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Eugenebaby 

1.1.1.1.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Wonderworld 

動物園動物園動物園動物園 Trix Track 

 

時下的電子產品已逐漸取代傳統玩具，然而傳統玩具的好處卻難以取代，砌積木可算是仍然最受

歡迎的傳統玩具之一。玩法變化多端，既可發揮無窮想像力，亦可鍛煉寶寶雙手的小肌肉，更可

透過互動，加強與人溝通。 

 

泰國 Wonderworld 創辦於 1985 年，一直致力研發優質木製玩具。設計創新，讓孩子從玩樂中輕

鬆學習。Wonderworld 一直堅持採用可再生的橡膠木及安全無毒的顏料油漆，安全可靠，備受世

界各地父母的信賴與喜愛。 

 

� 木製軌道及迷宮設計，激發想像力及創造力 

� 建立空間感及因果關係的概念 

� 簡單鎖定系統，確保木球在穩定的賽道上運行 

� 採用環保橡膠木及無毒顏料，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 適合 3 歲或以上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279 / VIP$2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99)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玩玩玩玩””””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A01 Eugenebaby 

2.2.2.2.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Kidz Delight 

發聲清潔掃帚發聲清潔掃帚發聲清潔掃帚發聲清潔掃帚 

 

為了避免寶寶成為「港孩」，從小就應該訓練寶寶做家務，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在做家務的過程中，不但可以鍛煉寶寶手腳的小肌肉，更可以令孩子獲得自信心和成就感。 

 

法國 Kidz Delight 曾獲得多個設計及創作的獎項，利用創新的設計和最新的技術，為兒童提供教

育性的玩具及有趣的學習經驗。 

 

� 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 讓孩子進行角色扮演 

� 按鼻子及掃地時會發出有趣聲音 

� 可兩段調節手柄的長度 

� 適合 3 歲或以上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118 / VIP $10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9) 

 



 

A01 Eugenebaby 

3.3.3.3.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Clevamama 

ClevaWedge 嬰兒三角枕嬰兒三角枕嬰兒三角枕嬰兒三角枕 

 

由兩位媽媽 Suzanne 及 Martina 創辦，她們了解父母照顧寶寶的難處，一直致力研發新產品，以

切合父母所需，令寶寶健康安全成長。品牌成立至今已有 10 年，其創新的產品贏得多個獎項。 

 

ClevaWedge™嬰嬰嬰嬰嬰，能緩解寶寶反流、腸絞痛、鼻塞引起的不適及幫助消化。安全的設計

理念，有助寶寶保持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 12 cm 高度的傾斜底座 

� 三點可調式安全帶  

� 嬰套可拆卸及機洗 

� 保護寶寶的頭部維持圓形 

� 降低顱內壓 50% 

� 增加 80%的支撐力 

� 適合初生嬰兒或以上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2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69) 



 

A01 Eugenebaby 

4.4.4.4.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嬰兒學習便廁嬰兒學習便廁嬰兒學習便廁嬰兒學習便廁 

 

小生命的誕生到孕育，看著寶寶一天天的成長，從牙牙學語、走路，一切都是值得的。到寶寶長

大，如何訓練他們如廁，理應是所有父母必修的課程，而訓練寶寶如廁，不僅可以養成他們良好

的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學習自主獨立的生活能力。 

 

Farlin 創立於 1972 年，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全球已擁有超過 80 個國家的國際銷售網，產品多

達 500 多種，主要以生產孕婦及嬰兒用品為主。 

 

� 符合人體工學 

� 椅子形的助便器，可以幫助寶寶腿部出力，學會獨立排便 

� 採用鞍形的座椅來導正寶寶坐姿，保持最舒適和安全的方式訓練獨立如廁 

� 特殊設計可防止尿液濺出，減少媽咪清潔的困擾 

� 全新高級 PP 材質，配合繽紛的色彩設計，安全健康 

� 內膽可單獨拿出，清洗方便。 

� 第一階段（8m+），可作爲寶寶的專用座廁 

� 第二階段（18m+），可取下坐墊，作爲家用座廁坐墊使用 

� 第三階段（24m+），蓋上上蓋，可成腳踏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29) 



