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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School 開學用品攻略】 

為子女慎選返學鞋！ 

美國 No.1 童裝鞋品牌 SKECHERS 以舒適科技打造專業學童返學鞋 

承托度、透氣度、輕盈舒服集於㇐身 伴孩子邁向健康快樂新學年 
 

 
高清圖片下載： https://bit.ly/3Ofyv1u  

 

（香港，2022 年 7 月 19 日） 今年暑假「史上最短」，家⾧要更密鑼緊鼓為學童準備開學用品，當

中㇐對舒適返學鞋更是 must-have item。返學鞋可謂小朋友穿着時間最⾧的鞋履，如果承托力、透氣

度或材質不夠好的話，可能令小朋友容易疲累，甚至影響走路姿勢和足部發展，當然要謹慎選購。美國

No.1 童裝鞋品牌 SKECHERS 致力讓孩子的每㇐步都舒服自在，其男女童裝返學鞋特別加入 SKECHERS

專利的「舒適科技」，更採用「透氣記憶鞋墊」，讓雙足得到最專業承托與保護；加上款式眾多，貼合各

種活動場合的需要，是返學鞋的專業可靠選擇，陪伴孩子邁進健康快樂的新學年！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於 SKECHERS 專門店購買兩件產品或以上更可享 75 折，優惠適用於童裝返學鞋、返學運動鞋及童裝

休閒鞋。另外，現凡下載「SKECHERS PLUS」會員手機應用程式，更可獲童裝鞋及服飾$50 優惠券㇐

張，是父母的精明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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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SCHOOL 返學鞋系列  多功能集於㇐身 為孩子帶來舒適每㇐步 

選擇㇐對理想的返學鞋，承托力、透氣度、材質尤其重要，

返學鞋為小朋友⾧時間穿著，需要具備十足功能性以應付

不同的校園活動。SKECHERS 的 BACK TO SCHOOL 返學

鞋系列多款款式備有「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

憶鞋墊」，以多功能三層結構高回彈記憶泡棉，貼合腳形，

為足部提供良好承托及高透氣度，⾧時間穿著都不易感到

疲累和焗促，全天候確保雙腳舒適。 

 

當中女童皮鞋系列備有經典百搭的純黑及純白色鞋款，採

用真皮材質製造，輕身透氣且耐髒易打理，㇐抹乾淨，㇐片 

式魔術貼設計方便穿著。女童皮鞋當中經典的「BACK TO 

S」款式，配備 MICROSTRIDES 大底及輕量 EVA 鞋底，曲

折性良好同時打造無重輕盈感，讓小朋友走路時可以靈活

自如，上了㇐整天學雙腳亦不易感到疲累。 

 

專為好動小孩而設 打造全能返學運動鞋 讓小朋友自由奔跑 

體育課往往令小朋友充滿期待，父母當然要為孩子準

備㇐對全能的返學運動鞋，讓他安全投入運動的樂趣。

SKECHERS 部份返學運動鞋除了配備「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立體設計亦更貼合

腳踝，給予充份保護；EVA 大底提升回彈力且輕便舒

適，軟硬適中又耐磨，減低對腳部的壓力，讓家⾧可

放心讓小朋友發展運動潛能。 

 

 

SKECHERS 為好動的小朋友設計多款

返學運動鞋，包括運動期間也能呵護小

朋友雙腳、輕盈舒適的「UNO LITE」；

備有凝膠記憶泡沫鞋墊、承托力高的

「NITRATE」；以寬楦鞋型提升舒適感、

為時尚老爹鞋為設計靈感的「GO RUN 

CONSISTENT」；以及採用柔軟網布鞋

面、清爽透氣的「SELECTORS」，款式

多樣，功能齊全，滿足小朋友的不同需

要。 

 

MICROSTRIDES 女童返學鞋 
 

UNO LITE 返學運動鞋 SELECTORS 返學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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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吸睛的休閒鞋 女生甜美 男生型格 展現獨有風格 

除了校園款式，SKECHERS 亦為㇐眾小朋友提供色彩繽紛的休閒鞋，部份

鞋裡搭載「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給腳步提供良好

的舒適感；而且款式多元，配合㇐片式搭帶設計，便於小朋友的日常穿著。 

 

其中女童休閒鞋「Quick Kicks」款式鞋面

採用網布材料，鞋身分別飾有生動的立體

蝴蝶造型及夢幻感十足的炫彩色小翅膀款

式，雙翼加上夢幻的漸變粉色主調，突顯

女孩的時尚可愛。適合活潑好動男生的休

閒鞋中則推介「BOUNDER」，有型的黑色配以螢光黃的圖案作點綴，

BOUNDER 中底具有出色的衝擊緩衝保護，有助吸收對腳部的衝擊力，

呵護小朋友雙腳，讓家⾧加倍安心；套穿式設計的「ULTRA FLEX 2.0」，

以網布編織而成，令雙腳與鞋履更加貼合，並同時提供良好的彎曲性，

讓小朋友步行時更安全自在！ 

 

  

QUICK KICKS 女童休閒鞋 

 

BOUNDER 男童休閒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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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CHERS BACK TO SCHOOL 返學鞋系列產品介紹 

 

 

 
 

