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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嬰兒搖椅及兒童高腳椅系列

可持續調整
兒童高腳椅

嶄新設計!

0m+
從零歲開始





Brevi的宗旨及成長之路

生活是由一連串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聚合及人際關

係所組成，而其中幸福的關鍵在於：分享勝過獨自擁有。

我們熱愛在人與物之間不斷的精益求精，這正是Slex Evo

誕生的原因，也是Brevi一直以來不曾改變的願景。



現代時尚、多變功能、繽紛色彩、

與眾不同，就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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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天都會面對不同的想法、感受、需求以及狀況，為此我

們需要一個能夠即時且明確因應的產品，方能針對當下的家庭所

需。聰穎且繽紛的Slex Evo，具有獨特品味、功能全具。透過生

活所賜予的靈感，造就出現代感設計。我們將投身於世上最迷人

的賽局之中，從中蛻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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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 6m+
嬰兒搖椅 兒童高腳椅

Slex Evo 
成長型座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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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衍生出的複雜問題 
Slex Evo就是答案

每當我要著手設計一項新的產品時〈特別
是為了孩子〉，我總會思考：還有誰要使
用這項產品？不只是為了讓孩子在使用上

感到舒適，符合人體工學，同時我希望還
能為家人提供實用、輕巧、多功能及現代
感的設計。如果它能與家庭天衣無縫地緊
密結合，何樂不為？

我在設計Slex Evo時，不將它侷限於「只
是一張普通座椅」，而是要呈現一個能完
整進化的整體設計。讓它�伴隨著人們，
從出生到學齡，從孩子到成人。如此放諸
四海皆準的設計，正是當代設計的最終目
標，就好比Slex Evo一樣，能夠不斷的演
進。

設計師 Pius Ponticelli

15kg+
椅子

Pius Ponticelli

SLEx Evo. 
thE SyStEM ELEvatEd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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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符合小孩需要的高度

小孩的成長發育速度飛快，往往一轉眼，身高就有了明顯的改
變，為此，孩童需要一張能夠配合身高體型且隨時可調整的座
椅。也唯有如此，才能永遠維持孩童正確、舒適又符合人體工
學的坐姿。這就是為何Slex Evo是唯一具有連續性調整座椅及
腳踏板功能的高腳椅 ，永遠符合孩童所需。 

搖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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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高腳椅

8

可持續調整
兒童高腳椅



為每一個年齡層維護健康的位置

在我們的研究中，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無論是躺著或是坐下時），保持在
適當位置是相當重要的。Slex Evo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以及獨特可連續性調
整的椅座，讓孩子的脊椎與肌肉得以健全發展。小孩成長發育時，可連續調
整的椅座可使桌面與手肘同高，讓頸、肩、背保持端姿，讓孩子在適合的位
置用餐。Slex Evo可調整椅深，亦能避免膝蓋後部受壓，讓血液循環保持順
暢。為了提升與椅座的連結，並且轉移雙肩到雙腳負擔，腳踏板也是重要的
一環。讓小孩的雙膝維持在90度，在小腿與椅腳前緣保留些許空間，使其方
便移動又能避免姿勢不當。仔細想想就知道：具有優良設計的腳底支撐及可
適度調的整腳踏板，才能讓您的孩子在座位上舒適地變換姿勢、挪動身軀。 

Brev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lex Evo隨時隨地變換成你所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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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 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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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式椅背調整 

完美人體工學背部支撐，適用6
個月後至學齡前兒童。椅背可拆
卸、清洗方便。

安全護欄 
利用精巧的結構設計，讓雙腳間
隔板與椅墊底部準確、方便地結
合與拆卸。讓小孩在大人的陪同

下能安全並舒適地入坐。

21段可調式腳踏板 
雙腳踩放在正確位置，能讓身體更自

然的變更姿勢或挪動位置。

可拆卸式置物層
可以作為放置小孩玩具的小

空間

不鏽鋼材質主體結構
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品質保證：穩
固、堅韌、易保養。

4段式可調整椅深 
確保孩童雙腳位在正確位置。

可幫助孩童腳部血液循環
及肌肉發育。

藉由兩個簡單扳鈕便可
輕鬆連續調整座椅高度 

它能使孩童坐在適合的高度，並隨
時保持正確的頸、肩、背部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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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腳支架

裝有防滑橡膠墊之鋁壓鑄底座，讓座

椅無須額外加裝止滑墊。

半隱藏式後輪

可輕鬆的在房子內的任何角落穿梭自如。

椅背扶手

搭配半隱藏式後輪，讓移動椅子更為順手。 

細節決定與眾不同

座椅(全球專利)

調整高度可從最低46cm至最高75.5cm(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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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
初生寶寶
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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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開始，平靜安穩的
休息空間。

搖椅

三種不同的姿勢型態讓Slex Evo
能夠轉換成為為柔軟舒適的躺椅
貼合剛出生之嬰幼兒的需求。 
Brevi仔細研究每個細節，以確保
您的孩子在極安全、符合人體工
學且最舒適的狀態。
3種可變換性功能，使您的寶貝在
睡眠、進食和放鬆時皆處於最佳
姿態。
當然Brevi也為您設想周到，採用
萊卡纖維材質的座椅，更方便拆
卸及清洗。

