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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LUSTRE® ClearSkin REN W 面
罩，探索光的革命性力量，藉助光來改善您的膚
質。

我們的革命性創新由科學家發明，希望透過科學的方式讓每個人可以
變得更加美麗。我們志在透過創新、安全且經過驗證的技術挑戰傳統，
創造新的護膚方式，讓每個人都能夠擁有羨煞旁人的好皮膚。
 

LUSTRE® ClearSkin REN W 面罩旨在提升您的皮膚光澤，讓您
的皮膚不再暗沉、乾枯和缺乏活力。這款突破性的面罩憑藉其創新的
應用程式，可讓您透過選取全臉療程或有針對性的個人化療程，來建
立個人化的日常護膚程序，從而精準滿足您的護膚需求。

您可以安坐家中，藉助成熟的護膚技術，輕鬆護理自己的皮膚。只需
選擇您的設定，戴上面罩，便可開啟您的皮膚護理之旅！只需 10 分
鐘。

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易於使用、免手持、輕巧且
柔韌，使用起來超舒適且完美貼合。它整合了獨特的護目鏡，您可以
安全地享受您的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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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的效果

個人化您的體驗

在 iOS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LUSTRE® ClearSkin 應用程
式，以完全控制您的日常護膚程序並個人化您的療程。制定每週計
劃，或取得護膚秘訣讓護膚變得更卓有成效。

重要安全資訊

- 請勿在可能導致面罩與水接觸的地方操作面罩。

- 請勿使用損壞和/或有故障的電源適配器給面罩供電或充電。

- 請勿用力彎曲或濫用 USB 充電線。

- 請勿折疊/彎曲或濫用您的 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因為這可能會損壞 LED 燈珠。

- 請勿嘗試拆開面罩。這將導致保固失效。

- 如果您認為面罩有缺陷，請立即停止使用。請透過 info@

lustreskin.com 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團隊

皮膚煥發光彩 令肌膚再生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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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產品為美容器具，不用於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LUSTRE® 

ClearSkin 對本產品治愈任何身體、皮膚或精神狀況的能力不作任
何聲明、陳述或保證。對於任何需要醫療護理的狀況，應諮詢合格的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產品展示

LUSTRE® ClearSkin 不斷使用最新技術改進產品。因此，實際產品
可能與包裝上的圖像和使用者指南中顯示的產品略有不同。

注意事項：

- 請勿直視面罩發出的燈光。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暫時的眼睛不適。請
使用定制的內建護目鏡。

- 請勿將本裝置放置在水或任何潮濕表面附近。

- 本面罩推薦用於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但 13 歲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在 

18 歲以上的父母/監護人的監督下使用。

- 13 歲以下的兒童不得使用本產品。

- 如果您懷孕或懷疑自己懷孕，請在使用前諮詢您的全科醫生。

- 如果您患有或懷疑自己患有癌症，請在使用前諮詢您的全科醫生。

- 我們強烈建議使用者在首次使用本裝置之前進行光敏感測試。



6

7

8

8

8

9

10

11 

11

12

13

13

13

17

18 

18

19

21

目錄

1.    產品內容

2.   開始前:

          - 為產品充電

          - 光敏感測試

          - 準備好您的面罩

3.   發現光的革命性力量來改變您的皮膚外觀

4.  如何使用本面罩

          - 一般使用

          - 連接面罩

            - 清潔                                  

          - 儲存

5.   警告

6.   疑難排解

7.   處置

8.   產品規格 

9.   產品保養 

10. 聯絡資料  



7

產品內容

盒內配件

如果上述任何配件遺失或損壞，請聯絡客戶支援。

產品概述

為確保面罩適當貼合，請調整頭帶，直到臉部感覺舒適，但不要太緊。將頭帶綁在
後腦勺較高的位置可能最舒服。

 
   

光學美容面罩

 USB-C 電線

面罩頭帶

旅行袋

內置護目鏡

使用說明書

1. 充電埠

2. 電池指示燈

3. 電源開關

4. 頭帶

5. 尺寸調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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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使用之前

1. 充電

若要為面罩充電，請將 USB-C 纜線插入面罩。將纜線的 USB-A 端插
入 USB 電源。裝置上的電源指示燈將開始閃爍，表示正在充電。面罩
充滿電後，電源指示燈將熄滅。

