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荷花親子 

1. 美國 Munchkin Go Bowl 矽膠摺疊碗 

 

 
 

相信很多爸媽外出時，都會為寶寶準備，盛載給寶寶的小食，安全、衛生和方便都是爸媽們

選擇食物盒時的重要因素。美國 Munchkin 的 Go Bowl 矽膠摺疊碗由無毒柔軟矽膠材質製

造，不含 BPA，確保不會影響寶寶健康。連附上的蓋子方便儲存，撐開時就像一般餐碗使用，

不使用時壓平只有薄薄一片，節省儲存空間，輕巧設計更是方便放入包包隨身攜帶。摺疊碗

設有易握手柄，無論爸媽或寶寶使用起上來都更方便。 

 
美國 Munchkin致力於設計富創造性的產品，來滿足現代父母的需求，讓他們的育兒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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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毒柔軟矽膠材質製造 

 不含 BPA 

 配備蓋子，方便儲存和攜帶 

 壓平可節省儲存空間 

 備有易握手柄 

 適合洗碗機清洗 

 適合 12個月以上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55  (原價$79) 

 

「荷花日用品優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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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爾蘭 Clevamama 嬰兒、兒童記憶枕頭 

 

 
 

良好的睡眠對嬰幼兒成長相當重要，一個合適的枕頭絕對能提升寶寶的睡眠質素。愛爾蘭

Clevamama 的記憶枕頭專為嬰幼兒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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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扁頭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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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3年成立，宗旨是 3P–Pride自豪，Pioneering開創，Professional

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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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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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柔軟，透氣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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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記憶枕頭適合1歲或以上 

 

 
場內優惠： 

嬰兒記憶枕頭 博覽優惠價$179/2個  (原價$179/個) 

兒童記憶枕頭 博覽優惠價$219/2個  (原價$21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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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大利 Nuvita 長頸鹿牙膠 

 

 
 
在寶寶長牙的成長階段當中，牙齒生長會令寶寶感覺牙肉不適及痕癢，甚至感腫痛，所以他

們需要咬東西來纾援牙肉腫痛。意大利 Nuvita 的長頸鹿牙膠的設計非常貼心，長頸鹿牙膠

採用天然乳膠及食用油漆上色，可以放心供寶寶使用；牙膠不同位置設有 4 種不同軟硬程

度，例如：長頸鹿腳部及較硬的位置則幫助纾援臼齒；柔軟及凹凸不平的部份則有助寶寶纾

緩牙齦不適。  

 
除口腔訓練外，牙膠能培養寶寶的感官發展，可愛造型能鼓勵寶寶手握，促進小手肌肉及協

調能力，而且具備獨特的陣陣香草味，有助激發寶寶嗅覺；用手按長頸鹿還會發出吱吱聲，

能激發寶寶聽覺及觸覺。牙膠有粉紅色及藍色兩款顏色，藍色名為羅密歐，粉紅色名為茱麗

葉，適合男女寶寶，一定愛不釋手。 

 
Nuvita是來自意大利品牌，於 2010年正式成立。Nuvita的產品設計彌漫著濃厚的意大利時

尚品味設計。無論在產品線條及形狀設計上，都能反映品牌對用家的了解及用心。在短短幾

年內，Nuvita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受讚賞品牌之一。 

 
產品包括： 

 長頸鹿造型 

 天然乳膠物料，染料通過食用標準 

 有 4種不同軟硬部份，纾緩寶寶不同部位的牙齦不適及痕癢 

 透過顏色、香味、質感造型刺激寶寶的感官發展 

 設有藍及粉紅兩色 

 初生或以上適用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83  (原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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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 Munchkin餵食訓練套裝 

 

 

 
套裝包括： 

 學習餐碟連匙羹 

 Scooper™ 訓練匙羹 (2件裝) 

 咀嚼訓練器 (網袋) 

 咀嚼訓練器 (矽膠奶嘴) 

