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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公路車碟煞輪組大集合

SHIMANO公路車碟煞輪組大集合

WH-R9170-C60-TU 
碳纖維管胎式輪組(E-THRU)
專業競賽性能，足以應付各種天候狀況

適合性能導向的三鐵賽和公路賽選手
維持低風阻與空氣動力學的平衡
D2輪圈設計帶來空氣動力性能
OPTBAL輻條系統提升傳動剛性
公路車E-THRU 12mm、超輕量全碳纖維輪圈，
兼顧性能與輕量化
碟煞煞車系統，CENTER LOCK鎖固系統
框高：前/後：60mm

WH-R9170-C40
碳纖維管胎式輪組(E-THRU)
碳纖維無內胎式輪組(E-THRU)
具備專業賽事所需的可靠性與性能

最佳多功能輪組
維持低風阻與空氣動力學的平衡
反應迅速的加速性能
OPTBAL輻條系統提升傳動剛性
公路車E-THRU 12mm、碳纖維輪圈，
兼顧剛性與輕量化
碟煞煞車系統，CENTER LOCK鎖固系統
框高：37mm(管胎式、無內胎式)

WH-RS770-TL
加速性能概念的無內胎式輪組(碟煞專用)

OPTBAL輻條系統的高傳動剛性，達到高效率
加速性能
碳纖維疊層輪圈、公路車無內胎式，輕量化且耐用
公路車E-THRU軸心，提高剛性與穩定性
CENTER LOCK碟盤鎖固系統，處理與操作容易
，保養與安裝簡單
框高：28mm

WH-RS370-TL
公路車碟煞專用無內胎式輪組

適用於各種不同路面：無內胎式設計、相容於
不同尺寸外胎(28C-38C)
提供絕佳穩定性：有效運用碟煞科技-中心鎖入
式設計、相容於最小至140mm碟盤、
前後12mm E-THRU心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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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SHIMANO Point 維修站 全 台 經 銷 商

全 台 經 銷 商SHIMANO Service Center 維修服務展示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21號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221號1樓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102號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321號
台中市豐原區豐北街295號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二段127.129號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12號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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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794-0838
(02) 2627-5035
(02) 2790-1876
(02) 2749-1727
(02) 2720-0747
(02) 2782-9230
(02) 2597-4336
(02) 2556-7630
(02) 2942-8329
(02) 8226-6719
(02) 2253-1796
(02) 2675-1301
(02) 2921-0261
(02) 2923-6808
(02) 8601-1750
(03) 331-1156
(03) 358-6896
(03) 658-2881
(03) 551-2907

(037) 268-009
(04) 2426-9733
(04) 2291-8426
(04) 2213-5797
(04) 2227-9508
(04) 2461-8987
(04) 2708-9905
(04) 2471-1387
(04) 2568-2080
(04) 2271-0620
(04) 2533-9498
(04) 832-3436
(04) 711-4188

(05) 225-0530
(06) 290-3636
(06) 245-6369
(07) 342-9407
(07) 384-9157
(07) 394-3886
(07) 821-5201
(07) 536-7937
(08) 732-1652

(039) 54-0152
(038) 52-5717
(038) 32-3361
(038) 46-6928
(089) 36-0973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51-2號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91巷16號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00號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0號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25號1樓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289之2號1樓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91號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32號1樓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531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32號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44號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161號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101巷6號1樓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24號1樓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186號1樓
桃園市春日路102號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126號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239號1樓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305-15號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512號1樓
台中市北屯區庄美街167號
台中市北屯區陳平一街76巷10號
台中市東區旱溪東路一段475號1樓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47號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30號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163號1樓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390號1樓
台中市大雅區前村路22號1樓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453號
台中市潭子區崇德路五段1號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537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72號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145號1樓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12號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2段68號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1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830 號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0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三路8號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47號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68號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02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91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13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50號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263號

以上資料如有修改或更正將不另行通知，以本公司網站公佈為主。
若有任何疑問及欲加入SSC/OSP經銷商，請洽三司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車部門

OSP/SSC網站



新品介紹、到貨通知  SHIMANO手套

手套是連結騎乘者與自行車的關鍵要素。SHIMANO應用與煞車控制系統
相同的工程學理念來設計及製作我們的手套。透過這樣的獨特視角，確保
我們將正確的3D人體工學設計及正確的材質與襯墊相互結合，為身處於不
同騎乘環境下的騎乘者創造出最合適的手套。

手套 
襯墊3MM

 手套
襯墊2MM + 4MM襯墊4MM

手套
襯墊4MM

手套
襯墊5MM + 8MM

手
感

吸
震

競賽型舒適型

 手套
襯墊3MM

手套
襯墊2MM

手套
無襯墊

直接感受
每一款手套的設計製作都是以滿足不同騎乘方式的特殊需求
為出發點。目標：將騎乘者與自行車之間的差異縮到最小，
創造更自然的騎乘體驗。

手掌結構
滿足不同的騎乘方式的需求，打造
專屬的手掌襯墊厚度及材質。

無縫設計
煞車握把處採用無縫設計，讓您的雙手更貼近把手，提供
更舒適自然的操控手感。

自行車操控性
我們拓展了FLEXION FREE (腕關節自由彎取)的概念，為廣泛的騎
乘者提升自行車操控性。全新的 FLEXION FREE 舒適系統提供與 
FLEXION FREE 競賽系統相同的穩定系統和加寬腕部開口設計，添
加靈活度與腕部活動空間，適合時間較長、較休閒的騎乘活動。

