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5-7326 
JOJODO 6 入紗布手帕(素面) 

105-7323 
JOJODO 3 入紗布手帕(素面) 

105-7325 
JOJODO 2 入紗布澡巾(素面) 

   

$140         規格：30cm*30cm $75        規格：30cm*30cm $80        規格：30cm*48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產品特色： 
100%純棉、無螢光劑。 

產品特色： 
100%純棉、無螢光劑。 

產品特色： 
100%純棉、無螢光劑。 

  

 

 

105-7324 
JOJODO 紗布肚衣(素面)B/P 

105-3010 
JOJODO 初生棉襪-3 入 

 

  
 

$110            0-3 月適用 $150            0-6 月適用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表地-棉 98%、尼龍 2% 

      裡地-彈性纖維 100% 

產地：臺灣 

 

產品特色： 
100%純棉、無螢光劑，保護 Baby
的肌膚，穿起來很透氣。 

產品特色： 
舒適透氣，吸汗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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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C008 
JOJODO 床單套 B/Y/P 

105-C012 
JOJODO 安睡枕 B/P/W 

105-7380 
JOJODO 防滑墊(矽膠)藍/透 

   

$295  $350  $240 

材質：棉 65%、TC 35% 
規格：36"*60" 
產地：臺灣 
 

材質：靠墊內芯-PU 泡綿 
枕套正面-80%棉 20%聚酯纖維 
枕套背面-PUR 樹脂. 
產地：臺灣 

材質：矽膠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可套用在床墊上，弄髒時可取下清
洗，避免床墊有髒污。 

產品特色： 

人體工學設計讓寶寶舒適及正確的睡
眠姿勢，靠枕一長一短，長的部份支
撐嬰兒背部和頸部，短的部份靠嬰兒

腹部，像媽媽的手讓寶寶有安全感，
活動鈕扣拆洗方便。 

產品特色： 

環保無毒的安全材質，表面紋路能有
效達到防滑效果，背面有吸盤能固定
不會隨便移動，小尺寸設計適合浴缸

跟澡盆，攜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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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901W 
日本製嬰兒襪-毛圈(7-9cm)白 

121-4901Y 
日本製嬰兒襪-毛圈(7-9cm)黃 

121-4902P 
日本製嬰兒襪-花邊(7-9cm)粉 

   

$180            0-6 月適用 $180            0-6 月適用 $180            0-6 月適用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121-4902W 
日本製嬰兒襪-花邊(7-9cm)白 

121-4905 
日本製嬰兒襪-POP(7-9cm) 

121-4906 
日本製嬰兒襪-草莓(7-9cm)  

           

$180            0-6 月適用 $180            0-6 月適用 $180            0-6 月適用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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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907 
日本製嬰兒襪-兔子(7-9cm) 

121-4908 
日本製嬰兒襪-青蛙(7-9cm)  

 

  
 

$180            0-6 月適用 $180            0-6 月適用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材質：棉 55%、彈性纖維 28%、 

      尼龍 17%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產品特色： 
採用柔軟親膚材質製作，最適合小
BABY，彈性襪口，舒適不勒腳也
很容易穿上小腳，透氣的 100%棉
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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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800 
paxbaby 泡泡洗髮沐浴露 300ml 

118-3801 
paxbaby 泡泡洗髮沐浴露 300ml 

118-3805 

paxbaby 嬰兒天然洗衣精 1200ml 

   (罐裝)   (補充包)        (罐裝) 

$420       $360 $420        
成份：水、鉀皂基、迷迭香萃取物、 

      甘油、檸檬酸 
容量：300ml 

產地：日本 

成份：水、鉀皂基、迷迭香萃取物、   

      甘油、檸檬酸 

容量：300ml 

產地：日本 

成份：水、鉀皂基、無患子果皮萃取物、 

      檸檬酸 

容量：1200ml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2 和 1 功能洗髮、沐浴一次完
成。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2 和 1 功能洗髮、沐浴一次完
成。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成分溫和，特有的柔軟洗淨效
果。 

   

118-3806 

paxbaby 嬰兒天然洗衣精 1000ml 

118-4240 

paxbaby 無添加天然熟成嬰兒皂  

118-7100 

paxbaby 潤膚乳霜-50g(輕便裝) 

      (補充包)         (100g)  

$320        $320        $320        
成份：水、鉀皂基、無患子果皮萃取物、 
      檸檬酸 

容量：1000ml 
產地：日本 

成份：皂基、甘油 
容量：100g 

產地：日本 

成份：水,鉀皂基,甘油,荷荷芭油,澳洲堅果籽

油,硬脂棕櫚酸,山酸,角鯊烷,混合向日葵油,海

藻糖,迷迭香萃取物,山崳醇,生育酚,檜醇,乙醇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成分溫和，特有的柔軟洗淨效
果。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清潔滋潤保護寶寶的稚嫩肌
膚。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滋潤保護寶寶的稚嫩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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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102 

paxbaby 天然純植物性嬰兒油   

118-70322 

paxbaby 潤膚乳霜-180g(家庭號) 

 

        (40ml)  
 

$750        $890         
成份：澳洲堅果籽油、生育酚 

容量：40ml 
產地：日本 

成份：水,鉀皂基,甘油,荷荷芭油,澳洲堅果籽

油,硬脂棕櫚酸,山酸,角鯊烷,混合向日葵油,海

藻糖,迷迭香萃取物,山崳醇,生育酚,檜醇,乙醇                   
產地：日本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滋潤保護寶寶的稚嫩肌膚。 

產品特色： 
天然素材，無添加/無著色/無香
料，滋潤保護寶寶的稚嫩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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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11 
ANGE 香蕉寶寶乳牙刷(小) 

108-11140 
ANGE 香蕉寶寶 ST 固齒器(大) 

108-50411 
ANGE 握環香蕉乳牙刷 

   (附收納盒) 

$260 $290 $39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本產品為保護幼兒口腔清潔，可愛
的造型，讓小朋友可以更開心的刷
牙。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香蕉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香蕉握還造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08-90301  (經銷商限定) 
ANGE 巧克力香蕉乳牙刷 

108-90302  (經銷商限定) 
ANGE Mama 香蕉 ST 固齒器(大) 

108-90303  (經銷商限定) 
ANGE Papa 香蕉 ST 固齒器(大) 

   

$280 $3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本產品為保護幼兒口腔清潔，可愛
的造型，讓小朋友可以更開心的刷
牙。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香蕉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香蕉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1 



**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11142 
ANGE 安琪長頸鹿 ST 固齒器 

108-50408 
ANGE 安琪洛克馬 ST 固齒器 

108-70803 
ANGE 手環 ST 固齒器(粉色)  

        
                  (附收納盒)                           

   
(附收納盒) 

$290 $4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長頸鹿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洛克馬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手環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08-70804 
ANGE 手環 ST 固齒器(黃色) 

108-70805 
ANGE 手套 ST 固齒器(粉色) 

108-70806 
ANGE 手套 ST 固齒器(藍色)  

 (附收納盒)  (附收納盒)  (附收納盒) 

$320 $3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手環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手套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的材質與可愛的手套造型，陪伴長
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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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0202  (經銷商限定) 
ANGE 外出附掛專用 ST 固齒器  

108-80201  (經銷商限定) 
ANGE 外出附掛專用 ST 固齒器  

108-11160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粉色)    (青色)   (草莓) 

$320 $3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特地為外
出設計的扣式固齒器，方便固定於
揹巾、安全帶上，材質柔軟安全，
陪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特地為外
出設計的扣式固齒器，方便固定於
揹巾、安全帶上，材質柔軟安全，
陪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水果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08-11161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108-11162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108-11244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葡萄)   (柳橙)  (蘋果) 

