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Eugenebaby 

1. 意大利 Inglesina Zippy Light 手推車 

 

 

 

意大利嬰兒手推車名牌 Inglesina 最新推出，適合初生寶寶使用的 Zippy Light 手推車，設計全面

又貼心，帶給寶寶安全感和舒適感。Zippy Light 手推車能在短時間內，輕鬆快速收起，摺疊後便

自動上鎖，更能獨立站起，不佔空間。椅背具多段式調校，能 175 度平躺，並配備 5 點式專業安

全帶及特大的防曬太陽篷，相信每對父母都需要一部傍身。 

意大利 Inglesina 於 1963 年成立，超過 50 年歷史，專門生產高級而優質的嬰幼兒產品，銷售遍佈

全球 30 多個國家。為配合不同顧客的需要，品牌致力研究、創新不同系列時尚產品，特別打造

舒適、安全、功能性強的嬰兒手推車，讓爸媽舒心省力。除了皇牌手推車，旗下其他暢銷產品還

包括汽車座椅、餐椅、床欄及網床等。 

 

產品特點： 

 意大利設計及生產 

 配備 5 點式專業安全帶 

 7 種顏色選擇，車身輕巧，僅有 6.9 kg 

 可單手摺疊並自動上鎖，摺疊後能獨立站起 

 特大太陽篷，附有 UPF50+防曬功能 

 附有避震車輪，前輪可 360˚旋轉 

 椅背具多段式調校，能以 175 度平躺 

 坐墊能拆下及清洗 

 可加配 Huggy 汽車座椅，上落汽車不怕弄醒熟睡的寶寶適合初生至 3 歲 (約 15 kg 以下) 的

寶寶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219  (原價$3,699)  

(只限 2 月 24 日，限量 80 部) 

「2017 BB 博覽新貨巡禮」 



 

A02 Eugenebaby 

2. 意大利 Nuvita Melly Plus UV 多用途消毒機 

 

 

 

寶寶的生活除了睡覺，另一個重要部份當然是吃。當帶寶寶外出時，最重要的一定是帶備奶粉、

奶樽及奶嘴。意大利 Nuvita 推出了專利產品–MellyPlus® UV 多用途消毒機，利用 UV 及臭氧技

術消毒，只需要 3 分鐘便可有效快捷地消除 99.9％的細菌。 

 

只需把它安裝在奶樽或奶嘴上，滅菌過程在 UV 燈關閉後自動開始和結束，十分簡易。外出時只

需攜帶這個便攜式消毒機，便可輕鬆消毒奶嘴及奶樽，減輕父母負擔。這個小而輕巧的設計，令

父母帶寶寶外出時更輕鬆﹗ 

 

意大利 Nuvita 是 Anteprimabrands International 旗下的公司，宗旨是提供高質素而革新的產品，每

件產品在線條及形狀設計上均以用家的角度設計，添加意大利獨有的時尚品味，為用家提供多元

化而且價錢相宜的產品。 

 

產品特點： 

 利用 UV 及臭氧技術，可消毒安撫玩嘴、奶嘴及奶樽 

 3 分鐘便可有效消毒 99.9%的細菌 

 操作簡單，有效殺菌 

 體積細小，便於攜帶 

 可攜帶出外使用，減輕父母外出負擔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31  (原價$219) 



 

A02 Eugenebaby 

3. 意大利 Picci Lella 床邊床 

 

 

 

有人說寶寶跟父母睡在一起，餵哺會更方便，更能了解寶寶睡眠時的一舉一動，但只怕萬一父母

熟睡時壓到寶寶或是寶寶的鼻子被蓋著，引致意外發生。意大利品牌 Picci 最新推出 Lella 床邊床，

有 3 種使用方法，1. 嬰兒床–當安裝四邊圍欄便成為一張嬰兒床訓練寶寶的獨立能力；2. 床邊

床–只需降低其中一側的圍欄，便能連接成人床，搖身變成父母旁的床邊床，體貼又實用；3. 兒

童沙發–把其中一側圍欄放下便成為一張寶寶專用的沙發。 

 

