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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ARDO 

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單泵電動吸奶器 

 

 

 

母乳是母親為寶寶度身訂造的食物，不但提供充足的營養及免疫物質，能夠促進寶寶的成長及發

展，而且許多研究已證實，母乳能減低寶寶患敏感症的風險、減少患上腸胃炎、肺炎、濕疹等疾

病。 

 

瑞士 ARDO 單泵電動吸奶器 3 大特點，個人化、超靜音及真空密封技術，絕對是各位媽媽的好幫

手。8 個速度與 8 個吸力給媽媽作出貼身的選擇。吸奶器能夠為媽媽提供超靜音的體驗，令媽媽

減少尷尬，製造良好的母乳。獨有真空密封技術，母乳可直接流入奶瓶，確保母乳不會受第三方

污染，安全又衛生。就算沒有電源插座，亦可以電池（6 粒 AA 電池）操作，方便外出時泵奶。 

 

瑞士 ARDO 具有 16 年歷史，品牌的質量管理通過了歐洲標準 EN 13485:2003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的

認證，全部業務均受到嚴格的質量管理條例的監督。 

 

� 多達 64 種模式選擇，媽媽能按個人需要作出調校 

� 不含 BPA（雙酚 A） 

� 真空密封，避免吸奶器及母乳受污染 

� 超靜音設計，為媽媽提供舒適環境 

� 可搭配按摩軟罩及多種不同尺寸的乳罩杯 

� 通過歐洲標準 EN 60601 醫療器材的認證 

� 瑞士設計及製造，品質保證 

� 獲得多個獎項﹕Mumsnet.com Best Award, Gentle Parenting Silver Winner, Prima Baby & 

Pregnancy Silver Award 及 Bizzie Baby Gold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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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50) 

 

「「「「半價必半價必半價必半價必 Check 推介推介推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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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Clevamama 

嬰兒嬰兒嬰兒嬰兒、、、、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 

 

 

 

愛爾蘭 Clevamama 的記憶枕頭專為嬰幼兒而設，設計上考慮到安全性、重量輕、透氣度及保溫性

4 大重點。根據都柏林大學科學研究證明所得，ClevaFoam™能減輕嬰兒頭部的壓力多達 50%，同

時增加 80%的支撐力，並能預防斜頭（扁頭綜合症）。 

 

記憶枕頭採用 Airflow™物料，可吸收水份同時增加空氣流動從而優化「舒適度」，其他的物料採

用不含化學物質、低過敏原的織物製造，通過 OEKO-TEX®100 認證，適合患有哮喘和過敏的嬰

幼兒使用。 

 

愛爾蘭 Clevamama 在 2003 年成立，宗旨是 3PW–Pride 自豪，Pioneering 開創，Professional 專業，

WOW﹗，創立一個有誠信、專業的品牌，致力發展多元化、創新的產品，為父母的生活帶來驚喜。 

 

產品特點： 

� ClevaFoam™能有效降低顱內壓 50％、增加 80%的支撐力 

� Airflow™物料增加透氣及舒適度 

� 面料通過 OEKO-TEX®100 認證 

� 可配合枕頭套使用 

� 嬰兒記憶枕頭適合初生至 1 歲的寶寶 

� 兒童記憶枕頭適合 1 歲或以上的寶寶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嬰兒記憶枕頭嬰兒記憶枕頭嬰兒記憶枕頭嬰兒記憶枕頭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79/2 個個個個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9/個個個個) 

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兒童記憶枕頭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19/2 個個個個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19/個個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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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Fehn 

叢林動物音樂床上轉叢林動物音樂床上轉叢林動物音樂床上轉叢林動物音樂床上轉 

 

 

 

較細的寶寶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睡眠當中，所以睡眠質素對寶寶身心成長是極其重要。德國 Fehn

床上轉能助寶寶入睡，使安穩熟睡，提供更舒適的睡眠環境。動物玩偶吊飾隨著優美而恬靜音樂

旋轉，陪伴寶寶進入甜夢鄉。 

 

