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台號 Booth no.：1000

廈門芬古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X I A M E N  F I O N N G U A L A O P T I C A 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福建廈門市海滄區海滄街道滄林東一里552號1902

1902, No. 552, Canglin Dongyili, Haicang Street, Haicang District, 

Xiamen City, Fujia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96-2950766
傳真 Fax  ：0086-596-2950766
電子郵箱 E-mail ：1241524851@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AQUASCUTUM 雅格獅丹

JOYRICH

LEXON

展台號 Booth no.：1002

漢艾(亞洲) 有限公司
HORN-I (ASIA) LTD.
地址 Address ：

香港九龍觀塘道418號創紀之城5期23樓2311室

Suite 2311, 23/F BEA Tower Millennium City 5, 418 Kwun Tong 

Road, Kln.,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27813590
傳真 Fax  ：00852-27813773
電子郵箱 E-mail ：horniasia@gmail.com
網頁 Homepage ：www.horn-i.asia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廣東漢艾眼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東莞市常平公園路3號志興國際商廈710室 CHINA中國

電子郵箱 E-mail ：admin@horn-i.asia
網頁 Homepage ：www.horn-i.asia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h-i köln是德國科隆市創造和科技的象徵，它是天然的水牛

角與鈦金屬質感完美結合，這是天然藝術與現代科技的

昇華。

MOSCOT光學根源首先由曾曾祖父和家族族長Hyman Moscot 

在美國植根，他於1899年從東歐經由埃利斯島來到紐約。

海曼開始在曼哈頓著名的下東區果園街的手推車上銷售現

成的眼鏡。

Native Sons - 卸任 DITA 創意總監一職之後，Tommy O'Gara 在

日本創立了負責設計、生產眼鏡的 The Light Co.，致力於將

美式復古與日式工藝結合。公司旗下推出的品牌Native Sons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H-I KOLN H-I 科隆

MOSCOT 瑪士高

NATIVE SONS

展台號 Booth no.：1004

入戲（寧波）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 H E  O W N E R  ( N I N G B O )  B R A N D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天童南路639號1402室

Room 1402 YongQiang Building, TaiAan Middle Road,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74-89258809
電子郵箱 E-mail ：ada@theowner.com
總公司 Principal： 

發現未來私人有限公司

DIGFUTURE PTE.LTD

地址 Address ：

北橋路331號新國賓大廈#12-03

#12-03, 331,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新加坡

電話 Tel  ：0086-574-89258809
電子郵箱 E-mail ：ada@theowner.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THE OWNER 入戲



展台號 Booth no.：1008

深圳佰萊德貿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BELLIDEE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深圳市福田區石廈北二街新天世紀商務中心1棟A座3112 室

Rm 3112, Block A, New Century Business Center, Shixia North 

Second Street,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755-23953633
傳真 Fax ：0086-755-23953622
電子郵箱 E-mail ：evalinqh@bellidee.com
網頁 Homepage ：www.bellidee.com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New Balance 新平衡

全球專利眼鏡——New Balance ELOCK™。

新平衡New Balance是由William J. Riley於1906年在美國馬拉

松之城波士頓成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演變發展，現已成

為眾多成功企業家和政治領袖愛用的品牌，在美國及許多

國家被譽為「總統慢跑鞋」，「慢跑鞋之王」。

作為全球領先的運動品牌，New Balance在科技材質、產品

外觀與舒適度上不斷創新進步，為每一個運動者發揮自己

的運動潛能，享受平衡自在的生活而不懈努力。

New Balance眼鏡產品系列，延續了品牌精髓，結合流行設

計感覺，將時尚與功能兼具的美好特質帶到眼鏡界，以更

人性化的設計注入細節中，產品設計一直不斷向前，積極

蛻變，帶來更創新突破的運動裝備。

全球專利眼鏡ELOCK™是New Balance推出的全新光學及太

陽鏡系列，設計舒適輕巧，ELOCK™可調節鏡腿的設計，

提供3個選擇角度的調節（27°、54°、81°）及5mm可修

剪鏡腿尾端，適合不同運動強度、不同場合及頭型尺寸，

長時間佩戴也不會有不適之感。

New Balance眼鏡針對不同年齡段熱愛運動的人士，在光學

架上推出了不同大小尺寸，專門為兒童設計的童新系列還

特別配有可調節的防過敏橡膠鼻托、可伸縮鏡腿。太陽鏡

也針對追求時尚個性和專注不同運動的人士推出了休閒系

列和運動系列。New Balance眼鏡，一副兼具功能與時尚的

運動眼鏡，它的誕生將給近視運動者帶來一個全新的精彩

世界！

Levi's 利惠

Levi's眼鏡系列，美式牛仔的不朽傳奇

自Levi Strauss在1853年創造第一條牛仔褲，Levi's就成了美語

牛仔褲的代名詞。Levi's的牛仔服裝、休閒服飾及配件強調

突出個人風格，代表了經典的美式風格，一直是年輕人首

選服飾之一，現在全球約110個國家營銷。

Levi's擁有創意無窮的設計團隊，在品牌成立至今的一百多

年里，Levi's在服裝界屢創神話，塑造了各種經典，501系列

則是傳奇中的傳奇。

Levi's眼鏡秉持品牌愛冒險的精神，集功能、時尚、復古、

休閒於一身，散髮著獨有的魅力。採用優質進口材料製

造，主打經典復古、休閒時尚的設計，以及精湛的工藝在

各類眼鏡品牌中獨樹一幟，讓百年經典與年輕態度碰撞出

激烈的火花。呈現品牌一貫的風格：時尚個性與復古格

調，塑造出歷久常新的獨特風格，讓潮流之士隨心搭配各

種造型，敢於出眾，展現至酷精神。

近年，Levi's眼鏡系列里注入了更多創意，吸引了新一年輕

消費族群。Levi's眼鏡系列以大膽年輕的色彩搭配，融合丹

寧布的獨有特質，打造最火熱的潮流之選，讓佩戴者時刻

展示最率真的個性！Levi's輕型系列採用歐洲進口樹脂材

料，只有傳統板材眼鏡60%的重量，配合時尚復古框架設

計，深受年輕人的喜愛。

Agnès b.雅尼斯比

法國簡約派宗師

自1975年品牌創立以來，一直以自然，線條簡潔、色彩簡

單、精緻簡約的獨特設計，挑戰一貫的流行模式，她被譽

為「最具有法式人文氣息」的設計師，她所設計的開襟外

套更是被譽為法國的國民制服，她不嘩眾取寵，也從不迎

合大眾眼光，然而這樣的堅持反而把流行帶入那些不跟隨

流行的另一派時尚人士中。她就是這麼的自然、與眾不

同，這麼的帶有藝術風情，這就是agnès b.

agnès b.眼鏡系列，忠於品牌自己的風格，跟隨自己的時

尚哲學，選材精細嚴謹，將品牌各種標誌性的設計融入其

中，宣示著時尚、自然、真我，展現自信而與眾不同的隨

性格調。自2018年首推的agnès b.Homme系列專為商務男士

設計，以細膩高雅的巴黎造型為藍本，線條簡單利落，展

示個人風格魅力，秉承法式簡約格調。

agnès b.崇尚法式簡約，巧妙融合簡潔的元素與獨特個性，

在2020年全新Flex「極簡」系列中展現不著痕跡的柔和雅

致。此系列以靈活耐用、極具彈性的β鈦金屬為設計畫

板，每個組件均經過精密設計，以除去非必要的螺絲及焊

接，清爽簡雅的設計完美糅合優越工藝與法式風尚。打造

兼具舒適性與簡約設計的出眾之作。

Jill Stuart吉爾·斯圖亞特

獻給所有不忘追求夢想的女孩們！

Jill Stuart（吉爾·斯圖亞特）是美國著名設計師Jill Stuart1993

年創立的同名品牌，一直以聆聽並且回應現代女性對時尚

的嚮往為設計理念。Jill Stuart以多樣化的產品，為世界各

地的女性帶來甜美卻又性感俏麗這種富有獨特魅力的自

信。掀起了時裝界華麗淑女風尚，深受全球女孩的喜愛。



Jill Stuart眼鏡特點：大千世界潮流湧現琳琅滿目的眼鏡品

牌和產品，但是時尚女性更喜愛追求內心的渴望，關注眼

鏡是否能凸顯其自信自我的個性，風趣青春的格調，可愛

性感的風格。Jill Stuart堅守其時尚之道，以凸顯女性魅力

的設計，回應他們對時尚自我的嚮往以及想要時刻引人矚

目的內心訴求。

Jill Stuart眼鏡全新真我系列設計理念：我們從來沒有停止

過對生存含義的探索，對內在意義的追尋，但是大千世界

所有的追尋探索都化作了對外在標籤的追求。我們不斷給

自己貼上 「女強人」「好媽媽」「好妻子」的標籤，顯

得平淡的生活格外有意義，我們卻離「真我」越來越遠「

真我」是除去所有現實角度的考量和身邊人的看法，是以

自我為中心的認知，是出自本心的歡喜與熱愛，我們所有

人都可以給自己貼上無數的相同的標籤，但是「真我」是

唯一存在的，獨一無二的你!

FOR YOURSELF AND NO ONE ELSE.

讓Jill Stuart獻給獨一無二的您。

Kenzo高田賢三

包容  色彩  自由

Kenzo是日本設計師高田賢三創立的法國品牌，高田賢三前

往法國的漫長西方之旅，讓他得以接觸各個民族的人，各

個民族的語言、文化，讓他拼接出全新的設計理念，他希

望Kenzo可以包容全世界的審美，各種民族，包括別人眼裡

的怪咖。他的設計從花朵、動物到各國絢爛的民族之光。

高田賢三熱愛自然，崇尚自由，表達簡單和愉快的精神，

被人們稱為時尚界的雷諾阿。2011年Carol Lim 和 Humberto 

Leon接任Kenzo的創意總監，並推出火遍大街小巷至今仍被

當做品牌象徵的虎頭形象和眼睛形象。深受明星潮人的喜

愛。2019年Felipe Oliveira Baptista接任創意總監，他的創新兼

具現代的創意視野以及全面的藝術方式將繼續傳承KENZO

獨特的品牌文化，挖掘KENZO更多潛力。

Kenzo眼鏡系列延續品牌風格，將KENZO 創始人高田賢三

時期的經典元素再次呈現：綻放豐富大膽的花卉色調，盡

顯叢林獨有的野性風格。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AGNÈS B. 雅尼斯比

JILL STUART 吉爾˙斯圖亞特

KENZO 高田賢三

LEVI'S 利惠

NEW BALANCE 新平衡

展台號 Booth no.：1022

深圳市凱特羅蘭眼鏡有限公司
SHENZHEN KATE LORRAINE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深圳龍崗區橫崗安良安昌路39號D棟1層

1F, Building D, 39 Anchang Road, Anliang, Henggang,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755-84563633
電子郵箱 E-mail ：10841178@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KATE LORRAINE 凱特羅蘭

展台號 Booth no.：1023

廣州澤曦貿易有限公司
HAZE COLLECTION CO.,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廣州市海珠區江怡路240號中盛創匯906

906, No 240 JiangYi Road, Haizhu, Guangzhou,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510000
電話 Tel  ：0086-20-85269502
電子郵箱 E-mail ：queenie@hazecollection.com
網頁 Homepage ：www.hazecollection.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HAZE COLLECTION 汐哲

展台號 Booth no.：1040

北京思柏潤貿易有限公司
BEIJING SIBORUN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朝陽區勁松南路1號海文大廈717室

Room 717, Haiwen Building, Jinsongnan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67792412
傳真 Fax  ：0086-10-67799779
電子郵箱 E-mail ：bjsiborunyxs@126.com
網頁 Homepage ：www.stepperchina.cn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ByWp

FUSION BY STEPPER FUSION弗森

LUCIANO 路奇亞奴

MINIBOXX 微搏博

PAULO PILIPE 保利飛力

展台號 Booth no.：1060

霞飛諾眼鏡（上海）有限公司
SAFILO EYEWEAR (SHANGHAI)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靜安區共和路209號企業中心2座1202

1202, Building 2, Enterprise Center, No. 209, Gonghe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50125911
傳真 Fax  ：0086-21-80327629
電子郵箱 E-mail ：jade.deng@safilo.com
網頁 Homepage ：www.safilo.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PORTS EYEWEAR

HUGO BOSS 雨果博斯

JIMMY CHOO 周仰傑

TOMMY HILFIGER 湯米·希爾費格

展台號 Booth no.：1108

上海青嘉眼鏡商貿有限公司
SHANGHAI AOYAMA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長寧區延安西路1590號10樓E座

E-F10, No.1590 West YanAn Rd,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2828235
傳真 Fax  ：0086-21-62827486
電子郵箱 E-mail ：yuqi@aoyamaopt.com
網頁 Homepage ：www.aoyamaopt.com

總公司 Principal：

青山眼鏡株式會社

AOYAMA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30-3-2, Kaminakacho, Sabae, 916-8505, JAPAN日本

電話 Tel  ：0081-778548051
傳真 Fax  ：0081-778548075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運動眼鏡 Sports eyewear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老花鏡 Reading glasses

-  太陽鏡片、鏡夾 Sunglass lenses, sun clips

-  眼鏡零件及配件 Spectacle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  鏡架組件 Components of frames

品牌 Brands：

AIGLE

BANERINA

BANERINO

QINGSHAN 青山

S.T. DUPONT  S.T.都彭

展台號 Booth no.：1109

駿豪公司
ROSIM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荃灣沙咀道29-35號科技中心25樓2501室

Unit 2501, 25/F., Technology Plaza, 29-35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31583620
傳真 Fax  ：00852-35226274
電子郵箱 E-mail ：info@rosim.com.hk
網頁 Homepage ：www.rosim.com.hk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珈謙商貿（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深圳市南山區招商街道桃花園社區興工路美年國際廣場1棟

803A-1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8666556805
電子郵箱 E-mail ：info@rosim.com.hk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Rosim Limited於香港成立至今近二十年，專注於功能性護

眼產品的設計開發與銷售。 2021年Rosim最新推出自主品



牌Orentas®品牌的Saro系列輕薄太陽鏡及Kidzap®品牌兒童

光學眼鏡。 

Saro系列輕薄太陽鏡採用超薄金屬物料，具有足夠的韌性

和強度的同時，將眼鏡重量減至最低，大大提高佩戴舒適

感。Saro系列採用優質高清偏光鏡片，過濾100%的紫外線

和大部分有害藍光，有效減少眩光。Saro系列輕薄太陽鏡

緊貼臉型，有效遮擋外周的光線進入眼睛，更有效的保護

眼睛。 

Kidzap®品牌兒童光學眼鏡，採用無金屬設計，完美配合

兒童眼鏡的安全要求。Kizap®兒童光學眼鏡採用進口硅膠

原料，柔軟、防過敏，特別適合兒童的皮膚。Kizap®兒童

光學眼鏡特有可更自行調校鏡腿長度和鼻托高低設計，滿

足兒童不同階段的需要，靈活調整尺寸。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KIDZAP®
ORENTAS®

展台號 Booth no.：1110

北京市益明眼鏡有限責任公司
BEIJING YIMING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豐台區成壽寺路1號鑫源國際1號樓1122室

Room 1122, Xinyuan International (Building 1), No. 1 Chengshousi 

Road,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67087503
傳真 Fax  ：0086-10-67087503 轉 612
電子郵箱 E-mail ：qfwang@yiming-optical.com
網頁 Homepage ：www.yiming-optical.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WOEHLK 躍爾科

ZEISS 蔡司

展台號 Booth no.：1120

上海京鴻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SHANGHAI JOHOW OPTICAL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閔行區滬閔路6088號凱德商務樓3508室

Room 3508, Kaide Business Building, No. 6088, Humi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56558599 
電子郵箱 E-mail ：xiejun@johow.cn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HELLO KITTY 凱蒂貓

Hi 嗨咿眼鏡

MARK FAIRWHALE 馬克華菲

REI KAWAKUBO 川久保玲

展台號 Booth no.：1130

愛博諾德（北京）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YEBRIGHT MEDICAL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昌平區科技園區興昌路9號

No.9 Xingchang Road, Changping Science Park,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84148096(分機817) /
      0086-15901295009
傳真 Fax  ：0086-10-58043569
電子郵箱 E-mail ：zhangyanfeng@ebmedical.com
網頁 Homepage ：www.ebmedical.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角膜矯形接觸鏡片 Othro K lense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IBRIGHT® 普諾瞳®
天眼醫藥



展台號 Booth no.：1136

北京市大西洋眼鏡有限公司
BEIJING THE ATLANTIC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朝陽區勁松南路1號海文大廈505室

Room 505, Heaven Building, No.1 Jinsong South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85800100
傳真 Fax  ：0086-10-85801046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北京大西洋眼鏡公司成立於1996年，經過20餘年的發展，

已成為以服務眼視光系統為中心的專業眼鏡品牌運營商，

致力於為青少年及兒童提供安全、環保、高舒適度、高品

質的優質眼鏡產品。集合Disney（迪士尼）、FLIK FLAK 

（飛菲）、JULLIEN（朱麗葉）、JINGLING（精靈）等品

牌，不斷地追求產品細節、不斷地完善管理程序，我們只

為單純的做好每一副眼鏡。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Disney（迪士尼）
自1928年，那只穿著紅衣短褲大頭鞋，能站著行走喜歡竄

上跳下的老鼠誕生，華特迪士尼的眾多卡通形象已風靡全

球。北京大西洋眼鏡運營迪士尼品牌眼鏡的歷史可以追溯

到2006年，目前已登陸全國各大權威眼科醫院的視光配鏡

中心，讓上百萬少年兒童有機會享受高品質的產品及完善

的服務和售後。

FLIK FLAK（飛菲）
FLIK FLAK（飛菲）眼鏡緊貼12歲以上青少年人群，研發

始終秉承「乾淨利落的框型、堅固耐用的結構、時尚潮流

並且更易搭配選擇」的理念，具備「輕、彈、環保」等諸

多特點，隨時隨地讓您感知「飛菲、更在乎您的佩戴感受」

JULLIEN（朱麗葉）
面向25歲以上人群，圍繞工作社交場景，簡約、雅致的設計

風格，輕便、舒適的佩戴感受，完美彰顯職場人生魅力。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DISNEY 迪士尼

FLIK FLAK 飛菲

JINGLING 精靈

JULLIEN 朱麗葉

普銳特�戀

展台號 Booth no.：1200

香港鏡盒世界
CASEWORLD HONGKONG
地址 Address ：

灣仔軒尼詩道338號北海中心6樓D室

Flat D, 6/F, CNT Tower, 338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6-13928872206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caseworldusa.com
網頁 Homepage ：www.caseworldusa.com
總公司 Principal：

視成工藝包裝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東莞市石排鎮李家坊工業區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0-87654318
傳真 Fax  ：0086-20-87654718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caseworldusa.com
網頁 Homepage ：www.caseworldusa.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視成企業創始於1993年,總公司在美國洛杉磯，工廠設在東

莞石排,是一家專門生產眼鏡盒、 首飾盒、珠寶盒等包裝

產品為主的綜合性企業。近年來，隨著公司業務範圍的不

斷擴展，為適應國際市場及廣大客戶的要求,展示道具也成

為我們的支流產品。

誠信、務實、創新是公司- -以貫之的追求,也是公司恪守的

宗旨。憑借完美的設計、先進的設備、精湛的技術和良好

的服務贏得了市場的廣泛贊譽;公司以優質的產品質量贏得

客戶一次又一次的信賴。企業形象穩步提升,在包裝行業取

得了良好的口碑，成為一 流的包裝品牌。同時,公司以「精

湛的技術、合理的價位、如約的貨期、專業的服務」受到

了廣大客戶的一次又一次的肯定。

 公司匯集了國內外優秀的設計人才,以流行的文化元素和時

尚的外觀質感積極迎合客戶的需求。當前, 在新產品的助推

下,市場佔有率不斷.上升,公司客戶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

界頂尖級品牌公司的青睞和合作。用實力贏得市場，讓市

場檢驗實力。我們一定秉承專業、 誠摯的態度為您效力。
Founded in 1993, Caseworl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custom designed optical cases. Our two 
production facilities are located in Dongguan and Shenzhen, 
China and contain the newest technologies. With our highly 
trained technicians, we guarantee that our products are 
composed of materials and produced with the highest qualities. 
Besides in specializing in optical cases, we also carry a variety 
of optical related products such as optical displays and cleaning 
cloths.



