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紡   品   用   品

當 季 外 出 服

當   季   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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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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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日2019.4.252019.4.2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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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

滿額再現抵 門市獨家頌滿額好禮贈

單筆結帳金額滿3,500元
贈矽膠折疊碗乙個
(不累贈)

單筆結帳金額滿6,000元
即可現抵400元
(可累抵，部份品牌除外)

單筆結帳金額滿3,000元
即可現抵300元
(可累抵，部份品牌除外)

5.12

(如未填寫正確會員資料或消費未符合資格者，恕無法參與本次活動，詳細辦法以官網公告為主)

抽獎獎項：共45個名額

活動辦法：

生日慶期間會員單筆消費滿3千元以上，掃描頁面下方QR CODE至

官網加入線上會員後，寫下喜歡白因子的理由並寫下給奇哥的生

日祝福，即可參加許願抽活動，每名會員限參加乙次！
白因子空間防疫經典組
(專用霧化機x1+2Lx1)
市價3,480   數量 3 個

白因子迷你空間防疫組
(迷你霧化x1+230mlx3)
市價2,660   數量 5 個

白因子肌膚清潔
防護液(25mlx6)
市價600  數量 12 個

奇哥OnlineStore
線上購物金
市價450  數量 25 個

得獎公告：

名單將於5/20(一)於官網公告，贈獎部分除購物金直接儲值於

線上帳戶中外，其餘獎品須請得獎人於5/27(一)前填寫贈品領

取同意書(並附上身份證件影本)，收到正確資料後，獎品將於

6/5(五)前完成寄送。

協辦單位

寵愛孕媽三寵奏

懷孕3個月以上的孕媽咪，由本人持【孕婦健康手冊】與【身分證正本】

至奇哥直營門市專櫃，即可以會員身分參加寵愛孕媽系列活動。

領取【寵愛孕媽禮】並單筆滿

6,000元的Line好友，加贈

【貓頭鷹寬口玻璃奶瓶2支+親

乳實感奶嘴(S)1盒】，並可抽

取2019最新商品【寶貝全效護

膚膏】(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萬元會員獨享注意事項：

1.兌換與活動地點限奇哥實體店櫃與門市(不含華泰名品城)

2.贈品以現場實物為準，圖片僅供參考。

3.活動期間，贈送完鑿將以等值商品替代。

4.專屬回饋限使用乙次，活動期間敬請使用與兌換完畢。

年度消費門檻 年度贈禮

紅利 250 點

紅利 500 點

紅利 1,000 點

年度萬元 
回饋券

 
紅利回饋

10,000~29,999

30,000~49,999

50,000~99,000

100,000以上

當季外出服68折

當季內著3件7折

消費贈紅利100點

Chic   a’’Bon 抗菌筷組’’

第一寵

孕媽咪可享首次購物75折優惠乙次 ( 部分品牌及特價品不適用 )

指定特價商品再9折 ( 代理品牌及活動優惠商品恕不適用 )

第二寵

單筆結帳金額滿3,800元，即可領取【寵愛孕媽禮】乙份
(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指定門市兌換加碼贈神秘小禮乙份♥

2018/4~2019/3期間，消費累計滿萬元以上的會員，持簡訊或通知函，即享專屬回饋與年度贈禮。

萬元會員獨享方案

第三寵

單筆結帳金額滿6,000元，現抵400元 ( 可累抵，不適用代理品牌商品 )

2019  好孕媽咪召集令

生日慶活動注意事項：

‧以上相關活動，華泰名品城恕不參加。

‧商品圖片、價格依現場實物為準，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滿額贈品不累贈，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滿額現抵活動不含指定品牌，各項滿額現抵活動可累折，恕不合併使用。

‧凡參與本活動則不得與其他滿額活動(如孕媽咪活動)合併參加。

‧孕媽活動相關辦法依照網站與店櫃公告為主。

‧寵愛孕媽禮加碼贈限指定門市兌換：中山門市、展售中心、興隆門市、正義門市、蘆洲門市、基隆門市

Line 好友加碼送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  CHICKABIDDY CO.,LTD.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86號5樓    服務專線  0800 001 256 官網活動報名

