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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保養

對新手爸媽而言，照顧新生兒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寶寶哭鬧了，時常手忙腳亂地安撫

他。但別擔心，只要一切準備就緒，很快地爸爸就會成為洗澡專家，媽媽則會迅速辨

別寶貝的需求，一同齊心協力愉快地照護寶貝。

洗澡時，用寶寶專屬的清潔衛生用品，除了可放鬆寶寶身心、開啟睡眠模式外，又可

保護肌膚，由於寶寶的肌膚是非常敏感的，用質純溫和的成分達到油脂平衡，不造成

肌膚負擔，形成天然的保護膜，就不易產生刺激與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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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不刺激
    溫和不流淚配方不刺激眼睛

    不含 SLS、SLES 等刺激性活性界面因子

•質純無添加
    不含 Parabens 苯類防腐劑

    不含人工色素及酒精

    不含 MI(Methylisothiazolinone)、   

    MCI(Methylchloroisothiazolinone) 防腐劑

•使用好安心
    適合敏感性肌膚使用

•平衡好膚質
    弱酸性配方適合寶寶嬌嫩肌膚使用

天然  像第二層肌膚

天
然
植
萃

無 

添 

加

新生寶寶肌膚較成人薄而柔軟，對於環境傷害的防護力較低，Chicco 了解寶寶肌膚

需求，開發純淨的 Baby Moments 清潔保養系列，天然植物配方富含保濕因子，不論

洗澎澎、更換尿布或滋潤按摩，都有專為寶寶需求而設計的精選成份，質純溫和不

造成肌膚負擔，能形成天然的保護膜，溫柔照護寶寶成長的每一刻。

敏感肌臨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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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潔淨不刺激

讓寶貝開心洗澎澎，美好時光從洗淨滋潤開始！選擇適合寶寶肌膚 PH 值的清潔產品，可

溫和調理、保護皮膚，不造成刺激情形，洗後的天然植物馨香帶給全家清新又愉悅的每

一天。

洗澡時間

寶貝嬰兒潤膚泡泡浴露 - 溫和不流淚配方

柔細的泡泡含金盞花成分，能舒緩肌膚不適感，富含天然滋潤及保濕配方，能維持肌膚彈性及光澤，呵護寶寶嬌嫩肌膚，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
福感受，溫和不刺激寶寶眼睛，讓寶貝快樂洗澎澎。
主要成分：金盞花萃取、甘油

寶貝嬰兒洗髮 / 沐浴露 - 溫和不流淚配方

含金盞花成分溫和清潔寶寶頭髮及頭皮，調整平衡油脂，保持頭皮健康，潔淨寶寶髮絲，加強髮質更易
於梳理，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福感受，溫和不刺激寶寶眼睛，讓寶寶享受洗髮的快樂氣氛。
主要成分：金盞花萃取、甘油

寶貝嬰兒洗髮精 - 溫和不流淚配方

200ml
CCB283610

0m+
建議售價 580 元

0m+
建議售價 780 元

0m+
建議售價 280 元

0m+
建議售價 580 元

0m+
建議售價 780 元

含獨特燕麥配方溫和洗淨並滋潤寶寶的髮絲及肌膚，使頭髮柔順富彈性同時調理肌膚，能有效保濕並預防肌膚乾燥，提升肌膚的防護能力，中性 PH 值適合新生寶
寶使用，溫和不刺激寶寶眼睛。
主要成分：燕麥萃取、甘油

0m+
建議售價 280 元

寶貝嬰兒溫和洗髮 / 沐浴露 ( 初生寶寶專用 )

寶貝嬰兒香皂

質純溫和的天然植物成分，含多種保濕潤膚配方，細

緻泡沫能溫和潔淨及滋潤嬰幼兒的肌膚，洗後散發淡
雅清香不乾澀。
主要成分：甘油

0m+
建議售價 120 元

洗沐雙效合一適合新生兒外出使用，溫和潔淨並滋潤寶寶細緻的頭髮及肌膚，富含金盞花萃取，能溫和調理並有效舒緩肌膚不適感，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
後的幸福感受，溫和不刺激寶寶眼睛，讓寶寶享受洗澎澎的快樂氣氛。      
主要成分：金盞花萃取、甘油

