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Eugenebaby 

1. 法國 Bebe Confort 2合 1嬰兒學行車 

 

 

 

搖椅和學行車在寶寶的成長生活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搖椅除了讓寶寶安坐小憩外，輕柔的搖

晃更有安撫的作用，讓寶寶能更放鬆地休息，給予最舒適的呵護。學行車是爸媽們讓寶寶「自由」

學會走路的工具，當寶寶有足夠的能力支撐及坐起、挺直腰椎和扶着物品走路時，便可以開始讓

他們使用學步車學習走路。學行車不但能讓寶寶在移動時保持身體直立，而且能增加行動的能

力。另外，由於寶寶對四周都感到好奇，他們可以在學行的過程中探索身邊的環境，並學習用不

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從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法國 Bebe Confort 的 2合 1 嬰兒學行車集搖椅

與學行車功能於一身，學行車設有 3個高度調校，完善地滿足寶寶在不同成長中的需要，帶給寶

寶歡樂的學行時光。 

 

法國 Bebe Confort成立於 1936年，是歐洲歷史悠久的嬰幼兒品牌之一。品牌透過不斷研發新產

品，幫助爸媽們在日常照顧寶寶的生活。產品的高質量獲得了國際的聲譽，連續第三年成為大部

份媽媽首選的品牌。 

 

產品特點： 

 2合 1功能：能作學行車或搖椅 

 環繞式寬座椅，可拆卸，便於清潔 

 3個位置高度調校整 

 拆卸式學習玩具托盤 

 可摺疊，方便存儲 

 座椅套可拆卸清洗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379  (原價$759)  

 

「博覽半價大割引」 



 

A01 Eugenebaby 

2. 以色列 Taf Toys 初生嬰兒音樂遊玩地墊 

 

 

 

專為初生嬰兒而設計的地墊中間採用了加厚墊，兩側可扣起來形成欄柵，能避免寶寶翻身時離開

了地墊，為寶寶提供額外的保護，造就一個更安全及舒適的遊玩空間。寶寶可盡情地在墊上自由

遊玩，透過爬行來訓練其手腳小肌肉能力。兩側豐富的圖案分別使用黑白和彩色，兩種對比顏色，

能刺激寶寶的視覺發展。此外，地墊更設有三款可拆除的可愛吊飾玩偶及音樂球，能培養寶寶不

同的感官和情緒發展，如色彩繽紛的玩偶能刺激寶寶的想像力、音樂球能刺激聽覺及感官的發

展，同時滿足寶寶快樂和成長需要。 

 

以色列 Taf Toys成立於 1991年，是知名的嬰幼兒玩具品牌，堅持以「設計、品質、音樂、兒童

發展」為產品概念，產品種類廣泛，提供適合不同寶寶年齡的玩具及用品。品牌致力設計具挑戰、

趣味性及啟發想像力的玩具，產品皆符合各項安全標準，安全可靠，深受不少寶寶及爸媽歡迎。 

 

產品特點： 

 豐富色彩的圖案可刺激視覺 

 培養不同的感官發展，激發視覺、聽覺和觸覺 

 發展情感、肌肉活動技能，加強認知能力 

 增加父母與寶寶的互動 

 初生或以上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99  (原價$619) 



 

A01 Eugenebaby 

3. 瑞士 Ardo 單泵電動吸奶器 

 

 
 

母乳是母親為寶寶度身訂造的食物，不但提供充足的營養及免疫物質，更能夠促進寶寶的成長及

發展。而且，許多研究證實，母乳能減低寶寶患敏感症的風險、減少患上腸胃炎、肺炎、濕疹等

疾病。 

 

瑞士 Ardo 的單泵電動吸奶器擁有 3 大特點，包括：個人化、超靜音及真空密封技術。媽媽可根

據個人需要分別調節吸力和速度，8種速度與 8種吸力，共 64種不同的選項，配合媽媽哺乳期不

同的需要，給媽媽作出最貼身的選擇；吸奶器能夠為媽媽提供超靜音的體驗，降低媽媽吸乳時的

尷尬感；獨有真空密封技術，母乳可直接流入奶瓶，確保母乳不會受第三方污染，符合最高標準

的衛生要求。即使沒有電源插座，亦可以電池(6粒 AA電池)操作，方便外出時準備母乳給寶寶，

絕對是各位媽媽的好幫手。 

 

