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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美都具有特殊意義

實現女性美麗，打造美麗雙瞳而生

引領國際美睫發展為目標

提供頂級精品商材與獨家原創系列商品

並開設日本最新技術課程

全方位顧及每一位技術者與顧客需求



社長介紹

LASH DOLL JAPAN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MISS EYE D'OR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Hitomi Ishihara
石原瞳

社長創建［Miss eye d'or（舊 LASH DOLL）］品牌，
開設2間沙龍，創辦國際貿易公司及美容培訓學校，全方位發展。
作為經營者及講師，不斷地提升·創新，憑借10年以上的嫁接睫毛經驗編寫了全冊220頁的嫁接睫毛教科全書，
簡明易懂、圖文並茂，在業界引起轟動，立求打造世界知名嫁接睫毛品牌。
Miss eye d'or為滿足技師及顧客的需求，不斷地研發使用安全、包裝精美、效果最佳的產品。
世界首發的「NANO」防過敏眼霜、嫁接睫毛專用的保養品品牌「EYE D'OR」，特別深受沙龍及顧客的喜愛。

身為教育者，本著對每位學員認真負責的態度，以傳授全面的知識和精準的技術為宗旨。
不斷地吸取新知識、提升新技法、加強自身修養。努力成為一名優秀的引領者，帶領學員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將提供一流的服務、培養技術精湛的技師、研發最前沿的商品、全面提升整個業界的水平視為奮鬥目標。

2015年經過全員的共同努力，我們的業績不斷創新。
2016年我們向世界進軍，出展中國和美國等展會，開拓海外市場，培養認定講師，提高品牌知名度，走向世界！

「努力，終會成功」「行動，尋找出路」 「奮鬥，實現自我」



(株)LASH DOLL JAPAN 企業精神

以引領行業發展為目標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供最佳的商品和精湛的技術
是我們首要考慮的。

我司的五大承諾

一、沙龍用具的完備
完備的操作設施、齊全的嫁接用具，為技術者營造最佳的嫁接環境。
（設計精美・使用便利的用具，詳細說明的設計款型圖冊及貼心的護理卡片等）

二、安心的全套服務體系
為了使學員可以安心的活躍在行業中，特頒發我校的畢業證書。
學員畢業後提供就業機會。

三、精美實用的包裝設計
所有商品冊、宣傳單、商品包裝設計都是根據我司獨有的
高雅、新穎、獨特等特點精心設計制作完成，
在美睫師嫁接過程中鼓舞精神，深感職業自豪感。

四、可信賴的品質保證
業界大多數睫毛商品都會出現長短不統一，縫隙不均勻，曲度不持久等現象，讓消費者失望。
我司的商品是經過3家公司，通過3次的檢品，以非常嚴格的標準篩選出的合格商品。
如有發現質量不良或包裝有問題，提供免費交換保證。

五、最好的技術支持
為了使學員可以獨立安心的進行嫁接，提供簡明易懂的操作手冊及相關的專業資料。
我司的員工會給予耐心詳細的講解，為學員能夠獨立活躍在美睫業，並提供最好的支持。



高品質的光澤感，豐富的品項，羽毛般輕盈柔軟有彈性



スタンダードな定番アイラッシュ

一根假睫毛對應一根原生睫毛的嫁接方式

像羽毛般輕盈柔軟，對眼睛無負擔無任何嫁接感

受到大家喜愛的經典單根睫毛。

翹度確認表



⑦講究的優良品質

年銷售業績突破 33萬盒
連續 11年榮獲最暢銷商品

プラチナ
セーブル

PLATINUM SABLE® 選用最好的材料，以最好的技術製作出最高品質的睫毛
手感柔軟舒適，亮麗的光澤感，呈現前所未有的美。

PBT 是一種特殊材質，無色透明具有可塑性，屬於結晶性聚酯系
塑膠材料的一種。
由於其性質，又被稱為「形狀記憶纖維」可長時間保持形狀不變。

形狀記憶

捲度長時間
保持不變

尺寸穩定性

製作工藝
超高，精準

耐藥品性

不受酒精，清潔液

等化學物品影響

耐熱性

遇黑膠後
不會變形

防靜電

夾子與睫毛
不易吸附再一起

選擇 PLATINUM SABLE® 的 7 個理由

大容量 20 排，毛量是同類商品的 1.6倍，CP值最高。

毛質像羽毛般輕盈，柔軟，無負擔。

如原生睫毛般，擁有自然的光澤度。

尺寸款式變化豐富，5 種翹度 + 7 種粗細度，以1mm為單位自由變化。

4 次經歷 品質檢驗保證品質，工廠 國際貿易公司 日本總公司 代理商。

捲度穩定 (如有不符，保證更換)

日本企劃與研發的高品質商品

最終成品是經過產品性能的不斷改良，不斷提升品質
通過嚴格把關，層層檢驗，篩選出最高品質的假睫毛

純手工製作完成

嚴格的品質標準，數名匠人共同完成

PLATINUM SABLE® 為您提供最佳品質的商品，是您最好的選擇



嫁接效果

睫毛柔軟，顏色、手感超自然
毛質彈性與持久性良好。

型號齊全，5種翹度+4種粗細度
以1mm為單位的自由變換。

#單根嫁接 C 翹度 0.15 12mm 可愛款 單眼90根

單根 (單一長度)

單根 (混和長度)

TWD 1168

TWD 1422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2: 約6000根(一排300根)  0.15: 約4600根(一排230根)
0.18: 約4000根(一排200根)  0.2:  約3600根(一排180根)

排數: 20排(一排約40mm寬)
盒尺寸: W63mm x D15mm x H116mm(透明蓋+容器)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 J 長度: 6~15 mm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2: 約6000根(一排300根)  0.15: 約4600根(一排230根)
0.18: 約4000根(一排200根)  0.2:  約3600根(一排180根)

排數: 7.8.15mm各一排、9.14mm各二排
10.11.13mm各三排、12mm四排

盒尺寸: W63mm x D15mm x H116mm(透明蓋+容器)
翹度: J / JC / C / CC



在美國、歐洲、亞洲等、世界中人氣上升的「濃密睫毛」
使用數根極細假睫毛、開花做成「束型」的嫁接技法
從而誕生了{3D LAYER ®} 3D睫毛。

在美國、歐洲、亞洲等、大受歡迎的「濃密睫毛」
深受嫁接睫毛業界領先者、專業技術者們的關注
Miss eye d’or® 吸取了世界各地的技術精髓
推出了嫁接濃密效果最佳的{3D LAYER ®} 。