德國品牌 Fehn，於 1949 年成立，擁有超過 60 年製造嬰幼兒玩具的經驗，致力追求品質及安全，

其產品均通過歐洲安全標準。產品種類包括嬰幼兒啟智玩偶、浴巾、床上玩具及手推車玩具等，

造型可愛，色彩鮮艷，特別容易吸引寶寶的興趣，令寶寶愛不釋手。 

 

產品特點： 

� 可安裝在嬰兒床床欄 

� 內設輕柔音樂，刺激聽覺發展 

� 附有 5 個色彩動物吊飾，刺激視覺發展 

� 吊飾布料質地柔軟、舒適 

� 玩偶可拆下並適用於 30 度低溫水清洗 

� 適合初生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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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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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y Brest Friend 

哺乳枕哺乳枕哺乳枕哺乳枕 

 

 

 

相信很多媽媽都會認同，餵哺母乳的時光是親密及寶貴的。那麼重要的一刻，有哺乳枕的幫助，

令媽媽可以更舒適與寶寶共度珍貴的時光，所以哺乳枕已成為媽媽們的必備品。 

美國 My Brest Friend 哺乳枕專門為餵哺而設，環繞式設計不走位、不易變形，能穩固地緊貼著媽

媽及寶寶的位置，並針對媽媽餵哺時容易感到不適的地方作出改良。 

 

美國 My Brest Friend 哺乳枕已於全球 30 多個地方發售，成為媽媽們必備必買的哺乳好幫手，亦受

很多媽媽及國際著名女星採用，是信心的保證。 

 

產品特點： 

� 環繞式及背部加高設計，保持直立坐姿可幫媽媽減輕腰部疼痛及肩膀壓力 

� 可作手部靠墊，減低肩膀的壓力 

� 可單手調校鬆緊及無聲除扣 

� 選用優質物料製造，軟墊質地柔軟安全又舒適 

� 側間附有小袋子，可放置奶瓶或玩具，方便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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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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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安全床欄安全床欄安全床欄安全床欄 

 

 

 

安全床欄是每位父母都需要的安心品，除了可防止寶寶於睡夢中不小心意外跌落床的危機，亦可

減低父母不安的心情，避免睡眠不足。當不使用時，只需簡單的操作，即可摺疊和拆卸於床邊，

不佔空間，特別適合香港的家庭。當帶寶寶一起外出出遊時，亦可帶備安全床欄到酒店安裝使用，

令父母更放心。 

 

台灣 Farlin 創立於 1972 年，擁有 40 多年歷史，是台灣製造奶瓶與奶嘴的元祖。一直吸取不同經

驗，專注在育兒用品的研發、設計、製造與銷售，致力開創更貼近育兒需求的產品，希望透過產

品令更多的寶寶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產品特點： 

� 使用透氣網製造，令寶寶更舒適 

� 簡易安裝，輕易固定，安穩支撐於床邊 

� 容易摺疊和拆卸 

� 體積輕巧，方便儲存和攜帶 

� 避免幼兒在床上跌下，確保寶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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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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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Taf Toys 

餐椅搖鈴玩具餐椅搖鈴玩具餐椅搖鈴玩具餐椅搖鈴玩具 

 

 

 

造型可愛有趣的搖鈴，底部配有吸盤設計，可黏在餐椅上。小丑上特別用上不同觸感的質料，而

且顏色對比強烈，配合旋轉時所發出的沙沙聲，可給予寶寶觸覺、聽覺、視覺等各種刺激。對周

圍事物感到好奇的寶寶，餐椅搖鈴可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安坐在椅上，父母就更放心預備寶寶的

大餐。 

 

於 1991 年成立的以色列 Taf Toys，產品種類廣泛，為父母提供適合不同寶寶年齡的玩具及用品。

品牌致力設計具挑戰、趣味性及啟發想像力的玩具，為寶寶建立一個健康、快樂的基礎，深受不

少寶寶及父母歡迎。 

 

產品特點： 

� 能促進寶寶觸覺、聽覺、視覺不同感官的發展 

� 底部吸盤設計能黏在平坦表面 

� 容易清洗 

� 適合 6 個月或以上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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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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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Wonderworld 

ABC 字母積木字母積木字母積木字母積木 

 

 

 

