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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ELBINI 嬰兒坐墊式揹帶嬰兒坐墊式揹帶嬰兒坐墊式揹帶嬰兒坐墊式揹帶 

 

 

 

近年坐墊式揹帶(hip seat)掀起熱潮，由於爸爸媽媽手抱寶寶，肩頸特別容易疲累，因此設有小座椅的

坐墊式揹帶大受歡迎，可以讓寶寶安全舒適地坐在上面，將寶寶的重量分散到父母的腰部。不過，對

於寶寶的貼身用品，爸爸媽媽一定要精挑細選，用料品質不容忽視。 

 

來自韓國的 Elbini 坐墊式揹帶由海外著名面料設計師設計，結合了多功能及多元化的特色，採用有機

棉，既保暖又透氣，質感柔軟，減少寶寶過敏的機會，呵護寶寶幼嫩肌膚。同時，加上時尚簡約的設

計，色彩自然，方便爸爸媽媽搭配服飾。 

 

� 可作揹帶或腰凳單獨使用 

� 能減輕肩膀、脊柱、手腕、骨盆等部位的負擔 

�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安全舒適 

� 寛闊防滑坐墊，增加穩定性，防止寶寶滑落 

� 坐墊傾斜設計，增加寶寶的安全感 

� 罩布可拆下，夏天時可更通風 

� 適合 3 至 36 個月 (6–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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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99) 

「「「「博覽抗通脹推介博覽抗通脹推介博覽抗通脹推介博覽抗通脹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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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CAMBRASS 哺乳枕哺乳枕哺乳枕哺乳枕 

 

 

 

越來越多人選擇餵哺母乳，哺乳枕有效減輕媽媽授乳時的壓力，令媽媽更享受哺乳時獨特的親子時間。 

 

西班牙 Cambrass 哺乳枕，一枕多用，可為孕媽媽的抱枕，亦可作寶寶睡枕，照顧媽媽在孕期至寶寶

出生後的重要時刻。 

 

產品特點： 

� 質料柔軟、輕盈 

� 可減輕媽媽授乳時手臂、頸及背部肌肉的壓力 

� 環繞整個腰部，確保哺乳時坐姿正確，減輕肌肉痠痛 

� 為寶寶提供舒適的休息環境，有助上肢以及活動能力的發展 

� 產品耐用不易變形，枕套可以用洗衣機清洗 

� 媽媽及嬰兒均可使用 

� 西班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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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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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BREVI SUPERGIU 便攜式餐椅便攜式餐椅便攜式餐椅便攜式餐椅 

 

 

 

香港地方淺窄可謂人人皆知，要選擇一張適合小朋友使用的椅實在不容易。 

 

意大利品牌 Brevi 出產了 Supergiu 便攜式餐椅適合在家中或外出使用，適合 18 個月寶寶開始使用。

Supergiu 配備了肩帶及摺疊式設計，方便存放及外出攜帶。 

 

設 4 個餐椅高度及 3 個托盤距離度調節以適應不同的成長階段，腳架具防滑功能及椅內的安全帶裝置

增加小朋友的安全性，可拆式托盤附餐盤及盤蓋，均可放入洗碗機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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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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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SUPREME SNUGGLE NEST TAUPE 

 

 

 

初為人父母難以掩蓋喜悅，亦同時為方便照顧初生嬰兒，很多父母都喜歡讓初生嬰兒睡在自己身邊；

然而，與父母同睡令嬰兒猝死機會大大增加，造成悲劇。 

 

有見及此，美國 Baby Delight 由媽媽進行設計，了解到與共同睡眠有關的危險，因此設計出嬰兒定位

枕，令新手父母可與寶寶一起度過初出生的寶貴三個月。 

 

產品特點： 

� 提供寶寶一個安全、獨立睡眠空間 

� 周邊設計穩固，可減少碰撞寶寶 

� 網狀透氣內膽床墊，有助減少睡眠時身體發熱和出汗，所有組件均可清洗 

� 可摺疊收藏或攜帶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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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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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SIMPLYGOOD 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 

 

 

 

寶寶肚餓大哭，但周圍都沒有餵哺室，不知如何是好？這個時候哺乳圍巾可以大派用場。因為不論何

時何地、不用顧慮旁人眼光，可安心地、安全地、舒適地餵哺母乳。 

 