FLEXION FREE V開口
加寬的「V」形開口設計，讓腕部活動更自如，同時讓穿脫更方
便。

FLEXION FREE 舒適系列
天然皮革與壓縮結構，服貼度極佳。

包覆式設計
提供穩固的包覆式黏合
設計，提升手掌的整體服
貼度。

易穿脫設計
Classic手套及Original手套皆具備全新
改良的易穿脫設計，穿脫手套更方便。

FLEXION 
FREE



EVOLVE 手套  新

採用FLEXION FREE設計搭配柔軟材質及吸震凝膠軟墊，
兼具長途騎乘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特色
• 凝膠型吸震軟墊，吸收震動及衝擊
• FLEXION FREE結合人體工學設計，提升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 掌心三角形設計，抓握輕鬆不費力
• 手背反光設計 
• UV 防護

材質
• 手掌：60% 聚醯胺纖維，40% 彈性纖維
• 手背：68% 聚醯胺纖維，32% 彈性纖維
• 絨面：100% 聚酯纖維
• 其他：84% 聚酯纖維，16% 彈性纖維

尺寸
• S-XXL

ESCAPE 手套  新

採用FLEXION FREE設計與人體工學設計，網布材質提供極
佳透氣，實現最佳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特色
• FLEXION FREE結合人體工學設計，提升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 網布材質搭配合成皮革，舒適透氣且耐用性佳
• 掌心三角形設計，抓握輕鬆不費力
• 採用透氣舒適的網布材質
• 特別加上下半部 4 mm /上半部 2 mm 的PORON® XRD™ 軟墊
• UV 防護

材質
• 手掌：57% 聚酯纖維，29% 聚醯胺纖維，14% 彈性纖維
• 手背：76% 聚酯纖維，14% 聚醯胺纖維，10% 彈性纖維

尺寸
• S-XXL

ADVANCED 手套
採用FLEXION FREE設計結合極佳材質提供極佳抓
握力，實現最佳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特色
• 柔軟的合成皮革手掌設計，提供極佳服貼度 
• FLEXION FREE結合人體工學設計，提升舒適度及自行車操控性 
• 外加壓縮結構
• 科技軟墊設計 
• 2mm PORON®XRD™ 吸震墊
• 拇指區塊採用柔軟、輕薄的拭汗表布
• UV 防護

材質
• 手掌：75% 聚酯纖維，25% 彈性纖維
• 手背：83% 聚酯纖維，17% 彈性纖維
• 絨面：70% 棉，30% 聚酯纖維
• 其他：84% 聚酯纖維，16% 彈性纖維
• 網布：80% 聚醯胺纖維，20% 彈性纖維

尺寸
• S-XXL
• WS-WXL

紅色

背部

藍色黑色

新 螢光萊姆黃

背部

白色 黑色黑色

海軍藍

背部

新品介紹、到貨通知  SHIMANO手套

CLASSIC 手套  新

經典的手套款式，採用人體工學設計和合成皮革手掌材質
提供舒適性和抓握度

6% 棉

特色
• 人體工學掌心設計，舒適的自行車操控連結介面。
• 手背反光設計 
• 3 mm EVA 吸震墊
• 魔鬼粘黏扣帶
• 掌心採用高質感合成皮革加上彈性布料 
• 拇指區塊採用柔軟、輕薄的拭汗表布

材質
• 手掌：89% 聚酯纖維，9% 聚醯胺纖維，2% 彈性纖維
• 手背：64% 聚醯胺纖維，15% 聚酯纖維，15% 彈性纖維，

尺寸
• S-XXL
• WS-WXL

ORIGINAL 手套  新

穩固抓握材質與EVA吸震軟墊，提供極佳舒適性、吸震性及
自行車操控性

特色
• 下半部 4 mm EVA 吸震墊搭配上半部 1 mm EVA 吸震墊，提升抓握力
• 耐用的合成皮革掌心提供極佳的抓握力
• 全新軟墊造型，提供舒適度與操控性
• 全新易穿脫設計
• 魔鬼氈繫帶開口設計 
• 拇指區塊採用柔軟、輕薄的拭汗表布