瑞士 Ardo 具有 22 年歷史，品牌的質量管理通過歐洲標準 EN.13485:2003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的

認證，全部業務均受到嚴格的質量管理條例監督。 

 

產品特點： 

 8種速度與 8種吸力，媽媽能按個人需要作出調校 

 超靜音設計，為媽媽提供安靜舒適的環境 

 真空密封，避免吸奶器及母乳受污染 

 可搭配按摩軟罩及多種不同尺寸的乳罩杯 

 通過歐洲標準 EN 60601 醫療器材的認證 

 瑞士設計及製造，品質保證 

 不含 BPA 

 獲得多個獎項﹕Mumsnet.com Best Award, Gentle Parenting Silver Winner, Prima Baby & 

Pregnancy Silver Award 及 Bizzie Baby Gold Award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999  (原價$2,050) 

 



 

A01 Eugenebaby 

4. 以色列 Taf Toys 可夾式嬰兒布圖書 

 

 
 

可夾式嬰兒布圖書除了可作小床圍保護寶寶頭部外，亦可作不同階段的學習玩具使用，隨時隨地

於室內或室外學習。 

 

12個不同設計的可愛圖案，能促進寶寶不同階段的腦部、視覺及觸覺發展。黑白色的布書適合初

生至 3個月時使用，透過對比強烈的顏色和圖案，能吸引寶寶的視線，開發寶寶的視覺和情緒智

商；而安全鏡子可加強寶寶的認知能力。另一面彩色的布圖書適合 3個月或以上使用，色彩豐富

的插圖和各種不同質感的布料，透過抓取和觸碰，培養不同的感官和訓練肌肉活動技能；而且觸

碰不同圖案的動物時會發出不同聲音，刺激寶寶視覺、聽覺和觸覺等感官發展。 

 

以色列 Taf Toys成立於 1991年，是知名的嬰幼兒玩具品牌，堅持以「設計、品質、音樂、兒童

發展」為產品概念，產品種類廣泛，提供適合不同寶寶年齡的玩具及用品。品牌致力設計具挑戰、

趣味性及啟發想像力的玩具，產品皆符合各項安全標準，安全可靠，深受不少寶寶及爸媽歡迎。 

 

產品特點： 
 雙面設計，實用而富有學習性 

 能讓寶寶認知不同的顏色及動物 

 培養不同的感官發展和情緒智商 

 加強認知能力和訓練肌肉活動技能 

 附有 2個活動夾，可固定於手推車、嬰兒床上 

 初生或以上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4  (原價$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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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班牙 Cambrass 嬰兒背部承托記憶墊 

 

 

 
寶寶的休息對他們的健康和成長相當重要，而寶寶較成年人需要更多睡眠時間，當然要為他們提

供最好的保護。西班牙 Cambrass背部承托記憶墊適用於嬰兒床、嬰兒車和嬰兒搖籃，採用 Visco 

3D 面料製造，100%透氣，確保寶寶的舒適度，讓寶寶睡得更好。背墊具有記憶效能配合寶寶的

頭部和身體形狀，可減低壓力及降低頭顱變形的機會，能有效減低扁頭症的風險。背墊配備可拆

式防側枕，能夠有效防止寶寶翻滾後趴在床上而引致窒息。 

 

西班牙 Cambrass於 1984年成立，產品照顧到媽媽在懷孕期間至寶寶出生後的需要，從哺乳枕到

寶寶服飾及保暖用品，提供一站式優質的布類產品。 

 

產品特點： 

 西班牙製造 

 100%純棉製造，能經常清洗 

 初生或以上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24  (原價$449) 



 

A01 Eugenebaby 

6. 英國 Jackson Reece 沐浴保濕套裝 

 

 
 

套裝包括： 

 天然洗頭水 200 ml  

 天然保濕乳液 200ml 

 天然沐浴露 200ml 

 

