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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YRE.
設想周全. 搶占先機.

IGNITE YOUR PERFORMANCE



選項：機械式或DI2電子變速，輪煞或碟煞版本。
欲知更多詳情dura-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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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9150
DUAL CONTROL LEVER (2x11速)
• 競賽騎乘時良好的操控性和值得信賴
   碳纖維與複合材質握把
• 更直覺式、更快速的變速操控
• 可配合任何騎乘風格客製化功能
E-TUBE 系統
• 抓握穩固，傳動效果絕佳

RD-R9150
SHIMANO SHADOW RD 後變速器 (11速)
• SHIMANO Synchronized shift 同步變速系統
• 低斷面後變速器設計：SHIMANO SHADOW RD
• 維持精巧簡潔的外觀
• 總齒包容量: 35T

FD-R9150
前變速器 (2x11速)
• 無壓力的人體工學變速操控方式
SHIMANO Synchronized shift 同步變速系統
• 即使在高扭力的踩踏之下，仍可維持快速順
   暢的前變速性能
• 維持精巧簡潔的外觀
• 後下叉角度: 61-66º
• 總齒包容量: 16T

SM-AD91-L/MS
束環轉接座
• 束環直徑
» SM-AD91-L：34.9mm
» SM-AD91-MS：31.8 / 28.6*mm
*多種束環規格



SW-R9150
上把位變速按鈕 (爬坡用)
• 可配合騎乘者的騎乘風格客製化功能
   抓握車手把時變速更快速
   變速按鈕可裝在車手把上的任何位置，提供
   靈活的變速操控方式

SW-R9160
計時車 / 三鐵賽延伸把變速按鈕
• 抓握延伸把時，可輕易運用姆指變換檔位

ST-R9160
計時賽 / 三鐵賽專用DUAL CONTROL LEVER (2x11速)
• 抓握穩固，傳動效果絕佳
   更具空氣動力優勢，抓握手感更好，整合
   變速按鈕，毋須鬆手即可操控變速
• 直覺式變速操控
   變速時仍可穩固抓握把手
   藉由變速把手兩側各有一個按鈕操控 
Synchronized Shift 同步變速系統
• 競賽騎乘時良好的操控性和值得信賴
• 可配合騎乘者的騎乘風格客製化功能
E-TUBE 系統
• 乾淨的車把手區域
   整合式 E-TUBE 電線與內部煞車線走線設計
   全新的連接埠 (EW-RS910/911，EW-JC130) 
   可與車架整合

EW-RS910
連接埠 (2個連接孔)
• 內藏式連接埠 A，搭配車架或車把手

EW-WU101
無線傳輸組件
• 透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設定E-TUBE
   (2個E-TUBE電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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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YRE
親身經歷
隨心翱翔
的競速體驗.