嫁接無負擔、同樣輕盈、意外濃密

關於重量和粗細

{3D LAYER ®}
打破以往一根嫁接一根的傳統嫁接規律
實現一根對多根的濃密嫁接技術、
使用極細的0.05~0.07mm
超輕盈假睫毛嫁接無負擔、蓬鬆濃密持久性高。

原生睫毛

原生睫毛



UPDATE

UPDATE

世界頂級，卓越的安定捲翹度

捲度誤差範圍改良後，改為以往的1/2
捲度的穩定，保證了嫁接後的整體穩定性
從而獲得顧客的信賴。

新品捲翹度誤差範圍

以往捲翹度誤差範圍

高性能睫毛盒，有助效率 UP

原創抽屜式設計

盒身在重疊收納的狀態下
也可以單獨抽出所需型號

無需睫毛放置台
可直接獨立使用

節省嫁接空間
自由變換收納

Volume Lash 3D Layer



TWD 1060

TWD 1206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05: 約7200根(一排600根)
0.07: 約5400根(一排450根)

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透明蓋+容器)
#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7~15mm
# J 長度: 6~15mm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05: 約7200根(一排600根)
0.07: 約5400根(一排450根)

排數: 7.8.9.10.14.15mm各一排、11.12.13mm各二排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透明蓋+容器)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7~15mm Mix

Volume Lash 3D Layer (單一長度)

Volume Lash 3D Layer (混和長度)

その先に、常識は覆る



VOLUME LASH
BROWN

Volume Lash 3D Layer 棕色系列

單一長度 TWD 1060
混和長度 TWD 1206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07: 約5400根(一排450根)

排數: 7.8.9.10.14.15mm各一排、11.12.13mm各二排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7~15mm Mix

摩卡

深棕

淺金棕 #單一尺寸提供7~15mm ,可以額外訂購



VOLUME LASH

尺寸確認表



VOLUME LASH

灰藍 灰紫 灰棕 橄欖綠 酒紅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07: 約5400根(一排450根)

排數: 7.8.9.10.14.15mm各一排、11.12.13mm各二排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7~15mm Mix

Volume Lash 3D LAYER 霧彩系列

X ROYSH COLOR

單一長度 TWD 1060
混和長度 TWD 1206



獨特的形狀、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超強持久性
重量是以往睫毛的1/3、超輕量超柔軟、仿真的嫁接感

睫毛史上最高的
輕盈度和持久力

與眾不同的
持久力

超乎想像的
輕盈感

不同反響的
捲翹度

睫毛根部的特殊凹槽形狀
便於嫁接、提升嫁接速度
實現由史以來最高持久性

重量是以往的1/3、更輕盈更柔軟
使睫毛負擔少、非常適合
原生睫毛脆弱的客群

從睫毛根部提起的捲翹感
讓眼睛放大效果更好
霧面黑色、使眼睛更深遂迷人

黑膠自然流入凹槽
大幅提高假睫毛與原生睫毛密合度

黑膠

經典圓毛
尖端分岔設計

毛尖一分為二
凸顯超柔軟手感與
毛尖濃密感

原生睫毛

0.15mm

適合客群

奧黛麗赫本扁毛系列

#扁毛嫁接 C 翹度 0.15 12mm 可愛款 單眼90根



TWD 1060

TWD 1206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0.2:  約2400根(一排200根)

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0.2:  約2400根(一排200根)

排數: 7.8.9.13.14.15mm各一排、10.11.12mm各二排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FLAT MATTE LASH (單一長度)

FLAT MATTE LASH (混和長度)



摩卡

深棕

淺金棕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單一長度/混和長度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0.2:  約2400根(一排200根)

單一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7.8.9.13.14.15mm各1排、10.11.12mm各2排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透明蓋+容器)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奧黛麗赫本扁毛 棕色系列

單一長度 TWD 1060

混和長度 TWD 1206

BROWN



尺寸確認表



X ROYSH COLOR

FLAT MATTE LASH 霧彩系列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單一長度/混和長度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單一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7.8.9.13.14.15mm各1排、10.11.12mm各二排
盒尺寸: W80mm x D15mm x H120mm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混和長度 TWD 1206

單一長度 TWD 1060

灰藍

灰紫

橄欖綠

酒紅

灰棕



環保意識提高，包裝打破傳統的塑膠殼
Miss eye d’or 創造出新一代包裝
使用環保再生原料製成，同時也把體積縮小，更好收納
非常適合亞洲人膚色的色系，把美睫色彩提高到全新層次



2021 AW NEW ARRIVAL

霧彩系列

混和長度 TWD 1206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混和長度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單一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7.8.9.13.14.15mm各1排、10.11.12mm各2排
盒尺寸: 80cm X 120cm X 15cm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珊瑚橙

墨藍

玫瑰粉

單一長度 TWD 1060 (限玫瑰粉/珊瑚橙)



光を受けた葉っぱのような軽やかなグリーン。
ROYSH COLORならではの馴染みの良い色彩で、

自然に瞳を美しく輝かせます。

Flat Matte Lash ROYSH COLOR
2022限定カラー「LEAF」誕生

混和長度 TWD 1206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混和長度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單一排數: 12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7.8.9.13.14.15mm各1排、10.11.12mm各2排
J 6.7mm 各1排
盒尺寸: 80cm X 120cm X 15cm
翹度: J / JC / C / CC 、長度 : 7~15mm

霧彩系列新品 – 葉綠



FLAT MATTE LASH 霧彩系列綜合版 – 五色

TWD 1279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0.15: 約3900根

排數: 15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各色9.10.11mm各一排
盒尺寸: W80mm x D20mm x H130mm
翹度: C  、長度 : 9~11mm



FLAT MATTE LASH 霧彩系列綜合版 – 七色

TWD 1279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0.15: 約3900根

排數: 15排(一排約40mm寬)
混和排數: 各色9.10.11mm各一排
盒尺寸: W80mm x D20mm x H130mm
翹度: C  、長度 : 9~11mm