邊學習邊玩樂的學習方法，不但能令寶寶能快樂玩耍時，亦能於過程中學習不同的知識。寶寶更

容易理解及對事物產生興趣。ABC 字母積木是泰國品牌 Wonderworld 「I love Edutainment」系列

的木製玩具，內有 26 塊圓弧形收邊的積木，每塊積木都印有英文字母及相關生字的圖案。積木類

玩具能訓練多方面能力，玩耍時更可刺激寶寶的思考及創造力。包裝更附有棉布收納袋，方便儲

存。 

 

泰國 Wonderworld 創辦於 1985 年，致力研發優質木製玩具。透過產品測試及最新兒童發展研究，

確保產品設計創新，讓孩子從玩樂中輕鬆學習。品牌堅持採用可再生橡膠木及安全無毒的顏料油

漆，並積極推行樹木種植計劃，為下一代的生活環境出力。 

 

產品特點： 

� 圓弧形收邊，避免寶寶割傷 

� 印有英文字母、相關生字及圖案，寓學習於娛樂 

� 可激發寶寶創意力及訓練手眼協調 

� 加強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與朋友一起玩耍，能增強寶寶的人際關係 

� 產品通過歐盟國際標準 EN-71 及美國安全認證 ASTM D963-08 

� 適合 2 歲或以上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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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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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Kidz Delight 

Tech-Too 發聲電子儀器套裝發聲電子儀器套裝發聲電子儀器套裝發聲電子儀器套裝 

 

 

 

專家常說父母就是寶寶的第一學習對象，他們會模仿父母的一舉一動，最常見的就是按電話、按

搖控或用鎖匙等等。法國 Kidz Delight 的發聲電子儀器玩具套裝，已包括智能手機、車匙和電視

遙控，是寶寶的專屬用品。 

 

智能手機：屏幕上有 18 個圖標，當按下不同按鍵時，會有不同閃燈、語音、音效、音樂或相機快

門的聲音。寶寶亦可按下呼叫鍵撥打電話，手機閒置幾秒鐘後，它會自動回電話。 

 

車匙：車匙有 3 個不同顏色和形狀的按鍵，當按下按鍵時，會有不同的聲音或有趣的短語。讓寶

寶可模仿父母，取車時的動作。 

 

電視遙控：能助寶寶認識不同顏色和形狀，同時能學習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等數字的讀法。按

下按鈕時，會發出有趣的聲音和閃燈效果。 

 

法國品牌 Kidz Delight 一直致力於創新設計，採用新的技術，為嬰幼兒提供一系列教育性玩具，輕

輕鬆鬆地學習和刺激感官例如視覺、聽覺、觸覺等。產品開發會以幼兒的經驗及父母和兒童專業

人士意見作依據，確保寶寶在樂趣中學習，讓每個孩子的成長都富有娛樂性和參與性。 

 

產品特點： 

� 刺激多方面感官發展，增強認知能力和訓練觸覺 

� 刺激好奇心，探索不同事物和識別聲音 

� 三語模式﹕美式英語、西班牙語及法語 

� 適合 18 個月或以上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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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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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Diset 

身體配對拼圖遊戲身體配對拼圖遊戲身體配對拼圖遊戲身體配對拼圖遊戲 

 

 

 

當寶寶逐漸長大，開始會對自己的身體產生好奇及興趣，相信大部份父母都會感到尷尬或不知所

措。西班牙 Diset 身體配對遊戲，就能夠成為父母教導的好幫手，以卡通人物設計，簡單而清晰地

顯示身體構造及位置。同時，設計加入拼圖遊戲元素，增加寶寶的興趣及專注度。 

 

西班牙 Diset 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40 年歷史，專門設計各類有趣主題的拼圖。所使用的紙材都經

過歐盟標準檢驗，環保、耐用又安全。Diset 所設計的拼圖都以教育為中心，啟發孩子智慧。產品

種類包括功能性拼圖、故事性拼圖、配對性拼圖等，讓孩子們從中學習配對、觀察、專注及手眼

協調，成為孩子成長發展必備玩具之一。 

 

產品特點： 

� 拼圖雙面設計，分別有男孩子和女孩子身體之別 

� 訓練寶寶創作思維、腦部發展 

� 增加寶寶的認知能力 

� 適合 5 歲或以上寶寶 

� 每個身體部份配英文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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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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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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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寶寶預備入讀 N 班時，爸爸媽媽需要培訓寶寶 5 大能力，才能增加被錄取的機會。5 大能力包