Since 2008, our company has expanded our product line due to 
growing demands. Not only offering optical related products, 
we also distribute watch and jewelry case, product displays, 
product packaging as well as carry-on salesman displays. These 
new products help us to develop into a new market, we have also 
received numerous positive compliments from our clients about 
the excellent craftsmanship of our goods.
 We are continually designing our own products as well as 
producing new styles with the latest fashion. Our customer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also include major brand 
name companies and corporations. Our company is confident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at a competitive price. In order to tailor make the 
needs of our clients, we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our product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眼鏡盒及其它配件 Spectacle cases & accessories

展台號 Booth no.：1202

康強科技（重慶）有限公司
KANGQIANG TECHNOLOGY (CHONGQ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重慶市榮昌區昌州街道成渝公路東段眼鏡產業園18號樓

第4層

Floor 4, Building No. 18, Glasses Industrial Park, East Chengyu Rd., 

Changzhou Street, Rongchang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587737918
電子郵箱 E-mail ：13587737918@163.com
網頁 Homepage ：www.xjj5520.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眼鏡零件及配件 Spectacle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品牌 Brands：

5520

展台號 Booth no.：1205

匯俊眼鏡製品有限公司
ELITE OPTICAL INTERNATIONAL LTD.
地址 Address ：

荃灣沙咀道40-50號榮豐工業大廈2102室

Room 2102, Wing Fung Industrial Bldg., 40-50 ShaTsui Rd., Tsuen 

Wan,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93080717
電子郵箱 E-mail ：angie@eliteopt.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安全眼鏡產品 Safety eyewear

展台號 Booth no.：1210

欣雅藝珠寶有限公司
XINYAYI JEWELR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貝麗北路水貝金座310室

Room 310, 3/F, The Gold Plaza, Beili North Roa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755-25531975
電子郵箱 E-mail ：jack@raidelgold.com
網頁 Homepage ：www.raidelgold.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RAIDEL

展台號 Booth no.：1220

江蘇萬新眼鏡有限公司
JIANGSU WANXIN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雲陽街道南三環路丹陽高新技術創新園

Danyang High Tech Innovation Park, South Third Ring Road, 

Yunyang Street, Dany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400-666-3301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隱形眼鏡護理液

 Eye care products & solution for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SAUFLON 沙福隆

WANXIN 萬新眼鏡架

WE COSME妝瞳

展台號 Booth no.：1222

HAS國際視光（香港）有限公司
HAS INTERNATIONAL OPTICAL HK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九龍旺角彌敦道655號胡社生行1305室

Flat/Rm 1305, 13/F, Wu Sang House, No.655 Nathan Road, Mong 

Kok, HKSAR中國香港

電子郵箱 E-mail ：hasopticaldl@gmail.com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HAS國際視光（香港）有限公司位於香港九龍旺角，是專

業研發青少年近視治療產品的世界一流眼視光科技企業。

一直以來，公司始終致力於眼視光領域高科技產品的研

發、推廣工作，在中國香港、美國等地建設有一流的、達

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合作科研基地。依賴專業的眼視光科研

團隊，整合國際領先科研技術和資源優勢，生產世界一流

的近視產品，引領近視矯正和眼科衛生保健潮流。

公司主營產品是——角膜塑形鏡，該技術起源於美國，經

過HAS公司多年的創新研發，該技術製作工藝更精良，品質

更卓越，功能更顯著，適用範圍也得到擴大，成為目前國

際上最先進、最科學的無創傷、無後遺癥近視矯正方法。

HAS公司始終遵循平等、長遠、共贏的多方合作模式，與

美國隱形眼鏡協會、華盛頓視力低下關愛中心、英國穆

爾菲爾德醫院、賓夕法尼亞眼視光學院等眾多全球頂尖的

權威機構、全球眾多國家的視光專家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

系，一起推動中國近視矯正技術的飛速進步，幫助青少年

摘掉近視眼鏡。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漸進多焦點鏡片 Progressive lenses

- 角膜矯形接觸鏡片 Othro K lenses

- 隱形眼鏡附件 Accessories for contact lens

- 眼鏡零件及配件 Spectacle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 solution for lenses & contact lens

- 眼鏡盒及其它配件 Spectacle cases & accessories

品牌 Brands：

HAS

展台號 Booth no.：1225 

江蘇睛典眼鏡有限公司
JIANGSU JINGDIAN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司徒鎮鎮東路8號

No. 8, Zhendong Road, Situ Town, Dany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337984555
電子郵箱 E-mail ：2280574223@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DIPLOMAT 外交官

PK

TOPRUDDER 統領航者

展台號 Booth no.：1230

北京完美視線眼鏡有限公司
BEIJING PERFECT SIGHT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路36號院首城國際5號樓C座1243室

Room 1243, Block C, Building 5, Shoucheng Int'l Centre, 36 

Guangq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87661733
傳真 Fax  ：0086-10-87325966
電子郵箱 E-mail ：wlsxdyx@163.com
網頁 Homepage ：www.wmsxyj.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北京完美視線眼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完美視線）成立

於2012年，其前身為鄭州未來視線商貿有限公司，總公司

位於北京，是一家以批發眾多品牌光學鏡架為主的中國總

代理商，其品牌包括羅瓦雷諾、勞比丹頓、喬頓、帕羅

斯、怡濃、蒙納士等。自公司成立以來，完美視線與日本

著名眼鏡設計製造商福井眼鏡株式會社緊密合作，引入其

高、中端產品，雙方致力於共同打造國際名品。並且與全

國範圍內的眾多眼鏡連鎖企業、地方眼鏡零售商（包括北

京大明眼鏡、寶島眼鏡、北京同仁醫院、寶視達眼鏡等）

通力合作，志在打造一條以設計、生產、供應、銷售為緊

密體的友商鏈。

完美視線成立以來連續參加了北京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

會、上海中國國際眼鏡業展覽會等展會。基於多次參展經

驗，2013年與中國眼鏡協會聯合舉辦了羅瓦雷諾18K金光

學鏡架五週年感恩慶典，取得完美成功，並為業內眾多專



業人士近距離瞭解完美視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為推動眼

鏡行業的發展做出了綿薄貢獻。

在產品方面，完美視線立足東方人的審美與需求，眼鏡款

式設計不斷推陳出新；結合日本一線的工藝品質，配以優

質原材料，在細節處理方面猶有心得。創造出了佩戴舒

適、款式新穎的優秀產品，得到了國內外消費者的好評。

完美視線始終秉承“質量第一、信譽為重”的發展宗旨，

以“駐足細節 領先設計”為核心價值，貫徹“誠信合作、

互利共贏”的經營理念，希望通過我們的專業水平和優質

服務，在業內樹立起良好形象。我們相信，通過我們的不

斷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更加美觀、舒適和

高品質的系列光學鏡架，實現與客戶間的共同發展。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羅瓦雷諾

品牌歷程：

羅瓦雷諾（Roireine）眼鏡架根據東方人臉型特點，由日

本實力卓越設計師專為日本天皇精心打造。多年來，一直

都深受日本天皇青睞，在眾多眼鏡架中，羅瓦雷諾都作為

日本天皇首選鏡架，羅瓦雷諾眼鏡是一種權利與身份的象

徵，自信與財富的象徵！

2011年，羅瓦雷諾始終追求“傳統，穩定”款式彰顯優雅，

選用奢華的黃金材料體現高貴，羅瓦雷諾18K金眼鏡架，

鏡框整體以18K金材質純手工打造而成，以最為精緻完美

的技術，塑造每一個細膩，精緻的小細節，別致的樁頭嵌

以精美，閃耀的鑽石作為裝飾，創造出華美而內斂的造

型，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輝之中，半鑲鑽的款式則顯得貴

氣十足，以傳統大方不失華麗，襯托出祥和，王者風範。

羅瓦雷諾有K金、純鈦兩大產品系列。

【K金】系列----款式線條流暢，追求細節，佩戴舒適

K金系列專為成功人士量身定制，佩戴者不僅體現尊貴，

更是一種權利與身份象徵，高檔優質黃金選材，並運用精

湛的工藝，以及對每個細節精心處理，淋灕盡致體現出了

羅瓦雷諾眼鏡的精神：“尊貴，精湛”必將得到來自皇室

和上流社會的寵愛和追捧。

【純鈦】系列----高科技鈦纖細，人性化設計，非一般氣

質體驗

純鈦系列採用最新研發適合人體舒適度鈦金屬原材料，經

過特殊處理後，色澤持久亮麗，彰顯框面的精緻和一種天

然、清新的原始之美。重量輕，佩戴者極其舒適，表面處

理採用IP電鍍，使鏡架具有很強的耐腐蝕性和耐磨性，佩

戴者皮膚絕對不會產生過敏現象，日本設計師精緻設計，

展現優雅、精緻、品質化的潮流趨勢。

展望未來

隨著經濟全球和市場一體化，眼鏡品牌競爭也會越來越激

烈，2011年，眼鏡潮流不僅僅是造型上變化，它更加突出

傳統文化的內涵及對生活的一種熱愛。通過羅瓦雷諾人努

力創新，羅瓦雷諾眼鏡會走在世界潮流前列，將會成為眼

鏡世界的王者！

Minima

公司簡介：

超越極簡主義的界限，持之以恆地追求簡約和高舒適度：

這些可用來概括Minima系列產品的精神。

歷史：

“Minima是在對市場需求進行觀察和適應的基礎上誕生

的：一種輕盈舒適的鏡架”，創始人莫裡斯•帝蒙（Maurice 

Timon）先生分析說。

Minima的建築師

1979年，年僅24歲的莫裡斯•帝蒙已經在營銷幵銷售小眾

鏡架。1989年，在創新意願的指引下，他成為首位在法國

市場上銷售鈦絲鏡架的人。簡約、精緻和品質成為他的口

號，延續至今。

Minima的設計理念是眼鏡應該展露臉部而不是遮擋。

憑藉15年的高科技產品營銷和銷售經驗，莫裡斯•帝蒙已經

開發出致力於“未來眼鏡”的全新款式。

他在1994年推出的首款樣式已經超越了當今的時尚。自此

開啟了一場小小的光學革命。

MINIMA自創立以來一直以創新為主導，從未停止對未來

眼鏡的發明。從首款到最新款，MINIMA一直在思考創新

方案，滿足市場需求。不為那些為了創新而創新的短暫產

品大相徂庭的是，MINIMA將創造性服務於實用性，製造

經久不衰的創新。

Minima理念：

100% 法國製造

位於黎以南30公里，我們的全部產品都在法國製造。

遍布全球Minima遍布全世界80多個國家，在德國有一個分

支，還擁有龐大的經銷商網絡

MINIMA擅長無框鏡架，旨在為尋求輕盈舒適甚至無框鏡

架的顧客。

生產創新產品

與利、樣式和商標的註冊

創新：

目的：創造未來的鏡架……

科技：

巧妙創新的安裝

堅固輕盈的材質（β鈦、鋁、不鏽鋼）

舒適：

材質具有柔韌性/不過敏

超輕（低於3克）

設計簡潔

個性化（鼻梁尺寸、鏡腿長度、鏡片形狀……）



品質：

法國製造

J.F.REY
家族企業馳名海外,銷售點分布在50多個國家。該品牌選擇

性的銷售網絡是：經銷商，代理商和在日本，加拿大，美

國，荷蘭的獨家辦事處。

J.F.REY品牌（一個成功的法國故事）

創始人：讓.弗郎索瓦 雷爾先生

讓.弗郎索瓦 雷爾先生是法國設計師，在80年代，以一種

新穎和與眾不同的風格震撼了眼鏡光學世界。作為成立於

1995年的BLI-DBP公司的領導者，一直追隨自己的本能和

對設計的熱情，他在國際眼鏡業舞台上烙印了自己的風格

和品牌。不被時尚牽制，走出老套舊路，敢冒風險，打破

條條框框。這些價值觀至今仍然融合在 J.F.Rey 品牌的基因

中，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它在全球的成功。

汝拉省的傳統工藝（工藝起源）

讓.弗朗索瓦出生於法國眼鏡搖籃的汝拉省，他喜歡為父親

的公司設計眼鏡框架。他獨特的使用形狀，材質和顏色的

方式為眼鏡設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醫療眼鏡”能成為

一種獨立的時尚配飾，也少不了他一部分功勞。這位創作

家強加了自己新的代碼，並且很快被注意到。

在馬賽與巴黎之間（馬賽推出作品，巴黎出名）

讓.弗郎索瓦 雷爾先生他與兩個合作夥伴在馬賽的IDC公

司推出了他的第一批作品。他在巴黎很快就出名了，在那

裡，公司在“當日街”裡有自己的展廳；當時與他合作的

主要時裝品牌：AgnèsB, Bensimon, Marithé, François-Girbaud, 

還有Issey Miyake。

獨特的設計二人組（讓.弗郎索瓦先生與妻子丘耶勒 雷爾）

她的妻子丘耶勒 雷爾，今天公司的藝術總監，創建了品

牌彩色的標語和大膽風格。他們一起組成了一個不同而非

常互補的的設計二人組。1995年，他們共同創立了馬賽知

名的BLI-DBP公司，和它的4個品牌：J.FREY, BOZ Eyewear, 

Volt Face和Sky Eyes.他們探索新技術和新材料，一件件獨特

的作品就由此誕生了。

30年的創作（公司經營品牌）

J.FREY、Kids&Teens、BOZ、Jean-François Rey、Volte 

Face、Sky Eyes

創新和獨特的設計

大膽的風格，創意的設計，豐富多彩的配色和獨特的材料

運用方式使J.F.Rey成為獨一無二和與眾不同的品牌。以膠

板料風格為標語是丘耶勒 雷爾女士的專有技術。作為公

司裡的藝術總監，她以一種非常個性化的方式來創造和處

理膠板料。顏色和圖案無限的聯想,大膽嘗試不可思議的

組合,也不出錯。

OXIBIS

Oxibis Group集團歷史一覽 (簡覽)

OxibisGroup集團是一個有活力的，並具有創新性的汝拉公

司，設計並製造創新性的鏡架，可以使客戶對各種品質的

產品給予多種選擇。

丹尼爾•阿爾諾 Daniel Arnaud 和 傑羅姆•考蘭 Jérôme Colin 

決定開創他們自己的品牌(圖推薦充滿活力，色彩絢麗，攜

帶愜意的產品)，並在1992年一起創辦奧克西貝斯(Oxibis)公

司。這兩個合伙人在法國眼鏡業的孵化地莫雷茲鎮(Morez)

安頓下來，創辦了另外兩個品牌：-艾克賽爾托(Exalto)創

於1998年：優雅而又高貴的材料。自2015年起，Exalto®成

了100%的男性品牌，100%的工藝技術。- 迪樂慕(Dilem®)

創於2006年：基於一個革命性的觀點：眼鏡架可以拆裝並

互換。自2011年以來，Exalto，Dilem，Oxibis這三個品牌融

為一體並歸於奧克西比斯(Oxibis)集團旗下。從那以後，集

團成為了法國眼鏡業的主導企業之一，將它的品牌種類領

導於在一個證書滿天飛的世界裡。

在2013年，第四個品牌誕生了：嬌麗(JOOly)。這最後一個

品牌是基於服裝時尚的靈感，專為女性設計定做。

OXIBISGROUP集團的一些數據 

25 000 000

在2016年實現25 000 000 歐元的營業額

25

在莫雷茲鎮的這片盆地上，也是這四個眼鏡品牌的發源

地。孕育了集團25年的歷史及經驗。

100

一百個員工

1　總部 在法國

4　個品牌的產品分布於世界上35個國家

創辦及專業技能

公司自1992年創辦以來，一直致力於創新設計並委託當地

的一些承包商聯網製作產品，其目的是能夠更加專注於產

品的開發設計，鏡架的細節化處理，產品的商業化以及為

眼鏡商(眼鏡矯正師)的各種服務。今天，這樣的組織形式

使得公司非常成功，並能保證快速的響應能力和充分的流

動性。

Oxibis集團的所有產品都享有非常尖端的概念含義，精細

及新穎的質量保證，使得我們的產品變得獨一無二。這樣

的成功便使我們得到了回報，使我們獲得了…

五屆...Silmo法國巴黎國際眼鏡展金獎(Silmo d'Or)、金橋獎

(Pont d'Or)、優秀企業戰利獎(Trophée d'excellence)，受到眼

鏡行業中BienVu電話接待優質獎。一屆...Silmo法國巴黎國

際眼鏡展銀獎(Silmod'Argent)、銀橋獎。

產品/創意

為了推薦出更加適合消費者期望的眼鏡，並與時尚接



軌，Oxibis集團運用(依靠於)它的設計團隊，此團隊確保鏡

架的整體設計理念，從最初的第一張草圖直到生產設計。

接近新時尚，這些設計者從各種時裝表演，模特表演，各

種展覽會，各種展示會中攝取靈感，並從像來自時尚，藝

術及汽車等各種不同領域豐富設計思路。

產品/成套商品

每年，1/3的產品款式對會被更新。在OxibisGroup集團，根

據每個品牌自身配套的特性，每一款產品都被非常嚴格的

想象和設計打造- Oxibis品牌：從色彩，各種設計的獨創性

來顯示出品牌的獨特：

- Exalto 品牌：男性的優雅，技術感

- Dilem 品牌：鏡架互換性，輕便性，還有更多的是！(

創造性，加工處理質量，漂亮的鏡架外表裝飾，佩戴

的舒適感)