Miss eye d’or®獨家開發芭比特殊系列
與他牌無法比較的原創翹度

L CURL DESIGN

翹度比較

睫毛形狀 翹度 粗細度 長度

集優點於一身
實現前所未有的捲翹

翹度確認表



芭比 3D睫毛 (混和長度) 

芭比扁毛 (混和長度) 

TWD 1440

TWD 1440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15: 約3120根(一排260根)
0.2:  約2400根(一排200根)

排數: 8mm一排、9mm二排、10.11.12mm各三排
盒尺寸: W17mm x D55mm x H117mm
翹度: LC / LD / L、長度 : 8~12mm

• 基本資訊

毛質: PBT (形狀記憶纖維)

• 商品規格 (一盒)

容量:依照睫毛的粗細程度有所變動
0.07: 約5400根(一排450根)

排數: 8mm一排、9mm二排、10.11.12mm各三排
盒尺寸: W60mm x D21mm x H118mm(透明蓋+容器)
#翹度: LC / LD / L、長度: 8~12mm



LC

LD

L

芭比系列翹度比較

芭比系列 9 盒入

TWD 店洽0.07 / 0.15 / 0.2 



何よりも品質にこだわりを
大切な瞳を安全に、より美しく

Miss eye d’or® 考量黑膠使用的安全性，定期進行黑膠安全測試
夏季寄送時會特別注意溫度管理，從而提升黑膠品質。

一秒極速黑膠

3D 極鮮黑膠

專業黑膠 醫用黑膠



3D 極鮮黑膠 一秒極速黑膠 – 黑色 / 透明 專業黑膠 醫用黑膠

TWD 1279 TWD 1279 TWD 1426 TWD 2303

與知名品牌聯手共同研發，出貨前即時填充，保持極佳鮮度的黑膠
第一代、最適合多根嫁接的高黏度黑膠。

[成 分] 氰基丙烯酸酯(主要成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碳黑

完全硬化只需1小時的超次元革新黑膠
急遽提升嫁接睫毛的持久性。

[成 分]氰基丙烯酸酯(主要成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碳黑、苯二酚

具備使用範圍廣、高持久、速乾等特點
被譽為萬能的超實力派黑膠。

[成 分]氰基丙烯酸酯(主要成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碳黑

低刺激性、安全的醫用低敏性能
兼具速乾性與持久性等特點的丁基類黑膠。

[成 分]氰基丙烯酸丁酯(主要成分)、丁基羥基茴香醚、丙烯酸樹脂
碳黑、乙酰檸檬酸三丁酯

內 容 量

特 點

主要成分

維持時間

硬化速度

完全硬化

顏色深度

柔軟性

黏 度

刺激味道

嫁接速度

適用技術

使用期限

使用人數

原生毛質

環境濕度

內 容 量

特 點

主要成分

維持時間

硬化速度

完全硬化

顏色深度

柔軟性

黏 度

刺激味道

嫁接速度

適用技術

使用期限

使用人數

原生毛質

環境濕度

內 容 量

特 點

主要成分

維持時間

硬化速度

完全硬化

顏色深度

柔軟性

黏 度

刺激味道

嫁接速度

適用技術

使用期限

使用人數

原生毛質

環境濕度

內 容 量

特 點

主要成分

維持時間

硬化速度

完全硬化

顏色深度

柔軟性

黏 度

刺激味道

嫁接速度

適用技術

使用期限

使用人數

原生毛質

環境濕度

高黏度，適用於多根嫁接

氰基丙烯酸酯 氰基丙烯酸酯氰基丙烯酸酯 氰基丙烯酸丁酯

超速乾，高持久 超速乾，高持久 低刺激性

單根 多根單根 扁毛 單根 多根扁毛 單根多根

扁毛

扁毛

2 小時 2 小時1 小時 24 小時

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 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 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



[一秒極速黑膠] 誕生。

超次元革新黑膠

一秒極速黑膠

原料・充填: 日本原料、日本充填
#完全不使用海外原料

內容量: 5ml
成分: 氰基丙烯酸酯 (主成分)
使用期限: 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

#本公司考量安全性，一概不使用含有甲基氰基丙烯酸酯.乳膠等成分

一秒極速黑膠 5 大特點

1小時
完全硬化

1 秒
超速乾

可使用
含油脂產品

低臭
低刺激

超持久性

與他牌黑膠比較
勝

一秒極速黑膠 詳細性質

初期硬化

完全硬化

黏 度

不易變質原因

保存穩定性

刺 激 性

溫度濕度

刺激變質實驗

持 久 性

操 作 性

1 秒 (一般4~6秒))

1 小時(一般24小時)
#1 小時可達99%以上硬化程度

150mPa.s

可使用卸妝油，高品質高穩定性

使用高溫進行變質實驗驗證
與以往的黑膠成分比較，
變質程度低於50%

低臭，低刺激

溫度25度/濕度40%

歷經3萬次實驗驗證
#42度熱水反覆物理衝擊

150mPa.s的黏性
使黑膠急速硬化，實現高持久性

特殊分子材質
使黑膠與睫毛的融合性、穩定性更好
操作性更高

TWD 1279



極鮮黑膠第一代、適合多根嫁接的
[VOLUME LASH 300mPa.s]

最佳鮮度
填充後，最短 3 日內出貨

與知名品牌聯手共同研發，歷經2年以上研發
20 次以上反覆實驗不斷改良與創新
推出的極佳鮮度黑膠。

為什麼追求
[最佳鮮度] ?

VOLUME LASH
300mPa.s是什麼?

mPa.s是什麼?
數字的意義?

