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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新品介紹
踏板

PD-R7000
多功能與輕量化SPD-SL踏板

輕量化碳纖複合材質
加大踩踏平台，更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耐用的不鏽鋼本體金屬板，減少本體磨損
張力調節器可做調整
重量：265g

PD-M9100
加大接觸面積，優異排泥設計，極佳耐用性，
極佳動力傳輸

加大的車鞋-踏板接觸面積，排泥設計
寬軸承定位增加剛性與平均負重
更輕更纖細的心軸設計，2種心軸長度選擇
   一般心軸版本、心軸內縮3mm版本
減少踩踏平台高度，更穩定的踩踏
輕量化：310g (一般版本)、314g(心軸內縮3mm版本)
纖細的心軸外殼設計，更好的排泥效果

PD-M9120
更大更寬的接觸面積，優異排泥設計，耐用性
造就極佳控制性與可靠度

更大更寬的車鞋-踏板接觸面積
寬軸承定位增加剛性與平均負重
加寬平台增加未上卡時的穩定性與控制
踏板設計增加卡座機構的保護性
纖細的心軸外殼設計，更好的排泥效果

PD-MX70
BMX專用踏板，適用激烈的踩踏與比賽

增加張力保持的強度，適用於BMX競賽強力的踩踏
加寬車鞋踏板接觸面積，更好的支撐性
更低的平台設計，更穩定的踩踏
整合式卡座設計，未上卡時更好的控制性，對機構裝置
更好的保護性
張力調節器可做調整

PD-ES600
優質的單面SPD上卡系統，公路旅行適用踏板

最輕量化的SPD踏板 (外形適用公路車款)
寬平台設計，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低斷面設計的單面上卡SPD踏板
相容SPD車鞋，較容易行走
張力調節器可做調整
重量：279g

PD-EH500
多功能雙面式設計，提供SPD的效率，與平面
踏板的便利性

雙面式設計：一面SPD上卡，另一面為平面
平面側更好的防滑效果與控制性
容易維護保養的油封軸承設計
張力調節器可做調整
重量：383g PD-EH500，SPD系統

PD-ES600，SPD系統

PD-MX70，SPD系統

PD-M9120，SPD系統

PD-M9100，SPD系統，

2種心軸規格選擇

PD-R7000



全新S-PHYRE RC9
實現創新
沒有終點

全新改良的曲線跟杯設計提供平坦的
內部接觸面，更舒適貼合

加寬的腳趾支撐設計，提供更長時間
的舒適騎乘

調整透氣網孔的位置與大小，達到更佳柔軟舒適
的貼合度，如同第二層肌膚

硬挺

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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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YRE  
RC9 新

公路車競賽級旗艦車鞋

尺寸
SH-RC901

SH-RC901

建議搭配
PD-R9100

SH-RC901 SH-RC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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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鞋底扣片調整距離

鞋底扣片調整距離增加額外的 11 mm。



S-PHYRE  
XC9 新

極致的越野動力傳輸，高效能輕量化車鞋

相較於公路車鞋的敏捷快速，登山車鞋則顯得堅固耐用。而
登山車鞋更能於塵土橫飛的環境中展現出專業的性能。結合
科技創新與改良的貼合度，XC9在原始的地形條件下，更能最
大限度地提升動力傳輸效能。在您專注於在穿越林道、跨越
川流及橫跳障礙時，XC9 就是您的最佳後盾。

尺寸
一般尺寸：36、37-47(含半碼)、48
寬版尺寸：36、37-47(含半碼)、48

11 330 g
(尺寸42)

