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1.1.1.1.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Doudou 貓仔貓仔貓仔貓仔 / 羊仔玩偶羊仔玩偶羊仔玩偶羊仔玩偶 

 

 

 

來自法國的 Doudou，以造型可愛、品質優良的精緻絨毛玩具及飾品為主，擁有十多年的歷史，

至今已由歐洲銷售至世界各地 35 個國家，成為家喻戶曉的嬰幼童品牌。 

 

Doudou 玩偶可以刺激寶寶視覺、聽覺、觸覺、小肌肉及腦部發展，這兩款貓仔及羊仔玩偶，

色彩柔和、質感柔細，是寶寶最佳好玩伴。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5) 

 

 

「「「「BB 展必搶展必搶展必搶展必搶 1 折筍貨折筍貨折筍貨折筍貨！」！」！」！」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2.2.2.2.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9 oz. Click Lock 防滑學飲杯防滑學飲杯防滑學飲杯防滑學飲杯 

 

 

 

學飲杯，是寶寶用來練習喝水的最佳裝備，若要像大人一樣自己拿起水杯喝水，是需要經過

一個過程及階段，因此選購合適的學飲杯非常重要。  

 

美國 Munchkin 於 1991 年成立，致力設計新穎簡約的嬰幼兒產品，為家長於育嬰時，帶來

輕鬆及愉快的生活。Munchkin 9 oz. Click Lock 防滑學飲杯擁有特殊杯形設計，握起來更容

易，不易滑手。 

 

產品特點：  

� 獨有防漏設計，寶寶飲水更輕鬆 

� 杯嘴及吸管採用柔軟矽樹脂製造 

� 有翻蓋 Click Lock™功能，適合外出使用 

� 不含雙酚 A 

� 適合 6 個月或以上 

 

 

場內場內場內場內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7.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3.3.3.3.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Mighty Grip 嬰兒匙羹叉套裝嬰兒匙羹叉套裝嬰兒匙羹叉套裝嬰兒匙羹叉套裝 

 

 

 

美國 Munchkin 於 1991 年成立，致力設計新穎簡約的嬰幼兒產品，為家長於育嬰時，帶來

輕鬆及愉快的生活。Munchkin 產品意念創新及安全，在美國已取得超過 30 個業界獎項，成

為大眾一致推崇的育兒產品。 

 

這款嬰兒匙羹叉套裝不含雙酚 A，不論大小、形狀、款式均適合幼兒學習自己進食，匙羹和叉

的設計均適合左右撇子的幼童使用。顏色鮮艷，增加寶寶用餐樂趣。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4.4.4.4.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魚形矽膠牙膠魚形矽膠牙膠魚形矽膠牙膠魚形矽膠牙膠 

 

 

 

大部份寶寶於 6 個月大開始長牙齒，牙齒未正式長出的時侯，牙床會感覺不舒服。這時候，

牙膠可以提供幫助，它不但能滿足寶寶想咬東西的需求，還能紓緩牙肉痕癢的狀況。 

 

Farlin 魚形牙膠，採用無毒矽膠，超柔軟材質溫和保護寶寶的乳齒和牙齦。與此同時，牙膠可

協助寶寶鍛煉咬和嚼的動作，提高牙齒的堅固性。 

 

產品特點： 

� 採用無毒矽膠製造 

� 輕盈設計，讓寶寶容易掌握 

� 不含雙酚 A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10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5.5.5.5.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小熊餐具組合小熊餐具組合小熊餐具組合小熊餐具組合 
 

 
 

 

Farlin 小熊餐具組合內含叉、匙各一隻，圓形的角和邊使寶寶拿起來的時候更感舒適，手柄位

置有握位，方便寶寶拿著進食。餐具上的圖案可愛，增加小孩進食的樂趣。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6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6.6.6.6.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嬰兒護膚濕紙巾嬰兒護膚濕紙巾嬰兒護膚濕紙巾嬰兒護膚濕紙巾 (10 片裝片裝片裝片裝) 

 

 

 

嬰兒濕紙巾是家長們必備的用品，特別是在夏天，寶寶們經常出汗，加上外出時容易接觸到

細菌、病毒，濕紙巾確實必不可少。 

 

Farlin 嬰兒護膚濕紙巾 10 片裝，體積輕巧，方便家長們帶小孩外出時攜帶，隨時隨地都能潔

淨寶寶的肌膚，減少生病的機會。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0.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7.7.7.7.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嬰兒防敏感濕紙巾嬰兒防敏感濕紙巾嬰兒防敏感濕紙巾嬰兒防敏感濕紙巾 (10 片片片片裝裝裝裝) 

 

 

 

