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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 ROAD PERFORMANCE
服飾系列代言人：王胤之

EVOLVE車衣/車褲/手套
RP9車鞋
AEROLITE太陽眼鏡



DURA-ACE
高階公路車油壓碟煞產品介紹

ST-R9120
油壓碟煞 DUAL CONTROL LEVER (2x11 速)

快速且直覺式的後變速操控
 舒適的握感與操控
在任何騎乘環境下都保有一致的煞車性能
 » 煞車操控簡單的油壓式煞車
重量: 505 g (ST-R9120，一對)

ST-R9120

ST-R9170

BR-R9170
油壓碟煞卡鉗

SM-RT900
CENTER LOCK 碟盤

BR-R9170 BR-R9170
提高競賽騎乘的操控性與可靠性
» 輕量化
» 提升散熱性能
ICE TECHNOLOGIES FREEZA
簡單的安裝和保養
» 輪組更換簡便
來令片跟碟盤較大的間隙，來令片有導角設計
» 簡易且乾淨的注油過程
ONE WAY BLEEDING
強大的整合型煞車性能
» 整合式低斷面卡鉗設計
FLAT MOUNT 系統
碟盤尺寸: 140、160mm (SM-RT900)
重量: 256 g (BR-R9170，一對) ; 
            118 g (SM-RT900，160 mm) /  100 g (SM-RT900，140 mm)

WH-R9170-C40
具備專業賽事所需的可靠性與性能

最佳多功能輪組
空氣力學與低風阻的最佳平衡
反應迅速的加速性能
提升傳動剛性
» OPTBAL 輻條系統
兼顧剛性與輕量化
» 公路車 E-THRU 12 mm
» 超輕量全碳纖維輪圈
碟煞煞車系統
» CENTER LOCK

SM-RT900

WH-R9170-C40-TL
碳纖維無內胎式輪組(E-THRU)

WH-R9170-C40-TU
碳纖維管胎式輪組(E-THRU)

ST-R9170
油壓碟煞 DUAL CONTROL LEVER (2x11 速)

競賽騎乘時良好的操控性和值得信賴
 » 達到最佳平衡的競賽用油壓式煞車系統
 » 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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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360 g (ST-R9170，一對)



ULTEGRA
高階公路車油壓碟煞產品介紹

ST-R8020
油壓碟煞 DUAL CONTROL LEVER (2x11 速)

提升騎乘者在所有狀況下的操控能力
  » 油壓碟煞提供更進階的操控性能
  » 握把尺寸小，更符合人體工學
  » 加大握距調整範圍
內部構造的改善，快速且直覺式的後變速操控方式
搭配重新設計的 FD-R8000，前變速操控更省力

ST-R8020
ST-R8070
油壓碟煞 DUAL CONTROL LEVER (2x11 速)

更直覺式的變速操控方式
» 變速按鈕區別更明顯，戴著厚手套也能快速、精準地變速
可配合騎乘者的風格客製化功能
» 每個開關都有開啟或關閉同步變速的選擇
» 變把上端的按鈕可以連結第三方自行車碼錶及變速設定
提升騎乘者在所有狀況下的操控能力
» 煞車性能更好，提升所有狀況下的操控性
» 增加握距調整範圍，改良自由行程調整器
重量: 180 g 

ST-R8070 ST-R8070

BR-R8070
油壓碟煞卡鉗

提升在所有狀況下的操控能力
融入適用公路車空氣力學設計
» 整合式低斷面卡鉗設計
» Flat Mount 油壓碟煞款式

BR-R8070

SM-RT800
CENTER LOCK 碟盤

散熱效果優於現行公路車碟煞系統
» 全新構造提供比現行 ICE TECHNOLOGIES FREEZA 更優異的散熱降溫性能
重量: 128 g (160 mm) / 108 g (140 mm)

SM-RT800

WH-RS770
加速性能概念的無內胎式輪組

高效率加速性能
» 高傳動剛性
   OPTBAL
輕量化且耐用
» 碳纖維疊層輪圈
» 公路車無內胎式輪胎
穩定
» 提高剛性
     公路車 E-THRU 軸心
保養與安裝簡單
» 處理與操作容易
      CENTER LOCK 碟盤鎖固系統

WH-RS770 WH-RS770



EVOLVE 系列車衣/車褲

EVERY RIDER. 
EVERY RIDE.  
EVERY DAY.