藍色
SH-XC901

建議搭配
PD-M9100

黑色
SH-XC901

綠色
SH-XC901

競賽等級的貼合度
鞋面、鞋底、圓滑鞋跟及鞋楦採用一體
式設計，提供極佳的貼合度。

外部圓形後跟杯
外部圓形後跟杯結構防止腳部搖
晃彎曲，有效穩固您的腳跟於理
想位置。

碳纖維複合材料中底

輕量剛性結構提供極佳的動力輸
出及踩踏效率極大化。

MICHELIN 外底
獨家 Michelin® 胎面設計外底，更輕量、
附著力更佳。

雙 BOA IP1 旋鈕系統
BOA 微調旋鈕系統瞬間收放，提供
更快速、更廣泛的調整範圍。

不對稱鞋面設計
不對稱鞋面設計，避免在高速踩踏
下扭傷。

鞋底高度降低
較低的鞋底高度，重心更接近踏板中
心，踩踏時更穩固。

腳趾部位耐用性
加固的橡膠腳趾區塊與強力鞋釘座，
外加輕量的腳趾保護塊。

加長鞋釘設計
可選擇的18 mm 長鞋釘，適用於越野
及潮濕的騎乘環境。

抗臭效果
Silvadur's 是一種獲得專利的含銀的
聚合物技術，可以使用智能控制抗
菌性能。在任何活動中都能保持抗
菌效果 。不會發生氣味或霉菌所導
致產品壽命減少的情形。

防滑設計
特殊防滑設計，大大改善於踏板上的附著
力。



SYNTHETIC
HEEL

STABILIZER CARBON
WIDER CLEAT
ADJUSTMENT

RC7  新

全方位輕量化競賽級公路車鞋
極佳舒適性及踩踏效率極大化

尺寸：
38-47(半號), 48, 49, 50
寬版尺寸：38-47(半號), 48, 49, 50

紅色
SH-RC701

建議搭配
PD-R8000

白色
SH-RC701

10

245 g
   (尺寸 42)

黑色
SH-RC701

SYNTHETIC
HEEL

STABILIZER CARBON
HARDER CONTACT

BLOCK

XC7  新

越野競賽級車鞋
極佳舒適性及越野性能極大化

黑色
SH-XC701

建議搭配
PD-M8000

紅色
SH-XC701

9

326 g
   (尺寸 42)

特色：
•極堅硬、輕量化的碳纖維複合鞋底。
• SHIMANO DYNALAST鞋楦設計，有助於減少動力流失。
• 柔軟的高密度合成皮革結合透氣孔設計，更加貼合透氣。
• 雙Boa®L6旋鈕系統，張力微調更快速、精準。
• 可調整的金屬線動力區，保持前腳穩固貼合。

尺寸：
38-50
寬版尺寸：38-48

特色：
• 極堅硬、輕量化的碳纖維複合鞋底。
• 柔軟的高密度合成皮革提供極佳的貼合度，結合孔洞設計更舒適通風。
• 雙BOA® L6旋鈕系統搭，張力微調更快速、精準。
• 可調整的金屬線動力區，保持前腳穩固貼合。
• 獨家Michelin®胎面設計外底，更輕量、抓地力更佳。
• 雙密度橡膠設計提供極佳的抓地力、靈活度及耐用性。
• 加強的鞋釘安裝座，適合嚴苛的地形環境，另有18 mm 鞋釘。

新品資訊、到貨通知
2019 SHIMANO 自行車鞋



用完美的空力學表現及透氣舒適
性能來戰勝賽事

恭喜 LottoNL–Jumbo 在本次環
法賽中贏得三站單站冠軍 
(stage 7,8&19)



產品介紹
LAZER Bullet

技術

調整系統 Advanced Turnfit System

結構 一體成型(in-mold)

重量 309g (XS)

尺寸 L

透氣孔 6 孔 + 可調整通風罩

特色

-空氣動力學
-Air-slide: 通風孔可調整
-輕量化
-ATS®調整系統
-包含封閉式前蓋及蜂巢型上蓋

BULLET  空氣力學及通風透氣完美結合

AIRSLIDE  
可調整式透氣孔



matte white  

mint green blue  

matte black yellow  matte black  

blue black  

* 搭配MIPS技術

ACCESSORIES INCLUDED

Closed  
front cap

產品介紹
LAZER Bullet



即日起凡訂購PINARELLO DOGMA F10 CHRIS FROOME紀念版
塗裝車架，贈送LAZER BULLET MIPS安全帽乙頂!

