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67 
 

1 / 8 / 2022（星期一） 
膠樽可以變成布？生活如何更環保? 
時間：下午12時15分至12時35分 
講者：奇才玩具有限公司 
 
「只想」大抽獎 
時間：下午3時至3時30分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58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