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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健乐 ---了解都市人口腔疾病及健康的问题，提供更全面、更贴心、更高效的解决方案，为您及您的家人带来全新的口腔健康新尺度。

高效能专业牙科设备．家用系列
将牙科诊所级的专业疗程及设备，完全地家用化，带到每个人的家中，创新概念的产品令您可轻轻松松在家中享受专业级的口腔洁净、牙
齿美白效果。方便、易用、专业、高效，从此由自己掌握控制！

口健乐®



建议零售价 HK$550
红牌价 HK$459
促销价 HK$399

口健乐® 电动洗牙器

唯一家用电动洗牙器
大学实证 100%有效，『零酸
痛』5秒清除牙石，随时家中
自己洗牙

配有独特的高效洁净洗牙啫喱，
蕴含『S-Series抛磨牙石洁净
粒子』

针对牙齿进行深层清洁，清除
牙石，使牙齿回复光泽平滑
亮白

强化珐琅质，使牙齿持久洁白，
预防细菌滋生及牙石积聚

市场上没有家用洗牙的专业
产品

唯一家用无痛洗牙产品

可满足忙碌及不能定时到诊
所洗牙的人士

满足市场庞大的需求

现时市场定位
5秒无痛去牙石 首创家用洗牙器

总结

建议零售价 HK$139
红牌价 HK$119
促销价 HK$99

针对牙缝及难清洁位置，100%
深层洁净，全面清除牙石

洁净洗牙啫喱成份 : Aqua, Hydrated Silica, Sorbitol, Glycerin, Disodium Pyrophosphate, Tetrapotassium
Pyrophosphate, Sodium C14-16 Olefin Sulfonate, Alumina, Aroma, Cellulose Gum, Sodium Methylparaben, Sodium 
Saccharin, Limonene.

香港销售点:



口健乐®电动洗牙器配以独特的高效洁净洗牙啫喱，内里蕴含『S-Series 抛磨牙石洁净粒子』，
深层清洁，清除牙石。强化珐琅质，预防细菌滋生及牙石积聚，使用一次，便能有效回复牙齿
洁净！建议每星期使用1次，保持牙齿洁净。建议最少每2个月更换牙齿洁净软刷头。

使用方法 :

1. 放置2枚AAA电池。

2. 每次使用前先刷牙，并确保洁净刷头已牢牢扣紧。

3. 取出适量的『高效洁净洗牙啫喱』于刷头。

4. 手按实”开/关”按钮，并放置于你的牙齿表面进行清洁。

5. 于每个位置清洁几秒时间，不要过份按压刷头；如有需要可补上适量的『高效洁净洗牙啫
喱』。

6. 使用后，请以清水漱口。

比利时制造

口健乐® 电动洗牙器

内含:
- 电动洗牙器
- 高效洁净洗牙啫喱20ml
- 牙齿洁净软刷头
- 2枚AAA碱性电池



口健乐®洁净洗牙啫喱补充装内含

1. 针对牙缝清洁的牙缝洁净软刷，深入牙缝及难刷位置彻底清除牙石

2. 牙齿洁净软刷更换装 (建议最少每2个月更换1次，以确保最住清洁效果)

3. 高效洁净洗牙啫喱补充装20ml，内里蕴含『S-Series 抛磨牙石洁净粒子』，深层清洁，
清除牙石

用于配合口健乐®电动洗牙器，不建议单独使用任何刷头或啫喱。

更换刷头方法:

以逆时针方向扭动，取出机身需更换之旧刷头。以顺时针方向扭动，放置新的刷头。每次使
用前先刷牙，并确保洁净刷头已牢牢扣紧。

比利时制造

口健乐® 电动洗牙器补充装

内含:
- 高效洁净洗牙啫喱20ml
- 牙齿洁净软刷头
- 牙缝洁净软刷头



口健乐® 5天美白健齿牙套

首创加入牙医专业的美白步骤
创新专利配方
PAP+CCF+MOHA
去渍、补缀珐琅质裂缝、美白

重建珐琅质，防止敏感情况，
确保带来持久美白效果，五天
全齿美白8色阶，有效三个月

健齿同时美白，不伤牙齿或珐
琅质

单一步骤，简单易用(即弃性)

市场上牙齿美白需求非常大

市面上产品种类不多，使用
非常复杂

市场存在很大需求，爱美或
重视社交仪表的人士，产品
于功效性、简单性、安全性
都胜过现时的产品。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首创加入牙医专业的美白步骤
补缀珐琅质裂缝 防敏成份 持久美白

建议零售价 HK$379
红牌价 HK$299
促销价 HK$269

成份 : Aqua, Hydrated Silica, Glycerin, Sorbitol, Chondrus Crispus Powder, Hydroxyapatite, PEG-40 
Hydrogenated Castor Oil, Phthalimidoperoxycaproic Acid, Aroma, Citric Acid, Sodium Levulinate, 
Acrylates/Acrylamide Copolymer, Sodium Anisate, Sodium Fluoride, Paraffinum Liquidum, Xylitol, Monosodium 
Citrate, Xanthan Gum, PVM/MA Copolymer, Calcium Gluconate, Calcium Lactate, Potassium Acesulfame, 
Polysorbate 85, C12-15 Pareth-3. Contains Sodium Fluoride (950 ppm F-) 香港销售点:



口健乐®5天美白健齿牙套首创加入牙医专业的美白步骤 ── 补缀珐琅质裂
缝，创新配方 PAP + CCF + MOHA，帮助重建珐琅质，防止牙齿敏感情况，
并确保带来持久的美白效果。健齿同时美白，5天全面牙齿美白8色阶，有
效3个月!