意大利 Picci 擁有 40 多年製造嬰幼兒產品歷史，品牌的銷售網絡遍佈整個歐洲、美國及中東。品

牌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木床、手提睡籃、床上套裝、坐墊、幼兒梳化等等。品牌的產品均於意大

利設計及製造，深受國際名人歡迎及使用，質素絕對有保證。 

 

產品特點： 

 床板設有 3 個高度，可因應成人床高度作出調校 

 3 種使用方法 

1. 床邊床：降低其中一側的圍欄，簡單連接成人床便可 

2. 嬰兒床：當變成四邊圍欄的床，能訓練寶寶自行入睡 

3. 兒童沙發：當寶寶長大後，把其中一側圍欄放下，可作沙發使用 

 用料優質，更可加配品牌床上套裝 

 意大利設計及製造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420 / VIP $2,152  (原價$2,690) 

 



 

A02 Eugenebaby 

4. 加拿大 Aleva 嬰兒保濕乳液(240ml) 

 

 

 

世界綠色組織（WGO）早前發佈全港第一個擁有更高、更安全標準的嬰兒產品「正面清單」，以

（1）生物測試、（2）化學分析、（3）國際成份審查，對產品進行測試，以增加父母對產品安全

的認知。加拿大 Aleva 嬰兒保濕乳液便是其中一款通過測試的產品。此嬰兒保濕乳液專為初生嬰

幼兒的幼嫩肌膚而設，適用於臉部及身體各部份，對非常乾燥和容易出現皮膚濕疹效果顯著，敏

感皮膚亦適用。保濕乳液除了可深層保濕，亦可防止因皮膚乾燥而導致的皮膚濕疹、過敏和紅腫。 

 

加拿大 Aleva 是創於 2008 年的品牌，Aleva Naturals®產品是經自然療法師、草本植物專家及藥劑

師共同研發而成，採用純天然、安全可靠的成份及提供治療成效，為寶寶帶來安全和舒適。 

 

產品特點： 

 含有機乳木果油、杏仁油、橄欖油、可可巴油及燕麥等成份，不含化學劑 

 成份天然，有助於紓緩皮膚痕癢，令嬰兒的皮膚感覺柔軟 

 通過世界綠色組織（WGO）的「正面清單」三防測試，符合安全標準 

 質地柔滑，容易推開並吸收 

 加拿大製造 

 寶寶及成人皆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04 / VIP $91  (原價$130) 

 



 

A02 Eugenebaby 

5. 以色列 Taf Toys 雲形太陽擋連吊飾 

 

 

 

有個能夠擋風擋太陽的車篷，是嬰兒手推車必備配件之一。以色列 Taf Toys 雲形太陽擋的超長設

計，可以避免寶寶大部份身體及腳部受陽光照射影響。太陽擋上亦有可捲式視窗，可以讓爸媽清

楚看到寶寶在車內活動，也不會阻擋寶寶向前的視野。風車掛飾造型可愛，顏色鮮艷，能吸引寶

寶視線，增添旅程趣味，一物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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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UPF 防曬，能阻擋超過 97％紫外線 

 造型可愛趣致，容易安裝及收納 

 需要時，可將太陽擋收入雲形袋子內 

 適用於手推車、睡籃及汽車座椅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23 / VIP $195  (原價$279) 



 

A02 Eugenebaby 

6. 英國 SafeheadBaby 甲蟲嬰幼兒安全頭盔 

 

 

 

不少充滿好奇心的寶寶都想擴大探索視野，在剛學習走路時，跌跌碰碰、東爬西走，是無可避免

的。可是他們的身高與桌面相若，難免會出現意外而受傷。雖說孩子跌倒受傷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然而在過程中隨時會發生的嚴重意外，有可能會造成致命傷害。為解決這個問題，英國

SafeheadBaby 設計了這款幼兒安全頭盔，減少寶寶因碰撞頭部時造成的衝擊力，降低寶寶在學行

階段頭部受傷的機會。寶寶戴上後，既安全又可靠，爸媽就不用再擔驚受怕，放心讓寶寶到處爬

啦！ 

 