材質
• 手掌：65% 彈性纖維，35% 聚醯胺纖維
• 手背：71% 聚醯胺纖維，18% 彈性纖維，8% 聚酯纖維，3% 棉

尺寸
• S-XXL
• WS-WXL

深綠色

背部

黑色 深青色

深海軍藍

背部

黑色

VALUE 手套 新

經濟實惠的入門級手套，加厚掌心軟墊，提供穩固舒適的
手感。

特色
• 3 mm EVA 吸震墊
• 大開口設計，便於穿脫
• 拇指區塊採用柔軟、輕薄的拭汗表布
• UV 防護

材質
• 手掌：51% 聚醯胺纖維，49% 彈性纖維
• 手背：37% 聚酯纖維，37% 聚醯胺纖維，15% 棉，11% 彈性纖維

尺寸
• S-XXL
• WS-WXL

紅色 白色藍色

黑色

背部



PRO VIBE AERO 碼表座

料號資訊
PRAC0136  VIBE AERO 碼表座  黑色/一般版
PRAC0137  VIBE AERO 碼表座  黑色/加長版

產品介紹
PRO Vibe Aero 碼表座,  K-EDGE 生產
精準地針對PRO VIBE 空力把及立管設計，如同職業車隊於賽事中使用。

• CNC 6061-T6鋁合金，表面一體成形聚合灌注設計
• 一般碼表座(L)適用:GARMIN 820、520、25
• 加長碼表座(XL)適用:GARMIN 1030、1000、820、520、25
• 專為PRO VIBE 空力把/立管設計
• 可兼容於PRO 車把手及立管
• 重量: 30g
• 非複合碼表安裝座(不適用攝影機及頭燈)，以維持輕量化的設計
• 顏色: 黑色
• 製造地:美國
• 保固條款針對製造材質及供應商端，使用方式及撞擊後損傷並不包含在內。

建議售價:NTD 1,900

一般版碼表座將於六月下旬到貨，加長版碼表座則於七月到貨
更多詳情請洽各經銷店家

此款碼表座特別針對VIBE AERO 空力把及立管開發，同時也能適用於其他PRO把手，也是市面
上唯一一款能搭配VIBE空力把的碼表座。
與K-EDGE一同合作開發，為了追求更完美的結合做了些許的調整，有別於與一般的K-Edge 碼
表座。
有兩款規格可供選擇，一般版及含有加長延伸柄，以容納多數的市面上的自行車碼表。
安裝座搭配的是針對GARMIN碼表安裝座，若消費者使用其他廠牌，可以透過K-Edge 經銷商購
買其他標準安裝座。

(一體成形聚合灌注設計於發生撞擊事件時表面脫落，以確保發生撞擊時您珍貴的碼表不會損換，更換固定座並未包含於保固範圍內。)

新品快遞-PRO 加長型碼表座



用完美的空力學表現及透氣舒適
性能來戰勝賽事

更多LAZER產品表現請關注全球
最大自行車盛事-環法自行車賽。



技術 特色

O2 流線型經典款安全帽

N E W

建議售價：NT$ 1,700

調節系統  Rollsys System

結構   一體成型(In-mold)

重量  267g (S)

尺寸   M-L  XL

透氣孔  24 vents

RS  ® 單指輪轉操控，微調尺寸

有 XL 可選擇

有尾燈可選配

Lazer 安全帽介紹  O2



珍珠白 (M-L)消光黑 (XL、M-L)黑紅漸層( M-L)  

AVAILABLE ACCESSORIES FYI

Rollsys-LED 

這款安全帽是用生存的必要條件的物質
來命名 -氧氣 (O2)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騎乘時所需求安全帽也有幾款必要條件:
完美貼合，良好透氣孔，及絕佳的外型。

Lazer 安全帽介紹  O2



PINARELLO BOLIDE TT

BOLIDE TT的車架設計主要承襲自BOLIDE而來，不僅更加減少因空氣所造成的風阻同時也大大降
低車架的重量，相較於上代BOLIDE，最新的BOLIDE TT的重量降低約350克以上。
PINARELLO BOLIDE TT的每個設計、每個零件都擁有許多獨特的特質與功能：空氣力學、輕量化
、穩定性及美學等，這都讓BOLIDE TT成為最獨特且絕對無法被模仿的車型。

NT$410,000

PINARELLO  DOGMA F10

延續F8在設計、空力學表現，並加以改良，在DOGMA F10推出的第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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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義大利自行賽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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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新再進化的 DOGMA，天生就擁有不凡的 DNA 設計。DOGMA F10，沿襲皇室尊榮的天生贏家。
NT$169,000(一般塗裝) /NT$194,000(加價版)

精選環法逸品
精選環法逸品



MOST Talon Aero 1k Di2錐形一體把

PRO VIBE AERO空氣力學把&  立管

LAZER Bullet空力學公路帽

為了滿足車隊的高度期望，每一個部分都經過精心設計，在空氣動
力學、重量與騎乘感受上追求完美平衡。PINARELLO實驗室經歷長
時間的研究及受到DOGMA F10的空氣力學技術啟發，
Talon Aero 1k Di2錐形一體把能與車架進行最完美的結合。FP 錐形
彎曲系統能與SHIMANO整合極佳的走線設計，iTalon一體式多功能
碼表座將會完善TEAM SKY車隊新使用的把手立管，確保了高剛性及
整合性，重量僅有42克
NT$24,600