- JOO ly 品牌：對於那些喜歡時尚的女性人士，以及追

求某種時尚代碼的女士，如果創造團隊是由四個品牌

的開發人士共同構成的，產品本身還是具有它自己的

身份和它自身的領域。

在OxibisGroup集團每年每個品牌都會開創出6個款式。

亮相國際舞台

Oxibis集團足跡遍布於世界36個國家，全世界遍布41個經銷

商(批發商)，為了能在國際範圍內分銷其品牌， OxibisGroup

集團在許多國家都聚集了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公司9名三

語商業助手，為的是解答各類日常問答，處理各項訂單，

給予建議，1名產品出口代理商專門處理國際地區業務。

專業展覽會

Oxibis集團每年都會在全球各種各樣的專業展覽會與他們的

客戶和合作夥伴會面。

SILMO國際眼鏡展 -法國 -巴黎

年度國際眼鏡貿易展(100% OPTICAL) -英國 -倫敦

國際光學眼鏡展 OPTI -德國 -慕尼黑

國際光學，驗光設備及眼鏡展覽會(MIDO) -意大利 -米蘭

國際眼鏡業展(SIOF) -中國 -上海

國際光學展Vision Expo -美國 -紐約

國際眼鏡展覽會IOFT -日本 -東京

國際眼鏡眼科用品展覽會VISION X -阿聯酋 -迪拜

ISOF眼鏡展 -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國際光學及眼鏡博覽會EXPO OPTICA -西班牙 -馬德裡

我們的展台

我們在巴黎SILMO國際眼鏡展的展台為450平方米，專屬

使用的台子，會談場所空間，專門致力於出口的封閉式辦

公接待區，提供茶點。

市場營銷學及管理交流

一個有活力，並能及時響應的團隊，完完全全具備各種技

能並能互補，能夠為您提供各種解答並滿足各種需求。每

一個品牌都有它特殊的交流環境：與眾不同並帶有創新

性。一個可以訪問多種工具的平台，對您和您的客戶來說

是必不可少的，且簡單易用。

與我們合作的產品安裝包，以可以通過您的營銷網絡的方

式而開發我們品牌。它不僅匯集了所有您可以跟客戶交流

的元素 (徽標，圖表，產品目錄……)，而且也包括了各種

商業運作的想法，並能幫助創建新聞郵件等等。

有誘惑力的領域

4個品牌（Exalto 品牌、Dilem 品牌、JOO ly 品牌、Oxibis品

牌）。有4個不同領域。OxibisGroup旗下的每一個品牌都

擁有它自己獨有的交流領域，為的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及

創新性使眼鏡架的櫥窗變得生機勃勃。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J.F.REY

OXIBIS

MINIMA

ROIREINE 羅瓦雷諾

展台號 Booth no.：1233

丹陽市雲創眼鏡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經濟開發區葛丹路101號農批市場內H座5樓

5F, Building H, 101 Gedan Road, Development Zone, Danyang, 

Jiangs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5005296000
電子郵箱 E-mail ：68775590@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ZASPERO 帝士飛 

展台號 Booth no.：1240

上海善碩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SHINE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閔行區申濱南路998號E棟3樓352室

Unit 352, Level 3, Building E, No. 998, Shenbin South Road, 

Minhang,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53292230 
傳真 Fax  ：0086-21-54223616
電子郵箱 E-mail ：olivia.chen@shineoptical.com.cn
網頁 Homepage ：www.isvecraft.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ISVE 艾什唯

展台號 Booth no.：1250, 1260

上海忠銘商貿有限公司
SHANGHAI ZHONGMING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 海 市 靜 安 區 江 場 路 1 2 2 8 弄 3 3 號 東 賢 大 廈 1 2 0 3 室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289 6208
電子郵箱 E-mail ：marketing@goeyeweargroup.cn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上海忠銘商貿有限公司隸屬於紅潤光學集團，專注於中國

市場, 為眼鏡店和廣大消費者提供有設計感、品質優良的

品牌眼鏡產品，以及卓越的服務。

紅潤光學集團為一家集眼鏡設計、研發、品牌管理和分銷

為一體的專業眼鏡集團，已在全球眼鏡領域取得巨大成

功。國際分銷方面，紅潤光學集團旗下的GO Eyewear國際

集團的分支機構遍及葡萄牙，巴西，美國，意大利，西班

牙，俄羅斯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業務覆蓋歐洲/非洲/南

北美洲/亞洲/大洋洲等各大洲。

GO Eyewear總部設立於葡萄牙，並在巴西、意大利、西班

牙、英國、法國等相繼成立了子公司，憑借著其在自主品

牌上的持續建設，以及出色的設計、品質和服務能力，產

品在全球各大市場的數萬家眼鏡店內銷售，深受國際消費

者喜愛。

GO Eyewear國際集團旗下品牌眼鏡全球年銷售超過4,000,000

支，已經成為全球眼鏡領域集設計/生產/銷售於一體的前十

大眼鏡企業集團。 

目前，上海忠銘商貿有限公司旗下4大眼鏡品牌包括：

TRUSSARDI ----- 歷經百年傳承，享譽全球的意大利生活

方式品牌       

HICKMANN ----- 由前巴西維密超模創立的時尚品牌眼鏡，

彰顯Z世代年輕消費者獨特的價值主張

ESCADA -----  1974年創立的德國三大時尚品牌之一

JO&MARGOT ---- 創立於意大利米蘭的獨立設計師品牌，凸

顯獨一無二的個性之聲

展望2022年，上海忠銘商貿有限公司將發揮集團在眼鏡設

計、研發和品牌運作的優勢，攜手合作夥伴，開拓廣闊的

中國市場！

根據公司業務發展戰略的佈局，現面向全國招募代理商，

誠邀您加入我們的代理商體系，一起開拓充滿機遇的中國

市場，合作共贏！

代理商招募電話：0086-13901629055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ESCADA 愛思卡達

HICKMANN 海歌漫

JO&MARGOT 喬·瑪戈特

TRUSSARDI 杜魯薩迪

展台號 Booth no.：1255

廣州拓域包裝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PYOU PACKAG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廣州市茘灣區人民中路555號美國銀行大廈2221室

Rm.No. 2221, BOA Plaza, Renminzhonglu #555,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510145
電話 Tel  ：0086-20-81093005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top-yu.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盒及其它配件 Spectacle cases & accessories

展台號 Booth no.：1265

江蘇三一誠品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開發區齊梁路19號高新技術創業園B棟一樓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0308188
傳真 Fax  ：0086-511-80308088
電子郵箱 E-mail ：995647281@qq.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專注視力健康，共創身心富足”是三一誠品的創業理

念，讓每個人都有機會享受高品質、健康美麗的人生，打

造全新的眼鏡品牌是我們三一人畢生追求的職業目標。

三個有理想的人共同組建了“三一誠品”這個夢想平台，

公司正式運營於2017年3月1日，雖然年輕但我們活力充沛，

我們信心滿滿。於員工，我們追求身心富足；於客戶，我

們真心誠意；我們始終堅持用戶至上，用心服務於客戶，

堅持用自己的“誠品”來打動客戶。



 高效efficiency —— 快速&高效的服務執行力

 團隊teamwork —— 協作&誠信的服務團隊

 創新create new —— 推陳出新的產品

整合資源，建立全國知名的眼鏡品牌，健全產品品類及

服務系統，為客戶提供最專業的、獨具核心競爭力的服務

模式，用專業、高效贏得客戶滿意是我們三一人永恆的追

求，因夢想而偉大、因學習而改變、因行動而成功，路漫

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請與我們三一人共同努力實

現共同的理想——身心富足。

公 司 目 前 經 營 的 主 要 產 品 有 兒 童 鏡 架 系 列 、 青 少 年

鏡 架 系 列 、 套 鏡 系 列 、 老 花 鏡 系 列 ； 經 營 的 品 牌 有

TOMATO、THOMAS＆FRIENDS，接下來仍不斷有新的產

品系列和品牌推出......

公司位於丹陽市開發區高新技術創業園，交通設施極為方

便，更著重於在物流配送和客戶服務方面制定了詳細規範

的流程，保證在客戶合作中流暢、融洽性。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THOMAS＆FRIENDS 托馬斯&朋友

展台號 Booth no.：1274

重慶悅鹿視光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CHONGQING YUELU OPTOMETRY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地址 Address ：

重慶渝中區兩路口新幹線大廈B座2202

2202, Block B, Shinkansen Building, Lianglukou, Yuzhong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8182178519
電子郵箱 E-mail ：6146894@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Vison Therapy System 4 美國VTS4視知覺檢查訓練系統

- Sanet Vision Integrator(SVI) 美國SVI腦知覺訓練系統

- Optics Trainer 美國OT眼控訓練系統

- Macular lntegrity Teser-Trainer(MIT2)  

美國MIT2黃斑完整性測試訓練儀

- HTS2: Home Therapy System 2  

美國HTS2家庭視覺訓練系統

- Vis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equipment 

視覺評估訓練類工具

展台號 Booth no.：1296

韓國大精光學
Y-OPTICAL
地址 Address ：

大邱市北區魯院路169, 4F, 401室

401, 4F, 169, Nowon-ro, Buk-gu, Daegu, KOREA 韓國

電話 Tel  ：0082-53-357-8118
傳真 Fax  ：0082-53-357-8778
電子郵箱 E-mail ：yoptical@naver.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思博戈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SI BO GE OPTICAL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開發區立曜路1號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626263492
傳真 Fax  ：0086-511-86926768
電子郵箱 E-mail ：631945119@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KISS MY MUDOO 親親木朵

PENGKE 朋克

展台號 Booth no.：1298

安瞳（上海）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ANTO (SHANGHAI) OPT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靜安區江場西路299弄2號

No. 2, Lane 299, Jiangchang West Road, Jing '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6051160
傳真 Fax  ：0086-21-66051160
電子郵箱 E-mail ：113168968@qq.com
網頁 Homepage ：www.antolens.cn/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隱形眼鏡附件 Accessories for contact len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 眼鏡盒及其它配件 Spectacle cases & accessories

品牌 Brands：

ANTO 安瞳



展台號 Booth no.：1300

深圳市蔚藍光學有限公司
AZ EYEWEAR
地址 Address ：

惠州市大亞灣西區龍盛五路1號歐蒂姆科技園

Ottimo Science Park, No. 1, Longsheng 5th Road, West of Dayawan, 

Huizho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554759768
電子郵箱 E-mail ：Yi.Wong@azeyewear-shenzhen.com
網頁 Homepage ：www.intellieyewear.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3D眼鏡 3D glasses 

品牌 Brands：

INTELLIEYEWEAR 因特利愛唯爾

展台號 Booth no.：1310

溫州市歐銳眼鏡製造有限公司
WENZHOU ORI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溫州市婁橋工業園繼紅路529號

No. 529 Jihong Road, Louqiao Industrial Park, Wenzho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77-85191099
電子郵箱 E-mail ：452268415@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 Brands：

LEOWONG 礪奧

MARVEL  漫威

展台號 Booth no.：1318

溫州木西迸出口有限公司
WENZHOU MUXI IMPORT & EXPORT 
TRADING CO.,LTD.
地址 Address ：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婁橋工業園中匯路81號(甌海總部經濟

園)A幢裙樓102等(A2幢1201-2)

Room 1201-2, A2 Building, Ouhai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Area, Zhonghui Road, Ouhai District, Wenzhou, Zhejia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77-86823118
傳真 Fax  ：0086-577-86823118

電子郵箱 E-mail ：denny@intlmx.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運動用護鏡 Sports spectacles

展台號 Booth no.：1319

高麗色彩
PLAYBOX
地址 Address ：

大邱廣域市北區八達北路3路26

26, 3gil, Paldal Buk Ro, Buk-gu, Daegu, KOREA 韓國

電話 Tel  ：0082-53-355-2800
傳真 Fax  ：0082-53-355-2801
電子郵箱 E-mail ：rhfu0550@daum.net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高麗色彩自2003年以來一直著力於眼鏡框架的製造生產。

我司可獨立完成注塑，切頭，滾筒（清洗操作），上色，

包裝等鏡架製造的所有工序，在生產效率，安全性及鏡架

品質層面非常卓越。

我司專注於生產TR材料的眼鏡架，注塑模具保有量達500余

種，同時不斷在開發新款鏡架模具。

現我司產品主要出口中國大陸及台灣省，我們期待並努力

與更多的中國客戶達成合作，攜手共贏。

品牌介紹 Brands Description：

PLAYER CLUB

PLAYER CLUB將運動與時尚相結合，聚舒適的佩戴感，

柔韌性及各種色彩的自由組合為一體，為您打造具有個性

的時尚眼鏡品牌。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運動用護鏡 Sports spectacl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CLASSIC HOMME

PLAYER CLUB

SOPHIE KYLE 蘇妃凱而

가을동화



展台號 Booth no.：1320

江蘇奢品匯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I&N CORPORATION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菲尼克斯路70號總部基地33棟4樓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5162969950
傳真 Fax  ：0086-511-86877335
電子郵箱 E-mail ：403169751@qq.com
網頁 Homepage ：www. wanjinbaoglass.com
品牌 Brands：

WANJINBAO 萬金寶

展台號 Booth no.：1330

上海益見眼科診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JIAN OPHTHALMIC CLINIC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青雲路555號A213

Room A213, No. 555 Qingyun Road,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801771259
電子郵箱 E-mail ：yanj@jingwuyou.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氣接觸鏡

 Rigid gas permeable contact lens for orthokeratology

品牌 Brand：

ALPHA 阿邇發

ESSENCE 菁視

EUCLID 歐幾里德

IBRIGHT 普諾瞳

OCUVIQ 視倍佳RGP

SUNYRGP 博士頓RGP

展台號 Booth no.：1340

溫州冠豪眼鏡有限公司
WENZHOU GUANHAO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婁橋上匯集光路387號

No. 387 Jiguang Road, Louqiao Industrial Zone, Ouhai District, 

Wenzhou, Zhejia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77-88781336
傳真 Fax  ：0086-577-88789970

電子郵箱 E-mail ：guanhao@vip.163.com
網頁 Homepage ：http://www.guanhaoglasses.com/wap/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老花鏡 Reading glasses

品牌 Brands：

GUANHAO 冠豪

SECG

XSPICE 思派

展台號 Booth no.：1350

上海法利蘭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SHANGHAI FAIRYLAND OPTICAL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港口東路辦公樓01-02幢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6511476
傳真 Fax  ：0086-511-86511476
電子郵箱 E-mail ：1151686353@qq.com
網頁 Homepage ：www.falilan.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BEIBAOBAO 北包包

DAHUILANG 大灰狼

FAIRYLAND 法利蘭

KANGAROO 袋鼠

SNEAKY 瘋狂的世界

法蘭林卡

展台號 Booth no.：1400

邁卡蒂有限公司
MYKITA ASIA PACIFIC LTD.
地址 Address ：

尖沙咀天文台道8號1603室

Suite 1603, 16/F, 8 Observatory Road, Tsim Sha Tsui, HKSAR

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39901700
傳真 Fax  ：00852-37088529



電子郵箱 E-mail ：g.wu@mykita.com
網頁 Homepage ：www.mykita.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MYKITA 邁卡蒂

展台號 Booth no.：1402

南京伯睿琦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BRAGI OPTICAL TECHNOLOGY 
LTD.
地址 Address ：

南京市江寧區六朝路招商高鐵大廈A座612室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8652912925
電子郵箱 E-mail ：bragi-contact@beyond-tec.cn
網頁 Homepage ：www.bragi-eyewear.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Brands：

BRAGI 佩極

展台號 Booth no.：1420

崇傑坊商貿（北京）有限公司
KEEN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靜安區江寧路188號亞盛大廈11樓

11/F, 188 Jiangning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200041
電話 Tel  ：0086-21-52895501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DB EYEWEAR BY DAVID BECKHAM 大衛·貝克漢姆

LINDA FARROW 琳達·法羅

LOTOS 珞特斯

PROJEKT PRODUKT

VICTORIA BECKHAM 維多利亞·貝克漢姆

YOHJI YAMAMOTO 山本耀司

展台號 Booth no.：1430

北京焦點視覺貿易有限公司
BEIJING FOCUS POINT TRADE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南路58號富頓中心（A座）27層2701室

Room 2701, Block A, Freetown Building, No.58 Dongsanhuan South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100022
電話 Tel  ：0086-400-606-1912
傳真 Fax  ：0086-010-58673296-820
電子郵箱 E-mail ：focus@focuspoint.cn
網頁 Homepage ：www.focuspoint.cn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VOSS 沃斯

VOSS, BORN FROM A “MIND TRIP” IN NORTHERN 

EUROPE

VOSS，誕生於一次北歐的「頭腦旅行」

一群志趣相投的資深眼鏡設計師，相約每年都共赴一次集

體遠行，作為「頭腦旅行」，陶放身心，汲養創作靈感，

避免在工作中趣味索然。一次挪威深度旅行，團隊邂逅了

VOSS，這處隱藏在松恩峽灣和哈當厄爾峽灣之間的世外

桃源小鎮。這次探尋之旅，揭開了VOSS品牌的誕生序曲。
A group of like-minded eyewear designers made an appointment 
to travel together each year. They viewed it as a “mind trip”, 
during which they could relax themselves, cultivate inspiration 
for creativity, and keep their away from becoming dull by work. 
Once, they travelled in Norway and unexpectedly found Voss, a 
town of idyllic beauty hidden between Sogne ord and Hardanger 
ord. This exploratory tour unveiled the birth of VOSS.
F I O R D  T O W N  V O S S ,  N U R T U R I N G  T H E 
“UNPARALLELED PURITY” IN THE THOUSAND-
YEAROLD TOWN
峽灣小鎮VOSS，千年古城蘊釀的「絕世純淨」

Hanguren山下，石牆砌就的VOSS教堂歷經700餘年而巍然不

倒，傳遞著小城亙古久恆的信仰。走近Tvindefossen瀑布，

諦聽水之密語。健步Bordalsgjelet峽谷，感受自然的壯闊險

隧與線條美妙。暇步於Vangsvatnet湖畔，世界上最純淨深

邃的湖水自在流淌。這份舉世無雙的純淨，孕育了世界頂

級純淨水品牌VOSS (芙絲)。
Sitting at the foot of Hanguren Mountain, VOSS church, with its 
stone wall and the history of over 700 years, is stilling passing the 
enduring faith of the town. Approaching the Tvindefossen Falls, 
you hear the whispers of water. Rambling in the Bordalsgjelet 
Canyon, you feel the grand magni cence and vigorous lines of 
nature. Walking around the Vangsvatnet Lake, you see the purest 



deep water in the world freely  owing in the lake. The unparalleled 
purity has nurtured the world’s top pure water brand VOSS.
“NEW INSPIRATION” STIMULATED BY “PURE LAND 
OF SOUL”, FOUNDING THE VOSS BRAND
「心的淨土」激發「新的靈感」 始創VOSS品牌

次年，團隊廣邀德國、丹麥、瑞典、芬蘭和日本的設

計師、藝術家和工匠大師，共赴VOSS「頭腦 旅行」

。Vangsvatnet湖的深沈純淨，小城的悠祥寧靜，激發了到訪

者內心的波瀾意境和共同想 象，關於設計，關於眼鏡，關

於生活美學的無數共識與彼此啓發……VOSS成了設計師們

的心靈淨 土與靈感家園。大家莊嚴誓約，以VOSS為名，新

創北歐設計風格眼鏡品牌，融合功能主義舒適與極簡優雅

的美學旨趣，再現北歐設計的黃金時代。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eam invited designers, artists and 
craftsmen from Germany, Denmark, Sweden, Finland and Japan 
to Voss for the “mind trip”. The deep Vangsvatnet Lake with 
pure water and the tranquility of the small town stimulated the 
inspiration and common imagination of visitors. They inspired 
each other and reached numerous consensus regarding design, 
glasses, and life aesthetics ...Voss Town became the pure land of 
inspiration for designers. They decided to create a Nordic-style 
eyewear brand, VOSS,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alist comfort with 
the simple and elegant aesthetic purport, recreating the golden 
age of Nordic design.

