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此下載高清圖片及影片： http://bit.ly/2Iz28Ma 

Duffy 與好友迎接奇妙新篇章 

CookieAnn 以全新名字推出獨家「Bespoke」商品系列 

於香港迪士尼樂園 10 月 29 日雀躍現身  

 

香港，2019 年 10 月 9 日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香港迪士尼）將於 10 月 29 日為 Duffy 與

好友粉絲獨家帶來首個 Bespoke 商品系列，慶祝 Cookie 以全新「CookieAnn」的名字亮相。

CookieAnn 一提到美食就主意多多，更喜歡分享其創意食譜。這可愛又為食的小狗，因為她喜歡

作樂的開朗性格，以及對鑽研美味食譜的熱誠，而深得粉絲們的歡心。CookieAnn 自去年於香港

迪士尼全球首度登場後，旋即成為 Duffy 與好友們中不可或缺的要員，更贏得全球，特別是香港

及其他亞洲地區粉絲們對她的熱愛。而以 CookieAnn 和她的好朋友為主題的商品，以至期間限定

的活動都廣受歡迎，Duffy 與好友的粉絲群更與日俱增。 

 

故事由此展開……  

過去一年，Cookie 常常與 ShellieMay 和 StellaLou 結伴並分享她的滋味食譜，從而建立了深厚又獨

特的友誼。有一天，她突然發現好友均無獨有偶地有著可愛的「double name」，而富有創意的

http://bit.ly/2Iz28Ma


 
Cookie 馬上想到新名「CookieAnn」！擅長融合不同美食的 Cookie 再次發揮創意，在好友的幫助

下 ， 構 思 出 這 個 自 己 非 常 喜 歡 的 全 新 名 字 ！ 按 此 看 有 關 故 事 的 短 片  : 

https://youtu.be/rWOBR36b0QU  

 

香港迪士尼獨家推出 Bespoke 商品系列 

擁有一雙閃閃綠色大眼及長長鬆軟耳朵的 CookieAnn，將以

全新造型現身！這個全新 Bespoke 系列，專為 CookieAnn 而

設，設計完美捕捉了她純真的好奇心以及樂天的性格。全新

系列將於 10 月 29 日於香港迪士尼獨家發售，系列中有毛公

仔、配飾、服裝、文具和家庭用品等，而當中不容錯過的是

CookieAnn Bespoke 特別版毛公仔，她的一雙小手可以擺出

不同的姿勢，是 Duffy 及好友系列產品中首款手部可以活動

的毛公仔。 

在 Bespoke 系列中，CookieAnn 換上一件亮麗搶眼，以其烹飪熱情作設計靈感的粉紅色外衣，盡

顯她美食大使的身份。為進一步突出 CookieAnn 熱愛美食的一面，全新造型更有一條綴有繽紛甜

品和美食圖案的小白裙，可謂全套造型的亮點所在。而一雙精心設計、鞋底印有趣緻腳掌印的襯

色粉紅小鞋，為整個造型添上更可愛的點綴。從頭到腳的造型都令全世界的 CookieAnn 粉絲耳目

一新！ 

為慶祝這個全新獨家系列登場，凡於 10 月 29 日起於樂園購物滿 HK$400 或

以上（包括至少一件 CookieAnn 商品），粉絲即可免費獲得限量收藏版的

CookieAnn 刺繡徽章一個*！你便可以把 CookieAnn 隨時隨地掛在身上，與她

分享每個美妙時刻！ 

源源不絕驚喜逐一為粉絲送上 

一直以來，Duffy 與好友造型多多，驚喜十足！接下來，香港迪士尼將為 Duffy 與好友的粉絲帶來

更多喜悅。除了推出更多 Duffy 與好友系列精品及主題美食外，Duffy、ShellieMay、Gelatoni 及

StellaLou 等好友們亦將與 CookieAnn 一同以不同的主題換上更多新裝，展示一系列引人注目、各

具特色的風格，並與粉絲於香港迪士尼共同創造美好難忘的可愛故事！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https://nam04.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youtu.be%2FrWOBR36b0QU&data=02%7C01%7CAmy.S.Lee%40disney.com%7Cae441a5928e440c8c63f08d74c69c82a%7C56b731a8a2ac4c32bf6b616810e913c6%7C1%7C0%7C637061889518511697&sdata=vmBG46rpmHQ3KRK0HeEqs%2BznfnEOtOF0TiEW38JjLHE%3D&reserved=0


