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Eugenebaby 

1. 韓國 Elbini 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 

 

 

現今嬰兒揹帶的款式五花八門，有單肩式，又有雙肩式，究竟怎樣的款式，才是最適合爸媽和寶

寶呢？韓國 Elbini 的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獨家採用 EPP 特殊材料作坐墊內部及 100%有機棉製

成，配合符合人體工學的坐墊形狀及透氣網等貼心設計，就連皮膚容易過敏的媽媽、寶寶都能舒

適地出門。 

 

揹帶可分為二個階段使用，初初 4 個月起可使用揹帶，當 6 個月時可單獨使用腰凳。獨特 M 形

坐墊設計，可預防寶寶髖關節脫骨(O 形腳)，並幫助脊椎發展；減少對媽媽腹部，甚至剖腹產傷

口的壓迫，緩解受壓疼痛。配合寬形的肩帶和腰帶，能有效分散肩膀、脊柱、手腕、骨盆等部位

的負擔，支撐產後衰弱的腰部，減輕疼痛。揹帶同時適用於寶寶正向及反向，讓他們探索世界。

一款多功能的揹帶，必定能讓父母的育兒生活變得更輕鬆便利。 

 

來自韓國的 Elbini & Co 是一家生產及製作嬰兒坐墊式揹帶的嬰兒用品公司，至今已有超過 30 年

歷史。品牌的商標是一隻優雅的藍色燕子，象徵高潔、美麗的母親保護著世上所有寶寶。品牌致

力研發高質量和舒適性的產品，從多方面細心呵護寶寶。 

 

產品特點： 

 韓國製造 

 寶寶正向或反向都可以使用 

 可作揹帶或腰凳單獨使用 

 能有效分散重力的負擔，緩解疲勞及腹部受壓帶來的疼痛 

 寛闊防滑坐墊，增加穩定性 

 雙重安全扣連接腰凳與揹帶，防止寶寶滑落 

 透氣網可拆下，有效散熱 

 適合 4 個月至 20 公斤（約 3 歲）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899 (原價$1,499) 

「媽媽外出用品 Che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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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大利 OK Baby Roady 摺合便攜廁所 

 

 

 

 

當寶寶踏入 N 班，便是時候跟尿片說再見，這個時候需要準備一個專屬寶寶的便攜廁所了！意大

利 OK Baby Roady 摺合便攜便廁除了是輕巧便攜外出給寶寶用的座廁外，更可以搖身一變轉換

成廁板，放在成年人用的廁所上，讓寶寶學習自己去廁所，配合專用吸濕力強的便廁膠袋，家用

外用都適合。摺疊後體積細小，輕巧耐用，方便攜帶。 

 

每個即棄便廁袋擁有極強吸濕力，更可容納 300 毫升液體，足以應付正常需要。使用後容易拭抹，

保持衛生。支撐腳底部和內側加設防滑膠，確保任何時候都可以安全使用。 

 

意大利 OK Baby 於 1976 年成立，擁有超過 40 年歷史，致力生產優質、可信賴的嬰幼兒用品，以

滿足父母的需求和寶寶的歡樂。產品意大利製造，且通過 ISO 9001:2008 管理認證，品質絕對有

保證。 

 

產品特點： 

 意大利製造 

 具兩種使用方法，隨時轉換成座廁或廁板 

 摺合式設計，方便攜帶及收藏 

 單獨或轉換成輔助廁板使用皆可 

 配合 300ml 極大吸濕專用即棄便廁膠袋，足以應付日常需要 

 支撐腳底部和內側加設防滑膠，確保安全使用 

 附送 3 個專用即棄便廁膠袋 

 摺疊後尺寸：L24.5 x H8 x W24cm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81 (原價$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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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 My Breast Friend 哺乳圍巾 

 

 

 

母乳對寶寶來說是最天然的食物，提供嬰兒所需的養份及抗體。加上近年來，在社會的鼓勵下，

很多媽媽都選擇餵哺母乳給自己的孩子。在餵哺母乳的時候，媽媽需要一些小法寶，以提高餵哺

時的安全及舒適度。使用美國 My Brest Friend 的哺乳圍巾私隱度高，讓媽媽隨時隨地安心餵哺

寶寶。除了減少媽媽在公共場合或在旅途中餵哺的尷尬，領口軟骨的獨特立體設計，可隨時監察

寶寶的情況。加大加寬的圍巾，適合任何媽媽產後的身形變化。 

 

