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Bentley Organic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1.1.1.1.    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 500ml 

 

 
 

寶寶每天都會接觸到細菌病毒，但免疫系統又未發育成熟，在這段期間特別容易生病。不過，

爸爸媽媽不用太過擔心，英國 Bentley Organic 有機多用途玩具消毒殺菌液採用天然有機成

份，對皮膚及環境無害，能有效殺死 99.9%細菌，減少寶寶感染的機會，讓寶寶可以健康快樂

地成長。 

 

� 90%有機成份製造，獲有機認證 

� 免沖洗配方 

� 能殺死 99.9%細菌 

� 不含有害化學物質 

� 不含基因改造成份 

� 不進行動物測試 

� 適用於玩具及表面堅硬的地方 

� 英國製造，原裝進口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4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9) 

 

「「「「為寶寶營造綠色生活為寶寶營造綠色生活為寶寶營造綠色生活為寶寶營造綠色生活」」」」    



 

2.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Elbini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2.2.2.2.    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嬰兒坐墊式有機揹帶 

 

 

 

近年坐墊式揹帶(hip seat)掀起熱潮，由於爸爸媽媽手抱寶寶，肩頸特別容易疲累，因此設有

小座椅的坐墊式揹帶大受歡迎，可以讓寶寶安全舒適地坐在上面，將寶寶的重量分散到父母的

腰部。不過，對於寶寶的貼身用品，爸爸媽媽一定要精挑細選，用料品質不容忽視。 

 

來自韓國的 Elbini 坐墊式揹帶由海外著名面料設計師設計，結合了多功能及多元化的特色，採

用有機棉，既保暖又透氣，質感柔軟，減少寶寶過敏的機會，呵護寶寶幼嫩肌膚。同時，加上

時尚簡約的設計，色彩自然，方便爸爸媽媽搭配服飾。 

 

� 可作揹帶或腰凳單獨使用 

� 能減輕肩膀、脊柱、手腕、骨盆等部位的負擔 

�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安全舒適 

� 寛闊防滑坐墊，增加穩定性，防止寶寶滑落 

� 坐墊傾斜設計，增加寶寶的安全感 

� 罩布可拆下，夏天時可更通風 

� 適合 3 至 36 個月 (6–20 kg)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凡購物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9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99) 

 

 



 

3.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Simplygood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3.3.3.3.    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時尚嬰兒哺乳圍巾 

 

 

 

寶寶肚餓大哭，但周圍都沒有餵哺室，不知如何是好？這個時候哺乳圍巾可以大派用場。因為

不論何時何地、不用顧慮旁人眼光，可安心地、安全地、舒適地餵哺母乳。 

 

以色列品牌 Simplygood 於 1999 年成立，品牌以「簡約」為概念，配合時尚及體貼的設計，

為繁忙生活中的家長，在照顧寶寶時帶來方便，故深受家長歡迎。 

 

� 100%全棉，安全可靠 

� 設計時尚實用，繫帶可按需要調節 

� 提供足夠的遮掩空間，布邊質料加厚，方便媽媽餵哺母乳及觀察寶寶 

� 備有額外的間隔布，確保衛生 

� 設有小口袋，可放置其他餵食用品 

� 附有精緻小布袋，方便存放及外出攜帶 

� 可放入洗衣機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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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79) 

 

 



 

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yBrestFriend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4.4.4.4.    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孕婦哺乳枕 

 

 

 

擔心要去搶奶粉？不如選擇餵哺母乳，寶寶既可以食得健康，媽媽又可以預防疾病，更可以減

少環境污染。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倡寶寶首六個月應餵食純母乳，其後進食固體食物，亦應

以母乳輔助直至兩歲以上。 

 

美國品牌 MyBrestFriend 哺乳枕由哺乳專家設計，造型獨特，安全舒適，讓媽媽寶寶享受親子

之間幸福親密的時光。 

 