括自理、認知、表達、社交及理解能力。多功能月曆小時鐘是寶寶認識天氣、日期及時間的好工

具，父母能於玩耍過程中，藉著小時鐘可有趣地教導寶寶時鐘的分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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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加強認知能力。。 

 

西班牙 Goula 自 1942 年開始製造玩具，產品多元化，以木製拼圖為主，顏色鮮艷，加入不同元素，

如立體造型、數學遊戲、骨牌遊戲、象徵遊戲及圖像概念等，讓小朋友透過遊戲展現潛能。 

 

產品特點： 

� 清晰而簡單表示時間觀念及規律 

� 增加寶寶對世界的認識 

� 採用優質木材製造，父母放心 

� 木製玩具耐用及壽命較長 

� 適合 3 歲或以上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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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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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LIFE Nutrition 

兒童益生菌沖劑兒童益生菌沖劑兒童益生菌沖劑兒童益生菌沖劑 

 

 

 

一家人外出旅行，遇上小朋友肚仔唔適應搞到又痾又嘔，點算好？ 

 

帶定<LIFE™ Nutrition 兒童益生菌沖劑>就無有怕喇！益生菌有效增強小朋友免疫力及維持消化

系統健康，紓緩偶發性腸道不適。此產品特別含有 6 種不同益生菌配方，比市面上單一菌種的益

生菌產品更有效維持小朋友腸道健康；同時亦保證食用時有 60 億活性的益生菌，每盒 20 包獨立

包裝，去旅行帶埋就好 easy 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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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9) 

 



 

B08 Petite Monde Limited 

12.12.12.12.    STB 

360 牙刷牙刷牙刷牙刷 

 

 

 

� 日本製造 安心選用 

� 刷毛幼細柔軟，360 度無死角，可按摩牙肉，清潔口腔同舌苔 

� 己賣出超過 1 萬支，相信媽媽們睇銷量都知真係好好用，好方便 

� 一般建議 6 個月起由 2 隻牙出時應該開始刷牙和清潔口腔 

� 360 牙刷獲得日本多項設計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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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9) 

(每日只限開場第一小時每日只限開場第一小時每日只限開場第一小時每日只限開場第一小時) 

(買十送一買十送一買十送一買十送一) 

 



 

B08 Petite Monde Limited 

13.13.13.13.    Mother-K 

嬰兒專用特級抗菌密實袋嬰兒專用特級抗菌密實袋嬰兒專用特級抗菌密實袋嬰兒專用特級抗菌密實袋 

 

 

 

� 安全抗菌素材 

� 安全保管嬰幼兒咬舔的用品 

� 食材更衛生的保管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基本裝基本裝基本裝基本裝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49.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9) 

加大裝加大裝加大裝加大裝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4.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9) 

中裝中裝中裝中裝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4.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 

小裝小裝小裝小裝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 

(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 10 件件件件) 



 

B09 WIN SHING MOTOR COMPANY 

14.14.14.14.    WIN SHING 

初生嬰兒相架套裝初生嬰兒相架套裝初生嬰兒相架套裝初生嬰兒相架套裝 

 

 
 

禮盒套裝包括： 

� 1-12 個月小相架 

� 臍帶盒 

� 牙仔盒 

� 手印腳印相架連印台 

� 出世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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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0)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5.15.15.15.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天然幼兒牙膏天然幼兒牙膏天然幼兒牙膏天然幼兒牙膏 

 

 

 

� 透明低泡天然牙膏 

� 帶清新的啤梨及蘋果香味 

� 不含氟化物，可吞嚥安全配方 

� 不含人造香料、色素或防腐劑 

� 美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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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5)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6.16.16.16.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Lovey 奶咀玩偶奶咀玩偶奶咀玩偶奶咀玩偶   

 

 

 