英國 SafeheadBaby 致力提供安全，創新的高品質嬰兒產品。品牌明白父母擔心他們的寶寶在探索

世界時受傷，經過多年研究及發展，終於推出此安全頭盔。 

 

產品特點：  

 安全可靠，通過歐盟 EN71 測試 

 材質柔軟，輕盈無負擔 

 透氣物料，不怕悶熱 

 扣帶可調節長度，適合不同頭圍 

 造型有趣，吸引寶寶注意 

 7 至 24 個月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30  (原價$329) 

 



 

A02 Eugenebaby 

7. 美國 Munchkin Go Boost™ 旅行加高椅 

 

 

 

當一家人與寶寶出外進餐時，一定要帶備很多必需品，但要準備一張孩子使用的餐椅並不容易。

為了解決此問題，美國品牌 Munchkin 出產了 GoBoost™ 手提旅行加高椅，適合在家中或外出使

用。這款加高椅可從便攜袋變成一張增高座椅，方便存放及外出攜帶，內口袋更可存放其他物品，

善用空間。附設的安全帶，可讓孩子穩固地坐上，同時可調校鬆緊，適合不同寶寶。 

 

廣為人知的美國 Munchkin，在美國已取得超過 30 個業界獎項及超過 50 個專利，深受育兒顧問、

醫療專業人士及家長的推崇。品牌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嬰幼兒餵食、沐浴、清潔、安全用品及玩

具等。 

 

產品特點： 

 內部構造強韌，最高能承受 50 磅 

 內口袋可存放奶瓶、尿片等日用品 

 物料耐用及容易清潔 

 共提供 3 條扣帶，確保能穩固安裝在成人椅上 

 摺疊後，便成為便攜袋，能輕鬆帶出街 

 適合 12 個月或以上寶寶使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63  (原價$439) 



 

A02 Eugenebaby 

8. 意大利 Nuvita  3D 透氣嬰兒枕 

 

 
 

寶寶大部份時間都在睡覺，當然要為他提供最好的枕頭，不但可以令寶寶睡得好亦能避免扁頭

症。採用了 3D 結構設計的 Nuvita 嬰兒枕，可確保枕頭內空氣流動，保持乾爽。嬰兒枕能支撐寶

寶的頭、頸及肩膊，並能提供適當的背部承托，避免寶寶突發死亡及扁頭症。寶寶睡得安心，父

母就更放心。 

 

意大利 Nuvita 是 Anteprimabrands International 旗下的公司，宗旨是提供高質素而革新的產品，每

件產品在線條及形狀設計上均以用家的角度設計，添加意大利獨有的時尚品味，為用家提供多元

化而且價錢相宜的產品。 

 

產品特點： 

 提供適當的背部承托，並支撐嬰幼兒頭、頸、肩三部份  

 有效預防扁頭症的形成及減低嬰兒突發死亡的風險(S.I.D.S.)  

 獨特 3D 結構，能令枕頭內空氣流動，保持乾爽。  

 面料柔軟舒適，不會導致敏感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79 / VIP $244  (原價$349) 



 

A02 Eugenebaby 

9. 台灣 Farlin Urchwing 多階段成長餐椅 

 

 

世上有沒有一張椅子可以由細坐到大？答案是有！Urchwing 餐椅不但適合寶寶作餐椅，成人也可

作正常椅子使用。當接上不同的配件，Urchwing 餐椅就可以由小矮櫈變成小搖椅、亦可變成高腳

用餐椅等共 5 個形態。餐椅採用人體工學設計，並配有餐盤及可拆五點式安全帶，更厲害的是獲

得國際設計大獎。一張餐椅那麼多功能及好處，而且能陪同寶寶成長，絕對是父母必備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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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實心櫸木材質製造 

 鳥巢形包覆式椅背設計，全面承托寶寶頸部至臀部 

 可拆式五點式安全帶 

 最高可負載 108kg 

 人體工學設計 

 附有餐盤，寶寶可學習自行進食或玩耍 

 榮獲國際設計大獎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439 / VIP $1,259  (原價$1,799) 



