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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自行車台北展
回顧

2018台北自行車展回顧－SHIMANO攤位亮點介紹

◆體驗：DURA-ACE功率大齒盤FC-R9100-P－
              賽場上的亮點、與DURA-ACE大齒盤絕佳
              搭配的整合式功率計、極簡美形設計。

功能介紹：
￭整合式設計
˙可靠的電子系統 
˙可因應所有狀況的防水功能 
￭精準收集資料
˙應變計測得的全範圍功率準確度 ±2% *1(*1: 300W，90 rpm )˙穩定的動力測量系統，適用不同檔位
￭主動溫度補償 ˙自行設計的應變計 ˙軟體自動溫度補償
￭電池：充電鋰電池 ￭騎乘時間 300 小時以上 ￭快速反應，操控無負擔
˙可快速啟動量測→使用功率計上的開關輕鬆零點校正  ˙直接反應→雙邊偵測、磁力感應迴轉速 
˙Bluetooth®LE 與 ANT+  ˙無線韌體更新系統
￭曲柄長度： 170 mm、172.5 mm、175 mm (含齒片)

165 mm、167.5 mm、170 mm、172.5 mm、175 mm、177.5 mm、180 mm (不含齒片) 
￭重量： 691 g (170 mm，53-39T，不含五通碗組，+70 g 與 FC-R9100相較)

￭保養簡單
˙整合式充電電池→電池充電省事方便
˙齒片更換輕鬆，不影響功率計性能

￭車架間隙
˙與車架有足夠的間隙以安裝SHIMANO
    直鎖式夾器

◆體驗：
SHIMANO全新款RC 701公路車競賽級雙旋鈕車鞋、RP700
女性公路車性能型車鞋。
SHIMANO車鞋全面改旋鈕設計，為了讓SHIMANO車鞋愛好
者也能親身體驗旋鈕快速、精準調整的好處，台北展同步推出
試卡體驗。
SHIMANO卡踏PD-R7000、PD-R550、PD-R540-LA擁有不
同的上卡/脫卡張力調整範圍。
帶給競賽型、運動型、入門款更多適合的選擇。

◆全新啟動，終極XTR登山車競賽零組件
•RD-M9120(後變速器)：變速精準，能承受嚴苛環境下的全力
踩踏，同時變速換檔平順一如既往。依然極佳的鏈條穩定性，
我們期待提升的性能為您帶來事半功倍的騎乘。
•CS-M9100-12(12速飛輪10-51T/10-45T)：HYPERGLIDE+是
您的最佳新朋友! 超乎想像更快速的變速換檔、動力傳輸和穩定
性。如何達到更輕、更耐用、更堅固? 答案在於使用鋁合金、鈦
合金和鋼，於不同齒片採用不同材質，達到更迅速、平順的換
檔，同時維持踩踏的節奏!
•FC-M9100-1(大齒盤1X12)：極輕盈、極硬調、極平順的傳動。
除此之外，對於全新世代的XTR還有著怎樣的期待? 極致的動能
傳輸以追求速度的極限? Boost規格? 花鍵式整合鎖固介面的齒片
? 別擔心，一樣都不會少!



2018自行車台北展
回顧

賞車：絕佳新利器－探究公路車油壓碟煞版本神兵利器，DURA-ACE電變油壓、ULTEGRA電變油壓、105系
列機械式油壓碟煞菁英組全員到齊。

◆高階服飾S-PHYRE全新服飾系列。
S-PHYRE拓展了全新的系列產品，其中包含了
新一代的職業級車衣、車褲、太陽眼鏡、手套
及車鞋。與職業自行車隊車手密切合作以來，
SHIMANO在S-PHYRE系列的材質選用、版型
與剪裁訂製、以及褲墊設計上進行精細的調整
，以實現外型、貼合及功能上的和諧運作。
是的，甚至於S-PHYRE自行車襪也進行了更新
，並採用了全新的足部設計來增強緩衝的功效。
ROAD PERFORMANCE服飾系列：EVOLVE、
MIRROR COOL性能款車服，您不可錯過的騎乘
穿搭，SHIMANO給您全身好裝備!

