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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壓軸大型親子活動 

《Pokémon 遊戲嘉年華 》Let’s Go HK 2019 

人氣 Pokémon Pikachu 和 Eevee 將聯同新御三家現身九龍灣 E-Max  

 
(2018 年 8 月 14 日 香港訊) 九龍灣 E-Max 將會在今年暑假為全港家庭帶來難忘的回憶，全

球人氣 Pokémon 中的可愛精靈將會於 8 月 22-25 日現身 E-Max 商場，為一眾 Pokémon 粉絲

和訓練員帶來一連四天別開生面的嘉年華活動。當中從未曝光的 Pokémon 劍／盾新御三家「炎

兔兒」、「淚眼蜥」和「敲音猴」將會聯同 Pikachu 和 Eevee 一起現身商場與粉絲合照，又有

151 隻「野生」Pokémon 遍佈整個 E-Max 商場，等著各位訓練員來捕捉﹗同時一家大小可透

過參與設於地下中央廣場的攤位遊戲和任務，免費獲取豐富的 Pokémon 限量紀念精品，必可

令一眾 Pokémon 迷滿載而歸。 
 
 

 
 

Pikachu、Eevee、敲音猴、炎兔兒和淚眼蜥的大型公仔將會一起與傳媒見面 

 
 
 
 



 
《151 Pokémon 逐隻捉》 
為迎接新御三家的駕臨，151 隻 Pokémon 將於活動前率先進駐 
E-MAX 商場，並且藏身於由地下到五樓的每一角落，有些 
Pokémon 喜歡出現於人前，有些則會比較隱蔽，粉絲只要在活 
活當天找齊由大會指定的 6 隻精靈，並與牠們合照後上載到 
Facebook 或 IG 便可獲得限量 Pikachu 或 Eevee 立體帽一頂，而 
每天最先完成任務的 151 個玩家更可額外獲得由 Pokémon Hub 
送出的 Pokémon 限量禮品一個。 

 

 

 
由香港 Pokémon Hub 送出的獎品，左起：精靈球背囊、精靈球手挽袋、精靈球肩袋 

 
玩齊四個親子活動攞盡 Pokémon 禮品 
於地下中央廣場舉行的《Pokémon 遊戲嘉年華》 Let’s Go HK 2019 共有四個不同主題的親子

活動，適合一家大細和朋友一起參加，每個活動都各自有一款 Poké Ball 印章，分別有紅、藍、

紫和黑四色，集齊四款 Poké Ball 印章便可獲得限量版精靈球索袋一個。記得進場前，先到活

動接待處填寫簡單問卷後換取蓋印收集卡﹗ 
 

1) 《Pokémon 畫未來》 

參加者在大會提供的 Pokémon 畫紙上填色，完成後即可獲得 Pokémon 
精美文件夾一個和紅色 Poké Ball 印章。 

2) 《進化等級投》 

參加者把 6 個精靈球投進精靈籃內，精靈籃分有 1 - 3 分，把精靈球投 
入籃內便可累積該籃的分數，累積足夠分數便可獲得精美 Pokémon 
紙扇一把和藍色 Great Ball 印章。 

 
現場會派發貼紙

 

 



 

3) 《留住 Pokémon 的瞬間》 

寶可夢劍/盾的新御三家「炎兔兒」、「淚眼蜥」和「敲音猴」與 Pikachu 和 Eevee 將會不時現

身地下中央廣場，參加者要把握機會與最少其中一隻新御三家合照並上載到 Facebook 或 IG，

便可到接待處讓工作人員確認後，獲得最後一個黑色 Ultra Ball 印章。 

4) 《神速捕獲者》 

參加者兩人組成一隊，鬥快在限定時間內連續捕捉 10 隻 Pikachu，優勝者可獲得精美 Pokémon
繪畫簿一本，所有完成任務的參加者皆可獲得由大會發出的《神速捕獲者》証書一張、寶可

夢劍/盾記事簿一本和紫色 Master Ball 印章。 
 
 
 
 
 
 
 
 
 
 
 
 
  
 
 
 
 
 
 
 
 
 
《精英訓練員挑戰大賽》 
 
 
 
 
 
 

 

 

 

《進化等級投》獎品：Pokémon 紙扇 《Pokémon 畫未來》獎品：Pokémon 文件夾 

 

 



 
《Pokémon Hub 期間限定店》 
除了玩樂之外，嘉年華會當然少不了購物的樂趣，大會特別邀請日本 Pokémon 精品專門店

Pokémon Hub 在場內設立期間限定店，屆時店內將有多款首賣獨家產品，詳情請留意官方網

頁及 Pokémon Hub Facebook 公佈。 
 

 
Pokémon 會場限定品 

 
《Pokémon 集體回憶》 
同場展出多款極具珍藏價值的稀有 Pokémon 產品，包括歷代 Pokémon 遊戲和特別版主機，

讓 Pokémon 迷重拾童年回憶的同時，也可讓新世代孩子對 Pokémon 的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 
 

