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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注意的事項
● 隱形眼鏡或保養清潔用品在使用之前，請務必仔細閱讀使用明書，若有對內容不清

楚時，向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後，再使用。
● 請好好的閱讀保管使用說明書。

隱形眼鏡是直接接觸在眼睛的東西。如果隱形眼鏡或保養用品的使用方法錯誤

時，有時會造成角膜潰瘍等的嚴重眼睛傷害，還有如果沒有治療，也會造成失明的可

能。

為了安全的使用隱形眼鏡，必須仔細的閱讀使用說明書，並遵從眼科醫師或專業

人士所指示的正確使用方法。

➊ 使用時間確實遵守
使用時間因個人而有所差別，請在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所指示的時間內使用，就寢

時一定要取下。

➋ 遵守使用方法確實使用
鏡片或保養用品的使用發法如果錯誤時，會造成眼睛的傷害。

鏡片或保養用品（特別是鏡片保存蓋子）要經常保持清潔，請遵守正確的使用方

法。

➌ 一定要接受定期檢查
沒有自覺症狀即使順利配戴，有時會造成鏡片或眼睛的傷痕，而發生眼睛的傷害。

即使沒有異常，也要定期的接受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所指示的檢查。

➍ 即使稍微感到異常，也要馬上去接受眼科醫師的檢查
每天戴鏡片之前，確認一下眼睛裡是否有眼屎、充血等情況，還有戴上鏡片之後，

確認是否感到有異物，若稍微有這類的異常感覺時，請馬上接受眼科醫師的檢查。

注意事項前的符號是表示以下的事情

危 險

　危 險 
 如果不重視這個注意事項而錯誤的使用，就會有嚴重的眼睛傷害的可

能性發生。

注 意

　注 意   如果無視於這個注意事項而錯誤使用的話，可能設想出會發生眼睛的

傷害及鏡片的受損。

禁忌的例子（無法戴用鏡片之時）
如果有以下的症狀或症兆時，有時會由於戴用鏡片而使症狀惡化的情況出現，務

必向眼科醫師詢問，並聽從指示。
● 眼睛受感染症
● 乾眼症
● 葡萄膜炎
● 眼皮的異常
● 無法保持良好的衛生狀態之時
● 角膜的知覺障害（因白內障而接受水晶體的摘出手術者除外）
● 由於戴用鏡片而影響眼睛或使眼睛惡化的危險性患者
● 因保養用品的成份而引起的過敏性症狀（界面活性劑、蛋白質分解酵素等）
● 其他、眼科醫師判定為不適配戴之時

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的時間表

每日很順利的配戴鏡片，而稍加不注意之時而讓鏡片有裂痕、污垢，都不適用於眼

睛；還有，也會造成眼睛受傷害的危險狀態，為了判斷是否能夠安全地持續使用鏡片，

請一定要接受被指示的定期檢查。

為了要能夠接受適當的檢查，定期檢查請在購買鏡片的眼科，最起碼3個月檢查一

次。務必遵守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的指示或定期檢查，更要仔細閱讀，並且常用這個使