� 環形設計，可承托背部，讓媽媽於餵哺過程中保持正確坐姿，避免腰部疼痛 

� 軟墊能緊貼固定媽媽及寶寶的位置，可防止嬰兒滾動 

� 索帶設計可單手調校鬆緊度，並可輕鬆除扣 

� 手部靠墊，可減輕肩部的壓力 

� 附設小袋，可放置手機、手巾或水樽等物件 

� 有多種顏色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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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49) 

 

 



 

5.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Ardo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5.5.5.5.    手動吸奶器手動吸奶器手動吸奶器手動吸奶器 

 

 

 

很多媽媽產後就要重返工作間，無法親身給寶寶餵哺母乳怎麼辦呢？當媽媽生病了暫時不能餵

母乳，要怎樣才能維持充足的乳汁分泌量呢？有些媽媽奶水特別多，很容易導致乳腺堵塞及乳

房脹痛，如何避免呢？在這些時候，吸奶器就可以大派用場啦！ 

 

Ardo 是來自瑞士的知名母乳餵哺用品品牌，產品設計獨特，符合人體工學，通過瑞士嚴格的

品質認證，給媽媽帶來溫和高效的哺乳體驗。 

 

� 防漏排氣設計，可調高排氣出口，確保乳汁不外溢 

� 真空隔菌薄膜，防止乳汁進入軟管，保持吸乳環境安全衛生 

� 旋轉式手柄，左手或右手均可輕鬆掌握使用 

� 備 26mm、28mm 及 31mm 乳罩杯，適合不同大小的乳頭 

� 備 26mm 按摩軟罩，有助紓緩哺乳期的乳房脹痛，促進母乳分泌 

� 150ml 儲奶瓶附有瓶蓋，方便外出攜帶及存放 

� 配備清潔刷，方便清洗，確保衛生 

� 不含 BPA 

� 瑞士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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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 $ 45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69) 

 

 



 

6.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unchkin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6.6.6.6.    外出餵食套裝外出餵食套裝外出餵食套裝外出餵食套裝 

 

當寶寶約 4 至 6 個月大時，就可以開始進食固體食物。想給寶寶最新鮮、天然、美味、有營養

的食物嗎？爸爸媽媽們，一起動手親自製作嬰兒食品吧！讓寶寶嘗試更多不同的美食，攝取足

夠的熱量及營養，享受進食的樂趣。 

 

美國 Munchkin 滿趣健憑嶄新的意念與創造力，在美國取得超過三十個業界獎項與超過五十個

專利，深受育兒顧問、醫療專業人士、玩具專家以及家長的推崇。在創意與安全性上，Munchkin

成功地滿足了現代父母與嬰兒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兼顧了產品的品質與樂趣。 

套裝包括： 

� 嬰兒食物磨碎器： 

� 製作過程簡單，只須將軟身或煮熟的食物放進研磨器，順時針轉動手柄，直至所有食

物已沉澱，便可直接餵寶寶進食 

� 內附健康食譜 

� 毋須用電，方便外出攜帶 

� 不含 BPA 

� 食物貯藏盒 4 件裝： 

� 可存放食物，並放入冰箱冷凍，避免滋生細菌 

� 按所需份量解凍，避免浪費 

� 移除盒蓋後，可放入微波爐加熱 

� 附盒盤，方便擺放及收藏 

� 不含 BPA 

� 矽膠匙羹 2 件裝 

� 圓頭柔軟設計，給寶寶口腔牙齦帶來溫和的觸感 

� 長手柄易握設計，方便給寶寶餵食 

� 小勺設計，可控制寶寶的食物份量 

� 不含 BPA 

� 適合 3 個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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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37) 

 

 



 

7.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ImseVimse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7.7.7.7.    全面式尿布全面式尿布全面式尿布全面式尿布 

 

 

 

有研究指出，一個嬰兒平均要用約 7,000 條紙尿片，而一條紙尿片需要 150 至 500 年的時間才

能分解。作為新一代的環保媽媽，不妨考慮給寶寶使用既環保又舒適的尿布吧！ 

 