 
寶寶在 6個月大後，便可以開始學習進食固體食物，這個時候一套合適的餵食工具，便可讓

寶寶適應這個過程學習自行進食。我們悉心為各位寶寶準備這套由美國品牌 Munchkin設計

的餵食訓練套裝，具備學習餐碟連匙羹、訓練匙羹及咀嚼訓練器，迎合寶寶在學習進食階段

中不同的需要。 

 
學習餐碟連匙羹： 

包括餐碟和一個勺子，勺子符合人體工學，專為寶寶設計，方便小手握著。圓形勺頭設計，

不傷寶寶口腔及牙齦。餐碟採用笑臉設計，讓寶寶一試愛上。餐碟具有吸力底座有助穩固於

桌子上，防止打翻或溢出食物，是寶寶學習進食的佳品。 

 
產品包括： 

 笑臉餐碟，配備人體工程學設計勺子 

 圓形勺頭設計，不傷寶寶口腔及牙齦 

 餐碟設有吸力底座，可防止寶寶在進食期間打翻或溢出食物 

 不含 BPA 

 適合 9個月以上 

 
Scooper™ 訓練匙羹 (2件裝)： 

寶寶自己吃東西時，習慣抓住勺子把手、從側面進食，Scooper™ 訓練匙羹設計正充分考慮

到寶寶這種自然本能，訓練匙羹符合人體工學設計，不含雙酚 A，觸感柔和，柔軟的材質專

為寶寶幼嫩的臉部和牙齦而設。勺頭設計面積較大，可以讓寶寶更容易舀起更多的食物。 

 

 

 



 

產品包括： 

 柔軟材質溫柔呵護寶寶的臉部和牙齦 

 超大勺頭能舀起更多食物 

 不含 BPA 

 適合 9個月或以上 

 
咀嚼訓練器 (網袋)、(矽膠奶嘴) ： 

在寶寶學習轉吃輔食品的過程中，這個咀嚼訓練器便能大派用場，既簡單又安全，只需要把

不同的水果、蔬菜放到咀嚼訓練器內，寶寶從小孔就能嘗試到新鮮食物的質感和滋味，大大

減低因直接吞噬食物而引起窒息的風險。當寶寶咀嚼時，除了增加唾液的分泌和訓練咀嚼

力，更可促進牙齒和牙齦發育。套裝具備 2個咀嚼訓練器，分別是網袋及矽膠奶嘴；網袋結

實耐用，不會被寶寶咬破；矽膠設計，可作牙膠安撫寶寶牙齒，減低牙癢不適，更附有蓋子，

衛生又放心。 

 
產品包括： 

 弧形手柄備有防滑設計，寶寶容易握緊 

 容量大，幫助寶寶吸收足夠營養 

 可讓寶寶嘗試更多不同質感的食物及滋味 

 適合 4個月或以上 

 不含 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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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131  (原價$262)  

(A01限量 40套；3A01限量 5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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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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0-6m及 6-16m兩款尺寸，供不同月齡的寶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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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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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無任何漂白程序，質地柔軟而強韌，材質能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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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純天然及純物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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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纖維內含一種天然抗菌劑，具有殺菌作用 

 材質能在 28天進行生物降解，不損壞生態環境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73  (原價$146) 

(A01限量 60套；3A01限量 2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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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灣 Farlin 寶寶洗澡必備套裝 

 

 

 
套裝包括： 

 洗髮帽 

 梳刷套裝 

 水溫計 

 沐浴網 

 
洗髮帽： 

洗髮帽可防止寶寶洗頭時洗髮露流入眼睛，洗髮帽可調節式設計可根據寶寶頭形大小調節。

而且洗髮帽材質柔軟，安全舒適。 

 
梳刷套裝： 

寶寶的頭皮和頭髮都是十分柔嫩和幼細的，因此合適的梳刷用具亦是相當重要。梳刷套裝設

計用心，梳刷尺寸貼合小朋友頭形大小；梳刷採用柔軟的尼龍刷毛，呵護寶寶頭部。梳子更

可在洗澡後安心替寶寶梳理頭髮，輕輕抺走寶寶頭泥。 

 
水溫計： 

嬰兒的皮膚非常敏感，適中溫度的水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水溫計可測溫 0至 500C溫度。