美國 My Brest Friend 哺乳產品已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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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媽媽哺乳而設，提供私人的餵哺空間 

 覆蓋全面，私隱度高，減少餵哺時所產生的尷尬 

 採用 100%全棉透氣物料 

 可單手調校長度 

 領口方便監察寶寶的情況 

 備有口袋，可放水樽、電話，或其他哺乳所需用品 

 設有多款時尚圖案，方便配搭任何服飾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79 (原價$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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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大利 Nuvita Melly Plus UV 多用途消毒機 

 

 

 

想帶寶寶外出享受親子時光，又怕需要準備的用品太多？意大利 Nuvita 推出的專利產品 Melly 

Plus UV 多用途消毒機便幫到你！體積細小、方便攜帶、容易使用，利用 UV 及臭氧技術消毒，

只需 3 分鐘便有效消滅 99.9%細菌，適用於不同的奶嘴及奶瓶包括寬口徑、標準口徑等。 

 

使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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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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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是父母外出的好幫手！  

 

意大利品牌 Nuvita 成立於 2010 年，致力提供多元化、高質素、革新且價錢相宜的嬰兒產品。產

品設計不但彌漫著濃厚的意大利品味時尚設計，而且不斷鑽研每項產品，充分考慮用家角度及實

用程度來設計，務求令每位用家用得更順心。旗下產品從哺乳、餵食、護理及衛生方面，都全面

地貼心照顧每一位媽媽和寶寶的需要。 

 

產品特點： 

 利用 UV 及臭氧技術，可消毒安撫奶嘴及奶樽 

 3 分鐘便可有效消毒 99.9%的細菌 

 操作簡單，完成後會自動結束 

 體積細小，便於攜帶 

 可攜帶出外使用，減輕父母外出負擔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31 (原價$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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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瑞士 Bibi 我愛爸媽玩嘴套裝 x 加拿大 Aleva 濕紙巾 

(套裝包括：我愛媽媽拇指形玩嘴+最佳爸爸拇指形玩嘴+嬰兒竹纖維多用途濕紙巾(30 片裝)) 

 

 

 

除奶瓶外，奶嘴便是寶寶貼身之物，陪伴寶寶成長。帶寶寶外出，一款特別的玩嘴當然是必備之

選，除了可以讓寶寶感到貼心和安全感，亦可以令寶寶成為全場焦點！瑞士 Bibi 的 Happiness 玩

嘴系列中「我愛媽媽」和「最佳爸爸」拇指形安撫奶嘴深受各地爸媽的歡迎；玩嘴質地柔軟具彈

性，拇指形設計有助寶寶上下顎發育，還模仿了媽媽乳頭形狀，特別凹凸點點設計能增加寶寶安

全感，防止唾液長期接觸皮膚導致過敏。奶嘴更刻有動物圖案代號，尺寸一目了然，方便購買合

適的奶嘴尺寸。 

 

瑞士品牌 Bibi 擁有超過 75 年歷史，產品由設計師媽媽及科學家共同開發多款適合嬰幼兒使用的

產品，配合實際所需外，兼具備優質的外形設計。 

產品特點： 

 拇指形設計，有助寶寶上下顎發育 

 模仿媽媽乳頭形狀 

 有效安撫寶寶，增加安全感 

 特別凹凸點點設計，防止唾液長期接觸皮膚導致過敏 

 設計造型吸引 

 

攜帶寶寶以及必備的玩嘴外出時，來自加拿大 Aleva 的嬰兒竹纖維多用途濕紙巾便能大派用場。

濕紙巾主要以天然和有機成份製造，質地柔軟而強韌，材質能在 21 天生物降解，不損壞生態環

境。竹纖維內含一種天然抗菌劑，具有殺菌作用，能有效地清潔嬰兒玩具、奶瓶、奶嘴、杯子及

食用餐具等。 

 

加拿大品牌 Aleva Naturals® 創於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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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然和有機主要成份製造，不含有害化學物質 