$320 $3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水果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水果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水果造型，陪伴
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3 



**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60803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108-60804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108-60805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握環柳橙)  (握環草莓)  (握環葡萄) 

$320 $320 $32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握環水果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握環水果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握環水果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108-60806 
ANGE 水果寶寶 ST 固齒器 

108-70502 
ANGE 小綠豆 ST 固齒器 

108-60103  (經銷商限定) 
ANGE 冰淇淋 ST 固齒器 

 (握環蘋果)    

$320 $260 $28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握環水果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小綠豆造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生動的冰淇淋造型，陪
伴長牙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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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 

  

 

 

108-60201   (經銷商限定) 
ANGE 可愛小花 ST 固齒器(大)  

108-60235   (經銷商限定) 
ANGE 可愛小花 ST 固齒器(大) 

108-01325 
ANGE 替換用果汁網(4 入)  

    (黃)     (綠)  

$240 $240 $26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聚酯、聚丙烯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的小花造型，陪伴長牙
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通過 ST 安全認證合格，柔軟安全
材質與可愛的小花造型，陪伴長牙
期的寶寶快樂成長。 

產品特色： 
方便果汁網更新使用，更加確保安
全與衛生。 

  

 

 

108-70401 
ANGE 安撫奶嘴(Step 1)2 入 

108-70503 
ANGE 安撫奶嘴(Step 2)2 入  

108-11163 
ANGE 矽膠網狀吸嘴(2 入)  

 (附收納盒)  (附收納盒)  

$360            0-4 月適用 $360           4-12 月適用 $260        

材質：奶嘴-矽膠/收納盒- 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奶嘴-矽膠/收納盒- 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圓形設計讓寶寶學會吸吮和習慣
媽媽乳頭，形狀貼合唇部不易掉
落，兩側開洞設計有助於寶寶呼吸
透氣。 

產品特色： 
扁平設計讓寶寶學會使用嘴杯和
吸管，形狀貼合唇部不易掉落，兩
側開洞設計有助於寶寶呼吸透氣。 

產品特色： 
方便果汁網吸嘴更新使用，更加確
保安全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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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 

   

108-1229B 
ANGE 安全果汁網(棒型) 

108-00172 
ANGE 安全果汁網(棒型) 

108-11152 
ANGE KOBI 三階段安全果汁網 

     (藍)      (黃)     (藍) 

$290 $290 $490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能使寶寶
輕鬆食用新鮮水果，有效吸收新鮮
水果的營養。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能使寶寶
輕鬆食用新鮮水果，有效吸收新鮮
水果的營養。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內附三階
段的網子可依照寶寶成長年齡使
用，能使寶寶輕鬆食用新鮮水果，
有效吸收新鮮水果的營養。 

  
 

108-11156 
ANGE KOBI 三階段安全果汁網 

108-11153 
ANGE 二階段果汁棒+矽膠網 

108-11157 
ANGE 二階段果汁棒+矽膠網 

    (粉)     (藍)     (粉) 

$490 $390 $390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橡膠、聚酯、聚丙烯、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內附三階
段的網子可依照寶寶成長年齡使
用，能使寶寶輕鬆食用新鮮水果，
有效吸收新鮮水果的營養。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內附二階
段的網子可依照寶寶成長年齡使
用，能使寶寶輕鬆食用新鮮水果，
有效吸收新鮮水果的營養。 

產品特色： 
安全、方便、簡易使用，內附二階
段的網子可依照寶寶成長年齡使
用，能使寶寶輕鬆食用新鮮水果，
有效吸收新鮮水果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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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90209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掛繩 

108-90105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掛繩 

108-90208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掛繩 

   (藍色)    (粉色)    (黃色) 

$250 $250 $250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整體為柔軟有彈性的矽膠材質，可
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扣
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丟
失。 

產品特色： 
整體為柔軟有彈性的矽膠材質，可
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扣
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丟
失。 

產品特色： 
整體為柔軟有彈性的矽膠材質，可
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扣
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丟
失。 

   

108-70402G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掛繩 

108-50403 
ANGE 多用途安全鍊夾(不織布) 

108-50403G 
ANGE 多用途安全鍊夾(不織布) 

   (綠色)            (紫)     (綠) 

$250 $130 $130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不織布、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不織布、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整體為柔軟有彈性的矽膠材質，可
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扣
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丟
失。 

產品特色： 
可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
夾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
丟失。 

產品特色： 
可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
夾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
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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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71203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鍊夾 

108-71203B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鍊夾 

108-71203G 
ANGE 多用途矽膠安全鍊夾 

   (粉色)   (藍色)   (綠色) 

$130 $130 $130 
材質：矽膠、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矽膠、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矽膠、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可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
夾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
丟失。 

產品特色： 
可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
夾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
丟失。 

產品特色： 
可將安撫奶嘴、固齒器等嬰兒用品
夾在寶寶衣服或周圍，防止掉落、
丟失。 

   

108-11145 
ANGE  MAMMA 球 

108-11146 
ANGE  MAMMA 球 

108-11147 
ANGE  MAMMA 球 

    (黃)     (青)     (粉) 

$450 $450 $450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柔軟安全的材質與可愛輕盈的球
型設計，讓寶寶可以輕鬆握住奶瓶
喝奶與陪伴寶寶玩耍，僅適合使用
於寬口徑奶瓶。 

產品特色： 
柔軟安全的材質與可愛輕盈的球
型設計，讓寶寶可以輕鬆握住奶瓶
喝奶與陪伴寶寶玩耍，僅適合使用
於寬口徑奶瓶。 

產品特色： 
柔軟安全的材質與可愛輕盈的球
型設計，讓寶寶可以輕鬆握住奶瓶
喝奶與陪伴寶寶玩耍，僅適合使用
於寬口徑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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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50405 
ANGE 矽膠圍兜           

108-70405 
ANGE 感溫湯匙(2 入)     

108-11061 
ANGE 擠壓式嬰兒餵食器 

  (附收納盒)  

$390 $360 $380 
材質：矽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湯匙-矽膠/收納盒-PP 塑膠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材質：TPR、PP 

產地：韓國 

耐溫：-10℃~135℃ 

產品特色： 
柔軟矽膠立體防漏口袋，讓食物不
漏接，可依照脖圍大小調整，材質
容易清洗、快乾，可捲起收納，方
便攜帶。 

產品特色： 
整體為柔軟的矽膠材質，手柄防滑
設計，當湯匙上的食物溫度超過攝
氏 37 度時，湯匙的顏色會變白，
餵食時能有效的避免燙傷寶寶。 

產品特色： 
本產品能用單手簡單的餵寶寶，可
裝入 90g 的嬰兒食品，出門在外
時，安全又衛生。 

   

108-01041 
ANGE 衛生奶瓶晾架 

108-11063 
ANGE BLOOM 衛生奶瓶晾架    

108-11062 
ANGE 魔法零食杯 

   

$390  $490 $399 
材質：聚丙烯 

產地：韓國 
材質：PP 

產地：韓國 
材質：TPR、PP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可晾乾奶瓶，方便衛生。 

產品特色： 
實用型的奶瓶晾架，將洗乾淨的奶
瓶倒掛在桿子上，讓奶瓶自然風
乾，衛生又實用。 

產品特色： 
能夠防止孩子來回走動吃餅乾或
零食時到處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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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90801F 
ANGE 洗澡海棉(青蛙) 

108-90801P 
ANGE 洗澡海棉(豬) 

108-90801O 
ANGE 洗澡海棉(章魚) 