用說明書，而了解正確的使用方法。

使用時的注意

 為了確保眼睛安全的注意事項

  使用時間務必聽從眼科醫

師或專業人士的指示，正

確的遵守

使用時間因每個人而有所不同，所以請務必聽從眼

科醫師或專業人士所指示的時間內使用。

  要遵守本使用說明書上所

記載的使用方法，並正確

的使用。

使用方法錯誤有時會造成眼睛的傷害，所以要遵從

正確的使用方法，鏡片或附屬品更要經常的保持清

潔。

  一定要定期的接受定期檢
查

很順利的配戴隱形眼鏡，可是鏡片上若有肉眼看不

清楚的污垢，甚至發生變形時，都會造成眼睛的傷

害，所以為了眼睛和鏡片的安全性，持續性的定期

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稍微感覺到異常時，

請馬上接受眼科醫師的檢

查

請每日確認眼睛是否有眼屎、充血或異物等情況，

如果有感到異常，請馬上接受眼科醫師的檢查。

  就寢時，一定要將鏡片取
下

如果沒有眼科醫師的許可，請絕對不要連續使用。

還有，洗澡或洗臉時，為了防止鏡片的掉落，盡可

能的請先將鏡片取下。

  絕對不使用受到污染的鏡
片，或有異物附著的鏡片

洗不乾淨的鏡片會呈現白而濁的情況，此時會造成

各種污垢沾在鏡片上，如果這種情況下使用鏡片的

話，是造成眼睛受傷害的原因。

  使用鏡片時若要上眼藥，
必須聽從醫師的指示

使用鏡片時請不要點眼藥之類的，因為有時會讓鏡

片產生不好的變化，如果一定要點眼藥時，請遵從

眼科醫師的指示。

 為了維持鏡片免受污染或破損的注意事項

   鏡片請小心的使用 鏡片只要有傷痕或裂痕，都變得無法使用。

  不要用紙、布、硬的東西

或指甲擦鏡片

裂痕或沾上污垢不僅是使用的感覺不好，並且也讓

眼睛疼痛，這也是鏡片的壽命縮短的原因。

  鏡片若掉落時，請不要用
捏的撿起

把手指頭的前端弄濕，並輕輕地捻起掉落在地上或

地板上的鏡片；此時，用力的壓鏡片的話會使鏡片

的弧度曲線彎曲、破損而造成無法使用的因素。

  不要將鏡片放置於高溫地
方

請不要將鏡片放置於大熱天的車內或高溫的地方，

這會使鏡片變形而無法使用。

  請不要給鏡片有急速的溫

度變化（例如：用熱水洗

鏡片）

鏡片的材料若有裂痕的產生，就有破損的可能。

  請不要扭曲鏡片或用力按

壓擠
這樣反而容易使鏡片有歪曲、裂痕的產生。

  請不要用長指甲或污垢的
手指拿鏡片

裂痕或沾上污垢不僅是使用的感覺不好，並且也讓

眼睛疼痛，這也是鏡片的壽命縮短的原因。

  不要讓鏡片沾上酒精、汽
油、藥品及家庭用洗潔劑

如果擦不掉的話，會讓鏡片變形，萬一沾上時，馬

上用專用的去污劑清洗，之後再到眼鏡店（眼科）

詢問，鏡片是否還能使用。

  每日務必做到鏡片的清潔
（保養）

每日懶於清潔鏡片的話，淚液中的蛋白質或油質就

會凝固在鏡片的表面，鏡片的使用感或視力變不好

會造成眼睛的傷害；所以，鏡片的保護請每日都要

做到。

  拿鏡片時無意中太用力或是用捏的拿鏡片，清洗時太用力等等都會造成鏡片的破損，所

以在使用時請小心使用。

 使用鏡片時的注意事項

  要確認戴上或取下的方法
是否正確

如果不能正確的戴用、取下，這是使眼睛受損、鏡

片破損、遺失有所關連。

  在動作下激烈的運動中，
鏡片有時會移動

使眼睛急促的移動或受到強烈衝擊的運動時，易使

鏡片移動或掉落，故請注意之。

  戴著鏡片時請不要用手揉
眼睛

用手揉眼睛容易使鏡片移動或掉落，還有可能造成

眼睛受傷的原因，所以請不要有此舉動。

  游泳或臉會碰水時，請將

鏡片取下
鏡片因水而流失的可能性是有的。

  開車時若鏡片移動、脫落

時，請馬上停止開車，重

新戴好

有發生車禍的危險性。

   不要將鏡片的左、右弄反

左右是相同鏡片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度

數不同時是會影響視力的，如果弄錯了就會變得看

不清楚，若有感到異物時，容易使鏡片跑掉。

初期配戴易發生的症狀
使用初期的症狀和對策

小東西滾動、眼睛癢癢、眨眼的次數多、流淚、稍微充血、有時感到刺眼
▼

像這樣的情況，因個人而有所差別，但是使用初期較容易發生，如果是正確的使

用，就不用擔心發生這種情況。

鏡片掉落
▼

掉落的地方不要亂動，再仔細的尋找。

鏡片有時會掉到洋裝上，請仔細的注意。

戴著鏡片睡著
▼

戴著鏡片睡著的話，會有眼睛充血、疼痛的情況，所以首先將鏡片取下，停止使用

並接受眼科醫師的治療。

開始配戴 ➟ 1星期之後 ➟ 1個月之後 ➟ 3個月之後 ➟ 每3個月之後



配戴使用的循環步驟
洗淨（包含去掉蛋白質）、保存的時候，請務必要遵從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所指