CAZAL 卡加爾

品牌

卡加爾眼鏡不僅僅都是經典的視覺輔助工具。獨具特色的

服飾華設計，突出的個性和奢華質感，是一件彰顯價值的

珠寶，具有鮮明的個性，是一種獨特的個人文化。自1975

年品牌誕生，在此期間，該品牌從柏林到紐約，從東京到

巴黎都佔據了一席之地。無論在哪裡，這個品牌都專注於

高品質生活方式的人們。作為一個小而精的全球品牌，它

卻擁有越來越多的擁簇者。它總是能滿足最高的要求，同

時也讓人感受到產品一次又一次的優越。因為品牌背後是

國際著名的眼鏡設計師Cari Zalloni和他的高專業設計團隊。

設計

至臻卡加爾，佩戴這個品牌的眼鏡有一個設定的標準，同

時也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標簽。他們不遵循任何流行趨勢，

而是不斷在細分市場定義他們自己的風格。在這一塊，

他們給所有眼鏡設立標準，並且一次又一次達成了最大

預期。

圈形和顏色，每一支卡加爾眼鏡材料和技術的選擇不斷地

相互匹配，我們高品味的設計專家注重每一個細節。

從新款眼鏡設計草案開始都會關注最重要的國際流行趨

勢，不是因為卡加爾想要追隨潮流，而是因為卡加爾想要

從他們身上脫穎而出。一個設計團隊，一次又一次地在品

牌上標注自己的標簽。

品牌哲學

每 一 個 在 市 場 上 保 持 成 功 的 品 牌 都 遵 循 一 定 的 規

則。CAZAL也不例外。卡裡．扎洛尼先生(CARI ZALLONI)

是卡扎爾品牌創立者，他給卡加爾定位為在一個對設計要

求很高的眼鏡品牌。這些規則是建立在多年的個人經驗基

礎上的，也為那些不斷給品牌注入新生命的後來者提供了

一個明確的方向。

1 卓越和奢華是卡加爾在主流環境中定位品牌的絕佳機

會。

2 如果每個人都在模仿，就不會出現新的市場。因此，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我，推陳出新。

3 當市場下跌時，對抗下行趨勢的想法總是最有可能成

功。

4 精彩的設計必將兩級分化，即使沒有被拒絕，也不期

望被完全接受。

5 我們的客戶首先通過他們的需求來定義自己。每一位

都獨具個人品味和風格。

6 卡扎爾的擁簇願意為原創設計買單，他認為這種風格是

獨特而真實的。他不會為一件拷貝的服飾花一分錢。

7 那些總是在尋求成功法則的人很少會成功。規則是用

來打破的。

8 如果市場停滯不前，現有的眼鏡款式將不再為未來的

銷售成功樹立榜樣。

產品
卡加爾眼鏡是頂級獨家的。每一位佩戴卡加爾的用戶都確
保他/她所擁有的是最佳的一幅眼鏡。

設計也是品質要素之一。它不僅彰顯個人品味同時也滿足

最佳的佩戴舒適感。卡加爾眼鏡將品質與產品使用壽命作

為標準結合，專注於精雕細琢的工藝為確保卡加爾眼鏡系

列的標誌之一奢華的色彩。低過敏性且頂級品質的色料只

有在100%優良的生產環境才能製成。多樣化的設計，每一

款應用的色料都需要專業手工觸摸製作：無論是穿線，拋

光技術，噴色或墊印加工。所有這些工藝都要求最佳的手

工工藝和藝術經驗，而今只有少數專家精通。

每一款卡加爾眼鏡在設計，著色，精美的原料和精湛技藝

方面堪稱完美結合。黃金塗層的奢華厚度確保了眼鏡的完

美外觀，不留一點瑕疵。即使多年之後還保有一種華貴的

寶石外觀。

卡加爾眼鏡恰到好處的佩戴舒適感就像量身定制的服裝一

樣，設計和品質也是同樣的一種關愛。

THE BRAND
Eyewear from CAZAL has always been more than a classic visual 
aid. It is the individual accessoire to match your personality, 
the unique article of clothing that possesses prominence 
and extravagance, the valuable piece of jewellery with an 
unmistakable note, a unique piece of personal culture. Right from 
the start. Since 1975. During this time, the brand has captured a 



place for itself from Berlin to New York and from Tokyo to Paris. 
Wherever it is, the brand concentrates on people with upmarket 
lifestyles. It’s continually growing number of followers value it 
as a small but fine global brand, which always meets the highest 
demands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setting surprising priorities again 
and again. Behind it is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yewear 
designer Cari Zalloni with his highly-professional design team.
THE DESIGN.
CAZAL wants to be authentic. Glasses bearing this name should 
set standard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signs of their times. They 
don’t follow any trends, but constantly define the style in their 
market segment. Here, they set the standard for all glasses and 
meet the greatest expectations. Again and again.
The shape and colour, and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for every pair of CAZAL glasses are continually 
matched to each other down to the finest details by highly-
qualified experts. The drafts for a new eyewear design are 
compar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fashion trends 
right from the start. Not because CAZAL wants to adapt itself 
to them, but because CAZAL wants to stand out from them. 
With a design team that stamps its own mark on the brand, 
again and again.
Only in this way can eyewear be created that is CAZAL at first 
sight. And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as made the CAZAL brand so 
successful for many years.
THE PHILOSOPHY
Every brand that stays successful in the market for many years 
follows certain rules. CAZAL is no exception. The man after 
whom the CAZAL brand is named, CARI ZALLONI, has 
formulated some of these rules by which CAZAL has positioned 
itself in the market as an eyewear brand with high demands 
regarding design. These rules are based on many year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rovide a clear direction for those people wh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brand again and again.

1. Prominence and extravagance offer the best chance of 
positioning CAZAL in an environment that follows the 
mainstream.

2. No new markets emerge if everybody just imitates. 
Therefore, we continually need something new.

3. When markets dip, ideas that go against the trend have 
always had the best chances of success.

4. Good design must polarise. Design that isn’t rejected also 
cannot expect to be accepted.

5. Our customers define themselves first and foremost through 
their demands. They are people with a distinctive sense of 
style.

6. The CAZAL customer pays for originality, for a style which 
he perceives to be unique and genuine. He wouldn’t pay a 
cent for a copy.

7. Those who are always just looking for the rules for success 
will only rarely be successful. Rules are there to be broken.

8. If the market stagnates, existing eyewear models will no 
longer set an example for future sales successes.

THE PRODUCT
CAZAL EYEWEAR is exclusive top class. This means that every 
customer can be sure he is gett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The design is a quality factor, too. It is geared not only to the 
wearer’s individual taste but also to optimum wearing comfort. 
CAZAL combines these quality criteria with an exceptionally 
long life, ensured by focusing heavily on diligent crafting.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the CAZAL collection is the lavish 
colouring. Only 100%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ypoallergenic 
top-quality colours are used. The colours are applied differently 
from model to model, and this invariably calls for a professional 
manual touch: whether it’s the needle or wipe technique, 
the airbrush or pad printing process. All this work demands 
maximum craftsmanship and artistic experience, which only a 
few specialists still master today.
The design, colouring, exquisite materials and technical 
refinements are honed to perfection in every CAZAL model. 
Nothing is left to chance, be it the thickness of the lavish gold 
coating, which guarantees the eyewear its perfect appearance 
even after years, or an extravagant precious stone look.
CAZAL EYEWEAR fits like a tailor-made suit and is made with 
the same loving attention to design and quality.

ETNIA BARCELONA 艾尼亞巴塞羅那
富爾亨西奧 拉莫先生是艾尼亞(Etnia Barcelona)品牌奠基人

的祖父,也是讓家族對眼鏡燃起激情的先鋒. 在一家眼鏡工

廠工作多年直到50年代創立了自己位於波布賽克的工廠。
Fulgencio Ramo was the grandfather of the founder of Etnia 
Barcelona and pioneered the family’s passion for glasses. For 
years, Fulgencio worked at the production plant of an eyewear 
company in Barcelona until he finally opened his own factory 
in Poble Sec in the ‘50s.
Etnia Barcelona 創立者 大衛 佩利賽爾先生，一位整個童年

被眼鏡伴隨長的人。從小在父母的眼鏡工廠玩耍，成長，

早早就熟識眼鏡相關知識，並提升了自己對眼鏡的設計品

味。大衛在眼鏡材料方面大膽的添加了各種絢麗的色彩，

改變了當時非棕即黑的保守風格。
Etnia Barcelona was created by David Pellicer, a man who 
spent his entire childhood surrounded by glasses. David grew 
up playing at his parents’ factory,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his taste early on. David added color to an accessory 
that had been either brown or black until then.
技巧專業與盡善盡美，是我們通過經驗得出的理念。這個

理念代代傳承，尤其在創作者之間流傳。注重細節賦予我

們創造獨一無二的個性，成為我們核心技術的一部份，是



我們應用於所有創作的藝術，賦予他們只有真正的藝術家

才會精益求精的那份專注。
Technical know-how and perfection are concepts we have 
acquired through experience and they can be transmitted across 
generations or between creators. The small details give our 
creations their unique personality, becoming part of our «savoir 
faire», an art that we apply to each of our creations,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excellence» that only true artists can create in 
their works.
生產全程高品控是製造完美產品的精髓。
“Good quality control in all phases of the process is essential to 
making an excellent product.”

獨立基因-自由

作為一個獨立品牌，我們沒有龐雜的組織，所以我們的創

作自由自在，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從而提供了更高品質的

產品，並可秉持顧客至上的理念。

INDEPENDENT DNA-Freedom
As an independent brand, we’re not part of a large group, so we 
can create freely, without restrictions, offering higher quality and 
always putting our clients first.

價值-頂級歐洲品質: 流程

最優質的包材與合作夥伴，保證了我們每一個設計的最高

品質.從生產源頭到成品完成進行的徹底管控。

VALUES-Top European quality: PROCESSES
The best materials and partners to guarantee superlative quality in 
eachand every one of our designs. The result is exhaustive control 
of theprocess from the beginning, starting with the materials, to 
the end, with the finished product.

我們一直與意大頂尖鏡片供應商 Barberini合作

所有太眼鏡產品採用純礦物防刮擦材料精心製作。這些前

衛技術生產的鏡片提供了最佳的色彩體驗和優良的視覺佩

戴效果。

Barberini 鏡片採用當前市場上最具創新性和最高品質的材

料:鉑金玻璃。

純鉑可以在沒有任何雜質的情況下製造玻璃。這種混合物

包含稀土原料，在不改變實際圖像的前提下提高視覺對

比度。

We always work with Barberini, our Italian partner
The lenses of our models are carefully crafted in pure mineral 
scratch-proof material.These avant-garde lenses provide the best 
chromatic experience and the greatest visual perfection.
Barberini uses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highest quality materials 
in the market: Platinium Glasse. Pure platinum allows them to 
make glass without any impurities.
The mix includes Rare Earth materials, to improve visual contrast 
without altering the actual image.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CAZAL 卡加爾

ETNIA BARCELONA 艾尼亞巴塞羅那

VOSS 沃斯

展台號 Booth no.：1434

目酷(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POWER BLOOM LTD.
地址 Address ：

九龍旺角廣東道1123號福安大廈10樓A2室

Unit A2, 10/F, Fuk On Building, 1123 Canton Road, Kowloon,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21115990
微信號 WeChat ID ：wxid_hkrxqutghiri22
電子郵箱 E-mail ：info@powerbloom.com.hk
網頁 Homepage ：www.powerbloom.com.hk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目酷（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虹口區虹關路368號5樓508室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4714348839
電子郵箱 E-mail ：info@powerbloom.com.hk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運動用護鏡 Sports spectacles

品牌 Brands：

EDORYU 江戶流

LUNOR 倫羅亞

MARKUS-T 瑪吉仕

MATERIKA

MONOQOOL 目酷高

MOTIVNUM

MUST BY GRAFIX

SOLOS

STEADY

Y CONCEPT Y概念



展台號 Booth no.：1438

派氏眼鏡(深圳)有限公司
PLUS EYEWEAR (SHENZHEN)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橫崗鎮大康鄉大鳳村山子下

路133號

No.133, Shanzixia Road, Da Feng Village, Da Kang Industry, Heng 

Gang Town, Long Gang District, Shenzh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823735396
電子郵箱 E-mail ：marketing@pluseyewear.com
網頁 Homepage ：www.pluseyewear.com
總公司 Principal： 

派氏眼鏡有限公司

PLUS EYEWEAR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104號新時代工貿商業中心3305室

Room 3305, New Trend Centre, 104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KSAR 中國香港 

電話 Tel  ：852-31594832
電子郵箱 E-mail ：marketing@pluseyewear.com
網頁 Homepage ：www.pluseyewear.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P+US 派氏

展台號 Booth no.：1440

LINDBERG
地址 Address ：

Bjarkesvej 30, DK-8230 Aabyhoj , DENMARK丹麥

電話 Tel  ：0045-8675-2911
傳真 Fax  ：0045-8675-2933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LINDBERG.com
網頁 Homepage ：www.LINDBERG.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倫博（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LINDBERG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建國西路283號1號樓710-713室

Room 710-713, Building 1, No.283 Jianguo West Road, Shanghai,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 ：200031
電話 Tel  ：0086-21-24224416

傳真 Fax  ：0086-21-24224401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LINDBERG.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運動眼鏡 Sports eyewear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老花鏡 Reading glasses

品牌 Brands：

LINDBERG 林德伯格

展台號 Booth no.：1450

廈門唐企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坪埕路17號

No. 17, Pingcheng Road, Haicang District, Xiamen, Fujia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92-5526186
電子郵箱 E-mail ：327707064@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店及工廠設備及傢具

 Store and workshop fittings and furniture

品牌 Brands：

TANGREN 唐人國際

展台號 Booth no.：1452

廣州市祿祿眼鏡有限公司
PROJEKT66 COMPANY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西路191號國際銀行中心1208室

Rm 1208, International Bank Tower, No.191 Dongfeng Road West, 

Guangzho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0-81633262
電子郵箱 E-mail ：frank.ng@hkoptlens.com.cn
網頁 Homepage ：www.projekt66.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ASAHI-LITE 朝日

CLROTTE 酷樂戴

VYCOZ 百寇斯



展台號 Booth no.：1460

上海嘉晏貿易有限公司
CHANG’S OPTICAL SHANGHAI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徐匯區建國西路283號1號樓6層612室

Flat 612, 6/F., Building 1, No. 283 West Jianguo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200030
電話 Tel ：0086-21-54566625
電子郵箱 E-mail ：cs@changsoptical.com
網頁Homepage ：www.changsoptical.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Chang’s Optical Shanghai Limited is a Shanghai subsidiary 
of Chang’s Optical Company Limite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gh-end eyewear distributors in the Greater 
China. Engaged in top designer eyewear, Chang’s Optical 
Shanghai Limited is clearly positioned in the prestige segment 
of the market. Carrying a strong designer brand portfolio, 
which comprises 999.9 (Four Nines), Dita, Dita Lancier, ic! 
berlin, Thom Browne, Wolfgang Proksch, Chang’s Optical 
Shanghai Limited offers either optical frames or sunglasses 
with sophisticated design, superior materials and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Official Website: www.changsoptical.com
上海嘉晏貿易有限公司於中國代理999.9 (Four Nines)、Dita, 

Dita Lancier, ic! berlin, Thom Browne和Wolfgang Proksch等高

端設計師眼鏡品牌，是嘉晏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的子

公司。嘉晏集團創立於1997年，其後在香港及上海分設寶

德光學有限公司和上海嘉晏貿易有限公司，以及在中國聯

營美奕（廈門）眼鏡有限公司。集團主要經營頂級設計師

品牌眼鏡，以「和各品牌建立、維持長遠合作關係」為目

標，深得世界各大品牌的認同，成功取得多個來自德國、

美國、日本等國際知名設計師眼鏡品牌的代理權，成為大

中華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眼鏡代理商之一。

官方網頁：www.changsoptical.com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999.9 (Four Nines)
999.9 (Four Nines), which also written and pronounced as Four 
Nines, is a pure Japanese domestic designer eyewear brand. 
The philosophy of Four Nines’ product is “Optical glasses are 
tools for correcting eye sight. They must be fine tools. Obtaining 
higher quality, the products naturally give birth to more beautiful 
shapes.”
Putting weight on its function, design, quality and comfortability, 
Four Nines eyewear are made of superior materials, mainly 
use titanium material which is light and excellent in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highly biocompatible. In addition, Four Nines 
eyeglasses are designed to be worn by wrapping them around 
one’s head by a unique mounting shape that best fits for Asian in 
order to reduce stress of wearing eyeglasses. The innovative and 
custom hinge systems, including “Gyku-R” Hinge, “S” Hinge, 
“U” Hinge, double front, custom spherical-shaped nosepads 
etc. contributes to high flexibility for adjustment and avoid the 
deformation of shape resulting in the maximization of comfort.
With values “Comfortable to wear, Strong durable products and 
Easy to adjust” for 25 years, Four Nines becomes the market 
leader with highest penetration rate in Japanese designer eyewear 
market.
Official Website: www.fournines.co.jp
日本精品眼鏡公司999.9（亦寫作及讀作Four Nines）於1995

年被創立，旗下擁有Four Nines及999.9 feelsun兩個品牌。

其產品的理念是：「光學眼鏡是矯正視力的工具，它們

必須是精良的工具．其質量越高，越美麗的形態便自然而

生。」

Four Nines全系列由日本職人以上乘物料製作而成，特別

是輕巧、耐腐蝕、高生物兼容性的鈦金屬，同時強調實用

性、設計感、高質量及舒適度，因而研發出針對亞洲人頭

型而設的環抱式鏡腳、獨創的鉸鏈（逆R鉸鏈、S型鉸鏈、U

型鉸鏈）、雙層前框、特製立體球面鼻墊等，使Four Nines

眼鏡可因應不同的頭型大幅調較，達至最大舒適感。

品牌25年來堅守「佩戴舒適、堅固耐用和易於調校」三大

品牌理念，成為日本浸透率最高的眼鏡品牌，在日本穩座

神級精品眼鏡品牌的地位。

官方網頁: www.fournines.co.jp

DITA
Founded by Jeff Solorio and John Juniper in 1995, DITA 
reinvented eyewear by transcending its conventions, creating 
a discreet luxury with “CATEGORY OF ONE” product which 
ranging from bold character frames to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imeless shapes through innovative technology. With 
over 20 years in design and partner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manufacturing, DITA’s expertise is exceptional, earning a coveted 
reputation as a true leader in optical innovation.