500ml
CCB283710

750ml
CCB283810

200ml
CCB284110

500ml
CCB284210

750ml
CCB284310

100g
CCA285510

200ml
CCB283910

500ml
CCB284010

0m+
建議售價 280 元

0m+
建議售價 580 元

200ml
CCB284410

0m+
建議售價 320 元

500ml
CCB284510

0m+
建議售價 6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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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潤保濕更柔嫩

浴後的保養時間，是享受親密親子互動的最佳時光，每日都要為寶貝做好全身的保濕

滋潤，可柔嫩寶寶的肌膚，在季節變換更替的時刻，更要特別留意加強肌膚的照護。

保養時間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含天然甜杏仁油滋潤幼兒肌膚，良好的親膚性能快速吸收不油膩，多種保濕成分預防肌膚乾燥、舒緩不適、補充肌膚水分並防護水分流失，讓寶寶肌膚柔嫩、

維持彈性，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福感受，也適合媽媽每日的全身肌膚保養。

主要成分：甜杏仁油、維他命 E、甘油

寶貝嬰兒潤膚油

含米糠油成分可使肌膚柔潤滑嫩有彈性，具高度滋潤效果，柔順好推
滑，質地易吸收，不產生油膩感，能提升肌膚天然保水能力，加強對
環境傷害的保護力，除了藉由按摩互動增加親子關係，也可用於清除
頭垢，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福感受。
主要成分：米糠油、維他命 E

寶貝嬰兒保濕乳霜

寶貝嬰兒加強修護面霜

含可可脂配方能滋潤寶寶易受冷空氣而受損的細嫩肌膚，天然的植物配方能滋養乾燥不
適肌膚，乳霜質地細緻，活化成分可形成透氣的保護層，維持肌膚健康，是加強潤膚的
優質調理面霜，特別適合冬季外出使用，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福感受。
主要成分：可可脂、蜂蠟、甜杏仁油、酪梨油

含豐富的 Omega-3、維生素 E 及多種高優質的植物萃取，能深層滋潤新生兒的
嬌嫩肌膚，增加保濕能力的延續性，預防肌膚乾燥，加強修護寶寶柔軟稚嫩肌
膚，尤其適合臉部及需加強的細緻肌膚部分，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
福感受。
主要成分：維他命 E、乳油木果油、玻璃苣籽油

100ml
CCB284610

200ml
CCB284810

0m+
建議售價 350 元

500ml
CCB284910

0m+
建議售價 690 元

200ml
CCB285010

0m+
建議售價 350 元

0m+
建議售價 395 元

50ml
CCB284710

0m+
建議售價 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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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地柔軟，使用纖維素而非織造布，含蘆薈、洋甘菊萃取配方能舒緩肌膚不適，內含預防尿布疹的「尿囊素」，用於更換尿布時或清潔寶寶的手部與臉部，
溫和潔淨寶寶嬌嫩肌膚。

主要成分：蘆薈、洋甘菊、尿囊素

嬌嫩屁屁不可少

在更換尿布時，滋潤呵護寶寶水嫩肌膚，保護寶寶不受刺激物的侵擾，讓小屁屁乾

爽舒適又有彈性。

護理時間

寶貝嬰兒潔膚柔濕巾

寶貝嬰兒細緻爽身粉

稻米澱粉細緻的粉末能保持寶貝的肌膚乾爽舒
適，擁有柔嫩絲滑般的好感受，能舒緩肌膚不適
並加強屏障能力，保護寶寶不受刺激物的侵擾，
讓皮膚自在呼吸，不阻塞毛孔。

主要成分：稻米澱粉、氧化鋅

寶貝嬰兒全效護膚膏

含乳油木果油能形成透氣的天然保護膜，加上維他命 E 修護嬌嫩肌膚，維他命原 B5 加強保濕，維持肌膚
飽水度，好吸收不油膩的親膚性能深層滋潤，舒緩肌膚乾燥情形，保護寶寶不受刺激，讓肌膚柔嫩又乾
爽舒適，天然的植物馨香帶來使用後的幸福感受。
主要成分：乳油木果油萃取、維他命 E、維生素原 B5