更優化的
性能設計

更創新的
身形剪裁

更有效的
動力輸出

SHIMANO 自行車性能服飾的顛峰之作



最佳動力輸出
走在科技尖端
動力的產生具備一定的難度。騎乘者不需

要因物理效應如空氣阻力、摩擦及過熱的

因素而流失動力間的流暢傳輸。透過科技
的進步，SHIMANO研發出專為減少動力

耗損設計的S-PHYRE系列。 

連鎖效應 

減少阻力、摩擦及輕量化， 

以提升速度。 

創造動力傳輸最大化及最佳舒適度。 

身體溫度調節， 

達到更強力的性能輸出。 

物理效應 

競速騎乘的關鍵藏在細節裡。我們重新思考了風阻、摩擦及多餘的重量

是如何影響騎乘效率。車衣版型的微調及材料上的選擇都是以減少阻力

為目的，而車衣結構上的設計，則是為了能更精細的控制踩踏效率。 

生理效應 

對於冷卻/加溫的需求來自於功率強度及騎乘環境的多變驅動因素之一。

良好的控制及維持身體溫度在多變的騎乘環境下提供更穩定強大的動

力。S-PHYRE系列產品專注於維持最佳體溫，使騎乘者更能專注於動力

輸出。 

連鎖效應 

S-PHYRE的連鎖效應，建立於SHIMANO核心系統工程理念之上，交互作

用和諧的一體性將提供更高的性能水平。S-PHYRE系列產品專為結合騎

乘者、人身部品及自行車設計，打造量身訂做般的整體性。帶來磨難的

該是艱辛的訓練過程─不是外在穿著的影響。 

S-PHYRE─實踐您對於SHIMANO的期盼及我們對於自己的精益求精。 

IGNITE YOU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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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YRE短袖車衣
專業競賽等級車衣 
車衣的肩膀設計是最先接觸風阻及氣流的前緣位置，
即使是一微米多餘的布料，都有可能影響騎乘效率。

率先面市的S-PHYRE短袖車衣採用一體式無縫設

計，在減少阻力的同時，依然維持令人驚豔的舒適
度。畢竟，舒適性是競速騎乘的首要條件。

材質

- 75%聚酯纖維、25%彈性纖維尺寸

- EUR：XS-XXL

無縫3D肩膀設計

全新的3D無縫肩膀設計不僅減低

肩部皺褶的產生，更能有效提升

空氣力學效率。

輕量舒適

如同第二層肌膚的輕薄布料具備

更好的排汗效能、更合身的設計，

達到輕量舒適的效果。

人體工學設計口袋

方便拿取物品的後口袋設計。

黑色

黃色

S-PHYRE吊帶車褲
專業競賽等級車褲 

無縫結構

大腿背部採用無縫結構設計，

有效減少摩擦阻力。

特殊針織設計

大腿內側採用特殊針織設計，減少坐

墊及大腿內側的摩擦，以達到極佳的

踩踏效率。

防滑矽膠設計

完善的編織矽膠褲口設計，穩固且

不易移位。矽膠的良好應用提供全

天的舒適性。

黃色

黑色

吊帶車褲最初是為了追求腰部的無縫貼合達到更順暢的踩
踏動作所設計，除此之外，S-PHYRE吊帶車褲將這樣的

設計延伸至短褲，提供給大腿更穩固的貼合度。採用精密
的壓縮針織設計，達到極佳的通風排汗效果。

全新的褲墊設計於2017年面市，其獨特的分離式燕尾設

計擴大臀部動作的活動範圍，減少踩踏動作的動力耗

損。褲墊外型採用針織法，而非傳統的印刷或熱轉印，

而這也意味著不是熱點黏著，提供更好的品質。在褲墊

壓縮部分也絕不妥協，絕不讓細節影響騎乘者追求競速
的快感。

材質

-身體部分：65%聚醯胺纖維、33%彈性纖維、2%聚酯纖維 - 網布部

分：60%聚酯纖維、40%彈性纖維

-其他：80%聚醯胺纖維、20%彈性纖維

尺寸

- EUR：XS-XXL

競賽級褲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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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外型、
功能
的完美和諧

創造一個全新的褲墊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對於褲墊，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也抱持著不同的意見。憑著經

驗開發創造褲墊是較為傳統的方式，然而在科技快速

進步的今天，S-PHYRE的設計團隊擁有思想自由新穎

的工程師及充滿熱情的騎乘者，透過他們的縝密的洞

察力，憑藉著有限的分析工具、電腦程式及大量的褲

墊測試，創造出一個擁有極佳性能的嶄新褲墊。

翼狀設計

分離式設計遵循踩踏動作，使臀部能更自

然隨身體擺動。自由的擺動提供更高的動

力傳輸及舒適度。

更集中的支撐性

憑藉著廣泛的研究及實際的褲墊測試，

SHIMANO研發出更集中的減震技術，

能有效抵銷震動及平均分布壓力，提供

更集中的支撐性。

通風管理

創新的3mm方形通風孔設計，確保在任

何情況下皆能提供卓越的排汗通風性能。

TRS泡沫軟墊不僅輕量，更具備極佳柔

軟度。

無縫設計

大部分的褲墊皆是由下而上的建構設計。

然而，S-PHYRE褲墊是由內而外的設計

結構以提供如第二層肌膚般的平滑表面。

吸震材質置於臀部與坐墊接觸的表面，

能有效吸震減壓。

3D立體輪廓

兩邊加厚的3D立體輪廓，以便於爬坡及

下坡時更流暢的變換位置。在任何騎乘

姿勢下，皆能提供騎乘者極佳的舒適性。



S-PHYRE手套
專業競賽等級自行車用手套 
SHIMANO了解手套之於變把/車身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