ImseVimse 於 1988 年創立，是瑞典第一個生產有機認證產品的企業。產品採用有機農作物，

棉質用料，均縫上寫着 100%有機棉認證布標，並通過環境方面的 ISO9001:2000 認證、品質方

面的 ISO14001:1996 認證、EU flower 標章、SKAL 及 IVN 等多個認證。ImseVimse 一直致力創

造方便、環保且現代化的產品，以實踐節省花費同時可保護下一代環境的理念。 

 

� 內層採用 100%有機棉毛巾布，柔軟舒適 

� 外層是防水透氣物料，不易外漏，乾爽透氣 

� 印有可愛趣致的印花圖案，帶給寶寶視覺享受 

� 反摺式洗衣保護設計，不易損壞 

� 容易清洗，可用攝氏 60-90°C 溫水洗滌，也可低溫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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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 $236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5) 

 

 

 

 

 

 

 



 

8.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Brevi 

A02 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荷花親子 

8.8.8.8.    Slex Evo 餐椅餐椅餐椅餐椅 

 
世上並沒有一本通書睇到老，但卻有一張椅可以使用一輩子。意大利 Brevi Slex Evo 餐椅，特

別為每位從初生嬰兒到小孩，以至成人提供多段式設計，配合嬰幼兒不同成長階段。 

 

這款從初出生用的搖籃，到 6 個月後改為高腳餐椅，繼而到 3 歲後可用作普通座椅，曾榮獲

「Award for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2014」獎項。 

 

Brevi 為新一代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目前出品超過 200 款嬰兒產品，成為嬰兒產品行業中的

佼佼者。Brevi 希望透過產品，讓孩子從第一天起，即可透過產品，從而增加他們的自我意識

和信心。所有產品均遵照最嚴格的歐洲安全規則，製造具創新性及安全的產品。 

 

產品特點： 

� 多段式設計，配合寶寶不同成長階段 

� 採用優質鋼材，堅固耐用，容易清潔 

� 座椅高度可連續調校 

� 4 段式座位深度調校 

� 2 段式靠背高度調校 

� 21 段調校腳踏高度 

� 設有可拆式安全欄，讓寶寶安全舒適地穩坐於餐椅上 

� 椅背有把手位及底部有伸縮後輪，方便搬移 

� 配備托盤 

� 適合 6 個月或以上 

� 另可加配搖籃，適合 0 至 6 個月(9kg) 

� 意大利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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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399)，，，，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20 張張張張 

*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8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9. 強生嬰兒強生嬰兒強生嬰兒強生嬰兒 

A03 Johnson & Johnson (Hong Kong) Limited 

9.9.9.9.    Naturals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 + 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 

 

  

 

Naturals 系列 洗髮沐浴露： 

� 採用 97% 天然萃取成分製作而成 

� 獨家 ALLERGFREE ™ Fragrance 配方，不包含任何 Essential Oil，避免多種可能致敏的成

分，減少肌膚刺激 

� 醫學證實溫和泡泡能有效清潔並保護 BB 天生肌膚皮脂膜 

� 不澀眼配方，專為幼嫩 BB 肌膚跟頭髮設計 

 

Naturals 系列 滋養乳液： 

� 採用 99% 天然萃取成分製作而成 

� 獨家 ALLERGFREE ™ Fragrance 配方，不包含任何 Essential Oil，避免多種可能致敏的成

分，減少肌膚刺激 

� 醫學證實能 24 小時全日長效滋潤，有效強化天然肌膚保護膜 

� 專為幼嫩 BB 肌膚設計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 $4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59.9) 

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 $6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89.9) 

Naturals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優惠套裝優惠套裝優惠套裝優惠套裝(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洗髮沐浴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滋養乳液 X2) 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博覽優惠價 $67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6)，，，，加送加送加送加送

嬰兒旅行套裝嬰兒旅行套裝嬰兒旅行套裝嬰兒旅行套裝 

 

 



 

10. Bambino Mio 

C01-02, C19-20 Bloom and Grow Ltd 

10. Miosolo 多合一布尿布多合一布尿布多合一布尿布多合一布尿布 

 

 
 

