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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心投入、動腦探索、全力去做，

就可以實現所有的事情。我不是最厲害、

最聰明的人，也沒有接受世界最頂級的眼

鏡技術學習，但是我可以製作出世界上最

好的漸進多焦點眼鏡，因為我熱愛眼鏡行

MR.BOBI
傳遞信念

清晰視界，物所超值

    他抱持父親的信念：如果相信自己，一切

都有可能！熱愛眼鏡行業，注重使用者的清晰

視野，懷著要做出世界上最好眼鏡的強烈願

望，使得 ISOPTIK 眼鏡中心總經理 Somboon 

Namtipchantachareon 先生即 BOBI 使用 20 

多年時間，全身心投入研究，親自為 5 萬名使

用者調配每款漸進多焦點眼鏡，之後再發展成

為配製複雜、但效能高的 3D 漸進多焦點眼鏡

技術，並且上述眼鏡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銷量第

一。因此， BOBI 被邀請至歐洲、亞洲多個國

家為大型眼鏡業者講述「最新漸進多焦點眼鏡

配製技術」，得到學習者授予「 BOBI 老師，

真正掌握漸進多焦點眼鏡配製技術者」的稱

號，因為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通過自行研究

的獨特方法，幫助學習者在一天時間內提高配

製漸進多焦點眼鏡的技術。

    BOBI 的研究成果可大幅提高歐洲、亞洲

配製漸進多焦點眼鏡技術至最新標準，並獲得

世界配製漸進多焦點眼鏡大國的德國公司的

認可，承認 BOBI 是設計和研究最新漸進多焦

點眼鏡的老師，且 BOBI 在設計、實驗，以及

生產最新漸進多焦點眼鏡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BOBI 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傳統眼鏡技術的局

限，傳統眼鏡必須選擇清晰或者舒適，但發展

成為新眼鏡技術後，讓各距離的視線更清晰，

並且佩戴更為舒適，即使是曲綫較多的太陽

鏡，也可提高 25 倍的精細度。

    此外，精准測量實力的閃光度，使用者在

轉變視覺時，快速對焦。

BOBI：國際水準的配鏡師
  力求達到最清晰的視覺
效果

業，這是和其他製鏡

人的不同之處，而且

這種熱忱從我 7 歲時

就開始了。

  “如果全心投入、動腦探索、全力去做，就

可以實現所有的事情。我不是最厲害、最聰明的

人，也沒有接受世界最頂級的眼鏡技術學習，但

是我可以製作出世界上最好的漸進多焦點眼鏡，

因為我熱愛眼鏡行業，這是和其他製鏡人的不同

之處，而且這種熱忱從我 7 歲時就開始了。” 

BOBI 談起這段往事飽含深情，透露著心中的決

心和意念：

    想要製作出世界上最好漸進多焦點眼鏡的理

想從7歲時開始萌生，這樣的信念主要得益於父

親的啟發，父親那時在達府經營光明眼鏡行，店

里銷售的漸進多焦點眼鏡是國內消費者公認的

“貴，但是好！”。

    有一天，小 BOBI 趴在配鏡桌上，父親正在

放置配鏡儀，這時一位高職務的公務員走進店

里，和父親親切的攀談起來：“這麼多年來，因

為工作的緣故我經常要輾轉於各個府，但是不管

在哪裡配鏡，都沒有在您配的舒服，已經試了好

幾家眼鏡店，但是佩戴都不舒服，最後還得拿在

這裡配的舊眼鏡來戴，才感覺舒服。您配製的眼

鏡即清晰又舒服，不管我走到哪裡，還是要來到

這裡和您配鏡。但是如果您不開店了，誰還會配

製那麼好的眼鏡給我戴呢？”

     父親大聲笑了起來，指著小  BOBI  說：“如

果我過世了，我的這個兒子會做出最好的眼鏡給

您戴，不用擔心。”那天夜裡，小 BOBI 夢到穿

著各異的人包括老外、中國人、和泰國人等，從

世界各個地區坐飛機來和他配鏡，那天的一個夢

成為小 BOBI 心中一個堅定的夢想，他下定決心

要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眼鏡。

     小  BOBI  從那時開始便仔細觀察和用心學

習父親製作的每一款眼鏡，並將其發展成為 3D 

漸進多焦點眼鏡技術，即便不同用眼習慣的消費

者，均可在每一副鏡框中得到清晰視界，這項技

術亦成為全球配置漸進多焦點眼鏡的最新標準。

全身心投入，努力思考為起點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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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那麼多人使用漸進
多焦點眼鏡後，感覺不舒服
    近 20 年來，佩戴漸進多焦點眼鏡的