注意：使用前務必拔掉電源，面罩在充電時將無法運作。

2. 光敏感測試

1. 將面罩放在前臂內側上。開啟面罩，並讓它運作完一個週期，即 10 

分鐘。

2. 請勿直視理療儀發出的光線，因為它可能對您的眼睛有害。使用時
應當小心謹慎。

3. 如果您在使用過程中感覺皮膚發熱、不舒服或發癢，請立即停止使
用！

4. 等待該療程完全完成。完成一個完整的療程需要 10 分鐘。

5. 療程完成後，面罩將自動關閉。取下面罩並等待至少 6 小時。

在這六個小時內定時檢查您的皮膚，如果您的皮膚泛紅和/或發癢，則
本面罩不適合您。如果發生光敏感，請聯絡您的醫療顧問或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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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備好您的面罩

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的運作方式 

第 1 步 
確認面罩內側朝向您。

第 3 步 
將頭帶插入滑動調整環。

第 2 步 
將頭帶穿過插槽 2。檢查頭帶上的 
LUSTRE® 橡膠標誌是否朝向您。

第 4 步 
將頭帶從面罩內側向外側穿過插槽 1，然
後黏合魔術貼部分。

插槽 2插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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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光的革命性力量，藉助光來改善您的膚質

LED 表示發光二極管。我們選取了三種不同的燈光，三者的組合能夠
讓您的皮膚恢復青春活力，煥發光彩。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配備 80 顆雙芯 LED 燈珠，可提供有針對性的個人化療程：

50 顆雙芯 LED 燈珠 (紅色 + 紅外線燈珠)，使膚色煥發活力和光彩。

30 顆雙芯 LED 燈珠 (紅色 + 藍色燈珠)，為皮膚注入活力，煥然一新。

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面罩使用安全，內建護目鏡。

概覽

療程時間

REVITALIZE 設定使用紅光讓皮膚
恢復青春與活力，煥發光彩

ENERGIZE 設定使用紫光讓皮膚
煥發活力

10 分鐘

每天使用，持續 30 天

每週使用 5 次，持續 6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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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面罩

一般使用

第 1 步

首先使用溫和的洗面乳清潔臉部。佩戴面罩
並調整至舒適位置，然後按住電源按鈕幾秒
鐘，直到電源指示燈亮起。面罩現在處於待
命模式。

第 2 步

您可以透過按幾次電源按鈕直到所需的設
定出現，來選取所需的設定。

1. Energize 設定 – 

紫光讓皮膚變得越來越柔軟、煥發活力。

2.   Revitalize 設定 –   

紅光讓皮膚恢復青春與活力，煥發光彩。

您還可以透過下載應用程式來個人化您的療
程。如需相關說明，請參閱第 12 頁。

第 3 步

10 分鐘後，電源指示燈會閃爍兩次，然後面
罩會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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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結束後，取下面罩，您便可以塗抹您常用的精
華液和護膚霜。

注意：如果面罩在 5 分鐘內不使用，它將自動關閉

連接面罩

若要個人化您的療程，您應該首先透過掃描下面的 QR 碼，下載適用
於 Android 或 iOS 的 LUSTRE® ClearSkin 應用程式，並將您的
面罩連線至該應用程式。

安裝並開啟應用程式後，第一步將是建立帳戶。請按照應用程式中顯
示的步驟操作。按住面罩的電源按鈕幾秒鐘以開啟面罩。這將讓面罩
能夠被藍牙發現。

使用該應用程式來個人化和計劃您的療程、開始您的皮膚計劃 (也稱
為挑戰) 並發現護膚技巧和產品。

如果您需要任何協助，請隨時聯絡 
customercare@lustresk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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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保養您的面罩很重要。每次使用後用濕布清潔面罩。對於頑固污漬，使
用 70% 的酒精溶液輕輕擦拭即可去除。

- 請勿在開啟時清潔本面罩。

- 請勿在充電時清潔本面罩。

- 請勿使用任何其他清潔產品，因為它們可能會損壞面罩。

儲存

請將本面罩存放在隨附的小袋或包裝中。請確保面罩在存放或攜帶過
程中沒有被彎曲、拉伸或擠壓。

警告

- 皮膚類型為菲茨派屈克 V 和 VI 類型的人士可以安全地使用本面
罩，但我們強烈建議這類人士在每次使用後仔細評估自己的皮膚，因
為這些類型皮膚的色素沉著風險會增加。