A. Premium Materials
 DITA employs a costly and laborious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to transform the world’s finest custom acetates 
and luxurious metals, like titanium, 18K gold, 12K gold, 
into luxurious eyewear with a genuine DITA soul.

B. Old World Craftsmanship
 Each frame is handmade in Japan by veteran craftsmen, who 

are used to take 8 months to 1 year with about 320 steps to 
complete for its perfection. All frames are made the way 
old-world watchmakers assemble the finest timepieces.



C. Exclusive Hardware Polishing
 DITA acetate frames are tumbled in varying sizes of bamboo 

chips over 7 days to achieve a deep burnished surface. In 
contrast, the automated polishing machines used by mass 
market eyewear brands produce a finished product in just 
2 to 3 days.

D. Precise Details
 Each custom-made hinge is designed in-house at DITA’s 

Los Angeles design studio. Using unique hex head screws 
specially made for DITA, each hinge is individually set into 
the temple.

Due to its innovative, meticulous as well as unique juxtaposition 
of timeless elegance and mechanical chic, DITA is globally 
recognized as the luxury eyewear designer of choice. In 2011, 
one of the hottest fashion brand, THOM BROWNE announced 
its official license agreement with DITA for the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THOM BROWNE Eyewear.
DITA is one of the last independent eyewear makers in the world 
that globally distributed to select retailers in over 50 countries, 
and has its flagship stores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Newport 
Beach, Sydney, Tokyo and South Korea.
Official Website: http://DITA.com 
DITA自1995年被Jeff Solorio和John Juniper創立以來，以 

「自成一格」為務，超越陳規，重新為眼鏡賦予新定義，

藉由創新技術打造出精緻奢華的產品系列—— 從風格大膽

的鏡架，到重新詮釋的經典造型。DITA擁有20多年的設計

經驗，期間與最高水平的生產夥伴合作深耕，專業程度無

可比擬，在光學創新方面被譽為真正的領導者。

A. 取材上乘

 DITA以昂貴和耗費人力之方式—結合傳統和現代生產

技術和科技，將世界上最優質的定制醋酸纖維和奢侈

的金屬，如鈦，18K鍍金，12K鍍金，轉變成載有DITA

精神的高級精品眼鏡。

B. 傳統工藝

 為臻完美，每副DITA眼鏡均由日本資深手作眼鏡職

人，耗時8個月至1年，經過多達320個工序人手打造而

成，更利用精密的鐘錶組裝方式製造。

C. 獨特拋光

 DITA把醋酸纖維鏡架，放在不同尺寸的竹片中翻滾7

天，以令鏡架表面達深度拋光；有別於一般大量生產

之眼鏡品牌，僅使用自動拋光機，花2至3天內生產成

品。

D. 一絲不苟

 部份DITA眼鏡採用定制鉸鏈，它們都是在DITA的洛

杉磯設計工作室內部設計，需以專門為DITA製造的獨

特六角頭螺釘，將每個鉸鏈手工鑲嵌進醋酸纖維鏡臂

中。

DITA創新、精細，其揉合永恆不朽之優雅與機械別緻的魅

力，成就「自成一格」的設計，被全球公認為高級精品眼

鏡品牌之一，連炙手可熱的時尚品牌THOM BROWNE，亦

於2001年宣佈與DITA簽訂正式許可協議，授權其生產和全

球分銷THOM BROWNE EYEWEAR。

DITA是全球碩果僅存的獨立眼鏡製造商之一，於全球超過

50個國家有售，且在紐約、洛杉磯、新港海灘、悉尼、東京

和南韓均設有旗艦店。

官方網頁：http://DITA.com

DATA LANCIER
DITA Lancier has been launched by DITA at its flagships and 
select retail stores around the world in May 2019. The DITA 
Lancier collection is inspired by the inimitable style of those 
wh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speed and endurance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Continuing in this spirit of timeless performance, 
DITA is proud to utilize lens technology designed for land, sea, 
and air—paired with a universal frame design system, which is 
made in Japan. It is a range of lenses and frames designed for 
everyday use in the Land, Sea, and Air environments.

A. DITA Lancier Lens 
 DITA Lancier lenses combine the lightweight, impact-

resistant qualities of polycarbonate with optical clarity and 
scratch resistance nearly that of glass. Each DITA Lancier 
lens features a specialized color enhancement designed for 
the environments of land, sea, and air, and can be adapted 
to most prescriptions.

B. DITA Lancier Design System
 Each DITA Lancier frame is crafted using some of the 

sam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that have made DITA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names in luxury eyewear for over 20 
years. DITA Lancier’s universal design system — inspired 
by efficiencies in systems design theory —includes one 
universal temple tip, one universal nose pad, three frame 
constructions and three lens technologies. 

Official Website: https://dita.com/en-int/lancier/ 
DITA於2019年5月在DITA旗艦店和全球精選零售店推出

DITA-Lancier系列。DITA-Lancier系列的設計靈感來自於致

力突破速度和耐力極限的人之獨特風格。DITA秉承追求不

朽表現的精神，引以為傲地將針對海、陸、空活動而設的

先進鏡片技術，配以源自日本的通用鏡框設計系統，打造

出一系列專為海、陸、空環境下日常使用的鏡片和鏡框。

A. DITA Lancier 鏡片

 DITA Lancier鏡片結合了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 的輕巧

和耐衝擊性，和具有近乎玻璃般的清晰度與耐刮性。每

片DITA Lancier鏡片因應其所針對之海、陸、空環境而

設有專門之色彩以增強視覺效果，並且可以適應大多數

相應環境。



B. DITA Lancier 系統

 每副DITA Lancier眼鏡均有部份組件採用和DITA相同的

材料和技術製作而成，這些材料和技術致使DITA 20多

年來被尊崇為奢華眼鏡品牌之一。源自系統設計理論效

能(efficiencies in systems design theory)的DITA Lancier通用

設計系統，由一個通用眼鏡腳套、一個通用鼻托、三鏡

框結構和三鏡片技術組成。

官方網頁：https://dita.com/en-int/lancier/ 

IC! BERLIN
Brand and Product Introduction
Founded in 1996, ic! berlin makes the very finest, hand-made 
eyewear for people who dare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own eyes. Headquartered in Berlin, Germany, with a signature 
flagship store in Berlin, ic! berlin has more than 180 craftsmen,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design, build, and market its original 
eyewear designs across 60 countries worldwide.
In spite of the global footprint, ic! berlin still craft each of its 
eyewear pieces by hand in its state-of-the-art manufactory in 
Berlin. Its creations are worn by the world’s curious, creative 
individuals. They’re people who see and think with their own 
eyes-from entrepreneurs, architects, and musicians to artists, 
political leaders, and scientists.
Seeing things from new perspectives is embedded in ic! berlin’s 
DNA. It combines its iconic original, no-screw hinge with 
stainless steel, titanium, synthetic, and natural materials. The 
result is robust, lightweight eyewear design.
Every eyewear from ic! berlin is designed and handcrafted in 
Berlin. Exciting ideas, simplicity, innovative and functional 
best describe ic! berlin. ic! berlin is regularly awarded with 
international design prizes in SILMO Eyewear Award, MIDO 
Eyewear Award and Red Dot Award for its product designs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ficial Website: HYPERLINK "http://www.ic-berlin.de" www.
ic-berlin.de

品牌及產品簡介

創於1996年的ic! berlin發源於德國柏林Mitte區的小公寓，當

時這間小公司只有3位創辦人，他們開創了「無螺絲，無彈

簧，無焊接」鏡架的成功典範；時至今日，ic! berlin已發展

成擁有合共超過180位眼鏡工匠、工程師及技術專家的眼鏡

公司，與及營銷全球60個國家的設計師眼鏡品牌。而當初的

小公寓仍被保留至今，作為ic! berlin的旗艦店。

儘管品牌影響力已遍布全球，並不改變ic! berlin堅持在柏

林製造每一副手作眼鏡的初衷。作為知名精品設計師眼鏡

品牌，ic！berlin不僅被追求質感及舒適性的消費者熱捧，

更得到了各行各業高端人士的青睞，當中包括設計師，時

尚達人、藝術家及企業家，使ic！berlin成為亞洲地區最暢

銷的設計師品牌之一。

ic! berlin首創的「無螺絲三叉式」鉸鏈，只以卡榫的原理

將鏡框與鏡腳緊緊鑲扣，從頭到尾一體成型，堅固耐用，

不易變形。去年更研發出獲專利的「SILK2.0」掛啓結構、

無螺絲鉸鏈，並把鏡臂收窄至只有3毫米闊，令全架線條

更見纖細。鏡架以極輕、低敏、僅0.5mm薄度的「薄紙鋼

金屬」製造，具高柔軟性及韌性，能服貼使用者的臉型，

長久配戴也舒適。

ic! berlin每副眼鏡都是德國原創原產，秉承德國製造的嚴謹

精神和高質量保證；糅合獨有技術，加上前衛、創新、利

落的設計而屢獲殊榮，包括業內舉足輕重的SILMO Eyewear 

Award、MIDO Eyewear Award及Red Dot Design Award。

官方網頁：HYPERLINK "http://www.ic-berlin.de" www.ic-

berlin.de

THOM BROWNE
THOM BROWNE was honored the CFDA Menswear Designer 
of the Year Award and finalist for the Cooper Hewitt National 
Design Award in 2006, 2008 and 2009. His menswear is hottest 
nowadays, and only available at luxury designer specialty stores 
around the world.
In fall 2011, THOM BROWNE engag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with DITA Eyewear for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OM BROWNE eyewear. THOM BROWNE eyewear is 
handcrafted with the same uncompromising quality,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and precise details as DITA’s.

A. Premium Materials
 With a mix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DITA transforms custom Japanese 
acetates and luxurious metals, like titanium, 18K gold plated 
titanium, 12K gold plated titanium, into premium THOM 
BROWNE eyewear with its own statement.

B. Old World Craftsmanship
 All THOM BROWNE frames are hand made in Japan by 

master artisans, who are used to take 8 months to 1 year with 
about 320 steps to complete for its perfection. All frames are 
made the way old-world watchmakers assemble the finest 
timepieces.

C. Precise Details
 All components were custom designed for each style. Each 

style is marked with the signature THOM BROWNE red, 
white and blue 3-colored 5-piece logo temple tips and four 
stripe details.

Winning its first eyewear award in Silmo d’Or in the “Frame 
Category” in 2013, THOM BROWNE is reaffirmed of its fashion 
aesthetics.
Official Website: www.thombrowne.com 
THOM BROWNE 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同名品牌，推出訂

制西裝服飾，其顛覆傳統的剪裁、獨特的美學與穿搭、精

細的造工，成功掀起美式紳士風潮，吸引全球時尚界的目



光，並獲得頂尖品牌的邀約合作。THOM BROWNE在2006

年獲得美國服裝設計師協會（CFDA）的「年度最佳男裝

設計師大獎」，及後陸續獲得許多國際性的設計獎項。

在2011年，THOM BROWNE與DITA簽訂全球眼鏡特許協

議，推出THOM BROWNE眼鏡系列。全系統貫徹DITA取材

上乘、講究工藝、一絲不苟的特點。

A. 取材上乘

 DITA秉承THOM BROWNE品牌特色，並結合傳統和

現代生產技術和科技，以訂制醋酸纖維和奢侈金屬，

如鈦、18K金、12K金等，製造出旗幟鮮明的THOM 

BROWNE眼鏡。

B. 傳統工藝

 為臻完美，每副THOM BROWNE眼鏡均由日本資深手作

眼鏡職人，耗時8個月至1年，經過多達320個工序人手

打造而成，更利用精密的鐘錶組裝方式製造。

C. 一絲不苟

 所有組件都因應每個款式特別設計。每款THOM 

BROWNE眼鏡都綴以招牌紅白藍三間五件式鏡腳，和

THOM BROWNE簽名式四間細節。

THOM BROWNE 2013年憑TB-011於Silmo d’Or拿下於眼鏡

界的第一個設計獎項，是對其時尚美學的再度肯定！現於

全球高級時裝店及眼鏡店發售。

官方網頁：www.thombrowne.com

WOLFGANG PROKSCH
The Germany Designer Wolfgang Proksch, who debuted his 
“WOLFGANG PROKSCH” label in 1998 by employing novel 
shapes and material finishes. Its so-called “new teardrop” 
spectacle form, combined with unusually set arms, influenced 
the industry.
Partnership with the pioneer of the functional eyewear, Four 
Nines (999.9), WOLFGANG PROKSCH is proud to present its 
new collection with “Classic modernism”, that as German design 
culture with an avantgarde twist in a conjunction with Japanese 
engineering and skilled handcraft lend those WOLFGANG 
PROKSCH’s frames extraordinary character.
WOLFGANG PROKSCH specializes in small batch of premier 
quality limited eyewear with superior materials and its signature 
Touch Hinge, which creates a balanced spring effect in a unique 
way. Featuring head-wrapped temples with perfect mounting 
shape, skeleton temple tips, custom titanium nose-pads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with subtle hairline engraving details, 
WOLFGANG PROKSCH offers impeccable haptics and visibly 
exquisite surface eleg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est level 
of technical excellence and aesthetic competence.
With impertinent ease, he pulls off the balancing act between 
industrial design, technical finesse and that clear, sophisticated 
look. Wolfgang Proksch received numerous coveted Design 
Awards such as GOOD DESIGN for outstanding design.

Official Website: http://wolfgangproksch.com
德國設計師Wolfgang Proksch於1998年推出了他的同名品

牌—WOLFGANG PROKSCH，其採用新穎的造型和不同的

素材潤飾，其中以破格的「新淚滴」眼鏡造型結合獨特的

鏡臂設計最具話題性，甚至影響了整個行業。

WOLFGANG PROKSCH伙拍日本神級功能性眼鏡品牌Four 

Nines（999.9）推出全新系列，將日本的工程技術和熟

練的手藝融合德國設計，瀰漫著「經典現代主義」，使

WOLFGANG PROKSCH眼鏡與眾不同、別樹一幟。

WOLFGANG PROKSCH專注以上乘素材製造小批量的優質限

量眼鏡，每款每色全球限量只有100支至300支，全系列配以

其標誌性的柔韌鉸鏈，利用獨特的方式創造出均衡的彈簧

效果。WOLFGANG PROKSCH採用具有預設完美弧度的環抱

式鏡臂、鏤空設計鏡腿、和刻有細緻條紋綴飾的鈦制鼻托

和橋梁結構，為佩戴者提供無與論比的舒適觸感和精緻時

尚的優雅造型，以達至最高水平的精湛技術和審美能力。

多年來，Wolfgang Proksch能輕而易舉地完成工業設計，並

在精密技巧和精簡外觀之間取得完美平衡，因其出色的設

計，獲得了眾多令人垂涎的設計獎，如REDDOT DESIGN 

AWARD, GOOD DESIGNh和GERMAN DESIGN AWARD。

官方網頁：http://wolfgangproksch.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  3D眼鏡 3D glasses 

品牌 Brands：

999.9 (Four Nines)

DITA

DITA LANCIER

IC! BERLIN

THOM BROWNE

WOLFGANG PROKSCH

展台號 Booth no.：1460

美奕（廈門）眼鏡有限公司
MEI YI (XIAMEN)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廈門市塔埔東路169號觀音山商務營運中心6號樓10樓

10/F., Bldg. No.6, Guanyin Shan Business Center, 169 East Tapu 

Road, Xiam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92-5956993
傳真 Fax  ：0086-592-5956999
電子郵箱 E-mail ：mirror@megakingdom.net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Dedic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high-end designer 
brands for eyewear, Meiyi (Xiamen) Optical Co., Ltd., a 
subsidiary of Chengyi Optical group, has been founded and 
partnered with Chang’s Optical Asia Limited in 2012 to 
exclusively distribute worldwide well-known eyewear designer 
brands -- ic! berin from Germany & Four Nines (999.9) from 
Japan -- in China, so as to let the consumer in the high-end 
eyewear market enjoy an extraordinary sight with classy, 
individuality and cultivation.
美奕（廈門）眼鏡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為誠益光學集

團旗下的子公司。公司致力於國際高端眼鏡設計師品牌的

代理銷售，因此與寶德光學有限公司成為合作夥伴，於國

內獨家代理國際知名的德國設計師眼鏡品牌ic! berlin和分銷

享負盛名的日本Four Nines (999.9) 眼鏡，為高端眼鏡消費群

體提供具品位、個性、內涵的非凡視界！

品牌介紹 Brand Description：

ic! berlin
Founded in 1996, ic! berlin makes the very finest, hand-made 
eyewear for people who dare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own eyes. Headquartered in Berlin, Germany, with a signature 
flagship store in Berlin, ic! berlin has more than 180 craftsmen,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design, build, and market its original 
eyewear designs across 60 countries worldwide.
In spite of its global footprint, ic! berlin still craft each of its 
eyewear pieces by hand in its state-of-the-art manufactory in 
Berlin. Its creations are worn by the world’s curious, creative 
individuals. They’re people who see and think with their own 
eyes-from entrepreneurs, architects, and musicians to artists, 
political leaders, and scientists.
Seeing things from new perspectives is embedded in ic! berlin’s 
DNA. It combines its iconic original, no-screw hinge with 
stainless steel, titanium, synthetic, and natural materials. The 
result is robust, lightweight eyewear design.
Every eyewear from ic! berlin is designed and handcrafted in 
Berlin. Exciting ideas, simplicity, innovative and functional 
best describe ic! berlin. ic! berlin is regularly awarded with 
international design prizes in SILMO Eyewear Award, MIDO 
Eyewear Award and Red Dot Award for its product designs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ficial Website: www.ic-berlin.de
創於1996年的ic! berlin發源於德國柏林Mitte區的小公寓，當