針對那些尋求挑戰性，
並追求騎得更遠更快
的騎乘者。

[ 車衣 ]
EVOLVE短袖車衣

[ 手套 ]
EVOLVE手套

[ 太陽眼鏡 ]
SPARK太陽眼鏡

[ 車鞋 ]
RP901

公路車鞋

[ 車褲 ]
EVOLVE吊帶車褲



2018 SHIMANO ROAD PERFORMANCE系列代言人【王胤之】

SHIMANO EVOLVE車衣褲、RP9車鞋，為提升公路車
性能型系列到達一個全新的境界，針對尋求挑戰性，
並追求騎得更遠、更快的騎乘者。這是提供給所有騎
乘者們極致舒適、優雅風格的好選擇!

今天就穿著SHIMANO最新人身部品，踏著輕鬆步伐
出門追風去!望著好山好水，心情輕鬆愜意不已的關鍵
為，車衣穿起來好舒適清爽啊!在如此酷熱的環境下，
依然可以讓騎乘者保持涼快。覺得EVOLVE車衣的布
料真的非常的輕薄貼身，非常服貼、柔軟舒適，尤其
容易出汗的地方，如：背部、腋下、領口下緣都特別
做切口的設計，有散熱微循環通風孔，如果騎乘時討
厭悶熱感，這樣的設計，的確格外的重要，能夠幫助
散熱通風。

首先來到了深具設計感，北橫三橋之一的羅浮橋!其為北橫公路沿著大漢溪溪谷而建，羅浮橋、復興
橋及巴陵橋，並列北橫三橋。紅色的羅浮橋與粉紅色的復興橋，高低交錯的兩條橋，是北橫的著名
特色，凡經過必留下拍照，是腳踏車愛好者不可錯過的好路線。騎到這邊也已經連續踩踏了好幾個
小時了，不禁發現腳下這雙SHIMANO RP9高階公路車性能型車鞋，今天穿上新款RP9騎乘後，當
下真的非常欽佩日本人在舒適度上著墨。踩踏時可以明顯感受到RP9包覆感與鞋底Q度，其具備軟硬
適中的鞋底，碳纖維的複合材質，在踩踏時也能有效的傳輸動力，隨著踩踏時間的增加腳掌也不會麻!
在舒適感上給A+++，讓我在路上越踩越快，心中有種說不出的爽快！

未來會繼續以最健康、最環保的方式踩踏雙輪
來認識台灣這塊土地，騎單車的速度快慢由自
己決定，更能夠讓我用心體會生活。

SHIMANO也會一直陪伴著我前進。

EVERY RIDE
EVERY RIDER
EVERY DAY

SHIMANO YOU WEAR !

新聞訊息
王胤之_旅遊分享



太陽眼鏡之
致勝優勢
在車隊比賽中，主車群位置對於太陽眼鏡的要求，遠超出
「日常」的騎乘活動條件。整個2016年賽季，LottoNL-
Jumbo車手與SHIMANO開發團隊一同深入評估並將太陽
眼鏡進行升級。我們的太陽眼鏡系列展示了此合作的成果。

更大的鏡片以增加覆蓋保護，較暗的透鏡色調提供更好的亮
光條件，並提升了抗刮性能 - 再加上SHIMANO全球聞名的
─世界級的光學技術和自行車騎乘活動。

SHIMANO太陽眼鏡，讓您發現從未注意到的細節。



產品介紹、新品到貨
SHIMANO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特殊設計
太陽眼鏡是自行車騎乘的重要配件。在設計太陽眼鏡時，我們只專注在
自行車騎乘時需要的一切元素。因此，根據不同用途，SHIMANO打造
出適合公路、山路、林道、城市及其他各種騎乘需求的太陽眼鏡。

輕量化，堅固耐用，
GRILLAMID TR90 材質

可
調
式
鏡
腳

可翻轉式鼻墊
防水塗層科技同時避免鏡片沾上灰塵、油污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聚碳酸酯 
(POLYCARBONATE) 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更大的一片式鏡片提供最完
整的保護及最寬廣的視野

可調整式鏡腳

您最不希望遇到的狀況就是
鏡腳太高、太低、太鬆或太
緊。有了可自行調整的鏡
腳，就能讓您舒適騎乘。

無軸心或插銷設計，
方便更換，SHIMANO
可更換式鏡片設計讓
你微調視野。適用於
S71R、S61R、EQUIN
OX、SPARK、AEROL
ITE、SOLSTICE和
S71X型號。