- 請勿將 LED 發出的光直接照射到您自己的眼睛或其他人的眼睛。
這可能會導致暫時失明。

- 13 歲以下兒童請勿使用本面罩。13 歲以上的青少年必須在 18 歲以
上的父母/監護人的監督下使用本面罩。

- 請勿讓 18 歲以下的兒童在沒有成人監督的情況下清潔、充電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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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面罩。

- 請勿讓兒童將本面罩當作玩具來玩。請將本產品放在兒童接觸不
到的地方。

- 請勿維修或拆開本產品。如果出現故障或損壞，請聯絡客戶支援。

- 請勿在戶外使用本面罩，以免損壞產品。

- 請勿彎曲或扭曲本面罩。小心輕放本面罩。

- 請勿坐在、躺在或踩在本面罩上。以免壓壞。

- 請勿對本面罩使用溶劑或研磨性清潔劑，除非本手冊或客戶服務團
隊提供明確說明。

- 如果本面罩不能正常運作、掉落或損壞，請勿使用。如需保固和維
修，請聯絡客戶支援。

- 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可能導致光敏感的藥物，請勿使用本面罩。如
果您不確定您使用的藥物是否可能導致光敏感，請聯絡您的醫療專
業人員。

- 如果您懷孕、計劃懷孕或正在母乳哺育，請勿使用本面罩。

- 請勿以本手冊規定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面罩。

- 如果您患有紅斑狼瘡、光敏感性溼疹、白化病或其他皮膚病，請勿
使用本面罩。如果您使用本面罩治療紅斑狼瘡、光敏感性溼疹或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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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皮膚反應。

- 如果您患有任何光敏感性疾病 (對光敏感)，請勿使用本面罩。

- 請勿在細菌感染處使用本面罩，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症狀惡化。

- 請勿用本面罩直接照射開放性傷口。

- 如果您患有癲癇症，請勿使用本面罩。

- 請勿在存在靜脈炎、血栓性靜脈炎和靜脈曲張的部位使用本面罩。

- 如果您患有光引起的頭痛，請勿使用本面罩。

- 如果感覺本面罩發燙或您的皮膚感覺溫度過高，請勿繼續使用。

- 請勿在熱表面附近使用或存放本面罩。

- 當本面罩靠近或可能接觸到水時，請勿充電。

- 請勿將本面罩存放在極熱或極冷的環境中。

- 請勿將本面罩置於陽光直射處。

- 如果您對矽膠有過敏反應，請勿使用本面罩。本面罩含有矽膠和塑
料，在使用過程中會與您的皮膚接觸。如果您對過敏有疑問，請在使
用本面罩前先聯絡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 如果您對聚酯、尼龍和萊卡® 纖維有過敏反應，請勿使用本面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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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帶。頭帶包含聚酯、尼龍和萊卡® 纖維的混合物，在使用過程中會
與您的皮膚接觸。如果您對過敏有疑問，請在使用本面罩前先聯絡您
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 請勿嘗試以任何方式修改本面罩。修改本面罩將導致您的保固失
效。本面罩不含可維修部件。

- 如果本面罩或充電線損壞，請勿使用。

- 請勿將面罩與未經製造商核准的配件一起使用。

- 本產品為美容器具，不用於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

注意：本面罩只能使用 5V 直流低壓電源供電。本面罩上也標有這一電壓值。如果
主適配器或電源線的任何部分損壞，請停止使用，並聯絡 LUSTRE® ClearSkin 客
戶支援以安排更換。

注意：如果您有發燒、急性炎症、嚴重的循環系統疾病、光敏感、麻醉或脫敏部位，
請在使用本面罩之前諮詢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注意：我們強烈建議您在服用任何藥物時格外小心。如有疑問，請諮詢您的醫療
保健提供者。

注意：副作用很少見，但仍可能發生，包括皮膚刺激、瘀傷、接觸性燒傷、頭暈、噁心
和頭痛。如果出現以上狀況，請立即停止使用本面罩，並聯絡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注意：我們強烈建議您在服用任何與皮膚有關的藥物或處方藥時格外小心。如有
疑問，請諮詢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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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原因 解決方案

面罩沒有開啟。

將充電線正確插入電源插座。充電線未正確插入
電源插座。

裝置意外關閉。

應用程式沒有
回應、
意外關閉或無法
打開。

電源插座沒有運作。 嘗試使用不同的電源插座。

充電線未正確插入
裝置。 將充電線正確插入裝置。

開/關按鈕未按住
一整秒。

按住開/關按鈕 1 秒。

電池電量過低。 給裝置充電。

1.您的手機可能已用
完儲存空間。

2. 您意外按下了開/
關按鈕。

清理您的儲存空間以留出足夠的空間
來上傳應用程式。關閉並重新開啟應用
程序。重新啟動您的手機。檢查您的網
際網路連線。

還是行不通？請查看我們的應用
程式疑難排解頁面，網址：www.
lustreclearskin.com.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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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棄置