 
 



 
現場設置精靈寶可夢 Let’s Go 和寶可拳 Pokkén Tournament DX 試玩台與眾同樂 
大會除了一系列的攤位遊戲和任務活動外，還在會場設置多台精靈寶可夢 Let’s Go 試玩台，

讓比較少接觸或甚至從未接觸過Pokémon遊戲的大人和小朋友親身體驗捕捉Pokémon和進行

對戰的樂趣。 
 
《Pokémon 遊戲嘉年華》 Let’s Go HK 2019 
日期﹕ 2019 年 8 月 22-25 日 
時間﹕ 22-24 日（11am-7pm），25 日（11am-6pm） 
地點﹕ 地下中央廣場 

E-Max 交通方便快捷 

免費穿梭巴士每天由港鐵九龍灣站（德福廣場恆生中心）出發往返 E-Max。此外，E-Max 設有 400 個
時租車位，顧客消費滿 HK$100 即享一小時免費泊車，並最多可享 2 小時免費泊車。 

E-Max (www.emaxhk.com)或下載 E-Max Mobile App 

E-Max 全新形象隆重推出，令快樂生活指數再次提升，Logo 上擁有不同顏色的方格，代表了不同生

活開心元素，包括品味娛樂(Lifestyle Entertainment) 、創意生活(Creativity)、關係共融

(Relationship) 。E-Max 全力打造共融創意娛樂空間，為熱愛生活的都市人帶來全新的快樂生活體

驗。要擷取 E-Max 最新活動及資料，請瀏覽網址 www.emaxhk.com。 

 

如欲查詢或索取更多資料，請聯絡E-Max 宣傳部： 

梁碧琪 (Chloe Leung)      龍展濤 (Matt Lung) 
電話：(852) 2620-2895      電話：(852) 2620 2898 
電郵：chloeleung@hhlmail.com    電郵：mattlung@hhl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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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有關《精英訓練員挑戰大賽》 
全球 Pokémon 迷引頸以待的寶可夢劍/盾將於 11 月 15 日推出，為迎接正傳新作降臨，大會特

別為全港的 Pokémon 訓練員舉辦了一個嶄新的挑戰賽。初賽於每個活動日(8 月 22 至 25 日)
下午舉行，參賽者兩人一組鬥快於限定時間內捉齊 18 種屬性的精靈，每日勝出的隊伍將可晉

級到 8 月 25 日舉行的決賽，屆時四強將會進行單打和雙打對決，優勝隊伍可獲得 Nintendo 
Switch Lite 寶可夢劍/盾特別版主機兩部、伽勒爾全區地圖絹畫和 Pokémon 八達通；冠亞季

軍的隊伍皆可獲得精美水晶獎座； 四強隊伍除可獲得寶可夢劍/盾遊戲軟件各一外，還可獲

贈兩個精靈球 Plus；至於其他完成任務的參賽隊伍也可獲得任務完成獎。 
 
 
 

 
 

*上述為設計圖片 

 
冠軍獎品：冠軍大獎＋水晶獎座＋四強特別獎＋任務完成獎 
亞軍及季軍獎品：水晶獎座＋四強特別獎＋任務完成獎 
殿軍獎品：四強特別獎＋任務完成獎 
任務完成隊伍：任務完成獎 

 
有興趣參加的訓練員，可在 8 月 17 日前於以下網址報名：有關《精英訓練員大賽》的賽制和

規則請瀏覽：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activity 

冠軍大獎 

水晶獎座 四強特別獎 
任務完成獎 

精英訓練員挑戰大賽獎品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activity


 
有用連結： 
活動詳情請參考：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news/0069fc32e963b16733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activity 
高清圖片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og4oybs443xjrjo/AACPFoHvaamBJa-ixtC2F5Wpa?dl=0  
神速捕獲者示範片段 – 12分鐘捕捉 10 隻 Pikach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y9NFDVz2k&feature=youtu.be 
精英訓練員挑戰大賽 – 18屬性Pokémon 捕捉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6UrkFYOtw&feature=youtu.be 
精英訓練員挑戰大賽 –Pokémon 傳送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LAL7ETdgE&feature=youtu.be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news/0069fc32e963b16733
http://www.prowellasia.com.hk/hk/activity
https://www.dropbox.com/sh/og4oybs443xjrjo/AACPFoHvaamBJa-ixtC2F5Wpa?d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y9NFDVz2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6UrkFYOt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LAL7ETdgE&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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