Miosolo 多合一布尿布是可輕鬆幫寶寶穿上的尿布，它的設計厡意是為了追求方便，卻不想因

此選擇劣質或功能性低的尿布的父母。 

 

對寶寶的好處如下： 

� 單一尺碼尿布，一出生就可以穿 

� 超級吸水芯，保持寶寶乾爽舒適 

� 常保乾爽內裡層，防止水分回流到寶寶身上 

� 獨特的可抽出式護墊機制，使芯能快速䁁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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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9) 

 

 

 

 



 

11. Puco Baby 
C04 Comical Kid’s Land 

11. 100%純天然有機棉內衣純天然有機棉內衣純天然有機棉內衣純天然有機棉內衣 

 

 

 
Puco Baby 100%純天然優質有機棉系列，產品包括：嬰兒/兒童內衣(0-10Y)及配件。 
 
Puco Baby採用印度純天然優質有機棉，所有產品已取得各項有機認証ECO organic certificate 

及 GOTs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 organic certificate。 
 
Puco Baby 有機棉產品全自然色，不經漂白漂染，不含化學添加劑，不含殺蟲劑，健康環保，

有助減低寶寶患上敏感及濕疹的機會。 
 
Puco Baby 帶給寶寶最柔軟，最舒服，最安全！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買二送一買二送一買二送一買二送一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8 - $148) 

 

 

 



 

12.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OrganYc 

D06-07 Natural Alliance Co., Ltd. 

12. 有機棉乳墊有機棉乳墊有機棉乳墊有機棉乳墊 

 

 

 

您的寶寶和您應獲得 OrganYc 有機棉乳墊的特別呵護。 
 
它柔軟、溫和、天然吸濕，當您餵哺母乳時，就知道它有多麼重要了。 
 
OrganYc 有機棉乳墊還很透氣，使用起來特別舒適。該產品通過 ECOCERT 有機認證，是您和

寶寶的完美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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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60) 

 

 

 

 

 



 

13. CIGOGNE BéBé 
F04 Rapport International Limited 

13. 有機彩棉系列有機彩棉系列有機彩棉系列有機彩棉系列 

 

 

 

市面一般棉製產品都經過漂白或染色過程，如果排污過程處理不好，污水會破壞環境，影響生

態。 

 

CIGOGNE BéBé 為地球出一分力，採用有機彩棉，不經人造肥料或化學農藥種植，不會傷害水

源或土壤。製造過程更不需要染色或漂白。由種植棉花丶紡紗丶織布到製成嬰兒服裝都十分環

保。而且避免了潛在有害物質的可能性。 

 

有機彩棉系列採用有 OEKO-TEX® Standard 100 認可的棉布製做，確認不含有害物質，可以

放心給 BB 穿著。 

 

展覽會期間，可以超值價自選 CIGOGNE BéBé 有機彩棉連身衣 6 件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博博博博覽優惠價覽優惠價覽優惠價覽優惠價$420/6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930/6 件件件件) 

 

 

 

 

 

 

 

 



 

14. CATALO 
F20-21 CATALO Natural Health Foods Ltd. 

14. 兒童藍苺忌廉魚油兒童藍苺忌廉魚油兒童藍苺忌廉魚油兒童藍苺忌廉魚油 

 

 
 

� 提煉自天然無污染深海魚，高純度魚油 

� DHA 4:1 EPA 比例配方專為小朋友設計，液體狀配方比一般魚油高 60% 

� 便攜式獨立包裝，可隨時隨地即可即食，亦可塗搽在麵包或餅乾上 

� 天然藍莓味香滑可口，更絕無魚腥味，小朋友一試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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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98) 

 

 

 

 

 

 

 



 

15. UDO 

F23 Food For Life 

15. 3.6.9 DHA 聰明油聰明油聰明油聰明油 

 

 

 

全植物種子奧米加 3.6.9，DHA 來自藻油，有助寶寶腦部發育，及正常視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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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18) 

 

 

 

 

 

 

 

 



 