可更換式鏡片

每個人的鼻型都不同，
有寬、有窄、有挺、有
扁、有尖。不論哪種鼻
型，可調式鼻墊都能達
到最佳貼合度。

可調式鼻墊

可適用前後厚度不同的翻轉
式鼻墊。隨附一個XL尺寸的
可翻轉式鼻墊─CUSTOM-
FIT。

可翻轉式鼻墊

內掛式近視用鏡架
您的驗光師可透過我們的內掛式近視用鏡架，客製化您的太陽眼鏡。
適用型號：SHIMANO S71X、EQUINOX、SOLSTICE、和S51X。



產品介紹、新品到貨
SHIMANO太陽眼鏡

鏡架：霧面黑
鏡片：灰紅色偏光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競賽風格設計搭配寬廣視野的保護性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舒適的可調式大型鼻墊設計
•適用於RX內掛式近視用鏡架

具備職業級性能的自行車太陽眼鏡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特可更換式鏡片設計

 鏡片

EQUINOX

參考體重：
26.3 g

與其他高階自行車太陽眼鏡相同的品質，且保持輕量化。SOLSTICE
 •與LottoNL-Jumbo 車隊共同研發的一片式鏡片
•快速、輕量化與更寬廣的視野
•正反弧度不同的可翻轉式鼻墊設計，只要簡單調整即能完美貼合
•CNC 製模達到最佳的精密度、對稱性與高品質
•雙射出模具，無毒 TPE 防滑鏡腳

鏡架

•一片式鏡片設計，提供最完善的保護及最寬廣的視野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參考體重：
25.5 g

 鏡片

鏡架：霧面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淺藍色
鏡片：藍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競賽風格設計搭配寬廣視野的保護性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舒適的可調式大型鼻墊設計
•適用於RX內掛式近視用鏡架

視野寬廣的一片式鏡片設計，提供極佳保護及全功能騎乘性能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特可更換式鏡片設計

 鏡片

SPARK

參考體重：
30.2 g

與LOTTONL-JUMBO 車隊共同研發的無框設計，競速愛好者的最佳選
擇。AEROLITE

 •極簡風格鏡架設計，專注於輕量化、最佳貼合度及寬廣視野
•高品質 SHIMANO 雙塗層鏡片，提供耐磨抗刮性能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amid TR-90 材質
•CNC 製模達到最佳的精密度、對稱性與高品質
•可調整式鏡腳設計

鏡架

參考體重：
28.3 g

鏡架：霧面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艷黃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霧面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金屬白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可更換式鏡片設計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特可更換式鏡片設計

 鏡片

鏡架：紅色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金屬白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鏡架：光澤藍
鏡片：藍色煙燻鍍膜鏡片
備片：透明鏡片



產品介紹、新品到貨
SHIMANO太陽眼鏡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競賽風格設計搭配寬廣視野的保護性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流行時尚的太陽眼鏡，不論騎乘、步行，或是豔陽下從事任何活動皆合適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鏡片

 PULSAR

參考體重：
27.6 g

SQUARE 現代風格設計與高性能特色，適合休閒騎乘或日常生活配戴

參考體重：
27.7g

鏡架：午夜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鏡架：透明灰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經典的飛行員款式，適合城市漫遊或日常休閒配戴METEOR

參考體重：
26.2 g

經典的休閒風格，適合全天候配戴TOKYO

參考體重：
30.3 g

鏡架：淺琥珀
鏡片：橘色煙燻鏡面鏡片

鏡架：霧面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鏡架：橘色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鏡片

鏡架：漸層夕陽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鏡片

鏡架：漸層翡翠
鏡片：橘色煙燻鏡面鏡片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CNC 製模達到最佳的精密度、對稱性與高品質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鏡片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競賽風格設計搭配寬廣視野的保護性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鏡片

 •輕量化、堅固耐用的 Grillamid TR90 材質
•競賽風格設計搭配寬廣視野的保護性
•雙射出模具，無毒TPE鏡腳

鏡架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400
•防水塗層，增加防潑水性能，讓鏡片保持乾淨
•特殊鏡片防刮處理