送LAZER BULLET MIPS安全帽:
職業級車隊LOTTO NL JUMBO使用的安全帽系列，不論何時，
BULLET MIPS如子彈一樣的快速! 價 值 $ 9 , 9 0 0

CHRIS FROOME紀念版塗裝色碼
DOGMA F10-411
DOGMA F10 Disk-412
DOGMA F10 XLight-413

消 光 黑

傳騎之星

白 色 黑 / 黃 色

活動注意事項:
1、此紀念塗裝即日起可開放下訂。
2、LAZER BULLET MIPS安全帽可挑選顏色，顏色和尺寸以現有存貨為主，送完為止。
3、購買請洽授權經銷商
4、本公司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

三司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色:4次環法冠軍勝利  紅色:1次環西冠軍勝利  粉紅色:1次環義冠軍勝利



PINARELLO
環法冠軍塗裝

2018年環法賽事紀念塗裝

為慶祝Geraint Thomas 在2018環法賽的勝利，手腳快速的PINARELLO已經準備好了小火車專屬的
環法特殊塗裝。

代表環法冠軍的黃色，PINARELLO及TEAM SKY再次攜手拿
下勝利

2018環法紀念塗裝，為特殊加價版
色碼:
415 - YELLOW TDF 2018 - DOGMA F10 
417 - YELLOW TDF 2018 - DOGMA F10 Disk
416 - YELLOW TDF 2018 - DOGMA F10 Xlight

MOST一體把也為環法賽榮耀的勝利漆上了專
屬的顏色。
黃色一體把由義大利出貨(需與環法車架一同訂購)
，價格為特殊加價版



PINARELLO
紀念塗裝

Xlight 版本再次重現江湖

2018環法黑底亮黃車架，為一般版本
418 - BLACK TDF 2018 - DOGMA F10 
420 - BLACK TDF 2018- DOGMA F10 Disk
419 - BLACK TDF 2018- DOGMA F10 XLight

同場加映，Chris Froome 征戰3大賽的勝利方程式。

你發現了嗎??

小牛身上的黃底代表的是4次環法冠軍
亮紅色牛鈴代表的是 1次環西班牙冠軍
牛尾巴上的淡淡粉紅色是 1次環義冠軍



PINARELLO
紀念塗裝

Chris Froom 紀念版塗裝，為特殊加價版
色碼:
411 - FROOME 4-1-1 - DOGMA F10 
413 - FROOME 4-1-1 - DOGMA F10 Disk
412 - FROOME 4-1-1 - DOGMA F10 Xlight

慶祝!! 怎麼可以不開酒呢??
讓我們為 PINARELLO 及Team SKY的再次奪冠舉杯。

以上三款塗裝都已經準備就緒，值得有眼光的你收藏。
即日下單由十一月份起依訂單順序陸續交貨。



EDGE1030
介紹

Edge 1030
全面啟動自行車智慧連結

立即連結 Garmin，展現靈巧、膽識、勇往直前的騎士精神 
Garmin 貼心設想騎乘時所需的良好性能、導航及警覺意識，讓您無拘無束盡情馳騁。

重點特色
熱門路線
Trendline™ 熱門路線技術收納數十億英里的騎乘
數據。Edge 1030 運用此技術為您自動產生路線、
搜尋最佳路線及選出最適合騎乘的道路及路徑。將
路徑準確標定於 Garmin Connect™ 上，有助於 
Trendline 運算更加完善。無論是平穩道路、碎石
路或起伏山路等，將路徑上傳至 Trendline 後，有
助於自行車社群裡的每位車手。

預載 Garmin 自行車道路地圖
Edge 1030 預載 Garmin 自行車道路地圖，包括彎道
導航及臨近的急轉彎導航警報。不僅掌握海拔資訊、
瀏覽熱門景點並列出地址，還可查看往返路徑建議。

車友互聯訊息
將預設簡訊快速發送至同行車友，讓車友提
早知道您是否能趕上，或無需等待繼續前行
。途中需要協助，可透過配對的 GroupTrack 
發送訊息，以利車友了解情況並前往協助。



一較高下，競速切磋
立即下載 Strava Live Segments，將每次的騎
乘訓練轉換為戰勝自己的競賽或與虛擬對手比
賽。使用 TrainingPeaks，騎乘時有如教練隨時
在旁實際指導您鍛鍊並完成強度目標及間隔時間
訓練。

適用 VARIA™ 自行車智慧雷達
Edge 1030 可相容於 Varia 自行車智慧雷達和智
慧車燈，讓您有個更安全的騎乘環境。內建緊急
事件訊息通知功能，當遇到危險，會將您的位置
自動發送到緊急聯絡人。選擇騎乘模式，全面啟
動自行車智慧連結。