‧使用範圍從出生到9公斤
 ‧可完全平躺成最佳休息姿
勢

‧符合人體工學結構及可拆
洗萊卡纖維材質設計

‧睡眠、休息及進食三階段
設計

‧雙肩襯墊及五點式安全帶
設計

‧三隻可拆式布偶提供baby
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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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與您的價值所在

為了新生兒的身心健全、協調發展，出生後一到兩個月間的親子
接觸是相當重要的。Brevi為此設想到一個小幅手動而非機械運作
的搖擺功能讓您來搖擺寶貝，讓寶貝自始至終都感受到您的愛與
存在。在您與寶貝互動時，滿足寶寶的安全與自信感。您還能從
遊戲桿上，輕鬆拆下3個彩色布偶和寶貝玩耍，建立起您與寶貝之
間最自在的關係。

寶寶出生的頭兩個月，每餐之間都必須細心呵
護直到睡著為止。讓幼兒在成長過程中有個舒
適正確的坐姿是相當重要的，Slex Evo所提供
給您寶寶的正是符合人體工學的支撐一樣。
可調整角度變換也是重要的一環，它讓您得以
在正確的角度下給寶貝餵食，幫助寶寶方便消
化。出生兩個月之後，寶寶的好奇心會隨著體
重和身高增加，渴望與您以及週遭環境互動。
簡單動作如擺動，或是高舉時微笑的表情都是
與寶寶在互動中最好的方式，同時也能幫助寶
寶的感知、認知及人際關係順利成長。

Brev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正確的傾斜角度

增進
父母與嬰兒
之間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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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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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at thE taBLE.

高腳椅
寶貝一天天的長大，與家庭生活的
參與度也隨之增加。他不再只是坐
在您身邊，而是想要與您一起生活
與用餐。寶貝開始專心參與，拿起
湯匙並露出笑容，和身邊的人互動
，且開始注意大家的一舉一動。

感謝Slex Evo 能讓寶貝坐在適合
他的高度，與家人在同一張桌子上
用餐，就如同成人一般。這一切都
來自於Brevi的非凡構思。

配件: 餐盤,安全帶,棉質坐墊, 
     Pvc材質坐墊.

‧可調式座椅，可自由調節高
度，讓孩童也能和大人一樣
，以相同的高度坐在桌前。

‧可拆式安全護欄。

‧可調式腳踏板，讓雙腳擺放
在最舒適位置。

‧可拆卸式置物層，放置玩具。
‧學齡前專用的理想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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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同在一起的新方法

Brevi瞭解孩童熱愛在認知中的世界裡成長，其中隨之而來的機會對他們
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為此Slex Evo能讓小孩從出生後便開始融入家庭生
活，在鼓勵互動的片刻下，提升寶貝們社交技巧和促進健全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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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共同用餐，不僅僅是強化家庭關係的重要時
刻，對於寶貝的發育成長也同樣重要。

在這之中，高腳椅將扮為一個重要的媒介，它讓孩子
們在同樣高度下，感受到與成人相同的待遇。藉由腳
踏板的輔佐，不僅能讓孩童在保持人體工學姿勢下用
餐，還能塗鴉或翻閱圖書。適當的背部支撐下可讓孩
童維持端姿，健全骨骼發展。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每個小孩的雙膝到雙腳的距離都不
同，因此找到理想正確的腳踏板位置是何其重要，如
此才能讓小孩雙腳保持些微彎曲。 

Brev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發育成長的黃金時期

正確的
背部姿勢

良好的
雙腳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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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
a LonG LaStInG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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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體工學的椅子與椅凳

Slex Evo 伴隨著所有年齡層的孩童成長、
從搖籃中的嬰兒到初戀中的青少年。Slex 
Evo 完美到連父母親在想要閱讀還是放鬆
時，都能夠馬上轉換成人體工學椅。

‧四段式可調整椅深能讓
使用者有舒適的空間。

‧也能轉變成為凳子使用
(最高可達75.5公分)。

4段式可調整椅深

Slex Evo也能變成理想
的廚房專用長腳椅凳 21



精選配件

搖椅坐墊 
棉質. cod. 224

高腳椅坐墊
棉質. cod. 222

高腳椅坐墊
塑膠材質. cod. 207

為了更貼近您的需求，Slex Evo提供多樣的選擇，只為了在使用上能夠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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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帶
 cod. 221 

餐盤
cod.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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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柏黃 

col. 262

柑橙橘

col. 234

矢菊藍 

col. 260

杜鵑紅 

col. 048

雪花白 

col. 006

煙礦灰 

col. 258

色彩系列 

高腳椅
cod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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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柏黃

col. 262
柑橙橘

col. 234
沙漠灰

col. 067

搖椅
cod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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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質椅墊及五點式安全帶為基本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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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x Evo 的經典時尚色系反映您的風格與品味，完美融合到每一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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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revislexev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