 

MICROSTRIDES 女童返學鞋 

(零售價：$45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 

- 輕質材料，適合夏季出行穿搭，

輕便透氣。 

- 柔軟鞋底，緩震耐磨 

- 橡膠鞋底柔軟有彈性，減少腳部

行走壓力。 

BACK TO S 女童返學鞋 

(零售價$45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 

- 採用優質大底搭配 EVA 材質，穿

著舒適 

- 休閒舒適的 Mary Jane 校園風格 

- 運動鞋採用光滑合成材料製成 

UNO LITE 返學運動鞋   

 (零售價：$499) 

- 男女皆可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 

- 輕質大底，吸震抗滑採用輕質

版的 UNO 系列 UNO LITE 大

底，EVA 材質，輕盈舒適 

- ㇐片式搭帶方式，方便小朋友

穿著 

- 人造皮革材質鞋面 

GO RUN CONSISTENT 返學運動

鞋 

(零售價：$459) 

- 男女皆可 

- AIR COOLED GOGA MAT 透

氣瑜珈鞋墊 

- 採用優質大底搭配 EVA 材

質，穿著舒適 

- 輕質材料，輕便透氣 

- 橡膠鞋底柔軟有彈性，減少腳

部行走壓力 

 

 

 

 

            

 

            

 

NITRATE 返學運動鞋 

 (零售價：$459) 

- 男女皆可 

- 鞋面採用光滑皮革和

合成混紡織物料 

- 輕質防滑彈力鞋帶，配

上凝膠記憶泡沫鞋墊，

可用於運動訓練場合。 

 

DYNAMIC DASH 返學運動鞋 

(零售價：$459) 

- 男女皆可 

- 採用優質大底搭配 EVA 材

質，穿著舒適 

- 鞋面採用淨色設計，簡潔易

搭配 

- ㇐片式搭帶，方便穿脫 

SELECTORS 返學運動鞋 

(零售價：$399) 

- 男女皆可 

- 透氣緩震鞋墊，純色設計，

輕便大底，運動百搭 

- 寬楦設計，適合兒童腳型。 

- EVA 大底，輕便舒適 

- 免綁帶/套穿式設計 

- 柔軟網布鞋面，增強透氣通

爽功能 

- 低幫護足鞋口，立體貼合腳

踝 

SPORT COURT 92 女子運動鞋     

(零售價$79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記憶鞋墊 

- 簡潔大方，時尚休閒 

- 質感皮革鞋面，復古簡約，

富有潮流特色 

- 幾何紋理 EVA 大底，硬度適

中且耐磨 

 

SPORT COURT 92 男子運動

鞋 (零售價$79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

記憶鞋墊 

- 簡潔大方，時尚休閒 

- 質感皮革鞋面，復古簡

約，富有潮流特色 

- 幾何紋理 EVA 大底，硬

度適中且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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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CHERS 童裝休閒鞋系列產品介紹 

 

 

SKECHERS 男女童裝返學鞋、返學運動鞋及休閒鞋系列已於 SKECHERS 香港及澳門全線專門店和官方

網店 http://www.skechers.com.hk/ 發售。 

 

@SKECHERSHK 
# SKECHERSHK 
#BackToSchool 

#SKECHERSBOYS 
#SKECHERSGIRLS 
#SKECHERSKIDS 

 

 

 

 

 

 

 

 

 
 

 

 

 

 

QUICK KICKS 女童休閒鞋 

(零售價：$55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

氣記憶鞋墊 

- EVA 鞋底，輕質耐磨採用 EVA 材質

的 QUICK KICKS 大底 

- 方便穿脫㇐片式搭帶設計，便於小

朋友的日常穿著 

- 立體蝴蝶及翅膀造型 

 

 

ULTRA FLEX 2.0 男童休閒鞋 

(零售價：$45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

氣記憶鞋墊 

- 柔軟鞋底，緩震耐磨 

- 採用柔軟的網眼面料和光滑的合成

鞋面 

- 簡約 Z 型搭帶體現設計品質感 

BOUNDER 男童休閒鞋 

(零售價：$459) 

- AIR-COOLED MEMORY FOAM 透氣

記憶鞋墊 

- 柔軟鞋底，緩震耐磨 

- 採用套穿式運動網眼和合成鞋面，帶

有彈力鞋帶 

- 印有潮流字母，配色活潑酷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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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SKECHERS 
運動休閒鞋履品牌 SKECHERS 於 1992 年在美國南加州成立，「SKECHERS」在加州俚語中意指「坐不

定的人」，品牌 30 來為成年及兒童用家專研創新舒適科技，成功成為世界三大鞋履品牌，以及美國第

㇐童裝鞋品牌。其鞋履銷售到逾 170 個國家，每年售出超過 2 億對鞋履，領導全球。SKECHERS 產品

系列多元，由運動裝備、休閒鞋履、服飾、工作鞋到童裝鞋等照顧不同用家所需。其跨界聯乘系列亦備

受全球追捧。SKECHERS 香港首間專門店於 2008 年 7 月正式進駐香港，至今已開設超過 120 個銷售

點，並設有官方網店，讓用家多方面地感受 SKECHERS 鞋履帶來的舒適體驗。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