選擇騎乘模式，全面啟動自行車智慧連結

追求表現>> 戰勝自我
攜帶 Edge®1030 隨時隨地展開訓練。追蹤訓練統計數據少不了 Vector™ 3 踏板式功率計。Varia™
自行車智慧雷達和智慧車燈可隨時調整照明強度，從 Varia Vision™ 上可清楚檢視來自 Edge 傳送的
數據
越野競賽>> 超越極限
無論是單線道、碎石路、陡坡或瘋狂路障，透過 Edge®1030 的內建地圖及 Trendline™ 熱門路線，
就能找到出路。更棒的是，戴上 Varia™ UT800 自行車智慧車燈，即便太陽下山，您也不必急著收工。

EDGE1030
介紹



日常通勤>>即時回家晚餐
每日通勤善用 Edge® 1030 ，讓您輕鬆面對交通路況及昏暗環境。內建詳細路線資訊，加上無縫
整合 Varia™ 自行車智慧雷達強化警覺意識，並搭配 Varia™ UT800 自行車智慧車燈提高可見度。
華麗冒險>>遇見未知的片段
生命是一場華麗的冒險旅途，就讓 Edge®1030 幫您選擇熱門路線或設計個人路徑。Varia™ 自行
車智慧雷達搭配 Varia™ UT800 智慧車燈來加強警覺意識及提高可見度，加上一組外部電池，便可
無懼地展開華麗的冒險，勇往直前直到世界的盡頭。

Connect IQ™隨心定義你的 EDGE
透過 Connect IQ™ 商店你可以免費下載資料
顯示欄位到相容的 Edge 裝置，輕鬆配置個人
喜好以利完整掌握騎乘表現。你可以看到關於
騎乘以外的重要資訊，包括機台電量或是
 assist level，也可以直接觸控 Edge 裝置的螢
幕來設定這些功能。

Garmin Connect™
在相容的智慧裝置2下載 Garmin Connect™ Mobile 應用程式
，當開啟同步時，fēnix 腕錶可自動上傳活動資料到免費的運動
雲端 Garmin Connect™，無論是儲存記錄、追蹤規劃或是分享
成就，都能輕鬆達成。

EDGE1030
介紹



Edge® 1030 Edge 820 Edge 520 Edge 25

• •

3.5” 2.3” 2.3” 1.3”

GPS/GLONASS • • • •

• • •

• •

Connect IQ • • •

• • •

• • •

• • •

• • •

支援 Strava  區段競賽
• 

ADVANCED
•

KOM + PR
•

KOM + PR
伴進 • • • •

• • •

Garmin • •

• •

•

Trendline™  •
1 • • • •

• • •

LiveTrack • • • •

GroupTrack • •

• •

•

• •

 Varia® • • • •

Vector™  • • •

產品比較表:

EDGE1030
介紹

挑選最適合自己的
 Edge

Edge 130 Edge 520 PLUS Edge 820 Edge 1000 Edge 1030

GM-010-01913-20料號 

建議售價

GM-010-02083-30
GM-010-01626-33 (單機版)
GM-010-01626-32 (標配版)

GM-010-01161-06 GM-010-01758-30

5,990 8,990 13,990(單機版)
16,990(標配版) 18,990 22,990





STRAND 斜肩側背包NEW STREET 公事包

SPARKHILL 拉鍊後背包(小) PITFILED 掀蓋後背包SPARKHILL 拉鍊後背包(中)

料號 :
BR-BB049A07702(黑色)
尺寸 : 長32x寬14x高50 cm 

料號 :
BR-BB048A07702 (黑色)

料號 :
BR-BB052A07702 (黑色)
尺寸 : 長32x寬17x高55-63 cm尺寸 : 長28x寬13x高46 cm 

料號 :
BR-BB050A07702 (黑色)

料號 :
BR-BB051A07702 (黑色)
尺寸 : 長28x寬14x高31cm尺寸 : 長44x寬12x高34cm 

針對通勤族設計，兼具防水及多功能性

D I S C O V E R Y  C O L L E C T I O N

容量 : 22L 容量 : 24-28L容量 : 15L
重量 : 1150克 重量 : 1300克重量 : 1000克
建議售價 : NT6,800 建議售價 : NT6,800建議售價  :  NT6,200