 有效地清潔嬰兒玩具、奶瓶、奶嘴、杯子及食用餐具等用品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73 (原價$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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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瑞士 Bibi 我愛爸媽(寬口)奶瓶套裝 (6 個裝) 

 

 

 

套裝包括： 

 我愛爸媽寬口 PP 奶瓶 150ml (2 件) 

 我愛爸媽寬口 PP 奶瓶 250ml (4 件) 

 

新手爸爸媽媽常常在餵奶時遇上很大的煩惱，很多寶寶都會容易出現吐奶、打嗝、肚子痛的症狀。

此時便需要給寶寶選擇一個合適的奶瓶，瑞士 Bibi「我愛媽媽」和「最佳爸爸」寬口 PP 奶瓶，

針對防止寶寶脹氣而設計。奶嘴仿母親的乳頭，採用防脹氣閥門設計，允許少量空氣循環，能減

少寶寶喝奶時吸入空氣，有效緩解脹氣和不適感。防滑的水滴形設計，可方便開合。弧形瓶身有

防滑設計，方便寶寶手握。 

 

瑞士品牌Bibi擁有超過75年歷史，產品由設計師及科學家共同開發多款適合嬰幼兒使用的產品，

配合實際所需外，兼具備優質的外形設計。 

 

產品特點： 

 瓶身採用 PP 材質製造 

 奶嘴仿母親的乳頭 

 有效緩解脹氣和不適感 

 不含 BPA 

 適合初生或以上寶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88 (原價$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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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 Munchkin Click Lock 學飲杯 (7oz) 

 

 

 

隨住寶寶一天一天的長大，媽媽該由用匙子餵寶寶喝水，轉用學飲杯讓寶寶自行學習飲水！美國 

Munchkin Click Lock 學飲杯深受爸媽的歡迎，學飲杯備有防漏設計，當聽到「咔」一聲便立即上

鎖，可以牢固地將杯蓋蓋好，防止漏水。柔軟吸管的十字切口設計，寶寶能控制吸吮時液體流動

的速度，避免嗆到。吸管底部更備圓珠設計，使寶寶任何角度都能喝水。雙手柄的設計，防滑又

易握，可以鍛煉寶寶小手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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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致力於設計富創造性的產品，來滿足現代父母的需求，讓他們

育兒和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和輕鬆，繼而成為一種享受。品種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嬰幼兒餵食、沐

浴、清潔、安全用品及玩具等。 

 

產品特點： 

 Click Lock 防漏設計 

 控制液體流動的速度 

 吸管底部備圓珠設計，任何角度都能吸吮 

 不含 BPA 

 6 個月或以上寶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79/2 件(原價$7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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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瑞士 AMOS  PP 即棄奶瓶 250ml 

 

 

 

想任何時候及地點都可以輕鬆餵哺寶寶？瑞士品牌 AMOS 的皇牌產品 Easy Go 系列，就是集方

便及衛生一身的即棄奶瓶，無論家用、外出，甚至旅遊時都可以輕鬆餵哺寶寶。 

 

奶嘴設有防脹設計，變速嘴可因應寶寶不同階段而改變流量。奶瓶特別採用壓縮設計，打開前只

有 8 厘米高，打開後容量達 250 毫升。最重要的是奶瓶經過高溫消毒及安全密封，使用前能保持

最高的衛生度，需要時即開即用，最適合父母帶寶寶外遊時使用。餵哺時，瓶身可可根據寶寶需

要而隨意彎曲，調節不同的弧度及伸縮度。 

 

瑞士品牌 AMOS 採用符合國際安全標準材料，並結合創新的意念，創造簡單而實用的產品，為

父母提供功能性的產品，為嬰兒帶來快樂、安全、舒適的生活。 

 

產品特點： 

 安全輕巧，方便攜帶 

 預先消毒及密封，衛生可靠 

 壓縮設計最小化 

 可改變流量並有防脹氣設計 

 瓶身有清晰刻度，方便父母使用 

 不含雙酚 A（BPA） 

 適合初生至 3 歲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26/2 件 (原價$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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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愛爾蘭 Clevamama 手推車嬰兒枕頭 

 

 

 

