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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  無所侷限
為孩子開拓繽紛視界趣

此系列鏡框為不同年齡與臉型的孩童帶來安全、服貼又舒適的配戴體驗，TX5
低過敏嚴選材料、符合人體工學及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設計，滿足成
長中孩童活潑學習，好奇探索的需求與樂趣。



兒童鏡框領域創新發展
專為兒童視力需求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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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K-72001

蔡司致力於全方位兒童近視管理解決方案，其中
重要一環是在於兒童鏡框領域的創新發展，為
成長中各個年齡層的孩童，設計一系列能滿足學
習、探索與玩耍等不同需求的鏡框；其高品質製
造、低過敏與完全親膚性材質的選用，不僅能高
度貼合孩童的臉型，還能兼具舒適性、安全性、
適應性與耐用性。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 — 專為孩童視力需求的設計，
不論在動與靜的時刻，都確保安全無慮，給孩子
繽紛、清晰視野每一天，這是我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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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的眼睛最需要什麼？蔡司兒童鏡框系列連最微小的細節也充分掌握，
精心挑選的材質和創新的生產技術製作而成的鏡框，能因應童年時期容易
發生的碰撞和摩擦，且同時為孩童雙眼提供正確處方的視覺體驗，因為每
個細節都是一個完整產品的一部分。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5大優點
滿足孩童配鏡需求，專業驗配最佳推薦

極小化日常配戴受傷風險：
鏡框架完全不含金屬零件，所有TX5

鏡框的正面及邊緣都是圓弧形的。

採用TX5低過敏性材料：
醫療等級材料，常用於高級嬰幼兒用

品，無毒、無味、無色，提供孩童稚

嫩又敏感的肌膚舒適的配戴體驗。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可換式矽膠鼻墊，高度貼合以提升孩

童配戴舒適度。

輕鬆調整鏡腳長度：
成長中孩童發育快速，鏡腳長度均可

做彈性調整與更換。

多樣化趣味元素自由選擇：
鏡腳側面可放上有趣的圖案或字母，

讓每個鏡框成為孩子獨一無二的個人

化風格。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

4



舒適、安全、耐用、易適應
孩子探索世界清晰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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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兒童鏡框，就像它的每位小主人一樣獨一無二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的每副鏡框都易於調整與維護，適合不同年齡的孩童配戴，無論
是何種臉型或鼻形都能輕鬆貼合；可換式矽膠鼻墊能依鼻形做替換，可調式鏡腳也
能隨孩童成長作長度調整，耳勾套更能提供孩童在動與靜時刻不易脫落鬆動，鏡框
外觀與鏡腳顏色還能做個人化選擇，更有極富趣味的小飾品可搭配，讓孩子秀出自
己的專屬風格。

鏡框 鏡腳 耳勾套 鼻墊 小飾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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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十足的
個人化兒童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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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鏡框系列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眼鏡盒
蔡司鏡框鏡片清潔布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

10



實際供貨的款式、顏色和尺寸，將會因您所在地而有所差異。

ZSK-73000

顏色

F320

F540 F830 F950

F260F190

建議鼻墊

NP5 TIP2

建議耳勾套尺寸
46-16-130

ZSK-73001

F130 F226 F240

F550F380 F940

顏色

NP6 TIP2

建議鼻墊 建議耳勾套尺寸
46-15-120

ZSK-72001

顏色

F220 F230 F300

F500F330 F600 NP4 TIP2

建議鼻墊 建議耳勾套尺寸
45-17-120

ZSK-72000

顏色

F400

F500 F600 F800

F300F220

NP3 TIP1

建議鼻墊 建議耳勾套鏡框尺寸
39-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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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兒童鏡框突破了傳統製程的界限，為了全面優化孩童配戴體驗的使命
感，驅使我們打造嚴苛高品質與製作新標準，只為提供孩童們更舒適與安全
的清晰視覺享受，並讓孩子們能夠輕鬆自在的運用雙眼探索世界美好。

高標準品質選擇與設計
專為孩童雙眼需求 量身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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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瞭解兒童鏡框比一般普通鏡框面臨更多的挑戰，不僅
達到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外，更將實驗室測試的
標準提升至全新高標的新層級：一個能精準滿足孩童各種
需求。

