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and Philosophy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Healthy Master）
主動關懷檢視自我健康狀況
主動積極培養良好保健習慣
您是健康的主人
擁有愛人愛己的力量

Brand Insight
Medical, Unique, Various, Attractive
四個英文字首組成muva
巧妙的安排在方塊堡壘之中
堅固的為您職守健康
期許「醫療專業、獨特創新、豐富多樣、魅力無限」
優質保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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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から行動すれば、まだ間に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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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1605
品名:muva 多功能震捶按摩棒
尺寸: 35x14x8.5cm
建議售價:2180元

貨號:SA8M01
品名:muva 時尚震捶無線按摩棒
尺寸: 44x8.5x6.5cm  
使用電壓：鋰充電電池/建議售價:2280元

貨號:SA1002
品名:muva輕氛震捶按摩棒
尺寸: 37x8.3x10.5cm
建議售價:1580元

貨號:SA1003
品名:muva輕氛纖體滾輪按摩機
尺寸: 17x10x15cm
建議售價:1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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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1603
品名:muva 3D多點溫感揉捏枕
尺寸: 35x20x15cm
建議售價:2180元

貨號:SA1401
品名:muva 輕氛揉捏熱摩枕
尺寸: 34x25x10cm
建議售價:1980元

溫感燈頭

多
點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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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
肩

   多層次多點深層揉捏按摩

貨號:SA1503
品名:muva 深層揉捏摩力枕
尺寸: 37.5x16.5x14cm
建議售價:2680元

矽膠軟按摩頭

溫感燈頭

15



16

貨號:SA8ER12
品名:美姿骨盤枕
尺寸: 44x22x16cm
建議售價:1980元

輕鬆搖動,美姿矯整！

按摩突點山型
設計,使用時
可刺激穴道！

 

微笑腰曲線,
搖動時更貼
更合身型！

貨號:SA1601PU/SA1601BR
品名:muva 健康呼拉椅
尺寸: 48x48x54cm
建議售價:3980元

新體驗！ 久坐族の健康神器

坐著搖,輕鬆動,搖出健康好體態！

商品影片

商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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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2701
品名:muva遠紅外線專業護腕
尺寸: free s ize
建議售價:359元

貨號:SA2705
品名:muva 遠紅外線專業支撐護腰
尺寸: M/L/XL
建議售價:1580元

貨號:SA2706
品名:muva 遠紅外線專業腰・骨盤帶
尺寸: M/L/XL
建議售價:1380元

溫感燈頭

醫療用
MEDICAL GRADE

醫療用
MEDICAL GRADE

醫療用
MEDICAL GRADE 貨號:SA2702

品名:muva遠紅外線專業護膝
尺寸: M/L/XL
建議售價:459元

醫療用
MEDICAL GRADE

痛みの除去痛みの除去

超透氣網孔設計 超彈力綁帶

痛みの除去痛みの除去

超透氣網孔 超透氣網孔 超透氣網孔 超透氣網孔

雷射魔鬼氈 不鏽鋼彈片支撐 不鏽鋼彈片支撐 不鏽鋼彈片支撐多重綁法

四方彈性伸展
人體工學曲線

腰部曲線流暢 後腰隱藏式口袋 超彈力綁帶 前低後高曲線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72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090340號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72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090340號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73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090340號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6673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090340號

痛みの除去痛みの除去

44 醫療用
MEDICAL GRADE

痛みの除去痛みの除去

17 方彈性伸展



運動 機能透氣
A lw a y s  K e e p  a  
Wh o l e s om e  a n d  
P e r fe ct  B o d y  Sh a p e .

貨號:SA2102
品名:muva遠紅外線調整型塑大腿
尺寸: free s ize
建議售價:390元

貨號:SA2103
品名:muva遠紅外線調整型塑小腿
尺寸: free s ize
建議售價:390元

貨號:SA2101
品名:muva遠紅外線調整型塑腰
尺寸: free s ize
建議售價:390元

貨號:SA8S06 /  SA8S07
品名:muva 運動機能透氣護腿套雙入
尺寸: (S~M)/ (L~XL)
建議售價:459元

貨號:SA8S01 /  SA8S02
品名:muva 遠紅外線機能爆汗塑腰
尺寸:(S~M)/ (L~XL)
建議售價:499元

貨號:SA8S03 /  SA8S05
品名:muva 運動機能透氣護膝雙入
尺寸: (S~M)/ (L~XL)
建議售價:459元

透氣網布 輕量超彈性 四向伸縮3D人體工學 向上防護力透氣網布 輕量超彈性 四向伸縮3D人體工學 向上防護力遠紅外線 立體柱狀設計 四向伸縮3D人體工學 魔鬼粘設計

