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Eugenebaby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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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輕便裝片輕便裝片輕便裝片輕便裝 

 

 

 

市面上部份嬰幼兒濕紙巾含有化學劑，曾導致幼童出現過敏，嚴重者皮膚更出現紅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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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Farlin於 1972年成立，是台灣製造奶瓶及奶嘴的元祖，投注在育兒用品的研發、設計、製造

與銷售，致力開創更貼近育兒需求的產品。 

 

產品特點： 

� 不含酒精、香料及熒光劑等致敏化學物質 

� 適合敏感性肌膚的寶寶使用 

� 體積輕巧，方便攜帶出外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0.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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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1 折大割引折大割引折大割引折大割引」」」」 



 

A02 Eugenebaby 

2.2.2.2.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紙軸棉花棒紙軸棉花棒紙軸棉花棒紙軸棉花棒––––100 支裝支裝支裝支裝 

 

 

 

棉棒是家中不可缺少的衛生用品，可用於清潔寶寶眼睛、耳朵等地方，確保清潔衛生。 

 

台灣 Farlin 於 1972 年成立，是台灣製造奶瓶及奶嘴的元祖，投注在育兒用品的研發、設計、製造

與銷售，致力開創更貼近育兒需求的產品。 

 

產品特點： 

� 100%天然純綿 

� 不含熒光劑等化學物質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2)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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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genebaby 

3.3.3.3.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Farlin 奶嘴鏈奶嘴鏈奶嘴鏈奶嘴鏈 

 

 

 

出外有了奶嘴鏈，就不怕奶嘴掉到地上，父母就更放心啦﹗ 

 

台灣 Farlin於 1972年成立，是台灣製造奶瓶及奶嘴的元祖，投注在育兒用品的研發、設計、製造

與銷售，致力開創更貼近育兒需求的產品。 

 

產品特點： 

� 外出時繫在寶寶衣服，確保奶嘴衛生 

� 不含 BPA  

� 多款顏色及動物造型選擇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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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genebaby 

4.4.4.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豪華型豪華型豪華型豪華型 2 合合合合 1 奶刷奶刷奶刷奶刷 

 

 

 

寶寶經常會使用奶瓶進食，因此，確保奶瓶清潔衛生是非常重要的，Munchkin 奶刷便是你的清潔

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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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特點： 

� 用於清潔玻璃或塑料奶瓶，尼龍軟刷毛耐用防刮花 

� 底部吸盤能將奶刷豎起，確保衛生 

� 配備防滑手柄 

� 附送奶嘴清潔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6.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件件件件，，，，每人每人每人每人限買限買限買限買 1 件件件件) 



 

A02 Eugenebaby 

5.5.5.5.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Mighty Grip 幼幼幼幼兒匙兒匙兒匙兒匙羹叉套裝羹叉套裝羹叉套裝羹叉套裝 

 

 

 

設計貼心，而且顏色鮮艷的匙羹叉，定必成為寶寶學習用餐的好拍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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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特點： 

� 不含 BPA 

� 各種大小、形狀、款式均適合幼兒學習自己進食 

� 餐具設計均適合左右撇子的幼童使用 

 

 

場內優場內優場內優場內優惠惠惠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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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8 Petite Monde Limited 

6.6.6.6.    擠壓式嬰兒餵食袋連匙擠壓式嬰兒餵食袋連匙擠壓式嬰兒餵食袋連匙擠壓式嬰兒餵食袋連匙 

 

 

 

� 非常方便攜帶，而且可重複使用 

� 亦可存儲、凍結、預熱食品給嬰兒 

� 可隨時隨地使用 

� 安全可靠，不含 BPA、塑化劑及 PVC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9) 

(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每日開場第一小時限量 1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7.7.7.7.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嬰兒洗髮及沐浴露嬰兒洗髮及沐浴露嬰兒洗髮及沐浴露嬰兒洗髮及沐浴露 

 

 

 

專為初生寶寶幼嫩肌膚而研製，蘊含天然薰衣草、洋甘菊精華油及有機植物成份，在溫和潔淨及滋

潤肌膚的同時，其散發之天然微香有助舒緩及安撫情緒，可令寶寶加快進入甜美夢鄉，尤如媽媽在

耳邊輕哼著搖籃曲那份溫柔！ 

 

� 天然植物精華研製 

� 不含有害化學或剌激成份 

� 溫和低敏配方 

� 經皮膚專科醫生認可 

� 美國製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0.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0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8.8.8.8.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Dr Brown’s 奶樽保溫袋奶樽保溫袋奶樽保溫袋奶樽保溫袋 (冷暖兩用冷暖兩用冷暖兩用冷暖兩用) 

 

 

 

� 夾層為奶樽保溫或保冷 

� 肩帶可調節長短 

� 附有魔術貼固定帶，可掛於嬰兒車手把 

� 前後袋可存放其他物品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0.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09)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9.9.9.9.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Babyganics 嬰兒護唇及潤面霜嬰兒護唇及潤面霜嬰兒護唇及潤面霜嬰兒護唇及潤面霜 

 

 

 

 

� 塗於面部或嘴唇，修護爆拆、乾燥及脫皮等症狀，令皮膚滋潤柔軟 

� 蘊含乳木果、維他命 E、蓖麻籽油、杏核仁、可可巴油、葵花籽油及橄欖等天然植物成份 

� 於乾燥、寒冷或強風季節更宜每日使用，給寶寶皮膚最溫和的保護 

� NeoN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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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經任何動物測試 