立管使用較為低調的上蓋，狹長的正前方剖面及獨特的反向鈦螺栓鎖
固系統，較為簡潔的外型減緩了空氣渦流的干擾，以便於提高空氣力
學性能。
同時，碳纖把手材質採用了最新的Innegra™混合纖維讓車把手兼具吸
震和穩定性，可降低在騎乘時對車把手碰撞或衝擊的損傷。
PRO VIBE碳纖車把手已經成為PRO車把手系列中最輕、最能夠提升專
業表現優勢的車把手

空氣力學把NT$ 11,200、立管 NT$3,400

Fi'zi:k  Versus EVO系列座墊
新款Versus Evo系列結合Versus溝槽設計和Spine Concept Evo系統的
優勢，創造無與倫比的舒適性，進而滿足您對fi'zi:k座墊的期望。 
Versus Evo系列提供即時的舒適性，主要來自於外部包覆材質的彈性，
再加上全新的Comfort Core，為偏好渠道設計的騎乘者提升騎乘體驗。
碳纖弓: NT$7,900 :K:ium: NT$5,900

LAZER Victor安全帽
Victor有快速、敏捷的設計外觀，後方短尾設計能有效降低阻力影響，
提供良好空氣動力學效能。特殊安全帽設計，側面圓弧的造型，能完整
覆蓋住耳部，進而有效地減少風阻。Victor獨特的前罩鏡片設計，以利
提升空氣動力學，且提供完美的視覺清晰度。可調整的鏡片設計，能保
持空氣流通不悶熱。
NT$11,300

LAZER的Bullet系列，恰如一顆解藥，一顆銀子彈，一顆超速子彈。在
2017年環法自行車賽首度登場。最新Bullet系列為頂尖自行車安全帽增
加了更多選項，為競賽車手提供有空氣力學與先進技術的新選擇。
Bullet的設計非常注重細節，在不犧牲舒適感和外型之下，使每位騎乘
者感受到空氣力學設計的優勢。改變以往典型的通風設計，以表面平滑
、具時尚感及完整的通風系統取代，為車手創造更少阻力且更大效能的
騎乘感受
NT$9,200

SHIMANO S-PHYRE X太陽眼鏡
專為嚴苛的騎乘風格及競賽所設計的S-PHYRE X太陽眼鏡，具備極佳貼
合度及保護性。鍍膜偏光鏡片能減少眩光及不同物體的反射，並擁有可
翻轉式鼻墊、防滑鏡腳，更可更換下框設計，依照騎乘者風格搭配不同
的顏色。
NT$5,100

精選環法逸品







重點特色：

音樂

GARMIN PAY™ 感應式付款

TRENDLINE™人氣路徑

預載地圖

腕式Pulse Ox感測器

CLIMB PRO

GPS, GLONASS, GALILEO

GARMIN EXPLORE 應用程式

折返跑步與折返騎乘

一目了然的指引

我的周遭

資料疊加

追蹤

腕式心率

NAVIGATOR + ABC

堅固耐用只為無懼冒險

訓練數據

複合式運動/運動模式

連線功能

QuickFit®快拆錶帶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從您的腕錶即可輕鬆儲存及播放500多首音樂，只需戴上藍牙耳機（另售），即刻享受無來電干擾的聆聽體驗。

搭載Garmin Pay™感應式支付方案，方便您不帶錢包也能輕鬆購物付款。

Garmin Connect™記錄數十億英里戶外數據，有助於您搜尋及選擇最佳路線及路徑。

fēnix 5 Plus系列腕錶預載地圖，地圖數據經過優化處理，利於清楚了解導航及位置追蹤。

提供血氧濃度檢測提醒，特別有助益於當您爬升到更高海拔時。（僅限fēnix5X Plus）

上升功能特點可顯示目前和即將攀升的即時資訊。

相對於挑戰性更高的環境下，多衛星系統的追蹤能力優於單一GPS。

即使無Wi-Fi ®或行動網路，仍可以離線連結的方式充份使用戶外導航、行程規劃、地圖繪製，並將各項數據分享至
您的智慧型手機、平板或相容的Garmin裝置。

折返跑步與折返騎乘路徑選項方便跑者及騎士輸入行程距離，由腕錶提供適當的路線（fēnix5S Plus、fēnix5 Plus
的新增功能）

對於即將到來的轉彎以清楚易讀的指引提示顯示於螢幕上。

在我周圍地圖模式中，於用戶定義的範圍內提供興趣點（POI）、航點及其他地圖物件。（fēnix5S Plus、fēnix5 Plus
的新增功能）

將數據疊放至地圖以突顯關鍵資訊，方便您在活動中免於切換螢幕。（fēnix5S Plus、fēnix5 Plus的新增功能）

GroupTrack有助於您隨時查看好友的情況，如：滑雪等冒險活動。LiveTrack便於朋友們實時追蹤您的探險旅程。
(fēnix5S Plus、fēnix5 Plus的新增功能）