我們已實作歐盟廢電機電子設備 (WEEE     ) 指令 (2012/19/EU)，
以使用最佳的回收和再循環技術回收產品，以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
響，並處理任何有害物質，以及避免增加垃圾掩埋場。該產品被歸類
為電機或電子設備，因此在本產品使用壽命結束時，請確保按照當地
政府的要求正確處置。

請勿將本裝置與生活垃圾一起處理。

規格

LED波長

最大輸出光功率密度

操作和儲存溫度

操作和儲存濕度

LEDs

465nm (藍色), 640nm (紅色), 

830nm (紅外線)

30mW/cm2 活化肌膚模式
34mW/cm2 提升肌膚活力模式

0oC to 40oC | 32oF to 104oF

30% –85%

50 雙核紅色+ 紅外線LED

30 雙核紅色+ 藍色LED

充電埠

充電線

充電線長度

USB-C 

USB-C to USB-A 

1米 / 3.28 呎

電源供應 5V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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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配接器電源輸出

電池

電池類別

充電時間

1A 

鋰離子

802 克

120分鐘/2 小時

10 分鐘

165.90 x 198.24 x 108.22 毫米

療程時間

設備尺寸

設備重量

產品保養

我們保證本面罩在正常使用情況下自原始購買日期起 12 個月內無
材料和工藝缺陷。此保養僅適用於擁有原始購買憑證的原始零售購
買者，並且僅適用於從授權零售商或經銷商處購買的產品。此保養僅
在本面罩與 授權的 LUSTRE® ClearSkin 配件一起使用時才生效。
如果本產品在保固期內出現缺陷，請聯絡您購買面罩的零售商。此保
養不適用於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產品損壞：

- 意外、誤用、濫用或變更。

- 與未經授權的配件一起使用或以說明以外的方式使用。

- 連接至具有錯誤電流和電壓的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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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註冊您的產品並及時了解 LUSTRE® 的新資訊，請在我們的網
站 www.lustreclearskin.com 上註冊。若要完成線上註冊，您需
要輸入您的 LUSTRE® ClearSkin 產品的批次號碼。

符號詞彙表

保養限制和免責聲明

此保證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並且是對您所擁有的法定權利的補
充。您就違反此有限保養所能取得的協助僅限於按照此保固聲明中
的規定，維修和更換您的裝置。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LUSTER SKIN LTD 否認所有默示
保證。如果適用法律不允許對默示保證做出免責聲明，則默示保證的
期限在此明確限於上述明示有限保證的期限。

在任何情況下，LUSTER SKIN LTD 均不負責因違反保證、違約、

符號

! WARNING

! CAUTION

描述

「警告」表示如果不避免，則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危
險狀況。

表示產品已通過 CE 認證。

「注意事項」表示如果不避免，則可能導致輕微或中度受傷
的危險狀況。

表示產品不得作為家庭垃圾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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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 (包括疏忽或嚴格的產品責任) 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任何特殊、附
帶、衍生性、懲罰性或間接損害，即使 LUSTER SKIN LTD 已被告
知或意識到可能會出現此類損害。此類損害包括但不限於：LUSTER 

SKIN LTD 替換設備所需成本帶來的損失、第三方的索賠或財產損
失。

如果適用法律不允許限制保證或某些交易中的違約救濟措施，則本
段落中的限制和免責聲明或保證例外可能不適用。此限制不適用於
因本裝置缺陷或法律不能排除或限制的任何其他責任而導致的死亡
或人身傷害索賠。

這些保固條款、條件和限制在 LUSTER SKIN LTD 和您 (購買者) 之
間分配產品故障風險。這種分配得到雙方的認可，並反映在價格中。
使用 LUSTRE® ClearSkin REN W Pro Facewear，即表示您承
認您已閱讀、理解並會遵守這些條款、條件和限制。

聯絡資料

Lustre Skin Ltd

Alba Innovation Centre, Alba Campus, Livingston

Scotland, UK, EH54 7GA

T: +44 (0)1506 592 239

E: info@lustreskin.com

W: www.lustreclearskin.com 

Lustre Skin Ltd 為一家通過 ISO 13485：2016 認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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