16. babyQNCY 

G01, G24 M2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16. 初生嬰兒套裝初生嬰兒套裝初生嬰兒套裝初生嬰兒套裝 (0-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babyQNCY 有機棉嬰兒套裝包括了：嬰兒帽、和尚袍、兩用睡袍、兩用包巾、小兔公仔、手搖

鈴在內的六款產品，一次性滿足新生兒所有的需求。 

 

babyQNCY 採用有機棉，在生產過程中沒有添加化學物料於織布製衣上，有助減低寶寶對衣服

過敏及出現濕疹的機會。配合簡單設計剪裁，能帶給寶寶百分百舒適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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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680)  

凡購買此套裝凡購買此套裝凡購買此套裝凡購買此套裝，，，，加送加送加送加送 BECO 背帶一條背帶一條背帶一條背帶一條(價值價值價值價值$1,000)，，，，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每日限量 50 名名名名 

 

 

 

 

 

 

 



 

17. GK 淨可立淨可立淨可立淨可立 

G15 Greentech Chemicals Ltd 

17. 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殺菌清潔濃縮液 500ml 

 

 

 

毒殺菌免過水，幼稚園玩具浸洗專用。 

GK淨可立 - 水性無毒，QUATS離子水配方，24小時抗菌保護，更適用於拖地和洗衣。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即場登記成為會員凡即場登記成為會員凡即場登記成為會員凡即場登記成為會員，，，，即可以博覽優惠價購買即可以博覽優惠價購買即可以博覽優惠價購買即可以博覽優惠價購買 $50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48) 

*每人只限購買一支每人只限購買一支每人只限購買一支每人只限購買一支 

 

 

 

 

 

 

 



 

18. 寶寶百味寶寶百味寶寶百味寶寶百味 

J11 Baby Basic 

18.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 BB 胚芽米胚芽米胚芽米胚芽米 500g 

 

 
 

人氣營養師陳國賓綜合過去十年從事幼兒營養教育及臨床經驗，推出 Baby Basic「寶寶百味」

嬰幼兒食品系列，包括粒粒米香「有機 BB 胚芽米」、零熱氣「有機六彩 BB 米粉」。錫住 BB 腸

胃之餘，亦從第一口固體食物開始，訓練個人進食能力，預防寶寶偏食。 

 

BB 胚芽米米粒幼細，獨特的質感，有助訓練 BB 咀嚼。保留米粒胚芽部分，不經高溫處理及無

添加，較一般白米蘊含更豐富的天然營養素。米身快速吸水成飯，質感軟滑，為媽媽節省不少

烹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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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包包包包  $850/箱箱箱箱(24 包包包包)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48/包包包包) 

凡有凡有凡有凡有 coupon booklet 者者者者，，，，買一箱即多送買一箱即多送買一箱即多送買一箱即多送 2 包包包包 

 

 

 



 

19.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Mingo 

M11 Wise Growth Limited 

19. 多變自組騎乘玩具多變自組騎乘玩具多變自組騎乘玩具多變自組騎乘玩具 

 

 

 

 

利用不同的組件，Mingo 可讓小孩動手組合出不同的騎乘玩具及傢俱。Mingo 透過鼓勵小孩親

自構思及組裝來訓練運動技能及策劃力。 

 

當其中一個款式玩了一段時間，小孩子便可以動手利用不同的部件來建出新的組合，從而訓練

小孩子的耐性，創意，以及灌輸循環再用的訊息。 

 

適合 18 個月以上小孩隨著不同年紀建立出不同功能的 Mingo 相伴成長。本產之木材圴購自

FSC 認可的林木責任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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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套套套套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80/套套套套) 

 

 



 

20. Little Freddie 
S14-15 Sunny Fields Enterprise Limited 

21. 歐盟有機嬰幼兒食品歐盟有機嬰幼兒食品歐盟有機嬰幼兒食品歐盟有機嬰幼兒食品 

 

 

 

 

Little Freddie，有機、可追溯的歐盟嬰幼兒食品品牌。 

 