為了維持最佳鮮度，解決變質問題
公司引進了專業的黑膠填充設備，
達到最短3天內出貨，徹底實現了
最佳的品質管理。

極鮮黑膠第一代
適合多根嫁接的最佳黏性
有效改善了因黏度過低，
開花縮花的問題。

mPa.s是黏度單位
普遍黑膠黏度多為150mPa.s。
黏度300mPa.s的黑膠
耐衝擊性強，柔軟性高

3D極鮮黑膠

TWD 1279

原料・充填: 日本原料、日本充填
#完全不使用海外原料

內容量: 5ml
成分: 氰基丙烯酸酯 (主成分)
使用期限: 開封後1個月・未開封2個月

#本公司考量安全性，一概不使用含有甲基氰基丙烯酸酯.乳膠等成分



使用環境

蓋子的密封方法

保存方法

 室溫25~28度
 濕度40%RH~60%RH
 避免陽光直射的場所
 經常更換新鮮空氣

溫度和濕度是加速黑膠硬化速度的最大因素
黑膠的成分氰基丙烯酸酯在高溫下，會轉成有害物質，
需多加注意。
請避免在陽光直射和紫外線照射的場所下進行嫁接，
為了確保嫁接過程中的衛生環境，需經常通風保持新鮮空氣。

 將瓶中空氣擠出
 使用乾淨的紙巾擦拭瓶口
 蓋緊瓶口

瓶口處殘留黑膠是引起黑膠外漏的主要原因。
在瓶內存有空氣的情況下，會引起黑膠變質，
擦拭瓶口時，請勿使用沾有溶劑與水分的紙巾。

 在溫度5~15度低溫空間保存
 裝入盒中防止紫外線照射
 與乾燥劑一起保存防止潮濕
 保質期為1~2個月

需每月更換新品

若黑膠保存溫度太低，取出黑膠時會因溫差原因
容器外部產生結露現象，使得黑膠容易變質。
請避免再5度以下，50度以上的環境保存。



NANO抗敏眼霜，可防止嫁接過程中的有害物質產生刺激，保護眼睛。
除了抗敏作用以外，還可以緊緻眼周肌膚、提亮、保濕、抗氧化等作用。



特許成分「ナノ．イオミス」配合

「Nanoiomos」是透過接觸空氣中的水分產生化學反應，
從而中和、分解黑膠中散發出的甲醛物質，
轉化成二氧化碳氣體並在空氣中揮發
有效抗菌、灰塵、花粉等附著，稍做按摩效果更加。

NANO 抗敏眼霜的三大功效

〚成 分〛水, 二氧化硅,大豆油脂肪酸,胎盤素萃取,透明質酸
水溶性膠原蛋白,氧化鋯,氧化鍍,聚丙烯酸酯聚和物-6,苯氧基乙醇
〚使用量〛1 次 0.2g~0.3g / 人
〚容量〛10g / 30g

10g TWD 804

30g TWD 2011

NANO抗敏眼霜

1. 眼睛的保護 2. 清潔效果 3. 提拉緊緻肌膚

黑膠的刺激 眼球充血 對皮膚的刺激

配合納米技術

做到全面防護,才能提供最安心的技術

通過接收空氣中的水分產生化學反應
從而中和黑膠散發出的刺激氣體
預防灰塵,細菌,花粉等附著
搭配按摩吸收效果更加

配合大豆脂肪酸

約10億分之一的極小大豆脂肪酸
去除污垢,達到清潔睫毛的作用

大豆脂肪酸:
將大豆用納米技術與生物技術
研發而成,是最新型清潔美容成分原料
並取得獨家專利

配合多種美容成分
• 透明質酸
• 膠原蛋白
• 胎盤素萃取

抗氧化,促進循環,保濕透亮
拉提緊緻,消水腫



1.使用棉棒沾取少量 NANO 眼霜

(雙眼0.2g~0.3g)

2.塗抹在眼皮與睫毛根部
需快速 , 均勻 ,輕柔的塗抹

3.塗抹在下眼皮和睫毛根部
全面保護眼周,降低敏感機率

4.輕輕塗抹,直到眼霜轉成透明
(塗抹時請勿按壓眼球)

5.塗抹完成

6.將塗抹於睫毛上的眼霜
清潔乾淨,即可嫁接睫毛
(眼皮上的眼霜無需清潔)

NANO 抗敏眼霜

1) 嫁接前請將眼霜塗抹於上下睫毛根部
2) 清潔睫毛上附著的眼霜
3) 嫁接睫毛
4) 若有過敏經驗的顧客,嫁接後也可繼續塗抹眼霜



Eyelash  Extension
HOME CARE Series



美睫滋養液 保濕卸妝凝膠 美容精華定型液 濃密型美容精華睫毛膏 深層潔面慕斯

天然植物萃取精華
滋養強韌睫毛

優秀的抗氧化作用
使肌膚維持健康光澤

富含 15 種美容精華
24H 集中護理

溫水即可輕鬆卸除
提升睫毛濃密度

富含 8 種美容精華
卸妝、清潔、保養
一瓶搞定

TWD 2132 TWD 1066 TWD 1024 TWD 1024TWD 1024

深層滋養護理 高保濕卸妝 24小時保護定型 滋養型睫毛膏 深層清潔&特別護理

〚使用次數〛1日 2次
〚使用方法〛臉部清潔後塗佈於睫毛根部

〚使用方法〛無需大力搓揉
由上至下順著睫毛方向塗抹，即可輕鬆卸除眼妝

〚使用方法〛白天定型保護，夜間美容滋養 〚使用方法〛從睫毛根部至睫毛尖端以Z字形
的方式塗抹即可

〚使用方法〛臉部使用時按壓5~6下
塗抹於全臉後等候30~60秒轉化成泡沫後
用溫水沖洗乾淨即可



喚醒沉睡睫毛
使睫毛更美更健康

Day Time

Night Time

防紫外線,防乾燥
持久保濕

睫毛保養的黃金時段
促進滋養

美睫滋養液

維持健康美麗睫毛的美容液

有效攝取睫毛所需的
豐富營養元素

喚醒沉睡毛囊
使睫毛健康生長

美睫滋養液

TWD 2132

組合
優惠

TWD 9680 TWD 16180
1支約 TWD 1614 1支 約TWD 1348

〚成 分〛水,戊二烯二醇,檸檬酸鈉,檸檬酸,羥苯甲酯等

〚美容成分〛維生素B5,陳皮萃取精華,人蔘萃取精華,
魚蛉萃取精華,水分解角脘

〚可使用回數〛1天 2次

〚使用方法〛臉部清潔後塗佈於睫毛根部

從睫毛根部向上塗抹 旋轉刷頭,從上方塗抹

毛乳頭

毛細血管

毛囊幹細胞

黑色素細胞

毛母細胞



TWD 1066

維持肌膚原有的彈性與潤澤保濕卸妝凝膠

高效
清潔

延緩
老化

保濕
修護

角質
代謝

「粒子運動 x 去除活性氧」有效去除髒污與角質

「富含多種有效美容成分」

〚成 分〛還原水,水溶性膠原蛋白,朱槿花萃取,人寡肽-1,
海藻萃取,胎盤素萃取,山楂萃取,棗果實萃取,西柚果實萃取,
蘋果萃取,桔子果汁,檸檬果子,青檸汁,西柚果皮精華油