早前，消委會發現市面大部份嬰幼兒濕紙巾含化學劑，導致幼童出現過敏的情況，嚴重的情

況下，患者可能會出現紅腫、起水泡，甚至皮膚裂開，所以，家長選用濕紙巾時必須加倍留

神。 

 

Farlin 嬰兒防敏感濕紙巾不含酒精﹑香料及螢光劑等化學物質，適合敏感性肌膚的寶寶使用。

10 片裝的濕紙巾體積輕巧，方便家長們帶小孩外出時攜帶，隨時隨地都能潔淨寶寶的肌膚，

減少生病的機會。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0.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件件件件) 

 

 

 

 

 

 



 

C06-07 MAN KAN INT’L LTD 

8.8.8.8.    Eco in corn 小熊栗米叉匙套裝小熊栗米叉匙套裝小熊栗米叉匙套裝小熊栗米叉匙套裝 

 

 
 

Eco In Corn 的產品硏發於 2009 年，理念是為了給我們的寶寶提供最天然最安全可靠的食具，

使用粟米製作的環保食具可減少對地球環境的影響。 

 

100%栗米製造，原材料是選自韓國的優質粟米，從栽種至收成經過嚴格挑選，不受環境賀爾

蒙、有毒物質、重金屬和雙酚 A(BPA)等影響。從天然粟米中萃取出纖維，經過發酵、去水、

聚合等程式，製成 PLA 粟米澱粉（聚乳酸）的原料，可製造成栗米食具。 

 

粟米在整個栽種和生產過程中，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對地球環境的影響，我們的餐

具在棄置後可作生物降解回歸大自然土壤，給寶寶營造一個綠色的生活。 

 

� 已取得 Korea Eco-Label 証書及通過韓國 KTR 測試 

� 韓國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0 份份份份) 



 

C11 AQUA PLAY COMPANY LIMITED 

9.9.9.9.     防濕疹三藩市海鹽寶寶浴防濕疹三藩市海鹽寶寶浴防濕疹三藩市海鹽寶寶浴防濕疹三藩市海鹽寶寶浴 

 

 

 

� 獨家銷售三藩市海鹽：12 種全天然海鹽浴鹽可選，洗澡時放一小茶匙便可達到消毒/防菌

的作用而有效地防止濕疹，還可以平衡皮膚的 pH 而達到保濕的作用。 

� 含有天然礦物幫助皮膚健康生長。 

� 12 種不同礦物和成份可選，有幫助睡眠，感冒，防敏，濕疹，不同特效。 

� BB 最適合純白海鹽，Himalaya 海鹽，或死海海鹽，都是可以食用的。 

� 每次放一匙羹平行洗澡水的 PH，讓熱水不奪去皮膚本有的水份。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2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0)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份份份份) 



 

D12-13 Synergy Distribution Limited 

10.10.10.10.     Ella’s Kitchen 有機紅莓雲呢拿小泡芙有機紅莓雲呢拿小泡芙有機紅莓雲呢拿小泡芙有機紅莓雲呢拿小泡芙 

 

 

 

品牌介紹及理念： 

Ella’s Kitchen是由一位英國的爸爸 – Paul 創立。Paul 相信他的女兒 – Ella，與她的朋友可

以擁有更好、更健康、更有趣的食物選擇 。 

 

Ella’s Kitchen 致力推廣健康的飲食態度。他們相信，健康的飲食態度需要自小培養。為此，

他們使用100%有機食材，研製了很多天然健康又美味的嬰幼兒食品。Ella’s Kitchen的嬰幼兒

食品不但優質健康，而且方便攜帶。 

 

產品介紹： 

� 美味可口又鬆軟的多穀物泡芙，絕不傷害寶寶的小手及容易融化在小口裡。 

� 有機小泡芙是用新鮮有機的乾水果焢焗製造，並不是用濃縮果醬或果汁及油炸而成！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1.9)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份份份份) 



 

D18 韓蔘皇韓蔘皇韓蔘皇韓蔘皇(韓國高麗蔘韓國高麗蔘韓國高麗蔘韓國高麗蔘)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11.11.11.1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官字蔘官字蔘官字蔘官字蔘】】】】高麗蔘朱古力高麗蔘朱古力高麗蔘朱古力高麗蔘朱古力 

 

 

 

【官字蔘】成立於韓國最大的人蔘栽培區，所出產的優質高麗人蔘 100%採用人工培植方法，

絕無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保證每棵高麗人蔘天然零污染，【官字蔘】亦因而屢次獲得多項由

韓國政府發出的品質認證。 

 

細滑的朱古力滲透著淡淡的人蔘甘香，令人一試傾心，甜在「蔘」頭！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8-$28)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份份份份) 



 