冬季的天氣乾燥，不僅成人需要保濕，護理寶寶皮膚也同樣重要，加上寶寶肌膚較成人幼嫩，更

加需要悉心細緻地護理。作為爸媽，必定想選購一些天然且不含敏感成份的護理用品給寶寶，英

國 Jackson Reece天然沐浴保濕系列包括天然洗頭水、天然保濕乳液及天然沐浴露，從頭到腳、由

清潔到保濕，貼身地護理寶寶，絕對是呵護寶寶嬌嫩肌膚的好拍檔。 

 

英國 Jackson Reece始於 2003年，致力開發多種能夠保護和紓緩寶寶嬌嫩肌膚的產品，包括清潔

用品、保濕用品及濕紙巾。產品採用認證的有機蘆薈和依蘭依蘭天然草藥配方製造，能真正有效

紓緩濕疹和敏感性皮膚。而且在歐洲屢獲殊榮，是信心的保證。 

 

產品特點：  

 特別為兒童設計 

 適合濕疹和敏感性的皮膚 

 絕無酒精、化學成份及添加劑 

 100%無味，絕無香味添加配方 

 99%的成份源於蔬菜或植物提煉而成 

 pH值平衡 

 英國製造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23  (原價$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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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 Munchkin洗澡玩具套裝 (9m+) 

 

 

 

套裝包括： 

 快樂上學魚沐浴玩具 

 農莊動物沐浴玩具(8件裝) 

 浴室字母數字貼貼樂 

 

讓小朋友樂於洗澡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美國 Munchkin設計了數款沐浴玩具，讓小朋友

能沐浴於玩樂之中。第一款是「快樂上學魚」沐浴玩具，包括 3隻會噴水的小魚和浮船，寶寶可

作角色扮演，啟發想像空間。第二款是「農莊動物」沐浴玩具，8 種動物包括雞、羊、牛、豬、

馬、貓頭鷹、鴨子和青蛙，可幫助寶寶提升手指靈巧度，同時識別動物的名字。第三款是「浴室

字母數字貼貼樂」，共有 36 塊英文及數字組合，濕水後可貼於牆壁上。在洗澡的過程中，爸媽

可於洗澡中跟寶寶進行親子互動，加強親子溝通。 

 

廣為人知的美國Munchkin，在美國已取得超過 30 個業界獎項及超過 50 個專利，深受育兒顧問、

醫療專業人士及家長的推崇。品牌致力於設計富創造性的產品，來滿足現代父母的需求，讓他們

育兒和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和輕鬆，繼而成為一種享受。品牌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嬰幼兒餵食、沐

浴、清潔、安全用品及玩具等。 

 

產品特點： 

 訓練想像力、肌肉運動 

 學習數字、動物的名字和聲音，讓寶寶於玩樂及沐浴之中，增加對學習的興趣 

 能加強親子互動、溝通 

 快樂上學魚沐浴玩具：9個月或以上寶寶適用 

 農莊動物沐浴玩具：12個月或以上寶寶適用 

 浴室字母數字貼貼樂：36個月或以上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68  (原價$337) 



 

A01 Eugenebaby 

8. 西班牙 Suavinex初生奶瓶套裝 

 

 
 

套裝包括： 

 復古 PP奶瓶 150ml+拇指形矽膠奶嘴 (2件) 

 復古 PP奶瓶 270ml+拇指形矽膠奶嘴 (2件) 

 

要選擇一份禮物送給朋友的寶寶，除了送尿片或奶粉外，奶瓶及奶嘴必定是心水之選。西班牙

Suavinex 的初生嬰兒奶瓶奶嘴禮盒裝，不但包裝精緻，內附適合初生寶寶用的安撫奶嘴以及奶瓶

150ml及 270ml各 2件。奶瓶附有的奶嘴採用轉速嘴，只需把三種流量符號分別指向上方，便可

調校大、中、小流量，滿足不同寶寶不同吸吮能力的需要，十分方便。防脹氣設計更能有效降低

空氣進入奶瓶，從而改善寶寶打嗝、吐奶或脹氣等問題。另外，拇指形矽膠玩嘴底部設有通氣設

計，有效防止寶寶因唾液侷促在兩頰而出現敏感的情況。產品均不含雙酚 A，無毒安全，亦無添

加任何化學除味劑，是經西班牙兒科協會品質保證的商品。 

 