容量 : 15L容量 : 15L 
重量 : 1100克重量 : 1200克
建議售價 : NT6,200建議售價 : NT6,800

Discovery 
系列介紹



Discovery 
系列介紹

啟動你的城市探險
城市是我們每天生活的背景，當我們前進的同時城市也快速經過，我們多久會想起在街角的
隱藏版美食?有沒探索過的路、錯過的景點、未曾經歷過的體驗，這些都是因為我們遵循了已
經預訂好的路線。

是時候讓都市變成城市的遊樂場，Discovery range 不僅決定了城市探險的任務，每款背包都
是由耐磨材質及多重技術結合而成。專為城市騎乘打造的四款單車包

Pitfield後背包
Pitfield背包是Discovery 系列中容量最大款式，24-28L
的驚人容量，歸功於可掀式外罩及彈性隔層。足夠容納閒
置的安全帽，同時也能放置日常通勤時的其他物品。
另外，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讓你保留在城市進行間的樂趣
，透氣襯墊背帶及後方襯墊使Pitfield更加舒適安全。側邊
水壺的設計便於通勤時攜帶任何飲品，提供客製金屬配件
和整合反光細節在功能方面絲毫不妥協，時尚有型的設計
適合都市騎行。

Strand肩背包
Strand肩背包的設計靈感來源為傳統郵差包，腰間皮帶扣
環的設計提供更穩定的騎行，這個實用的設計備受郵差們
的喜愛，使包裹以及物品保持穩定，避免他們散落一地。
筆電夾層及彈性前內袋隔層為城市必需品添加更多空間，
合適的內袋大小更方便收納，無縫接軌你的都市旅行。

New Street 手提公事包
專為從單車架轉移到肩膀上的完美的設計，New Street手
提公事包重新詮釋經典的公事手提包，不論在單車上或是
在肩膀上一樣的舒適。搭配BROOKS的行李架掛勾及可拆
式肩背帶及手提帶，便於自行車及行走時的轉換。
除了筆電收納夾層外，額外的15L容量可容納所有商務旅行
的必需品甚至是一套換洗衣物。隱藏式的行李拉桿帶，適合
你的每一趟飛行。

Sparkhill 後背包
Sparkhill後背包實用及創新的多功能設計適合都市生活風
格，有22L和15L兩種規格可供選擇，較Pitfield後背包小但
都適合通勤騎乘使用，Sparkhill有筆電夾層和彈性前夾層
可來容納其他物品。
透氣襯墊背板及和扣環肩帶使背包能兼具穩固舒適及透氣通
風，即使在最嚴峻的天氣下也能維持清爽。

穿行在城市之間需要方法，但生活、呼吸及與城市合而為一需要風格及抉擇。
Discovery 系列融合功能及美學，值得城市冒險者擁有。



恭喜SHIMANO Road Performance服飾代言人王胤之，
參加【北海道二世古經典自行車賽】勇奪菁英組季軍!

【北海道二世古經典自行車賽】是通過國際自行車聯盟
UCI認可的業餘賽，是最具挑戰性的北海道國際美景自行
車賽!冬季為滑雪勝地的HANAZONO雪場，到了夏天就
成了長16公里，平均坡度4.6%的HANAZONO登山賽，
夏日不但天氣涼爽，道路寬廣又車少，再加上美食和溫
泉搭配，可說是自行車騎士的天堂！

關於這場短距離、高強度的爬坡賽事，爬坡王子王胤之
也分享了他參賽的心得，賽事的強度很高，當地選手對
於配速、路線都非常的熟悉，也知道要在哪個點加速，
這條路線騎起來很棒，因為無論氣候、濕度都是適合騎
乘的。一開始騎程在前面路比較大條、騎起來是比較緩
和的，漸進的慢慢強度越來越高，到後面你開始覺得辛
苦的時候，也許只剩最後五公里，再加把勁，當路開始
變小條之後，沿路也只有樹蔭，不用怕曬到，最後你還
可以有一個平順的終點，結束這個賽事

最後，編輯除了分享王胤之當天勇奪菁英組季軍的照片
之外，也再回顧一下SHIMANO Road Performance服
飾代言人穿上SHIMANO極致舒適、風格優雅的EVOLVE海軍藍車衣，簡約中展現低調內斂風範!
SHIMANO總是支持著您的每一趟騎乘旅程!。

Every ride, Every rider, Every day，
Shimano You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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