奇哥生日，白因子歡樂同慶！

獎項
內容

Joie every stage™ fx signature
全階段汽座

Joie spin 360™ signature Isofix 
0-4 歲全方位汽座

Joie float™ 4WD flex signature
超輕量雙向手推車

聰明成長型設計，0 到 12 歲，一部到位

拉起防禦封鎖線！阻斷空間交叉感染

360 度隨心所轉，寶寶上下車更便利

白因子 MINI 霧化機

四輪自動導向設計，雙向推行轉彎更靈活

‧ 四階段座椅合一，從新生兒陪伴孩子一同成長

‧ Guard Surround Safety™ 設計，提供絕佳的側撞保護

‧ Grow Together™ 多段頭靠及肩帶高度調整系統搭配

      AutoAdjust™ 設計讓側翼寬度隨頭靠高度拉高而張開

‧ Custom Harness Hideaway 設計，能輕鬆收納 5 點式安全帶

‧ 可搭配車內三點式安全帶安裝，雙重防護安全升級

‧ 一鍵式操作，可快速調整 5 點式安全帶鬆緊度

需搭配環境抗菌液 230ml 的迷你霧化機專為個人小空間設計，外型輕巧
方便，可放置於辦公室、書房、車內置物架等，幫助個人空間環境健康
防護；每日定期霧化，可有效對抗空氣中懸浮病毒，降低交叉傳染機率。

‧ 單手即可完成 Grow Together™ 多段頭靠高度調整

    系統，並可直接帶動肩帶長度

‧ 提供透氣網狀座布做替換，夏天乘坐也能透風不悶熱

‧ 5 段式背靠調整設計，前後向皆可使用

‧ 一鍵式操作，可快速調整 5 點式安全帶鬆緊度

‧ 使用 ISOFIX 搭配支撐腳設計，安裝簡單降低錯誤率

‧ Flex 設計，提供多 50% 的乘坐舒適度

‧ 四輪自動導向設計，雙向推行轉彎更靈活

‧ 高景觀座椅挑高 53 公分，遠離車尾廢氣

‧ 單手收合設計，收車後自動鎖住固定並能站立

‧ 可平躺設計，新生兒即可開始使用

特價 9,290元 /原價 12,700元

推車蚊帳 +副食品儲存罐組贈

好攜好帶的抗菌明燈

迷你空間防疫組

迷你專用霧化機 + 環境抗菌液 230mlx4    

‧ 個人專屬防疫小物
‧ 快速有效消除空氣中懸浮病菌
‧ 三道防水防漏設計
‧ 萬用 USB 接頭，隨插隨用
‧ 實用二段定時模式
‧ MIT 台灣製造 旅行 辦公室車用 個人

隨身
原價 3,250元 /特價 2,250元

特價 13,200元 /原價 19,200元 特價 13,000元 /原價 19,0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奶瓶食物加熱器贈 贈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陪伴寶寶入睡的哄睡神器
定價：1,299元 