单一步骤专业美白即弃式牙托简单易用

实时使用 无需自行量度调制啫喱

方便即弃式 无需每次清洁牙托

比利时制造

口健乐® 5天美白健齿牙套

3专利高效健齿美白成份 20分钟专业防敏亮白

PAP –去除牙齿表面深色素

CCF –矿化及强化牙齿回复牙齿亮白

MOHA Complex–重建珐琅质、补缀裂缝



每包装内含10个即弃式
美白牙套(5天疗程)

口健乐® 5天美白健齿牙套

使用方法 :

1. 每次使用前先刷牙。

2. 双手擦干后，将口健乐® 5天健齿美白牙套从包装取出，并牢牢放置于
牙齿的上下排。

3. 轻轻合实嘴巴就可。别用力咬紧牙套，以免美白啫喱由牙套内流出。切
勿咽下啫喱。

4. 20分钟后请取出牙套，以清水漱口及冲掉口腔内之啫喱即可。

5. 建议连续使用5天，以达到最佳健齿美白效果。



口健乐® 美白牙膏

建议零售价 HK$89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专利美白成份 去渍、实时亮白!

专利美白成份，畅销欧洲各国! 

Micro crystal whitening
• Patented ingredient PAP 

brightens teeth and restore 
natural whiteness

Stain dissolving technology
• reduce tartar formation which 

can also lead to discoloured 
teeth

Active surface whitening 
complex

市场上有很多美白牙膏产品，
原理多为含有研磨粒子，以
带出去渍美白功效

利用专利成份，有效去渍美
白!



口健乐® 牙龈牙膏

建议零售价 HK$89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孕妇牙膏 保护牙龈强化珐琅质

3大独特成份，为孕妇带来最
佳牙齿口腔保护!

MOHA  -重建珐琅质 Rebuilds 
enamel defects & whitens naturally

Vitamin E –减低炎症及牙龈红肿
reduces gums inflammation, 
enhances gums immune functions, 
stimulates blood flow, result in 
healthy gums; decreases bacterial 
adhesion

Tea tree oil –天然抗敏消炎
natural antiseptic, reduce bleeding 
and inflammation

市场上并没有专为孕妇而设
的牙膏

但孕妇群及产后妇女都比普
通人更需要细心照顾牙齿口
腔的健康

第1支最适合孕妇及产后
妇女使用的专属牙膏

全面呵护、保护牙龈健康，
强化珐琅质!



口健乐® 美白漱口水

建议零售价 HK$89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美白漱口水 杀菌 强齿 1秒美白!

独特成份，强齿、美白
• PAP专利成份 & blue covarine美
白光学粒子-高效美白 Instant 
whitening effect with one use 

• Hexametaphosphate磷酸钠清
除牙菌膜 – removes & prevents 
plaque

• Fluoride 氟化物强化牙齿结构 -
remineralizes and strenghtens
tooth enamel 

预防蛀牙，牙石及牙菌膜形成
Anti-plaque, anti-tartar, anti tooth 
decay 

市场上漱口水主要功效声称
为杀灭99.9%细菌，强化牙龈
健康等

没有品牌漱口水能做到实时
美白的功效

第1支添加美白成份，
可洁净而又同时即效美白的
漱口水! 

1秒美白!



口健乐® 美白牙刷

建议零售价 HK$49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美白牙刷 每天美白功效2倍化! 

市场上手动牙刷全为塑料或
尼龙物料刷毛，并不具备有
效成份可作美白/深层洁净之
功效

只是物理学上的磨擦，从而
带出洁净

第1支添加美白成份的美
白牙刷，每日刷牙同时美白! 

大人小朋友都适用

独特成份，带出洁净美白功效!
1. 蓝色洁净粒子清除牙菌膜Blue 

micro-polishing particles bristles 
remove dental bacterial plaque, 
higher cleaning power

2. 针对牙缝位置深层清洁Works 
accurately in the interdental 
space, help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cay

3. 圆头刷毛，不伤珐琅质及牙龈
Round ended filaments, cleaning 
thoroughly and properly without 
scratching the enamel and 
harming the gum tissue



口健乐® 美白牙线

建议零售价 HK$49

现时市场 总结定位
美白牙线 杀菌去渍 1秒美白!

独特成份，带出洁净美白功效!

1. PAP –专利成份，高效美
白 effective and deep 
whitening of the teeth, 
inhibits the growth of 
bacteria

2. Optical whitener 美白光学
粒子，实时见效! (Blue 
covarine) gives a visibly 
instant teeth whitening effect

市场上全为普通尼龙物料牙
线，只是有些添加了薄荷，
氟, 或者加了蜡

只是物理学上的磨擦，从而
带出洁净

第1盒添加洁净美白成份
的美白牙线

针对牙缝位置，杀菌去渍
1秒美白!



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大型电视广告@无线电视TVB



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报章及杂志平面广告



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网上社交媒体广告



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店内陈列配合及推广 街头宣传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