200ml
CCB273620

100ml
CCB273610

0m+
建議售價 380 元

0m+
建議售價 600 元

72 抽
CCB273820

盒蓋 72 抽
CCB273810

隨身包
CCB273800

0m+
建議售價 120 元

0m+
建議售價 98 元

0m+
建議售價 150 元

香氛時間

芬芳舒緩好心情
淡淡的清香及溫柔的氛圍，能撫慰肌膚溫和不刺激，典雅香氣帶給媽媽及寶貝最大的滿足。

寶貝嬰兒典雅香水

甜 蜜 典 雅 的 淡 淡 香 氣， 讓 寶 寶 被 芬 芳 香 氣 所 擁 抱。 不 含
Parabens 防腐劑、不含色素，弱酸性配方，適合敏感性肌膚使
用。
主要成分：植物性變性酒精

寶貝嬰兒淡雅香水

含甘油成分能柔嫩肌膚，擁有溫和香氣，不含酒精成分，適合所
有膚質的寶寶及成人使用。不含 Parabens 防腐劑、不含色素，弱
酸性配方，適合敏感性肌膚使用。
主要成分：甘油

100ml
CCB270700

0m+
建議售價 495 元

100ml
CCB280210

0m+
建議售價 495 元

150g
CCB273710

0m+
建議售價 280 元

72 抽三入組
CCG650015

0m+
建議售價 3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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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脂系列

脂於原生 . 呵護倍增
原生脂系列是一套有效清潔、保護、滋潤新生兒肌膚的沐浴保養品，產品開發的
靈感源自於胎兒在懷中時自然形成的保護：胎兒皮脂。原生脂系列就是研究來自
母體胎脂成分，開發出與胎脂成分相似的天然植物成分與油脂配方，更貼近嬰兒
肌膚，進而形成有效的肌膚屏障。

天然植物活性成分

經得起嚴格測試

無Parabens、Phenoxyethanol
防腐劑

從胎脂開始剝落的第７天起，延續媽媽最純粹的呵護

經皮膚科與小兒科醫師認可
系列中所有配方皆經過專業師團隊測試，並受小兒科醫師及皮膚科醫師

的分析認可、初生嬰兒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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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清潔

原生脂系列的沐浴清潔用品皆為新生兒量身訂做。使用近似嬰兒胎脂成分的天然植物成分，溫和貼近嬰兒肌
膚，可以有效降低刺激與增加保濕效果，不會造成肌膚 PH 值的改變以及水分流失率增加，溫和清除殘留在
皮膚上的髒汙，非常適合乾性肌膚與敏感肌膚使用。

富含近似胎脂的天然植物性油脂配方，可細緻且溫
和的清潔嬰兒的肌膚與頭髮，且能深度滋養肌膚，
賦予肌膚彈性，形成保濕鎖水膜，倒入浴盆會立即
乳化溶解，就像泡牛奶浴一般，使用後非常保濕但
無油膜感，可天天使用，給予嬰兒最貼近肌膚的保
養呵護。
主要成分：玉米油、葵花子油、甜杏仁油、酪梨油、
維他命Ｅ

200ml
CCB745110

0M+
建議售價 450 元

原生脂嬰兒乳化沐浴油

內含與胎脂功能相似的有效成分，貼近嬰兒的頭
皮肌膚，溫和清潔新生兒頭皮與頭髮，天然蘆薈
搭配甜杏仁油成分，洗髮的同時強化肌膚、舒緩
不適，並柔軟髮絲，方便梳理，不流淚配方，不
易刺激嬰兒眼睛，適合每天使用。
主要成分：蘆薈、甜杏仁油、甜菜鹼

