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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o的Aqualab實驗室專家們了解，一個在乎運動表現的游泳者必須對於自己

使用的泳鏡有信心，才能專注於每一次划手打水。

IQfit智能調節科技泳鏡掃描全球各地東、西方人的頭部及臉型輪廓，打造出超越

同級貼合度的泳鏡，讓您在每次游泳都能輕鬆自信，表現完美。

穩定貼合3D防漏墊片

降低眼窩壓痕

超越同級的貼合度
智能調節科技泳鏡的核心為掃描全球頭型數據而製的3D墊片，穩定貼合

眼部輪廓，讓您不管是出發或是轉身都能維持穩定防漏。

細節造就獨特性
智能調節科技鏡帶專利的拉力刻度，讓您每次游泳都能輕鬆、

準確地調校。

Developed within
the Speedo Aqualab

*89% of swimmers agree. Vs Speedo Aquasocket

專為亞洲臉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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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升級│究極舒適柔軟墊片

槽狀墊片

墊片槽狀紋路設計，

密合眼窩再升級

高貼合鏡架

高彈性鏡架，

完美服貼不挑臉

便利調整鈕

便利調整系統，

快速調整不易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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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競技鏡面泳鏡 SPEEDSOCKET

SD8108973515 黑
SD810897B586 白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日製FINA認證泳鏡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雙帶式鏡帶，穩定貼合頭部，不易滑落
‧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售價：1680元

成人競技泳鏡 SPEEDSOCKET

SD810896B572 紅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FINA認證泳鏡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雙帶式鏡帶，穩定貼和頭部，不易滑落
‧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售價：1480元

成人競技鏡面泳鏡 Vengeance Mirror

SD811324C108 藍

‧FINA認證泳鏡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雙帶式鏡帶，穩定貼合頭部，不易滑落
‧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售價：880元

成人競技泳鏡 Vengeance

SD811322B993 紅

‧FINA認證泳鏡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雙帶式鏡帶，穩定貼合頭部，不易滑落
‧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售價：780元

尺寸：ONESZ

尺寸：ONESZ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尺寸：ONESZ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尺寸：ONESZ

競技泳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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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in Western and Asian fit. 

*89% of swimmers agree. Vs. Speedo Aquasocket 

** Vs. Speedo’s standard goggles

全新的V-Class系列是為追求風格與品味的游泳愛好者所打造的一款高端泳鏡。不僅擁有時尚的設計感，全新的

視覺革新科技，結合了獨創的IQfit 3D防漏科技與雙倍防霧效能，替游泳時的您，增添了獨特的風采。

雙倍防霧、清晰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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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運動鏡面泳鏡 V-class Mirror 

SD810964B573 萊姆黃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日製泳鏡，榮獲2017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設計調節鏡帶，快速調整更便利

售價：2880元

成人運動鏡面泳鏡 V-class Mirror 

SD810966B997 深藍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日製泳鏡，榮獲2017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設計調節鏡帶，快速調整更便利
‧適合較窄臉型

售價：28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V-class

SD8109657649 黑

‧日製泳鏡，榮獲2017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設計調節鏡帶，快速調整更便利

售價：25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V-class

SD810967B585 深灰

‧日製泳鏡，榮獲2017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設計調節鏡帶，快速調整更便利
‧適合較窄臉型

售價：2580元

尺寸：ONESZ

尺寸：ONESZ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尺寸：ONESZ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尺寸：ONE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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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運動鐵人泳鏡 Futura Biofuse Tri

SD811256B985 藍/橘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偏光鏡面降低光線折射，開放水域清晰
    不失真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售價：1380元

成人運動鐵人泳鏡 Futura Biofuse Tri

SD811257B986 藍/橘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偏光鏡面降低光線折射，開放水域清晰
    不失真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適合較窄臉型

售價：13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Futura Biofuse

SD811313B991 透明/紅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售價：8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Futura Biofuse

SD811315B976 黑/灰
SD811315B995 萊姆綠/深灰色
SD811315C107 白/藍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售價：8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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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運動泳鏡 Futura Biofuse