以色列品牌 Simplygood 於 1999 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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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全棉，安全可靠 

� 設計時尚實用，繫帶可按需要調節 

� 提供足夠的遮掩空間，布邊質料加厚，方便媽媽餵哺母乳及觀察寶寶 

� 備有額外的間隔布，確保衛生 

� 設有小口袋，可放置其他餵食用品 

� 附有精緻小布袋，方便存放及外出攜帶 

� 可放入洗衣機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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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79) 

 



 

A01 Eugenebaby 

6.6.6.6.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CLEVAMAMA 嬰兒沐浴毛巾嬰兒沐浴毛巾嬰兒沐浴毛巾嬰兒沐浴毛巾 

 

 

 

每當替寶寶沖涼時，既要抱住他們，也要拿著毛巾快速地抹身，以免著涼，媽媽恍似經歷一場水戰一

樣。有見及此，Clevamama 獨特掛頸設計的嬰兒沐浴毛巾，便可以幫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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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獨特設計將毛巾掛在媽媽脖子上像圍裙，可騰空媽媽雙手，更安全地抱起寶寶沐浴 

� 加大設計以防弄濕媽媽衣服 

� 100%純棉，吸水力強 

� 柔軟舒適，不會損害寶寶皮膚 

� 尺寸：L104 x W98 cm 

� 可作幼童的浴袍 

� 另有粉紅、粉藍及白色可供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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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9/1 件件件件) 



 

A01 Eugenebaby 

7.7.7.7.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TAF TOYS KOOKY MP3 立體聲床上轉立體聲床上轉立體聲床上轉立體聲床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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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睡眠當中，所以優質的睡眠對寶寶是極其重要。Taf Toys 以古典音樂配合

旋轉令寶寶有一個平靜環境好好入睡同時可培養寶寶不同的感官和情緒的發展。音樂通常被認為是一

種理想的工具，Taf Toys 認為音樂對寶寶的發展有著積極、正面的因素，作紓緩，娛樂，甚至能激發

寶寶的想像力。 

 

� 可通過 USB 傳音樂到音樂播放器 

� 有 16 頁預載古典旋律 

� 組裝簡易 

� 附有三個柔軟掛飾 

� 結合音樂、活動和燈光使寶寶平靜及能開發寶寶的不同器官、認知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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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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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FEHN OSKAR 小熊遊玩地墊小熊遊玩地墊小熊遊玩地墊小熊遊玩地墊 

 

 

 

自 1949 年以來，FEHN 代表創新和高品質的嬰兒玩具。其產品非常柔軟，適合所有小寶寶，FEHN 嬰

兒玩具能刺激寶寶的想像力及訓練肌肉運動，激發他們的視覺、聽覺和觸覺。  

寶寶對於周圍的所有事物都十分好奇，遊玩地墊能提供寶寶一個安全及舒適的玩耍空間地墊色彩鮮

艷，配以圖案、卡通、文字，數字等，能啟發寶寶的智慧，寓學習於遊戲。地墊可手洗，方便媽媽日

常打理，設有５款可拆式玩具，適合初生寶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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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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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感溫幼兒餐碗感溫幼兒餐碗感溫幼兒餐碗感溫幼兒餐碗(3 件裝件裝件裝件裝) 

 

 

 

Munchk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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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溫幼兒餐碗是方便媽媽的一件用具同時亦是對寶寶的一個學習，很多時過熱的食物會把寶寶燙傷，

感溫幼兒餐碗的好處是放入食物後若溫度太高便會使感溫帶轉為白色，方便媽媽餵食亦可讓寶寶觀看

和學習。餐碗設計較深方便舀兩側的食物亦可讓寶寶學習自己進食。 

 

� 可堆疊存放，節省空間 

� 不含雙酚 A 和可置於洗碗機頂部清洗 

� 適合 12 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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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9) 

 

 

 



 

A01 Eugenebaby 

10.10.10.10.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BENTLEY 有機多用有機多用有機多用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途玩具消毒殺菌液途玩具消毒殺菌液途玩具消毒殺菌液 

 

 

 

寶寶每天都會接觸到細菌病毒，但免疫系統又未發育成熟，在這段期間特別容易生病。不過，爸爸媽

媽不用太過擔心，英國 Bentley Organic 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採用天然有機成份，對皮膚及環境

無害，能有效殺死 99.9%細菌，減少寶寶感染的機會，讓寶寶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 90%有機成份製造，獲有機認證 

� 免沖洗配方 

� 能殺死 99.9%細菌 

� 不含有害化學物質 

� 不含基因改造成份 

� 不進行動物測試 

� 適用於玩具及表面堅硬的地方 

� 英國製造，原裝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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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9) 



 

E09 MAN KAN INT’L LTD. 