〚美容成分〛全部成分

〚每次使用量〛全臉按壓 5下 / 眼部按壓 2下

〚使用方法〛無需大力搓揉,全臉以輕揉按摩的方式卸除彩妝
卸除眼妝時,由上往下順著睫毛方向輕輕卸除眼妝

保濕卸妝凝膠

組合
優惠

TWD 4880
1支約 TWD 814

TWD 8080
1支 約TWD 674

「成為最乾淨的肌膚」

Before After

光滑濕潤的質感,讓肌膚由內而外換發新生
具有改善肌膚紋理和高保濕效果的卸妝凝膠



美容精華定型液

Day Time

Night Time

24 小時集中深層護理

白天,讓定型液中的
美容成分集中護理
多層保護嫁接睫毛

夜間,全面滋養修復
使睫毛健康強韌

美容精華定型液

TWD 1024

〚成 分〛水,乙醇,(丙烯酸/丙烯酸月桂脂/丙烯酸硬脂酸脂/
甲基丙烯酸乙脂氧化胺)共聚物

〚美容成分〛三葉草花萃取物,人蔘根萃取物,洋甘菊花萃取物,
矢車菊花萃取物,金盞花萃取物,羅馬甘菊花萃取物,菩提樹花萃
取物,
西洋弟切草花/葉/莖萃取物,鼠尾草葉萃取物,丁香萃取,水解蛋
白,乙酰四肽-3,仳咯皖二胺基密錠氧化物,維生素B5

〚使用方法〛如刷睫毛膏般,由睫毛根部向上刷

組合
優惠

TWD 5480
1支約 TWD 914

TWD 9780
1支 約TWD 815

丁香萃取

「滋養」x 「修護」x 「保護」

人蔘根萃取 鼠尾草葉萃取 三葉草花萃取

• 矢車菊花萃取
• 孔雀草花萃取
• 羅馬洋甘菊花萃取
• 菩提樹花萃取
• 西洋弟切草花/葉/莖萃取物
• 丁香萃取

• 三葉草花萃取
• 人蔘根萃取
• 鼠尾草葉萃取
• 洋甘菊花萃取
• 仳咯皖二胺基密錠氧化物
• 生物素酰三肽-1

• 維生素B5
• 水解蛋白
• 羥基乙基纖維素

保濕緊緻,有效守護
睫毛健康,促進循環及吸收
為睫毛生長提供
最好的環境

抗衰老,滋養
乙酰四肽-3可持續睫毛
的修護工作

在受損的睫毛形成保護膜,
使睫毛有光澤,有彈性,保濕的
同時更好的守護睫毛



嫁接睫毛專用
濃密型美容精華睫毛膏

濃密型美容精華睫毛膏

TWD 1024

組合
優惠

TWD 5480
1支約 TWD 914

TWD 9780
1支 約TWD 815

無需搓揉，溫水輕鬆卸除

高品質
超精密睫毛刷頭

嫁接睫毛更加濃密
卸妝超簡單

無纖維,無顆粒,有效抑制暈妝
溫水即可輕鬆卸除睫毛膏

採用高品質超精密睫毛刷頭
塗抹簡易,方便,效果自然

定型液 x 睫毛膏
2 者兼具 , 3 種使用方法

〚成 分〛水,乙醇,(丙烯酸/丙烯酸月桂脂/丙烯酸硬脂酸脂/
甲基丙烯酸乙脂氧化胺)共聚物,巴西棕梠蠟,蜂蠟, B5

〚美容成分〛三葉草花萃取物,人蔘根萃取物,洋甘菊花萃取物,
矢車菊花萃取物,金盞花萃取物,羅馬甘菊花萃取物,菩提樹花萃取物,
西洋弟切草花/葉/莖萃取物,鼠尾草葉萃取物,丁香萃取,
水解蛋白,乙酰四肽-3,仳咯皖二胺基密錠氧化物,維生素B5

〚使用方法〛如刷睫毛膏般,由睫毛根部向上刷

使用定型液,提升嫁接後持久性
營養滋潤,使睫毛有光澤

塗睫毛膏前使用定型液打底
保濕定型,提升濃密度
使睫毛更粗更長更翹
卸除時更輕鬆乾淨

塗睫毛膏後在上一層定型液保護
使睫毛更加艷麗,防脫妝



深層清潔&特別護理 新登場深層潔面慕斯

嫁接睫毛
專用

同時適用於
防水類彩妝品

手濕
也可使用

無需
二次清潔

嫁接睫毛後,每天卸妝也無法做到徹底清潔
需進行深層清潔及特別護理,才能更好保護睫毛

會轉成泡沫的凝膠狀卸妝慕斯

深層清潔

透過泡沫吸附髒汙
泡沫狀質地最大減少對肌膚的摩擦

濃密開花型睫毛
在睫毛SPA後,再度完美展開

化妝後,睫毛呈閉合狀
經深層清潔後,恢復完美形態

深層潔面慕斯

〚成 分〛水,甲基全氟異丁基醚,丙三醇,乙醇

〚美容成分〛青檸汁,橙子汁,檸檬果汁,蘆薈葉萃取物.
西柚果實萃取物,山楂萃取物,棗果實萃取物,蘋果果實萃取物

〚每次使用量〛全臉按壓 5下 / 眼部按壓 2下

〚使用方法〛塗抹至全臉或眼周,輕輕按摩,反覆發泡
達到深層清潔的效果

建議一週 2~3 次深層清潔

TWD 1024



濃密型美容精華睫毛膏

TWD 1024

〚成 分〛水,乙醇,(丙烯酸/丙烯酸月桂脂/丙烯酸硬脂酸脂/
甲基丙烯酸乙脂氧化胺)共聚物,巴西棕梠蠟,蜂蠟, B5

〚美容成分〛三葉草花萃取物,人蔘根萃取物,洋甘菊花萃取物,
矢車菊花萃取物,金盞花萃取物,羅馬甘菊花萃取物,菩提樹花萃取物,
西洋弟切草花/葉/莖萃取物,鼠尾草葉萃取物,丁香萃取,
水解蛋白,乙酰四肽-3,仳咯皖二胺基密錠氧化物,維生素B5

