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Eugenebaby 

1.1.1.1.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TAF TOYS 

貓頭鷹音樂遊玩小船貓頭鷹音樂遊玩小船貓頭鷹音樂遊玩小船貓頭鷹音樂遊玩小船 

 

 

 

Taf Toys 成立於 1991 年，產品的種類廣泛，為你提供符合寶寶年齡，而又具挑戰、趣味性及啟發

想像力發展的玩具，為寶寶建立一個健康、快樂發展的基礎。 

 

� 三種不同遊玩方式，適合不同階段的嬰兒，透過顏色、影像、聲音來刺激視覺、聽覺及觸覺 

� 0-6 個月：音樂及星星投射影像有助安撫情緒，讓寶寶更快入睡 

� 4-6 個月：小船左右移動，讓寶寶學習擺頭動作及仰望姿勢 

� 6-12 個月：小船向前移動，讓寶寶學習爬行，有助訓練手眼協調及鍛煉小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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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 

 

 

 

 

「「「「學前智精選推介學前智精選推介學前智精選推介學前智精選推介」」」」 



 

A01 Eugenebaby 

2.2.2.2.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PIOUPIOU 

3.0 會說話的熊會說話的熊會說話的熊會說話的熊 

 

 

 

父母的聲音總是嬰兒最熟悉和喜愛，只要持續按著牠右腳上的錄音鍵，會說話的熊就可以讓媽媽

和爸爸給嬰兒錄下長達 60 秒的說話和歌曲。你最疼愛的寶寶只要按一下左腳上的播音鍵，小熊

便能播放你給寶寶的聲音！有甚麼比寶寶能隨時隨地聽到媽媽或爸爸的聲音更重要呢？ 

 

� 可錄下長達 60 秒的說話和歌曲 

� 有著細緻的觸感與溫暖的雙臂，在寶寶哭鬧時給予安撫，在寶寶開心時給予擁抱 

� 包裝精美，送禮自用皆宜 

� 可重複多次聆聽或重新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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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 



 

A01 Eugenebaby 

3.3.3.3.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FEHN 

HOLIDAY 可愛小狗布圖書可愛小狗布圖書可愛小狗布圖書可愛小狗布圖書 

 

 

 

德國品牌 Fehn 於 1949 年成立，60 多年來一直精心研製高品質的嬰幼兒布質玩具，趣致的設計，

加上柔軟舒適的物料，讓寶寶愛不釋手。Happiness 幸福系列以彩色繽紛的小蘋果為主題，搭配

小動物造型設計，為寶寶帶來甜蜜愉快的童年。 

 

� 顏色鮮艷奪目，加強寶寶對顏色的認知 

� 採用不同材料，刺激寶寶觸覺發展 

� 柔軟的觸感帶給寶寶安全感 

� 環形空心設計，讓寶寶可容易緊握 

� 小貓造型可愛趣致，高 12cm  

� 可讓寶寶吸吮，紓緩長牙時的疼痛 

� 適合初生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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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89) 



 

A01 Eugenebaby 

4.4.4.4.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WONDER WORLD 

TRIX TRACK 障礙賽障礙賽障礙賽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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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 VIP $27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59) 



 

A01 Eugenebaby 

5.5.5.5.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KD 

JACK BEAN 互動咖啡機互動咖啡機互動咖啡機互動咖啡機 

 

 

 

KD 從 15 年前開始一直尋求創新技術為小朋友帶來益智並符合人體工程學的玩具，開啟小朋友的

第一個新發現和感官刺激（觸覺、聽覺、視覺）。以不同的主題，如字母、寫作、閱讀、數字、

形狀、顏色，動物等等開發小朋友的認知能力，記憶力和注意力。 

 

� 兩種播放模式，認識顏色，形狀和數字 

� 讓小朋友對日常生活的用具產生興趣 

� 不同的按鈕會發出不同的聲響 

� 適合 2 歲以上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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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 VIP $16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39) 

 



 

A01 Eugenebaby 

6.6.6.6.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KD 

發聲吸塵掃帚套裝發聲吸塵掃帚套裝發聲吸塵掃帚套裝發聲吸塵掃帚套裝 

 

 

 