Elevate™腕式心率提供全天候偵測1，無需穿戴胸帶。

內建導航感測器，如：三軸電子羅盤、陀螺儀、氣壓式高度計，並支援GPS、GLONASS與GALILEO多衛星系統，相對
於挑戰性更高的環境下，其追蹤能力優於單一GPS。

採用防刮球形藍寶石鏡面搭配不銹鋼或類鑽碳（DLC）鈦錶圈、按鈕及後殼，其堅固耐用的設計專為喜愛戶外探險
的您而打造。

透過訓練狀態小工具widget輕鬆掌握訓練狀態、訓練負荷等關鍵統計數據。

針對您的運動及探險需求預載各項運動模式。

具備智慧通知2及自動上傳至Garmin Connect™，透過Connect IQ™可下載免費的錶面圖案及應用程式來自訂專屬
個人腕錶。

精選優質皮革、金屬及矽膠材質QuickFit®快拆錶帶，無論何種運動或活動場合，都能隨您喜好替換混搭，展現獨特
風格。（無需任何工具，只需輕輕一按即可輕鬆拆卸與安裝。）

新品快報
fēnix® 5S Plus | fēnix® 5 Plus | fēnix® 5X Plus

fēnix5 Plus系列腕錶擁有卓越的性能，便於檢視地圖及收聽音樂，絕對是專業運動員及
戶外探險家戰勝昨日的首選。堅固耐用、精心打造而成的系列腕錶具備路徑彩色地圖、腕
式心率、500多首音樂儲存空間及Garmin Pay™感應式支付方案。除了各項優異功能，
fēnix 5X Plus是fēnix系列腕錶中首支推出腕式Pulse Ox感測器，有助於血氧濃度檢測提

進階複合式GPS系列腕錶推出三種不同尺寸，配備腕式心率、
地圖、音樂及Garmin Pay™ 感應式支付方案等各項優越功能



電池效能

電池效能

fēnix 5S Plus: 智慧手錶模式最長7天 | GPS模式最長9小時 | GPS+音樂最長4小時 | UltraTrac™省電模式最長25小時
fenix 5 Plus: 智慧手錶模式最長10天 | GPS模式最長9小時 | GPS+音樂最長6小時 | UltraTrac™省電模式最長35小時
fenix 5X Plus: 智慧手錶模式最長20天 | GPS模式最長9小時 | GPS+音樂最長18小時 | UltraTrac™省電模式最長85小時

防水等級達水下100公尺，游泳時佩戴也無須擔心3

f透過Connect IQ store免費下載並個人化您的fēnix 5 
Plus系列腕錶。自由變換個性錶面、資料欄位、應用程
式與小工具，提供多變且一目了然的資訊內容。

應用程式

跑步活動 步數資訊 我的一天 睡眠狀態 活動挑戰 社群分享

小工具 資料欄位 個性錶面

Garmin Connect™ Mobile 應用程式
這是一個連結全球運動愛好者、收集與分享運動樂趣的捷徑。顯示並分析您所上傳的各項活動資料，同時與全球社群同好交流分享。經由Garmin Connect™ Mobile應
用程式，自動與已配對的行動裝置無線同步，方便隨時檢視並分享自己的活動。

產品功能比較：

錶殼直徑

螢幕尺寸、解析度

抗刮藍寶石鏡面

Elevate™光學心率監測

腕式血氧感測器

GPS/GLONASS/Galileo多星接收

氣壓計/高度計/電子羅盤

預載活動模式

表現指標

GarminPay™

音樂

預載TOPO地圖

預載自行車道路地圖

42mm

1.2吋  /  240 x 240

●

●

-

●

●

●

●

●

●

-

●

fēnix® 5S Plus
Sapphire

47mm

1.2吋  /  240 x 240

●

●

-

●

●

●

●

●

●

-

●

fēnix® 5 Plus
Sapphire

51mm

1.2吋  /   240 x 240

●

●

●

●

●

●

●

●

●

●

-

fēnix® 5X Plus
Sapphire



TRENDLINE™熱門路徑

智慧提示

自動上傳資料到Garmin Connect™

Connect IQ™

低功率藍牙/ ANT+

Wi-Fi®連結

相容QuickFit® 20快拆錶帶

相容QuickFit® 22快拆錶帶

相容QuickFit® 26快拆錶帶

●

●

●

●

●

●

●

-

-

fēnix® 5S Plus
Sapphire

●

●

●

●

●

●

-

●

-

fēnix® 5 Plus
Sapphire

●

●

●

●

●

●

-

-

●

fēnix® 5X Plus
Sapphire

產品標準配備：

建議售價：
NTD 24,990
NTD 24,990
NTD 26,990

款式：
亮銀錶圈搭白色錶身暨白色矽膠錶帶
亮銀錶圈搭黑色錶身暨黑色矽膠錶帶
玫瑰金錶圈搭白色錶身暨米色皮革錶帶

料號：
GM-010-1987-71

GM-010-1987-76

GM-010-1987-82

fēnix 5S Plus  藍寶石版 標準配備：fēnix 5S Plus藍寶石款、USB傳輸充電線、中文操作手冊(010-01987-81將另附一組QuickFit® 20矽膠快拆錶帶)