300ml
CCB746310

0M+
建議售價 480 元

原生脂嬰兒洗髮精

使用近似胎脂的有效成分及植物性界面活性劑，
用極貼近肌膚的方式溫和清潔並滋潤嬰兒嬌嫩肌
膚，天然蘆薈成分對肌膚有良好的保濕滋潤的作
用，洋甘菊萃取可柔嫩肌膚，舒緩不適，搭配擁
有天然保濕功能的甜菜鹼，可使浴後肌膚維持光
澤彈性，強化肌膚屏障。不流淚配方，不易刺激
嬰兒眼睛，適合每天使用。
主要成分：蘆薈、洋甘菊、甜菜鹼

300ml
CCB763210

0M+
建議售價 550 元

原生脂熊型沐浴露

使用近似胎脂的有效成分及植物性界面活性劑，
用最貼近肌膚的方式溫和清潔並滋潤嬰兒嬌嫩肌
膚，天然蘆薈成分對肌膚有良好的保濕滋潤的作
用，洋甘菊萃取可柔嫩肌膚，舒緩不適，搭配擁
有天然保濕功能的甜菜鹼，可使浴後肌膚維持光
澤彈性，強化肌膚屏障。不流淚配方，不易刺激
嬰兒眼睛，適合每天使用。
主要成分：蘆薈、洋甘菊、甜菜鹼

200ml
CCB745210

0M+
建議售價 380 元

原生脂嬰兒潤膚泡泡浴露

500ml
CCB771310

0M+
建議售價 750 元

洗髮沐浴雙效合一！使用近似胎脂成分及植物性
界面活性劑，給予嬰兒最貼近肌膚的溫和潔淨
力，且強化肌膚屏障，天然蘆薈、洋甘菊萃取、
甜菜鹼成分，對肌膚有良好的保濕與滋潤作用，
並溫和潔淨柔軟寶寶頭髮。不流淚配方，不易刺
激嬰兒眼睛，適合每天使用，新手爸媽或外出旅
遊使用更方便。
主要成分：蘆薈、洋甘菊、甜菜鹼

200ml
CCB771410

0M+
建議售價 380 元

原生脂嬰兒洗髮沐浴露

500ml
CCB745310

0M+
建議售價 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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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後保養

嬰兒長時間穿著尿布，更換尿布次數頻繁，尿布區照護需要特別小心留意。原生脂系列特別研究嬰兒臀部、
肌膚皺褶處、腋下等肌膚脆弱區域，運用與胎脂成分相似的成分，溫和貼近嬰兒肌膚，並給予肌膚脆弱區域
最專業的保護，避免刺激物與摩擦產生刺激不適，讓肌膚保持油水平衡的狀態。

屁屁照護

內含近似胎脂成分，貼近嬰兒脆弱肌膚，達到預防、保護、舒緩、修護四
重功效，修護皮膚屏障功能，並加強自然防禦力。氧化鋅可舒緩降低尿布
區不適，乳油木果油能形成肌膚保護膜，強化肌膚保護力，維他命原 B5
加強保濕，預防肌膚乾燥、敏感情形，易於塗抹的質地滑順好推開，薄薄
一層即可保護寶寶不受刺激物的侵擾，維持乾爽舒適。
主要成分：氧化鋅、乳油木果油、維他命原 B5、維他命 E

100ml
CCB745910

0M+
建議售價 480 元

原生脂四合一護膚膏

使用近似胎脂的天然配方，有助於保護特別敏感的區域 ( 臀部、皮膚皺褶
處、腋下 )，讓肌膚立即柔軟、清爽、滑嫩。高濃度吸水成分，使肌膚立
即乾爽，天然植物成分能鎮定舒緩肌膚，並達到柔軟肌膚、保濕的效果，
讓肌膚呈現滋潤，清爽和如絲般的觸感，方便使用的液狀質地，減少吸入
粉末的機會。
主要成分：木薯澱粉、甜菜鹼、洋甘菊、維他命原 B5