費雪智慧學習小豬撲滿

活潑有趣的音樂增加遊戲樂趣
定價：1,299元 

費雪安撫小熊夜燈

二合一投影夜燈
定價：1,299元  

費雪可愛動物積木盒

5面不同的探索學習場景，讓寶
寶完全享受玩遊戲的樂趣
定價：1,499元 

費雪小小醫生組

透過遊戲，讓寶貝不怕看醫生
定價：999元 

費雪可愛怪獸迷你小車

強化手部動作靈敏度，在趣味中

提升寶寶肢體發展與協調
定價：199元 

品牌配件商品 9 折

來自法國的 Red Castle 紅城堡子宮舒眠睡窩，讓寶寶保持半胎兒的睡姿，就像置

身於媽媽懷裏般的充滿安全感，有助於入睡及減少驚嚇反射反應。高回彈的雙層

海綿設計，不僅保護寶寶頭型發展，也適合寶寶骨骼生長。

子宮舒眠睡窩 + 子宮舒眠睡窩套     特價7,680元 /原價 9,160元

費雪經典可愛電話

培養寶寶豐富的想像力

定價：549元 

費雪寶寶小餐椅

乾淨俐落的輕便特性，讓寶寶隨

時都方便用餐

定價：1,999元 

費雪可愛動物鋼琴健身器

陪寶寶一起舞動，幫助孩子

的認知發展及探索體驗

定價：3,299元 

費雪經典小鋼琴禮盒組

輕鬆抓握、扭轉、搖一
搖，就會發出聲音

定價：1,199元 

費雪以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所有商品問世前，都必須經過一連串慎密測試，因

此成立全球唯一的玩具實驗室，確保孩子在玩樂中，都能盡情學習、快樂成長！

我們的使命  讓大家盡情享受當爸媽的時刻

Cocoonababy 子宮舒眠睡窩
寶寶熟睡及全面發展的關鍵

嚴選高質感皮革
高質感皮革材質融入設計，每個細節
不論是觸感或是視覺，都可以感受得
到細緻美學與皮革工藝的完美搭配。



Chic a Bon 
小帆船兔裝
特價1,354元 /原價 1,880元

Chic a Bon 
小帆船 兔裝
特價1,714元 /原價 2,380元

Chic a Bon 
甜心寶貝兔裝
特價1,404元 /原價 1,950元

absorba 
英倫風情兔裝
特價1,426元 /原價 1,980元

absorba 
小斑馬 - 印花短兔裝
特價690元 /原價 920元

absorba 
非洲渡假 套裝
特價1,786元 /原價 2,480元

Chic a Bon 
甜心寶貝 套裝
特價2,340元 /原價 3,250元

absorba 
童話小屋 - 印花短兔裝
特價638元 /原價 850元

PETER RABBIT 
藍色小比得 - 單印長袍妙妙裝
特價975元 /原價 1,300元

PETER RABBIT 
渡假比得兔裝
特價2,052元 /原價 2,850元

absorba
水果冰沙 - 印花長袍妙妙裝
特價975元 /原價 1,300元

Chic a Bon
海洋小熊 - 印花肚衣式兔裝
特價555元 /原價 740元

PETER RABBIT 
夏日比得套裝
特價2,052元 /原價 2,780元

absorba 
非洲渡假兔裝
特價1,354元 /原價 1,880元

PETER RABBIT 
花園比得洋裝
特價1,908元 /原價 2,650元

One旗艦透氣抱嬰袋
+ ONE旗艦圍兜
特價 7,280 元 / 原價 8,230 元

親密透氣抱嬰袋

+親密抱嬰袋圍兜二入
特價 3,980 元 / 原價 4,760

軟膠防碎屑圍兜

+湯匙叉子 4入組
特價 880 元 / 原價 1,100

當季外出服 8 折     3 件72折

當季內著 8 折     3 件75折

比得兔豆趣多功能授乳枕 
特價1,290元 /原價 1,690元嬰兒柔膚保濕香皂 (6 入 ) 

特價379元 /原價 600元

新沐浴禮盒

特價379元 /原價 540元

新綜合保養禮盒

特價599元 /原價 870元

比得兔抗菌洗衣精 (2000ml x1入 ) 
+ 補充包 (2000mlx5入 ) 
特價1,650元 /原價 2,730元

立體超透氣床涼墊 (吸濕排汗布 ) 
特價1,490元 /原價 1,990元

立體格紋柔舒毯 (大 )
+立體格文柔舒毯 (小 ) 
合購價1,590元 /原價 2,160元

奶瓶 /食物加熱器 
特價899元 /原價 1,290元

購買二代紫外線烘乾消毒機 /二代微電
腦蒸氣消毒烘乾鍋，即可以 699元加購

四季兩用防踢背心 
特價849元
原價 1,180元起 

PUP副食品哺育禮盒

 (碗豆 )特價899元 /原價 1,280元

 (檸檬 )特價849元 /原價 1,180元

奇哥嬰兒彈簧 (中床墊 /大床墊 ) 
 (中 )特價5,590元 /原價 7,500元

 (大 )特價5,990元 /原價 8,000元

銀離子柔濕巾 (80抽 )

/比得兔柔濕巾 (70抽 ) 
特價2,090元 /箱 /原價 3,480元 /箱

加價 199可購濕紙巾溫熱蓋

紫外線消毒機二代

特價3,990元 /原價 5,600元 

　　 兒茶素奶瓶蔬果清潔液 680ml一瓶 
　　 任選 PUP玻璃奶瓶標準 2支

贈

二代微電腦蒸氣消毒烘乾鍋

特價2,690元 /原價 3,800元 

　　 兒茶素奶瓶蔬果清潔液 680ml一瓶 
　　 +PUP玻璃奶瓶標準 1支贈

贈

優雅比得 /花園比得 /快樂森林

1.加價 950元可購圓頂蚊帳乙件   
2.加價 1,180元可購羊毛被胎乙件
3.加價 1,680元可購蠶絲被胎乙件  
4.加價 2,180元可購 3M舒柔被胎乙件

床+床組

折72
全系列寢具

折75 輕透六層紗防踢背心 (海洋 )