� 動物玩偶帶給幼兒安撫及舒適感覺 

� 多種質感刺激感官發展 

� 扣帶質料耐用 

� 適用於大部份安撫奶咀及牙膠 

� 附加 Dr Brown’s 安撫咀 

� 採用 100% 醫療級矽膠製造 

� 形狀參照 Dr Brown’s 標準口徑奶樽咀，令幼兒更易適應 

� 流線形狀避免觸碰寶寶鼻子 

� 安撫咀容易清洗，可使用洗碗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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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9)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7.17.17.17.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幼兒防漏吸管杯幼兒防漏吸管杯幼兒防漏吸管杯幼兒防漏吸管杯 9oz 

 

 

 

� 特設防漏膠瓣，防止滲漏及濺濕 

� 多款悅目顏色 

� 適用於洗碗碟機 

� 不含雙酚Ａ(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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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5)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8.18.18.18.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Babyganics 

濕疹及乾燥皮膚乳霜濕疹及乾燥皮膚乳霜濕疹及乾燥皮膚乳霜濕疹及乾燥皮膚乳霜 

 

 

 

� 深層滋潤及安撫 

� 幼嫩、乾燥或受損皮膚 

� 蘊含有機菩提花、金盞花、洋甘菊及天然精油 

� 防敏感配方 

� 不含麩質、鄰苯二甲酸、硫酸鹽、石蠟油或苯甲酸酯類防腐劑 

� 不經任何動物測試 

� 美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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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5)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9.19.19.19.    The Shrunks 

睡袋連吹氣床墊睡袋連吹氣床墊睡袋連吹氣床墊睡袋連吹氣床墊 

 

 

 

� 一體式設計，內置輕巧易用的充氣泵 

� 附設配套的保暖毯、枕頭及儲存袋 

� 適用於托兒所、幼稚園、旅行或到留宿，孩子可以自行把睡袋充氣 

� 床墊舒適而具承托力，可將床墊部份拆下，方便清洗 

� 充氣只需 40 鈔鐘 

� 採用安全材料，不含鄰苯二甲酸、BPA 及鉛 

� 底層採用強韌的防水物料 

� 尺寸 119 x 48 cm 

� 重量只有 1.2 kg，容易收藏及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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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79)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20.20.20.20.    Parents League 

手推車立體收納掛袋手推車立體收納掛袋手推車立體收納掛袋手推車立體收納掛袋 

 

 

 

� 放置寶寶外出必須品的專用掛袋，防水用料，方便靈活 

� 設左右兩側調節掛帶，適用於各種手推車款式，可輕易固定於兩邊手柄 

� 中央儲物格容量寬闊，方便儲存不同物件 

� 內格尺寸可以自由調節，更具彈性 

� 兩側專用於放置奶樽、訓練杯或水樽 

� 中央儲物格附兩個網袋，保持物件整齊，一目了然，其中一個網袋附帶拉鍊，適合收藏貴重

物品 

� 後方另設兩個網袋，方便存取細小物件 

� 不含雙酚 A 及塑化劑 

� 直昇機造型，特色新穎，備有藍色 / 紫色可供選擇 

� 尺寸 30 x 9 x 1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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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9) 

 



 

C13 Silroc International 

21.21.21.21.    Eye q 

佳兒素佳兒素佳兒素佳兒素 30 粒粒粒粒 

 

 

 

� 醫藥級天然深海魚油，GMP 標準生產 

� 結合多種不飽和脂肪酸及蘊含豐富 DHA，有助寶寶腦部和視網膜的發展 

� 獨立檢測，確保多種重金屬和有害成份合乎歐盟國家標準 

� 嬰幼兒成長配方，適合 6 個月至 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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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20) 

(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E16 Spa Formula Ltd 

22.22.22.22.    PEPPA PIG 

迷你收納袋連迷你收納袋連迷你收納袋連迷你收納袋連蔓越莓曲奇蔓越莓曲奇蔓越莓曲奇蔓越莓曲奇 

 

 

 

PEPPA PIG 為小朋友準備了全新「Back to school collection」，包裝更可作遊戲或收納之用，適合

小朋友以最愛的 PEPPA PIG 食品來迎接新學年！ 

 

� 牛奶曲奇連蔓越莓果乾 

� 曲奇印有 PEPPA PIG 圖案 

� 小包用上色彩繽紛的包裝 

� 防水袋共兩款設計 

� 可作萬用小袋，方便去旅行或到沙灘時使用 

� 建議 18 個月以上的小朋友在成人監護下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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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9) 