時這間小公司只有3位創辦人，他們開創了「無螺絲，無彈

簧，無焊接」鏡架的成功典範；時至今日，ic! berlin已發展

成擁有合共超過180位眼鏡工匠、工程師及技術專家的眼鏡

公司，與及營銷全球60個國家的設計師眼鏡品牌。而當初的

小公寓仍被保留至今，作為ic! berlin的旗艦店。

儘管品牌影響力已遍布全球，並不改變ic!berlin堅持在柏林

製造每一副手作眼鏡的初衷。作為知名精品設計師眼鏡品

牌，ic! berlin不僅被追求質感及舒適性的消費者熱捧，更

得到了各行各業高端人士的青睞，當中包括設計師、時尚

達人、藝術家及企業家，使ic！berlin成為亞洲地區最暢銷

的設計師品牌之一。

ic! berlin首創的「無螺絲三叉式」鉸鏈，只以卡榫的原理

將鏡框與鏡腳緊緊鑲扣，從頭到尾一體成型，堅固耐用，

不易變形。去年更研發出獲專利的「SILK2.0」掛鉤結構、

無螺絲鉸鏈，并把鏡臂收窄至只有3毫米闊令全架線條更

見纖細。鏡架以極輕、低敏、僅0.5mm薄度的「薄紙鋼金

屬」製造，具高柔軟性及韌性，能服貼使用者的臉型，長

久配戴也舒適。

ic! berlin每副眼鏡都是德國原創原產，秉承德國製造的嚴謹

精神和高質量保證；糅合獨有技術，加上前衛、創新、利

落的設計而屢獲殊榮，包括業內舉足輕重的SILMO Eyewear 

Award、MIDO Eyewear Award及Red Dot Design Award。

官方網頁：www.ic-berlin.de

999.9 (Four Nines)
999.9 (Four Nines), which also written and pronounced as Four 
Nines, is a pure Japanese domestic designer eyewear brand. 
The philosophy of Four Nines’ product is “Optical glasses are 
tools for correcting eye sight. They must be fine tools. Obtaining 
higher quality, the products naturally give birth to more beautiful 
shapes.”
Putting weight on its function, design, quality and comfortability, 
Four Nines eyewear are made of superior materials, mainly 
use titanium material which is light and excellent in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highly biocompatible. In addition, Four Nines 
eyeglasses are designed to be worn by wrapping them around 
one’s head by a unique mounting shape that best fits for Asian in 
order to reduce stress of wearing eyeglasses. The innovative and 
custom hinge systems, including “Gyku-R” Hinge, “S” Hinge, 
“U” Hinge, double front, custom spherical-shaped nosepads 
etc. contributes to high flexibility for adjustment and avoid the 
deformation of shape resulting in the maximization of comfort.
With values “Comfortable to wear, Strong durable products and 
Easy to adjust” for 25 years, Four Nines becomes the market 
leader with highest penetration rate in Japanese designer eyewear 
market.
Official Website: www.fournines.co.jp
日本精品眼鏡公司999.9（亦寫作及讀作Four Nines）於1995

年被創立，旗下擁有Four Nines及999.9 feelsun兩個品牌。

其產品的理念是：「光學眼鏡是矯正視力的工具，它們必

須是精良的工具．其質量越高，越美麗的形態便自然而

生。」



全系列由日本職人以上乘物料製作而成，特別是輕巧、耐

腐蝕、高生物兼容性的鈦金屬，同時強調實用性、設計

感、高質量及舒適度，因而研發出針對亞洲人頭型而設的

環抱式鏡腳、獨創的鉸鏈（逆R鉸鏈、S型鉸鏈、U型鉸鏈）

、雙層前框、特製立體球面鼻墊等，使Four Nines眼鏡可因

應不同的頭型大幅調較，達至最大舒適感。

品牌25年來堅守「佩戴舒適、堅固耐用和易於調校」三大

品牌理念，成為日本浸透率最高的眼鏡品牌，在日本穩座

神級精品眼鏡品牌的地位。

官方網頁: www.fournines.co.jp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ic! berlin

999.9 (Four Nines)

展台號 Booth no.：1461

樂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LEKING (SHEN ZHE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深圳市龍崗區龍城街道黃閣坑社區龍飛大道333號啟迪協

信4棟1612室

Room 1612, Building 4, Qidixiexin Building, No. 333, Longfei 

Avenue, Huanggekeng Community, Longcheng Street,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5818683535
電子郵箱 E-mail ：franky@lekinghk.com
網頁 Homepage ：www.lekinghk.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MITA 秘德
TOOZ
VERTU

展台號 Booth no.：1470

上海尚視佳眼鏡有限公司
SHANGHAI SHANGSHIJIA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閔行區閔虹路166弄中庚環球創意中心T3, 32樓

32/F, T3, Lane 166, Minho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0565240
傳真 Fax ：0086-21-60565230
網頁Homepage ：www.eternal-op.com.hk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Eternal Optical & Perfumery (F.E.) Ltd. is a privately owned 
organization, which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80. Over the years, 
it has developed from a small partnership into an expansive 
organisation which today employs over 3000 staff across Hong 
Kong and China. At present, Eternal’s core pursuit is to act as 
sole agent and exclusive distributor for numerous international 
brands of perfumery, cosmetics, optical frames & sunglass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Greater China.
Eternal exclusively represents over 50 international designer 
brands of perfumery, cosmetics and optical & sunglasses in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market and endeavors to expand beyond. 
Strong br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front-line training, 
intensive marketing research and well-structured distribution 
networks are Eternal’s key strengths for brand development in 
these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worldwide eyewear brands represented by Eternal include: 
adidas, adidas originals, Titanflex, Modo, Reykjavik Eyes and 
Santa Monica. Eternal’s sales network spreads all over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Beijing, Chengdu, Guangzhou, etc.
穎通（遠東）有限公司于1980年創立於香港，公司是一家私

營貿易公司。經過多年努力，發展成為擁有全國3000多名

員工的大型企業。目前穎通公司的主要業務網路在中國內

地、香港及澳門地區，經銷和代理諸多國際品牌之香水、

化妝品、光學鏡和太陽鏡。

上海尚視佳眼鏡公司一直從事高檔光學鏡和太陽鏡的銷

售企業。目前公司在中國市場獨家代理的著名眼鏡品牌

有：Titanflex (泰坦佛雷斯)、Santa Monica (聖曼尼加)、Modo 

(暮爾杜)、Reykjavik Eyes (瑞奇維克之眼)。

尚視佳眼鏡公司以堅持與創新為市場理念，致力於達到眼

鏡推廣的最高標準：專業的銷售服務，優秀的推廣策劃和

品牌形象的樹立，成為尚視佳眼鏡公司多年來不斷努力為

品牌建立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地位的一貫目標。

尚視佳眼鏡公司的銷售網路遍佈全國，主要業務城市分佈

在上海、北京、成都和廣州，業務發展中的城市有重慶、

天津、南京、杭州、寧波、青島、福州、長春、大連、哈



爾濱、沈陽、石家莊、昆明、武漢、海口等經濟發展城

市。尚視佳眼鏡公司所代理的品牌以市場需求為目標，配

合與促進品牌產品在全國市場達到專業零售商最優秀的銷

售形象。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兒童眼鏡 Kid's eyewear

品牌 Brands：

TITANFLEX 泰坦佛雷斯

MODO 暮爾杜

REYKJAVIK EYES 瑞奇維克之眼

SANTA MONICA 聖曼尼加

展台號 Booth no.：1480

西露艾特眼鏡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SILHOUETTE EYEWEAR CHINA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閔行區顧戴路2337號B棟5F

5F, Tower B, No.2337 Gu Dai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54632100
電子郵箱 E-mail ：info@cn.silhouette.com
網頁 Homepage ：www. silhouette.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Silhouette - Iconic Eyewear made in Austria. Since 1964.
特別的事物才能讓我們記住。尤其是別樣美麗、潮流感十
足又非常輕質，或是與人相稱的事物。詩樂眼鏡是結合藝
術與真我的產物，通過不斷地追尋新的表達形式，創造出
符合時代潮流的永恆設計。
在奧地利，我們擁有生產經典和新潮眼鏡的悠久傳統 - 這
一傳統可追溯到 1964 年。我們的生產理念 - 精湛工藝和注
重手工，類似於家庭手工業。這就是我們能生產出獨一無
二的眼鏡的原因，這些眼鏡的創新元素能帶給您愉悅和驚
喜。卓越的設計加上優質的材料，打造出我們外觀獨一無
二、盡展穿戴者個性的眼鏡。
Silhouette - Iconic Eyewear made in Austria. Since 1964.
Exceptional aesthetic often aris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wo seemingly opposing poles. Silhouette eyewear has always 
succeeded in mastering this art: Achieving unparalleled lightness 
through inner strength. To remain true to oneself and to constantly 
set new impulses. To create timeless design that also meets the 
spirit of the age.
Here in Austria,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roducing classic 
and innovative eyewear that goes right back to 1964. Our 

production philosophy – with its craftsmanship and emphasis on 
manual work – is akin to that of a cottage industry. The result is 
unique eyewear that will delight and surprise you in terms of its 
innovation. Excellent design and high-quality materials create 
a clarity of design that expresses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people 
who wear the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  太陽鏡片、鏡夾 Sunglass lenses, sun clips

品牌 Brands：

SILHOUETTE 詩樂

展台號 Booth no.：1482

北京奧雅商貿有限責任公司
BEIJING AOYA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國際眼鏡大廈9158室

Room 9158, International Glasses Building, Chaoyang Dis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67333166/18810699588
傳真 Fax  ：0086-10-67315826
電子郵箱 E-mail ：bjclassic@sina.com
網頁 Homepage ：www.bros-japan.co.jp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BJ Classic Collection」是專為亞洲人設計的經典手工眼

鏡。它不僅再現了經典的歐美vintage鏡框，而且根據亞洲

人的臉型、亞洲文化、亞洲流行現況等一些方面對其進行

了改造，是在這些元素綜合下生產出來的精品手工眼鏡。

它是美日融合的混血極品。

「BJ Classic Collection」的產地是日本手工眼鏡的故鄉——

福井縣鯖江市。「BJ Classic Collection」在生產過程中，在

保留了手工匠人獨有的技巧和心意的同時，融合了現代生

產的最新技術，是一個誠意十足的眼鏡品牌。

百年陳釀——「BJ Classic Collection」這不單單只是眼鏡 

「商品」，其實是眼鏡「作品」。希望在一百年後，後人

拿到我們的眼鏡，依舊是無法超越的經典。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Brands：

BJ CLASSIC COLLECTION



展台號 Booth no.：1486

護視有限公司
OPTICON LTD.
地址 Address ：

香港新界葵湧工業街7-9號粵南工業大廈8F B2室

8F, B2, Primoknit Industrial Bldg, 7-9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27241782
傳真 Fax  ：00852-27241680
電子郵箱 E-mail ：cc@opticon.com.hk
網頁 Homepage ：www.opticon.com.hk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CLAYTON FRANKLIN 克萊頓.弗蘭

MATSUDA 松田眼鏡

VIOROU

展台號 Booth no.：1488

CACHE CO.
地址 Address ：

旺角西洋菜南街1A-1K號百寶利商業中心1706室

Rm 1706, Pakpolee Commercial Centre, 1A-1K Sai Yeung Choi 

Street South, Mongkok,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61999897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KAMEMANNEN 萬年龜

LIO OCCHIALI

STANCEY RAMARS

展台號 Booth no.：1490

增永眼鏡株式會社
MASUNAGA OPTICAL MF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福井縣福井市今市町4-15

4-15 Imaichi-Cho, Fukui-City, Fukui Pref, JAPAN日本

郵編 P.O.Code：918-8152
電話 Tel  ：0081-776-38-1027
傳真 Fax  ：0081-776-38-5008

電子郵箱 E-mail ：riki-s@masunaga-opt.co.jp
網頁 Homepage ：www.masunaga-opt.co.jp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Masunaga Optical was founded in 1905 by Gozaemon Masunaga 
and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tical 
industry in Fukui, Japan. The birth of the MASUNAGA since 
1905 collection pays tribute to classic and timeless designs of 
Masunaga’s own historic frames. In September 1933, Masunaga 
Optical presented three solid gold frames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when he visited Fukui area. The MASUNAGA G.M.S. 
(Gozaemon Masunaga Spectacles) series is directly inspired by 
the frames created for the Emperor. In 1970, one of our products 
the “Custom 72” was placed in the time capsule at the Osaka 
World Expo. This remarkable result of the Custom 72 has inspired 
the designs of the MASUNAGA collection.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is evident in the countless steps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Masunaga does not rush the process. No 
shortcuts are taken; no compromises are made in the creation of 
each MASUNAGA frame. Featuring beautifully hand polished 
Japanese acetate, high grade pure Titanium, durable seven 
barrel hinges, distinctive silver rivets, MASUNAGA since 1905 
collection confirms what Masunaga Optical has achiev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For the recent collection, MASUNAGA launches a luxury 
Titanium collection inspired by the architectures and industrial 
designs of the Art Deco period. Classic men’s style featuring 
a Titanium front with brow detail and flexible Gum-Titanium 
temples. Beveled linear planes of Titanium reflect light in 
multiple directions. Women’s an elegant female style featuring 
Titanium front with ultra thin acetate inserts and subtle yet 
beautifully sculpted temples.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 太陽眼鏡 Sunglasses

品牌 Brands：

KAZUO KAWASAKI

MASUNAGA SINCE 1905

展台號 Booth no.：1500

先利士勞爾亞洲有限公司
SATISLOH ASIA LTD.
地址 Address ：

香港九龍灣宏光道39號宏天廣場38樓02室

Suite 3802, 38/F, Skyline Tower, 39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27567711
傳真 Fax  ：00852-27966175



電子郵箱 E-mail ：info.asia@satisloh.com
網頁 Homepage ：www.satisloh.com
中國公司 China Subsidiary：

薩特隆光學設備（中山）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江尾頭村星達嘉湖工業園四號廠

房一樓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760-89965175
傳真 Fax  ：0086-760-88580787
電子郵箱 E-mail ：info.china.zs@satisloh.com
網頁 Homepage ：www.satisloh.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1500-X 鍍膜機

HIGH-VOLUME BOX COATING SYSTEM FOR CLEAR 
AR AND SUN LENSES
FEATURES + BENEFITS 
Satisloh’s 1500-X is the next generation high throughput 
vacuum box coater for clear AR and sun lenses. This versatile 
high-volume coating system is ideal for large Rx labs and mass-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that want to maximize their productivity 
with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coating.

• High capacity: up to 305 lenses/batch with ringless full 
dome.

• Unprecedented throughput for multiple processes. The 
flexible system deposits anti-reflective (AR) and / or 
mirror coatings on organic and mineral lenses via thermal 
evaporation process (PVD).

• Big Meissner trap with large surface area reduces pump 
times at the start of the deposition process. This increases 
throughput and stabilizes process conditions with excel lent 
repeatable results.

• Powerful and fast diffusion pump system.
• Energy saving kit available.
• User-friendly and intelligent HMI software allows opera tors 

to quickly input data, set up procedures and change between 
process parameters.

• E-beam gun provides high flexibility when selecting and 
changing coating processes (eg: mirrors, AR, colors) 

• Simplified E-beam gun features E-beam emitter with fewer 
parts for easier maintenance, less re-alignment and increased 
reliability.

• Ion gun improves the adhesion of coatings on various types 
of substrates and can be used during the layer deposition 
(ion assistance).

• Full compatibility with Satisloh’s MES-360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為透明減反鍍膜和太陽鏡片而生的高容量鍍膜系統

特性 + 優點

Satisloh的1500-X是新一代的高產量真空鍍膜機，專為透明

減反鍍膜和太陽鏡片而設計。這款多功能大容量的鍍膜系

統是用於大的Rx車房和大批量生產的理想機型，可將生產

率提高到最大，且鍍膜效果始終如一的可靠。

· 高產能：使用無鏡托環傘具可高達305片/批次鏡片。

· 可做多種工藝，達到前所未有的高產量。彈性系統，

可在有機材料和無機鏡片上通過熱蒸發工藝（PVD）

進行減反鍍膜和/或鏡面鍍膜。

· 大的冷凝管，表面面積大，可在沈澱膜層工藝的初期

減少使用泵的次數，增加產量、穩定工藝條件，達到

重復的優質的結果。

· 強大且快速的擴散泵系統

· 可提供節能包

· 界面友好且智能的HMI軟件，使操作員能夠快速錄入

數據、設定程序，並在不同的工藝參數之間切換。

· 電子束槍使選擇和切換鍍膜工藝（如鏡面、減反、彩

色）時更為靈活。

· 簡化的電子束發射器減少了零部件，更易於維護、減

少校准，並增加可靠性。

· 離子源提高了不同基底的膜層的附著力，並可用於膜

層沈澱階段（離子輔助）

· 與Satisloh的生產執行系統MES-360完全兼容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上盤機/下盤機 Blocking/De-blocking

-  成形機 Generating

-  拋光機 Polishing

-  工業磨邊機 Industrial Finishing

-  鍍膜機 Coating

-  加硬機 Hard Coating

-  超聲波清洗機 Ultrasonic Cleaning

-  毛刷清洗機 Brush Cleaning

-  打標機 Lens Engraver

-  工業4.0系統 Lab 4.0

-  生產執行系統 MES-360

-  相關配件和光學耗材 Spare Parts & Optical Consumables

品牌 Brands：

SATISLOH



展台號 Booth no.：1504

YH OPT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新界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1座10樓1009室

Unit 1009, Level 10, KCC Tower 1, 51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36166771
電子郵箱 E-mail ：info@yueheng.com.hk
網頁 Homepage ：www.yueheng.com.hk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太陽鏡片、鏡夾 Sunglass lenses, sun clips

展台號 Booth no.：1506

中貿國際有限公司
CHINA MOS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香港沙田源順圍5-7號沙田工業中心B座5樓19室

Rm. 19, 5/F., Blk B, Shatin Industrial Centre, 5-7 Yuen Shun Circuit, 

Shatin, HKSAR中國香港

電話 Tel  ：00852-26498183
傳真 Fax  ：00852-26493793
電子郵箱 E-mail ：info@chinamost.com
網頁 Homepage ：www.chinamost.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東莞市泛亞化工產品有限公司

PAN PACIFIC (CHINA) CHEMICAL LIMITED

地址 Address ：

廣東省東莞市寮步鎮石大路寮步段340號

340 Liaobu Section, Shida Road, Liaobu,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400-880-8040
傳真 Fax  ：0086-769-23618028
電子郵箱 E-mail ：info@chinamost.com
網頁 Homepage ：www.chinamost.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中貿國際有限公司與日本SOFT99株式會社合作在中國生產

及銷售SOFT99品牌眼鏡護理產品和AION專業吸水系列產

品，在日本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

SOFT99品牌在眼鏡護理系列產品，有眼鏡剎菌清潔劑、防

霧劑等，在日本、香港各大超市和藥莊等均有銷售。

AION吸水產品，主要生產游泳和運動用的超強吸水抹布，

已有20多年歷史，在世界上享有殊榮。

China Most International Ltd. (CMIL)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SOFT 99 Corporation (Japan) and AION Co., Lt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n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eyeglass 
care products.
SOFT99 is well-known for their high quality products not only 
in Japan, but also all over the world for over 60 years. The 
eyewear care series of SOFT99 includes cleaning gel and anti-fog 
measures, which are selling in major supermarkets and pharmacy 
in Japan and Hong Kong.
AION is famous for their absorbent products, such as super 
absorbent wipes for water sports.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 鏡片除霧/清潔布及溶液

 Lens demisting / cleaning cloth and solution

品牌 Brands：

SOFT 99 速特99

展台號 Booth no.：1508

江蘇怡華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JIANGSU YIHUA OPTICAL GLASSE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丹金路999號

