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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珊諾】攤位編號022

消費滿 999元
贈 珊諾baby洗髮沐浴露
100ml乙瓶
每日限量30

【YODEE優迪】攤位編號111

消費滿 1,500元
贈 L'Ange 棉之境 
抽取式純棉護理巾100抽
每日限量1000

【慕之恬廊】攤位編號208

消費滿 1,750元
贈 慕之幼高效滋養皂100g
+慕之幼爽身潤膚乳50ml
每日限量25

【BENNY】攤位編號245

消費滿 3,000元
贈 有機棉外套
每日限量5

【永新瓦】攤位編號240

消費滿 3,000元
贈 Aykasa土耳其折疊收納箱
每日限量10

【todbi】攤位編號201

消費滿 5,000元
贈 ilody六層水洗方巾x3入
每日限量20

【Munchkin】攤位編號026

消費滿 5,000元
贈 企鵝造型洗澡吹泡泡機

【茉娜姿】攤位編號315

消費滿  5,000元
贈 草本柔順洗髮露(乾燥/
受損髮)250ml+璀璨光采活煥
臉部去角質霜80ml+不織布
提袋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消費滿 6,000元
贈 寶寶的第一套餐具組
每日限量25

【GNC】攤位編號106

消費滿 6,000元
贈 優鎂鈣30入

【米諾娃】攤位編號339

消費滿 2,000元
贈 精梳棉方巾乙條
每日限量30

【易家滴雞精】攤位編號410

消費滿 10,000元
贈 新生兒KT/蛋黃哥禮盒
每日限量20

【農純鄉】攤位編號248

消費滿 1,000元
贈 農純鄉環保小鄉袋

【施巴】攤位編號021

消費滿 5,000元
贈 水池組

【chicco】攤位編號016

消費滿 20,000元
贈 360度旋轉訓練車

【艾瑪蘿芙孕產保養專門店】

攤位編號320

消費滿 10,000元
贈 美國寶寶費雪餐椅
每日限量30

每日限量

單櫃單筆滿額贈
以下商品需至指定攤位單筆消費滿額，及可於該攤位兌換滿額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解釋之權利

【NUK】攤位編號020 

嬰兒衣物去漬劑500mL
特價 300

【PUKU】攤位編號048 

PPSU黃金奶瓶全系列
特價 398

【Dr. Lin達特林】攤位編號312 

乾淨洗手露
特價 169

【珊諾】攤位編號022 

孕媽咪私密護潔液200ml
特價 420

【Fisher-Prise】攤位編號201 

費雪大象防撞角
特價 99

【mamaway媽媽餵】攤位編號220 

3D立體智慧調溫
推車墊2件組 
特價 990

【艾唯倪】攤位編號314 

大米餅大麥苗x2包
特價 180

【奇妮】攤位編號136 

哺乳睡衣/月子家居服
特價 990

【Cuz】攤位編號322 

天然有機綿紗布巾115cm
特價 790

【GNC】攤位編號106 

維生素C500食品錠100錠
特價 345

【施巴】攤位編號021 

5.5嬰兒護唇膏
特價 200

【mamas&papas】攤位編號324 

PUR 拋棄式
防溢乳襯墊x48入
特價 240

【chicco】攤位編號016 

寶貝嬰兒洗髮
/沐浴露200ml
特價 280

【永新瓦】攤位編號240 

OYOY 竹纖維湯匙組
特價 145

【慕之恬廊】攤位編號208 

乾燥/異膚臉部必備加強
保濕面霜
特價 490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美型絕色哺乳內衣
特價 990

好友分享日買一送一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解釋之權利

以上商品需憑媽媽/寶寶手冊方可享銅板優惠，每人限購乙件，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佛系好物         起直衝銅板價

【美貝奇】攤位編號308 

七星級紙尿褲試用包
原價 30 特價 10
每日限量100

【慕之恬廊】攤位編號208 

VBC護膚膏10ml
原價 85 特價 35
每日限量135

【sanosan珊諾】攤位編號022 

珊諾baby敏肌
修護乳液 50ml
原價 120 特價 49
每日限量100

【伊比ㄚㄚ】攤位編號141 

台灣製紗布手套
原價 60 特價 29
每日限量20

【My+DNA熊本部】攤位編號300 

純棉圍兜
原價 150 特價 49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拋棄式奶粉袋
原價 85 特價 50
每日限量25