100ml
CCB746010

0M+
建議售價 450 元

原生脂嬰兒液態爽身粉

沐浴後水分會迅速流失，肌膚本身相對乾燥的嬰兒更需要加強保濕。原生脂浴後保養用品專門針對初生嬰兒
肌膚設計，加入近似胎脂的天然植物油脂，以及類似天然保濕因子的甜菜鹼、乳酸等配方成分，能為乾燥的
嬰兒肌膚注入飽滿滋潤感，形成保濕水膜，降低水分流失率。

富含近似胎脂的天然植物性油脂配方，乳油木果
油、米糠油、甜杏仁油能深度滋潤嬰幼兒乾燥的肌
膚，提高肌膚保水力，杜絕乾燥，尿囊素、尿素成
分可舒緩肌膚不適，強化皮膚的天然防禦能力，有
效保護肌膚不易受外在刺激，有高度親膚性，可迅
速吸收，不會產生油膩感，使用後肌膚會呈現如絲
般的柔軟滑順，適合寶寶與媽媽日常保養使用。
主要成分：乳油木果油、米糠油、甜杏仁油

150ml
CCB745510

0M+
建議售價 550 元

原生脂嬰兒潤膚乳液

500ml
CCB794410

0M+
建議售價 1,280 元

添加近似胎脂的天然油脂複合配方，甜杏仁油、
米糠油、小麥胚芽油可深度滋潤與軟化乾燥肌
膚，對改善乾燥有立即的效果，並賦予肌膚彈性，
維他命 E 可修護肌膚並強化肌膚屏障，細緻油
脂質地可使按摩更加滑順，也可用於清除嬰兒頭
垢，非常適合乾性及極乾性肌膚。
主要成分：甜杏仁油、維他命Ｅ、米糠油、小麥
胚芽油

100ml
CCB745410

0M+
建議售價 480 元

原生脂嬰兒按摩油

添加近似胎脂的乳木果油、米糠油等天然油脂成
分，有效保護嬰兒易受冷空氣而刺激的臉部肌
膚，提高肌膚保水力，尿素成分可達到長效保濕
的作用，維他命原 B5、維他命 E 成分可舒緩嬰兒
口水區的肌膚不適，強化皮膚的天然防禦能力，
豐厚細緻的乳霜質地，特別適合冬天外出使用，
呵護寶寶嬌嫩的臉部肌膚。
主要成分：乳木果油、維他命Ｅ、米糠油、維他
命原 B5

50ml
CCB745610

0M+
建議售價 450 元

原生脂嬰兒護膚面霜

專為嬰兒量身設計的香水，含甘油成分能柔嫩肌
膚，清新溫和的香調，有效消除身上異味，並避
免過度刺激嬰兒嗅覺，讓寶寶時時刻刻散發淡雅
清香。
主要成分：甘油

100ml
CCB792810

0M+
建議售價 550 元

原生脂嬰兒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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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 580 元

CCG649984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500ml 超值組

建議售價 690 元

CCG649986

建議售價 580 元

500ml 超值組 CCG649987
寶貝嬰兒洗髮 / 沐浴 
超值組

建議售價 780 元

750ml 超值組 CCG649983

寶貝嬰兒潤膚泡泡浴露 
超值組

建議售價 580 元

500ml 超值組 CCG649988

建議售價 780 元

750ml 超值組 CCG649985

寶貝嬰兒洗髮精 500ml 超值組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潤膚
泡泡浴露 200ml 4.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200ml 5. 寶貝嬰兒細緻爽身
粉 150g 6. 小熊紗布手帕 (1 入 )

寶貝嬰兒沐浴護膚禮盒

CCG649979

彌月禮盒

寶貝嬰兒沐浴澎澎禮盒

CCG649978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x2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細
緻爽身粉 150g 4. 小熊澡巾 (1 入 )