   

$110  $110 $110 
材質：天然纖維素 

產地：韓國 
材質：天然纖維素 

產地：韓國 
材質：天然纖維素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含有保濕成份，用於小孩洗澡時使
用，不用擔心小孩的皮膚受刺激。 

產品特色： 
含有保濕成份，用於小孩洗澡時使
用，不用擔心小孩的皮膚受刺激。 

產品特色： 
含有保濕成份，用於小孩洗澡時使
用，不用擔心小孩的皮膚受刺激。 

   

108-11121 
ANGE POPO 立體洗髮帽 

108-11122 
ANGE POPO 立體洗髮帽 

108-11123 
ANGE POPO 立體洗髮帽  

    (黃)    (粉)    (藍) 

$390 $390 $390 
材質：人造橡膠、PP、SEBS 

產地：韓國 
材質：人造橡膠、PP、SEBS 

產地：韓國 
材質：人造橡膠、PP、SEBS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寶寶洗髮時，有效避免洗髮精及水
流到眼睛。 

產品特色： 
寶寶洗髮時，有效避免洗髮精及水
流到眼睛。 

產品特色： 
寶寶洗髮時，有效避免洗髮精及水
流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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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11164 
ANGE EVA 洗髮帽(護耳型)  

108-11167 
ANGE EVA 洗髮帽(護耳型)  

108-70505 

ANGE 遮耳式透明洗髮帽 

    (藍)     (黃)  

$320 $320 $390         
材質：聚氯乙烯、醋酸酯 

產地：韓國 
材質：聚氯乙烯、醋酸酯 

產地：韓國 
材質：聚氨酯、不鏽鋼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寶寶洗髮時，有效避免洗髮精及水
流到眼睛，多了護耳功能，可有效
防止水流進耳朵。 

產品特色： 
寶寶洗髮時，有效避免洗髮精及水
流到眼睛，多了護耳功能，可有效
防止水流進耳朵。 

產品特色： 
請把洗髮帽套到耳朵以上，使洗髮
精不會流到眼睛裡去，讓寶寶充分
享受沐浴時光。 

  

 

108-11148 
ANGE 寶寶學習小便斗 

108-11149 
ANGE 寶寶學習小便斗 

 

   (黃)    (綠) 
 

$480 $480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韓國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寶寶個人專用的小便斗，協助寶寶
在成長過程中，輕鬆學會自己小便
更有助於學習自我獨立。 

產品特色： 
寶寶個人專用的小便斗，協助寶寶
在成長過程中，輕鬆學會自己小便
更有助於學習自我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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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8-80312 
ANGE 抗菌環抱型安心澡盆  

108-80313 
ANGE 抗菌環抱型安心澡盆  

108-80309 
ANGE 寶寶專用抗菌洗屁屁椅    

     (白)     (綠)        

$1590            $1590            $1790            
尺寸：60.7x40.9x33.5 cm 

產地：韓國 
尺寸：60.7x40.9x33.5 cm 

產地：韓國 
尺寸：32.7x44.6x18.4 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模擬媽媽子宮的設計，環繞式靠，
保護寶寶的頸部和脊椎，體積輕
巧、不佔空間，洗澡更省水，防滑
設計讓媽媽能更輕鬆的幫寶寶洗
澡。本產品使用 99%以上的抗菌
能力材料，能有效抑制細菌滋生，
更加確保安全衛生。 

產品特色： 
模擬媽媽子宮的設計，環繞式靠，
保護寶寶的頸部和脊椎，體積輕
巧、不佔空間，洗澡更省水，防滑
設計讓媽媽能更輕鬆的幫寶寶洗
澡。本產品使用 99%以上的抗菌能
力材料，能有效抑制細菌滋生，更
加確保安全衛生。 

產品特色： 
可以在洗臉盆裡支撐寶寶重量，讓
媽媽更輕鬆、省力的幫寶寶清洗，
有效的減少寶寶紅屁屁及泌尿道
感染的情況，本產品使用 99%以上
的抗菌能力材料，能有效抑制細菌
滋生，更加確保安全衛生。 

  

 

108-0178Y 
ANGE 窄面桌角保護套(NBR 2M) 

108-00179 
ANGE 窄面桌角保護套(NBR 2M) 

 

 (1 入/黃)  (1 入/咖) 
 

$390 $390  

材質：丁腈橡膠 

產地：韓國 
材質：丁腈橡膠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柔軟材質，可貼於桌角、桌邊，防
止孩子的臉和頭被桌角撞傷，更加
確保小朋友的安全，2M 的長度可
自行裁剪適當的尺寸。 

產品特色： 
柔軟材質，可貼於桌角、桌邊，防
止孩子的臉和頭被桌角撞傷，更加
確保小朋友的安全，2M 的長度可
自行裁剪適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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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19-YP3017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熊 

119-YP3018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兔  

119-YP3019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餐具組 

            (熊) 

$390          3 歲以上適用 $390          3 歲以上適用 $5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ABS 塑料(-20

°c~80°c)/指環-矽膠(-20°c~140°c) 

收納袋-環保 PVC 塑膠(-20°c~8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119-YP3020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餐具組 

19-YP3021 
LINE 多用途餐具袋-熊 

119-YP3022 
LINE 多用途餐具袋-兔 

          (兔)   

$580          3 歲以上適用 $220         $220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ABS 塑料(-20

°c~80°c)/指環-矽膠(-20°c~140°c)  

收納袋-環保 PVC 塑膠(-20°c~80°c) 

產地：韓國 

材質：環保 PVC 塑膠(-20°c~80°c) 

產地：韓國 

材質：環保 PVC 塑膠(-20°c~8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收納餐具，防水好清潔，收納包可
以收納一雙學習筷+湯匙+叉子。 

產品特色： 
收納餐具，防水好清潔，收納包可
以收納一雙學習筷+湯匙+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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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YP3026 
LINE 3D 立體不鏽鋼叉匙組 

119-YP3027 
LINE 不鏽鋼叉匙組 

119-YP3035 
LINE 3D立體不鏽鋼水杯 225ml 

                 (小雞) 

$420          3 歲以上適用 $360          3 歲以上適用 $45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產地：韓國 

材質：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產地：韓國 

材質：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304 不鏽鋼材質，特殊雙層設計，
寶貝小手不易燙，貼心把手設計，
拿取食用最簡單，可愛小雞圖案，
最能引起寶貝興趣。 

   

119-YP3038 
LINE 不鏽鋼湯杯(附蓋子)750ml 

119-YP3045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熊(Y) 

119-YP3046 (左、右手皆可適用) 
LINE 3D 立體學習筷-兔(P)  

          (熊)   
$590          3 歲以上適用 $390          3 歲以上適用 $39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304 不鏽鋼材質，特殊雙層設計，
寶貝小手不易燙，貼心把手設計，
拿取食用最簡單，可愛熊熊圖案，
最能引起寶貝興趣。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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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2020 (左、右手皆可適用) 
Hello Kitty 立體不鏽鋼學習筷 

116-42022 (左、右手皆可適用) 
HelloKitty 不鏽鋼學習餐具   

116-42030 (左、右手皆可適用) 
HelloKitty 不鏽鋼學習餐具 

         (3 入精裝)  (含收納袋) 

$320          3 歲以上適用 $690          3 歲以上適用 $69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材質：主要-304 不鏽鋼、 

            ABS 塑料(-20°c~80°c) 

      指環-矽膠(-20°c~14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產品特色： 
適用於 3 歲以上幼兒使用，可以改
正錯誤的手部姿勢，進而輕鬆愉快
的導入正確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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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GGOMOOSIN 學步鞋-樹葉條紋  GGOMOOSIN 學步鞋-海洋星星  GGOMOOSIN 學步鞋-運動寶貝                    

