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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Tekvor五功能超低床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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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EP-5-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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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Tekvor纖巧三功能床(2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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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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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EP-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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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FranceBed電動床褥

產品詳情

材質:⾯料： 聚酯纖維 (PET)100% 填充物： 海綿 ⾼科技⽊製板彈簧 
尺⼨:S (W970×L1950×H210mm, W3'2"xL6'4"xH8") M (W1220xL1950xH210mm, W4'xL6'4"xH8")
重量:S 約 28kg M 約 32kg
保養: 床褥 3年 遙控 1年
遙控器可⾃由安裝在床的左邊或右邊
毋需安裝、免費送貨
⽇本製原裝進⼝

35685193         info@hoholife.com.hk        www.hoholife.com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4

直接放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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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RP-01-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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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居家兩層式電動床褥

產品詳情

德國靜⾳OKIN摩打
頭部可提升⾄85度，腳部35度
尺⼨: 3呎x6呎(90cmx183cm), 4呎x6呎(122cmx183cm)
⾼度: 下層床架14cm，上層床墊10cm
⽀架及摩打保養三年， 遙控器⼀年
台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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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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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放床架或加腳座地

DD-90/D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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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巧型電動床褥 (2尺半）

直接放床架或加腳座地

產品詳情

材質: ⾯布: 天絲, 乳膠 3cm, 極冷膠 2cm 
尺⼨: 2呎半x6呎x9吋(75cmx183cmx23cm) 
頭部可提升⾄85度，腳部50度
20cm⿊⾊圓型床腳 (可選裝, 另購)
原裝床欄  (可選裝, 另購)
重量: 6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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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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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2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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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M2 站立電動護理床
MECP

⼀鍵操作，連續平穩由平躺⾄站立
床⾼可調 40 - 80cm 
可選左側或右側落床，慳位設計
外框尺⼨：W1000×D2100

產品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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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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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buddy SB3t 可傾斜淋浴便⾞，為無障礙淋浴提供更佳體驗。

它可以直接移動⾄⼤部分座廁上使⽤，或進入淋浴間，減少照顧者⼿動扶抱
及轉移，亦可⽤作流動座廁便⾞。此外，特別的傾斜功能減低了⽤家在洗澡
時的壓⼒，提⾼舒適度和幸福感。

這款 Showerbuddy SB3t 可傾斜淋浴便⾞，不但輕便、耐⽤，⽽且操作簡
單，是⽤家洗澡的不⼆之選。

所有 Showerbuddy 的產品，都具有相同的安全性和達到耐腐蝕材料標準。

產品詳情

承重： 250kg

傾斜⾓度： 0-30 度 (無間斷)

適⽤於⼤部分標準座廁上

簡單設計，免除⽇常複雜維護

座⾼可⾃⾏調節

可⽤作流動座廁便⾞

免⼯具組裝

頸托： 可⾃由調節，提⾼舒適度

扶⼿： 可拆卸 / 可鎖定 / 可向上翻後

腳踏： 可拆卸 或 可轉移到旁邊，⾼度亦可調節

安全帶： 腰帶、胸帶，以及⼩腿帶

⾞輪： 125mm x 4，靈活360度旋轉，亦可個別鎖定

不銹鋁質框架（6061 T6 級別）

不銹鋼零件及配件（304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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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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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B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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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FranceBed 電動多功能升降椅
MFCL-01

產品詳情

尺⼨ 總寬 63.5 x 總長78-137 x ⾼97（85-130）厘⽶

重量 ■重量：44kg（含電池）

承受負荷 80公⽄

材料 ⾞體/鋼，膠合板，緩衝材料/聚氨酯泡沫，樹脂棉

電源供應 AC100V（50 / 60Hz）

充電時間 約12⼩時（⼀次充電可使⽤約50次）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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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餐智能防抖匙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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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TC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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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us Kite 2 藍牙助聽耳機