999 Danjing Road, Danyang City, Jiangs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8017001
傳真 Fax  ：0086-511-88017011
電子郵箱 E-mail ：danyangcorp@hotmail.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鏡片 Lenses

品牌 Brands：

ARIA

展台號 Booth no.：1510

清羽目光學
LUCE PIUMA
地址 Address ：

大邱廣域市砧山洞 1544-1

33, Chimsannam-ro 13-gil, Buk-gu, Daegu, KOREA 韓國

電話 Tel ：0082-10-5331-8497
電子郵箱 E-mail ：lucepiuma@foxmail.com
網頁 Homepage ：www.lucepiuma.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西安普雷斯頓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陝西西安市高新區科技路48號創業廣場B1006-1號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909235098
電子郵箱 E-mail ：2558036342@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鏡片 Lenses

品牌 Brands：

PRESTON 普雷斯頓

展台號 Booth no.：1516

視乃德光學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S C H N E I D E R  O P T I C A L M A C H I N E S 
(SHANGHAI)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徐匯區桂平路481號16棟202室 

Room 202 (Ke Dou Chi Tang), 2nd Floor, Building 16, 481 Guiping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200233
電話 Tel  ：0086-21-61480061-120
傳真 Fax  ：0086-21-61480065
電子郵箱 E-mail ：info-cn@schneider-om.com
網頁 Homepage ：www.schneider-om.com
總公司 Principal：

SCHNEIDER GmbH & Co. KG

地址 Address ：

Biegenstrasse 8-12, 35112 Fronhausen, GERMANY德國

電話 Tel  ：0049-6426-9696-0
傳真 Fax  ：0049-6426-9696-100
電子郵箱 E-mail ：info@schneider-om.com
網頁 Homepage ：www.schneider-om.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磨邊機 Edger

- 打磨機 Grinding machine

- 鏡片製造機械及加工機械

 Lens manufacturing & processing machinery

- 表面加工技術

 Surface treatment & technologies / surface finishing 

operations

- 鍍膜機 Coating machine

-  鍍膜原料 Coating materials

-  超聲波清潔儀器 Ultrasonic cleaning equipment

- 光學加工設備及原料

 Optical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 光學用品及系統之測量儀器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for optical elements and systems

-  打磨鏡片之原材料 Lens abrasive and polishing materials

- 自由曲面鏡片加工設備 Freeform or Rx lens machine

- 車房管理軟件(LMS) Labs Management System (LMS)

- 車房設計軟件(LDS) Lens Design Software (LDS)

品牌 Brands：

SCHNEIDER 施耐德

展台號 Booth no.：1518

北京文樺眼鏡儀器有限公司
BEIJING WENHUA GLASSES INSTRUMENT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朝陽區潘家園北京眼鏡城3層50號

No 50, 3/F, Beijing Glasses City, Panjiay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67300071
傳真 Fax  ：0086-10-67300072
電子郵箱 E-mail ：877659246@qq.com
網頁 Homepage ：www.bjwhgx.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加工、裝配、調較工具 

  Spectacle assembling & adjusting tools

-  磨邊機 Edger

品牌 Brands：

DIA 迪雅(田洼)

展台號 Booth no.：1530

上海依視路光學有限公司(依視路設備中國)
SHANGHAI ESSILOR OPTICAL CO., LTD. (EIC)
地址 Address ：

上海長寧區興義路8號萬都中心11樓

11F, Maxdo Center, No.8 Xing Yi Road, Shanghai, CHINA中國

郵編 P.O.Code：200336
電話 Tel  ：0086-21-52038146
電子郵箱 E-mail ：qiujq@essilorchina.com
網頁 Homepage ：https://www.essilor-instruments.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驗光設備 Visual test equipment

-  磨邊機 Edger

-  眼科醫學儀器

 Instruments for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品牌 Brands：

ESSILOR 依視路

展台號 Booth no.：1540

江蘇特依光學儀器有限公司
JIANGSU TEYI OPTICAL INSTRUMENT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312國道東側中國(丹陽)眼鏡產業創業園

Danyang (China) Optical Industry Zone, East of G312 Road, 

Danya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6885033
傳真 Fax  ：0086-511-86806868
電子郵箱 E-mail ：236509119@qq.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工匠之設備  設備之工匠

消費者與零售店粘性小，產品單價難以提升，同質化商品

嚴重，眼鏡零售店核心競爭力在哪裡？法國依視路授權中

國經銷商--江蘇特依光學儀器有限公司，專業的眼視光設

備綜合服務商，為合作夥伴提供全優解決方案。前台眼視

光全優設備：數碼裂隙燈、手持眼底照相機……幫助零售

門店完善消費者眼病的預防篩查、驗光配鏡，解決不同人

群的視覺方案；後台智能化加工設備：MR.Blue2.0、i-tronics

艾創系列……幫助眼鏡門店及加工中心實現更符合視覺需

求的驗配成果。

江蘇特依光學儀器有限公司始終致力於為眼鏡門店及加工

中心，提供理想的眼視光設備、健全的售後服務。

售後優速達服務

1. 服務網點隨時待命

 全國11個重點城市服務點

 工程師團隊全年無休，隨時待命

 設備維修更快捷便利

2. VIP會員制度享無憂

 磨邊機、耗材及零件5折起

 故障優先處理特權

 維修人工費享折扣

3. 延保制度實惠到家

 享受與延保費用同等價值的設備耗材，0成本參加延保

 全年365天上門服務

 零部件更換免單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  磨邊機 Edger

-  鏡片研磨及拋光過濾系統

 Lens grinding and polishing filtration systems

-  弱視檢查及矯正設備

 Low vision testing and adjusting equipment

-  光學軟件 Optical Software

-  眼科醫學儀器

 Instruments for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  眼科用品 Ophthalmic products

-  診症室設備 Equipment for consulting rooms

品牌 Brands：

TOPCON 拓普康

展台號 Booth no.：1550

上海鑫眸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IKI - VISION (SHANGHAI) LTD., CO.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普陀區雲岭東路391弄3號長風嘉庭國際廣場1101室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4824676
傳真 Fax  ：0086-21-64820658
電子郵箱 E-mail ：billpan@iki-medical.com
網頁 Homepage ：www.iki-medical.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眼鏡店設備：

電腦驗光機、電腦焦度計、手動/電動檢眼儀、視力表投影

機/魔術箱、全自動磨片機、綜合驗光台等。

眼科設備：

准分子激光，超聲乳化系統，眼科激光系統，共聚焦顯微

鏡，眼底相機，非接觸眼壓計等。

Eyeglasses store equipment
Auto Refractometer, lensmeter, manual/auto refractor, charts & 
chart projectors, system edger, refractors & optometry system, 
etc.
Ophthalmic equipment
Excimer laser system, Phaco-Emulsification systems, Ophthalmic 
ND:YAG laser, ConfoScan, Fundus cameras, Non-contact 
Tonometer, etc.
NIDEK是世界眼視光著名品牌，在日本、東南亞及全球享

有極高的威望，是集科技研發、精密製造、市場推廣、

售後服務為一體的超級公司。NIDEK的全球運作已擴大到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際網路使產品技術支援與服務更



為快速便捷。NIDEK這位科學巨人，還在繼續不斷地突破

自我，新概念、新產品將靈感與激情、科技與時尚有機結

合，繼續不斷地創造與刷新儀器設備新標準。NIDEK致力

於全球眼科與眼鏡店設備的科技進步，為與世界各國共享

科技成果而盡心盡力，堅信一個共同的目標：要在眼視光

保健領域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
NIDEK Corporation is famous in the field of optical and finishing 
products, which integr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rketing promo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has 
good reputation in Japan,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oday, NIDEK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approximately 
100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Internet makes the products’ 
technical support and services more convenient. As a scientific 
giant, NIDEK still keeps on surpassing itself, pursuing new 
concepts, creating new standards and products with enthusiasm,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rend adherence. NIDEK is dedicated 
to progress with the equipment of Ophthalmology and eyeglasses 
stores and share its production with the world. With “Eye & 
Health Care in mind”, NIDEK will continue to endeavor to 
maintain and advance its position as a valuable company globally.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驗眼設備 Visual test equipment

-  磨邊機 Edger

-  眼科醫學儀器

 Instruments for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品牌 Brands：

NIDEK 尼德克

展台號 Booth no.：1555

《焦點FOCUS》雜誌社
FOCUS CHINA
地址 Address ：

西安市雁塔區光華路東段小悉尼新都1號樓10704室

Room 10704, Bldg 1, Xiaoxini Xindu, Guanghua Road East, Yanta 

District, Xi'an,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9-89380330
電子郵箱 E-mail ：advertising_focus@126.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有關刊物及服務 Related publications and services

品牌 Brands：

FOCUS 焦點

展台號 Booth no.：1560

上海天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SKY VI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222號力寶廣場3801室

Room 3801, Lippo Plaza, 222 Huai Hai Middle Rd., Shanghai,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61259636
傳真 Fax  ：0086-21-61259639
電子郵箱 E-mail ：4520304@qq.com
網頁Homepage ：www.s-sv.cn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上海天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年，是一家經營各類

先進醫療設備儀器的銷售代理及提供專業服務為一體的公

司，主要從事醫療眼科領域的產品進出口、市場銷售以及

技術服務等業務。作為中國眼科行業知名度頗高的專業公

司，目前有市場營銷、售後工程師及職能部門人員共計50

余人，經營數十種先進的眼科儀器品牌，包括日本多美、

美國銳科、加拿大賽康等，產品線品種齊全，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知名產品有眼前節OCT、光學掃頻生物測量儀、角

膜內皮細胞顯微鏡、角膜地形圖儀、卡式快速滅菌器、手

持眼壓計等。

未來三年，上海天視力爭發展成為眼科儀器行業核心領域

的龍頭企業，涉及眼科多個方面，包括青光眼、白內障、

角膜病、眼視光、眼底病等，同時結合國家重點方針政

策，在青少年視力防控等方面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產品，

為國家醫療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科醫學儀器

 Instruments for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品牌 Brands：

SKYVISION 天視

TOMEY 多美

展台號 Booth no.：1570

上海湖碧馳精密儀器有限公司
SHANGHAI HUVITZ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奉賢區人傑路150號1號樓

NO.150 Renjie Road Fengxian,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36307061
傳真 Fax  ：0086-21-36307064
電子郵箱 E-mail ：huvitz@163.com
網頁Homepage ：www.shhuvitz.com



總公司 Principal：

HUVITZ CO., LTD.

地址 Address ：

38, Burim-ro 170 Beon-gil, Dongan-gu, Anyang-si, KOREA韓國

郵編 P.O.Code：14055
電話 Tel  ：0082-31-428-9135
傳真 Fax  ：0082-31-477-8619
電子郵箱 E-mail ：huvitz@163.com
網頁Homepage ：www.huvitz.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驗眼設備 Visual test equipment

- 磨邊機 Edger

品牌 Brands：

CHAROPS 佳樂普

展台號 Booth no.：1590

江蘇謳愛瞳妝商貿有限公司
JIAGNSU OEYE LENS AND COSMETIC 
COMMERCIAL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延陵鳳凰工業園新萬寶路2號

New Wanbao Road 2, Fenghuang Industrial Park, Yanling Town 

Danyang City, Jiangs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905294321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belmore 貝爾莫

BERRYLENS 柏利詩

DermKeece 迪美詩

droam 德琳凱

OEYE 謳愛

VON 維恩

展台號 Booth no.：1596

詠婧行
HOLY NARA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閔行區恆南路1325號B棟101室

Room 101, Building B, No.1325 Hengn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21-34788287 
電子郵箱 E-mail ：holynara@yjhtrade.com

網頁 Homepage ：www.holynara.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上海詠婧行商貿有限公司創建於2014年9月29日，是一家專

注於研發眼部時尚產品的公司，經營所有以眼部為主題的

潮流產品：美瞳、潮流太陽鏡、假睫毛、目標是用快時尚

的眼部產品重塑一個行業的神話。

目前，我們的彩色隱形眼鏡產品，已通過中國國家有關部

門檢驗合格認證、獲得中文標識註冊、醫療器械產品註冊

證、經營許可證。本公司彩色隱形產品採用全球最新頂尖

專利高科技生產工藝，使得鏡片具有輕薄，透氧性高，保

濕度好，安全性高，配戴舒適，容易清洗和保養等特性、

我們把質量監控放在首位，是國內唯一一家擁有隱形眼鏡

質量檢測實驗室的公司。

同時，2015年公司和韓國LOPH集團合作在上海成立韓國一

線墨鏡、配飾品牌LAPIZ中國分公司；在上海美羅城1F開啟

LAPIZ首家中國旗艦店。

企業文化：

 Y——young年輕

 J——joy 快樂

 H——happiness 幸福的企業

我們的合作夥伴來自韓國、日本、歐美等地。我們是一家

年輕充滿活力的公司，在中國經營的短暫幾年中，經過潛

心經營，團隊發展規模不斷在壯大。公司業績不斷被刷

新，截止2016年底，上海詠婧行商貿有限公司旗下品牌有：

 LAPIZ ---- 韓國一線墨鏡、配飾；

 Sirena ---- 韓國網絡第一美瞳；

 Holynara ---- 韓國原裝彩色美瞳、護理盒、護理液等；

同時和國內幾家大型美瞳連鎖企業建立了深厚的合作關

係。

“舒適源於專業!”這句詮釋了詠婧行產品的信念。專業一

定要嚴謹，但嚴謹並非是古板，所以，詠婧行人都用專業

的心去創造時尚完美的產品!！！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隱形眼鏡附件 Accessories for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HOLYNARA

展台號 Booth no.：1600

LENSMAM CO., LTD.
地址 Address ：

#1209, Jungang Innotech, Sagimakgol-ro 148, Jungwon-gu, 

Seongnam-si, Gyeonggi-do, KOREA 韓國

電話 Tel  ：0082-31-742-3373
傳真 Fax  ：0082-31-723-0779



電子郵箱 E-mail ：kevingod@empas.com
網頁 Homepage ：www.lensmam.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We are the first Korean company selling colour lens worldwide.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our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customers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us 
over the years.
At Lensmam, we offer customers and myopia patients the 
cutting-edge contact lens with most advanced production quality 
and expertise.
Our production facility and personnel are well matched with 
customers’ requirements on quality contact lens, with much 
capacity and flexibility.
We promise to continue provide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我們是第一家將韓國美瞳推向全世界的公司，在此我向我

們的客戶表達最深的謝意，感謝你們對Lensmam公司的肯

定與支持！

Lensmam公司提供給客戶和近視患者最優質的隱形眼鏡，並

且給客人提供最先進的生產技術與專業的意見。

Lensmam工廠擁有完善的配套設備, 先進的技術和專業人員, 

致力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而且我們的生產力和靈活性

都足以滿足市場需求。

我們承諾將不斷地提供給客戶最優質的服務與最滿意的

產品。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COSMO

JENNYBEE

MONU

SEESHELL

CUWEET

展台號 Booth no.：1602

愛喜科株式會社
ICK COLOR CONTACT LENS
地址 Address ：

京畿道安山市檀圓區廣德東路99，2樓(古棧洞，現代城)

(Gojan-dong, Hyundai Town, 2F), 99, Gwangdeokdong-ro,  

Danwon-gu, Ansan-si, Gyeonggi-do, KOREA韓國

電話 Tel  ：0082-31-408-8901
傳真 Fax  ：0082-31-410-8912
電子郵箱 E-mail ：salescn@icklens.com
網頁 Homepage ：www.icklens.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上海愛喜科眼鏡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寶山區月羅路559號W-883室

電話 Tel  ：0086-400-081-1619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ICK 公司通過不斷的創新研發，憑藉獨特的技術基礎，被認

證為是引導世界彩色隱形眼鏡市場的領導者之一。

ICK 公司擁有行業內認證的阻斷紫外線與抗菌功能隱形眼

鏡製造專利技術，自己開發的新矽水凝膠材質。

開發及生產滿足清晰視野與獲得炫麗美瞳的隱形眼鏡。

ICK 公司的全體員工及研究員致力於生產讓消費者放心佩

戴的舒適健康彩色隱形眼鏡。

Opti-Color

1. 革新性材料

 ICK 公司研發革新性的材料ICK-Polymacon，生產無異

物感、親水性強的隱形眼鏡。

2. DCP(Double Coating Printing雙層貼膠印刷) 技術

 ICK 公司採用DCP技術，在隱形眼鏡的材質和材質之間

進行顏料印刷，使顏料與眼睛沒有直接接觸，也不會掉

色，表面覆蓋均勻，對眼睛不會有影響，非常安全。

3. 可以讓眼睛呼吸的 ICK Color Contact Lens

 ICK 公司隱形眼鏡材質之間的圓環可以使氧氣透過，

全天提供清潤的舒適感。

4. 軟性 Edge（邊緣） 設計

 ICK 公司的隱形眼鏡中的真實眼睛邊緣（True Eye 

Edge）設計，減少與眼球邊緣部分的接觸，提供舒適

感

5. ICK的矽水凝膠

 ICK在韓國國內生產矽水凝膠鏡片的廠商中，擁有生產

最高透氧率的技術。

 ICK矽水凝膠鏡片透氧率達到(DK/t : 55 (10-9 (Cm X mLo2)/

Sec X ml X mmHg)，可以提供良好的舒適度

6. ICK 彩色散光鏡

 ICK Color Contact Lens 把高檔品質和多種的彩色散光隱

形眼鏡提供給境內，境外患者。

品質政策

1. ICK 公司具有完整的品質管理體系，只供應經過完整

檢測的產品。努力使上市的全部產品通過產品檢測後

的不良率為0。

2. 所有產品，只使用已通過韓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

(KFDA)和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認證的的原材

料，通過徹底的衛生及滅菌管理，以保障消費者眼睛

的健康舒適。
ICK Color Contact Lens is being recognized as a leader in 
worldwide color contact lens market with its own technologies 
through ceasel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CK Color Contact Lens registered the patents on the manufacture 
of contact lenses having UV protection, antibacterial function, 
and silicone hydrogel material developed by itself and we are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color contact lenses that satisfy clear 
vision and beautiful eyes at the same time.
All employees and research staff of ICK Color Contact Lens 
ar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produce comfortable and healthy 
color contact lenses that can be worn by the customers with an 
easy mind.
Opti-Color

1. ICK Color Contact Lens produces no feeling of irritation 
and strong hydrophilic Contact lenses with innovative 
material, ICK-Polymacon, and silicone hydrogel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by itself.

2. DCP (DOUBLE COATING PRINTING) Method Coating
 It is manufactured by DCP method that prints pigment 

between lens materials and keeps pigment from touching 
eyeball, and it is not decolored and makes even surface of 
lens that doesn’t put a strain on the eye.

3. Contact lenses that enable the eyes to breathe
 It keeps our eyes moisted all day long through oxygen 

transmission of circle line located in between lens materials.
4. Clear Vision / Ergonomic Design
 Multi-Curve & TrueEyeEdge designed lens of ICK Color 

Contact Lens provides clean and clear vision, and it reduces 
eye strain through soft wearing sensation.