120-22502/115mm  

120-22503/125mm  

120-22504/135mm  

120-22505/145mm  

120-22546 / 115mm    

120-22547 / 125mm  

120-22548 / 135mm  

120-22549 / 145mm  

120-22561 / 115mm  

120-22562 / 125mm  

120-22563 / 135mm  

120-22564 / 145mm  

$770              $770               $77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紅)       

GGOMOOSIN 學步鞋-運動寶貝                    GGOMOOSIN 學步鞋-星星條紋 GGOMOOSIN 學步鞋-小紳士 

120-22556/ 115mm  

120-22557/ 125mm  

120-22558/ 135mm  

120-22559/ 145mm  

120-22498/ 115mm  

120-22499/ 125mm  

120-22500/ 135mm  

120-22501/ 145mm  

120-22506/115mm  

120-22507/125mm  

120-22508/ 135mm  

120-22509/ 145mm  

$770               $770               $77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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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MOOSIN 學步鞋-彩虹條紋  GGOMOOSIN 學步鞋-愛心寶貝  GGOMOOSIN 學步鞋-宇宙探險  

120-22518/ 115mm  

120-22519/ 125mm  

120-22520/ 135mm  

120-22521/ 145mm  

120-22511/ 115mm  

120-22512/ 125mm  

120-22513/ 135mm  

120-22514/ 145mm  

120-22700/ 115mm  

120-22701/ 125mm  

120-22702/ 135mm  

$770               $770               $77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GGOMOOSIN 學步鞋-福氣嘟嘟  GGOMOOSIN 學步鞋-嘟嘟家族  GGOMOOSIN 學步鞋-小萌豬    

120-22712/ 115mm  

120-22713/ 125mm  

120-22714/ 135mm  

120-22715/ 145mm  

120-22724/ 115mm  

120-22725/ 125mm  

120-22726/ 135mm  

120-22720/ 115mm  

120-22721/ 125mm  

120-22722/ 135mm  

$770 $770 $77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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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MOOSIN 學步鞋-花邊小橘   GGOMOOSIN 學步鞋-彩色豆豆  GGOMOOSIN 學步鞋-小草莓    

120-22692/ 115mm  

120-22693/ 125mm  

120-22694/ 135mm  

120-22430/ 105mm  

120-22431/ 115mm  

120-22432/ 125mm  

120-22433/ 135mm  

120-22434/ 105mm  

120-22435/ 115mm  

120-22436/ 125mm  

120-22437/ 135mm  

$770 $850 $85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GGOMOOSIN 學步鞋-白色小豬                    GGOMOOSIN 學步鞋-倫敦      GGOMOOSIN 學步鞋-小雞寶貝蛋  

120-22465/ 105mm  

120-22466/ 115mm  

120-22467/ 125mm  

120-22454/ 105mm  

120-22455/ 115mm  

120-22456/ 125mm  

120-22457/ 135mm  

120-22566/ 115mm  

120-22567/ 125mm  

$850 $850 $98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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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MOOSIN眨眼小雪人+嬰兒襪  GGOMOOSIN 聖誕小白熊+嬰兒襪 GGOMOOSIN 聖誕老公公+嬰兒襪  

120-22471/ 115mm  

120-22472/ 125mm  

120-22473/ 135mm  

120-22474/ 115mm  

120-22475/ 125mm  

120-22476/ 135mm  

120-22477/ 115mm  

120-22478/ 125mm  

120-22479/ 135mm  

$980 $980 $980 

學步鞋材質：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襪子材質：棉 80%、彈性纖維 16%、 

          萊卡 2%、尼龍 2%            

產地：韓國 

學步鞋材質：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襪子材質：棉 80%、彈性纖維 16%、 

          萊卡 2%、尼龍 2%            

產地：韓國 

學步鞋材質：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襪子材質：棉 80%、彈性纖維 16%、 

          萊卡 2%、尼龍 2%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GGOMOOSIN聖誕小雪人+嬰兒襪  

120-22480/ 115mm  

120-22481/ 125mm  

120-22482/ 135mm  

$980 

學步鞋材質：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襪子材質：棉 80%、彈性纖維 16%、 

          萊卡 2%、尼龍 2%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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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UELLO 學步鞋-小花豹(黃)   KOMUELLO 學步鞋-智力拼圖    KOMUELLO 學步鞋-可愛小花    

120-22668/ 115mm  

120-22669/ 125mm  

120-22670/ 135mm  

120-22684/ 115mm  

120-22685/ 125mm  

120-22686/ 135mm  

120-22676/ 115mm  

120-22677/ 125mm  

120-22678/ 135mm  

$850 $850 $85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KOMUELLO學步鞋-虎克船長(藍) KOMUELLO 學步鞋-愛心小豬     

120-22708/ 115mm  

120-22709/ 125mm  

120-22710/ 135mm  

120-22716/ 115mm  

120-22717/ 125mm  

120-22718/ 135mm  

 

$850 $770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材質：學步鞋本體-精梳棉 

鞋底-TPE 環保橡膠塑料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產品特色： 
鞋底與製作嬰兒固齒器同等級的 TPE
材質，具有最佳柔軟性與親膚觸感及

抗菌效果， 本體部份採用 30 支紗高
級精梳棉，最佳吸汗能力與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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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743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小虎樂園)-M  

      
$5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90cm*13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8815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綠色天地)-M 

      
$5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90cm*13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8759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城市樂園)-M  

       
$5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90cm*13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擊
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層密

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跳玩耍
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絢麗多彩
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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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766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動物園)-L  

      
$8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230cm*140cm*1.3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8827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至尊球技)-M  

      
$5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90cm*13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8818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小彩圓)-M  

      
$5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90cm*13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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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736 
康樂 Dwinguler 遊戲墊(叢林探險)-L  

      
$88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230cm*140cm*1.5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632 
韓國 BabyCare 皇冠遊戲墊(數字遊戲) -L 

      
$6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210cm*140cm*1.3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541 
韓國 BabyCare 皇冠遊戲墊(SN 海灘假期)-M  

      
$58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5cm*125cm*1.2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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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678                           
韓國 Baby Care 遊戲墊(大眼動物)-M                     

                   
$4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4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585                          
韓國 BabyCare 皇冠遊戲墊(恐龍運動會)-M  

                         
$4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25cm*1.2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
合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

衝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
內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
蹦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
果，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586                          
韓國 BabyCare 皇冠遊戲墊(多彩小鹿)-M  

                         
$49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25cm*1.2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
合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

防衝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

力，內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
收孩童蹦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
學習效果，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
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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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699         
韓國 Baby Care 遊戲墊(繽紛花園)-M   

                     
$4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4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688         
韓國 Baby Care 遊戲墊(空中花園)-M    

                     
$4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4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111-6677         
韓國 Baby Care 遊戲墊(活力字母)-M   

                      
$4200 
材質：外層-塑膠/內層-合成樹脂泡沫 

尺寸：180cm*140cm*1.1cm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為保護孩子們安全而設計生產的環保材料，經 SGS 檢驗合
格，技術加工之鑽石浮雕表面，讓遊戲墊緊貼地面，防衝

擊緩衝層，強效防止意外發生，減少跌倒時的衝擊力，內

層密集的微少空氣層能隔絕冰涼的地面，有效吸收孩童蹦
跳玩耍時的噪音，有教育性的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
絢麗多彩的顏色有助於孩子們視覺發展及情感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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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056 
Mom's baby 防溢乳墊(拋棄式) 