11.11.11.11.    SINBII BZBAG 1.0 & 2.0 輕鬆嬰兒雙肩背帶輕鬆嬰兒雙肩背帶輕鬆嬰兒雙肩背帶輕鬆嬰兒雙肩背帶 

 

 

 

韓國銷量 NO.1 贏得多項大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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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BA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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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08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390-$1690)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條條條條) 



 

F12 Trustworthy International Ltd. 

12.12.12.12.    迪士尼嬰幼兒有機柔嫩沐浴洗髮露迪士尼嬰幼兒有機柔嫩沐浴洗髮露迪士尼嬰幼兒有機柔嫩沐浴洗髮露迪士尼嬰幼兒有機柔嫩沐浴洗髮露 200 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 不含酒精，無烷基硫酸鹽，無化學合成防腐劑，無人造色素，無鎳/無鉻/鈷等金屬成份，故不傷

害免疫力及眼睛，引發敏感，缺水等問題 

� 優質有機燕麥及洋甘菊精華，細緻地潔淨並呵護嬰兒幼嫩的髮絲及嬌膚，保護皮膚的天然 pH 值，

讓其保持柔嫩觸感 

� 舒適的感覺令小寶寶笑得更美,睡得更甜,時刻散發清新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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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5) 



 

G09 AQUA PLAY COMPANY LIMITED 

13.13.13.13.    Baby Spa Luxe + Swimava 套餐套餐套餐套餐 

 

  

 

Baby Spa Luxe 2013 年創辦，現以有 3 間分店，榮獲 TVB、NowTV、鳳凰衛視、明報、東方日報、南

華早報等推薦。店內設有獨家專利的臭氧消毒系統和過濾系統，讓 BB 在最安全，衛生，無菌的環境

下暢游。我們更是首間只聘用持有陪月證書及曾接受嬰兒按摩培訓的員工的泳館。 

 

會場內再次推出由置業至今最底玩試玩價 198(原價 400)，同時購買榮獲多項國際安全和設計獎的日本

Swimava 游泳池+頸圈優惠更多。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游泳游泳游泳游泳+按摩按摩按摩按摩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9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00) 

Swimava 池池池池+游泳圈游泳圈游泳圈游泳圈+游泳褲游泳褲游泳褲游泳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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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H04 Sav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14.14.14.14.    GOO.N 大王紙尿片及尿褲系列大王紙尿片及尿褲系列大王紙尿片及尿褲系列大王紙尿片及尿褲系列 

 

 

 

� 獨有維他命 E 滋潤肌膚成分，配合改良 3D 立體壓紋設計，減少尿片與 BB 幼嫩肌膚的接觸點，

大大改善敏感情況 

� 為了帶給寶寶吸收更快更乾爽舒適的體驗，重點加強吸收力，實驗證明比過往產品減少 40%表面

水分殘留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12 包尿片包尿片包尿片包尿片/尿褲尿褲尿褲尿褲 (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56)，，，，加送加送加送加送 24 片尿片片尿片片尿片片尿片，，，，再送再送再送再送

VTECH 小龜學習書乙份小龜學習書乙份小龜學習書乙份小龜學習書乙份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4 包尿片包尿片包尿片包尿片/尿褲尿褲尿褲尿褲 (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不包括天使系列)，，，，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2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52)，，，，加送加送加送加送 8 片尿片片尿片片尿片片尿片，，，，再送再送再送再送 70 片片片片 99%

純水純水純水純水柔潤濕紙巾乙包柔潤濕紙巾乙包柔潤濕紙巾乙包柔潤濕紙巾乙包；；；；禮品數量有限禮品數量有限禮品數量有限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H15-16 Linberg's Limited 

15.15.15.15.    HiPP喜寶有機蔬果蓉喜寶有機蔬果蓉喜寶有機蔬果蓉喜寶有機蔬果蓉 

 