海豚左右晃動時能發出響聲，亦可浮於水中，隨時監察水溫，陪伴寶寶一起洗澡。 

 
沐浴網： 

沐浴網適用於大部份嬰兒浴盆，寶寶可躺於沐浴網，幫助支撐寶寶身體，更可調校高度，安

全又方便，媽媽可以輕鬆幫寶寶洗澡。 

 
Farlin創立於 1972年，是台灣製造奶瓶及奶嘴的元祖。品牌一直秉持由心出發的態度，開

啟製造、研發多元化育兒產品。Farlin以產品良好品質出發，一直致力提供不同種類嬰兒產

品。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119  (原價$199) 

(限量 2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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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拿大 Piccolo 嬰兒毛巾 (16條屋仔裝) 

 

 

 
寶寶的肌膚比較幼嫩，特別是初生寶寶。在挑選物品給寶寶時，當然要選擇一些柔軟親膚的。

加拿大品牌 Piccolo的柔軟毛巾觸感柔軟，特別適合寶寶幼嫩肌膚。除了能擦乾寶寶的身體，

毛巾大小更能覆蓋寶寶並發揮保暖作用，同時增加寶寶安全感。而且充足的透氣度，能有助

排汗散熱，讓寶寶更舒適，是呵護寶寶的貼身法寶。毛巾包裝特別採用別緻屋形設計，備有

手挽，無論送禮或自用都適合不過。 

 
加拿大品牌 Piccolo Bambino®源自 1994年，主打高級的嬰幼兒產品及禮品套裝。其專業設

計團隊，致力生產出高品質、實用及價格實惠的產品。其精美獨特包裝的品牌形象，在許多

國家都深受喜愛與推崇。 

 
產品特點： 

 16條裝，共有藍、粉紅、灰三種顏色選擇 

 毛巾大小：23 x 23cm 

 質地柔軟細膩，保護寶寶肌膚 

 吸水力強 

 精美禮盒，送禮自用皆宜 

 適用於初生或以上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81  (原價$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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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灣 Farlin BON BON 防滑碗 

 

 
寶寶進食時，最怕打翻食物弄得一團糟？台灣 Farlin BON BON 防滑碗就是你的餵食救星，

對付好動寶寶。防滑碗的碗蓋採用矽膠製造，一蓋兩用，可當蓋子亦可當吸盤底座。使用時，

把碗放在碗蓋上面可以把 BON BON碗牢牢固定，碗蓋底部亦會吸緊桌子，就算寶寶亂動也

不怕弄翻食物。 

 
防滑碗設有分隔內層，可盛裝不同新鮮食物，蓋上蓋子放入食物，亦可作食物盒用，方便攜

帶外出。防滑碗手柄以樹葉形設計，內附柔軟矽膠湯匙，讓寶寶可自己學習吃飯。BON BON

防滑碗既是寶寶的餵食碗，亦是學習碗，一物多用。 

 
Farlin創立於 1972年，是台灣製造奶瓶及奶嘴的元祖。品牌一直秉持由心出發的態度，開

啟製造、研發多元化育兒產品。Farlin以產品良好品質出發，一直致力提供不同種類嬰兒產

品。 

 
產品特點： 

 碗蓋一蓋兩用，可當蓋子亦可當吸盤底座 

 可把碗牢牢吸緊，不怕寶寶弄翻食物 

 設有分隔內層 

 內附柔軟矽膠湯匙 

 所有配件可以收納於碗內，方便攜帶 

 不含 BPA 

 備有 3種顏色選擇 

 可放於洗碗機及微波爐 

 4個月以上適用 

 

 
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53  (原價$89)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