 



 

F04 保信行藥業有限公司保信行藥業有限公司保信行藥業有限公司保信行藥業有限公司 

23.23.23.23.    維奇貝兒維奇貝兒維奇貝兒維奇貝兒 

嬰幼兒奶粉系列嬰幼兒奶粉系列嬰幼兒奶粉系列嬰幼兒奶粉系列 

 

 

 

維奇(Vit-Gute)是個全面性的健康食品品牌，旗下的產品照顧人生不同階段需要，由初生嬰兒奶

粉、到成長期的一切營養配方的產品，及各類保健食品，所有產品亦講求健康及營養。 

 

維奇每一件產品都是追求健康生活而細心打造，特別是乳源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維奇奶粉，

更通過國際標準 ISO22000、HACCP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所以維奇絕對是媽咪們另一個信心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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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8-$328) 

 

 



 

G07A CN-Linked Limited 

24.24.24.24.    Monkey Loves Tom 

矽膠學習餐墊矽膠學習餐墊矽膠學習餐墊矽膠學習餐墊（（（（3 件裝件裝件裝件裝）））） 

 

 

 

你用緊嗰張 placemat 又重，又攞唔到出街？ 

 

Monkey Loves Tom 矽膠學習餐墊（3 件裝），輕、薄、靈活的設計允許墊容易被捲起，非常適合

旅行。1 套 3 件，適合玩耍/在家用餐/出外用餐。墊子防滑，永遠不會起皺或變形。 

 

Ingenious Baby 提供創意，新穎獨特的嬰兒用品，助您減輕負擔，提高您與孩子相處時光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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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10 件件件件) 

 

 



 

H07-08, 17-18 BIOSTIME HONG KONG LIMITED 

25.25.25.25.    Healthy Times  

嬰幼兒洗護系列嬰幼兒洗護系列嬰幼兒洗護系列嬰幼兒洗護系列 (指定產品指定產品指定產品指定產品) 

 

 

 

全線護理系列為敏感肌精心研製，配方純正溫和，不含多種致敏源，材料取自天然、優質的花朵

及多種富含維他命 E 和 A 的珍貴植物，無硫酸鹽，無對羥基苯甲酸酯/合成防腐劑，無鄰苯二

甲酸酯（可塑劑）和 BPA，無麩質、大豆及乳品，而且為全植物產品，不使用動物作成分和測試。 

 

有機草本有效舒緩 BB 的敏感肌，亦有舒緩作用，給 BB 一個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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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35)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支支支支，，，，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支支支支) 

 

 



 

K03 RAPPORT INTERNATIONAL LIMITED 

26.26.26.26.    CIGOGNE BéBé 

初生嬰兒多用途包被初生嬰兒多用途包被初生嬰兒多用途包被初生嬰兒多用途包被 

 

 

 

香港品牌 CIGOGNE BéBé 多用途包被半價優惠，除可用作包裹初生嬰兒，給與安全感的包被外， 

還可以用作冷氣被，外出時又可放車廂裡或嬰兒車內,給寶寶睡覺時保持溫暖，不易著涼。 

 

CIGOGNE BéBé 全棉針織被半價優惠，採用 100%天然棉花，保溫而且透氣，讓寶寶感覺更舒適. 

又可放洗衣機內清洗,十分方便，是寶寶必備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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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90) 

 

 



 

K10 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7.27.27.27.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BOOKSTART 

寶寶第一套啟蒙書寶寶第一套啟蒙書寶寶第一套啟蒙書寶寶第一套啟蒙書/寶寶第一套創意書寶寶第一套創意書寶寶第一套創意書寶寶第一套創意書 

 

 

 

閱讀習慣是從小培養，而親子閱讀亦是最好的溝通方法。 

 

專家指出 0 至 3 歲是幼兒大腦發展的黃金時期，掌握時間，和小孩閱讀可以激發大腦潛能，擴闊

視野。 

 

寶寶第一套啟蒙書和寶寶第一套創意書是日本 BOOKSTART 嬰兒必讀精選，適合 0 至 5 歲閱讀，

內容多以趣味圖像為主，主題包括創意想像，生活認知，親子溝通等。 

 