示維護方法的使用說明書。

為了要能夠將隱形眼鏡使用的很舒服，鏡片的保養是不可欠缺的，請遵從鏡片的正

確步驟，硬式隱形眼鏡的保護，請每日必須做到的。（但是連續使用者是例外的）

平時的時候

戴上眼鏡　　使用　　拿下鏡片　　洗淨　　保存　　沖洗鏡片

清除蛋白質的時候（特別是污垢很多之時）

戴上眼鏡　使用　拿下鏡片　洗淨　去除蛋白質　保存　沖洗鏡片

※請務必遵從使用去蛋白質清潔劑的使用說明書，才不致於傷害到鏡片。

注意事項  

● 洗淨保存液請每天替換。
● 從盒子裡將鏡片取出後，請用水仔細地將盒子裡的污垢沖洗乾淨。
● 沖洗不乾淨之時，眼睛有時會出現癢癢或刺痛等症狀。

平時使用者（整天使用）的時間表
（請遵守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所指示的使用時間）

開始使用之時 停止使用之後，又想重新開始

使用之時
從再開始使用的那天開始的時

間標準為以下：
● 停止使用在一星期以內之時，從

最後使用日的使用時間開始縮短
2～6小時，然後再慢慢地將時間

拉長。
● 停止使用在1個星期以上到未滿一

個月之時，請從左表的第一行的

時間表開始。
● 停止已經超過1個月以上時，請

務必要接受眼科醫師的診斷，再

照醫師所指示的時間使用隱形眼

鏡。

參考下面的使用時間表，並且請慢慢地習

慣將戴隱形眼鏡的時間拉長。還有，在可能使

用的時間裡，每個人的差別有所不同，故請務

必聽從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使用時間表。

從使用開始起   　2　　 4 　　6　　8　　10　　12　　14（時間）終日

 第1天 4～6小時

 第2天 6～8小時

 第3天 8～10小時

 第4天 10～12小時

 第5天 12～14小時

 第6天 14小時起

在使用鏡片之前
請務必檢查：
➊ 眼睛裡面有無異常？

照鏡子確認眼睛裡有沒有充血或眼屎之類。
● 是否感覺到痛、異物或癢。
● 在其他方面，有沒有和平時不同的症狀出現。

➋ 鏡片有無異常？
● 請仔細的檢查鏡片上有沒有污垢或破損、裂痕。

➌ 你所在地是否為乾淨的場所？
● 戴上或取下時，請一定要在乾淨的地方實施。
● 即使鏡片掉落也是很容易找到的地方嗎？

➍ 手指頭乾淨嗎？
● 指甲有沒有剪短或光滑呢？
● 有沒有用肥皂將手洗乾淨呢！

☆ 請戴上鏡片之後再化妝
用沾上化妝品的手指頭戴鏡片，有眼睛刺痛，鏡片

變質而變得看不清楚，或是鏡片無法再使用的可能

性發生。

◎遵守上面所記載的事，就可以預防鏡片的破損或污染，那就可以保護你重要的眼睛。

戴鏡片的方法
戴鏡片的方法 ➊
➀ 將鏡片的凹面放在要戴鏡片的眼部那隻眼睛的相反的手

的食指上，將食指的前端稍微弄濕的話，鏡片就比較不

容易掉落，也比較容易戴上。

➁ 另外用一隻手的大姆指和食指的前端按在下眼睫毛和眼

皮上，再盡量將眼睛打開大點些。

➂ 一邊看鏡子，一邊將鏡片靠近眼睛，並戴在黑眼珠上。

※手指頭很快的離開或很用力的眨眼時，可能有鏡片從黑

眼珠移動、脫落的情形出現。

➃ 鏡片戴在黑眼珠上面時，手指頭慢慢地離開，然後再一

次的確認鏡片是否正確地戴在黑眼珠上，位置要確認一

下。

戴鏡片的方法 ➋
➀ 要戴鏡片的眼睛的同側的食指的前端放著鏡片，而鏡片