 

A01 Eugenebaby 

5.5.5.5.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Simplygood 

沐浴浮床沐浴浮床沐浴浮床沐浴浮床 

 

 

 

寶寶漂浮在浮床上，感覺像置身於媽媽體內，令他們在洗澡時適當放鬆。特殊設計適合所有嬰兒

的身體，並能令他們的頭露出水面，而質料令寶寶極為舒適。 

 

品牌以「簡約」為概念，配合時尚及體貼的設計，為繁忙生活中的家長，在照顧寶寶時帶來方便，

故深受家長歡迎。 

 

� 能解決新手媽咪為初生寶寶沖涼的煩惱 

� 寶寶躺於浮床上，可享受沐浴及浸浴的樂趣 

� 減輕母親因雙手托着寶寶所承受的壓力，為寶寶沐浴時更感輕鬆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3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29) 

 

 

 

 

 

 

 

 

 



 

A04 WORLD FAMILY LTD 

6.6.6.6.    迪士尼美語世界迪士尼美語世界迪士尼美語世界迪士尼美語世界 

英語學習教材英語學習教材英語學習教材英語學習教材 

 

 

 

寰宇家庭教育法是一個融合 "Input" 和"Output" 並具實踐性的語言學習法。「迪士尼美語世界」

有效營造英語環境,教材中環環相扣的部份讓小朋友在不同的情境中重複看到單字和片語,從而可

自動歸納出語言的規則,輕鬆吸收英語。再參加「寰宇家庭俱樂部」舉行的有趣互動英語活動，活

用在家學習到的英語。重複此"Input" 及"Output"過程, 開心有效地達到理想效果。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購買指定學習系統凡購買指定學習系統凡購買指定學習系統凡購買指定學習系統，，，，可獲贈豐富禮物及現場驚喜學習禮物可獲贈豐富禮物及現場驚喜學習禮物可獲贈豐富禮物及現場驚喜學習禮物可獲贈豐富禮物及現場驚喜學習禮物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888) 

 



 

C05 KPL Group Ltd 

7.7.7.7.    FACE 

K-1 家庭攝影家庭攝影家庭攝影家庭攝影 

 

 

 

FACE 是一間新派攝影公司，擅於為客人描繪生活式的故事。無論是母親懷孕、孩子初生、熱鬧

的全家福，FACE 都以最專業及不斷創新的拍攝感覺，為每個家庭記錄一份令人動容的故事。曾

為林盛斌、曹永廉、胡諾言、陳琪、鄺文珣及汪琳等名人拍攝家庭照。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28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88) 

特別加送可以選擇拍攝韓風景或特別加送可以選擇拍攝韓風景或特別加送可以選擇拍攝韓風景或特別加送可以選擇拍攝韓風景或 Wonderland 景景景景 

 

 

 

 

 

 

 

 

 

 



 

C07 Rêve Cheval 

8.8.8.8.    Rêve Cheval 

面試及考試教育面試及考試教育面試及考試教育面試及考試教育 6x1 套裝套裝套裝套裝 

 

 

 

2014 年最熱銷產品！！ 

 

集合全港近百間幼稚園面試及考試題目的玩具套裝。一套共 6 件玩具讓小朋友透過玩樂，學習顏

色／形狀／數字／英文字母、筆畫及生字／符合／動物／時鐘調較／平衡概念／抓控能力／音樂

概念等等必要學懂的知識和題目。子女的機會！是給有準備的父母。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1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540) 

 

 



 

F01-03, F18-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9.9.9.9.    Oxford Path 

牛津幼兒英語牛津幼兒英語牛津幼兒英語牛津幼兒英語(0 –––– 6 歲歲歲歲) 