 

A02 Eugenebaby 

10. 法國 Kidz Delight Tech-Too 遊玩智能手機 

 

 

 

寶寶最喜歡就是模仿大人做的事，正當人人都有一部手機在手時，寶寶怎可能沒有呢? 法國 Kidz 

Delight 推出遊玩智能手機正符合所需，它的外形跟我們的手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它是適合寶寶

的小手使用，內裏有四個有趣的小遊戲，透過不同語音、音效幫助學習顏色、數字、動物名稱和

辨別聲音。最有趣的是當寶寶按上呼叫鍵撥打電話，手機閒置幾秒鐘，它會有來電圖標閃爍，自

動回電話，很像一部真正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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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引起好奇心，探索不同事物和識別聲音 

 同時刺激多感官發展，增強認知能力和訓練觸覺 

 提供雙語模式（西班牙語/ 英語），有助寶寶學習新語言 

 適合 18 個月或以上寶寶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9  (原價$139) 

 



 

B08 Petite Monde Limited 

11. Mother-K 嬰兒專用附黏性棉花棒-50 枝 

 

 
 

 針對新生兒的葫蘆形安全棉簽 

 針對新生兒的雙頭不同棉球設計 

 含有親膚粘著劑的粘著棉簽 

 100% 高級純棉 

 安全的高韌性紙軸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45  (原價$59)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2. 美國 Dr Brown’s Options 闊口玻璃排氣奶樽 

 

 

 

美國 Dr Brown’s 排氣奶樽是最值得信賴的嬰兒奶樽品牌之一。 

 

全新 Options 排氣奶樽的最大優點，是首創的活動式排氣管設計，父母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使用排

氣管。獨特的設計令使用更靈活，由初生階段開始到 9 個月或以後，Options 排氣奶樽都可伴隨

寶寶成長。Options 排氣奶樽與傳統 Dr Brown’s 排氣奶樽一樣，為寶寶帶來相同的健康好處。 

 

Options 排氣奶樽可解決餵哺最常見的問題，有效減輕寶寶肚風、嘔奶、嗝氣及胃脹等症狀。此

外，根據一項大學研究證實，它更能保存奶液中的維他命 C、A 及 E 等三種嬰兒健康所需的最重

要營養。美國製造。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08-$212  (原價$135-$265)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3. 美國 EZPZ 開心幼兒餐具 

 

 

 

2017 年 Happy Mat 及 Mini Mat 加入紫色新成員，為粉絲們提供多一個悅目選擇。 

 

極具創意的一體式專利設計，產品系列包括 Happy Mat，Mini Mat 及 Happy Bowl，可以緊緊吸

附於桌面上，防止餐具及食物被孩子推跌，大大減省了飯後清潔的麻煩和時間。 

 

產品採用 100% 食品級高品質矽膠材料，具備多項實用優點： 

 耐高溫，可用於微波爐、洗碗碟機及焗爐 

 堅固耐用，不會褪色，磨損或變形 

 抗菌防霉 

 非常容易清洗，不黏附油漬或食物殘跡 

 通過美國 FDA 及 CPSC 嚴格品質認證 

 不含 BPA、PVC、鉛鄰苯二甲酸酯或任何有害毒性 

 

時尚而趣緻的造型，加上多款悅目色彩，為食物增添樂趣和創意之餘，更能培養小朋友學習自行

進食，是父母和孩子都愛不釋手的成長恩物。 

 

 

博覽優惠： 

Happy Mat 檯墊+笑臉餐碟 博覽優惠價$200  (原價$249) 

Mini Mat 迷你檯墊+笑臉餐碟 博覽優惠價$168  (原價$209) 

Happy Bowl 檯墊+幼兒餐碗 博覽優惠價$160  (原價$199)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4. 美國 VIM & VIGR 優足壓力襪 

 

 

 