而圖書尺寸亦比一般圖書小，方使擕帶出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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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K11-12 Synergy Distribution Limited 

28.28.28.28.    Ella's Kitchen 

Purple One 紫色有機雜果蓉紫色有機雜果蓉紫色有機雜果蓉紫色有機雜果蓉 

 

 

 

紫色有機雜果蓉混合 4 種有機水果（包括：蘋果，香蕉，藍莓，黑加龠子），含有高纖維及多種

維他命。 

 

Ella's Kitchen 成分均來自天然有機的生果和蔬菜等，絕無任何的人工添加劑，基因改造，糖，人

工色素，甚至連水都沒有添加。攜帶輕便，是常帶寶寶出門的媽媽最好的選擇，開袋即食，無需

加熱，只要擠出果泥放在茶匙上便可喂寶寶，比起從玻璃罐取出的輔食還需要加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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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5) 

 



 

K16 Greentech Chemicals Ltd 

29.29.29.29.    Familoves 梵美樂梵美樂梵美樂梵美樂 

衣物防蟎浸洗液衣物防蟎浸洗液衣物防蟎浸洗液衣物防蟎浸洗液 300ml 

 

 

 

BB 床防蟎長效 3 個月，英國嶄新技術！ 

 

Familoves 梵美樂 將帶給大家一個全新愉快的防蟎感受，沒有氣味、不影響手感、不刺激皮膚；

織物只需進行簡單的處理步驟，即有長效防蟎 3 個月功效，解決敏感症的困擾，如鼻敏感、哮喘、

濕疹、皮膚敏感等；嬰兒小孩、孕婦、有蠶豆症 G6PD 人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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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8) 

(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支支支支) 

 

 



 

K16 Greentech Chemicals Ltd 

30.30.30.30.    GK 淨可立淨可立淨可立淨可立  

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 

 

 

 

洗衣機要洗白白，殺菌防霉清潔除味一次完成！ 

 

GK 淨可立 將帶給大家一個方便清潔洗衣機體驗，一次完成清除污垢、細菌、霉菌和異味，有效

預防皮膚敏感及其他傳染病，給媽咪、嬰兒及家人多一層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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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8) 

(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支支支支) 

 



 

L07-08, 17-18 Man Kan Int'l Ltd 

31.31.31.3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Mirabell Playmat  

嬰兒遊戲地墊嬰兒遊戲地墊嬰兒遊戲地墊嬰兒遊戲地墊 

 

 

 

� 獲國家認證取得 KC 証書 

� 已通過無毒理測試（無味無毒無金屬）安全可靠 

� 多功能地墊,可摺疊收藏容易 

� 使用 PU 面料，有防水功能, 不易藏有麈垢垃圾，清潔打理十分方便 

� 多種顏色及 Lego 造型選擇，配合不同家居造型，色彩鮮豔奪目，激發 BB 無限的創造力 

� 8 個尺寸配合不同家庭需要 

� 地墊內層由 8 層 PE 泡棉墊組成，有效地減少噪音，避免噪音傳送至地板，強力避震功能，

可減低 BB 受傷撞倒機會 

� 顏色：Vivid、Pastel、Duplo(雙色) 、Blue cream、Orange cream 

� 最新 Scandi Mono/Poly，Macaron 及 Lego (AR)系列 - Dino Park，Nice Guy & Playing House 

（配合 apps 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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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14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280-$2,280) 

 



 

M21 Medwell(Asia) Company 

32.32.32.32.    Spectra Plus 

即棄乳墊即棄乳墊即棄乳墊即棄乳墊 

 

 

 

 

� 有效吸漏乳汁 

� 貼合乳房外型設計 

� 柔軟、舒適、透氣 

� 防滑貼及防滲漏 

� 獨立包裝，36 片/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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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盒盒盒盒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9/盒盒盒盒) 

 

 



 

M21 Medwell(Asia) Company 

33.33.33.33.    Spectra 

納米凝膠冰種納米凝膠冰種納米凝膠冰種納米凝膠冰種 

 

 

 

韓國原裝進口行貨，信心保證！ 

 

� 韓國專利技術，持久保冷 

� 適用於保持母乳及嬰兒食品飲料，新鮮衛生 

� 可多次循環使用，物料輕巧 

� 適用於 Spectra 冰袋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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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9) 