 
 

  
圖左: CookieAnn Bespoke 毛公仔匙扣（港幣 139

元），10月 29日推出 

圖右: CookieAnn Bespoke 特別版毛公仔（港幣

299元），10月 29日推出 

 

圖左: 3D CookieAnn 水壺（港幣 129元），10月

29日推出 

圖中: CookieAnn 毛公仔造型斜背袋（港幣 259

元），快將推出 

圖右 : CookieAnn 棉花糖連手提袋（港幣 129

元），快將推出 

 

  
圖左: CookieAnn 廚碟（港幣 129 元），快將推

出 

圖右: CookieAnn 廚碗廚碟（2 件裝）（港幣 239

元），快將推出 

圖左: CookieAnn Bespoke 徽章（港幣 85元） ， 

10月 29日推出 

圖中:  CookieAnn 小型巴士（港幣 149元），快將

推出 

圖右: CookieAnn 文具套裝（港幣 169 元），10

月 29日推出 

 
 

 
  



 
附件 I: Bespoke 商品價目表 

10 月 29 日公開發售 

商品 價格 （港幣） 

CookieAnn Bespoke 特別版毛公仔 299 

CookieAnn Bespoke 毛公仔匙扣  139 

CookieAnn Bespoke 徽章 85 

CookieAnn 限量版徽章  135 

3D CookieAnn 水壺 129 

CookieAnn 文具套裝 169 

CookieAnn 女裝 T 恤 249 

 

快將推出 

商品 價格 （港幣） 

CookieAnn 毛公仔造型斜背袋 259 

CookieAnn 廚碟 129 

CookieAnn 廚碗廚碟（2 件裝） 239 

CookieAnn 小型巴士 149 

CookieAnn 棉花糖連手提袋 129 

CookieAnn 縮骨傘 199 

CookieAnn 髮夾 259 

 

有關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為不同國籍及年齡的賓客呈獻難忘且獨一無二的迪士尼奇妙體驗。賓客可

以在這個奇妙王國裡置身喜愛的迪士尼故事中、與迪士尼朋友見面。他們在七個不同園區可盡情

探索，親身享受各種首創的得獎遊樂設施及娛樂體驗，更可入住華麗又舒適的迪士尼主題酒店，

令旅程更加完美。香港迪士尼樂園全心投入服務香港社區，致力傳揚樂園的奇妙歡樂。樂園透過

不同層面的社區服務，關愛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啟發兒童和青少年的創意，更推動環境保

護及健康生活。  

 
  



 
手機應用程式     隨時查看最新資訊 

現可透過樂園手機應用程式獲取樂園最新資訊，包括樂園

營運時間及娛樂節目表演時間，更可於樂園內使用 GPS 導

航地圖，迅速找出身處位置及鄰近設施；或一鍵接通度假

區內的餐廳，預留座位享用佳餚，找尋你喜愛的迪士尼朋

友：即時獲知迪士尼朋友在樂園內現身的時間及地點；甚

至即時查看遊樂設施的輪候時間，與親朋好友更盡情投入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體驗。 

 

即到以下網址免費下載： 

iOS 版：https://itunes.apple.com/app/id1077550649 

Android 版：https://goo.gl/ZbHHbP  

 

傳媒垂詢，請聯絡： 

Kiki Fung（馮翠婷） 

GHC Asia  

電話：(852) 3163 0176 / 9872 4329 

電郵：kiki.fung@ghcasia.com  

Sandra Gao（高珊） 

GHC Asia  

電話：(852) 3163 0190 / 7072 2863 

電郵：sandra.gao@ghcasia.com 

 

Sidney Sin（冼焯偉）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宣傳經理  

電話：(852) 3550 2336 / 6021 2710  

電郵：sidney.sin@disney.com 

Gladys Kong（江善誼）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宣傳副經理 

電話：(852) 3550 2373 / 6038 2280  

電郵：gladys.kong@dis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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