來自西班牙的 Suavinex是世界著名嬰幼兒餵食用品品牌，擁有超過 30年的經驗。所有產品均以

寶寶的感受為前提，特別注重安全及舒適，能夠充分滿足寶寶不同的需要。品牌亦致力設計出多

種不同的圖案及款式的產品，是餵食用品中的藝術品。所有產品均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測試，達到

最高的認證 ISO 9001/9002。 

 

產品特點： 

 轉速嘴，能調校大、中、小流量 

 寬口設計更易清潔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更容易抓握 

 不含 BPA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88  (原價$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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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瑞士 Ardo 儲奶套裝 

 

 

套裝包括： 

 儲奶奶瓶 

 儲奶冰袋 

 儲奶冰種 (3件) 

 

要照顧寶寶同樣亦要兼顧工作，來自瑞士 Ardo 的儲奶產品，便能同時照顧媽媽的需要。儲奶奶

瓶可直接駁上 Ardo 單泵電動吸奶器一併使用，直接將母乳泵進奶瓶，有助避免在轉換盛載器皿

的過程中受到污染。奶瓶的防漏蓋設計，爸媽不用擔心母乳漏出造成浪費；防漏蓋亦可轉換為標

準型奶嘴，讓寶寶直接餵食，十分方便。由於加熱母乳時需要同時輕輕搖勻，奶瓶獨特的錐形設

計，能夠均勻地搖勻冷藏過的母乳。奶瓶不含 BPA，爸媽可放心讓寶寶使用。配合儲奶冰袋及冰

種能隨時儲存母乳，有效保持冷凍達 24小時，適合事業型或需經常外出的媽媽。 

 

瑞士 Ardo 具有 22 年歷史，品牌的質量管理通過了歐洲標準 EN.13485:2003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

的認證，全部業務均受到嚴格的質量管理條例監督。 

 

產品特點： 

 可與 Ardo單泵電動吸奶器一併使用 

 奶瓶防漏蓋設計 

 不含 BPA 

 奶瓶獨特錐形設計，能均勻搖勻冷藏過的母乳 

 冰袋及冰種有效保持冷凍達 24小時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94  (原價$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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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瑞士 Oops 時鐘積木玩具 

 

 

 

積木不僅好玩，它對寶寶的身心發育更有全方位的好處。寶寶把積木拿起、放下、搭建的時候，

能夠訓練大小肌肉的運動技能，例如手指和腕關節，還能促進手眼協調能力。此外，寶寶可以隨

心所欲地設計及建設積木的形狀，從玩樂的過程中，能激發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自然地鍛煉

了創造力。爸媽亦可陪同孩子一起玩積木，教育寶寶把積木按照顏色、形狀來分類，亦可以推疊

一個形體讓寶寶跟著做，訓練他們的觀察力及模仿力，並逐步增加難度。 

 

瑞士品牌 Oops 深明產品安全是對寶寶最貼心的保護，故由選擇原材料到整個生產過程中，都有

很高的標準，並獲得世界各國的產品認證，確保產品適合嬰幼兒使用。品牌產品分別有背包、玩

具及餐具系列，滿足寶寶不同的需要。 

 

產品特點： 

 內附積木玩具 30件 

 積木盒的正面設有時鐘，能教導寶寶看時鐘 

 促進大小肌肉的運動技能、手眼協調能力 

 能鍛煉創造力、想像力、觀察力及模仿力 

 18個月或以上寶寶適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174  (原價$349) 

 



 

C07-08 Seeds Children’s Bookstore 

11. Spelling Machine: Make Spelling Fun! 

 

 

 
神奇《拼字小轉盤》！除了令串字變得有趣，更集「找找看」、「數一數」於一身！讓小朋友主動

打開書本學英文！ 
 
內容共有 6個主題，配合豐富的情景圖，小轉盤能夠串出 30個英文日常生字。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9  (原價$138.8)  