的凹面是向上的，因此將指頭的前端弄濕些，鏡片較不

容易發生掉落，且較容易戴上。

➁ 用同側手的中指將眼睛的下眼皮的睫毛部份向下拉，再

用另一隻手的食指將上眼皮（有睫毛的部份）向上拉。

➂ 一邊看鏡子，一邊將鏡片靠近眼睛，然後戴在黑眼珠上。

※手指頭很快的離開或很用力的眨眼時，都有可能使鏡片從

黑眼珠的地方離開或掉落。

➃ 鏡片放到黑眼珠上面時，手指頭要慢慢地離開，然後再

一次的確認鏡片是否正確地戴在黑眼珠上，位置要確認

一下。

戴法的建議
● 打開眼睛之前，先將手指頭的前端多餘的水份擦拭乾淨，眼皮或手指頭若濕濕的話，

無法將眼睛完全的睜大。
● 鏡片要接近眼睛時就會將眼睛閉上，而無法將鏡片放入（因為害怕）。此時，將意識

集中在相反的眼睛上，並且透過鏡子看著自己的眼睛。
● 盡量不要將眼睛向上看，將鏡子和臉成平行之狀態。將眼睛往上看黑眼珠就會在上眼

皮的裡面，此時較不容易戴上鏡片，也會因眨眼而使鏡片移動。
● 如果你按照上面所說的正確實行的話，鏡片在接近之時黑眼珠因手指的前端所遮住，

但是保持這樣的話會將鏡片剛好放在黑眼珠上。

※此時，另一眼可以從鏡子裡看到要將鏡片放入眼睛

的手指頭的指甲的一部分。
● 鏡片完全放入之前，兩眼睛都要張的大大的。
● 鏡片放入之後，急忙的眨眼就會使鏡片移動。這點請注意，還有戴入之後，黑眼珠和

鏡片之間有時會產生氣泡，只要慢慢地眨眨眼就可以簡單的取下鏡片。

鏡片的取卸方法

鏡片的取法 ➊ 

➀ 一邊看鏡子，一邊讓黑眼珠跑到中央，並且盡可能的讓眼睛

睜大些。

➁ 用和要取下鏡片的眼睛的同側的手的食指的前端押在上、下

眼皮的睫毛處。

➂ 要將眼睛張得比鏡片還要大，並且把押在眼皮的手指頭往耳

朵的方面用力拉。

➃ 往耳朵的方面拉的手指的力量不要放鬆，一眨眨眼鏡片就會

脫落下來，請用另一隻手的手掌接著鏡片。
○ 脫落的鏡片沒有掉在地下，而是掉在睫毛上，所以用鏡子仔細

的確認鏡片的位置。
○ 無法脫落之時，請再一次的將手指按到最初的地方，並且重複剛才的動作。

※ 取下方法的重點 ※

下巴伸出，黑眼珠看向鼻側，並把臉向著鏡子稍微傾斜，請把上眼皮和下眼皮平均

的拉引。

鏡片的取法 ➋ 

➀ 一邊看鏡子，一邊讓黑眼珠跑到中央。

➁ 把眼睛睜大些，用兩手的食指按著上、下眼皮的睫毛處。

➂ 一隻手指頭稍微押一押，鏡片的邊緣就會浮出、脫落。此

時，請注意不要讓指甲碰觸眼睛。
○ 在這個方法，脫若的鏡片往往掉在睫毛上，所以，請用鏡子仔

細的確認，還有防止鏡片跳出，在下面敷上乾淨的毛巾等等。
○ 請注意不要讓鏡片的邊緣傷到黑眼珠。

※ 取下方法的重點 ※

下巴伸出，黑眼珠看向鼻側，並把臉向著鏡子稍微傾斜，請

把上眼皮和下眼皮平均的拉引。

很難取卸之時

外眼角的押法或押的位置不

對，而使眼睛變細的時候
拉的方向不對之時 只有強拉眼皮的一邊之時

※把手指頭按在眼睛的深處拉引。

要確定以上的情況沒有產生，將手指放在正確的位置，讓眼睛有意識的一邊睜大些，一邊用力

拉引，並且輕輕的眨眼，這是很重要的。

鏡片跑到白眼球之時

鏡片跑到外眼角之時 鏡片跑到內眼角之時 鏡片跑到眼珠的下方 鏡片跑到眼珠的上方

➀把鏡片拿到鼻側，只有眼

睛看向鏡子。
➁用食指和中指押著外眼

角，讓鏡片固定著。
➂把鏡子慢慢地移動到正

