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十大化粧品伴手禮-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提供 

廠商名稱 伴手禮 伴手禮圖片 介紹 官方網站 地點 電話 

千媚生技

有限公司 

「LOREEYA

詠原新生精

華組」 

 

詠原新生最佳修復精華組，採珍貴成

份專利技術萃取，活性分子深層滲入

肌膚。顛覆性改變皮膚狀態、讓皮膚

呈現絲滑觸感。 

https://www.
charmeytw.c
om/product_l
ist.php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

路 373巷 116號 
0986016337 

正鴻農業

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三合一 

淨身禮盒組 

 

內容物： 

三合一冷製液態皂 (400ml)  1瓶、  

沐浴冷製液態皂 (400ml)  1瓶。 

產地：台灣製造 

慕絲瓶頭：荷蘭專利通過【ISO 22716

國際化妝品 GMP】認證之冷製液態

皂專業製造廠，本產品通過 SGS檢驗

合格，已投保 2000 萬產品責任險㊣ 

https://caoya
nsuo.mhcgro
up.com.tw/p
age/product/
show.aspx?n
um=148&kin
d=68&page=
1 

 

高雄市仁武區工業

一路 18號 
07-373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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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armeytw.com/product_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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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伴手禮 伴手禮圖片 介紹 官方網站 地點 電話 

安妮絲薇

國際有限

公司 

ANNIE'S 

WAY 珍珠奶

茶面膜禮盒 

 

Annie's way打造臺灣在地專屬的珍

珠奶茶文化特色面膜，以自然植物萃

取，日月潭紅茶緊緻賦活、芒果滋潤

肌膚、南投綠茶控油調理，在寵愛自

己、注重保養的同時，又能滿足嗅覺

感官的享受。 

https://annie
swayshop.co
m/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

一路 58號 10樓-

2 

07-3987868 

奇威國際

洋行有限

公司 

時光肌密 禮

盒組 

Timaru skin 

secret gift 

set 

 

TIMARU 保養品創立於西元 1995

年，源自於純淨無汙染的「大自然地

理教室」─紐西蘭。TIMARU 秉持四

大堅持：自然原料、天然純淨、古老

配方、獨特萃取。 

https://www.
thearomapuri
ty.com/categ
ories/giftbox 

 

高雄市仁武區文中

路 67 號 
07-3712782 

https://annieswayshop.com/
https://annieswayshop.com/
https://annieswayshop.com/
https://www.thearomapurity.com/categories/giftbox
https://www.thearomapurity.com/categories/gif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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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伴手禮 伴手禮圖片 介紹 官方網站 地點 電話 

和泰美妝 

超潤美肌保

濕安瓶精華

（一盒 12

入） 

 

累積四十年品牌經驗推出的獨家高

親膚性植萃配方，從肌底調理肌膚油

水平衡，緊緻毛孔、改善脫妝浮粉，

並能舒緩肌膚、提升舒適度與保水

度，防止老化，完美持妝超持久． 

https://hotaic
osmetics.com
/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

一路 264 號 
07-2358000 

昇宏國際

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SH-RD 蛋白

質護髮霜

SH-RD-

Protein 

Cream  

80ML 

 

擄獲美韓大明星的 10秒順髮神器 

秀髮輕如羽毛 

抗毛躁分叉 / 抗靜電/ 強化髮體 / 

潤澤保濕 / 柔軟滑順 / 光澤亮閃 

https://www.
sh-rd.net/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

三路 55號 29樓 
07-224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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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taicosme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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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伴手禮 伴手禮圖片 介紹 官方網站 地點 電話 

波特嫚國

際生物科

技股份 

有限公司 

極潤水光保

濕面膜禮盒 

 

高效保濕成份能保濕、補水並鎖住大

量水份呈現迷人風采，改善細紋與暗

沉肌膚，同時加強肌膚表層防禦力。 

https://www.
ttbeauty.asia/
product-
category/clas
sic/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

路 286-7號 3F 之

2 

07-8118000 

#11 

南六企業

股份有限

公司 

詩柔黑珍珠

煥白潤澤隱

形面膜組 

 

精華液結合海洋黑珍珠精粹、天然活

性萃取及保濕因子，密集滲透深入肌

膚，使肌膚白皙柔嫩，賦與絲綢般柔

滑觸感，煥發珍珠般的亮麗光采。 

http://www.n
anliu.com.tw/
goods_cat.ph
p?id=5 

 

高雄市燕巢區四林

路 699號 

(07)611661

6 #261 

https://www.ttbeauty.asia/product-category/classic/
https://www.ttbeauty.asia/product-category/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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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業生化

科技有限

公司 

真荷®活膚植

萃潔顏組 

 

結合發明專利 Barrief 蓓御膚®科研

配方，開創安全有效潔淨方式，協助

維持健康肌膚屏障，提升肌膚防禦力

和保濕度。 

https://www.
joycom-
group.com/pr
oducts_detail
/78.htm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

一路 29號 3 樓 

07-537-

7200 

蕾納國際

有限公司 

樂高雄金美

力保養組：

超級黃金嫩

透精華液、

極緻亮白全

能活膚霜、

全效防曬嫩

白霜 

 

Beauty Lena 提倡肌膚最基礎的保

養，用心呵護美麗肌膚，無香精配方。

享受高雄這美麗的城市，同時自信拍

出網美照。 

 

https://www.
facebook.co
m/lenawater/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 

三路 221 號 
07-338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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