106-9024 
Mom's baby 抗菌奶粉儲存袋 

106-9025 
Mom's baby 新抗菌母乳儲存袋  

    (24 入)         (30 入)藍  (30 入)粉  

$130        箱入數：60 盒 $250 $290 

材質：外層-不織布 

吸收層-紙漿、高分子吸收體 

防水層-透氣性 PE 布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LLDPE) 

產地：韓國 
材質：塑膠(LLDPE) 

容量：200ml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透氣性佳，高分子的吸收體能快速
吸收溢出的母乳，保持乾爽，良好
立體 3D 設計貼身自然，避免外漏
而更加倍感舒適。 

產品特色： 
使用靜電防止素材，能快速且輕易
的將奶粉倒入奶瓶中，設計分別的
裝入與取用口，可隔離細菌、衛
生、容易使用、簡易攜帶。 

產品特色： 

使用無毒性素材，設計分別的裝入與取用

口，可隔離細菌、衛生、安全，雙層夾鍊

及豎立的設計，攜帶與保管或解凍時母乳

不漏出，確保安心使用，有哺乳溫度傳感

器供參考，可方便哺乳。 

   

106-9043 
Mom's baby 奶瓶刷 

106-9009 
Mom's baby 抗菌奶嘴刷  

106-9008 
Mom's baby 抗菌奶瓶刷 

         (2 入)  

$170        $150       $260     

材質：PP 樹脂、聚丙烯 

(耐熱 80°C 耐冷-20°C) 

產地：韓國 

材質：PP 樹脂、聚丙烯 

(耐熱 80°C 耐冷-20°C) 

產地：韓國 

材質：PP 樹脂、聚丙烯 

(耐熱 80°C 耐冷-20°C)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網狀組織的材質，脫水力強，也能
方便清洗窄而深的容器。 

產品特色： 
網狀組織的材質，脫水力強，抗菌
處理可抑制細菌滋生，使用上非常
衛生安全。 

產品特色： 
網狀組織的材質，脫水力強，抗菌
處理可抑制細菌茲生，使用上非常
衛生安全，也能方便清洗窄而深的
容器。 

41 



**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106-109KR 
Mom´s Baby 多功能食物儲存盒組 

106-110KR 
Mom´s Baby 多功能食物儲存杯組 

 

 (可微波)  (可微波) 
 

$350        $350         

容量：150ml/盒    數量：8 套 

材質：食品級 PP 

產地：韓國 

容量：180ml/杯    數量：4 套 

材質：食品級 PP 

產地：韓國 

 

產品特色： 
安全的食品級 PP 材料，可確保食
用安全，貼心的巧妙設計，可輕鬆
堆疊使用不佔空間。 

產品特色： 
安全的食品級 PP 材料，可確保食
用安全，貼心的巧妙設計，可輕鬆
堆疊使用不佔空間。 

 

  

 

106-SC003 
Kodori 三用可調式洗髮椅 

106-00004 
Chadori 多功能洗髮椅 

 

  (大象)   (汽車) 
 

$1600        箱入數：6 個 $1800        箱入數：6 個  

材質：ABS、PP 

產地：韓國 

適用年齡：4 歲以下(18 公斤內) 

材質：ABS、PP 

產地：韓國 

適用年齡：4 歲以下(18 公斤內) 

 

產品特色： 
3 合 1 的實用功能，可當寶寶椅、洗
髮椅及寶寶學習便器，椅背及座墊皆
有防滑軟墊設計，頸部靠墊為軟墊支

撐，5 段長度設計，椅背 5 段式斜躺
角度設計，好收納，不佔空間。 

產品特色： 
3 合 1 的實用功能，可當寶寶椅、洗
髮椅及寶寶學習便器，椅背及座墊皆
有防滑軟墊設計，頸部靠墊為軟墊支
撐，5 段長度設計，椅背 5 段式斜躺
角度設計，附輪子可任易移動，不使
用輪子時可橫桿固定，好收納，不佔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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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920 
大象拉鈴 

103-060921 
兔子拉鈴 

103-060936 
猴子拉鈴 

   

$180         3 歲以上適用 $180         3 歲以上適用 $1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可吊掛在嬰兒床、推車或搖椅上。
拉下拉環發出美妙的音樂聲，不僅
可以吸引小寶寶的注意，還可以用
來穩定小寶貝的情緒。 

產品特色： 
可吊掛在嬰兒床、推車或搖椅上。
拉下拉環發出美妙的音樂聲，不僅
可以吸引小寶寶的注意，還可以用
來穩定小寶貝的情緒。 

產品特色： 
可吊掛在嬰兒床、推車或搖椅上。
拉下拉環發出美妙的音樂聲，不僅
可以吸引小寶寶的注意，還可以用
來穩定小寶貝的情緒。 

 

 

 

103-060937 
小鳥拉鈴 

103-060938 
蜜蜂拉鈴 

 

  
 

$180         3 歲以上適用 $1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可吊掛在嬰兒床、推車或搖椅上。
拉下拉環發出美妙的音樂聲，不僅
可以吸引小寶寶的注意，還可以用
來穩定小寶貝的情緒。 

產品特色： 
可吊掛在嬰兒床、推車或搖椅上。
拉下拉環發出美妙的音樂聲，不僅
可以吸引小寶寶的注意，還可以用
來穩定小寶貝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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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622 
GOOD WAY 谷雨蜜蜂拉鈴 

103-3627 
GOOD WAY 谷雨星月熊拉鈴 

103-3628 
GOOD WAY 谷雨小牛牛拉鈴 

   

$290         3 歲以上適用 $290          3 歲以上適用 $29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100%安全無毒，輕輕往下拉下拉
環，造型可愛的動物會發出柔美的
音樂。 

產品特色： 
100%安全無毒，輕輕往下拉下拉
環，造型可愛的動物會發出柔美的
音樂。 

產品特色： 
100%安全無毒，輕輕往下拉下拉
環，造型可愛的動物會發出柔美的
音樂。 

  

 

 

 

103-8501-1 
電動音樂床頭鈴(交通樂園) 

103-8501-2 
電動音樂床頭鈴(企鵝家族) 

 

  
 

$920         3 歲以上適用 $8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能發出動聽柔美的旋律，可以依喜
好選擇音量，可愛吊飾旋轉，燈光
甚至還有貼心的定時設計。 

產品特色： 
能發出動聽柔美的旋律，可以依喜
好選擇音量，可愛吊飾旋轉，燈光
甚至還有貼心的定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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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503-2 
趣味多功能小鹿助步車-升級版 

103-178 
ST 二合一工程車 

103-178-1 
工程車玩具頭盔 

   (B/P)    (Y/G)  

$2480         1〜3 歲適用 $1550        3 歲以上適用 $6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環保材質精製，採四輪設計不易側
翻且防滑，豐富色彩及美妙音樂有
助寶貝視覺及聽力發展，一車多用
可當學步車、滑行車、滑板車使用
全新升級版加了剎車功能讓寶貝
在玩耍中更加安全。 

產品特色： 
二合一功能的兒童學步玩具工程
車，玩法多樣，樂趣無窮，並且已
經取得安全玩具認證"ST"標章，更
增添寶貝的安全保障。 

產品特色： 
二合一工程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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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366A 
發條水中玩具-海豚 

103-3366C 
發條水中玩具-鱷魚 

103-3366E 
發條水中玩具-熱帶魚 

   

$80           3 歲以上適用 $80           3 歲以上適用 $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103-3366B 
發條水中玩具-鯊魚 

103-3366D 
發條水中玩具-螃蟹 

103-3366F 
發條水中玩具-烏龜 

   