手推車是帶寶寶外出重要的工具，那手推車嬰兒枕頭更是讓寶寶外出舒適的法寶！愛爾蘭品牌

Clevamama 的手推車嬰兒枕頭採用獨家研發製造的 ClevaFoam™技術作枕芯，能有效減輕嬰兒頭

部的壓力多達 50%，同時增加 80%身體的支撐力，經科學認證有效預防扁頭症。枕頭採用不含化

學物質、低過敏原的織物製造，並通過 OEKO-TEX® 100 認證，安全可靠，患有哮喘或過敏的寶

寶也適用。枕頭厚度適中，能保持寶寶頭部和脊柱於舒適位置，再配合 Airflow™技術增加空氣

流動，能吸收潮濕，透氣度高，成為寶寶外出安睡的好伙伴。 

 

愛爾蘭 Clevamama 品牌源自於 2003 年，由兩位媽媽創辦，一直致力研發嬰幼兒產品，充分考慮

父母照顧寶寶時的需要，令寶寶健康安全成長。產品種類包括枕類用品、餵食用品、安全用品及

沐浴用品，創新實用的設計更榮獲多個獎項，暢銷世界各地。 

 

產品特點： 

 保護寶寶頭形，有效減低扁頭症 

 減輕頭部壓力達 50% 

 增加 80% 的身體支撐力 

 透氣度及舒適度高 

 適合患有哮喘或過敏的寶寶 

 適合初生至 1 歲寶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97 (原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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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國 Munchkin 彩色餐碗(4 件裝)連 2 件餐匙 

 

 

 

 

當寶寶開始學習進食固體食物時，餵食用具及器皿的需求便大大提高。美國品牌 Munchkin 的彩

色餐碗套裝備有餐碗密封蓋及餐匙，可作餵食碗或配上蓋子作儲存盒擺放食物。此外，餐碗具有

100%防漏、防打破設計，配備 4 個互換的密封蓋及 2 個軟餐匙，家用外用均適合。餐碗耐熱耐冷，

可存放冰箱及放微波爐使用。不使用的時候，亦可整齊疊起，易於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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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致力於設計富創造性的產品，來滿足現代父母的需求，讓他們

育兒和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和輕鬆，繼而成為一種享受。品種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嬰幼兒餵食、沐

浴、清潔、安全用品及玩具等。 

 

產品特點： 

 色彩繽紛 

 餐碗 4 件、碗蓋 4 件、餐匙 2 件 

 餐匙頭部圓形設計，既柔軟不傷寶寶牙齦 

 可作餵食碗或儲放食物 

 可疊起，易於收藏 

 不含 BPA 

 適合 4 個月或以上寶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65 (原價$109) 

 



 

A02 Linberg’s Limited 

11. 德國 HiPP 喜寶 - HiPPiS 有機果蓉唧唧裝 

 

 

 

全球銷量 No.1 有機嬰幼兒食品品牌 - 德國 HiPP 喜寶採用無農藥、無激素、無基因改造成分製

作一系列寶寶最喜愛的有機零食：HiPPiS 有機果蓉唧唧裝，由 100%自然成熟有機水果製造，含

豐富維他命 C 同膳食纖維，無添加額外糖分及防腐劑。全新包裝，每款印有不同 HiPPiS 角色，

造型可愛趣緻，美味滿 Fun！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買 3 盒送 1 盒，1 盒 6 支 (原價$24.8/支) 



 

D05-06, 19-20 Care n Love Development Limited 

12. dodopapa – Dining Out Bowl 出去碗 

 

 

 

 多合一設計：包含配件：碗，湯匙，剪刀是外出用膳的必需用具 

 衛生：剪刀及湯匙可固定碗內，安全衛生 

 原料合乎安全規格：日本進口不銹鋼材及韓國進口耐高温 PP 原料 

 底部吸盤：能固定在平坦的桌面，向上吸力達 5 公斤以上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09 (原價$139) 



 

D07-09,16-18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13. 老協珍熬雞精 (14 入-常溫) 

 

 

 

台灣迪化街 80 年老店，徐若瑄孕期推薦品牌！傳承四代熬工法，精粹上等老母雞深層精華，天

然複方營養完整，是產前產後的最佳選擇。常溫的獨立包裝，不需冷藏，讓忙碌的媽媽們隨時隨

地也可以享受健康，非常方便。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470 (原價$590) 