【GMP BABY】攤位編號042 

理必佳AP
+滋潤沐浴乳100ml 
原價 300 特價50
每日限量20

【柔仕】攤位編號038 

乾濕兩用嬰兒
紗布毛巾套組
原價 130 特價 50
每日限量100

【米諾娃】攤位編號339 

紗布口罩
原價 80 特價 59
每日限量30

【艾唯倪】攤位編號314 

梨子桔梗汁
原價 85 特價 66

【NUK】攤位編號020 

嬰兒乾濕兩用紙巾80抽
原價 115 特價 85
每日限量25

【GNC】攤位編號110 

蔬果酵素精華5入
原價 150 特價 89
每日限量25

【kidsme】攤位編號201 

嬰兒口腔護理牙刷套裝組
原價 190 特價 99
每日限量20

【Munchkin】攤位編號026 

新鮮食物咬咬訓練器
原價 150 特價 99

【Chicco】攤位編號016 

寶貝嬰兒甜蜜蜜旅行組
原價 250 特價 99

【奇妮孕哺】攤位編號136 

孕哺兩用休閒服
原價 1,295 特價 99

10元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解釋之權利

於每日特定時間至指定攤位憑媽媽/寶寶手冊即可享快閃優惠，每人限購乙份，售完為止！

速pay！瘋搶0.5h限時秒殺
【永新瓦】攤位編號240 

OYOY 圓形矽膠餐墊
原價 680 特價 340
  上午場 限量5份

【GNC】攤位編號106 

婦寶樂綜合維他命 
原價 1,390 特價 900
  下午場

【優菌潔】攤位編號206 

益生菌奶瓶蔬果餐具
洗潔液500ml
原價 129 特價 30
  上午場 限量30份

【sanosan珊諾】攤位編號022 

珊諾baby防曬水潤乳霜
SPF50+75ml
原價 580 特價 450
加碼送 珊諾baby洗沐保養100ml限量
禮盒

  每場次 限量30份

【LASSIG】攤位編號024 

水洗四層紗多功能毯
(粉紅小鹿)
原價 2,580 特價 1,290
  每場次 限量5份

【慕之恬廊】攤位編號208 

乾燥/異膚保養組
(舒恬良柔舒霜清爽型
200ml+滋養型200ml)
原價 2,170 特價 1,210
加碼送 柔舒面霜40ml

  每場次 限量15份

【悠遊寶】攤位編號005 

MIT 新生兒安全指甲剪
原價 250 特價 80
  每場次 限量15份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MOTION S 潮。輕旅
單雙人嬰兒推車
原價 8,000 特價 4,800
  上午場 限量10份

【BENNY】攤位編號245 

有機棉加長肚衣
原價 390 特價 150
   上午場 限量5件

【Oral Fresh歐樂芬】攤位編號419 

天然安心兒
童牙膏25gx3支
原價 259 特價 99
  每場次 限量100份

【JustGreen】攤位編號111 

六層澎澎紗純棉紗布
小方巾x1入
原價 120 特價 50
  每場次 限量30份

【施巴】攤位編號021 

嬰兒洗護組
原價 250 特價 99
  每場次 限量30份

【京越莊】攤位編號205 

燕窩美妍膠原胜肽
原價 1,800 特價 540
  每場次 限量5份

【易家滴雞精】攤位編號410 

米奇/米妮套組
原價 250 特價 60
  每場次 限量40份

【8more】攤位編號037 

白木耳飲隨手杯
原價 120 特價 60
  每場次 限量50份

【Chicco】攤位編號016 

原生脂嬰兒洗髮
沐浴露50ml
原價 150 特價 39
  每場次

上午10:00-10:30 vs 下午16:00-16:30



原價 25,000

特價 24,000

【赫本】
攤位編號

健康精品塑身衣
241

原價 1,880

任選三款 990

【奇妮】
攤位編號

哺乳內衣
136

原價 2,580

特價 1,980

【cani】
攤位編號

二代多功能哺乳月亮枕 
012

原價 2,290

特價 1,950

【Dreamgenii】
攤位編號

多功能孕婦枕
111

原價 4,408

特價 3,526

【Pacapod】
攤位編號

多功能分類時尚媽媽包Lewis
(包包主體x1+哺乳包x1+換洗包x1+萬用
掛勾2入x1+限量地球奶嘴收納包x1)