使用者中，僅有 20% 的可真正享受該眼

鏡帶來的好處，餘下大部份人都無法很

好使用。因為眼鏡屈光區缺乏柔和度，

再加上配鏡測量不精確，瞳距測量有

誤，眼睛視覺位置不合理，以及選用不

適合的鏡框，都將導致眼鏡尋找焦點的

時間過長。當時的配鏡師不敢介紹客戶

使用漸進多焦點眼鏡。

    因此，BOBI 學習、研究每款漸進

多焦點眼鏡的細節，建造模擬 3D 漸進

多焦點眼鏡，並在許多使用者身上試驗

各款漸進多焦點眼鏡。經過多年的實踐

和努力，終於掌握出配置 3D 漸進多焦

點眼鏡的技術，佩戴舒適，可快速對

焦。即使是不同用眼習慣的消費者，均

可真正發揮該眼鏡的功效，使得 99.9% 

使用BOBI 製作的漸進多焦點眼鏡的客

戶可舒適佩戴，打破世界紀錄。因此， 

BOBI 名揚內外，是配置漸進多焦點眼

鏡的高手。

 和世界各地相比，ISOPTIK
眼鏡的特色是什么？
     BOBI 先生說：「我是一個如果要

做，就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人。因

此，當客戶走進 ISOPTIK 眼鏡中心

時，我們將向他們提供最好的眼鏡。如

果客戶只要中等的、能戴就行的眼鏡，

ISOPTIK 沒有。因為中等質量的眼鏡，

客戶在哪都可以買到」。

     ISOPTIK 眼鏡中心採用最新 3D 電

子技術，可對雙眼的不同度數進行精確

測量，度數精准度比歐洲測量水準高4

倍。此外，對雙眼協調運作的測量速度

比傳統模式快 6 倍，另有眼科專家團隊

對客戶的眼睛狀況進行周詳的檢查。若

檢測發現，客戶的視力低於正常水準，

ISOPTIK 將會把客戶送到相應部門，讓

專業眼科專家做進一步檢查。

    等客戶的遠視和近視度數測量完畢

後，ISOPTIK 將檢測客戶眼睛的長、

短焦點和鼻樑的距離相差幾毫米，後調

整鏡片，讓焦點和鏡片相協調。並將得

到的數據輸入 3D 仿真焦距測試儀上，

從而提取出最符合客戶視覺的焦距。

此後，測量臉的尺寸，進一步調整鏡

片；測量鼻樑的寬度，調整眼鏡鼻樑

部份大小；測量左右眼眶寬度，調整

鏡框大小；測量鼻樑到耳朵背部的距

離，調整鏡架的長度，以此挑選最適

合，量身打造特殊規格的眼鏡。

   在為客戶挑選鏡框的時候，

ISOPTIK 將考慮到客戶的皮膚、發

色、眉狀、臉型及位客戶的不同氣

質。當鏡框選擇完畢後，對鏡框鼻樑

部份的形狀進行調整，以方便客戶佩

戴；鑒於客戶耳朵高低不同，將對鏡

架頭、尾的彎曲度及做調整，使其剛

好和客戶的耳朵相符；鏡框調整完

成後，再使用 3D 系統對其位置進行

檢測，將最後的數據給 BOBI 先生設

計，最後送到德國生產。

     生產完成後，ISOPTIK 將對鏡

片做再次測試，（精確到  0.01 度，

是正常水準的 25 倍），後對鏡片進

行研磨，精準到 0.01 毫米。之後，

BOBI 先生將親自檢測每副眼鏡的準

度，以確定每副眼鏡都達到最高的清

晰度和舒適度，將最好的眼鏡交給客

戶。在以給客戶的過程中，ISOPTIK 

將對眼鏡和客戶臉型的符合度再度檢

測及讓客戶親身測試眼鏡在不同距離

的清晰度，以確認眼鏡的質量和當初

設計時保持一致。鑒於此， ISOPTIK 

推出的每副高端眼鏡才能讓客戶佩戴

後 180 天內不出現異常情況、 1 年內

不出現視力改變、鏡片色層 2 年不改

變的承諾。

    BOBI 先生強調：「 ISOPTIK不

是主打清晰度最好的眼鏡，而是為每

位客戶打造清晰度最穩定最長久的眼

鏡，因為我們相信 Life is Beautiful 

and Sight is Life。」

樂助社會，攜手SME業者
   堅持精準，熱愛家園。除全力將

ISOPTIK 打造成世界級眼鏡中心外，

在 2553 年 BOBI 先生擔任愛遊行集會

影響業者組織主席，帶領叻巴頌受示

威集會影響的業者向總理及國會議長

提出兩個月的經濟損失補償；向財政

部部長提出要求免抵押申請貸款；向

勞工部部長提出要求補償員工兩

個月的薪資；向泰國中央銀行行

長要求降低商業銀行貸款；向稅

務局局長要求延長付稅時間。經

過兩個月的努力，最後政府決定

增加對叻巴頌受示威影響業者的

補償，從 50 億銖增加到 200 億

銖，泰國中央銀行也出具文件

要求商業銀行合作延長信款至 1

年（更多信息見www.thaippp.