$80           3 歲以上適用 $80           3 歲以上適用 $8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產品特色： 
轉動發條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
會往前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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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361A 
拉線水中玩具-鯨魚  

103-3361B 
拉線水中玩具-青蛙 

103-3361C 
拉線水中玩具-烏龜 

   

$90           3 歲以上適用 $90           3 歲以上適用 $9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拉線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會往
前滑動。 

產品特色： 
拉線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會往
前滑動。 

產品特色： 
拉線時，造型可愛的水中生物會往
前滑動。 

   

103-3668 
豪華歡樂釣魚組 

103-HS216 
KAWA 沙灘玩具推車組 

103-HB060 
KAWA 拖拉積木筒 

   

$390         3 歲以上適用 $450         3 歲以上適用 $699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超好玩的釣魚玩具，適合親子一起
同樂!也可在遊戲的過程中訓練手
眼協調的好玩具，豐富的組合開心
玩不膩。也可當洗澡沐浴時玩具，
親子洗澡增加許多的樂趣。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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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HS006 
KAWA 沙灘玩具(中)-2 入 

103-H1234 
KAWA 沙灘玩具(小)-3 入 

103-HS039 
KAWA 沙灘玩具(小)-3 入 

   

$79           3 歲以上適用 $49           3 歲以上適用 $79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103-HS051A 
KAWA 沙灘玩具組-5 入 

103-HS051B 
KAWA 沙灘玩具組-5 入 

103-HS036 
KAWA 沙灘玩具組-5 入 

   

$159          3 歲以上適用 $159          3 歲以上適用 $159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產品特色： 
寶貝玩沙或安全的海灘戲沙，不可
或缺的最佳輔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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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MMY001 
寶貝水溫計(熊) 

104-MMY002 
寶貝水溫計(鴨) 

104-MMY003 
寶貝水溫計(青蛙) 

   

$210            耐熱 60°C $210            耐熱 60°C $210            耐熱 60°C 
材質：主體-ATBC、PVC 

      浮輪-ABS  

產地：中國  

材質：主體-ATBC、PVC 

      浮輪-ABS  

產地：中國 

材質：主體-ATBC、PVC 

      浮輪-ABS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在寶寶洗澡前用水溫計測水溫，並
調合為安全的溫度，可防止水溫過
熱的情形發生。 

產品特色： 
在寶寶洗澡前用水溫計測水溫，並
調合為安全的溫度，可防止水溫過
熱的情形發生。 

產品特色： 
在寶寶洗澡前用水溫計測水溫，並
調合為安全的溫度，可防止水溫過
熱的情形發生。 

 
  

104-MMY004 
寶貝水溫計(河馬) 

104-IB5002 
初生嬰兒洗澡椅  B/Y 

103-822210B 
二合一可調整遊戲餐桌椅 

   

$210            耐熱 60°C $540             $1700         3 歲以上適用 
材質：主體-ATBC、PVC 

      浮輪-ABS  

產地：中國  

材質：網眼布、鐵 

產地：中國  
材質：塑膠、合金 

產地：中國  

產品特色： 
在寶寶洗澡前用水溫計測水溫，並
調合為安全的溫度，可防止水溫過
熱的情形發生。 

產品特色： 
珍珠棉架可保護嬰兒柔軟的身
體，特製安全帶可防止嬰兒洗澡時
滑動，讓嬰兒洗澡及洗頭時更容
易、安全，安全帶可調整鬆緊，適
合成長中的嬰兒使用。 

產品特色： 
配有玩具盤的餐桌椅，遊戲盤有小
樹和可愛的小動物，顏色鮮豔，配
合音樂小樹還能在彈琴時發光，促
進寶寶的認知發育，讓調皮好動的
寶寶養成良好的進食習慣，培養寶
寶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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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M221-1 
美樂小型電動吸乳器(印花) 

011-M201-1 
美樂雙階段手動吸乳器 

011-M230 
美樂新世代 Swing 二合一吸乳器 

  $3500   $2350   $8700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011-M231 
美樂 Swing 小型電動吸乳器 

011-M232 
美樂 Swing 三合一吸乳器 

011-M234 
美樂新世代 Swing 雙邊電動吸乳器 

  $7800   $12800   $9500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011-M235         (自由機) 
美樂新世代 Freestyle 電動吸乳器 

011-M600 
美樂 CALMA 母乳專用哺乳器 

011-M601     (附 150ml 瓶) 
美樂 CALMA 母乳專用哺乳器 

  $22000   $990   $1200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材質：矽膠、PP、TPE   產地：瑞士 材質：矽膠、PP、TPE   產地：瑞士 

   
011-M604        容量：150ml 

美樂印花貯奶瓶組(3 入) 
011-M606        容量：250ml 

美樂印花貯奶瓶組(2 入) 
011-M622 

美樂吸乳器收納冷藏袋 

  $550   $550     $2200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尼龍布        產地：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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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M223D 
美樂揹袋型波浪冷凍包 

011-M201A 
美樂新世代手動膈膜/帶圓環支軸 

011-M201X 
美樂新世代手動膈膜 

 $700        $650  $400 

                    產地：瑞士  材質：矽膠、塑膠(PP)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01-1 的吸乳器。 

材質：矽膠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01-1 的吸乳器。 

          

011-M201E 
美樂新世代手動旋轉手把 

011-M201Y 
美樂新世代手動圓環支軸 

011-M231D 
美樂新世代 Swing 海棉 

 $400   $250         $80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01-1 的吸乳器。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01-1 的吸乳器。 

適用於 M230、M231、M232 的 
吸乳器。            產地：瑞士 

          
011-M201B 
美樂新世代手動吸乳罩接頭 

011-M235D 
美樂 Swing 雙邊吸乳器接頭   

011-M231B 
美樂新世代 Swing 透明吸管 

       $400        $1100        $250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01-1、M230、M231、M232

的吸乳器。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34、M235 的吸乳器。     

材質：矽膠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30、M231、M232 的吸乳器。 

                   
011-M234C 
美樂新世代 Swing 雙邊透明吸管 

011-M235C 
美樂新世代 Freestyle 吸管 

011-ME001E 
美樂吸乳器黃色活塞 

        $960        $700        $80 

材質：PVC、TPE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34 的吸乳器。 

材質：PVC、TPE     產地：瑞士 
適用於 M235 的吸乳器。 

材質：塑膠(PP)      產地：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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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ME001C 
美樂吸乳器白色墊片 

011-ME007 
美樂乳頭保養霜-小(7g) 

011-ME008 
美樂乳頭保養霜-大(37g) 

       $80        $390        $780 

材質：矽膠          產地：瑞士                         產地：瑞士                     產地：瑞士 

          
011-M301A 
美樂輕型變壓器 

011-M231CX 
美樂新世代 Swing 變壓器 

011-M235A 
變壓器(Freestyle 與 Swing 雙邊用) 

       $470        $1200        $1700 

電壓：100~240V    產地：中國  
適用於 M221-1 的吸乳器。 

電壓：100V〜240V     產地：中國   
適用於 M230、M231、M232 的吸乳器。 

電壓：100V〜240V  產地：中國  
適用於 M234、M235 的吸乳器。 

     

  

011-M314S 
美樂喇叭罩(二截式前端 21mm) 

011-M314M 
美樂喇叭罩(二截式前端 24mm) 

011-M314L 
美樂喇叭罩(二截式前端 27mm) 

       $250        $200        $250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011-M314XL 
美樂喇叭罩(二截式前端 30mm) 

011-M314XXL 
美樂喇叭罩(二截式前端 36mm) 