SD811312C105 透明/藍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適合較窄臉型

售價：880元

成人進階開放水域泳鏡 RIFT

SD8703293551 白/灰黑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液體矽膠

鏡帶：矽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更柔軟的泳鏡帶搭配SpeedFIT扣環，調
    整更便利
‧堅固鏡架圍繞柔軟墊片，加強泳鏡的
    穩定性
‧寬鏡面提供更寬廣的視野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售價：10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Futura Biofuse

SD811314B978 藍/紫
SD811314B980 紫/灰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適合較窄臉型

售價：8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尺寸：O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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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進階泳鏡Aquapulse Max 2 鏡面

SD8097977485 黑/銀
SD809797A260 黑/橘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廣角鏡片，使視野更加遼闊

售價：1180元

成人進階泳鏡Aquapulse Max 2

SD8097988910 銀/灰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獨家專利IQFit科技，極致貼合，調整方便
‧廣角鏡片，使視野更加遼闊

售價：980元

成人運動泳鏡 Mariner Supreme

SD8113177649 黑

‧加寬墊片更加貼合舒適
‧可調鼻橋適合各種臉型
‧防霧鏡片提供水下清晰視野

售價：680元

成人泳鏡 Futura Classic

SD8108983537 透明/藍
SD810898B572 紅/灰
SD810898B568 綠/透明

‧清晰抗UV防霧鏡片
‧柔軟鏡框，提升舒適度

售價：5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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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成人基礎型泳鏡 Jet

SD809297B572 紅
SD8092978577N 藍/白
SD809297B988 綠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經濟實惠推薦款
‧清晰抗UV防霧鏡片

售價：380元

尺寸：OSFA



日本客製度數泳鏡
度數分級，量身訂作，客製化，15秒快速組裝
左眼不需再配合右眼，右眼也不必再遷就左眼，雙眼度數適得其所，開始水中的視覺饗宴

度數選購須知：絕對平面的泳鏡，水上水下才都能看得清楚。

近視度數計算：先用近視度數減100或150(依個人習慣)，再除以100，即為合適之泳鏡度數。

                         以近視350度為例：(350-100)/100=2.5 【可選擇-2.5的度數泳鏡】

                         ( 近視200度內建議使用一般泳鏡即可 )

如 果 有 散 光：一般散光沒超過100度時，建議不要將散光度數加上。

                         如果超過100度，可按照近視度數計算方式，斟酌加深泳鏡的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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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度數泳鏡 Mariner Supreme

SD811321B973 黑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熱塑性塑膠

‧清晰抗UV防霧鏡片
‧舒適鏡框及可調式鼻橋，適合常泳者
‧提供150度至800度的近視者使用

售價： 880元

成人 度數泳鏡帶

SD8023101731N

鏡帶：矽膠‧三種尺寸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15秒內即可快速組裝

售價： 500元

成人度數泳鏡Pulse

SD8023093539Q 銀/灰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日本製造
‧高品質抗UV防霧鏡片
‧單顆販售，可依近視度數自由搭配
‧簡易組裝，15秒即可迅速完成
‧提供0度至800度的度數選擇

售價： 500元

尺寸：ONE SIZE

SD811321B973  001~012

SD8023093539Q  001~013

度數泳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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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競技鏡面泳鏡 Vengeance Mirror

SD811325B977 銀/紫
SD811325B987 藍/橘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適合6-14歲兒童競技泳鏡
‧FINA認證泳鏡
‧鏡面鏡片，強光下依然舒適
‧專業流線型鏡框設計，有效降低水阻
‧雙帶式鏡帶，穩定貼合頭部，不易滑落
‧替換式鼻橋，適合各種眼距輪廓

售價：680元

兒童運動泳鏡 Biofuse Rift

SD801213B998 紫/藍  SD8012132255 藍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更柔軟的泳鏡帶搭配SpeedFIT扣環，
    調整更便利
‧堅固鏡架圍繞柔軟墊片，加強泳鏡的穩定性
‧寬鏡面提供更寬廣的視野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售價：780元