美國 Vim & Vigr 優足壓力襪，兼備時尚設計及健康功能，增進雙足血液循環，特別適合因工作、

運動或懷孕而面對疲倦、水腫及靜脈曲張的女性。 

 

獨有 Gradient Pressure™ Knitting Technology，利用嶄新的編織科技，襪筒由腳踝至腿部加入漸進

式壓力，有效舒緩水腫和靜脈曲張，同時有助消除腳部疲勞及沉重感，改善腿部線條，為雙腿重

新注入無限活力及美感。 

 

獲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 認可的 Vim & Vigr 壓力襪，台灣製造，現已登陸香港，備有 10 

款顏色及 3 種尺碼選擇，適合隨意配襯日常服飾，輕易營造活力和簡約的個人風格。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37  (原價$315) 



 

D10 Spawn Trading Limited 

15. MiaMily HIPSTER™ PLUS 

 

 

 

新一代立體嬰兒背帶！ 

 

瑞士品牌，一個帶給你和寶寶更健康的背帶！ 

 

MiaMily Hipster Plus 是 “嬰兒背帶產業聯盟“ (Baby Carrier Industry Alliance) 的會員，並已獲得

“國際髖關節發育不良研究所“ (International Hip Dysplasia Institute) 確認為一個時尚健康的產品。 

 

我們的創新 3D 臀部座位，防 O 型腿設計，確保寶寶保持自然健康的 M 字型，支持寶寶臀部在穩

定的位置上。讓寶寶髖關節正常發育。 

 

有 6 種不同的配帶方式，讓你的寶寶貼著您看世界，親子互動更容易。 

 

更備有獨特的大口袋於臀部座位下，可存儲你所需的嬰兒用品。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898  (原價$1,398) 



 

D11 SS Prestige HK Limited 

16. Karen Murrell 天然唇膏 

 

 

 

最近最 hit 商品“可以吃的口紅”，這種口號不是隨便喊喊～想要漂亮卻又擔心會吃入過多的重金

屬，絕對不能錯過這款來自紐西蘭當地製作出產的唇膏，不但能吃，因為是有機原料製造更是連

孕婦都可以使用的，誰說懷孕就不能美美的，努力當一個最漂亮的準媽媽吧！Karen Murrell 純天

然唇膏 可食用，孕婦可用。 

 

 純天然 

 無防腐劑 

 孕婦可用 

 

使用來自純天然的原料製作這款唇膏。產品中不含任何的礦物油，不使用從動物身上提煉的材

料，不使用防腐劑。Karen Murrell 宣導天然，所以在產品的包裝上也非常用心，都是 100%可回

收和再生能源。這款唇膏的小罐使用玉米樹脂為原料製成，外包紙盒也選用紐西蘭當地的木材製

成。從產品到包裝，所有成分都是經過認證的有機材料，安全環保，無毒無害，即使是孕婦也可

放心使用。KM 的每一隻唇膏都含有保濕因子、月見草油、Omega-6 等保濕成分， 讓使用唇膏的

同時讓嘴唇越來越健康。有 20 種色給你選擇。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08  (原價$138) 



 

E05-06 Chance for Kids 

17. 英國學習餐具套裝 

 

 

 

英國生產和專為幼兒設計的餐具，一套三件：匙羹、叉子、刀。 

 

每件餐具的手握位，讓幼兒學習正確拿餐具的手勢，同時培養桌上禮儀。 

 

 適合一歲或以上的幼兒 

 BPA FREE 

 符合國際標準測試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18  (原價$149) 



 

F21 Sunwa Marketing Co., Ltd 

18. arau. baby 雅樂寶嬰兒 2 合 1 沐浴洗髮泡泡—滋潤型 

 

  

 

arau. baby 雅樂寶嬰兒 皇牌洗護系列新產品：2 合 1 沐浴洗髮泡泡—滋潤型，其純梘潔淨成分由

100%植物油製成，易於沖洗及不會殘留於皮膚上，減少造成過敏、乾癢等情況。滋潤型加入天然

保濕植物萃取，更蘊含 2 倍甘油植物滋養成分，加倍滋潤嬰兒肌膚。 

 