〚使用方法〛如刷睫毛膏般,由睫毛根部向上刷

日本制

組合
優惠

1支約 TWD 914

TWD 5480

1支 約TWD 815

TWD 9780

6 支 12 支

奧黛麗赫本

#購入12支,贈店販展示盒



日本製

精品鑷子系列



匠心精神，精品鑷子 日本最高技術

擁有世界技術水平的日本新瀉县燕三条

Miss eye d’or 的鑷子是由擁有世界技術水平的新瀉县燕三条
的專業匠人一支一支手工鍛造而成。
其精細度,密合度,適用度均為最佳,
可以大幅提升技術者的嫁接效率。

鑷子的選擇影響嫁接技術的水平

選擇優良的鑷子，可提升嫁接效率

無法準確夾取一根睫毛

張力強,使用費力

極難準確撥開原生睫毛

長時間使用容易疲勞

不適合嫁接的鑷子

出品前,每支鑷子都經過專員嚴格檢驗

滿足所有使用需求，理想鑷子誕生

精細 張力 重量
極細的睫毛也可以夾取
咬合性極佳的做工

最省力的考量
絕妙的彈性

長時間使用
不易疲勞的輕量設計



極系列 鑷子

日本專業匠人精心打造高品質鑷子,無論是
精細度,咬合度,使用感都是鑷子中的 NO.1。
擁有無法比擬的精細程度,大幅提高嫁接效率

霧面金色/玫瑰金

銀 色

3D 嫁接專用-細頭

3D 嫁接專用-寬頭

TWD 1828

TWD 1024

TWD 1572

TWD 1572

尖端尖銳程度

前部的細度

握力輕量度張合力

輕量程度

鈦塗層

透過離子電鍍的特殊表面處理技術「氮化鈦塗層」
表面非常堅硬,具有優異的耐摩擦性,不易刮傷。
該處理可改變材料本身,具有很強的抗誘性,
無需擔心塗層剝落。

雙相不鏽鋼

是一種具有奧氏體與鐵素體的雙相組織結構的不鏽鋼材料
具有高強度和高耐腐蝕性等特點
並具有優異的抗應力腐蝕開裂性

霧面金色-直 頭

霧面金色-L 型

直頭 長柄

L 型-1

直頭 短柄

L 型-1 短柄

L型-2

J 型

3D 嫁接專用-細頭

3D 嫁接專用-寬頭

〚尺寸〛全長152cm 柄長98cm 柄寬11mm
〚重量〛18g

〚尺寸〛全長150cm 柄長98cm 柄寬11mm
〚角度〛40度
〚重量〛18g

〚尺寸〛全長152cm 柄長98cm 柄寬11mm
〚重量〛18g

〚尺寸〛全長150cm 柄長98cm 柄寬11mm
〚角度〛40度
〚重量〛18g

〚尺寸〛全長124cm 柄長79cm 柄寬10mm
〚重量〛14g

〚尺寸〛全長123cm 柄長79cm 柄寬10mm
〚角度〛40度
〚重量〛8g

〚尺寸〛全長126cm 柄長84cm 柄寬10mm
〚角度〛30度
〚重量〛11g

〚尺寸〛全長124cm 柄長85cm 柄寬9mm
〚角度〛20度
〚重量〛11g

〚尺寸〛全長130cm 柄長80cm 柄寬11mm
〚重量〛17g

〚尺寸〛全長112cm 柄長78cm 柄寬9mm
〚重量〛17g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S1T.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L1T.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S1.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L1.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S2.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L3.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L2.html
https://www.lashdoll.com/item/TLT_HPTJ1.html
https://www.lashdoll.com/category/224000/TLT_HPTW4.html
https://www.lashdoll.com/category/224000/TLT_HPTW2.html


CORE 直頭鑷子 CORE L型鑷子 CORE Volume 3D鑷子

平板鑷子

TWD 520

TWD 841 TWD 841 TWD 841

NEW NEW NEW

Miss eye d’or
原創設計鑷子,重量更輕
更服貼手感。
手柄顏色為品牌暖灰色
讓台車呈現溫暖高級感

Miss eye d’or
原創設計鑷子,重量更輕
更服貼手感。
手柄顏色為品牌暖灰色
讓台車呈現溫暖高級感

Miss eye d’or
原創設計鑷子,重量更輕
更服貼手感。
手柄顏色為品牌暖灰色
讓台車呈現溫暖高級感



鑲鑽鑷子

訂製商品，價格電洽

〚訂製鑲鑽鑷子〛
直夾 / L型

16 顆鑽 / 單顆鑽

• 具有抗菌.抗病毒效果的塗層加工
• 無限期維修服務保證

(維修費與運費另計)
• 訂製需等候 2~3 個月

日本製

鑲嵌真鑽石的頂級精品鑷子
每每使用都有怦然心動的感覺

金色/玫瑰金





膠布台

TWD 292

醫用安全柔軟膠布 柔滑防水防護膠布

黑膠專用膠布 膠布試用裝

不銹鋼剪刀 (金色/銀色)