兒童泳鏡 Futura Biofuse

SD801233B563 藍/黃
SD8012333985 粉紅/透明
SD8012339317 透明/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售價：680元

兒童運動泳鏡 Futura Biofuse Flexiseal

SD811595C585 萊姆綠/藍
SD811595C586 紫/薄荷綠

‧Biofuse智能臉型記憶系統科技，搭配超
    柔軟墊片，舒適貼合不進水
‧特殊防霧層設計，持久不起霧
‧SpeedFIT便利調整鈕，提供更簡單快速
    的頭帶調整

售價：6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苯乙烯乙烯/

丁烯苯乙烯橡膠
鏡帶：矽膠

尺寸：OSFA
萊姆綠/藍 紫/薄荷綠

銀/紫 藍/橘

紫/藍 藍

藍/黃 粉紅/透明 透明/綠

兒童泳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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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泳鏡

幼童進階面罩泳鏡 Sea Squad

SD8087638029 藍
SD8087638028 粉紅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熱塑性塑膠

鏡帶：氯丁橡膠

‧適用於2-6歲兒童
‧獨家專利Biofuse科技，超柔軟墊片
‧提供絕佳配戴舒適感
‧鏡帶魔鬼氈便利調節，不咬寶貝秀髮

售價：680元

兒童 Sea squad 泳鏡

SD8083826981N 藍/綠
SD8083828028N 粉紅/綠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適用於2-6歲兒童
‧清晰抗UV防霧鏡片
‧鏡帶背扣方便快速調節"

售價：380元

兒童基礎泳鏡 Jet

SD8092989082N 藍/橘
SD809298B567 黃/藍

鏡片：聚碳酸酯
墊片：矽膠
鏡帶：矽膠

‧經濟實惠推薦款
‧清晰抗UV防霧鏡片

售價：3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尺寸：OSFA

藍/橘 黃/藍

藍/綠 粉紅/綠

藍 粉紅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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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合成泳帽 Boom Ultra Pace

SD811237B959 紫
SD8112373991 紅

內層:82%聚酯纖維;
18%彈性纖維

外層:100%矽膠

‧三片式剪裁，更舒適服貼好戴
‧表面矽膠塗層，長效防水及保暖
‧內層彈性舒適布料，不易夾頭髮

售價：780元

成人 合成泳帽 Ultra Pace

SD8017310001 黑
SD8017311731 銀

內層:82%聚酯纖維;
18%彈性纖維

外層:100%矽膠

‧三片式剪裁，更舒適服貼好戴
‧表面矽膠塗層，長效防水及保暖
‧內層彈性舒適布料，不易夾頭髮

售價：580元

成人合成泳帽 Pace

SD8720640001 黑
SD8720641731 銀
SD8720641341 粉紅

‧表面PU塗層，防潑水及保暖
‧內層彈性舒適布料，不易夾頭髮
‧三片式剪裁，更舒適服貼好戴

售價：380元

成人 矽膠泳帽 Bubble

SD8709290003 白

‧適合較低水溫時使用100%矽膠
‧突點設計，有效將空氣保留在水與頭部
    之間，提升保暖效果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售價：4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內層:80%聚酯纖維;
20%彈性纖維

外層:100%聚氨酯

尺寸：OSFA

100%矽膠

尺寸：OSFA

紫 紅

黑 銀

銀

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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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

成人長髮用矽膠泳帽 Long Hair

SD811306B709 紫/印花
SD811306B968 白/印花

100%矽膠‧專為長髮泳者設計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售價：480元

成人雙面矽膠泳帽 Flipturns Reversible 牙齒

SD811301B944

100%矽膠‧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新花色圖樣，讓您成為注目焦點

售價：480元

成人雙面矽膠泳帽 Tango Vision Reversible  藍橘

SD809337B945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新花色圖樣，讓您成為注目焦點

售價：480元

成人矽膠泳帽 Slogan Print

SD808385B957  Speedo 印字
SD808385B956 山景
SD8083853503 骷顱
SD808385B964 海浪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新花色圖樣，讓您成為注目焦點