 



 

N04 Winning Company 

34.34.34.34.    AdoraBaBies 

韓國納米抗菌保濕修護系列體驗套裝韓國納米抗菌保濕修護系列體驗套裝韓國納米抗菌保濕修護系列體驗套裝韓國納米抗菌保濕修護系列體驗套裝 

 

 

 

與韓國延世大學原州基督醫院共同研發，獲首爾國立大學醫院推薦給幼兒園 

 

� 溫和安全無刺激：通過美國 FDA 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口腔及皮膚測試，適用於口腔、初生嬰

兒、敏感膚質、濕疹、尿疹皮膚 

� 殺滅 99.9%細菌：通過 Nanomix™抗菌測試，包括大腸桿菌、沙門氏菌、抗藥性金黃葡萄球

菌等嬰幼兒較容易感染的病毒 

� 納米保濕因子：為呵護柔嫩肌膚，特別加入納米膠性銀及有機鍺，具修護受損肌膚，強化自

癒能力 

� 10 無添加：無酒精、無甲醛、無螢光漂白劑、無化學香料及色素、無聚六亞甲基 PHMG、無

防腐劑 Paraben、無 Phenoxyethanol、無 Potasium Sorbate、無 MIT、無 IPBC 

 

體驗套裝包括： 

1. 高級壓花嬰兒濕紙巾 - 家用裝 70 片*1 包 

2. 多用途嬰兒濕紙巾 - 家用裝 80 片*1 包 

3. 多用途嬰兒濕紙巾 - 輕便裝 20 片*3 包 

4. 高級嬰兒濕紙巾 - 迷你裝 5 片*5 包 

5. 保濕修護 BB 神仙水噴霧 - 輕便裝 30ml*1 枝 

6. 保濕修護 BB 神仙水噴霧 - 家用裝 300ml*1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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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N10 Choi Fung Hong 

35.35.35.35.    JimmBENNY 

有機洋甘菊有機洋甘菊有機洋甘菊有機洋甘菊 x 有機堅果油有機堅果油有機堅果油有機堅果油 嬰兒尿疹修護霜嬰兒尿疹修護霜嬰兒尿疹修護霜嬰兒尿疹修護霜 

 

 

 

特別為嬰兒研發配方，精選優質氧化鋅，能有尿布包裏的敏感部位形成一層保護膜，具強效的抗

菌效果，配有機洋甘菊、堅果油以及多種天然植物舒敏成份，為寶寶的臀部提供小心防護，有效

預防及紓緩嬰兒尿疹可能引起過敏及發紅狀況，配方溫和不含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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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59) 



 

N17-18 Joules Interenational Co., Ltd TA Primeval 

36.36.36.36.    Primeval 

有機短袖休閒服有機短袖休閒服有機短袖休閒服有機短袖休閒服 

 

 
 

Primeval 高級嬰兒有機服推廣大優惠，低至半價發售。購物滿法幣$800 元贈送口水肩加免費刺繡

服務，可即場繡上寶貝名字在口水肩上。 

 

Primeval 品牌選用最優質的有機材料，所有材料均通過 GOTS 有機認證，父母可安心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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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9)  



 

P09 NC Beauty Ltd. 

37.37.37.37.    Bloom and Blossom 

超值王牌套裝超值王牌套裝超值王牌套裝超值王牌套裝 

 

 

 

Bloom and Blossom 超值王牌套裝設計華麗，是完美的呵護享受，是祝賀準媽或新任媽媽的最佳禮

物。 

 

套裝包括： 

1. 高效防紋霜：有效減淡妊娠紋、擊退橙皮紋、收緊鬆弛皮膚、回復肌膚彈性、均勻膚色，是產

前產後女性及纖體後人士必備。 

2. 活化再生足部噴霧：幫助血液循環、有效消除疲勞、舒緩腳部腫脹、去水腫、預防足部抽筋，

快速吸收，更是高踭鞋良伴，長途機必備。 

3. 舒緩沐浴油：增強肌膚彈性、有效預防妊娠紋、淡化疤痕、滋潤保濕、放鬆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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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68) 

 

*以上圖片只提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