性；也知道手套的接縫越少，能提供更良好控制性及舒
適性。相較於市面上的自行車專用手套，S-PHYE專業

競賽等級手套在您的手掌注入了更多符合人體工程學的
特點，提供給您無可比擬的卓越性能。

S-PHYRE具備的弧形彎曲設計，完美遵循手部動作。

舒適及耐用的手掌材質結合一體式的單件針織設計，提
供手部連結於變把/車身的理想位置。這樣的設計成果?

提供給騎乘者在任何騎乘環境環境下的直接手感及優良
的自行車控制性。

材質

手掌部分：84%聚酯纖維、16%聚氨酯手背部分：

83%聚酯纖維、17%聚氨酯絨布部分：70%

棉、30%聚酯纖維

其他部分：84%聚酯纖維、16%聚氨酯網布部分：

80%聚醯胺纖維、20%聚氨酯尺寸

- S-XXL

1.抓握性
即使處於不同的環境下，依然提

供內部及外部穩定平衡的抓握性。

協同頂級競賽騎乘者共同研發的
S-PHYRE手套擁有三要點：

2.靈活性&柔軟度
令人驚豔的極佳柔軟度及靈活

性，關鍵在於使用極為舒適的優

良材質。

3.貼合度
增加彈性及韌性以達到優良的貼

合性，手與手套間的一體感，有

助於增進自行車操控性。

直接感受性

內部及外部穩定平衡掌控，無襯墊設計及人體

工學設計，提供了可適應任何環境的優秀抓握

度及自行車控制性。

減壓設計

精簡的鬆緊設計能有效減少手腕的壓力。

多功能手背設計

同時擁有透氣關節網布設計及手背及手腕的外

加壓縮結構的特殊針織結構，提供更完整的一

體性。

3D結構設計

如同第二層皮膚般的3D結構貼合設計。

IGNITE YOUR PERFORMANCE



新聞訊息

S-PHYRE系列為SHIMANO自行車性能服飾
開闢一個全新方向!
2016年，SHIMANO發布S-PHYRE概念的性能車鞋；現在，SHIMANO更擴大延伸
S-PHYRE概念至競賽級車衣，為性能服飾訂定了全新的標準。

S-PHYRE ─  親身經歷隨心翱翔的競速體驗

S-PHYRE只有一個目標：透過提供更高的性能表現、更小的空氣阻力及聯動效應轉換動能效率達到動力
輸出最大化的目的。
動力的產生具備一定的難度。騎乘者不需要因物理效應如空氣阻力、摩擦及過熱的因素而流失動力。
S-PHYRE系列車衣透過創新的科技，應用自行車、身體與肌肉間的聯動效應與運動原理，有效減少動力
的損耗。
從這個起點出發，結合得自bike fitting的專業知識與職業選手的性能研究，SHIMANO研發出全新的科技
穿搭 ─ 車衣、連身吊帶車褲、手套及車襪 ─ 以達到最大限度的提升衣服與身體的效率平衡，賦予騎乘者一
個全新的性能水平。
SHIMANO歐洲人身部品副理 ─ Marco Zaja表示：「S-PHYRE系列是我們對於創新的最佳體現，運用了我
們所知道關於性能的一切技術，以創造出細膩的自行車服飾。S-PHYRE ─ 實踐您對於SHIMANO的期盼及
我們對於自己的精益求精。」