建議售價：
NTD 26,990
NTD 26,990
NTD 33,990

款式：
DLC石墨灰錶圈搭黑色錶身暨黑色矽膠錶帶
鈦錶圈搭灰色錶身暨光耀橘錶帶
DLC石墨灰錶圈搭黑色錶身暨DLC鈦錶帶

料號：
GM-010-1988-77

GM-010-1988-71

GM-010-1988-83

fēnix 5 Plus  藍寶石版 標準配備：fēnix 5 Plus藍寶石款、USB傳輸充電線、中文操作手冊(010-01988-82將另附一組QuickFit® 22矽膠快拆錶帶)

建議售價：
NTD 28,990
NTD 35,990

款式：
DLC石墨灰錶圈搭黑色錶身暨黑色矽膠錶帶
DLC石墨灰錶圈搭黑色錶身暨DLC鈦錶帶

料號：
GM-010-1989-62

GM-010-1989-69

fēnix 5 標準配備：fēnix 5X Plus藍寶石款、USB傳輸充電線、中文操作手冊(010-01989-68將另附一組QuickFit® 26矽膠快拆錶帶)



產品規格比較：

錶殼尺寸 (W x H x D)

螢幕尺寸

螢幕解析度 (W x H)

螢幕類型

QuickFit®錶帶

機台重量

電池類型

電池效能：智慧手錶模式

電池效能：GPS訓練模式

電池效能：GPS訓練+音樂模式

電池效能：UltraTrac™省電模式

防水等級

無線連結

內建儲存空間

42.0 x 42.0 x 15.4 mm

1.2吋

240 x 240

陽光下可視的低耗能彩色螢幕

內附20mm錶帶

69 g

可充電式鋰電池

最長可達7天

最長可達9小時

最長可達4小時

最長可達25小時

10 ATM / 水下100公尺

Bluetooth®, ANT+®, Wi-Fi®

fēnix® 5S Plus
Sapphire

47.0 x 47.0 x 15.8 mm

1.2吋

240 x 240

陽光下可視的低耗能彩色螢幕

內附22mm錶帶

87 g

可充電式鋰電池

最長可達10天

最長可達13小時

最長可達8小時

最長可達35小時

10 ATM / 水下100公尺

Bluetooth®, ANT+®, Wi-Fi®

fēnix® 5 Plus
Sapphire

51.0 x 51.0 x 17.5 mm

1.2吋

240 x 240

陽光下可視的低耗能彩色螢幕

內附26mm錶帶

96 g

可充電式鋰電池

最長可達20天

最長可達32小時

最長可達13小時

最長可達85小時

10 ATM / 水下100公尺

Bluetooth®, ANT+®, Wi-Fi®

fēnix® 5X Plus
Sapphire

內建16GB記憶體；音樂儲存空間最大約500首歌曲

GPS, GLONASS, Galileo
Elevate™光學心率監測

氣壓式高度記
電子羅盤

陀螺儀
加速計
溫度計

腕式血氧感測器 (僅fēnix 5X Plus)

感應器



相容配件表：

跑步動態感測器
料號：GM-010-12520-10
只需夾在腰帶上，即可測量所需的跑
步動態，與您一起戰勝每一刻。可計
算並發送6項跑步動態指標至您的
fēnix5 Plus系列腕錶裝置。
建議售價：NTD 2,310

料號: GM-010-01743-10
完整捕捉高畫質影像、聲音及照片。
只需滑鼠點按高效的影像穩定功能，
立刻解決漫長的編輯過程。30 fps規
格的4K高解析度，隨時都能串流直
播您的探險旅程。
建議售價：NTD 25,990

料號: GM-010-10997-11
fēnix5 Plus系列腕錶裝置搭配
HRM-Tri心率感測器，全面提升您的
三鐵訓練。錶帶觸感柔軟圓潤，接縫
包覆設計即使在水中也能有舒適的
感受。
建議售價：NTD 4,200

料號: GM-010-01673-20
高強度照明適用於城市街道及鄉野
小徑，白天下能見度距離超過1英里

（1.6公里）。800 流明的穩定光照長
達1.5小時，無論馳騁於街道或是小
徑，即使太陽下山，也不必擔憂。
建議售價：NTD 4,990

VIRB® 360全景相機 HRM-Tri™心率感測器(三鐵專用) Varia™ UT800 自行車智慧車燈

USB充電傳輸線 料號：GM-010-12496-15 NTD 840 連接fēnix 5 Plus系列並做為資料傳輸或供電使用。

QUICKFIT 20mm錶帶- NEW 體驗一秒即可拆卸的QuickFit® 20mm快拆式錶帶，迅速為您的fēnix 5S Plus轉換各種風格 

建議售價：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5,250
NTD 2,730
NTD 1,680
NTD 1,680