面，同時把黑眼珠移向

鏡片的地方。

➀把鏡片拿到耳側，只有眼

睛看向鏡子。
➁用食指按著眼角，讓鏡片

固定。
➂把鏡子慢慢地移動到正

面，同時把黑眼珠移向

鏡片的地方。

➀把鏡片拿到眼睛的下方，

只有眼睛看向鏡子。
➁用食指按在上眼皮，把鏡

片固定。
➂把鏡子慢慢地移動到正

面，同時把黑眼珠移向

鏡片的地方。

➀把鏡片拿到眼睛的上方，

只有眼睛看向鏡子。
➁用食指按在下眼皮，把鏡

片固定。
➂把鏡子慢慢地移動到正

面，同時把黑眼珠移向

鏡片的地方。

※鏡片黏在眼睛時，請不要強行取下，此時請向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

適應期間所發生的主要原因和對策
症狀 主要的原因 對策

使用後馬上感到刺痛 鏡片的污垢、裂痕、異物一起進入眼睛的時候
鏡片取下、洗淨、沖洗是否落實，或是確認

鏡片是否有裂痕

使用時忽然感到刺痛 垃圾、灰塵進入眼睛裡或使用時間的極限
要做到鏡片取下、洗淨、沖洗乾淨，甚至將

眼睛洗一洗較好

取下後的刺痛
使用過多，眼睛的傷痕，或是發生強行鏡片取下的

方法

對鏡片取下的方法（取卸法）要注意，使用

的時間要減少，嚴重時要停止使用，並向眼

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

有灼熱感 使用過多 將使用時間縮短，再觀察情況

癢 鏡片的污垢、眼病等等
徹底的將鏡片洗淨，若還有這種症狀發生

時，請向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

刺眼 鏡片的裂痕、眼睛的傷痕，或是鏡片不合時 再接受檢查

分泌很多的淚液 鏡片不合時 再接受檢查

眼睛疲倦 睡眠不足、疲勞、鏡片的不數不合時
使用時間縮短，再觀察情況，或是再接受檢

查

強烈異物感 鏡片的污垢、裂痕、眼睛的異常、鏡片不合時
將鏡片完全地洗淨後，再檢查鏡片是否有裂

痕，或是再接受檢查

鏡片容易移動 鏡片不合，或是將左右弄反時 確認左、右，再接受檢查

近的地方看不清楚 鏡片不合時 讓眼睛休息，再觀察情況，或是再接受檢查

取下後視力模模糊糊 使用鏡片的一種現象，因個人而有所不同
稍等一下，即會恢復原狀，若無法恢復原狀

時，要再一次的檢查

看不清楚 鏡片的污垢 將鏡片完全地洗淨後，再檢查一次

視力不安定 鏡片不合時
使用時間減少，再觀察情況，或是再一次檢

查

充血 鏡片的污垢、裂痕、使用過多、眼睛異常
將鏡片完全地洗淨後，再檢查鏡片是否有裂

痕，或是再一次檢查

眼睛感到乾燥
淚水的量、眨眼的次數太少時，或是由於冷暖器而

使得空氣乾燥時，或是受到強風的吹襲時

用力的眨眼數次，嚴重時向眼科醫師或專業

人士詢問

■ 其他，使用鏡片時，眼睛感到異常時，請一定要向眼科醫師或專業人士詢問。

■ 因為生病等等的因素而身體情況不好時，向眼科醫師詢問之後，再配戴鏡片。

■ 每日，請務必用鏡子檢查眼睛是否有異常。

檢查項目
●充血  ●平時不同的分泌物（眼屎）  
●視力不穩  ●看不清楚、有污點  
●淚水較多時  ●刺眼等等

購買鏡片地點

住址

電話號碼

睡覺之前，請務必

將鏡片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