 

 

 

 

 

 



 

D10 Spawn Trading Limited 

14. MiaMily 嬰兒背帶腰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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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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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898 (原價$1,398)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5. The First Years 便攜安全幼兒加高椅 

 

 

 

 外型輕巧，可手提、肩背，方便攜帶 

 不需組裝，免吹氣打開即充氣可用 

 重約 1 公斤，收起時厚約 5 公分 

 表面防水易清理 

 附兩組安全；三點固定安全帶及側欄保護寶寶安全 

 適合九個月以上寶寶，可承重 19 公斤 

 

 

場內優惠： 

場優惠價  $250 (原價$399.9) 

(限量 10 個)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6. The First Years 雙面嬰兒車軟墊 - 灰色 

 

 

 

軟墊一面採用柔軟絲絨，另一面是透氣針織物料，可雙面使用，適合嬰兒於任何季節舒適使用；

可機洗，方便清潔。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80 (原價$119.9) 

(限量 20 個)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7. Babyganics 消毒搓手液 無香味 - 50ml 輕便裝 

 

 

 

 幼兒專用安全植物配方，不含酒精 

 消毒雙手，全家適用 

 只需 15 秒可有效殺滅 99.9% 常見有害細菌 

 防敏感配方，經兒科及皮膚專科測試 

 不含三氯沙、苯甲酸酯類防腐劑、硫酸鹽、鄰苯二甲酸、人造香料或色素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30 (原價$55)  

(限量 30 支)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8. mifold 兒童汽車安全椅 

 

 

 

mifold 是輕巧便攜帶的兒童安全椅，適合 4 至 12 歲兒童專用，體積只有傳統汽車加高椅的十

份之一，可輕易存放在背包或車裡任何角落，不佔空間。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539，送 50 油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原價$599) 

 



 

E07-09 MAN KAN INT'L LTD. 

19. SINBII EZBAG 2.0 輕鬆袋嬰兒雙肩坐墊背帶 

 

 

 

韓國銷量 NO.1 贏得多項大獎，媽媽們一致公認 SINBII 為最好的坐墊背帶！創新育兒新美學， 

SINBII 專利 EZBAG 輕鬆袋及收納袋置物設計，父母出門逛街必備之選，歐美日韓安全認證，專

利設計証書及 2015 年度韓國設計獎。 

 

產品功能： 

 專利設計：唯一收納袋置物,特大前置式口袋設計，媽媽們逛街必備之選 

 ZBAG 輕鬆收納袋，收藏方便容易攜帶，不需一分鐘立即收藏，變成一個攜帶方便 HIPSEAT 

 口袋置物設計，超大置物空間隨身物品輕鬆帶 

 貼心設計：可伸延背帶長度，寶寶長高了也可延長使用 

 透氣背帶：四季皆宜，透氣布料，可快速排走熱氣及濕氣，使寶寶保持通風透氣清爽。附有

擋風罩，因應天氣溫度可以把罩蓋上 

 腰帶：承托力穩固，大大減輕爸爸媽媽們揹著寶寶的負擔！ 

 腰凳：有防滑設計，坐墊下有軟墊。高斜度腰凳設計，令寶寶重心倚靠着媽媽，增加安全感。

腰凳濶度大小適中，令寶寶坐得更加舒適 

 護頭睡帽：用作遮光、擋風，讓寶寶安睡不受外界干擾，防止寶寶睡眠時往後翻 

 背帶上倒三角精密縫線，耐操耐用，天天用安全有保障 

 抗水功能：採用抗水透氣的布料，即使弄污了也很容易清潔 

最新 5 大改進： 

1. 特大收納袋置物 

2. 最新頭部護枕, 使用時可向上拉開，收納方便 

3. 輕盈透氣的面料及加厚的雙肩氣墊背帶,無重力的設計，有效地分散寶寶重量，揹得輕鬆自在 

4. 4 重安全扣設計：YKK 拉錬鎖，提高安全性，用得更安心 

5. 大腿兩側位置，加了保護厚墊，對寶寶更加貼心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088 (原價$1,690) 