 

 



 

D13-14 Shopa Baby 

12. 英國 Blade and Rose 嬰兒彈力褲及服飾系列 

 

 

 

Blade and Rose是一個英國嬰兒服飾品牌，品牌名非常有意思是設計師一對子女的名了。 

 

品牌最受歡迎的嬰兒彈力褲。彈力好舒服又保暖，顏色圖案可愛又易襯。品牌在外國及亞洲已得

到不少媽媽熱愛和推介，今年聖誕系列也被美國電視傳媒選為 2017年 Top 5 Gifts，一個非常高品

質的品牌而價錢也非常大眾化。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5  (原價$149) 

(需憑博覽優惠券，每人只限 1條)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3. Dr Brown’s 幼兒牙膏及軟毛牙刷套裝 

 

 

 

3歲以下幼兒適用 

 

美國製造幼兒天然果味牙膏 

 不含氟化物，可吞嚥安全配方 
 不含人造香料、色素或防腐劑 

 

小象造型安全牙刷 

 安全保護牙齒及口腔 

 柔軟彈性刷柄，呵護幼嫩牙肉 

 平放時刷頭不會觸碰桌面，確保衛生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59  (原價$119) 

(限量 30套) 



 

E01-06, 17-20 Bliss &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4. Lamaze Soft Book - Unicorn Discovery 

 

 

 

布玩具書 - 探索獨角獸的冒險故事！  

 

豐富彩頁帶來驚喜，附多種紋理、明亮圖案，按著發出聲響，拖動絲帶，刺激孩子的感官發展！

書上附扣子可掛在嬰兒車上，隨身攜帶。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9.9  (原價$139.9) 

(限量 30本) 



 

E07-09 MAN KAN INT'L LTD. 

15. Mirabell Playmat韓國嬰兒地墊及圍欄式地墊 

 

 

 

 獲國家認證取得 KC証書 

 已通過無毒理測試（無味無毒無金屬）安全可靠 

 多功能地墊,可摺疊收藏容易 

 使用 PU面料，有防水功能，不易藏有麈垢垃圾，清潔打理十分方便 

 多種顏色及 Lego造型選擇，配合不同家居造型，色彩鮮豔奪目，激發 BB無限的創造力 

 8個尺寸配合不同家庭需要 

 地墊內層由 8層 PE泡棉墊組成，有效地減少噪音，避免噪音傳送至地板，強力避震功能，

可減低 BB受傷撞倒機會 

 顏色：Vivid、Pastel、Macaron、Lego AR系列 

 最新色系：Pink cream、Blue cream、Grey cream 

 最新圍欄式地墊，全香港獨有 60cm高度 Bumpermat圍牆式地墊，令媽媽更放心讓寶寶在其

中玩樂！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40-$1,940，包送貨上門  (原價$1,280-$3,880) 



 

F11-12 J&J Real Care Enterprise Ltd 

16. 韓國 BabyO天然菜蔬 + 果蓉纖維營養飲料 

 

   

   
 

 無添加，營養豐富的天然飲料 (六種味道：蘋果+胡蘿蔔、葡萄+紫椰菜、金奇異果+卷芯菜、

柑橘子+甜南瓜、檸檬+蕃茄、車厘子+羽衣甘藍) 

 增強免疫力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 買 5送 5  (原價$13/包) 



 

G10-11 b&h (Swiss) Limited 

17. b&h奶瓶消毒及烘乾機連玻璃奶瓶套裝 

 

 

 

奶瓶消毒及烘乾機：2合 1功能高溫殺菌消毒只需約 12分鐘及自然吹風烘乾，容量特大最多能容

納 8個奶瓶及其附件。 

 

寬口玻璃奶瓶：由法國進口，選用醫療級別的玻璃，有效保存食物營養。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735  (原價$1,471) 

 

 



 

H10 Celki Medical Company 

18. Mini-Electric  

 

 
 

Medela迷你型電動單泵乾濕電兩用，易於組裝和清潔，非常方便，多年來深受媽媽愛戴。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49  (原價$1,299)  

 

 



 

K05-06, 17-18 Scott Collections Ltd. 