011-M314Z 
美樂喇叭罩接頭(兩截式後端) 

       $250        $250        $350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材質：聚丙烯(PP)    產地：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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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M311S 
美樂喇叭罩組(21mm)   

011-M311M 
美樂喇叭罩組(24mm) 

011-M311X 
美樂喇叭罩組(27mm) 

       $600        $550        $600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瑞士 

  
 

011-M311XL 
美樂喇叭罩組(30mm) 

011-M311XXL 
美樂喇叭罩組(36mm)   

011-ME016 
美樂可洗式防溢乳墊(4 入) 

       $600        $600        $600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塑膠、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35%棉、65%樹脂棉 
產地：瑞士 

   

011-ME013 
美樂護乳乾爽罩 

011-ME014 
美樂乳頭成形罩 

011-M607      容量：180ml 
美樂母乳專用貯奶袋-25PCS 

       $650        $650        $500      

材質：硬殼-PP/軟膜-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硬殼-PP/軟膜-矽膠 
產地：瑞士 

材質：PE、聚酯纖維 
產地：瑞士 

           
011-M507S 
美樂乳頭保護套-S(含收納盒) 

011-M507M 
美樂乳頭保護套-M(含收納盒) 

011-M507L 
美樂乳頭保護套-L(含收納盒) 

       1 對$280        1 對$280        1 對$280 

材質：矽膠/收納盒-PP 
產地：瑞士  

材質：矽膠/收納盒-PP 
產地：瑞士    

材質：矽膠/收納盒-PP 
產地：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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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10307     
法比兒紗布內衣  B/P 

025-10308    尺寸：30*30cm 
法比兒紗布手帕(3 入) 

025-10316    尺寸：95*90cm 
法比兒紗布大浴巾  

       $120        $120        $56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25-10350 
法比兒紗布長袍  B/P 

025-10309    尺寸：50*33cm 
法比兒紗布澡巾(2 入) 

025-10359 
法比兒紗布護手套  B/P 

       $180        $120        $5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25-10311 
法比兒護手套  B/P 

025-10357 
法比兒春夏護手套  B/P 

025-10389 
威格兒童造型口罩 

       $70        $60        $39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純棉布、不統布、T/C 布  

產地：臺灣   

     
025-10312 
法比兒護腳套  B/P   

025-10358 
法比兒春夏護腳套  B/P 

025-902 
童友夏天背巾被 

       $90        $90        $52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T/C 布       產地：臺灣 

54 



** 價格如有變動，依最新通知為準 **                                         2019 年 7 月版 

   
025-10360     尺寸：29*19cm 

法比兒初生四季枕 B/P 

025-10325    尺寸：30*20*5cm

法比兒防蹣抗菌天然乳膠塑型枕 B/P 

025-10329    尺寸：37*26*7cm 

法比兒智慧感溫安眠記憶枕 B/P 

       $210               $580              $820 
材質：枕套-100%棉 
      枕心-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枕套-100%棉 
      枕心-100%天然乳膠 
產地：臺灣    

材質：枕套-100%棉  
      枕心-聚酯棉     
產地：臺灣    

 
  

025-10326  尺寸：44*30*2.5cm 

法比兒防蹣抗菌天然乳膠平趴枕 B/P 

025-10331 尺寸：120*60*2.5cm 

法比兒天然乳膠優眠床墊 B/P 

025-10351 
法比兒絨毛巾小圍兜  B/P 

        $540              $2360             $150  

材質：枕套-100%棉 
      枕心-100%天然乳膠 
產地：臺灣     

材質：床墊-100%天然乳膠 
      床墊套-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25-10319 
法比兒自粘式圍兜(M)  B/P 

025-10320 
法比兒自粘式圍兜( L )  B/P 

025-1166 
童友毛巾套頭圍兜 B/Y/P 

        $150         $160         $90 

材質：100%棉、防水透氣布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防水透氣布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25-618 
童友小圍兜 

025-630 
童友圍兜 

 

         $30          $50 
 

材質：T/C 布       產地：臺灣 材質：T/C 布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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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10310   尺寸：18*64CM 
法比兒印花肚圍(M)  B/P 

025-10352   尺寸：19*64CM 
法比兒春夏肚圍(M)  B/P 

025-10322 
法比兒嬰兒多功能背巾 B/R 

        $260         $200         $146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適用年齡：初生~30 個月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25-10321    尺寸：24*69CM 

法比兒印花肚圍( L )  B/P 
025-10353    尺寸：25*69CM 

法比兒春夏肚圍( L )  B/P 
025-10323 
法比兒嬰兒透氣型背巾 B/R 

        $330         $280         $66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適用年齡：4~20 個月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78-A1 
日雅嬰兒護膚膏 

078-A2 
日雅嬰兒乳液 

078-A3 
日雅嬰兒酵素爽身粉 

        $280         $280         $250 

容量：60g         產地：日本 容量：200ml       產地：日本 容量：90g         產地：日本 

      
078-A4 
日雅盒裝酵素爽身粉(補充包) 

078-A7 
日雅孕婦腹部保養霜 

078-A8 
日雅嬰兒酵素洗髮精 

        $230         $880         $330 

容量：150g        產地：日本 容量：150ml      產地：日本 容量：500ml       產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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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A9 
日雅嬰兒酵素沐浴乳       

078-A10 
日雅嬰兒奶瓶清潔液 

078-A11 
日雅嬰兒酵素洗衣劑 

  $330         $380         $380 

容量：500ml       產地：日本 容量 800ml        產地：日本 容量：1200ml      產地：日本 

   
  

078-B1 
日雅粉末酵素入浴劑 

078-B2 
日雅粉末酵素入浴劑(補充包) 

078-C1 
日雅珍珠酵素入浴劑 

        $650         $650         $520 

容量 900g         產地：日本 容量：1000ml     產地：日本 容量 500g         產地：日本 

      
078-C2 
日雅珍珠酵素爽身粉 

078-C3 
日雅珍珠酵素爽身粉餅 

078-E1 
日雅 3 入促銷組合包  批實價 

        $250         $200         $850 

容量：150g        產地：日本 容量：30g         產地：日本 產地：日本 

      

  

078-E3 
日雅超值促銷包      批實價 

  

        $890   

產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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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1018 
舒適牌丈六揹巾  B/Y/P 

046-1033 
舒適牌揹巾  B/Y/P 

046-1055 
舒適牌揹巾  B/R 

       $380        $320        $780 

材質：65%聚酯纖維、35%棉 
產地：臺灣    

材質：65%聚酯纖維、35%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46-1027 
舒適牌安全網揹巾  B/Y/P 

046-1038 
舒適牌揹巾  B/P 

046-1056 
舒適牌揹巾  B/R 

       $320        $560        $720 

材質：65%聚酯纖維、35%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46-1057 
舒適牌揹巾  B/R 

046-40102  
舒適牌親子戲水安全揹巾 Y/R 

046-108008 
舒適牌盤式汽車安全帶護墊 

       $720        $250         $18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適用身高：120cm 以上 
材質：塑膠         產地：臺灣 

         
046-108011 
舒適牌立體純棉口罩 

046-30902 
舒適牌領帶海軍領圍兜  B/R 

046-108001 
舒適牌攜帶式馬桶座 

       $60        $180        $460 

材質：100%純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耐重：18 公斤 
材質：聚丙烯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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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0803 
舒適牌新式學步帽(圓點)  B/Y/R 

046-708031       
舒適牌新式學步帽(條紋)  B/Y/P   

046-5003          
舒適牌調整式幼兒安全帽  B/Y/R 

       $460        $460        $220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046-70802            
舒適牌安全帶調整器(圓點) B/Y/R  