款式：
墨黑色矽膠錶帶
大理石白矽膠錶帶
海沫藍矽膠錶帶
糖霜藍矽膠錶帶
櫻桃粉矽膠錶帶
青玉綠矽膠錶帶
墨黑色矽膠錶帶(長)
玫瑰金不銹鋼錶帶
米色皮錶帶/玫瑰金錶扣
玫瑰金純白色矽膠錶帶
閃耀銀墨黑矽膠錶帶

料號：
GM-010-12739-60
GM-010-12739-61
GM-010-12739-63
GM-010-12739-64
GM-010-12739-65
GM-010-12739-66
GM-010-12739-67
GM-010-12739-62
GM-010-12739-68
GM-010-12739-69
GM-010-12739-70

QUICKFIT 22mm錶帶- NEW 體驗一秒即可拆卸的QuickFit®Fit® 22mm快拆式錶帶，迅速為您的fēnix 5 Plus轉換各種風格

建議售價：
NTD 1,680
NTD 2,73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7,980

款式：
墨黑色矽膠錶帶
黑色皮革錶帶
青藍色矽膠錶帶
閃耀橘矽膠錶帶
狼棕色矽膠錶帶
石墨灰DLC鈦錶帶

料號：
GM-010-12740-60
GM-010-12740-61
GM-010-12740-63
GM-010-12740-64
GM-010-12740-65
GM-010-12740-62

QUICKFIT 26mm錶帶- NEW 體驗一秒即可拆卸的QuickFit® 26mm快拆式錶帶，迅速為您的fēnix 5X Plus轉換各種風格 

建議售價：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1,680
NTD 7,980

款式：
墨黑色矽膠錶帶
青藍色矽膠錶帶
閃耀橘矽膠錶帶
狼棕色矽膠錶帶
石墨灰DLC鈦錶帶

料號：
GM-010-12741-60
GM-010-12741-62
GM-010-12741-63
GM-010-12741-64
GM-010-12741-61

* 更多相容配件相關資訊，請參閱官網Garmin.com.tw



GARMIN PAY™ 行動支付

SIDE SWIPE™ / 

CONNECT IQ

GARMIN 手腕式心率感測

健康偵測

監控

智慧連結1

內建運動應用程式

Garmin Pay™行動支付 信用卡支付功能。
用Garmin Pay™行動支付讓

Side Swipe 側邊滑動控制功能方便您快速滑動及迅速進入目錄及Widgets 小工具。左右手通用設計選擇任一側佩戴都適用。

從智慧型手機下載錶面、Widgets 小工具與應用程式到手錶。

建立或下載新的訓練活動。vívoactive® 3 可取得活動、重複次數、組數與休息時間。

提供 VO2 Max 最大攝氧量與和身體年齡偵測兩個健康指標。

包含智慧提示以及發送預寫訊息的功能 ，Live Track 即時追蹤、自動上傳至 Garmin Connect 雲端社群。

下載包括瑜伽、拳擊、有氧運動、重量訓練、跑步、游泳、高爾夫與其它活動的訓練，也可自訂訓練。

新品快報
vívoactive® 3 智慧腕錶

手指輕滑vívoactive®3，便能盡情運動、輕鬆購物。
此款運動型智慧腕錶除了內建GPS，更有超過15種預載的運動應用程式及Garmin Pay™行動支付，
不論是信用支付或者是一卡通小額支付全方位功能，讓您出門不再需要隨身攜帶手機及錢包。具備
Side Swipe™ 側邊滑動控制功能，能快速點入Widgets 小工具及其目錄。吃喝玩樂、運動健身，都
能一指搞定。

產品標準配備：

電池類型：不可更換的鋰電池vívoactive®  3

建議售價：
$  

說明：

玫瑰金

料號：
GM-010-01769-C3



WW

新品快報
Fore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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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特色：

 M

配

0

0
GM-010-01863-C2

GM-010-01863-C3







讓我簡單說明自行車保養的效
果和方法吧。

那就麻煩您了！

vol.3vol.3愉快騎乘系列

初次體驗 附錄

自行車保養



自行車保養
定期保養的好處定期保養的好處

由 我 來 告 訴 你，3 種 簡 單 的 保 養 工 作！

如同汽、機車一樣，自行車
也需要定期保養。

相當滿意

具 體 的 保 養 事 項 有 哪 些 ？

持久耐用！

如同新車一般！

閃閃發亮



法式氣嘴使用教學

輪胎打氣輪胎打氣1.1.

順番を間違えなければ簡単ね！

原 來 打 氣 這 麼 簡 單！

不同類型的自行車，打
氣筒氣嘴也不同，需使
用專用的打氣筒。

英式氣嘴

自行車運動
專用打氣筒

氣嘴分為3種

法式氣嘴

進行自行車運動時須定期檢查胎壓，要經查維持在合適胎壓哦！

美式氣嘴

1轉開氣嘴蓋，
鬆開氣嘴頭。 2 用手指輕輕按壓，

進行洩壓動作。 3 將接頭套上氣嘴，
拉緊拉桿固定。

4 確認標記在輪胎側面
的適合胎壓後，開始
打氣。

5 鬆開拉桿，
轉下氣嘴。 6 緊壓氣嘴頭，最後套上

氣嘴蓋。

專用
氣嘴

高壓
適用

確認
胎壓



為鏈條上鏈條油為鏈條上鏈條油2.2.