S-PHYRE完整概念：車衣、連身吊帶車褲、手套、車襪及車鞋

S-PHYRE短袖車衣與連身吊帶車褲：車衣採用3D結構的無縫設計，以減少肩部皺褶的產生。採用人體工
學設計後口袋，可方便拿取放置的補充品。全開式拉鍊設計，有助於溫度的調節。車衣外觀的LOGO採整
體設計。全套有黑色及黃色可供選擇。連身吊帶車褲使用了全新的吸震翼狀設計，而褲口處則整合防滑織
造設計，能有效穩固大腿且不易移位。大腿內側採用特殊針織設計，減少坐墊與車褲內側的摩擦。
S-PHYRE車襪：2016年與S-PHYRE系列車鞋一同面市，S-PHYRE車襪是擴大足部動作，延伸至小腿和足
踝。不僅在壓力區塊提供緩衝，腳底和足跟皆具備極佳通風及防滑，針織足踝設計可確保高輸出的踩踏效
率。
自2017年開始，荷蘭職業車隊LottoNL-Jumbo將會穿著S-PHYRE全系列服飾及車鞋參與各大競賽，並與
SHIMANO合作，更進一步開發全新產品。
SHIMANO S-PHYRE系列服飾從2月中旬於全台S-PHYRE專賣店中開始販售。
SHIMANO S-PHYRE系列車鞋已搶先在全台經銷車店熱銷販售。

S-PHYRE: Ignite your performance.



和

SHIMANO  人身部品

SHIMANO 融合概念

每一位騎乘者。 每一次騎乘。 每一天。

精簡您的行囊   
攜帶必須裝備.
我們瞭解有些騎乘活動需要攜帶行李。但是，配重不均的沉重
背包可能會破壞騎車的好心情。不是專為騎乘自行車設計的背
包可能會隨意晃動、造成騎乘者的重心往上，並在無形中消減
每一次踩踏的動力。SHIMANO背包是專為自行車騎乘所設
計，您不是背著我們的背包，而是如同穿著一樣舒適自在。

SHIMANO融合概念的背包採用創新設計，並透過科學方式
鑄模、設計及 測試其攜帶裝備的性能。我們對騎乘者的背部
和騎乘姿勢進行了 徹底的研究。我們在實驗室、公路和林道執
行了每一種實際的方案。成果是什麼呢？成果就是專為完美性
能打造、採用舒適服貼設計，適合任何環境的背包。 



UNZEN 4 ENDURO  
配備 3D 背負系統以及穩定腰帶設計，
輕量化的ENDURO RACEOACK能夠滿足越野競賽的需求
UNZEN 4 ENDURO為A款式背帶，此款背帶設計為強調安全的越野競賽背包。專為
不同地形的越野競賽所設計，除了極佳的舒適度，也具備能裝下一整天所需要的裝備
。林道越野專用的透氣背板，讓您能維持涼爽。

RIDER FIT X-HARNESS

耐力賽背包 ENDURO
RACEPACK

UNZEN

全罩式安全帽繫帶
背包上方兩側的彈性繫帶
可吊掛全罩式安全帽。

可靈活運用的收納空間
提供多種可調整的收納方
式，讓您自由選擇如何整
理裝備。 

水壺收納袋 
背包前側備有專門收納
水壺的空間。 

貴重物品專用袋 
內襯為刷毛設計，讓您
能安心收納貴重物品。

相容水袋系統 
專用的水袋放置區可以讓主
要隔層保留更多空間，同時
方便您取出水袋裝水。 

護目鏡 / 安全帽掛鉤
此多功能掛鉤可讓您將護目鏡
或安全帽確實固定在背包上。

透氣背板
透氣背板有利於快速排熱。

4L
740g

BLACK
(黑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背帶易調整設計
為了理想的合身性，您可以調整背帶下方的
長度(鬆緊)。

背帶扣具
特殊設計的背帶扣具讓您可以簡單快速
的調整。當您在爬坡時，可以 放鬆背帶
，而當您在刺激的下坡時，可以繫緊背
帶。

 

背帶調整設計 
考量不同身高體形，SHIMANO運用可調
整的騎乘者專屬X形背帶，無論是男性或
女性，高或矮，您可以微調背帶以達到最
佳的貼身感。輕量的扣具設計調整容易，
不增加多餘重量。