128

原價 10,400

特價 3,990

【chicco】

攤位編號

天然母感電動+手動吸乳器特惠組
(電動吸乳器+手動吸乳器
+2倍防脹PP奶瓶150ml+儲乳瓶
+乳膠安撫奶嘴)

016

原價 5,340

特價 3,750

【六甲村】

攤位編號

好孕三階段必備組
(托腹帶+哺乳枕+束腹帶)

116

原價 760

特價 380

【OralFresh歐樂芬】

攤位編號

天然口腔保健液-
孕期專用300mlx2

419

原價 1,199

特價 949

【mamaway媽媽餵】

攤位編號

待產包組合
(高腰款一次性衛生內褲x2包
+嬰兒超柔乾濕兩用巾x80張
+衛生護理產褥墊x5入
+3倍瞬吸鎖水防溢乳墊x2包
+Mamaway環保購物袋x1)

220

149

335 420

022

原價 6,119

特價 3,580

【新貝樂】
攤位編號

C1雙邊電動吸乳器
新手進階組 

028

原價 1,428

特價 799

【PUKU】
攤位編號

幸福媽咪待產包
(看護墊3入x2組
+母乳儲存袋120ml x2盒
+乾濕兩用紙巾80抽x2盒
+高吸量產墊20片x1組
+孕婦免洗褲5入x2組)

048

【美孕佳】

攤位編號

金賞益菌卵磷脂144包
原價5,320

特價2,880
血紅素10粒x2盒

【惠氏S-26】

攤位編號

惠氏媽咪DHA藻油膠囊
原價1,880

特價1,780

042
【Haakaa】
攤位編號

小花集乳器
(第三代250ml)

特價762

【珊諾】

攤位編號

S孕女神多肽
緊緻撫紋霜
原價1,380

特價1,104

【媽咪莉娜Maternea】
攤位編號

原價1,400

特價1,120









夯品搶鮮報夯品搶鮮報

寵兒寵兒

好．貨．點．點．名

【e.x.p japon】攤位編號128

Lovable兔子造型嬰兒背包
/兒童背包
原價1,555  特價1,340

【小獅王辛巴】攤位編號141 

蘿蔓晶鑽玻璃奶瓶
大支270ML
原價 295  特價 177

【Shnuggle】攤位編號 

月亮澡盆+專用架
原價 4,060

特價 2,850

【cani】攤位編號032 

小牛棒型手搖鈴
+小牛口水巾
原價 1,410  特價 980

【Leander】攤位編號240

二代成長型餐椅
(成長型餐椅+二代護欄+餐盤+座墊)
原價 20,940  特價 13,999

【BIBS】攤位編號028 

COLOR奶嘴 
原價 250  特價 199

【hegen】攤位編號130 

金色奇蹟PPSU
多功能方圓型寬口奶瓶 
240ml(雙瓶組) 
原價 1,980  特價 1,680

【奇哥】攤位編號028 

蒸氣烘乾消毒鍋
原價 3,800  特價 2,480

【Combi】攤位編號034 

bedi 頂級電動餐搖椅 
原價 25,800

特價 18,900

【nookums】攤位編號111

造型安撫玩偶
(迪士尼限定款)

原價 780 

特價 690

【Nomi】攤位編號028

多階段成長學習椅  
原價 16,000

【pixsee】攤位編號024

拍寶兒智慧寶寶攝影機 
原價9,900  特價8,800
加碼送 五合一支架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米諾娃】攤位編號339 

六分鐘奶瓶殺菌器
原價 1,980

特價 999 【Ergopouch】攤位編號030 

二合一舒眠包巾 
原價 1,190  特價 900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全效型負離子紫外線消毒機
原價 5,980  特價 3,380
加碼送 玻璃奶瓶組