 鏡片





PRO 
三鐵系列產品介紹

『鐵』定會贏
三鐵賽事陸續開跑了。你~ 準備好了嗎??
用最PRO的產品 來幫你達到最棒的成績

三鐵專用水壺 
特色：
三鐵專用配件 
固定於休息把上使用 
容量750ml 
重量:45g
建議售價:$1,400

AEROFULE TRI三鐵座墊水壺架
特色：
空氣力學設計輕量化鋁合金材質
可調式安裝角度水平或20度 
重量 :92克
建議售價:$860

AEROFUEL 三鐵專用車袋(大)
特色：
三鐵專用配件 
方便拿取袋口設計 
側身袋防水拉鍊 
建議售價:$1,300

AEROFUEL三鐵座墊 不鏽鋼弓/碳纖弓
特色：
座墊基座使用水平強化支架及底座碳纖維補強結構
座弓增加2.5向前鎖固的幅度
超輕巧EVA填充墊外型
PU防滑浮凸材質以降低摩擦力及增加騎乘時的穩定性
鼻翼端加寬設計；鼻翼高度降低4mm
重量: 175克(碳纖弓)、200克(不鏽鋼弓)
建議售價:$3,900/$5,800

三鐵號碼牌固定帶
特色：
耐用固定帶 
舒適服貼、調整範圍大
輕量扣環
內側防滑矽膠材質
建議售價:$460

三鐵晶片固定帶
特色：
舒適貼合的觸感 
魔鬼氈黏合設計 
輕量體驗的快感 
重量僅有10 克
建議售價:$230

三鐵延伸把水壺固定座
特色：
鋁合金材質
魔鬼氈固定、好拆裝
固定帶可調整長度以符合延伸
把的寬度邊騎邊補水無須拿取
水壺,方便飲水
重量:100g
建議售價:$1,050





技術 特色

VICTOR   designed to be FAST

N E W

建議售價：NT$ 11,300

調節系統   Turnfit Plus System ATS+®

結構    一體成型(In-mold)

重量   410 g (S)

尺寸   M-L (頭圍: 55-61cm)

透氣孔   3 孔 

低風阻設計表現

大面可視鏡片

短尾翼設計增加頭部舒適性

獨特潮流設計

LAZER 
新品到貨通知



消光黑 (M-L)紅色 (M-L)白色 (M-L)   

橘色 (M-L)

LAZER 
新品到貨通知



天生贏家再起!
在Dogma F10推出的第一年，隨即獲得春季古典賽(Milano San Remo)、白路賽(Strade Bianche)、環法自行賽、環西自行賽、聖賽巴斯提安
單日經典賽（Clasica de San Sebastian）等多場UCI主要賽事的勝利來證明其實力。這也是Pinarello Dogma 最傑出的一年賽季成績。
而Dogma F10 除了在賽事上取得了多項勝利，也是迄今為止銷售最成功的Dogma系列車款。
這些榮耀歸功於Pinarello 實驗室及長久合作夥伴的努力成果：工業設計師，空氣力學專家、碳纖工業工程師；以及參與完整產品開發的
Team Sky車隊。

全新Dogma時尚：漸層色彩
目前嶄新推出七款漸層塗裝：Ametista (藍白漸層), Fluorite (螢石綠), Vulcano (熔岩灰), Diamond (曜石灰), Diamond Blue (曜石藍) ,
 Ambra(琥珀黃)及BoB (極致黑)。加上今年一月初推出的SKY車隊版2018，以及2017年的延續款顏色： Black Lava(火山黑), 
Sideral White (流星白), 及Red Magma(岩漿紅)，2018 Dogma F10 新塗裝已全面啟動。

MYWAY: 一款Dogma，無盡的可能。
MYWAY 自選色是為了追求獨一無二及渴望自我風格的消費者需求而開發。每一個細節都能客製化，從車架顏色到車架貼紙，甚至是配
件，例如：MOST設計的座墊、立管或車把帶。
Pinarello 提供了專屬的設計專區： http://www.pinarello.com/en/myway  

專屬於你：13種尺寸，感受不變。

-

每一個騎乘者都是獨特的，隨著自行車fitting發展迅速讓每一個消費者都能了解自己的理想自行車尺寸。從42到62共13種尺寸，
Dogma F10提供實際的測量範圍。此外，在Pinarello，車架尺寸並非僅有比例的縮放，而是針對騎乘者的身形比例與各尺寸車架施力互
動來進行更細節的調整。 