RIDER FIT X-
HARNESS 

減輕您肩膀上的重量。
SHIMANO背包設計精準，適合不同的騎乘用途。UNZEN 背包都採用 3D 塑型技術，依造騎乘者的體型量
身打造。我們的 X-Harness 特殊設計配備一個背帶扣具，調整上更簡單快速。X-Harness 能夠配合您的動
作移動、變換重心，並提供最佳貼合度與通風效果。冒險旅行 需要額外的裝備。冒險旅程需要額外的裝備
，而UNZEN背包正是您的不二選擇。

特殊X-HARNESS設計，
讓您快速調整合身度。

2017 SHIMANO 背包



2017 SHIMANO 背包

UNZEN背包是您多日冒險旅程的良伴，
具備您所需要的一切功能，並提供良好的穩定性及合身度。
您在尋找一日或多日騎乘的良伴嗎？Unzen系列能滿足您的需求。不論您是要收納額外的
裝備或只裝載必需品，每一款Unzen背包的設計都提供足夠的負載能力，並且在不同的越
野騎乘環境下皆能維持涼爽舒適。

UNZEN
水袋背包 TRAIL

DAY PACK

高辨識度防雨套
當不需使用時，可以將亮色系的
防雨套收起來 。僅限6L、10L和
14L等容量款式。

 

安全帽掛勾
此多功能掛鉤可吊掛全
罩式安全帽。

相容水袋系統 
專用的水袋放置區可以讓主要隔
層保留更多空間，同時方便您取
出水袋裝水。

透氣背板
透氣背板有利於快速排熱。

貴重物品專用袋 
內襯為刷毛設計，讓您
能安心收納貴重物品。

可靈活運用的收納空間
提供多種可調整的收納方式，讓
您自由選擇如何整理裝備。

注意：重量不包含水袋。

 

2L AEGEAN BLUE
(愛琴海藍)

380g
＊2L系列
    無防雨套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BLACK
(黑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SCARKET FLAME
(赤紅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   透氣背板
•   相容水袋系統
•   太陽眼鏡掛帶
•   可拆式腰帶
•   貴重物品專用袋
• 安全帽掛鉤

注意：重量不包含水袋。

6L 
AEGEAN BLUE

(愛琴海藍)

780g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BLACK
(黑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SCARKET FLAME
(赤紅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RIDER FIT X-HARNESS
RIDER FIT X-HARNESS

•   透氣背板
•   相容水袋系統
•   太陽眼鏡掛帶
•   可拆式腰帶
•   貴重物品專用袋
• 安全帽掛鉤

•   高辨識度的防雨套

UNZEN10 
大容量的10公升背包能夠容納額外的用品，以應付多變的
騎乘環境，簡易調整與方便拿取物品的特點，為您攜帶越
野裝備的最佳選擇。

注意：重量不包含水袋。

10L
AEGEAN BLUE

(愛琴海藍)

820g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BLACK
(黑色)

■ 含水袋款式
■ 無水袋款式

RIDER FIT X-HARNESS

•   透氣背板
•   相容水袋系統
•   太陽眼鏡掛帶
•   可拆式腰帶
•   貴重物品專用袋
• 安全帽掛鉤

•   高辨識度的防雨套

UNZEN14 
14公升背包是您多日旅行冒險的良伴。具備您所需要的一切
功能，並提供良好的穩定性及合身度。

注意：重量不包含水袋。

10L
AEGEAN BLUE

(愛琴海藍)

820g ■ 無水袋款式

BLACK
(黑色)