 

 

全球銷量第一有機嬰幼兒食品品牌「德國 HiPP 喜寶」現於荷花 BB 展推出博覽抗通脹優惠：即場以

體驗價$60 購買 6 樽有機蔬果蓉。HiPP 喜寶有機蔬果蓉 100%天然成熟有機蔬果，含豐富維生素及膳

食纖維，有助寶寶調節便便！ 

 

會場更有多款奶粉和糊仔產品優惠。唔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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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樽樽樽樽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12.8/6 樽樽樽樽) 

 

 

 

 



 

J13-14 United Italian Corp. (HK) Ltd. 

16.16.16.16.    澳洲趣樂全天然安全洗衣液澳洲趣樂全天然安全洗衣液澳洲趣樂全天然安全洗衣液澳洲趣樂全天然安全洗衣液 1L 

 

澳洲趣樂全天然安全洗衣液有薰衣草及尤加利葉精油香味以供選擇。以下十大優點，令您對它愛不釋

手： 

� 100%全天然原料 

� 全天然清潔殺菌配方 

� 徹底潔淨衣物 

� 不含磷酸鹽(Phosphate free) 

� 不含沸石(Zeolite free) 

� 可自然分解不污染環境 

� 不留任何殘餘化學物質於衣物 

� 不會刺激及傷害皮膚；安全可靠 

� 特別適合清潔寶寶或敏感肌膚人仕衣物 

� 給全家人安心的天然潔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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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8) 

 

 



 

L11 Ways BB Ltd. 

17.17.17.17.    Blabla 韓國天然有機嬰兒護膚產品韓國天然有機嬰兒護膚產品韓國天然有機嬰兒護膚產品韓國天然有機嬰兒護膚產品 

 

 

 

韓國有機認證的專利「有機棉保濕複合物」包括有機棉萃取物、乳木果油、蓮花萃取物、奇亞籽，和

金盞花所組成的保濕成分，形成皮膚的保護屏障，有效舒緩乾燥皮膚，讓寶寶回複嫩滑肌膚！所有產

品經皮膚科醫生測試確保不會刺激寶寶敏感的皮膚。10種無添加劑的安全配方：人造色素、人造香料、

礦物油、二苯甲酮、羥基苯甲酸酯、滑石粉、三乙醇胺、鄰苯二甲酸鹽、化學清潔劑（PEG，SLS）

及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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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2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56-$250) 

 

 

 

 

 

 

 

 

 



 

L15 Noble Health Co., Ltd 

18.18.18.18.    卓營方卓營方卓營方卓營方兒童鈣兒童鈣兒童鈣兒童鈣+鎂鎂鎂鎂+鋅鋅鋅鋅 (益生菌配方益生菌配方益生菌配方益生菌配方) 

 

 

 

專為兒童成長、腦力及抵抗力而設，由美國製造的營養配方，每粒動物形咀嚼片富含鈣-鎂-鋅及特別

添加的益生菌。 

 

� 能強化兒童的骨骼、牙齒及學習能力 

� 有助增強抵抗力 

� 維持腸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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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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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19.    4moms rockaRoo 

 

 

 

4moms rockaRoo 有獨特搖擺模式，如騎馬般給予寶寶感官刺激。搖搖椅有五種不同搖擺速度，隨寶寶

的喜好而調校。搖搖椅只用插電，無需電池，更可接駁 MP3 播放器。此產品的座墊容易拆卸及可用

洗衣機清洗，玩具球亦可拆卸。 

 

小小空間，無盡呵護。 

 

此產品適合初生到 25 磅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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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99) 

 

 

 

 

 



 

M21 Cilpco Family Ltd. 

20.20.20.20.    Nappy Palm嬰幼兒護嬰幼兒護嬰幼兒護嬰幼兒護臀膏臀膏臀膏臀膏 75g    

 

 

 

MooGoo 護臀膏是一種抗酵母護膚霜，配方內所使用的都是一些可食用的原料，絕對安全。 

 

天然葵花籽油成分，輕盈細膩，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D、E 及脂肪酸，有效加速皮膚的新

陳代謝。同時含金花盞及洋甘菊成份，具傷口癒合及抗炎作用，促進細胞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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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