D18 V Care Company Limited 

12.12.12.12.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V Care 天然有機純棉濕紙巾天然有機純棉濕紙巾天然有機純棉濕紙巾天然有機純棉濕紙巾 

 

 

 

韓國品牌 V Care 專門售賣營養補充品、個人護理品及護膚品，其主打 99.9%天然成分的 V Baby

系列尤其深受媽媽們的推崇！ 

 

經 6 重過濾純水浸透而成的 100%純棉濕紙巾，特別添加了有機茶樹精華及有機迷迭香精華，

能鎮靜和強化敏感肌之餘，真正做到潔淨同時呵護寶寶嬌嫩肌膚的效果。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0)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份份份份) 



 

E05 Pat Health Limited (Blackmores) 

13.13.13.13.     Blackmores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D3 1000IU（（（（30 粒粒粒粒）））） 

 

 

 

維他命 D3 能促進身體吸收鈣質，以維持骨骼和牙齒的健康。維他命 D 亦會減低鈣質從骨頭內

流失。對維持骨骼密度非常重要。身體缺乏維他命 D 會令骨骼強度和密度降低，導致關節疼

痛。另外，維他命 D 能幫助年長人士強化肌肉，幫助減少跌倒的發生率。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9.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9.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0 件件件件) 

 

 

 

 



 

G09-12 Biostime Hong Kong Limited 

14.14.14.14.     Biostime 合生元合生元合生元合生元 鉑金優選鉑金優選鉑金優選鉑金優選嬰幼兒配方奶粉嬰幼兒配方奶粉嬰幼兒配方奶粉嬰幼兒配方奶粉 (2 段段段段) 

 

 
 

Biostime 合生元 x Angry Bird 憤怒鳥 
 
想 BB 好似憤怒鳥主角 - 阿雄表現咁出色？先要營養吸收好！ 
 

SN-2 PLUS 親和均衡配方，法國原罐進口，新鮮牛奶製造，歐洲品質標準，幫助 BB 成就 5 大

黃金成長表現：吸收好、情緒佳、體質好、長得高、學得快。嗲地媽咪不再憤怒鳥！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2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2)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 罐罐罐罐，，，，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 1 罐罐罐罐) 

 



 

G09-12 Biostime Hong Kong Limited 

15.15.15.15.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健康時光健康時光健康時光 有機米糊有機米糊有機米糊有機米糊 (指定口味指定口味指定口味指定口味) 

 

 

 

Healthy Times 健康時光 是支持 BB 健康成長的輔食佳品，天然有機，健康美味，享譽 30 餘

年。米糊選用有機、非基因改造的全穀穀物材料，增添多種維他命和礦物質，無牛奶和大豆

成份，亦無添加糖和鹽，呵護敏感 BB，更獲美國邁阿密兒科醫院推薦。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8)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20 盒盒盒盒，，，，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 1 盒盒盒盒) 



 

H06-07, 12-13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6.16.16.16.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奶袋儲存格奶袋儲存格奶袋儲存格奶袋儲存格 

 

 
 

令母乳媽媽存放儲奶貨更整齊企理，並方便把母乳依照日期順序排放。可同時擺放 6 個儲奶

袋。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個個個個) 

 

 



 

H06-07, 12-13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7.17.17.17.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Babyganics 尿疹舒緩軟膏尿疹舒緩軟膏尿疹舒緩軟膏尿疹舒緩軟膏 113g 

 

 

 

� 蘊含金盞花、蘆薈及可可巴油等植物成份 

� 氧化鋅 Zinc Oxide 舒緩礦物配方，為皮膚添加天然保護層 

� 有效阻隔刺激物，修復皮膚，加速痊癒 

� 減退及預防尿疹及痕癢 

� NeoNourishR 天然籽油配方，均衡滋養 

� 防敏感配方，經兒科及皮膚專科測試 

� 不含苯甲酸酯類防腐劑、鄰苯二甲酸、石蠟油、礦物油、人造香料或色素 

� 美國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4.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支支支支) 



 

H06-07, 12-13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8.18.18.18.     Gummee Glove 幼兒牙膠手套幼兒牙膠手套幼兒牙膠手套幼兒牙膠手套 

 

 

 

全新登陸香港的英國 Gummee Gove 得意牙膠手套，款式新穎而實用，特別為準備出牙仔的

寶寶而設計。年幼的ＢＢ很多時候未能握穩牙膠，Gummee Glove 讓寶寶更容易操控，利用

不同質感按摩口腔各部位，亦能防止被扔掉或跌於地上。 

 

手套可緊緊戴於 BB 手上，連接位以魔術貼固定，可因應寶寶手仔的大小而調節，穿脫都十分

方便。牙膠可連接於手套上，採用活動式扭扣設計，方便安裝及拆除。 

 