 

博覽優惠： 

樽裝(450ml) 博覽優惠價$62  (原價$69)  

補充裝(400ml) 博覽優惠價$44  (原價$49) 



 

G07A CN-Linked Limited 

19. Fever Scout 粘貼式溫度計 

 

 

 

小朋友發燒，成晚無覺好訓？ 

 

Fever Scout 是柔軟的粘貼式溫度計，貼係小朋友腋下，可連續測量溫度和無線發送信息到智能手

機或平板電腦。令你唔駛成晚守係小朋友身邊，可以安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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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 $486  (原價$548)  

 

 



 

G07A CN-Linked Limited 

20. Doddl 幼兒餐具 

 

 

 

你的小朋友食野搞到周圍都係？ 

 

Doddl 幼兒餐具，以獨特的把手設計，令幼兒輕鬆學會使用餐具，減少失敗感！ 令幼兒愛上自

己進食，減輕父母負擔，令進餐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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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38  (原價$168) 

 



 

G07A CN-Linked Limited 

21. Scratch Sleeves 防抓傷手套 

 

 

 

BB 成日亂咁抓，抓甩晒頭髮，又搞到塊面仔花晒？ 

 

Scratch Sleeves 防抓傷手套，特別設計不易脫落，尤其適合有頭泥或者有濕疹，終日亂抓的 BB。

重可以減少食手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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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18  (原價$138) 



 

G07A CN-Linked Limited 

22. Sock Ons 防掉襪套 

 

 

 

你的 BB 跌過幾多隻襪子？10？20？ 

 

Sock Ons 防掉襪套，以簡單的方法，消除爸爸媽媽的煩惱！ 

 

Sock Ons 採用柔軟彈性材質製成，適合常規襪子，無論你的 BB 如何踢和拉扯，都不會掉下。 為

你省下不斷買襪子的煩惱。簡單，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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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38  (原價$48) 

 



 

J15 Hyproca Nutrition Co,. Ltd 

23. 荷蘭 Kabrita 嬰幼兒配方羊奶粉 

 

 

 

Kabrita 受荷蘭乳製品監察協會（COKZ）的嚴格監控，確保產品品質絕對符合國際及香港衛生標

準，讓媽媽和寶寶更安心。 

 

100%純羊乳蛋白配方，小分子易吸收，不易上火、不易便秘、不易過敏，添加珍稀結構脂 OPO，

讓寶寶腸道更吸輕鬆，吸收更好。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439   (原價$498) 



 

K11-12 Synergy Distribution Limited 

24. 有機香蕉藍莓糙米嬰兒米糊 

 

 

 

有機香蕉藍莓糙米嬰兒米糊（包括：香蕉，藍莓，糙米），含有豐富纖維及多種維他命。能給寶

寶更豐富的營養。 

 

嬰兒米糊能促寶寶均衡飲食，藍莓的高抗氧化能力能保護小寶寶眼晴；香蕉含有維他命 C，鉀和

礦物質，帶給寶寶全面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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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4  (原價$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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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韓國 Bebefood 嬰幼兒食品系列 

 

 

 

韓國 Bebefood 嬰兒有機米餅（適合 6 個月以上嬰幼兒）： 

 專為嬰幼兒食品而設的，選用新鮮韓國有機大米及韓國蔬菜水果製成,成分天然無添加, 美味

健康 

 口感軟綿，不易碎掉 

 有助寶寶出牙時,給牙肉按摩 

 不含油 、鹽、糖、香料、膨鬆劑、納、防腐劑 

 取得 HACCP 及 ISO2200 認證 

 

韓國 Bebefood 嬰幼兒低鹽紫菜（適合 9 個月以上嬰幼兒 ）： 

 專為嬰幼兒食品而設的，選用韓國優質海苔製成 

 營養豐富，含天然礦物質、蛋白質、維生素、鈣及鐵質等 

 選用芥花籽油、香油及海鹽. 

 採用少油及低鹽配方，適合嬰幼兒口味. 