上 鏈 條 油 的 鏈 條 ， 騎 乘 感 覺 就 是 不 一 樣 。

鏈條上油的方法

鏈條容易附著灰塵，氣候潮濕的地區
也容易生鏽，所以必須定期上油。

定期做鏈條保養，
能使騎乘更加順暢哦！

若是鏈條髒汙特別多，將此步驟重覆2~3次就能擦得乾淨。

1轉動踏板，將鏈
條上的髒污擦拭
乾淨。

2 上鏈條油時，
注意避免到處
噴濺。

3 再次轉動踏板，擦
去多餘的鏈條油。

哇！上過鏈條油
騎乘感覺更順暢了！

要使用自行車
專用的鏈條油喔！



自行車清潔及檢查自行車清潔及檢查3.3.

如果自行車發出異音，或騎乘感覺與平時不一樣，請至
專業自行車店檢查。

如果發現異音或異常 請至車店檢查

養成使用過後簡單清潔的習慣，過程中
順便檢查是否異常。

簡單擦拭車架看起來就像新的一樣哦！

任 何 不 明 白 的 地 方 就 接 給 車 店 處 理 吧！

一邊清潔
一邊自行檢查



在三司達經銷車店進行定期保養在三司達經銷車店進行定期保養

建 議 至 附 近 三 司 達 經 銷 車 店 諮 詢！

定期至經銷車店檢查及更換消耗品零件！

線組

生鏽、外殼裂開或出現裂紋,也請更換。

輪胎

胎紋磨損不清楚或輪胎表面有
裂紋時,請盡快更換。

鏈條

鏈條也屬消耗品，會因使用而
磨損或拉長，因此要去自行車
店進行檢查。

煞車來令片

煞車時若發出異音，來令片
厚度在0.5mm以下時，請務
必更換。

煞車塊
( 碟煞適用 )

在煞車塊的溝紋因磨
損而消失前，也請務必
更換。

在三司達經銷車店進行定期保養在三司達經銷車店進行定期保養

建 議 至 附 近 三 司 達 經 銷 車 店 諮 詢！

定期至經銷車店檢查及更換消耗品零件！

線組

生鏽、外殼裂開或出現裂紋,也請更換。

輪胎

胎紋磨損不清楚或輪胎表面有
裂紋時,請盡快更換。

鏈條

鏈條也屬消耗品，會因使用而
磨損或拉長，因此要去自行車
店進行檢查。

煞車來令片

煞車時若發出異音，來令片
厚度在0.5mm以下時，請務
必更換。

煞車塊
(V 夾適用 )( 碟煞適用 )

在煞車塊的溝紋因磨
損而消失前，也請務必
更換。



平時進行清潔以及自我
檢查是否有異音或異常

定期確認
胎壓或打氣

使用後的鏈條清潔維護
和為鏈條上潤滑油

來吧！出發！

GO!!        

若因磨損而使得上、下卡時感覺重或輕時，
請盡快更換。

我是在三司達經銷車店
購買並進行定期檢查，
所以很放心!

SPD扣片

公路車示意圖

SPD-SL扣片

登山車示意圖

歡迎諮詢哦！

更換標準

更換標準

現在開始保養
您的自行車！
現在開始保養
您的自行車！

來吧！！

出發！！

自行車車店

平時進行清潔以及自我
檢查是否有異音或異常

定期確認
胎壓或打氣

使用後的鏈條清潔維護
和為鏈條上潤滑油

來吧！出發！

GO!!        

若因磨損而使得上、下卡時感覺重或輕時，
請盡快更換。

我是在三司達經銷車店
購買並進行定期檢查，
所以很放心!

SPD扣片

公路車示意圖

SPD-SL扣片

登山車示意圖

歡迎諮詢哦！

更換標準

更換標準

現在開始保養
您的自行車！
現在開始保養
您的自行車！

來吧！！

出發！！

自行車車店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三十七路39之1號

常見問題 Q&A

Q. 該從哪裡開始保養？

A. 從定期檢查胎壓、鏈條上潤滑油等，清潔保養工作。

A. 購買自行車專用的打氣筒和潤滑油。

Q. 建議購買產品

A. 依照輪胎側面所標註的合適胎壓。

Q. 適合打入多少氣體？

A. 建議至三司達SSC&OSP經銷車店，詳細資訊也歡迎至三司達
官網查詢。

Q. 該去哪裡的車店呢?

A. 大部分操作需要專業的技術、知識及工具等，若非專業技
師，建議前往三司達SSC&OSP經銷車店，將提供您更專業
的服務。

Q. 消耗品可以自己更換嗎？

A. 在騎乘運動過程中，為防止意外請穿戴好安全帽，並遵守當
地交通規則。

Q. 其他建議提醒

標註適當的胎壓

TEL：04-2359-6199 FAX：04-2359-6565 三司達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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