� 不含苯甲酸酯類防腐劑、硫酸鹽、鄰苯二甲酸、礦物油、石蠟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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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0.10.10.10.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Gummee Glove 軟牙膠彩鏈軟牙膠彩鏈軟牙膠彩鏈軟牙膠彩鏈 6 件裝件裝件裝件裝 

 

 

 

英國 Gummee Glove軟牙膠彩鏈 1套 6 件，特別為準備出牙仔的寶寶而設計，套裝包括 3款不同

造型之牙膠及 3個不同顏色之掛圈牙膠，新穎而實用。 

 

� 全部均可配合 Gummee Gove 得意牙膠手套使用 

� 掛圈除可作牙膠使用外，同時用作牙膠掛在嬰兒車上 

� 牙膠以高品質可食用矽膠製造，可加熱消毒及冷藏 

� 適合 3個月以上幼兒使用 

� 符合 EN 及 ASTM 安全標準 

� 不含雙酚 A (BPA)、乳膠及鄰苯二甲酸酯 

� 附拉鍊收納袋，存放更方便衛生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7.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1.11.11.11.    Parents League 嬰兒安全牙刷嬰兒安全牙刷嬰兒安全牙刷嬰兒安全牙刷 

 

 

 

 

� 超柔軟纖細刷毛，不傷牙肉，刷頭採用按摩舒緩軟膠 

� 保護盾確保幼兒學習刷牙時保持安全，避免口腔受損 

� 得意動物圖案，趣緻可愛，多款顏色可供選擇 

� 適合六個月或以上幼兒使用 

� 百份百安全質料，不含 BPA 及 雙酚 A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件件件件) 



 

C01 Bliss and Bless Int’l Ltd 

12.12.12.12.    Mommy's Helper 汽車坐椅太陽擋汽車坐椅太陽擋汽車坐椅太陽擋汽車坐椅太陽擋 

 

 

 

� 防止汽車坐椅過熱，和受到紫外線照射 

� 彈性尺碼，適用於大部份汽車坐椅 

� 容易使用及存放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9.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5)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 件件件件) 



 

G07A CN-Linked Limited 

13.13.13.13.    Babyglow 感溫夾衣感溫夾衣感溫夾衣感溫夾衣 

 

 

 

BB不舒服，你竟然不知道？ 

 

Babyglow 感溫夾衣，是一眾爸媽必備的 BB衫，專利的技術，當 BB體溫上升到大於 37℃，Babyglow 

產品會開始變白，當體溫上升到 38.5℃，Babyglow 會變為全白，這正顯示發燒的可能，讓爸爸媽

媽一眼就看到 BB有沒有過熱、發燒，保護 BB的建康。 

 

Ingenious Baby 提供創意、新穎獨特的嬰兒用品，助您減輕負擔，提高您與孩子相處時光的質素。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 件件件件) 



 

H07-0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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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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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SN-2 PLUS 脂肪

優化技術，幫助 BB 充分吸收營養，減少鈣皂形成，降低硬便發生比例，配合WFS 營養均勻溶解

科技，讓奶粉充分溶解，營養均衡更易吸收。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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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罐罐罐罐) 



 

H07-0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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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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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每人限買 1 盒盒盒盒) 

 

 



 

L07-08, 17-18 Man Kan Int'l Ltd 

16.1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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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8) 

(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500 件件件件) 



 

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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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卓營方葉酸卓營方葉酸卓營方葉酸卓營方葉酸 800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此產品適合計劃懷孕、懷孕期間婦女及授乳婦女服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16.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8)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20 件件件件) 



 

N10 Choi Fung Hong 

18.18.18.18.    B-Duck 100ml 沐浴露沐浴露沐浴露沐浴露（（（（牛奶味牛奶味牛奶味牛奶味）））） 

 

 

 

牛奶般綿密質感泡沫，可深層清潔污垢，肌膚潔淨清爽，蘊含豐富牛奶成份，為肌膚提供深層美白，

高度保濕功效，呵護乾燥無光澤的肌膚，浴後肌膚絲滑透亮，給您頂級的牛奶浴奢華享受。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2) 

(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100 支支支支) 

 

 

 

 

 



 

P09 NC Beauty Ltd. 

19.19.19.19.    Bloom and Blossom 全天然旅行套裝全天然旅行套裝全天然旅行套裝全天然旅行套裝 

 

 

 

Bloom and Blossom全天然旅行套裝包括： 

1. 再生緊緻面部噴霧(40ml)：能快速保濕、預防乾紋、收細毛孔、改善膚色、提神振奮，是女士們

手袋必備，外遊及搭飛機良伴。 

2. 2.活化再生足部噴霧(50ml)：幫助血液循環、有效消除疲勞、舒緩腳部腫脹、去水腫、預防抽筋，

快速吸收，更是高踭鞋良伴，長途機必備。 

3. 3.溫和沐浴露(50ml)：鎖水潤肌、保濕軟化皮膚、不含香料，敏感肌膚適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現場優惠價  $26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62) 

(每每每每人人人人限限限限購購購購 1 套套套套) 

 

 

 

*以上圖片只提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