■ 無水袋款式

RIDER FIT X-HARNESS

•   透氣背板
•   相容水袋系統
•   太陽眼鏡掛帶
•   可拆式腰帶
•   貴重物品專用袋
• 安全帽掛鉤

•   高辨識度的防雨套

UNZEN

UNZEN 2 UNZEN 6
精簡實用的 2 公升背包，
專為越野高速騎乘冒險所設計。

6公升背包的設計適用於需要攜帶較多裝備的冒險騎乘，
更能應付高難度的越野地形。



8L
g ■

公路旅行

TOKYO

舒適、通風、
符合人體工學
且不變形

人體工學曲線 
（標準型）

堅固耐用且
通風

全功能型

EXPLORER 背包

登山旅行

人體工學曲線 
（硬型）

人體工學曲線 
（輕型）

HOTAKA ROKKO

舒適、通風、 
絕佳的合身度且
符合人體工學

分散負重、 
堅固耐用、 
穩定與通風

舒適、絕佳的 
合身度且符合 
人體工學

通風、輕量化

DAY

ROKKO背包提供8L、12L和16L三種不同容量，可應付全功能的承載需求。
相容於水袋系統的多功能背包，是您最佳的旅行良伴。

背包的主要隔層有一個專用
區，可收納打氣筒、備胎和
工具等，在林道騎乘遇到突
發狀況時可快速調整。

可調整的胸前扣帶，可以依
照自身的體型，調整到最合
適的長度。 

穩固收取裝備，毋須卸下背包。

貴重物品專用袋 
內襯為刷毛設計，讓您能安
心收納貴重物品。

相容水袋系統 
專用的水袋放置區可以讓主
要隔層保留更多空間，同時
方便您取出水袋裝水。 

合身與透氣背帶減少肩膀的
壓力，同時保持涼爽和乾
燥。

8L 
BLACK

防雨套僅適用於16L款 12L
g ■

16L
g ■

LEGION BLUE

■

LEGION BLUE

■

LEGION BLUE

■

RASPBERRY
RADIANCE

■

RASPBERRY
RADIANCE

■

12L 
RASPBERRY 
RADIANCE

16L 
LEGION BLUE

2017 SHIMANO 背包

體型或騎乘的方式不只一種，因此我們設計了三款不同的EXPLORER系列背包，以滿足您的承載需求。輕
量化並不代表這款背包不是堅固耐用的攜帶裝備每一種背帶款式都具有完善的調整性能。

HOTAKA、ROKKO和TOKYO這三款背包提供了
不同的裝備，可分開收納筆電、文件和不斷增
加的生活必需品。了解騎乘者的需求，讓整理
收納更簡單，也能夠避免上路時裝備在背包裡
四處移動。

三塊特殊的透氣背板，不論您是從事登山旅行
、城市通勤，還是全地形騎乘活動，都能適當
調節溫度。除此之外，每塊背板都設計成能夠
按照特定騎乘姿勢，貼合騎乘者的背部。

採用世界公認防水性最佳的尼龍材質，有效排
除雨水及濕氣只是諸多的優點之一，不僅美觀
更耐用。

公路還是越野?何不兩者兼顧呢?
ROKKO全功能背包同時適用週末越野騎乘和平日城市的短途旅行。

BLACK

BLACK

BLACK

(黑色) (軍藍色)

無水袋款式 無水袋款式

(黑色) (軍藍色)

無水袋款式 無水袋款式

無水袋款式 無水袋款式

(黑色) (軍藍色)

(莓紅色)

(莓紅色)

無水袋款式

無水袋款式



900g

1080g

TOKYO
背包 URBAN

BACK

可拆式褲管設計

用。

。

360度反光設計 
反光材質運用於背包設計，以提
高夜間的辨識度。

透氣背板
依照人體結構塑形的背板，能夠
產生氣流通道已排出熱氣，提供
舒適涼爽的感受。

17L背包材質

23L背包材質
。

17
g

GREY
灰色

23
g

MOREL
褐色

MOREL
褐色

ROYAL RED
皇家紅

EXCALIBUR
鐵灰色

17L ROYAL RED 23L EXCALIBUR17L MOREL

公路還是越野?何不兩者兼顧呢?
ROKKO全功能背包同時適用週末越野騎乘和平日城市的短途旅行。
ROKKO背包提供8L、12L和16L三種不同容量，可應付全功能的承載需求。
相容於水袋系統的多功能背包，是您最佳的旅行良伴。