(每日限量 80 條) 



 

G10-11 b&h (Swiss) Limited 

20. Atlas 輕便嬰兒手推車 

 

 

 

 輕鬆直接放上飛機行李艙 

 鋁合金車架穩固耐用 

 四輪內置避震彈簧 

 可調節椅背可平躺約 175 度 

 兩段式調節把手、可調節腳靠 

 附旅行專用袋，方便攜帶及收藏 

 適用年齡：0-36 個月,總承重 20Kg 或以下 

 摺疊輕巧，摺疊尺寸: 45x19x53.5cm 

 淨重僅 4.88kg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180 (原價$1,980) 

(限量 5 部) 

 



 

K05-06, 17-18 Scott Collections Ltd. 

21. 抗敏保濕膏 (面及全身) 

 

 

 

潤而不立、易吸收，抗敏配方，不含香料及 Parabens 防腐劑，預防敏感和濕疹。蘊含磷脂、維他

命 B5、氨基酸及礦物等成份，有效舒緩及修復問題肌膚。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08 (原價$135) 

 



 

K05-06, 17-18 Scott Collections Ltd. 

22. 抗敏潤膚濕紙巾 

 

 

 

蘊含溫和清潔乳，免沖洗，清潔同時舒緩、保護肌膚。牛油果油及甘油等保濕成份能強化 BB 肌

膚的皮脂層，並形成保護膜，令皮膚免受刺激。低敏配方，無香料，無酒精，不會帶走肌膚水份。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52 (原價$65) 

 



 

K11-12 SYNERGY DISTRIBUTION LTD 

23. Ella’s Kitchen 7 色雜水果蓉 

 

 

 

不同的有機雜果蓉由 4 種不同水果混合而成，一共 7 種顏色，讓孩子由 6 個月大開始接觸充滿色

彩的世界和健康的食物。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00/7 包 (原價$143.5/7 包) 

 

 

 

 

 

 

 

 

 



 

L09-10 Chance For Kids 

24. Obba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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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09 (原價$149) 



 

N01-03, 22-24 DAO SHING CO. 

25. gb Gold Pockit 手推車 

 

 

 

 收摺冠軍：Pockit 是世界上最小的折疊式嬰兒車 

 可攜帶入飛機存放在行李架內 

 加長頭托的舒適座位 

 相連煞掣裝置 

 前輪 360°旋轉 

 附有收納袋 

 適合 6 個月至 17 公斤使用 

 收摺後：大約長 18 X 闊 30 X 高 38 厘米 (+/- 1 厘米) 

 重量：4.8 公斤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390 (原價$1,990) 

 



 

P24-25 Orient EuroPharma Co., Ltd. 

26. 卡洛塔妮羊奶片 

 

  

 

新年外出拜年小朋友少不免會吃糖果，不如吃健康好味的卡洛塔妮羊奶片。 

 

卡洛塔妮羊奶片含天然羊奶成份，不含蔗糖，豐富鈣質，添加益生菌，有助腸道健康，美味可口；

卡通造形得意可愛，小朋友大愛。 

 

有 30 粒方便裝，更易攜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買 2 送 1 (原價$95/罐 / $21/包) 



 

P29 Health Basis(HK) Ltd 

27. 寶寶百味即食有機米米粥及字母粉 (單包裝) 

 

 

 

由營養師爸 B 陳國賓 Leslie 創立創立，「BB 出街旅行恩物」即食有機米米粥及字母粉：無防腐劑、

無調味料；真空包裝方便攜帶；加熱後即開即食確保衛生，適合 8 個月或以上寶寶。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185/10 包 (原價$225/10 包) 

 

 

 



 

Q05-06 Silroc International (HK) Ltd 

28. 白因子消毒抗菌噴霧 50ml 

 

 

 

 方便攜帶 

 日本多間大學醫院使用 

 有效殺滅 99.999%細菌病毒,包括嚴重傳染病:手足口病,腸病毒,H3N9,而酒精或坊間大部分產品

都不能殺滅病毒 

 絕無副作用,入眼入口絕無傷害 

 香港藥劑連線和醫護聯盟前陣子推薦使用 

 

 

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  $58 (原價$68) 

 

 

*以上圖片只提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