寶貝嬰兒豪華香氛保養禮盒寶貝嬰兒沐浴柔膚禮盒

1.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2. 寶貝嬰兒潤膚泡泡浴露 200ml 3. 寶貝
嬰兒潤膚乳液 200ml 4. 寶貝嬰兒全效護膚膏 100ml 5. 寶貝嬰兒淡
雅香水 100ml 6. 小熊紗布手帕 (1 入 )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x2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潤
膚乳液 200ml 4. 小熊澡巾 (1 入 )

CCG650018 CCG649980

寶貝提籃禮盒

寶貝嬰兒甜蜜蜜旅行組

1. 寶貝嬰兒洗髮 / 沐浴露 50ml 2.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50ml 3. 超柔
軟吸水方巾 ( 溫暖黃 ) 4.CHICCO 旅行袋 ( 純真白 )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潤膚
泡泡浴露 200ml 4. 寶貝嬰兒細緻爽身粉 150g 5. 寶貝嬰兒潤膚乳
液 200ml

CCG649960

CCG649990

活動期間才享優惠的超值組合，附贈產品以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寶貝呵護提籃禮盒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潤膚
泡泡浴露 200ml 4.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200m  5. 寶貝嬰兒全效護膚
膏 100ml

CCG650021

寶貝嬰兒沐浴呵護禮盒

1. 寶貝嬰兒香皂 100g 2. 寶貝嬰兒洗髮精 200ml 3. 寶貝嬰兒潤膚
泡泡浴露 200ml 4. 寶貝嬰兒潤膚乳液 200ml 5. 寶貝嬰兒全效護膚
膏 100ml 6. 小熊紗布手帕 (1 入 )

CCG650020

建議售價 1,380 元 建議售價 1,480 元

建議售價 250 元建議售價 1,480 元

建議售價 1,380 元

建議售價 1,850 元

建議售價 880 元

建議售價 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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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專用髮梳組

天然軟毛材質的刷子和梳子可讓您輕輕地梳理寶寶的頭髮。符合人體工學的大把手，可輕鬆簡單的抓握。

清潔配件

棉花棒柔軟有彈性，尾端經抗菌處理，100% 棉花製成。適合
每天清潔使用，特殊的造型安全保護寶貝耳朵，防止誤傷寶
貝耳膜，讓媽咪 100% 安心使用。

在寶寶沐浴之前，小河豚沐浴溫度計可以幫助父母檢視寶寶的洗澡水溫度，正確判別水溫，就像一隻可愛的小河豚漂浮在水面上。

實用的手套式讓洗澡時間更歡樂，實用且清潔方便。一手抱住寶
寶，另一手方便清潔寶寶，天然海棉材質細緻柔軟。

小河豚沐浴溫度計

粉色
CHZ66003.31

0m+
建議售價 210 元

藍色
CHZ66003.32

0m+
建議售價 210 元

CHC64759.30

0m+
建議售價 150 元

CHB786600

0m+
建議售價 290 元

淺藍
CHB06564.20

0m+
建議售價 350 元

粉色
CHB06564.10

0m+
建議售價 350 元

天然深海沐浴海棉

M
CHB621794

0m+
建議售價 450 元

天然海棉可以溫和的洗淨嬰幼兒的肌膚，來自於深海海域的沐浴海棉，有吸水性強、觸感柔軟的特色，可以輕鬆搓出細緻泡沫，在
洗澡時刻不會傷害寶寶細緻的肌膚。

L
CHB622904

0m+
建議售價 490 元

安全衛生護耳棉花棒 88 入 寶貝嬰兒沐浴海棉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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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養

多功能長牙舒緩凝膠

萃取天然洋甘菊成分，可溫和舒緩嬰兒長牙時的
不適，含木醣醇防蛀抗菌成分，能保持口腔清潔
及衛生，不含麻醉藥、氟化物、香料，讓寶寶使
用更安心安全，適合 4 個月以上寶寶使用。每天
可使用 4 到 6 次，每次取適量塗抹在長牙處並輕
輕按摩牙齦，建議使用前將凝膠置於冰箱冷藏 30
分鐘，能得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主要成分：木醣醇、洋甘菊萃取