售價：42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100%矽膠

尺寸：OSFA

100%矽膠

尺寸：OSFA

紫/印花 白/印花

back

 Speedo 印字 山景 骷顱 海浪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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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帽

成人長髮用矽膠泳帽 Long Hair

SD8061680001 黑
SD806168A064 桃紅

100%矽膠‧專為長髮泳者設計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售價：380元

尺寸：OSFA

黑 桃紅

成人矽膠泳帽 Plain Moulded

SD8709849097 黑 SD8709849086 灰 SD8709842610 寶藍
SD870984B946 古銅 SD870984C614 紫

‧3D設計提供更好的舒適度
‧100%彈性矽膠泳帽，有效防止水分滲入
‧彈性佳，不易破損

售價：280元

成人尼龍抗氯泳帽 Boom End+

SD808772B351 黑
SD8087727617 藍

‧Endruance+ 長效抗氯布料彈性泳帽
‧彈性絕佳，舒適好戴，不夾頭髮
‧快乾材質

售價：300元

100%矽膠

尺寸：OSFA

100%矽膠

尺寸：OSFA

黑 藍

黑 灰 寶藍 古銅 紫

兒童合成泳帽 Pace

SD811307B954 紅/印花
SD811307B963 薄荷綠/印花

內層:80%聚酯纖維;
20%彈性纖維

外層:100%聚氨酯

‧表面PU塗層，防潑水及保暖
‧內層彈性舒適布料，不易夾頭髮
‧三片式剪裁，更舒適服貼好戴

售價：450元

兒童合成泳帽 Pace

SD8720732177 黃
SD8720731341 粉紅
SD8720734604 水藍

內層:80%聚酯纖維;
20%彈性纖維

外層:100%聚氨酯

‧適合6-14歲兒童
‧表面PU塗層，防潑水及保暖
‧內層彈性舒適布料，不易夾頭髮
‧三片式剪裁，更舒適服貼好戴

售價：380元

幼童矽膠泳帽 Sea Squad

SD808769A621 金魚藍
SD808769B362 鯊魚紅

‧適用於2-6歲兒童
‧童趣立體造型泳帽，增加兒童對游泳的興趣

售價：320元

兒童尼龍泳帽 Sea Squad

SD807997B915 粉紅
SD807997A264 藍

‧適用於2-6歲兒童
‧彈性絕佳，舒適好戴，不夾頭髮
‧舒適服貼，極速快乾

售價：2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100%矽膠

尺寸：OSFA

100%聚酯纖維

尺寸：OSFA

紅/印花 薄荷綠/印花

金魚藍 鯊魚紅

紫/印花 白/印花

黃 粉紅 水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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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競技型划手板 Fastskin

SD810868B441 黑

100%矽膠‧人體工學設計，穩定服貼手部
‧配戴於手掌上，訓練過程增加划水阻力，
    訓練抓水技巧
‧訓練上身及上臂肌群的肌力及肌耐力，
    增進游泳技巧

售價：1280元

成人 划手板 BioFUSE

SD8731560004 紅

划手板:聚丙烯(聚烯烴)/
熱塑性橡膠

綁帶:矽膠

‧智能橡膠塑料Biofuse，
‧人體工學設計，穩定服貼手部
‧配戴於手掌上，訓練過程增加划水阻力，
    訓練抓水技巧
‧訓練上身及上臂肌群的肌力及肌耐力，
    增進游泳技巧

售價：880元

成人 指力訓練划手板 BioFUSE

SD8731570004 紅
SD873157B693 灰/萊姆綠

‧智能橡膠塑料Biofuse，
‧人體工學設計，穩定服貼手部
‧配戴於手掌上，訓練過程增加划水阻力，
    訓練抓水技巧
‧訓練上身及上臂肌群的肌力及肌耐力，
    增進游泳技巧