當我們去年發表F10的時候，我們相信我們已創造出一款特殊車架。而賽事上的勝利及銷售的成功驗證了這個想法。但Pinarello不會就此止步，
不論是在產品的開發或是風格的建立上，我們始終堅持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新的漸層效果塗裝就是此思維的展現：即使當你覺得這件事情已經完
美且優秀了，但它仍然還能變得更好。 Fausto Pinarello

全新賽季，全新塗裝，Pinarello最令人
驚豔的漸層色塗裝



PINARELLO 
DOGMA F10

Asymmetric frame
Torayca® T1100 1K DreamCarbon
Fork ONDA F10 with ForkFlap™
1” 1/8 - 1” 1/2
Think2 System with  E-Link™
Seatclamp TwinForce
ICR™ - Internal cable routing

Italian thread BB
SOE™ System
3XAir™ two positions available for the second bottle
Removable front derailleur hanger
UCI® approved 
Weight: frame (size 53) 820gr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Fluorite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Vulcano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Black on Black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Ambra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Diamond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Ametista



The of glory.
全新 DOGMA F10 Diamond Blue



Forerunner® 935 全方位鐵人運動錶
打敗明天的自己



產品介紹

重點特色：

創新 感測器

New

New

New
、 、 、

 9  

Forerunner ®935



Garmin Connect™ Mobile 應用程式

跑步 我的一天步數 行事曆 活動解析個人勳章

16

16

GM-010-01746-10

GM-010-01746-11



Forerunner® 645 Music，進階版 GPS 跑錶，
出發!只帶旋律，極致你的跑步體驗。



WW

跑步動態 SIC

  

新品快報
Forerunner® 645/645 Music GPS 音樂跑錶

 

獨立音樂播放

Garmin Pay™  感應支付

跑步動態

訓練狀態

動態即時訊息

CONNECT IQ

24 小時心率監測  

GPS+GLONASS

NEW    一卡通小額支付

內建多種運動模式

個人化訓練

Garmin Connect™ 
運動社群

高續航力

FORERUNNER 645 特點:

GA IN PA CONNECT IQ 
APPS

重點特色：

NEW

NEW



規格比較表： Forerunner® 
645/645 Music

Forerunner 935 Forerunner 735XT Forerunner 235

    
O • • • •

i i • •
+  • • • •

• • • •
nn c   a s • • • •

• • • •
式 • •

M  • (Music On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
手 音 • • • •

• • • •
手  式 • •

• • • •
訓練 • • • •

訓練 • • • •

• • •

• • •

• • • •

訓練 • • • •

訓練 • •

訓練 • •

訓練 • •

O2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 an  i2 • •

• • •

aria isi n  • • •

aria  • • •

aria • • •

M ri M un  • • •
訓練模式: 14 hrs 
訓練 + 音樂: 5 hrs 
手錶模式: 7 days

訓練模式: 24 hrs 
手錶模式: 2 週

訓練模式: 14 hrs
手錶模式:11天

訓練模式: 11 hrs 
手錶模式: 9 天



Forerunner® 645

Description: Part Number: 建議售價:

黑 NTD 12,990

標準配備: Forerunner 645, USB傳輸線, 中文操作手冊

灰 GM-010-01863-51 NTD 12,990

標準配備: Forerunner 645, USB傳輸線, 中文操作手冊

黑 GM-010-01863-C0 NTD 13,990

標準配備: Forerunner 645 Music, USB傳輸線, 中文操作手冊

櫻桃紅 GM-010-01863-C1 NTD 13,990

標準配備: Forerunner 645 Music, USB傳輸線, 中文操作手冊

產品標準配備

GM-010-01863-50

搭配可替換式錶帶，盡情展現您的個人風格。

Quick e ease
錶帶

$1 050 

Quick e ease
錶帶

Quick e ease
錶帶

Quick e ease
錶帶

Quick e ease
天 錶帶

Quick e ease
錶帶

Quick e ease
錶帶

Quick e ease
錶帶

錶

料號: GM-010-11251-1D 料號: GM-010-11251-1E  料號: GM-010-11251-1F 料號: GM-010-12561-20 料號: GM-010-12561-21 料號: GM-010-12561-22 料號: GM-010-12561-23 料號: GM-010-12561-24