KD 從 15 年前開始一直尋求創新技術為小朋友帶來益智玩具符合人體工程學的玩具，開啟小朋友

的第一個新發現和感官刺激（觸覺，聽覺，視覺）。以不同的主題，如字母，寫作，閱讀，數字，

早識數，形狀，顏色，動物等等開發小朋友的認知能力，記憶力和注意力。 

 

� 掃帚、畚箕都會發出聲音，可增強小朋友的想像力和快感 

� 可讓小朋友實際體驗角色扮演的樂趣 

� 有趣的語音和聲音效果，當你玩愚蠢的山姆和拉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 

� 適合 3 歲以上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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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 VIP $18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9) 

 

 

 



 

A01 Eugenebaby 

7.7.7.7.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沐浴玩具沐浴玩具沐浴玩具沐浴玩具 

 

 

 

Munchkin1991 年成立於美國，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讓父母的生活更輕鬆而創造一系列產品。 

 

讓小朋友樂於洗澡是一件難事，但知道１歲左右的小朋友對所有事都有無限興趣，便設計了這一

組動物沐浴玩具讓小朋友寓沐浴於玩樂之中，8 組沐浴動物包括雞、羊、牛、豬、馬、貓頭鷹、

鴨子和青蛙。 

 

可幫助寶寶養成精細運動技能，同時學習識別動物的名字和聲音，適合９個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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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VIP $8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9) 

 

 



 

A01 Eugenebaby 

8.8.8.8.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GOULA 

幾何配對農莊屋幾何配對農莊屋幾何配對農莊屋幾何配對農莊屋 

 

 

 

西班牙的 Goula 自 1997 年開始製造玩具，以遊戲、拼圖、教育材料及工藝美術為主，提供具有

教育意義的兒童用品。 

 

幾何配對農莊屋是以農莊屋上不同形狀的用以配合對應的積木，以訓練小朋友對顏色和不同的幾

何形狀的認知及發展精細動作技能和手眼協調性。適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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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49) 

 

 



 

A01 Eugenebaby 

9.9.9.9.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GOULA 

多功能月曆小時鐘多功能月曆小時鐘多功能月曆小時鐘多功能月曆小時鐘 

 

 

 

西班牙的自 1997 年開始製造玩具，以遊戲、拼圖、教育材料及工藝美術為主，提供具有教育意

義的兒童用品。 

 

多功能月曆小時鐘是一個讓小朋友認識天氣及日期時間的好工具，學習時鐘的分佈及表達，日期

月份以及不同的天氣及季節，讓小朋友對生活有多一點的認知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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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 VIP $20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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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Brevi 

GIOCAGIRO 學行車學行車學行車學行車 

 

 
 

意大利 Brevi 於 1954 年成立，擁有超過 60 年歷史，專門生產嬰兒用品。Brevi 一直致力照顧寶寶

每個成長階段，注重寶寶的安全及舒適感，並透過研究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設計出各款創新、

貼心的嬰兒產品。至今產品超過 200 種，銷售遍佈全球 58 個國家。所有產品均符合嚴格的歐洲

安全標準，安全可靠。 

 

� 三種使用模式：學行車、搖椅、活動遊戲桌 

� 學行車：設有 3 個不同的高度，配合寶寶成長，備有兩個旋轉式車輪及減震邊緣以保護家具 

� 活動遊戲桌：設有 14 種不同玩具，啟發寶寶不同的潛能 

� 搖椅：可讓寶寶安坐，靜靜入睡 

� 座椅可 360 度轉動，讓寶寶可多角度探索 

� 坐墊可以拆除, 方便清洗 

� 適合 6 個月或以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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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 VIP $1,1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899) 



 

A04 World Family Limited 

11.11.11.11.    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 

美語世界美語世界美語世界美語世界 

 

 

 

透過「迪士尼美語世界」互動有趣的教材內容，輕鬆把英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陪伴小朋友快樂

成長，提高小朋友的英語能力，並塑造自主自信學習的態度。展覽期內加送現場購買優惠,萬勿錯

過！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現場優惠現場優惠現場優惠  現場免費獲贈迪士尼卡通人物禮物現場免費獲贈迪士尼卡通人物禮物現場免費獲贈迪士尼卡通人物禮物現場免費獲贈迪士尼卡通人物禮物 

