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rlie Banana® 全碼布尿片亦為兩用尿片。接觸皮膚的纖維非常舒適、快乾爽更不產
生敏感。可配以吸水毛巾放入尿布套內吸水，亦可選擇使用即棄紙尿墊，方便家庭按
實際生活需要調整。尿布套有兩排搭扣和藏於腿部外緣之可調式橡筋帶，可供初生到
便盆訓練之嬰幼兒穿著。這套裝包有均碼布尿片連兩塊吸水毛巾一套、二合一可重用
泳片及訓練褲一件、特別配方Charlie Banana®洗衣粉樣辦數小包（每包已足夠洗一機衣
物）、多用途防漏手提包一個、另有即棄紙尿墊、多用途竹纖維隔便墊／抹布 以及天
然有機棉抹布（單面／雙面）各一供試用。
銷售地點：www.tinyfootprints.com
查詢：www.charliebanana.com

由  於Mon, Oct 21 2013, 09:35 am 發表

 一直想幫bb轉用環保尿片，一來減輕荷包既負擔，二來為環保出一分力，由初生bb密
密換，到現在1歲半，我的女兒一日仍然要換起碼6片尿片，每天不停製造垃圾，加上
到了戒片年齡，更想用環保片及訓練褲，很多謝shemom今次俾個機會我試用Charlie
Banana® 全碼布尿片套裝，剛搬新居遲了給評語，現分享一下用後感。在家由於要開
始用訓練廁，套裝包內的有均碼布尿片連兩塊吸水毛巾一套、及訓練褲一件，Charlie
Banana® 均碼環保布尿片配可再用的吸水毛巾在家使用，4小時也沒有問題，比起我bb
目前在用的紙尿片有時會滿到滲濕衣服，C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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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Wed, Oct 16 2013, 14:37 pm 發表

之前都有睇過呢隻品牌, 不過太貴冇買到, 現在有得試用又剛好抽中, 真係一分錢一分
貨, 吸水特強, bb好舒服又唔會cool住 好好用, 我會買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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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Sat, Oct 12 2013, 13:34 pm 發表

 今次試用的Charlie Banana 環保尿布, 質地很好，內層的布料不會刺激b b 幼滑的肌膚，
外層的防水布防漏的功能很好，中間夾層吸水力很好，三四個小時換一次也足夠。尿
布可循環再用，不但環保，也可節省金錢，但就是怕麻煩所以現今許多人都用紙尿
片。但尿片對環境的媧害實在太大，好幾十年也不會分解。Charlie banana 就解決了這
問題，在家時用全塊環保尿片，為環保出一分力；外出時有即棄夾層，在外出不方便
清洗時用，雖然都是要用完即棄，但也減少棄掉全條尿片，減低對環境的傷害。而且
還有設計精美的外攜袋，方便攜帶。而且Charl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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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Sat, Oct 12 2013, 00:13 am 發表

  選用尿布，首要的出發點是為保護我們的環境，香港堆填區將近飽和，而每名嬰孩，
由出生到戒尿片，起碼用超過六千條尿片，加上尿片難以在環境中自行分解，每用上
一條尿片，就加重堆填區的壓力，為我們孩子的未來著想，選用尿布是為上策﹗ 今次
試用的Charlie Banana布尿片，尿片殼的表面質地十分柔滑，內部會接觸到BB大腿的物
料亦十分細緻幼滑。尿片殼設有可調較的橡筋帶，方便隨BB體型而調節，確保緊貼BB
大腿，同時減少滲漏情況。BB已戒夜奶，即使在晚上用尿布超過6小時，尿布的吸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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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haarrlliiee  BBaannaannaa®®  全碼布尿片套裝包

Charlie Banana® 均碼環保布尿片及二合一可重
用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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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27)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好吸水好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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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43)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有型有款的環保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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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尿布為環保、寶寶健康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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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都十分良好，未見有漏尿情況，而且BB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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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Fri, Oct 11 2013, 16:05 pm 發表

 大家好，又有產品試用啦！今次試用的是Charlie Banana® 全碼布尿片套裝，這套裝包
有均碼布尿片連兩塊吸水毛巾一套、二合一可重用泳片及訓練褲一件、特別配方
Charlie Banana®洗衣粉樣辦、多用途防漏手提包一個、另有即棄紙尿墊、多用途竹纖維
隔便墊／抹布 以及天然有機棉抹布。 一個BB從出生介片大約使用6000塊尿片，而每
塊尿片大約需要500年才能分解，所以我一直是尿布的支持者！從BB三個月至如廁訓
練我都是使用傳統尿布，好處是快乾，壞處當然是因需要折疊而使用上比較麻煩，但
今次試用的均碼尿布正解決這個麻煩，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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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Thu, Oct 10 2013, 16:17 pm 發表

 環保尿片聽得多, 但就係冇用過 講講 Charlie Banana@ 呢個品牌, 我諗冇人會估到原來
佢係一間香港公司。 Charlie Banana@係香港唔算太出名, 但係外國就出晒名, 好多外國
BB 都係用緊佢。　 話明環保尿片當然可以循環再用，Charlie Banana@ 環保尿片十分柔
軟，好適合BB柔嫩嘅pat pat 。 試用左即棄紙尿墊，就算尿墊濕晒，尿片都唔會漏尿;
另可以環保尿片芯, 如果BB 6個月以上建議可用2條片芯 Charlie Banana@全碼尿片好處
係可以調教 size,  約18-24 片已足夠使用三年 Charlie Banana@尿片有好多款式, 有興趣可
以上網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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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Tue, Oct 8 2013, 21:26 pm 發表

 第一次參加試用, 環保尿片聽得多, 但總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好多人都唔會考慮用, 你知
香港人幾怕麻煩, 但今次有這個機會, 又可以幫助地球先生, 真係要細心地考慮一下, 當
收到Charlie Banana 學習尿片後, 質地好軟非常舒適 不用怕磨擦到bb的皮膚, 但感覺有少
少厚, 因夏天, 都怕焗親囡囡個小pat pat…哈哈….而她岩岩歲半, 都開始要教她上廁所
了, 第一次試著, 尿布套有兩排扣和藏於腿部外緣之可調式橡筋帶, 所以size可以隨意調
教, 咁就不用怕bb唔岩身, 囡囡著後用d好好奇眼光望一下自己, 哈哈, 好可愛, 初時諗配
吸水毛巾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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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65)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Charlie Banana® 全碼布尿片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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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71)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環保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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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54)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Charlie Banana 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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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0) 觀看(83) 生活用品 CHARLIE BANANAR DIAPERS Charlie Banana® 全碼
布尿片套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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