046-708021         
舒適牌安全帶調整器(條紋) B/Y/P  

046-708022        
舒適牌安全帶調整器(熊)  B/G/R 

       $350        $350        $350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046-10828            
舒適牌親子帶(素面)  B/G 

046-108281        
舒適牌親子帶(條紋)  B/P 

046-70801 
舒適牌嬰兒置物袋 

       $350        $350        $360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 
材質：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 
材質：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尺寸：35*45cm 
材質：10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046-90805GR 
舒適牌車用窗簾(2 入)灰 

046-20814           
舒適牌印花毛巾紗大浴巾(1 入) 

046-20815           
舒適牌印花毛巾紗小浴巾(2 入) 

       $600        $760        $320 

材質：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尺寸：100*85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尺寸：75*30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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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0302 
舒適牌嬰兒抱毯  B/Y/P 

046-20302 
舒適牌長毛絨內裡抱毯 B/Y/P 

046-20303 
適牌嬰兒抱毯  B/Y/P 

       $420        $760        $600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046-10301 
舒適牌嬰兒抱毯  B/Y/P 

046-30311 
舒適牌夏抱毯  B/Y/P 

046-20301 
舒適牌夏抱毯  B/Y/P 

       $320        $480        $480 

材質：90%棉、10%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46-207011         
舒適牌寶貝旅遊枕(S)  B/Y/P 

046-207012         
舒適牌寶貝旅遊枕(M)  B/Y/P 

046-207013         
舒適牌寶貝旅遊枕(L)  B/Y/P 

       $520        $600        $680 

適用年齡：0-1 歲   產地：臺灣 
表-80%棉、20%聚酯纖維/裡-聚酯纖維 

適用年齡：1-4 歲   產地：臺灣 
表-80%棉、20%聚酯纖維/裡-聚酯纖維 

適用年齡：4-8 歲   產地：臺灣 
表-80%棉、20%聚酯纖維/裡-聚酯纖維 

  

 

046-40701          
舒適牌貓型兩用餵乳枕  B/Y/P 

046-90701          
舒適牌鏽牛圓型枕  B/Y/P 

 

       $320        $250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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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107011          
舒適牌寶貝蝴蝶枕(條紋)  B/P 

046-10701         
舒適牌寶貝蝴蝶枕(圓點)  B/Y/R     

046-30588 
舒適牌菱格紗布尿布(12 入) 

       $350        $350        $860 

材質：棉、聚酯纖維 
適用年齡：0-2 歲   產地：臺灣 

材質：棉、聚酯纖維 
適用年齡：0-2 歲   產地：臺灣 

尺寸：50*70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46-60588 
舒適牌金環保尿布(S/M/L) 

046-005011 
舒適牌一片式尿布(S)  B/P 

046-005012 
舒適牌一片式尿布(M)  B/P 

       $720        $420        $450 

材質：100%棉       6 條/包 
產地：臺灣      

尺寸：29*13cm      6 片/包 
材質：表-100%棉/裡-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尺寸：36*14.5cm     6 片/包 
材質：表-100%棉/裡-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046-106022       
舒適牌繡花學步褲(M)  B/Y/P 

046-106023         
舒適牌繡花學步褲(L)   B/Y/P 

046-106024         
舒適牌繡花學步褲(XL)  B/Y/P 

       $240        $240        $240 

材質：表層-100%棉/內層-防漏膠布 

腰圍：38~54cm       產地：臺灣 

材質：表層-100%棉/內層-防漏膠布 

腰圍：42~62cm       產地：臺灣 

材質：表層-100%棉/內層-防漏膠布 

腰圍：48~72cm       產地：臺灣  

  

 

046-80601           
舒適牌尿褲(S/M/L/XL)  B/P 

046-1235          
舒適牌尿褲(S/M/L/XL) B/Y/P 

 

       $240        $240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材質：表布-100%棉/裡層-聚酯纖維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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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2611 
舒適牌肚圍(S)   B/Y/P 

046-2612 
舒適牌肚圍(M)   B/Y/P 

046-2613 
舒適牌肚圍(L)   B/Y/P 

       $120        $140        $160 

腰圍：40~50 cm    產地：臺灣 
表-65%聚酯纖維、35%棉/裡-聚酯纖維 

腰圍：50~60 cm    產地：臺灣 
表-65%聚酯纖維、35%棉/裡-聚酯纖維 

腰圍：60~70 cm    產地：臺灣 
表-65%聚酯纖維、35%棉/裡-聚酯纖維 

    
046-2614 
舒適牌肚圍(XL)  B/Y/P 

046-2622 
舒適牌肚圍(M)  B/R 

046-2623 
舒適牌肚圍(L)  B/R 

       $220        $110        $140 

腰圍：72~87 cm    產地：臺灣 
表-65%聚酯纖維、35%棉/裡-聚酯纖維 

腰圍：50-60 cm    產地：臺灣 
表-100%棉/裡-聚酯纖維      

腰圍：60-70 cm    產地：臺灣 
表-100%棉/裡-聚酯纖維       

 
  

046-2624 
舒適牌肚圍(XL)   B/R 

046-402012 
舒適牌夏肚圍(M)   B/P/Y 

046-402013 
舒適牌夏肚圍(L)  B/P/Y 

       $220        $200        $200 

腰圍：72-87 cm    產地：臺灣 
表-100%棉/裡-聚酯纖維       

腰圍：40-50 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腰圍：60-70 cm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008-605 
嬰之華 42 支紗布尿布(大) 

008-615 
嬰之華 42 支紗布尿布(小) 

040-001-1    箱入數：100 包 
新一代銀鶴漢式爽身粉(不含滑石粉) 

       $790        $720        $150      

尺寸：20"*20"        10 入/包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尺寸：50*35CM      12 入/包 
材質：100%棉      產地：臺灣 

原料：綠豆粉、米秕、薏仁松花、白芷根油    
產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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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666 
長頸鹿調乳器 

079-666C 
長頸鹿調乳器玻璃杯 

079-288C 
紫外線燈管 

        $1600         $800         $600 

尺寸：13.3*14.3cm  
產地：臺灣   

材質：玻璃             
產地：臺灣 

產地：臺灣 

   
   

079-SM811B 
桌/夾超涼風扇(藍)    4 吋 

079-SM811P 
桌/夾超涼風扇(粉)    4 吋 

079-SM811Y 
桌/夾超涼風扇(黃)    4 吋 

        $690             $690              $690      

尺寸：16.4x10x22cm   重量約：410g 

材質：ABS 塑料+電子零件  產地：臺灣 

尺寸：16.4x10x22cm   重量約：410g 

材質：ABS 塑料+電子零件  產地：臺灣 

尺寸：16.4x10x22cm   重量約：410g 

材質：ABS 塑料+電子零件  產地：臺灣 

   
015-0001       箱入數：40 包 
美滿超薄產褥墊(12 入) 

015-0002       箱入數：60 包 
美滿看護墊（2 入） 

015-0029 
美滿生理沖洗瓶 

        $100          $45         $80 

片數：12 片/包       產地：臺灣 
材質：螺縈不織布.木漿.吸水棉     

片數：2 片/包       產地：臺灣 
材質：吸水棉     

材質：塑膠 
產地：臺灣    

  

 

015-0010L 
美滿產婦棉褲(L)-5 入 

015-0010XL 
美滿產婦棉褲(XL)-5 入 

 

       $110        $110 
 

件數：5 件/包       產地：臺灣 
材質：聚酯纖維 

件數：5 件/包       產地：臺灣 
材質：聚酯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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