彈簧床墊專用床包





單品 7 折

任 3 件 65 折

全面 9 折 ( 不含嬰幼兒副食品調理機 )全面 9 折 指定商品 8 折

指定商品 85 折
單品 7 折，任 2 件 65 折
( 不含嬰兒床 )

購買抱嬰袋即可 8 折
加購彈彈椅或遊戲床

大副食品儲存格

+小副食品儲存格
+新生兒矽膠軟湯匙 
特價 1,860 元 / 原價 2,180 元

圍兜 +360°旋轉訓練湯匙 

特價 630 元 / 原價 750 元

嬰幼兒副食品雙邊調理機

+小副食品儲存格 -紅
+副食品儲存罐 3入組
+副食品調理套組
特價 8990 元 / 原價 12,850 元

嬰幼兒副食品調理機

+新生兒矽膠軟湯匙
+玻璃儲存罐 150ml
+產品專用除垢劑  
特價 6,990 元 / 原價 7,990 元

凡購買副食品調理機，可享 85折加購品牌配件商品

Joie float™ 4WD 輕量雙向推車
特價 7,890元 /原價 11,700元

副食品儲存罐組
奶瓶食物加熱器 /洗髮精 /沐浴乳 /爽身粉

副食品儲存罐組

Joie pact™ lite dlx 輕便登機車 (紅 /藍 )

特價 5,390元 /原價 11,800元
Joie meet pact™ 輕便型推車 (附轉接器 )

+i-Level™ isofix 嬰兒提籃汽座
特價 17,390元 /原價 27,300元

贈副食品儲存罐組

Joie litetrax™ 豪華休旅推車
特價 7,290元 /原價 10,500元

護頭型嬰兒枕 + 嬰兒枕枕套 
特價 1,050元 /原價 1,260元

幼童枕 + 枕套
特價 1,380元 /原價 1,660元

購買推車 / 汽座，可享 8 折加購汽座坐墊、防扁頭坐墊、推車枕、推車掛勾 2 入組

購買推車 / 汽座，即可以 $890 元加購白因子迷你空間防疫組 ( 機器 1 台 +230mlx1 ) ( 原價 $1,480)

粉彩世界可調嬰兒床
特價 37,298元 /原價 43,880元

贈

立體透氣推車汽座墊

潔手慕斯 400ml 潔手慕斯 400ml

Joie stage™ 0-7 歲成長型安全座椅
特價 7,590元 /原價 12,300元

Joie gemm™  手提 / 提籃式汽座
特價 3,490元 /原價 5,200元

Joie trillo™ lx 兒童成長汽座 ( 灰 )
特價 3,690元 /原價 5,500元

贈

贈 贈

贈
贈

贈

床墊 + 床墊防水保潔墊

 (中 )陳列價4,842元 /原價 5,940元

 (大 )特價5,652元 /原價 7,16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Joie spin™360 isofix 0-4 歲
全方位汽座 (紅 /黑 )

特價 11,500元 /原價 16,300元

贈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撫育
幫手

魅力
穿搭

菁品
鉅獻

夏天最佳涼伴

與爸媽一起對抗 無所不在的細菌大軍

洗澡舒適又便利

抗菌不鏽鋼餐具五件組 
特價1,390元
原價 1,880元 

抗菌不鏽鋼叉匙組 
特價368元
原價 460元 

抗菌不鏽鋼學習碗 
特價440元
原價 550元 

抗菌不鏽鋼喝水杯 
特價416元
原價 520元 

抗菌不鏽鋼餐具四件組

特價799元
原價 1,050元 

比得兔立體透氣推車汽座墊

特價 1,350 元 / 原價 1,780 元 

比得兔立體透氣塑型枕 (小 ) 
特價819元 原價 1,080元  

立體透氣防蚊睡墊 
特價1,690元 /原價 2,280元

比得兔立體透氣定位枕 
特價 1,050 元 / 原價 1,380 元  

寶寶沐浴圍裙包巾 
特價 999 元 / 原價 1,320 元 

吸濕快乾沐浴圍裙包巾 

特價 1,350 元 / 原價 1,800 元 

經典洗沐保養組 
特價 869 元 / 原價 1,150 元 

防蚊防疫一把罩

高效能造型防蚊夾 +防蚊液 

特價229元 /原價 335元 
高效能防蚊貼 (18枚 )+防蚊液 
特價269元 /原價 3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