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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B-3E�



Ani-Com & Games Hong Kong�

今天的盛事，源起1999年暑假 ……�



當日城中眾多展覽
活動之一：香港漫
畫節，已提升至……�



⾹香港動漫電玩節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推介的⾹香港節⽇日盛事。

具代表性�
的香港盛事：�

香港動漫電玩節，�
國際聞名。�



眾多參展商
精心推出新
玩意新產品
新意念，吸
引數十萬觀
眾熱情參與
，渴望先睹
為快、親身
體驗、盡情
購物玩樂。�
�



ACGHK的
宣傳效力
驕人，吸引
眾多中國、
日本、韓國
及歐美等地
的組織及企
業參與，開
拓機遇。�



2015年，ACGHK獲國際御宅展覽業協會(IOEA)邀請，成為該會的創會理事
之一。IOEA的宗旨是連繫全球御宅展覽及活動，促進御宅文化交流，鼓勵各
地愛好者組織新展覽及活動。�

至2019年底，
全球已有50國家
的138項御宅
展覽及活動加入
IOEA。�



試玩、購買新產品�
�

試玩、購買新遊戲；現場支持�
電競偶像�

名人、大師簽名/簽繪/見面會�

限量版、特別版�

享受花多眼亂的現場迷惑�

追求網購不可能提供的現場感受�

�
欣賞舞台節目、垷場活動及�
參展商活動�

與國際動漫音樂偶像及�
cosplayers見面�

數十萬粉絲來
朝聖，他們在
追求甚麽?�



2019 盛會�

觀眾概覽�

男 女

性別�

年齡�



2019 盛會�

逗留時間 (小時)�

消費 (HK$)�

平均2小時�

估算平均�
消費$800�

觀眾概覽�



2019 盛會�

觀眾概覽�

上一屆有參觀�

首次參觀�

觀眾支持�



今屆大日子�
請緊記�

展期�

2021年1月1-4日�
(星期五至一，一連四天)�

+
第22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及 首屆巨匠潮玩藝術玩具展(香港)同場舉行�

請登入www.ani-com.hk 了解巨匠展�

兩展同行 加倍精彩�

展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3B-3E�
�
面積�
15,000 平方米�



巨匠潮流藝術玩具展，集合不同潮流及巨匠設計藝術家作品同
場展出，更有最潮最新的玩具figure產品，當然現場更有限量作
品銷售，大會更好安排不同的交流及展覽活動，讓入場觀衆可
以360度了解巨匠設計藝術家的作品。�



國際企業龍頭雲集，�
百花齊放，各領風騷！�



產品發佈、限量品、會場
特別版、簽名版、免費

體驗、贈品、超級優惠、
顧客滿載而歸，參展商長

短期目標均可達成。�



新遊戲、大熱電競、軟硬件
齊全，嘉年華氣氛持續高漲。�



不論目標是打響品牌、
市場推廣還是銷售創
新高，ACGHK數十萬
觀眾，為你引發無限

商機！�



ACGHK同人區，是動漫電
玩領域另一創意寶藏，是年

輕人熱愛的文化潮流。�



讓觀眾有機會欣賞、了解、
試玩、親身體驗產品，是養

成忠實粉絲的妙法。�



大會舞台是觀眾的眼球聚焦處，
盡早訂購時段，讓你的推廣計劃

或發佈大計可以華麗出場！�



newswhistle.com�
�
Hong Kong's annual 
comic convention — 
Ani-Com & Games HK 
(ACGHK) — has always 
been a hit-or-miss affair, 
but there wasn't  much 
wrong with this year's 
version. In fact, it was 
the best one we've 
attended.�

Geekculture.co�
�
ACGHK 2018 Shows Why 
It's The Must-Attend 
Games, Toys and Anime 
Show in Asia�



歡迎�
建議更多�
合作方案�

展覽類別�
•�動漫影片�

•�漫畫 / 消閒刊物�

•�玩具 / 模型及手辦�

•�電競 / 遊戲 / Apps�

•�文具及禮品�

•�影音 / 潮流精品�

•�兒童精品 ��

•�電腦器材及軟件 / �
�電訊產品 / 其他 �

參展模式�
光地�

標準展位�



各式�
推廣合作�

任何�
雙贏方案�
無任歡迎�

各式�
專屬設定�

贊助�



凌速博覽是一間專業籌辦展覽和推廣活動的公司。�
�
我司代表性項目是 “香港動漫電玩節”，一個國際知名的b2c公眾展覽，網羅國際動漫、遊
戲、精品玩具等龍頭企業參展，每年暑期均吸引數十萬人流參觀。�

此外，由我司主辦香港唯一的 “健康博覽 + 愛Baby親子博覽”於每年6月中旬舉辦，展出攤位
多達4百餘個，是商家面向年青父母和中老年消費者的最佳展覽機會。�

貿易展覽方面還有 “姊妹專業美容展”，每年於5月和9月舉辦兩次，是連繫專業美容產品供應
商和美容院的核心展覽。�

凌速博覽簡介�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883號�
億利工業中心3樓12-15室�

Units 12-15, 3/F, Elite Industrial Centre,�
883 Cheung Sha Wan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
電話 Tel : +852 2344 0415          傳真 Fax : +852 2951 4142�

網址 Web : www.ani-com.hk �
電郵 Email : info@ani-com.hk�

Facebook : anicomhk�
�
�

廣州凌速展覽文化有限公司�
In Express Expo Culture Limited�

�
廣州市越秀區沿江中路298號�

江灣商業中心中區2407-08房（電梯按23字）�
2407-08 Jiangwan Commercial Center Central Zone, �

298 Yanjiang Zhonglu, Guangzhou. (Elevator button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