全面防護沒煩惱
維護寶寶牙齒健康就得從小做起正確的預
防觀念，含木醣醇防蛀成分與增加抗牙菌
斑的氟化鈉成分，能有效預防齟齒發生及
細菌滋生，是寶寶牙齒的最佳防護者。

兒童木醣醇含氟牙膏

含天然木醣醇防蛀成分，當寶寶長牙時，能加強牙齒結構，使寶寶牙齒更健康，並增加抗
牙菌斑的氟化鈉成分，含有 1000ppm 的氟，無添加防腐劑，若家中寶寶已學會刷牙，請
盡早讓寶寶使用含氟牙膏。蘋果香蕉口味適合 6 個月以上兒童使用；水果草莓口味適合
12 個月以上兒童使用。
主要成分 : 木醣醇，氟化鈉

˙ 美國牙醫學會建議每日使用 1000PPM 含氟牙膏刷牙兩次，能預防蛀牙，有效破壞牙菌斑生成，增加牙齒再鈣化，減少 23% 蛀牙機率發生。

˙3 歲以下幼童，請使用「米粒」大小的牙膏量；3 至 6 歲的幼童，請使用一顆「豌豆」大小 (0.25 至 0.5 公克 ) 的牙膏量。

30ml
CCA208300

4m+
建議售價 238 元

蘋果香蕉 50ml
CCA742800

6m+
建議售價 198 元

水果草莓 50ml
CCA742900

12m+
建議售價 198 元

小而圓的橡皮頭與軟膠墊，適合在寶寶長牙期，透過超軟橡
膠按摩凸點，可以幫助寶寶減輕牙齦腫脹不適，防滑寬握柄
讓寶寶好握取，另外設計圓形柔軟橡膠保護圈，防止寶寶刷
牙時刷太深，可以有效降低寶寶初學刷牙時的危險。

寶貝學習牙刷

CHD696000

寶貝階段學習牙刷組

寶貝階段學習牙刷組包含寶貝學習牙刷一支與兒童牙刷一支，
從寶寶學習口腔保養開始，間斷性地使用不同功能的牙刷，幫
助寶貝養成每日刷牙的良好習慣！

兒童牙刷

針對幼童牙床設計，圓滑的小刷頭，適合清潔牙齒與牙齦，刷毛軟硬適中，柔軟、防滑的握柄握取方便，輕微彎曲可達嘴巴後方，不
同的顏色及可愛圖樣，陪伴寶寶快樂刷牙，最適合剛開始學習刷牙的小朋友使用。

CHD696100

4m+
建議售價 198 元

6m+/4m+
建議售價 328 元

粉紅蝴蝶
CHD695810

6m+
建議售價 188 元

粉藍金魚
CHD695820

6m+
建議售價 188 元

粉綠烏龜
CHD695800

6m+
建議售價 188 元

3-6Y
建議售價 188 元

粉色
CHD907910

兒童成長牙刷

3-6Y
建議售價 188 元

藍色
CHD907920 針對 3-6 歲兒童牙床設計，錐形刷頭大

小適中，可以清潔到口腔任何角落，刷
毛軟硬適中，適合清潔兒童牙齒與牙
齦，附可愛圖案保護蓋，保持牙刷清
潔，防滑握柄設計符合人體工學，握取
方便，可站立在洗手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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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系列

安全防蚊更有效

夏日防蚊作戰計畫啟動 ! 天然而有效的驅除小黑蚊及其它蚊蟲，為寶貝設計的安全防蚊新品，夏季不論

外出或居家都能安安心心。

天然安全呵護
驅蟲植物檸檬桉精油
不含化學成分 DEET( 敵避 )，採用天然植物萃取成
分 (Citrodiol)，其中一個特別成分是由澳洲的桉
樹斑萃取，Citrodiol 的優良驅蚊性被廣泛認可，
成為世界公認最可靠的防蚊有效成分之一。