� 牙膠以高品質可食用矽膠製造，心形設計，可加熱消毒及冷藏 

� 備有兩種顏色以供選擇 

� 適合 3 個月以上幼兒使用 

� 手套可機洗 

� 附送收納袋方便外出時使用 

� 符合 EN 及 ASTM 安全標準 

� 不含雙酚 A (BPA)，乳膠及鄰苯二甲酸酯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6.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個個個個) 

 

 

 

 

 

 



 

N11 Perfect Mum 

19.19.19.19.     孕婦身體舒緩按摩孕婦身體舒緩按摩孕婦身體舒緩按摩孕婦身體舒緩按摩 

 

 
 

Prefect Mum 一直致力為孕婦提供專業按摩服務，以降低各種懷孕中所帶來的風險與身心壓

力。有研究指出，懷孕期間定期嘗試按摩可以使孕婦的身體、心靈和精神得到放鬆，有利於

孕婦和胎兒的健康。同時，採用全身按摩能夠幫助孕婦減少壓力，達到真正的放鬆。 

 

按摩不僅能夠平靜孕婦的神經，而且有助於舒緩孕婦的身體負荷、腰肩酸痛、減少孕婦的手

腳腫脹、甚至提高她們的睡眠質素，有助胎兒健康成長。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0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80)，，，，加送加送加送加送 Bio-oil 天然去疤油天然去疤油天然去疤油天然去疤油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100 個個個個) 

 



 

R15 Prime-Living Limited 

20.20.20.20.     ecoGUARD 360 - 天然極速殺菌除臭清潔劑天然極速殺菌除臭清潔劑天然極速殺菌除臭清潔劑天然極速殺菌除臭清潔劑 

 

 

 

Prime-Living 致力提供環保家居清潔產品，務求為您及家人打造低致敏的居住環境。我們的產

品並無損害生態，全因 Prime-Living 相信保護環境可從家居清潔開始！ 
 

ecoGUARD 360 利用植物精華和維生素 P，配合有機酸和有機糖而產生的協同作用 ，結合成

一種強效極速殺菌清潔劑。 

 

� 60 秒極速殺滅 99.99%有害病毒及真菌 

� 天然除臭劑 

� 使用植物精華，純天然成份 

� 安全可靠，可直接使用，無需配戴任何裝備 

� 美國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支支支支) 



 

U21 Rapport International Limited 

21.21.21.21.     CIGOGNE BéBé 輕輕輕輕便防水尿便防水尿便防水尿便防水尿墊墊墊墊 

 

 

 

嬰兒的皮膚幼嫩，選購衣物時要注意質料，天然或有機會棉花比較適合。除了衣服，被仔和

睡袋以外，寶寶換尿片用的尿墊也很重要。 

 

CIGOGNE BéBé 的防水尿墊，面層選用天然棉花，柔軟舒適，底層布料防水且透氣度高，無論

在家或外出都能讓寶寶在清爽衛生的情況下換尿片，換衣服、按摩或小睡，尿墊可放洗衣機

內清洗，多次使用，方便又環保，別忘了給寶寶添置。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1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180) 

(每日每日每日每日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件件件件，，，，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每人限購 1 件件件件) 

 

 



 

V14-15 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南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2.22.22.22.     《《《《讓孩子更美讓孩子更美讓孩子更美讓孩子更美麗麗麗麗》》》》親子共讀指南親子共讀指南親子共讀指南親子共讀指南 

 

 

 

現今父母大多明白親子閱讀的重要性，但作為新手爸媽往往不知從何入手。到底如何選擇合

適的圖書呢？如何賞析書中圖文？怎樣令孩子愛上閱讀？連串問題都可一一從書中找到答

案。 

 

作者張永德博士積累多年教學及童書研究經驗，編寫成《讓孩子更美麗》一書，引用了多本

經典圖書作實例，圖文並茂地剖析故事內容及設計特式，拆解隱藏密碼。本書並同時解開一

般家長對閱讀時的迷思，提供多項建議以改善親子閱讀，絕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閱讀指南。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0 本本本本) 



 

Y17-18 樂寶健康有限公司樂寶健康有限公司樂寶健康有限公司樂寶健康有限公司 

23.23.23.23.    卓營方卓營方卓營方卓營方孕婦安胎藻油孕婦安胎藻油孕婦安胎藻油孕婦安胎藻油 DHA 

 

 

 

卓營方孕婦安胎藻油 DHA 含豐富純天然 DHA。DHA 是構成嬰兒腦部、視網膜及神經細胞膜的

重要元素。 

 

母親在懷孕期及授乳期適當補充 DHA，能增加血液及母乳中 DHA 的含量，對嬰兒的發展非常

重要，適合懷孕及哺乳的女性服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32.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2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10 件件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