2017 SHIMANO 背包

無論在市區漫遊、日常通勤，或是平日生活漫步，這款兼具時尚及
功能性的背包強調使用上的靈活及舒適，讓您的都市旅行經驗增添
不少精彩。
通勤時您需要隨身攜帶的東西可能很多，例如筆電、報告、書籍、充電器、電線、外套
和運動服等。這款Tokyo都市型後背包具備了筆電專用軟墊夾層、文具收納袋及可靈活
運用的網格收納袋。



到貨通知   Stealth 座墊

Stealth 座墊 
特色：
      顏色：黑
      尺寸：142mm、152mm
      碳纖維強化聚合物材質基座
      男女兩用 SL 超輕量、高密度EVA填料
      PU浮凸表面，降低騎乘時車褲與座墊的摩擦力
      大開孔及強化支架設計
      特殊包覆結構，簡潔及時尚的外型設計
      整合式配件固定孔

建議售價：
       NT$ 3,900(不鏽鋼弓)、NT$5,800(碳纖弓)

      不鏽鋼弓及碳纖弓皆已全數到貨，請洽各地經銷商



PRO 全新網站，正式上線!! PART II
還記得在去年11月份的電子報上有介紹過 全新改版後的PRO官方網站嗎?

除了上次介紹到的增加了畫質較佳的產品圖片、圖片縮放功能以及適合在手機平板上使用的介面，
今天要來帶大家認識網站上的另一種新功能-尋找經銷商(WHERE TO BUY)。

在新的網站上面找到了心動的夢幻逸品，下一步就是開始尋找哪邊可以看到實體產品，好讓你滿足
一下想要即刻擁有的衝動，而PRO 官網也很貼心地將世界各地的經銷商都一一的列名在網站上面，
除了地圖顯示之外，也把經銷商電話及地址都列出來。讓你在出發購買產品之前可以先致電到經銷
商詢問產品狀況，才不會白跑一趟。

目前全台灣現有的PRO專賣店 一共北中南共有16間，趕快上PRO官網去尋找離你最近的專賣店吧!
更多相關消息請參考 http://www.pro-bikegear.com/

PRO網站   PRO網站資訊 PART II





車架名稱：GAN S
碳纖維等級：T700
變速煞車把手：SHIMANO ULTEGRA 6800
前變：SHIMANO ULTEGRA 6800
後變：SHIMANO ULTEGRA 6800
齒盤：SHIMANO RS500
飛輪：SHIMANO ULTEGRA 6800
夾器：SHIMANO ULTEGRA 6800
鏈條：SHIMANO HG601
輪組：FULCRUM RACING 7 LG
把手：MOST JAGUAR XA
立管：MOST TIGER ALU AERO
座墊：FIZIK ANTARES R7
建議售價：NT$ 121,000 (成車不含踏板)
(實際規格以實車為主)

顏色：44紅/黑      尺寸：440/465/500/515

顏色：45白/黑      尺寸：440/465/500/515/530

顏色：47黑     尺寸：440/465/500/515/530/540

顏色：82白/黑/粉紅Easyfit      尺寸：425

到貨通知  PINARELLO 2017年度量產車 GAN S





車架名稱：C-RS
變速煞車把手：SHIMANO 105 5800
前變：SHIMANO 105 5800
後變：SHIMANO 105 5800
齒盤：SHIMANO 105 5800
飛輪：SHIMANO 105 5800
夾器：COLNAGO X-BRAKE 3
鏈條：SHIMANO HG601
輪組：SHIMANO RS010
把手：DEDA RHM 01
立管：DEDA ZERO
座墊：SELLE ITALIA QBIK
建議售價：NT$ 59,800 (成車不含踏板)
(實際規格以實車為主)

顏色：CRBB 黑     尺寸：42S/45S/48S/50S/52S/54S

顏色：CRRW紅/白     尺寸：42S/45S/48S/50S

顏色：CRIT 白/紅     尺寸：42S/45S/48S/50S

顏色：CRUW 黑/白     尺寸：45S/48S/50S/52S

到貨通知  COLNAGO 2017年度量產車 C-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