19. 2合 1沐浴/洗髮啫喱 (200ml) 

 

 
 

2合 1配方，免過水，一個步驟同時潔淨頭皮、頭髮及身體，省時方便，滋潤鎖水防乾燥，更帶

柔和清香。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38  (原價$80) 

 



 

K05-06, 17-18 Scott Collections Ltd. 

20. 抗敏換片護膚膏 

 

 

 

Biolane皇牌產品抗敏換片護膚膏，錫住靚 pat pat！蘊含氧化鋅，有效預防及舒緩尿布疹引致的過

敏不適，形成保護屏障，阻隔刺激物如尿液、糞便，及防止尿片摩擦而產生的敏感，輕薄易推，

潤而不膩！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5  (原價$60) 



 

K07-08 Baby Outlet 

21. Re-Play Plates Set 

 

 

 
Re-play Plates套餐，每 Set 3件 
 
Made from recycle milk Jugs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52  (原價$105) 

 



 

K11-12 SYNERGY DISTRIBUTION LTD 

22. Ella’s Kitchen有機芒果乳酪希臘風格 

 

 
 

Ella’s Kitchen有機乳酪希臘風格一直深受孩子喜愛，今次推廣有機芒果乳酪優惠，藉此機會讓孩

子嘗試和發現芒果的美味。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0/2包   (原價$22.9/包) 



 

K15 Aqua Play Company Limited 

23. 三藩市天然礦物海鹽 

 

 
 

海鹽含有純天然礦物質，浸浴時可幫助減輕肌肉酸痛及舒緩疲勞，有助皮膚排毒和能促進血液循

環。有效提升睡眠質素及舒緩壓力。適合大人及 BB用！Baby Spa獨家發售。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5   (原價$50) 



 

L09-10 Chance For Kids 

24. Ggumbi豆豆懶人沙發 – 兔仔/猴子 

 

 

 

100%韓國製造-可愛動物造型懶人沙發可依姿勢隨時變換，超討喜外型，可坐、可躺、可臥也可

玩耍，是寶貝的專屬沙發！ 

 

無有害物質，回彈力佳！支撐效果佳，隨身體曲線定型，微細纖維材質，柔軟、透氣性佳！可保

持舒適透氣不悶熱，提供寶貝最佳舒適感！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600  (原價$1,200) 



 

M09-10 Medwell (Asia) Company Limited 

25. FORA TM10穿載式電子測溫計 

 

 
 

 可 24小時無線監測寶寶的體溫變化 

 可在 5秒內即時更新或監控體溫變化 

 可設定發燒及低溫警示 

 可透過藍牙傳輸測量結果至智能手機或電腦 

 幦帯通過安全檢測 

 電池可連續測量 150小時 

 一年保用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299  (原價$630) 

 



 

P05 Hong Song Limited 

26. paxbaby濕疹 4寶套裝 

 

 
 

套裝產品包括： 

 paxbaby「泡泡洗髮沐浴露／300ml」1支 
 paxbaby「潤膚乳霜（家庭裝）／150g」1支 
 paxbaby「無香料天然熟成 BB潔面皂 ／100g」1件 
 paxbaby「潤膚 BB油 ／40ml」1支 
 
隨套裝免費贈送： 
 paxbaby 「潤膚乳霜(輕便裝)／50g)1支 
 paxbaby「泡泡洗髮沐浴露 補充裝／300ml」1袋 
 
以食用級別的天然植物油脂為成份的 paxbaby濕疹 4寶套裝。絕不含藥性、石油添加物、防腐劑、

香料、人工色素。溫和純淨，能保持寶寶柔嫩肌膚清潔滋潤，同時鎖水。特別天氣乾燥時，4 寶

一起使用，更可舒緩 BB濕疹泛紅痕癢。 

 

 

博覽優惠： 

博覽優惠價$337  (原價$674) 

(每日限量 5套) 

 

 

*以上圖片只提參考，所有價格以現場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