TRI



在三鐵賽中，為追求有效降低風阻，騎乘
姿勢受到三鐵車的限制，與座墊接觸面積相對較少。

Mistica座墊系列特殊的短鼻頭結構、紓壓渠道、防滑表面
設計及座弓加長，提供長途騎乘下的絕佳舒適性，並有助
於維持低風阻的騎乘姿勢

MADE
FOR TRI

135 mm
Mistica Regular 
碳纖弓

140 mm
Mistica Large
K:ium 弓

135 mm
Mistica Regular 
K:ium 弓

140 mm
Mistica Large 
碳纖弓

 



三鐵座墊介紹

Mistica Carbon+ 延伸固定座

Mistica K:ium+ 延伸固定座

料號 顏色 座弓 表層 特色 重量

FZ-70B6SWSA09H20 Black/White Carbon Braided 7x9 Carbon Reinforced Nylon Nose less 205 g

FZ-70B7SWSA09H21 Black/Anthracite Carbon Braided 7x9 Carbon Reinforced Nylon Nose less 215 g

FZ-70B6SWSA19H19 Black/Black k:ium Carbon Reinforced Nylon 短鼻翼設計 235 g

FZ-70B7SWSA19H19 Black/Black k:ium Carbon Reinforced Nylon 短鼻翼設計 245 g

Regular | width 134 mm | width nose 55 mm

Large | width 139 mm | width nose 65 mm

Regular | width 134 mm | width nose 55 mm

Large | width 139 mm | width nose 65 mm

Regular

Regular

Large

Large

料號 顏色 座弓 表層 特色 重量



藉由座墊上的可視化窗口
體驗Selle Royal 獨家特殊
矽膠 Royalgel™。LookIN 3D

採用 Royal Vacuum Light 
貼合技術，使坐墊更加防水抗磨



窗口總能揭露新世界，
而LookIN 的可視化窗口邀請你探索它的內部奧秘

有些產品總能持續地打動你，那是因為它們是設計師，工程師及製造商有效團隊合作的成果。
每個人都在追求將輕盈、舒適、耐用性和設計感完美結合在一起。

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誕生了 LookIN 系列，並不斷地將其演變發展。象徵了工藝技術及舒適性整合
最佳化，為最廣為人知的Selle Royal 座墊。 

LookIN 座墊系列最明顯的特徵便是可視化的“窗口”設計，透過此窗口可以看到LookIN 最重要的
主角: RoyalgelTM，一種特殊的填充物，可以降低40%坐骨及會陰部位的壓力，提供最大的舒適度。
對於每天騎自行車的人來說，這是必須的。

在這款坐墊系列中，採用獨特的3D Skingel 矽膠填充技術，根據騎乘者自身的人體骨骼特徵所需，以
適當的減輕座墊重量。

產品介紹
LookIN 座墊系列



Selle Royal 在LookIN 的新系列中添加了 SuperFabric®，被添加在座墊側邊的堅韌材質，防擦刮
，耐磨損，防水耐髒，非常適合長期使用。

座墊底座使用Flexite System 設計，具有易彎曲及柔軟材質，提供了良好的避震效果及壓力釋放，
確保中長距離騎乘的最佳舒適度。

在Relaxed座墊中，當騎乘姿勢為90°位置時，Cupsprings 系統藉由中後端的杯型彈簧提供了有效
的避震效果。

產品介紹
LookIN 座墊系列



LOOKIN 3D  男女共用

料號： SR-52A5UR0A091N2
尺寸：長 267mm / 寬150mm /重 353克 

LOOKIN 3D 男女共用

料號： SR-52A5UR0A091N2
尺寸：長 267mm / 寬150mm /重 353克 

LOOKIN 3D  男用

料號：SR-52A6HR0A091N2
尺寸：長 280mm / 寬180mm /重 440克 

LOOKIN 3D  女用

料號： SR-52A6HR0A091N2
尺寸：長 269mm / 寬198mm /重 427克

運動型

舒適型

休閒型



LOOKIN BASIC  男女共用

SR - A229UR1A08096
尺寸：長 283mm / 寬156mm /重 440克

 

運動型

舒適型

休閒型

LOOKIN BASIC 男女共用

SR - A231UR1A08096
尺寸：長 257mm / 寬212mm /重 650克 

LOOKIN BASIC

SR - A230DR1A08096
尺寸：長 258mm / 寬187mm /重 560克 

LOOKIN BASIC

SR - A230HR1A08096
尺寸：長 276mm / 寬162mm /重 540克 

 男用

 女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