形交叉束縛

   Nylon
遠紅外線粉

Neoprene
Nylon

機 能透

氣

機能

透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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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3003GR/PK/WB
品名:muva 冰熱雙效水袋(6吋)
尺寸: 6吋(600cc,展開直徑15cm)
建議售價:250元

貨號:SA3005GR/PK/WB
品名:muva 冰熱雙效水袋(9吋)
尺寸: 9吋(1800cc,展開直徑22cm)
建議售價:290元

冰溫兩用，居家保健好幫手
獨特蓋口車縫密合技術，不易破裂
大開口貼心設計，易放入冰塊
TPU高耐熱特殊防水材質，觸感舒適耐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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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3001
品名:muva 冷熱感舒眼罩
尺寸: 25x10cm
建議售價:210元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3084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120340號 

貨號:SA3002
品名:muva 雙效冷熱敷墊
尺寸: 26x10.5cm
建議售價:230元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3084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120340號 

貨號:SA3601
品名:muva 退熱貼4入裝
尺寸: 5x12cm
建議售價:150元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10481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110122號

貨號:SA3602
品名:muva 冰敷貼6入裝
尺寸: 5x12cm
建議售價:190元
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6910號
北市衛器廣字第106110122號

持續1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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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5401PK/SA5401BL
品名:muva 繽紛樂電子體重計
尺寸: 29x21.7x2.7cm
建議售價:990元

貨號:SA5402WH
品名:muva 圓圓樂電子體重計 (典雅白)
尺寸: 32x29x3cm
建議售價:1080元

貨號:SA5403WH
品名:muva 健康幾何學BMI電子體重計 (典雅白)
尺寸: 32x29x3cm
建議售價:1280元

BMI
Large LCD

Dig i t a l Sc a l e
極簡居家美學

4 sensor cell 最大秤重
180kg

秤重單位
100g

BMI 登錄人數
4+1GUEST

前回值
14memory

差異值Auto-on 

gkg BMI

4 sensor cell 最大秤重
180kg

秤重單位
100g

Auto-on 

gkg
4 sensor cell 最大秤重

180kg
秤重單位
100g

Auto-on 

gkg

健康マイクロ日記

KG

健康マイクロ日記

KG

6mm纖薄強化玻璃8mm 纖薄強化玻璃 2吋超大螢幕1.7吋大螢幕 快速呈現數值

6mm纖薄強化玻璃 2吋超大螢幕 快速呈現數值

KG KG

KG

貨號:SA1301/SA1301YL
品名:muva 電子行李秤
尺寸: 13.5x3.3 cm
建議售價:599元

自動關機
(2分鐘)

11.3mm
大螢幕顯示

低電量/
超重顯示

最大重量
50kg 
(110lb)

最小測量單位
50g (0.1lb)

稱重/
扣重功能

gkg
附贈收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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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6701PU
品名:muva 櫻花飛舞摺疊瑜珈墊
尺寸:180x60cm x 厚度6mm(±5%)
附贈收納袋 
建議售價:1380元

貨號:SA6802PK/SA6802PU
品名:muva 超彈力環保防滑瑜珈墊
尺寸:180x60cmx厚度6mm(±5%) 
建議售價:790元

貨號:SA8EY01GB/SA8EY01BL
品名:muva環保萬用瑜珈運動墊
尺寸:180x60cmx厚度10mm(±5%)
附贈收納袋 
建議售價:990元

S m a r t   y o g a  m a t

獨家櫻花紋路線條
加倍防滑係數

超厚
10mm

附贈收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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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性體態伸展  舒緩  鍛鍊

貨號:SA6603
品名:muva 瑜珈美體雙享組
尺寸:
瑜珈韻律彈力球：最大直徑23cm
瑜珈舒展彈力環: 90 X 7 .5 cm
厚度: 0.5mm
建議售價:320元