產品詳情

兩種指向性模式：根據您的喜好切換不同模式，獲得最佳聆聽體驗。

簡單⼜快速的設定：⽀援 iOS及Android 系統，在app中只需5分鐘即可完成聽⼒測試和裝置設定，為你度⾝定
造專⽤的聆聽體驗。

藍牙耳機模式：從智能⼿機無線傳輸到Kite 2。

充電式設計：内置鋰離⼦電池，電池使⽤時間長達12⼩時

卓越⾳質：香港科技⼤學專利的智能降噪技術，提⾼⼈聲和降低背景噪聲。雙咪⾼峰陣列與⾻傳導麥克風協同
⼯作，定位您想要佩戴的聲⾳，並提供回⾳消除。

快速簡易設置：通過 app，設置 Kite 2輔聽耳機，可優化輔聽細節，並獲取⾼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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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1.3

智能降噪

APP 
聽⼒測試

藍牙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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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Ki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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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美麗聽 ME-300D 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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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1.3

13

ME-3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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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美麗聽 ME-200P 助聽器
ME-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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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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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ear SMARTO 聽⼒輔助耳機
BH-sm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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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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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 移動輔助機械⼈
T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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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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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MAN® 離床警報套裝
GMK-L410

GUARDMAN®防跌感應床墊套裝是⼀套
DIY裝置，如長者不慎在離座時跌倒，可為
護理⼈員或家庭成員提供即時警報信號。 

套裝包括:
• 無線監測警示器
• 感應床墊
• 護⼠呼叫按鈕
• 便攜式接收器

無線監測警示器(GWT-L300) 

• 無線監測警示器可將無線信號傳輸到接收器，並在長者離開床時觸發警報
響聲和閃燈

• 亦可以透過按下護⼠呼叫按鈕，擴展為無線緊急呼叫系統 •防⽔濺設計
• 配有⽤於控制每個功能的獨立按鈕包括電源開關，傳輸，燈光，聲⾳提示

感應床墊 (GAA-BP100) 

• 易於使⽤，無需設置和安裝電池
• 防滑材質和不會引起⽪膚敏感  
• 尺⼨: 30”x 20”
• 感應墊備有3種操作模式 – 地墊模式/護墊    模式/ + 3秒延遲

1. 地墊模式：壓⼒打開時觸發警報（有⼈踩到墊⼦上）
2. 護墊模式：無壓⼒時觸發報警（離開感應墊）
3. 3秒延遲：無壓⼒時觸發報警，但延遲3秒以減少誤報

護⼠呼叫按鈕(GAA-UNCB1)
• 只需接駁無線監測警示器即可成為呼叫按鈕

便攜式接收器 (GWR-L25) 

• 能夠配對多達4個不同的感應器
• SUB-1G射頻頻率，無線傳輸距離可達300⽶/1,000英尺（直線距離）
• 備有3種可選擇的操作模式：聲⾳/振動/聲⾳和振動
• 內置⽪帶夾

35685193         info@hoholife.com.hk        www.hoholife.com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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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葉Cozy Fit律動奇機2.0
Y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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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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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娃娃治療哭笑BB仔

產品詳情

BB⾝長：約47cm 
重量：1.4kg 
材質：BB/軟塑料，布/聚酯 
配件：嬰兒床，枕頭，毯⼦ 
電池：AA電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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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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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beam 動感⾳樂體驗
這個源⾃英國的獲獎發明，以⾳樂帶出快樂及健康，適合任何⼈⼠，特別是長者及有情緒需要⽀援⼈⼠。⽤家可透過輕觸傳感器、
甚或只需⾝體或⼿腳輕鬆舞動等簡單動作操控光束傳感器；可單獨或多⼈同時使⽤，透過獨特電⼦科技技術，使⽤者不⽤學習，便
可輕易操控不同樂器，⾃由隨著⾳樂互動，產⽣不同變化，創作出獨⼀無⼆的樂章。