 取得 HACCP 及 ISO2200 認證 

 

 

博覽優惠： 

米餅 博覽優惠價$100/3 包  (原價$48/包) 

紫菜 博覽優惠價$100/4 包  (原價$38/包) 



 

L16 Guten-b (Group) Company Limited 

26. b-kitchen EasyMIX 2 合 1 攪拌器 

 

 

 

b-kitchen EasyMIX 2 合 1 攪拌器是您準備寶寶食物的好幫手！ 

 

每分鐘高達 22,000 轉，附送 570 毫升隨行杯及磨粉器；適用於攪拌蔬菜蓉、水果溶、果汁，磨天

然調味粉。 

 

讓你自行控制寶寶食物的成分，避免人工調味料、色素和防腐劑，輕鬆製作最天然健康的自家寶

寶食物！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480  (原價$688) 



 

M01-02, 23-24 Paka Toys & Gifts Ltd 

27. 便攜積木套裝 

 

 

 

Popbo Blocs 積木系列是專為嬰幼兒設計，由各種色彩繽紛、造型各異的積木拼組而成。 

 

硬積木可配合 Popbo Blocs 軟積木一起玩，是鍛鍊寶寶運動技巧、手眼協調能力和創造力的益智

玩具。 

 

便攜積木套裝包括 75 顆硬積木及便攜袋，方便收藏。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80  (原價$299)  



 

M21 Medwell(Asia) Company Limited 

28. RayQueen 紫外線 UV 消毒機 

 

 

 

韓國原裝入口行貨，信心保證！ 

 

 UV 殺菌暖風烘乾 2 合 1 

 採用德國 OSRAM 紫外線光管 

 2 款選擇模式 

 可消毒不同產品：哺乳用品、奶瓶、幼兒學習餐、玩具等 

 

*圖片顏色只作參考 

*供應商有權按實際情況訂購不同顏色產品銷售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188  (原價$1,680) 



 

N04 Winning Company 

29. 3D 透氣呼吸嬰兒車墊 及 嬰兒枕頭 

 

 

 

 

嬰幼兒主要用頭部散熱，頭部時常出汗，座墊頭枕部分需具超透氣功能，並避免窒息危險，韓國

專利設計製造，3D氣網連表面全棉，全年春夏秋冬四季都適用。 

 

清理乾淨又方便，表面污漬只需用濕紙巾擦拭乾淨，徹底清洗可整個手洗，易晾乾。 

 

純棉超細緻滑順，100% 全棉面布，質地細緻滑順，不會摩擦嬰幼兒細嫩肌膚，透涼舒適。 

 

3D立體織網技術，採用德國研發的3D立體織網技術，原用於運動鞋底，具透氣功能，每個嬰兒

車墊都有超過30萬個氣孔。 

 

抗菌防蟎功能，遠離過敏源，獲SGS驗證，通過歐盟安全標準EN71，不含偶氮染料 (Non-Azo Dyes)

及甲醛。 

 

織網設計不滋生人體有害細菌，抑制蟎蟲及細菌繁殖，寶寶使用媽咪安心。 

 

 

博覽優惠： 

嬰兒車墊 博覽優惠價$269  (原價$369) 

嬰兒枕頭 博覽優惠價$199  (原價$299) 



 

N10 Choi Fung Hong 

30. 有機洋甘菊 x 有機堅果油 嬰兒莞茜浴沐露 

 

 

 

專為嬰兒嬌嫩肌膚制定，極致溫和，給予寶寶加倍呵護。特選莞茜精華，其富含多種微量元素及

具特殊香味，能較好刺激汗腺分泌，促進肌膚新陳代謝，舒緩鎮靜肌膚，有助預防汗疹、濕疹形

成，配合有機保濕潤膚成份，讓寶寶肌膚潔淨柔軟，清新舒爽。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99  (原價$159) 



 

N11-12 Fun Baby Trading Limited 

31. KIDSME 食物袋咀嚼訓練器套裝 

 

 

 