貨號:SA6607
品名:muva 瑜珈舒展彈力組 (碧藍重量級)
尺寸: 
瑜珈舒展彈力環: 90 X 7 .5 cm
厚度: 0.65mm
瑜珈舒展彈力帶: 120 X 15 cm
厚度: 0.65mm  
建議售價:380元

貨號:SA6605
品名:muva 瑜珈舒展彈力組 (螢粉羽量級)
尺寸: 
瑜珈舒展彈力環: 90 X 7 .5 cm
厚度: 0.35mm
瑜珈舒展彈力帶: 120 X 15 cm
厚度: 0.35mm  
建議售價:320元

商品影片

商品影片

貨號:SA6606
品名:muva 瑜珈舒展彈力組 (薄荷中量級)
尺寸: 
瑜珈舒展彈力環: 90 X 7 .5 cm
厚度: 0.5mm
瑜珈舒展彈力帶: 120 X 15 cm
厚度: 0.5mm  
建議售價: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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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全身性的體能運動

貨號:SA6602BL/SA6602PK
品名:muva 瑜珈健身防爆抗力球
尺寸: 最大直徑 65cm
建議售價:690元

貨號:SA8EY02
品名:muva高密度專業瑜珈磚 (高密度材質約45度)
尺寸: 22.6x15x7.5±2cm    重量: 250±20g   建議售價:259元

貨號:SA6608BL
品名:muva 瑜珈韻律彈力球（紫藍）
尺寸: 瑜珈韻律彈力球：最大直徑23cm
建議售價:189元

商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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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8ER02
品名:muva 黑金剛舒筋花生球
尺寸: 7x14cm
建議售價:259元

高硬度材質,突點刺激全身按摩

貨號:SA8ER03
品名:muva 小紅帽舒筋花生球
尺寸: 6x13cm 
建議售價:259元

高硬度材質,適用於全身舒緩按摩

貨號:SA8ER06PK /  SA8ER06OR
品名:muva 凍感纖體伸展環(輕)/(中)
尺寸: 12x39cm 
建議售價:350元

美體塑造/運動鍛鍊/伸展舒緩

貨號:SA8ER07OR /  SA8ER07BL
品名:muva 凍感纖體彈力繩(中)/ (重)
尺寸: 38cm 
建議售價:350元

美體塑造/運動鍛鍊/伸展舒緩

貨號:SA8ER09
品名:muva 創意小抄伸展帶
尺寸: 5x85cm  
建議售價:239元

美體塑造/運動鍛鍊/伸展舒緩

貨號: SA8ER08PU /  SA8ER08BL
品名:muva 聖旨到握把伸展帶 (中)/ (重)
尺寸: 8x75cm  
建議售價:330元

美體塑造/運動鍛鍊/伸展舒緩

これで健康的な生活を始める

商品影片

商品影片商品影片商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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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1001
品名:muva輕氛彈力舒壓組
尺寸: 搖搖棒9x40cm/指壓球7x7cm
組合裝：搖搖棒＋指壓球/建議售價:390元

貨號:SA8ER05
品名:muva 健康趾力鞋（2入）
尺寸: 10x11cm
建議售價:590元

貨號:SA8ER10
品名:muva 凍感甜甜圈握力環 (2入)
尺寸: 6 .8x6.8cm
建議售價:109元

指鍛鍊/腕鍛鍊/手鍛鍊

貨號:SA8ER11
品名:muva 拉拉美體神器
重量: 約425g
建議售價:450元

拉筋/美體/雕塑

商品影片

訓練趾力/強化足部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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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號:SA8ET05
品名:muva 美肌力健身啞鈴 (單一2公斤ｘ2 )
尺寸: 30x65cm
重量: 2kg（單個）/建議售價:499元

貨號:SA8ET06
品名:muva 好手勁調整型計次握力器 (10~40公斤)
建議售價:350元

貨號:SA8ET07
品名:muva 卡門懸吊核心訓練繩
建議售價:650元

貨號:SA8ET01 /  SA8ET02 /  SA8ET03
品名:muva 舒筋膜滾筒 (迷彩紅)/(迷彩白)/(迷彩黃)
尺寸: 外徑14x長38cm 
建議售價:990元

按摩舒壓/筋膜放鬆/鍛鍊肌肉

商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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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硬度

低硬度

高硬度

商品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