【LASSIG】攤位編號024 

寶寶防水袋型圍兜x2入  
原價 560  特價 450

【nuna】攤位編號018

LEAF grow搖搖椅
原價 11,250  特價 8,990
加碼送 LEAF專屬玩具條

【Love to dream】攤位編號132 

STAGE1 -蝶型包巾 
原價 1,200

【COCONORY】攤位編號201 

夢幻蘑菇湯叉組
原價 1,180  特價 899

【GMP Baby】攤位編號042 

3D高含氧透氣止滑遊戲墊
原價 4,280  特價 1,880

【LALABABY】攤位編號013 

DONO&DONO
天然竹纖維涼感巾 
原價 1,180  特價 790

【mamas & papas】攤位編號322 

二合一育成椅v2
-乾燥玫瑰(附玩樂盤)    
原價 3,099 特價 2,390

【BiBADO】攤位編號147

不漏接防水餐兜
原價 790  特價 650

【sillymann】攤位編號128 

鉑金矽膠材質 
副食品保鮮盒(120mlx2入) 
原價 680  特價 621

【Naspa】攤位編號134 

韓國手工製作遊戲木屋(不含遊戲墊)
-標準型  
原價 16,800

【Mother-K】攤位編號044 

多功能學飲吸吸杯300ml
原價 775  特價 372

【Matchstick Monkey】攤位編號111 

咬咬猴牙刷固齒器
原價 550  特價 495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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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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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坑  組
合

推坑  組
合【Chicco】攤位編號016 

舒適哺乳玻璃奶瓶4大2小
+消毒鍋限定組  
原價 4,090  特價 2,090

【六甲村】攤位編號116 

Always Ready 待產包-精緻豪華組合
(高吸量薄型產墊20片x2包+生產免洗褲5入x3包
+加大型產褥墊5片x1包+防溢母乳墊60入
+日本進口清淨棉2片x20包+母乳保鮮袋150mlx20入)
+100%純淨羊毛脂)
原價 3,052

特價 1,699 

【貝恩】攤位編號028

超純水柔濕巾80抽x24包
原價 2,400  特價 1,250

【Olababy】攤位編號111 

嬰幼兒哺育精裝禮盒
(親密乳感寬口矽膠奶瓶120ml
+親密乳感寬口矽膠奶瓶240ml
+小幼苗軟矽膠副食品蒸碗x1
+小幼苗自己吃訓練湯匙(短)x1
+小幼苗媽咪餵餵食湯匙(長)x1)
原價 2,080  特價 1,770

【PUKU】攤位編號048 

防水立體圍兜 
+攜帶型研磨餐盒
+多功能零食杯 
原價 468 

特價 299

【MAMAS&PAPAS】攤位編號322

PUR母乳儲存袋250mlx100入
原價960  特價 480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NUK】攤位編號 020(預購) 

寶寶居家清潔超值組
(奶瓶清潔液950ml+750mlx1
+嬰兒洗衣精1000ml+750mlx2
+濕紙巾80抽x3
+嬰兒乾濕兩用紙巾80抽x1
+嬰兒衣物去漬劑500mlx1)
原價 2,337  特價 1,050(預購)
加碼送 濕紙巾20抽x3包

【悠遊寶】攤位編號005 

MIT 新生兒衣著必備組
(紗布肚衣組×5 件+兩用穿連身兔裝
+寶寶收納衣架x1)
原價 1,930  特價 895

【OralFresh歐樂芬】攤位編號419 

天然安心兒童護齒三件套
(牙膏x60g+漱口水x200ml+護齒噴劑x15ml)
原價 675

特價 499

【亞立布尿布】攤位編號236 

Mama Koala竹纖維環保布尿布6件組
(防水外褲x6件+新生兒尺寸竹纖維尿墊x6條
+條整型竹纖維尿墊x6條)
原價 2,160

特價 1,800

【L'Ange 棉之境】攤位編號111

抽取式純棉護理巾10抽x10入組 
原價 200  特價 190

【e.x.p japon】攤位編號128

Luxurious 360度可旋轉
嬰兒手推車掛勾+被夾組
原價 2,600  特價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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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NA熊本部】攤位編號300 

新手媽咪必備組
(保暖連帽包巾+包屁衣四件組
+純棉洞洞毯M+柔感隔尿墊M

+抗菌紗布手帕x8入)
原價 3,140  特價 1,480

【優菌潔】攤位編號206 

益生菌奶瓶蔬果餐具洗潔液x2 
原價 258  特價 100

【Dr. Lin達特林】攤位編號312 

抗菌噴霧補充罐300mlx2
原價 738  特價 369

【郭老師】攤位編號051 

寶寶米餅x8罐
原價 1,200  特價 1,000

【Munchkin】攤位編號026 

貼心鎖滑蓋防漏杯(360度吸管)207ml
+貼心鎖滑蓋360度吸管杯207ml
-替換吸管
原價 425  特價 299

【農純鄉】攤位編號248 

超鯊綜合海鮮寶寶粥 4入x14盒
原價 4,760  特價 3,500

【GMP BABY】攤位編號042 

理膚寶水 B5全面修復霜全方位修護獨家組
(全面修復霜B5 100ml x2) 
原價 1,700  特價 1,530
加碼送 全面修復霜B5 15ml x3

【柔仕】攤位編號038 

新生兒彌月禮盒
(嬰兒紗布毛巾舒適款160片 x3
+嬰兒紗布毛巾舒適款25片 x2 
+幼兒口腔清潔紗布 x1盒
+乾濕兩用巾矽膠抽取盒 x1)
原價 1,499  特價 1,099