com）。

    2554 年的水災，BOBI 先生

擔任曼谷受災業者組織主席，帶

領直接或間接受水災影響的公司

和員工，向總理提出 9 項救助

要求；向財政部部長提出15項

救助要求；向泰國中央銀行提出

4 項救助要求；向稅務局局長提

出取消 2554 年 11 月至 12 月的

稅務。最後內閣決定同意通過小

型工業貸款抵押公司，發放為期

1 年，利息為 3%，每筆不超過

1,000 萬銖的 10,000 億銖免抵押

貸款（更多信息見 

www.bsdbobi.com）。

    BOBI 先生表示，水災導致

小型業者長時間不能正常生產，

員工失去收入，造成 200,000 億

銖的經濟損失、以及需花2年的

時間重建。他說：「正常情況

下，在每年 10 月至第二年 3 月

期間，各企業公司的交易額達全

年的  80%，因此各公司都會大

量進貨，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在

此期間，洪水的突然來襲，對產

品股票和原材料造成巨大衝擊，

產生的經濟損失才會如此之高。

因此我很感謝總理、財政部部

長、中央銀行行長收到我們的請

求後，對我們的大力援助」，以

外，在此次洪水中無論受直接或

間接影響的業者或員工若有意向

政府部門申請援助，可和  BOBI  

先生聯繫：081-538-4200 或瀏

覽網站：www.bsbdo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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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推出的的對受水災直接或間接 

BOBI 表示影響的企業與員工救援機制，

還有很多企業或員工還未得知。曼谷受

災業者組織主席可向其提供如何獲得援

助、和那些政府部門聯繫等的建議」。

   為引導業者和員工正確納稅，

BOBI 先生著手組建泰國業者正確納

稅組織，與政府相關部門交涉，協

助受災業者獲得免抵押低利息的貸

款，(其官方網站為： www.tegthai.

c o m )他還建議政府修改稅務法律，

讓那些漏稅的業者和員工正常付稅，

對泰國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勇往直前，衝刺未來
    BOBI 先生表示，目前 ISOPTIK

正尋找合作夥伴進行培訓，通過 10 年

的工作和專業培訓，將隊伍擴到 1,000

人，組建世界一流眼鏡製作團隊，將

ISOPTIK 推廣至全球 100 個國家。之

後他有意用4年的時間參與政治，競選

曼谷市長，為泰國人民服務；老後，他望能走邊

世界每個角落，尋找自我，並將泰皇的大愛精

神傳遍全球。  ISOPTIK 有今日之成就，是因為

他 7 歲時就知道自己想做什麽，這也是他專心

致志，不斷付出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之原因。

  「人在某個領域取得最高的成就，不在於

那個人是否具有最強的實力，而在於他無限

的熱愛自己的事業，快樂的體驗工作過程。

對與工作的熱愛，會為他帶來源源不斷的智

慧，直到有一天，他會發現自己的工作成果

將不知不覺贏得世界的歡呼。我可以保證，

這種熱愛的精神肯定給你帶來驚喜，因為我

已親身經歷過。」， BOBI 先生肯定的說。

    我是如果要去

做，就要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的人。因

此 ， 當 客 戶 走 進 

ISOPTIK 眼鏡中心

時，我們將向他們

提供最好的眼鏡。

如果客戶覺的只要

中等的、能戴就行

的眼鏡，ISOPTIK 

沒有。因為中等質

量的眼鏡，客戶在

哪都可以買到

請相信，一切都有可能

     正常情況下，在每年 10 月至第二年 

3 月期間，各企業公司的交易額達全年的 

80% ，因此各公司都會大量進貨，以滿

足客戶的需求。在此期間，洪水的突然來

襲，對產品股票和原材料造成巨大衝擊，

產生的經濟損失才會如此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