 

 

 

零歲開始 隨時隨地 閱讀至上 

 

Oxford Path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團隊與全球 9 位幼兒英語教育專家研創，助您抓緊寶寶學習語

言的黃金期，讓他們由 0 歲開始便可在家中有系統地學習英語，輕鬆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於有

趣閱讀過程中掌握豐富的詞匯，打穩英語基礎。自學潛能由此啟發，學英語自然事半功倍。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即場購買即場購買即場購買即場購買 Oxford Path，，，，可獲贈可獲贈可獲贈可獲贈 ORT 故事叢書乙套故事叢書乙套故事叢書乙套故事叢書乙套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2,500)，，，，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F04 M2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10.10.10.10.    babyQNCY 

Bunny (Large) 

 

 

 

兔仔布身以天然有機棉天鵝絨布製造。 

天然布料柔軟、舒適，配以最安全設計，沒有零碎配件讓嬰兒吞掉。是零歲以上嬰兒最佳的玩伴。

兔仔裙亦以天然有機棉布製造，柔軟、安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8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60) 

 

 

 

 

 

 

 

 



 

K11-12 CHANCE FOR KIDS 

11.11.11.11.    Morphun 

歐洲入口開發右腦益智積木歐洲入口開發右腦益智積木歐洲入口開發右腦益智積木歐洲入口開發右腦益智積木 - Rainbow 400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3+) 

 

 

 

Morphun 已經風靡 40 多個國家，並且連續多年在國際獲得多個獎項包括歐美最佳教具、世界最

優秀教育玩具等。它是通過鍛煉小肌肉開發孩童右腦的益智玩具，採用英國皇家創意英才教育系

統，是世界上第一個能多方面立體轉動的積木！在波蘭生產，符合歐盟 EN71 和 ASTM 等安全檢

測及認証！所以家長均可安心給兒童使用。產品附送一本價值$150 Moprhun 模型的教學書籍。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75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90) 

 

 

 

 

 

 

 

 

 



 

L17 Childrenwork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2.12.12.12.    Childrenworks 

度量圓柱體組合度量圓柱體組合度量圓柱體組合度量圓柱體組合 

 

 

每組的難度因應孩子歲數而增加, 為幼兒提供由視覺判斷不同大小及手眼協調的最早期訓練。四

十個圓柱體由粗至幼、由高至矮，令幼兒理解高度和寬度的變化概念。三指抓握的動作更能訓練

靈活的手部動作，為書寫訓練作準備，並可訓練孩子的智能和認知力。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0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96) 

13.13.13.13.    Childrenworks 

自然探索自然探索自然探索自然探索系列系列系列系列–動物王國動物王國動物王國動物王國 

 

 

 

鼓勵孩子發掘身邊大自然的事物，介紹各種動物(農場動物、野生動物、海洋生物、鳥、熱帶魚，

包括各種動物的特性,和特徵，引領孩子產生學習興趣開啟知識寶庫。實乃行 BB 博覽買之物。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89) 



 

M03 Info-Sky Limited 

14.14.14.14.    Dwinguler 

韓國地墊韓國地墊韓國地墊韓國地墊 

 

 

 

 

Dwinguler 安全墊百分百韓國製造，經過多重驗證，環保無毒，適合初生至 10 嬰幼兒。全新推出

韓國人氣款式 - 摺紙樂，讓孩子們隨心摺出屬於他們的幻想世界，更有助訓練手指及手掌肌肉

發展，培養小孩的創意思維。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65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370) (每日只限每日只限每日只限每日只限 10 張張張張) 

 

 

 

 

 

 

 



 

M14 Sens Studio Ltd 

15.15.15.15.    Sens Studio 

專業攝影套餐專業攝影套餐專業攝影套餐專業攝影套餐 

 

 

 

套餐包括 4 位家庭成員 1.5 小時拍攝 ，15 款數碼底片及 6" x 6" 相架連相片。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83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