考量孩子們玩耍時的安全性

當孩子們玩耍時，容易忽略自身狀況而發生碰撞和摩擦，透

過材質的選擇及框形的設計，蔡司兒童鏡框系列將確保提升

孩童配戴眼鏡之安全性，以保護好孩子免除相關的擔憂。

醫療等級材料：TX5 與防滑矽膠
• 防撞擊：能吸收撞擊力量
• 高韌性：鏡框可彎折且不易斷裂
• 極耐用：可承受輕敲碰撞不易裂損

安全考量設計

• 沒有鋒利的邊緣
• 不含金屬零件
• 一體成形的鏡框零件

經皮膚測試

兒童稚嫩的肌膚是非常敏感-因此評估材質是否會造成孩童

皮膚過敏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選擇低過敏性材質外，也會分

別對鏡框、鏡腳、耳勾套、鼻墊與小飾品等的材料進行獨立

評估。

耐用性測試

鏡框耐用度是另一項兒童鏡框的重要考量指標，因完善的近

視管理過程會需長時間配戴眼鏡，兒童鏡框是否安全又耐用

即顯得格外重要。因此，蔡司採用高標準檢測，將材質穩定

性、長期使用後材質與設計的耐用性評估，以及監測過敏反

應報告皆納入測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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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K-73001

ZSK-73000

想瞭解更多關於蔡司兒童近視管理鏡片解決方案，以及鏡片如何管理孩童近視發展，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www.zeiss.com.tw/vision-care/spectacle-lenses-from-zeiss/myopia-management-lens-sol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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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兒童鏡框
視力保健限定

蔡司隸屬Carl Zeiss AG的註冊商標，已獲得Carl Zeiss Vision International GmbH的授權
蔡司兒童鏡框系列全球授權經銷商：STEPPER EYEWEAR LIMITED, www.steppereyewear.com

〈北區〉

  星星親子眼科/星星視光眼鏡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14號2樓 02-27080809
  大學眼鏡 (北市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76號2樓 02-27407890
  大學眼鏡 (北市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8號3樓 02-23315711
  大學眼鏡 (北市新南店) 台北巿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54-3號 02-23688055
  大學眼鏡 (北市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39號 02-27936311
  大學眼鏡 (北市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94號 02-28316925
  大學眼鏡 (三重重新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32號 02-29756511
  大學眼鏡 (三重信林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51之1號 02-29702511
  大學眼鏡 (板橋忠孝店)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5號1樓 02-29629515 
  大學眼鏡 (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0號 02-22550311 
  大學眼鏡 (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42號 02-22796711
  大學眼鏡 (三峽復興店)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5號(7號) 02-26745911
  大學眼鏡 (永和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37-1號 02-29212711
  大學眼鏡 (中和南勢角店)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1號1樓及5號2樓 02-29451211 
  尖端視光眼鏡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115號 02-89423082
  大學眼鏡 (桃園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12號 03-3331368
  大學眼鏡 (中壢中正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214號 03-4270311
  大學眼鏡 (南崁中正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24號 03-3526511
  大學眼鏡 (桃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55號 03-4991311
  格尚眼鏡 新竹市復中里三民路97號 03-5351213

  大學眼鏡 (新竹文化店) 新竹市文化街2號 035-285211
  邑明眼鏡 新竹縣竹北巿文興路一段122號 03-6589519

〈中/南區〉

  普羅眼鏡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368號 04-22330337
  大學眼鏡 (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309號1樓 04-23102011
  金特麗眼鏡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6、38號 04-7297397
  金特麗眼鏡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6、38號 04-7297397
  三民眼科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33號1樓 04-7235040
  第一眼鏡 嘉義市中庸里民族路479號 05-2254182
  大學眼鏡 (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57號 05-2270331
  大學眼鏡 (台南民生店) 台南市中區民生路二段56號 06-2208241
  良美眼鏡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2段189號 06-2727867
  興南眼鏡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509號 06-2011281
  澄清眼科 (明誠院區)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41號1樓 07-9605988 
  芮安眼科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86號1樓 07-3351078
  吳家明眼科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6號 07-3419394
  澄清眼科 (小港院區)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191號 07-8037038 
  澄清眼科 (國際院區)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45號 07-3983038 
  澄清眼科 (五甲院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02號 07-7153591
  大學眼鏡 (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30號 07-7478471

蔡司兒童鏡框銷售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