控制器 光束傳感器

無線輕觸傳感器

Soundbeam 有3個主要組件：
1.  控制器 (Controller)，就像⼀台電腦。在這控制器，所有⾳樂
都被編程並存儲為聲⾳集 (Soundsets) 內，裡⾯包括不同旋律、
樂器聲⾳，如鋼琴，吉他，⼩提琴，⿎，⾊⼠風，長笛，⻄塔
琴，⼆胡，⼤⾃然和動物的聲⾳、⼈聲等）；內置的⾳樂技術程
式會使⽤家感覺⾃⼰置⾝於樂隊般⼀樣輕易及和諧地演奏。控制
器可以存儲數百個聲⾳集；您將獲得41種預先錄製的樂曲。要搜
索您喜歡的歌曲，只需在觸屏上瀏覽，並按其圖標即可選擇歌
曲，操作簡單，非常⼈性化。

2. 光束傳感器 (The Sensor Beam)，會單向發出超聲波。當您在
前⾯或附近晃動並切入光束路徑時，它便會將把您的舞動變成⾳
樂！每台控制器最多可接駁4個光束傳感器。可以將傳感器放在⽶
⾼風⽀架或⼿持式設備上，並指向任向⽅向，以收集使⽤者的舞
動動作。
以下視頻將向您展示不同能⼒的⼈在不同情況下，如何以不同的
⽅式使⽤這個光束傳感器：
i 夏洛特（Charlotte）在⼀場騎⾺事故中嚴重殘疾，她只
要搖著頭，便可操控⼤提琴彈奏巴赫 ( h t t ps : / / you tu .be /
CmcqudQG5cc)

ii 珍妮特（Janet)，祖⺟兼公司的頭⽬，她在⾸次使⽤Soundbeam時隨著背景⾳樂跳舞並隨興創作 (https://youtu.be/_kq8--
UFOCM)
iii 現年80歲的露⻄（Lucy）居住在養老院中，曾5次中風並患有早期腦退化症，很⾼興地參與Soundbeam的⾳樂治療 
(https://youtu.be/22czeieLKxI)
iv Keat Hong  社區中⼼的長者們和他們的家⼈及朋友⼀起透過Soundbeam做了新加坡第⼀個共融的倒數⾳樂會 (https://
youtu.be/5IWZ0C5Eo1s)

3. 無線輕觸傳感器 (Wireless Switch)，點擊時可播放⾃選設
定的樂器聲⾳。它可以放在桌⼦或地板上，也可以⽤⼿握
住，以便您在演奏時可以搖擺和跳舞。您可以只使⽤⼀個，
或同時使⽤多個無線輕觸傳感器，例如整套⿎樂團的樂器。
它們由電池供電。每台控制器最多可接駁8個無線輕觸傳感
器。

Soundbeam 非常便攜，它可以裝在中型⾏李箱中，也可以
放在⼿推⾞上移動。它只需要簡單配件，例如⾼質量的揚聲
器和⽶⾼風⽀架。無需任何⾳樂背景，不受年齡、語⾔、種
族、能⼒或殘疾的限制；即插即⽤，任何⼈都可以像專業⼈
⼠⼀樣製作⾳樂。

產品簡介:  https://youtu.be/wVsIRQNrdC8
個案分享: https://youtu.be/jtLObSY7a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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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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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定位及跌倒警報器

35685193         info@hoholife.com.hk        www.hoholife.com         

*此產品屬「樂齡及康復創科應⽤基⾦」之參考清單中項⽬第22.1

PC-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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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聯絡我們

荃灣陳列室

好好集團有限公司 HOHO GROUP LIMITED

    荃灣德⼠古道220-248號荃灣⼯業中⼼612室

     (852) 3568 5193 / 3709 9320

   (852) 3007 5193

(852) 6062 5332

    info@hoholife.com.hk

    http://www.hoho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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