� 【更純粹】無防腐劑、無調味料、無基因改造成分，連水都無添加 

� 【更優質】100%有機好食材，源自歐盟超過一百個有機認證農場 

� 【更營養】由國際註冊營養師設計食譜，營養更全面均衡 

� 【更安全】全球唯一，每批次產品經英國國家級實驗室 Geneius laboratory 檢測，掃描

QR 碼立即查閱 244 項檢測結果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買三袋買三袋買三袋買三袋送唧唧裝專用送唧唧裝專用送唧唧裝專用送唧唧裝專用羹羹羹羹，，，，買五買五買五買五袋袋袋袋送一袋送一袋送一袋送一袋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8/袋袋袋袋) 

 

 

 

 

 

 

 

 

 

 



 

21.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趣樂趣樂趣樂趣樂 

V20-21 United Italian Corp. (HK) Ltd. 

22. 全天然安全洗衣液全天然安全洗衣液全天然安全洗衣液全天然安全洗衣液(薰衣草薰衣草薰衣草薰衣草/尤加利葉尤加利葉尤加利葉尤加利葉) 

 

 

 

此產品由澳洲趣樂嶄新呈獻，全天然清潔配方(薰衣草/尤加利葉)，含天然殺菌功能，有效徹

底潔淨衣物；不留任何殘餘化學物質，不刺激及傷害皮膚，安全可靠；榮獲「不含有毒原料澳

洲認證」，高度保障；絕不含高致敏原料、磷酸鹽(Phosphate)及沸石(Zeolite)，無懼 BB 咬公

仔玩具或接觸衣物；濃縮 1L 配方，更省錢更方便；嬰兒及成人衣物均適用；共 2 款可供選擇，

薰衣草味或尤加利葉味。 

 

 

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場內優惠：：：： 

凡購買凡購買凡購買凡購買任何趣樂產品任何趣樂產品任何趣樂產品任何趣樂產品，，，，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即可以優惠價換購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24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248) 

 

 

 

 

 

 

 

 

 

 



 

22. 美國紐約美國紐約美國紐約美國紐約 My Natural™™™™ 

W04 Kiddiwalk 

23. 有機環保餐具組合有機環保餐具組合有機環保餐具組合有機環保餐具組合- 動物造型動物造型動物造型動物造型 

 

  

 
 

My Natural™是美國紐約 Greenpoint Brands 公司旗下的嬰幼兒玩具用品品牌，Greenpoint 

Brands 是由兩對家中有嬰幼兒的父母所創立，創辦人 Serah 及 Petrie 他們切身體驗完全瞭解

爸媽跟寶貝的需求，因此致力於提供心愛寶貝更可愛、更安全、更健康的嬰幼產品。 

 

在疼愛自己寶貝之餘，更認為為寶貝留下美好健康的環境也是不可推卸的責任，所有產品的設

計製程均以愛護環境做為使命，並承諾提供合乎環保的玩具產品。  

 

My Natural™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誕生，設計靈感源自大自然，從明亮的色彩元素，動物及娃

娃主角的造型構圖，都與自然相關，提供寶貝及父母親近自然元素，而且 100%安全健康的玩

具用品，在爸媽的引領教育下，讓寶貝有機會從小了解愛護環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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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8) 

 

 

 

 

 



 

23. herbes+ 
Y06 Architectural Project Unit Limited 

24. 紫草羊乳藥草皂紫草羊乳藥草皂紫草羊乳藥草皂紫草羊乳藥草皂 

 

 

 

 

herbes+ 的所有成份都是 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其低敏清潔功效、純淨度，以及製造過程

中的每一步驟都安全可靠。 

 

所有產品均不含酒精、人造香料、精油，所以它們都是無味的，適合任何人士使用。即使未滿

月寶寶以及擁有敏感膚質的成年人都可使用，尤其身懷六甲的準媽媽，皮膚比從前起更大變

化，更加需要特別照顧。 

 

藥草皂內的紫草根有收歛、修復、滋潤作用，能舒緩蚊蟲釘咬後不適及治療濕疹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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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件件件件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