日夜絕佳保護效果
獨家配方有效提供肌膚絕佳的保護，不論
白天或黑夜，有效阻隔白線斑蚊 ( 亞洲虎
蚊 ) 及其他蚊蟲。

經皮膚測試 不會引起不適 3 小時持續保護
產品經皮膚測試，安全且適合寶寶嬌嫩肌膚，不
添加酒精、色素和苯類防腐劑，特別適合 3 個月
以上的兒童，也適合孕婦和成人使用。

天然的驅蚊效果長達 3 個小時，需要更持
久的保護，可重新噴灑或塗抹於肌膚即可。

通過義大利低過敏臨床測試，不含阿摩尼亞、DEET、酒精、色素，
溫和不刺激。添加天然薄荷成分，能立即清涼鎮定蚊蟲叮咬後的紅
腫，達到止癢效果。天然花椒、山竺果皮、漢葒魚腥草等多種植物
萃取，能舒緩刺激不適感，有效修護寶寶細緻的肌膚。頂端滑動滾
珠軟管設計，方便使用。
主要成分：薄荷及花椒、山竺果皮、漢葒魚腥草等植物萃取

新草本防蚊凝膠新草本防蚊噴液 新草本防蚊滾珠

含天然驅蚊植物精華「檸檬桉」，經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證實為強效的驅除蚊蟲成分，天然的草本香氣，能預防蚊蟲叮咬，
清爽不油膩，不含 DEET、不添加酒精、不含色素及苯類防腐劑，安全且有效驅蚊，適合兒童嬌嫩肌膚，也適合孕婦和各種膚質
成人使用。
主要成分 : 檸檬桉天然植物精油。

100ml
CCB106510

新草本舒緩肌膚修護筆

60ml
CCB106610

60ml
CCB106710

10ml
CCB783300

3m+
建議售價 350 元

3m+
建議售價 280 元

3m+
建議售價 280 元

0m+
建議售價 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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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眼鏡 - 兒童專用

Chicco 兒童專用太陽眼鏡，通過歐盟 89/686/EEC 標

準規範，使用 100% 抗 UVA、UVB 的保護鏡片，鏡

片及框架皆抗震耐衝擊，不易破碎斷裂以保護寶寶

眼睛，特殊材質絕佳彈性，適合各種臉型可服貼配

戴，加上可愛多彩的圖案，讓寶貝愛不釋手。

歐洲 CE 認證 標準檢驗局 D33945

12m+
建議售價 780 元

蝴蝶點點紅 CSS92070

12m+
建議售價 780 元

悠遊鯊魚藍 CSS9208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小美人魚紫 CSS9210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衝浪貓熊橘 CSS9211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海底世界粉 CSS9212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海底世界藍 CSS9213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可愛小鼠粉 CSS92140

24m+
建議售價 780 元

小小海盜藍 CSS92150

12m+

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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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配件

給寶寶安全的成長空間
隨著寶貝的成長，對世界的好奇心也愈來愈強，在寶貝探索世界的同時，提供安全、溫暖的成長環境，讓
寶貝盡情地探索學習、快樂享受成長的每一刻。

超級安全鎖是一個安全關閉裝置，可防止孩童打開冰
箱、馬桶蓋、衣櫥、 抽屜等。雙邊黏頭設計安裝容易、
安全實用。

嬰幼童安全鎖 嬰幼童手指防夾器

手指防夾器能阻攔房門迅速關上，預防夾到幼童的手指。
容易裝上及拆下。

學步胸帶

學步胸帶讓你幫助寶寶踏出安全的第一步，並在危險地形或是
擁擠場合也能安心掌握寶寶行動。

CBC00058.80

6m+
建議售價 195 元

CHZ68390.40

12m+
建議售價 480 元

CBC00059.30

6m+
建議售價 195 元

桌腳保護套 (4 入 )

CBC608060

6m+
建議售價 320 元

防止幼童不小心碰觸到尖銳桌邊時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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