 

 

 

 



 

E12 Inno-Thinking Kids Furniture Company Limited 

12.12.12.12.    Inno-T 

兒童成長書桌椅系列兒童成長書桌椅系列兒童成長書桌椅系列兒童成長書桌椅系列 

 

 

 

健康成長的讀書伙伴：Inno-T 兒童成長書桌椅系列 

 

一套採用人體工學設計可調校高低和角度的書桌椅是有效的預防寒背、近視和腰酸骨痛這類都市

病，現在辦公室都提倡人體工學概念，為何你的小朋友仍未有一套合適的成長書桌椅陪伴佢地讀

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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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4,97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498-$7,098) 

 

 

 

 

 

 

 

 

 

 

 

 



 

F13-14 CHANCE FOR KIDS 

13.13.13.13.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SES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I Learn To…”早教早教早教早教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I Learn to Count：以鞋帶按數字順序在畫咭的孔上穿插，學習顏色和數數。 

I Learn to Tie Laces：在泡沫膠鞋子上綁鞋帶，練習手眼協調，培養自理能力。 

I Learn to Stick – 色彩繽紛的貼紙可培養孩子對顏色的認知及搭配，培養美藝興趣和提升手眼協

調能力。 

I Learn to Use Scissors：以兒童專用安全剪刀，透過裁剪紙上的直線、曲線和弧度，培養手部的靈

活度和專注力。 

I Learn to Dress Myself：教導 6 種不同的穿衣服方法 - 扣鈕、魔術貼、穿腰帶、拉拉鍊、索繩子、

按啪鈕。練習手眼協調，培養自理能力，建立穿衣服的認知。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I Learn to Count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3) 

I Learn to Tie Laces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6) 

I Learn to Stick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8) 

I Learn to Use Scissors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3) 

I Learn to Dress Myself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2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4) 



 

L13-14 七田式教育中心七田式教育中心七田式教育中心七田式教育中心 

14.14.14.14.    七田式七田式七田式七田式 

全腦發展課程全腦發展課程全腦發展課程全腦發展課程 

 

 

 

七田式教育融合右腦情感開發和傳統的左腦教育，通過結合左右腦的力量，以「全腦教育」開啟

孩子們與生俱來的潛能。 

 

七田式教育理論由日本七田真教授總結多年幼兒教育經驗而創立，課程適合 6 個月至 6 歲的小朋

友，針對他們年齡需要，貫徹愉快學習宗旨，透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活動和正面的鼓勵，刺激右

腦潛能，再配合相關的左腦訓練，提升他們的邏輯思考、專注力和創造力，培養自信心和學習興

趣，令整個腦部和身心得到平衡及健康發展。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豁免報名費豁免報名費豁免報名費豁免報名費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50) 

 

 

 

 

 

 



 

M02-03, 22-23 Paka Toys & Gifts Limited 

15.15.15.15.    K’s Kids 

2 合合合合 1 自理訓練布偶自理訓練布偶自理訓練布偶自理訓練布偶 

 

 

 

學習穿衣技巧除了能提升兒童自我照顧能力外，亦能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責任感和解決困

難的能力。2合1自理訓練布偶深受幼稚園老師及幼兒中心導師歡迎。透過雙面的布偶，兒童可以

同時練習到扣鈕、拉拉鏈和綁鞋帶這些日常穿衣技巧，鍛鍊小手肌及精細動作發展。 

 

K’s Kids及旗下品牌的玩具，不單只是玩具，更是幫助兒童全面發展的好幫手。 

 

展會期間 K’s Kids 及旗下品牌的產品更以低至 8 折優惠出售，爸爸媽媽快來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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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49) 

 

 



 

M12 mansang interactive learning kingdom (m.i.l.k.) 

16.16.16.16.    iReady 

學前預備班學前預備班學前預備班學前預備班 

 

 

 

iReady 學前預備班協助兩歲小孩適麼獨立上課及學習自理能力，為他們準備幼稚園的學習基礎。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報名費及書本費報名費及書本費報名費及書本費報名費及書本費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