材質柔軟,透氣性佳,對皮膚無負擔
可安心使用在眼周肌膚
有效保護與固定下睫毛。

〚容量〛12卷入

在醫用安全柔軟膠布之上使用,
表面光滑採用防水加工,防止嫁接過程中
黑膠滲透與鑷子尖端觸碰,有效保護皮膚

〚容量〛10卷入

黏貼在黑膠專用水晶盤上使用
可防止黑膠變質和風乾
使黑膠維持新鮮

〚容量〛3 卷入

嫁接時必備的三種膠布

〚容量〛醫用安全柔軟膠布2卷
柔滑防水防護膠布2卷,滴膠專用膠布1卷

簡單大方的外型設計,特有的直線刀片
安全衛生的防塵設計,實用性強

TWD 508 TWD 169

TWD 274TWD 244

金色 TWD 228
銀色 TWD 178

金色為尖頭設計,適用於精細操作
銀色為圓頭設計,操作時方便安全



顧客舒適的體驗
美睫師安心的嫁接

配合豐富的保濕美容成分

業界初

無添加任何化學成分

不使用防腐劑

不使用界面活性劑

不使用礦物油

不使用香料

改善眼周肌膚乾燥,在嫁接過程中保護眼部肌膚
配合多種奢華美容成分,可持續1~2小時保濕。

預防乾燥、滋潤保濕
提亮效果 1) 取出眼膜,撕下背面貼紙

2) 黏貼在下睫毛根部 5 mm左右的位置

豪華滋潤保濕眼膜

TWD 638

玻尿酸 水溶性膠原蛋白 胎盤素萃取

一盒10入/ 5付

組合
優惠

5盒 10盒

TWD 3080

1片約 TWD 62

TWD 6480

1片約 TWD 65嫁接睫毛時使用

黏貼於下睫毛根部5mm左右的位置 為保護下睫毛與眼部肌膚
黏貼好眼膜後
依次貼上醫用膠布與防水膠布

不能只貼眼膜

黏貼完成



多功能清潔棉棒(雙色50入) 多功能清潔棉棒(替換頭300入) 迷你濃密毛刷(50入)

特細綿籤 (M) 細頭綿籤 (L) 細長頭綿籤 (LL)

小號玻璃消毒杯 大號玻璃消毒杯 Miss 灰色壓瓶

彎頭瓶 (S) 彎頭瓶 (M)

TWD 152 TWD 203 TWD 256

TWD 147TWD 117

TWD 366TWD 548TWD 291

TWD 266

TWD 720

TWD 266

TWD 720
TWD 266

TWD 720

斜口設計接觸面積大,材質為絨毛纖維
可吸附肉眼看不見的細小灰塵,深入睫毛縫隙
360度無死角清潔,刷頭可更換,安全衛生

更新成業界最大容量包裝,CP值高
睫毛眉毛都可以使用的大人氣迷你刷子
附蓋設計方便隨身攜帶
清潔時可沾取清潔泡沫清潔睫毛的細微灰塵
讓糾結的睫毛更好梳開

300入大容量
棉頭替換乾淨衛生

前端棉長度為 3mm
適用於卸除單根睫毛

前端棉長度為 4~5mm
適用於卸除局部睫毛

前端棉長度為 10mm
適用於卸除大面積睫毛

用於嫁接工具消毒
體積小方便放置台車上

用於嫁接工具消毒
體積小方便放置台車上

適用於放置酒精,精製水,前置水
防止液體倒流與空氣接觸變質
或揮發

防止液體倒流與空氣接觸
變質或揮發

適用於放置酒精,生理食鹽水等
擠壓瓶身便可倒出液體

適用於放置酒精,生理食鹽水等
擠壓瓶身便可倒出液體

防止液體倒流與空氣接觸
變質或揮發

〚尺寸〛長115mm寬56mm深51mm

濃密毛刷(50入)

TWD 219

乾淨的白色設計,髒污一目了然
材質可水洗,晾乾,可重複使用



濃密睫毛刷(附蓋)

銀色塗膏棒 金色塗膏棒

睫毛梳 蝴蝶結吹風球

原生睫毛前置處理液 假睫毛前置處理液

NEW

卸除凝露 卸除乳

卸除睫毛,塗抹卸除膏使用
使用時精準,簡單,有效提高卸睫速度

卸除睫毛,塗抹卸除膏使用
使用時精準,簡單,有效提高卸睫速度

嫁接睫毛或塗抹睫毛雨衣後
可梳理睫毛讓睫毛維持根根分明的
美麗形狀,製作精細,損傷嫁接睫毛

刷頭柔軟,深受專業人士喜愛
附蓋設計,乾淨衛生便於攜帶
隨時讓睫毛時刻保持完美狀態

NEW

嫁接後吹風,減少黑膠刺激
高品質橡膠材質,柔軟輕便,尺寸適當
蝴蝶結分為金色與白色兩種可供選擇

NEW NEW

加強去除原生睫毛上的油脂,蛋白質,灰塵,
平衡睫毛酸鹼值,讓原生睫毛維持健康
並提升黑膠黏著力,讓嫁接睫毛維持時間更持久

用於清潔假睫毛上的污垢,油垢,纖維,灰塵,
並提升黑膠黏著力,大幅提高嫁接睫毛持久性
與原生睫毛前置處理液搭配使用,達到雙重清潔效果更佳

用於局部卸除使用,凝膠質地
有效縮短卸除時間
與卸除膏相比容易流入眼睛
請小心使用

用於局部或大面積卸除
質地不易流動,操作安全

TWD 355 TWD 406

TWD 66 TWD 205

TWD 621 TWD 585

TWD 585TWD 406TWD 695

〚尺寸〛長170mm〚尺寸〛長170mm

〚尺寸〛全長160mm,摺疊後103mm〚尺寸〛長110mm寬9mm 〚尺寸〛長140mm寬49mm

前置處理液 1 號

最適合用於清潔眼周與睫毛的前置處理液
能有效清潔眼周與睫毛髒污
富含高濃度美容成分,維持睫毛健康
給予彈力與光澤。

TWD 731

TWD 292



U 型戒指盤

弧形表面,使睫毛自然張開
便於Volume lash 多根開花嫁接使用

TWD 219

Miss 黑膠專用水晶盤

TWD 366

Miss U型睫毛放置盤

單根嫁接與多根嫁接皆可使用
尺寸加大,可放置更多尺寸的睫毛
有效提高嫁接速度

TWD 658

Volume Lash 多根開花嫁接專用
使睫毛自然張開,
水晶盤重量重,嫁接過程中不易晃動更穩定

Miss U型 睫毛放置盤
TWD 695

Miss 長方形水晶盤
TWD 366

滴膠專用,使用方便便於清潔
細長陀圓形節省空間
適度的重量,更加安全穩定

#建議搭配黑膠專用膠布使用

5 色可選

可依照欲使用的假睫毛款式
放置上水晶盤上進行嫁接操作
整齊乾淨又節省空間,有效提高效率

暖灰色 淺粉色

湖水綠 丹寧藍

薰衣草紫

〚尺寸〛長68mm寬39mm厚度10mm 〚尺寸〛長50mm寬90mm厚度10mm 〚尺寸〛長70mm寬40mm半徑20mm

〚尺寸〛長110mm寬50mm半徑14mm

#圖片可能因螢幕顯色度不同，所顯示出的顏色略有不同，請以實際商品為準。



化妝棉分類盒 鑷子收納包(軟) 鑷子收納包(硬)