售價：580元

成人競技型小型浮板 Pullkick

SD801790C951 萊姆綠

‧加強下肢及腿部肌肉群，提升打水技巧
‧人體工學設計，便於使用
‧提供手腕足夠支撐
‧節省空間設計，可與其他訓練浮具疊放收納

售價：780元

尺寸：OSFA

尺寸：M/L

划手板:聚丙烯(聚烯烴)/
熱塑性橡膠

綁帶:矽膠

尺寸：OSFA

乙烯醋酸乙烯酯

尺寸：OSFA

紅 灰/萊姆綠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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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成人 進階型浮板

SD8016600309 藍
SD801660C952 灰

乙烯醋酸乙烯酯‧加強下肢及腿部肌肉群，提升打水技巧
‧挖洞設計便於手部抓握使用

售價：680元

成人 競技型浮力球 Elite pullbuoy

SD8017910004 紅

乙烯醋酸乙烯酯‧訓練上肢核心肌群
‧圓邊設計增進舒適度

售價：680元

毛巾 Boom Allover

SD8109213503 黑

‧經典Boom設計，展現運動時尚風采
‧柔軟舒適耐用
‧尺寸：70x140cm

售價：1680元

成人吸水巾 Sports

SD8005002611 藍
SD8005001341 粉紅

‧柔軟快乾 (請勿風乾，建議手擰後收納於原盒) 
‧輕量化材質，超強吸水力
‧尺寸：40x30cm

售價：6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棉

尺寸：OSFA

聚乙烯醇

尺寸：OSFA

藍 灰

黑 藍

成人 鼻夾 competition

SD8004970817 灰/藍

熱塑性橡膠‧適合練習或比賽時使用，可調整符合臉型

售價：250元

成人耳塞 BioFUSE

SD8004967197 灰/藍

熱塑性橡膠‧人體工學設計，方便使用
‧螺旋設計，有效阻絕液體進入

售價：250元

耳塞 Ergo

SD8703380000A 藍
SD8703380000B 灰

‧舒適柔軟，配戴便利

售價：250元

水中造型玩具組-旋轉魚

SD8083840000

‧適用於2-6歲兒童
‧給孩童創造有趣的戲水氛圍
‧適合幼兒學習游泳的第三階段

售價：88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熱塑性橡膠

尺寸：OSFA

聚氯乙烯

尺寸：OSFA

藍 灰



降低強光照入水面時折射的光線

透光率

100% 抗UV

透光率用來衡量當光線接觸鏡面時能夠透過鏡片進入眼睛的比例。一般來說，鏡片顏色

越深透光率越低。

．偏光鏡片
可降低光線在水的折射，不但擁有一般鏡面泳鏡降低亮度的功能，
同時還可以讓光以相同方向前進,使視線更清晰。

適合戶外或開放水域使用

適合戶外游泳或競賽使用

Speedo的泳鏡設計非常多元，從材質、顏色、濾光處理，到最後加工，我們在品質上嚴格把關，

確保提供游泳者最優質且適合所有環境的鏡片。

紫外線，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UV光線，是最傷害人體的陽光射線。Speedo 的鏡面使用最

高等級的材質，此為一種復合塑料，能夠抵抗紫外線，也就是說這種材質具備濾光的特性，

且所有顏色的鏡片皆含此功能。

不同鏡面看世界

3231

配件

兒童 浮臂

SD8069451288 橘

聚氯乙烯‧適用於2-12歲兒童
‧輔助兒童習泳過程
‧充氣式，方便攜帶
‧適合幼兒學習游泳的第二階段
‧配戴於手臂增加浮力

售價： 350元

兒童浮臂

SD806946B408 紅
SD806946B432 粉紅

熱塑性聚氨酯‧適用於2-6歲兒童
‧用於學習游泳第二階段，提供浮力輔助
‧充氣式，方便攜帶
‧符合歐盟相關規範
‧適用重量：25公斤以下

售價： 350元

尺寸：OSFA

尺寸：OSFA

紅 粉紅



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