食物袋咀嚼訓練器套裝，其便攜式設計，可以一次過滿足媽媽的要求。無論任何地方，寶寶都可

以自主進食「媽媽愛心」食物，同時訓練咀嚼的咬合能力，促進腦部發展及牙齒發育，更避免偏

食習慣。 

 

食物袋附有活動便條，讓媽媽可以清楚記錄食物的製作日期及食物袋使用次數。配合專為食物袋

咀嚼訓練器一併使用，安全進食無難度。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48  (原價$60) 



 

N13-14 Badanamu 

32. Bada 點讀筆套裝 

 

 

 

Bada 點讀筆套裝，包括一支 Bada 點讀筆及四塊遊戲圖板。 

 

Bada 點讀筆設計可愛，集遊戲及閱讀兩大功能於一身。配合遊戲圖板及互動教學 apps 使用，輕

輕一點圖板，即可發音及玩教學遊戲，讓孩子輕鬆學習。互動教學 apps 根據實際教學課程編寫而

成，寓學習於娛樂。另可點讀故事書，聆聽英語發音，奠定英語拼音基礎。Bada 點讀筆套裝助您

從幼兒時期起培養小孩聽、說、讀、寫各項能力。 

 

Badanamu 深信主動學習體驗能令小孩在玩樂時激活腦部發展，希望小孩以視覺、觸覺、聽覺等

多角度感受英語，投入情感。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00  (原價$875) 

 



 

P09 NC Beauty Ltd. 

33. Bloom and Blossom 酣睡孖寶 

 

 

 

Bloom and Blossom 酣睡孖寶包括： 

1. 酣睡沐浴露：能軟化皮膚，有助膠原蛋白增生，滋潤鎖水，幫助舒緩情緒，鎮靜減壓，為

寧靜的睡眠作準備；專業配方不含硫酸鹽，敏感皮膚適用。 

2. 酣睡按摩油：幫助滋養乾燥及敏感皮膚，有效抗養化、激活皮膚細胞自我修復及再生，有

鎮靜減壓作用，而且容易吸收，睡前使用有助於身體和心靈進入休眠狀態。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348  (原價$496) 

 



 

P16 PrePnK1 Express Educational Group Limited 

34. 「幼稚園升學培訓及策劃服務」計劃 

 

 

 

近年，PrePnK1 Express 推出「幼稚園升學培訓及策劃服務」計劃。全方位地分析小朋友的成

長進度和家長對學校的要求，然後製訂出一個讓小孩子輕鬆成長的入學準備計劃。 

 

由於現時港澳的幼稚園在收生時，家長的面試表現佔很大比重的分數，所以在整個服務的過

程中，我們重點積極培訓家長，為家長提供全方位的教育和支援，包括選校評估、小孩性格

分析、經驗分享、知識傳授、面試練習等等多項服務。 

 

我們的服務主旨是：「 0 壓力地 98 分考入心儀幼稚園！」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333  (原價$9,388) 

 



 

P20-21 Organic MAMA Ltd 

35. BABY White Noise Sight & Sound Projector 

 

 

 

 圖像投影儀利用引人入勝的圖像刺激寶寶的學習 

 預裝搖籃曲（Brahms 搖籃曲/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讓你的小狗睡覺 

 從任何藍牙®兼容智能手機或桌面流音樂或音頻睡前故事 

 幫助寶寶睡覺與放鬆白噪聲 

 自然聲音（海浪/雨/森林/心跳）創造一個平靜的環境 

 具有多個亮度設置的夜光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499  (原價$699) 

 



 

P33 ErgoBoss Company Limited 

36. Iloom Aco Sofa 

 

 

 

iloom 兒童學習傢俱是韓國第一傢俱品牌，適用於不同年齡的兒童成長傢俱。 

 

iloom ACO Sofa： 

 讓小孩子坐定定的神奇 Sofa 

 不會變形的彈性軟膠棉 

 可以濕布清潔的環保抗汗人造皮 

 可愛的 Bunny/Dino 造型 

 

快快帶它們回家吧！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83  (原價$870) 

 

 

 

 

 

 

 

 

 

 

 

 

 

 

 

 

*以上圖片只提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