雙層工具收納盒 隨身工具小包

選用優質壓克力材質,透明度高
配合實用性高的隔層設計,可收納
棉棒,化妝棉,小刷子 等不同耗材用品

選用柔軟的人造皮革,簡潔大方的設計
精巧細緻的做工,日常方便攜帶,
可收納並保護工具的軟皮收納包

精美的金邊與暗釦設計,
搭配高級人造皮革呈現高貴氣質,
可收納並保護工具的硬殼收納包

暖灰色

淺粉色

薰衣草紫

湖水綠

丹寧藍

玫瑰粉 檸檬黃

選用珍珠白的人造皮革,
簡單俐落的雙層設計
可收納並保護工具及週邊用品

防塵的掀蓋設計
搭配高級人造皮革俐落簡約
可收納隨身必備工具,
背後掛勾更便於隨身攜帶

TWD 548 TWD 548 TWD 695

TWD 914 TWD 439

〚尺寸〛長220mm寬75mm厚度25mm

〚尺寸〛長200mm寬90mm厚度50mm 〚尺寸〛長172mm寬52mm厚度25mm

〚尺寸〛長205mm寬80mm收納深度90mm

#圖片可能因螢幕顯色度不同，所顯示出的顏色略有不同，請以實際商品為準。

即將
斷貨

新色



上睫毛 TWD 183

4支 / 組 TWD 1170

睫毛試戴器 金色

練習用假睫毛 (上/下)

款式介紹圖冊

顧客資料表 100張入

嫁接後護理說明卡 100張入

接待顧客時的必備工具書,詳細介紹了嫁接款式,
使用商品與嫁接流程。
以圖文形式詳細說明,讓初次嫁接的顧客可以安心

(日文版/簡體中文版)

簡體中文版 TWD 1645

#散裝形式,內容可自由組合

依顧客的基本資料,為顧客提供適合的建議
A4 大小,方便整理收納。

(日文版/簡體中文版)

TWD 731

TWD 254

(日文版/簡體中文版)

詳細介紹嫁接後注意事項,居家護理方法
為嫁接睫毛後的顧客,提供實用,有效的建議與說明。

根據亞洲人原生睫毛的長度,粗細度和數量設計
重疊使用可營造出分層效果,提高練習難度。

FALSE EYELASH (UPPER/UNDER)

練習用つけまつげ(上用/下用)

顧客在選擇嫁接款式時,可透過試戴器
來體驗嫁接後的效果,長手柄設計方便手持
高級感的金色,提升店內質感
可另外搭配睫毛展示架

下睫毛 TWD 183

〚尺寸〛長175mm寬8mm 日文版 TWD 1645



試戴器展示台

TWD 1828

嫁接款式讓顧客一目了然
好拿取
#不含睫毛展示器與睫毛

Eye D＇or保養品展示台

保養品專用展示台
呈現專業品牌感
#不含保養品

護理類用品展示台

眼部護理用品展示台
#不含商品

TWD 3290

TWD 3290



睫毛展示書 DISPLAY BOOK

TWD 621

內含多款風格形象圖與假睫毛展示圖
可自由組合搭配
#不含假睫毛

NEW



世界第一書中文版
日本業界知名人士共同編輯而成
奇蹟的美睫教科書

〚嫁接睫毛〛涵蓋的所有內容
濃縮成文字，一舉公開 !

全書附彩圖說明，詳細的嫁接步驟
及日式標準手法，通俗易懂

➢ 原 Miss eye d’or 資深講師，參與設計製作 松田麻衣子講師
➢ 著重嫁接睫毛的事故問題研究醫學博士

松本眼科院長 松本拓也眼科醫生
➢ 日本全國有三間美容技術學校、關西地區有五間沙龍

アンドルーチェ株式会社 法人代表 西尾育子
➢ 嫁接睫毛專用迷你型電動吹風的發明者

株式会社ビューティー．スタイル 法人代表 黒沢いずみ

六大優勢:
➢ 適用於初學者的基礎學習
➢ 適用於經驗者的技術提升
➢ 適用於店內美睫師培訓
➢ 適用於沙龍內部培訓
➢ 適用於技術規範，系統化管理
➢ 適用於學校培訓

世界第一書

TWD 3656

#世界第一書翻譯版
為簡體中文

#可協助訂購日文版,另外報價

全

頁

150



How to purchase

https://zoe.eyebeauty.tw/product-category/recommend/官方購物網站

購買注意事項
線上購物收到商品後的 7 天內為商品鑑賞期
請務必立即確認商品包裝與商品是否有損傷,或明顯翹度不均等情形。
超過 7 天將無法換貨，敬請注意及見諒。

購買假睫毛須知
Miss eye d’or的假睫毛為手工製作，翹度.長度.粗細度有細微誤差屬於正常情況
無法與仿間機器製作的商品相比，敬請理解與見諒。

購物活動

• 登入官網會員 – 贈送50元購物金

• 首次購買 - 享95折優惠

• 消費滿5000元 - 免運

• 黑膠訂閱制 – 享免運和指定到貨日期

#活動不併用

付款方式

• 匯款
〚戶名〛新知派有限公司
〚帳號〛011-03-501343-3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013

忠孝分行
#匯款後請截圖或提供帳號後五碼,以便查帳

• 線上刷卡
另外提供刷卡連結



Contact us 

misseyedor_tw

Misseyed’or_tw台灣總代理

@425fbhtg

加官方LINE好友
隨時諮詢商品詳情
接收優惠活動通知

本公司為正規品牌代理商,經日本總公司授權販售
市面上仿冒品猖獗,未經由本公司售出的商品無法辨別真偽
並無法享有品牌售後服務,勿貪小便宜以身試法。
購買商品前也請查明是否為正規代理商出貨。

追蹤我們 IG & FB
隨時獲得品牌最新資訊



新知派有限公司 https://zoe.eyebeauty.tw/
旗艦展示空間: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號6樓
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33號4樓之4
TEL: 0976-541-534           

# Miss eye d’or繁體中文版目錄版權為台灣總代理所有
非經允許翻版必究

台灣總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