【Dr. Browns 布朗博士】攤位編號044 

防脹氣玻璃寬口兩用奶瓶兩大兩小
+矽膠奶瓶刷
(防脹氣玻璃寬口奶瓶270mlx2
+防脹氣玻璃寬口奶瓶150mlx2
+矽膠奶瓶刷+奶瓶專用奶嘴x2 ) 
原價 2,710  特價 2,199

【grabease】攤位編號111 

美國 嬰幼兒奶嘴匙叉組x2入組
原價 1,050  特價 900

【Sikaer喜可環保尿褲】攤位編號053 

寶寶專用洗衣乳x2瓶組
原價 700  特價 525

【cani】攤位編號012 

二代airwave涼感3D車墊(童話款)
原價 1,180  特價 950



【Bonitabebe】攤位編號013

多功能地墊城堡
(160x90x35)
原價 15,300  特價 11,900

【悠遊寶】攤位編號005 

MIT可水洗乳膠床墊
+乳膠塑頭呼吸枕頭組 
(可水洗乳膠床墊×1
+乳膠塑頭呼吸枕×1
+純棉床單×1+純棉枕套×1
+保護乳膠透氣網布×2+收納袋×2) 
原價 2,960  特價 1,399

【Mamaway 媽媽餵】攤位編號220 

寢具組合
(床墊+三合一枕+安撫被) 
原價 9,540

特價 7,699

【PUKU】攤位編號048 

透氣雲朵枕 
原價 380 

特價 280

【L'Ange 棉之境】攤位編號111

9層純棉紗布浴巾
/蓋毯 70x120cm
原價 880  特價 835

【Aribebe】攤位編號128

 結合枕頭+推車襯墊 3D雙面全身包覆墊 
 (涼感紗薄型款)
 原價 1,560  特價 1,248

【Chicco】攤位編號016 

Next 2 Me Magic
多功能親密安撫嬰兒床邊床 
原價 10,500  特價 6,580

【喬依思嬰童傢俱】攤位編號028 

四合一成長床
原價 9,900

特價 9,500

【Gomamagodesigns】攤位編號128

安全造型床圍
/嬰兒床床圍100%純棉 x38入組
原價 6,080  特價4,999

【柔仕】攤位編號038

 舒眠豆毯(一般款) 
 原價 1,390  特價 999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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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攤位編號012 

Airwave床墊
原價 5,580  特價 4,990

【My+DNA熊本部】攤位編號300 

竹纖維洞洞毯 
原價 1,180  特價 590

【GMP BABY】攤位編號042 

3D立體透氣床用護圈
原價 3,950  特價 1,880

【Stokke】攤位編號128 

Tripp Trapp 成長椅/用餐椅
原價 7,990

【Chicco】攤位編號016 

Baby Hug4合1餐椅嬰兒安撫床Air版
原價 11,500  特價 7,980
加碼送 專用透氣床墊+專用蚊帳

【mamas&papas】攤位編號322  

Atlas三層櫃/尿布檯(白橡木紋)
原價 18,900  特價 13,900

【B.toys】攤位編號322 

搖搖馬可莉兒 
原價 2,699  特價 1,750

【Bonita BeBe】攤位編號015 

防蹣抗菌動物兒童寬枕
原價 1,450  特價 1,190

【farska】攤位編號130 

兒童成長椅/餐椅/搖椅
原價 9,680

【Silver Cross】攤位編號324 

Westport 威斯特博-成長型嬰兒床
原價 29,900  特價 23,900
加碼送 Nana-Innogel凝膠記憶泡棉嬰幼
兒床墊

【Anna&Eve】攤位編號111 

嬰幼兒頭頸支撐保護枕
原價 750  特價 640

本手冊所有活動內容、優惠僅限2/26-3/1於台中嬰兒與孕媽咪用品展使用，並以現場公告為主，大會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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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用截角優惠 需影印



https://taichungmombaby-fair.top-lin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