5. ICK Color Contact Lens has its own technology to produce 
high Oxygen permeable Silicon Hydrogel Color contact 
lenses(DK/t : 55 (10-9 (Cm X mLo2)/Sec X ml X mmHg).

6. ICK Color Contact Lens supplies various color toric lens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patients without tiny problems.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ICK

OPTI-COLOR

OPTIMUS

OPTIMUS TORIC

展台號 Booth no.：1604

POLY TOUCH CO., LTD.
地址 Address ：

129-4, Hyeopseok-2gil, Namcheon-myeon, Gyeongsan-si, 

Gyeongsangbuk-do, KOREA 韓國

電話 Tel  ：0082-53-8116008
傳真 Fax  ：0082-53-8116007
電子郵箱 E-mail ：polytouch@hotmail.com
網頁 Homepage ：www.polytouch.co.kr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We POLYTOUCH are producing professional soft contact 
lenses and contact lenses care products. We are doing our best to 
offer safe and reliable products to our customer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in our research center, also we have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We are launching soft contact lenses with new concept backed 
by extens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ove all things, with 
new lay out methods surpassing the preceding technology, it is 
designed to perfectly fit on your eyes.
All the employees of POLYTOUCH promise to offer lenses with 
better fit, and safety to our customers for their best eyesight.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FREE FULL

MAGIC EYE

ZERO-SEVEN REFRESHING

展台號 Booth no.：1614

VOCO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301, A. 155, Jungwangcheon-ro, Siheung-si, Kyeonggi-do, 

KOREA韓國

電話 Tel  ：0082-31-8084-4302
傳真 Fax  ：0082-31-8084-4303
電子郵箱 E-mail ：vocol2015@daum.net
網頁 Homepage ：www.vocolcontact.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VOCOL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manufacturing color 
contact lenses in South Korea. Since our foundation in 2015, we 
have been pushing on our business in Malaysia, Dubai, India, 
Hong Kong and Vietnam and so on by handling various kinds 
of lenses (design) and good quality.
As you know, eye is the most sensitive organ in the body,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ontact lens which directly touches eyes. 
That’s why we add the value of health on our goods.
All of our lenses are made in high-end facility, all of the lenses are 
inspected one by our veteran inspector. Also, we keep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D activities for new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be a global contact lens manufacturer 
in the future.
Also, most customers have been very satisfied with our products 
because of our high quality, reasonable price, and on-time 
delivery.



We have our own main brand Bello (Monthly Cosmetic Contact 
Lens), Juliet (One-day Cosmetic Contact Lens), O2 Free 
(Silicone Hydrogel Contact Lens), clear lens and tint lens.
In addition, we can handle OEM as well.
Please kindly visit our Company web site for your reference 
as below.
Website URL: http://vocolcontact.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BELLO

JULIET

O2 FREE

展台號 Booth no.：1618

北京庫瑪匯金貿易有限公司
BEIJING KUMA FORTUNE COLLECTION 
TRADING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通州區新華西街58號院通州萬達廣場C座3023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581821717
傳真 Fax ：0086-10-60515806
電子郵箱 E-mail ：facilwang@126.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架 Spectacle frames

品牌Brands：

PERFECT NUMBER 完美號碼

展台號 Booth no.：1625

上海都八貿易有限公司丹陽分公司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八緯路100號

No. 100, Bawei Road,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8037072/13706101520
電子郵箱 E-mail ：1046675774@qq.com
總公司 Principal： 

上海都八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松江區文誠路358弄6號1312室

Room 1312, No. 6, 358 Wencheng Road,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3706101520
電子郵箱 E-mail ：1046675774@qq.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BASTA 佰斯特

展台號 Booth no.：1628

I-CODI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光州廣域市北區尖端蓮臣路30號33

33, Cheomdanyeonsin-ro, 30beon-gil, Buk-gu, Gwangju,  

KOREA韓國

電話 Tel ：0082-62-973-0391
傳真 Fax ：0082-62-973-0393
電子郵箱 E-mail ：eyecodi1@gmail.com
網頁 Homepage ：www.iccontactlens.com
中國辦事處 China Office：

大連世原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

大連市開發區黃海西路9號-1卓越商務大廈A座205室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411-88172815
電子郵箱 E-mail ：sy_trading@sina.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I-CODI 愛可瞳

展台號 Booth no.：1630

江蘇海一比真光學鏡片有限公司
JIANGSU HIVISION OPTICAL LEN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省丹陽市珥陵鎮工業園區

Industrial District Erling, Danyang City, Jiangs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6698800
傳真 Fax  ：0086-511-86691001
電子郵箱 E-mail ：alice@hivisionlens.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HI VISION Co., Ltd. is an individual Korean investment 
company. HI VISION is a plastic optical lenses manufacturer 



using high tech applications to make a wide range of lenses to 
meet today’s increased demands for superior quality.
The founder’s 35 years of technical background together with 
well trained long term employed staffs enable us to enjoy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local and overseas markets.
Our mission is to be the leader in supplying of all kinds of plastic 
lenses, to be supported by our outstanding customer service.
You can choose the future and change the future with HI VISION 
from now.
海一比真是一家韓國獨資的樹脂鏡片製造企業，運用高科

技技術製造廣範圍鏡片來滿足當今日益增長的高品質要

求。擁有35年技術背景的企業創辦人及訓練有素的員工為

我們在國際國內市場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信譽。

我們的目標通過優秀的客戶服務並供應各品種的樹脂鏡

片，而成為同行業的領先者。

感謝我們珍貴的客戶，從我們2013年成立而來，我們成長

非常迅速！

誠邀您成為我們的客戶，邁出共同進步的步伐！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塑料鏡片 Plastic optical lenses

品牌 Brands：

ALLEYEV

CLEYES

HI VISION

LOOCLIAN

SHANG QING 尚輕

秀明

展台號 Booth no.：1635

江蘇貝爾莫眼鏡有限公司
JIANGSU BELMORE LENS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江蘇丹陽市開發區迎賓路99號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11-88039978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品牌 Brands：

BERRYLENS 柏利詩

DERMKEECE 迪美詩

VON 維恩

展台號 Booth no.：1640

海通光學有限公司
HAITONG OPTICAL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寶山區市台路243號

243 Shitai Road,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5801705963
傳真 Fax  ：0086-21-36160506
電子郵箱 E-mail ：kefu01@supore.com
網頁 Homepage ：www.1993ht.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海通光學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經營眼鏡店專用

設備、眼科醫療器械的專業公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

成為國內同行業最具實力的公司之一。

憑著良好的信譽和經濟、技術實力，公司已取得世界著名

品牌： 韓國海威馳系列(HUVITZ)驗光、檢測及加工設備的

中國總代理權。隨著中國製造業的崛起， 公司于2002年投

資成立了：上海雄博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市業

績路購置土地15,000平方米，建造辦公樓、廠房9,000平方

米，製造各類眼鏡設備、眼科醫療器械。2004年上海雄博

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成立，擁有2,100平方米的研

究大樓，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提升中國眼鏡設備、眼科醫

療器械產業的志士投身其中。2004年在江西投資成立鷹潭

市雄博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購置土地33,350平方米，建

造廠房15,000平方米，生產同類眼鏡設備及眼科醫療器械。

為給客戶提供更好、更及時的服務，公司建立了覆蓋全國

的銷售、服務網絡， 在哈爾濱、長春、沈陽、北京、烏魯

木齊、蘭州、西安、太原、鄭州、濟南、重慶、成都、武

漢、丹陽、上海、長沙、鷹潭、福州、廣州、深圳、昆明

等地設立了分公司；在丹陽、廣州、北京、上海建立了維

修站。其中上海維修站為全國同業中最大的專業維修站，

擁有近二十名經國內外廠家培訓的工程技術人員，為優質

的售後服務提供了強而有力的保證。
Haitong Optical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3. It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managing optical equipment and ophthalmology 
medical instruments. After ov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trade of China.
On the strength of good credit, economy and technology, Haitong 
is now General Agent of world famous brands: HUVITZ system 
productions (optometry, test and process) made in Korea. With 
the spring up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invested and built 
our own factory: Shanghai Supore Instruments Co., Ltd  in 
2002. It occupies 15,000 square meters in Yeji Road of Shanghai 
including research building which absorbs many researchers 
to join in. We manufacture all kinds of optical equipments and 
Ophthalmology medical instruments in our company. In addition, 
we invested another factory which occupies 33,350 square meters 
in Jiangxi Province to manufacture the same products.



To supply the customers convenient service without delay, we 
set up our branch compan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Haerbin, 
Changchun, Shenyang, Beijing, Wulumuqi, Lanzhou, Xian, 
Taiyuan, Zhengzhou, Jinan, Chongqing, Chengdu, Wuhan, 
Danyang, Shanghai, Changsha, Yingtan, Fuzhou, Guangzhou, 
Shenzhen and Kunming). We have our own repair department  
in Danyang, Guangzhou, Beijing and Shanghai.  Our Shanghai 
branch is the biggest professional repair department in the trade 
supplying the best after-sales service.
Haitong hopes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achieve magnificent 
future together.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1. 驗眼設備：

 1.1 韓國海威馳＜HUVITZ＞ 系列：

  HRK-7000A 全自動電腦驗光啓角膜曲率儀

  HLM-7000 全自動電腦查片儀

  HCP-7000 投影儀

  HDR-7000 全自動牛眼

 1.2 上海雄博＜SUPORE＞系列：

  RMK-150 全自動電腦驗光儀 啓角膜曲率儀

  RMK-200 全自動電腦驗光儀啓角膜曲率儀

  RMK-700 全自動電腦驗光儀啓角膜曲率儀

  VT-8 牛眼

  VT-100 牛眼

  VT-700 牛眼

  ACP-7 投影儀

  ACP-8 投影儀

  ACP-100 投影儀

  ACP-800 投影儀

  CS-218 組合台

  CS-300 組合台

  CS-400 組合台

  CS-418 組合台

  CS-518 組合台

  CS-600 組合台

  CS-700 組合台

  CS-1000 組合台

2. 磨邊設備：

 2.1 韓國海威馳＜HUVITZ＞系列：

  EXCELON 標準型全自動磨邊機

  HUVITZ KAIZER 全自動磨邊機

 2.2 上海雄博＜Supore＞系列：

  LE-300 自動磨邊機

  LE-310P 自動磨邊機

  LE-320P 自動磨邊機

  LE-400 自動磨邊機

  LE-420 自動磨邊機

  ALE-1000 自動磨邊機

  ALE-1200 自動磨邊機

  ALE-1600 自動磨邊機

1. Visual Test Equipments:
 1.1 Huvitz system (made in Korea) 
  HRK-7000A Auto Ref/Keratometer
  HLM-7000 Auto Lensmeter
  HCP-7000 Chart Projector
  HDR-7000 Digital Refractor
 1.2 Shanghai Supore system
  RMK-150 Auto Refractometer/Keratometer
  RMK-200 Auto-Ref/Keratometer
  RMK-700 Auto-Ref/Keratometer
  VT-8 View tester
  VT-100 View tester
  VT-700 View tester
  ACP-7 Charter Projector
  ACP-8 Charter Projector
   ACP-100 Charter Projector
   ACP-800 Charter Projector
  CS-218 Unit table
  CS-300 Unit table
  CS-400 Unit table
  CS-418 Unit table
  CS-518 Unit table
  CS-600 Unit table
  CS-700 Unit table
  CS-1000 Unit table

2. Lens Edger:
 2.1 HUVITZ system (made in Korea)
  EXCELON Standard Patternless Edger
  HUVITZ KAIZER Patternless Edger
 2.2 Shanghai Supore system
  LE-300 Auto Lens Edger
  LE-310P Auto Lens Edger
  LE-320P Auto Lens Edger
  LE-400 Auto Lens Edger
  LE-420 Auto Lens Edger
  ALE-1000 Patternless 2D Edger
  ALE-1200 Patternless 2D Edger
  ALE-1600 Patternless 2D Edger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鏡加工、裝配、調較工具    

Spectacle assembling & adjusting tools

-  驗眼設備 Visual test equipment

-  磨邊機 Edger

品牌 Brands：

HUVITZ 海威馳

SUPORE 雄博



展台號 Booth no.：1650

北京嘉鋮視欣數字醫療技術有限公司
BEIJING JIACHENG SHIXIN DIGITAL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北京市海淀區西三環北路25號61號樓

Building 61, No.25 West 3rd Ring North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0-88569219 / 68731182 /
      13911562158
傳真 Fax  ：0086-10-88569064
網頁Homepage ：www.chinajiacheng.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北京嘉鋮視欣數字醫療技術有限公司隸屬於北京嘉鋮視欣

（集團），總部設在北京，集團成立於1997年，是一家以

視覺健康服務為宗旨，致力於青少年近視、斜視、弱視防

治的新產品研制、新技術推廣、3D軟件開發和終端投資的

專業機構。

集團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做合作夥伴最優秀的服務商、

合作商、供應商。

迄今，集團擁有正規資質產品10個、產權商標17個、國家

發明專利軟件36個、知識產權48項，與海軍總醫院、南京

大學進行深度合作，承擔全軍重大課題研究任務，始終在

我國視覺健康康復訓練行業充當著技術領跑者、行業創新

者的重要角色。

2005年起，集團聯動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國

家教育部近視防治專家組，先後舉辦全國近視防治高峰論

壇、創辦近視防治專刊、研制多項近視防治新產品、推廣

近視防治新技術，為我國青少年近視防治工作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2006年10月，（集團）在「專業創造價值、科技明亮眼

睛」的理念下，推出視欣3D多媒體視覺健康訓練系統（眼 

吧）。該系統融入多項世界尖端的技術，如虛擬現實、數

字投影、計算機互動、3D引擎技術等。系統在繼承了經典

實用的多項眼保健技術（如中醫的穴位按摩、雙眼合像、

晶體操、遠霧視法等）的基礎上，同時開放性的吸納眼肌

訓練、色光類視覺訓練、凝視、周邊區視網膜刺激等近年

來備受世界眼科界關注和推崇的視覺訓練方法。

2009年，（集團）戰略重點轉向我國小兒斜弱視防治陽光

工程，在我國著名立體視覺專家、海軍總醫院顏少明教授

的精心指導下，研製成《4D數字化斜視弱視矯治系統》，

該系統為眼科斜弱視治療創建了一個集合檢查、訓練、研

究為一體的高端平台。

《4D數字化斜視弱視矯治系統》在海軍總醫院、首都醫

科大學附屬世紀壇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醫院等全國近百家

醫院推廣應用，大量的臨床應用研究充分表明：它對斜弱

視治療見效快，療程短，快速提升和重建雙眼視覺功能和

立體視覺功能，優於傳統的治療方法。兒童間歇性外斜視

治療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患兒獲得基本治癒，免除

手術或推遲了手術時間，為兒童間歇性外斜視打開了一條

非手術治療的通道，該臨床結果令人鼓舞，具有重要的學

術價值和社會效益。2016年9月29日，《視欣4D數字化斜

視弱視矯治系統》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醫療器械註冊證。

截至2020年12月，（集團）專業培訓視力保健工作人員超

過8000人，約有1800套 「視欣4D」和近1200套「視欣3D」

應用於1500多家專業終端。

基於「視欣4D」「視欣3D」的出色功效和視光終端運營

的強大實力，公司除設備產品銷售外，還參與投資，幫助

視光中心、醫療機構建立兒童青少年雙眼視功能康復訓練

模塊。

截至2020年12月，（集團）分別在全國投資控股參股合作

了150多餘家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眼科醫院、南京醫

科大學附屬眼科醫院等）、14家眼科門診、1家視光中心，

與愛爾眼科集團達成深度戰略合作，幫助120多家愛爾眼科

醫院建立兒童斜弱視康復中心模塊，並取得了顯著經濟效

益和社會效益。

專業創造價值，科技明亮眼睛，集團全體同仁將繼續探索

創新，為全國兒童青少年奉獻愛心，為我國兒童青少年視

光事業的發展貢獻新的力量和智慧！

公司網址：https://www.seeineye.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JCSX-01 弱視斜視矯治系統

品牌 Brands：

SEEIN 視欣

展台號 Booth no.：1652

上海桓翔科貿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N XIANG TECHNOLOGY 
TRADING CO., LTD.
地址 Address ：

上海市崇明區港沿鎮港沿公路1700號3幢

Block 3, No 1700, Gangyan Road, Shanghai,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17751791288
電子郵箱 E-mail ：guyeyu@21cn.com
參展公司及展品介紹 Company & Products Description：

上海桓翔科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桓翔）是依據中國

法律，在中國上海自貿區註冊的一家高科技貿易公司。

上海桓翔與全球領先的眼科及眼視光領導品牌充分合作，

致力於中國鏡片加工製作工藝，眼科及眼視光技術的交流

與推廣。代理有法國briot啓磨邊機，以色列visionix®眼科

及眼視光檢測，美國DAC®加工輔材，等全球領先品牌的

產品。



上海桓翔在中國大陸的上海，北京，西安，廣州，濟南，

成都，丹陽設立有分公司或維修站。並在中國香港設立有

物流中心。
Shanghai Huan Xiang Technology Trading Co,.Ltd is a Shanghai 
based company, specialized in distributing high-tech equipment.
Shanghai Huan Xiang collaborates with world-leading 
ophthalmology and optometry high-tech companies, our aim 
i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lens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ophthalmology technology and studies. We 
currently are distributor of Briot edgers (France) and Visionix® 
ophthalmic instruments (Israel), and consumables of DAC® 
(USA).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and offices in Shanghai, Beijing, Xi’an, 
Guangzhou, Jinan, Chengdu and Danyang. We also have a 
logistics center in Hong Kong.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磨邊機 Edger

- 鏡片製造機械及加工機械

 Lens manufacturing & processing machinery

-  眼科醫學儀器

  Instruments for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  眼科用品 Ophthalmic products

-  診症室設備 Equipment for consulting rooms

品牌 Brand：

BRIOT 百利奧

VISIONIX 威視力

展台號 Booth no.：1660

杭州全潤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H A N G Z H O U  K I N U E E N  O P T I C A 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杭州市江乾區五星路188號榮安大廈902

Room 902, 9/F, No.188, Wuxing Road, Hangzhou,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571-88208899
傳真 Fax  ：0086-571-88208998
電子郵箱 E-mail ：1619926187@qq.com
網頁 Homepage ：www.merrydolly.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  眼部護理用品、鏡片及隱形眼鏡清潔液

  Eye care products and solution for lenses and contact lens

- 眼鏡盒及其它配件 Spectacle cases & accessories

品牌 Brands：

MerryDolly

展台號 Booth no.：1662

深圳聰明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ONGMINGM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Address ：

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高新南四道泰邦科技大廈12F 

CHINA中國

電話 Tel  ：0086-769-38850507
傳真 Fax  ：0086-769-38850507
電子郵箱 E-mail ：alex@young-more.com
網頁 Homepage ：www.laladoor.com
展品 Products to be displayed：

-  眼科用品 Ophthalmic products

品牌 Brand：

聰明目&眼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