◆PRO車身產品：
極輕款Vibe Superlight系列挑戰更輕盈的騎乘
感受，Vibe系列針對整合DI2研發，每一趟的騎
乘都符合空氣力學、技術和設計所碰撞出來的火
花。

◆LAZER安全帽：
LAZER邀請您一同邁向下一個世紀，全新世紀的
安全帽Century，獨特的TWISTCAP設計能將多孔
通風的安全帽轉變成空力帽；安全帽後方整合
LED燈的新穎設計，打造全新世代的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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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TALK：
新品細部零件產品把玩? 想了解更多的新產
品細節與設計背景? 近距離接觸，零距離討論。

SHIMANO TECH TALK !

◆11月3日(六)消費者日活動：
王胤之的S-PHYRE車服初體驗，
三司達自行車粉絲團FB抽獎活動
活動方式：
1.合照：
見證王胤之的S-PHYRE車服初
體驗，活動日與王胤之合照
(10:00-12:00/13:00-15:00)。
2.照片上傳至三司達自行車：
FB粉絲團活動貼文。
3.TAG 2位好友：現場即可享小
禮品，還可參加抽獎活動。

抽獎好禮：
S-PHYRE 旗鑑款
RC901 車鞋+車襪乙份。 
SHIMANO限定版車衣乙件。 
SHIMANO馬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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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北自行車展回顧－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亮點介紹

◆PINARELLO：賽場上的傳奇，親臨台北展現場。
DOGMA  F10 天生贏家，完美詮釋速度與優雅，新一代的贏家戰駒，開啟你的勝利方程式。
PRINCE 王子回歸，重返榮耀，再現風采。



◆智慧穿戴再升級 │GARMIN PAY讓你隨心支付。
  現場展示相關機種：Fenix 5S PLUS / 5 PLUS / 5X PLUS進階複合式GPS系列腕錶

Vivoactive 3 Music / Vivoactive 3 GPS智慧腕錶
  新品亮相Instinct本我系列GPS腕錶、Vivosmart 4優雅的健康心率手環 
◆體驗：GARMIN PAY行動支付體驗
•活動簡介：
參加並完成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內的FB粉絲團活動，即可使用攤位提供的穿戴式腕錶(搭配GARMIN PAY行動支
付功能)體驗販賣機購物，擁有免費的小禮品。(小禮品每日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時段：10/31-11/3每日下午
•活動辦法：
(1)三司達自行車粉絲團按讚      (2)活動貼文按讚
(3)活動貼文留言@一位好友+快來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體驗GARMIN PAY。(4)回答攤位內一個品牌的問答題
即可體驗GARMIN PAY行動支付，還可拿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品牌小贈品

◆FIZIK座墊：舒適，重新打造
 Versus Evo：全新中心渠道概念減少騎乘壓迫，舒適的座墊緩衝系統，輕量的複合材質達到舒適及性能最大化。
◆BROOKS：啟動你的城市探險
  Discover背包系列，每款背包都是由耐磨材質及多重技術結合而成，整合反光細節在功能方面絲毫不妥協，時
  尚有型的設計，專為城市騎乘打造。

2018自行車台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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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達自有品牌：
2PIR│POWER YOUR BODY

全新三鐵服飾上線
男款高效能勁速三鐵衣
男款 智能感測 高效能勁速三鐵衣
女款高效能勁速三鐵衣
女款 智能感測 高效能勁速三鐵衣
女款運動背心
女款 智能感測 運動背心

2018自行車台北展
回顧



Road Performanc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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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MANO EVOLVE 吊帶車褲  新

極佳吸震、透氣及舒適性能的設
計，讓您騎得更遠、更快
特色
• 全新的 Evolve 褲墊提供舒適、減震及通風排汗效果，適合各式各
樣的騎乘活動

• 側邊小口袋設計，長途騎乘時可放置補給品 
• 小腿離散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 柔軟舒適的布料，提供絕佳觸感及性能
• 肩帶採用網布材質搭配凹孔表面，快速吸濕排汗
• 黏合式縫邊構造，增加舒適性並創造簡潔的外觀

SHIMANO EVOLVE 車衣  新

獨特雙層設計，搭配無縫結構與通風設計，
讓您騎的更快、更遠。
特色
• 雙層式構造容易出汗的位置如胸前、腋窩與背部均有雷射切割的微循
環通風孔。

• 頂級材質，提供舒適手感與柔軟度
• 輕量化結構設計
• 背部離散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 黏合式縫邊構造，增加舒適性並創造簡潔的外觀
• 方便配戴手套操作的拉鏈環，輕鬆拉開及關上拉鏈 
• UPF 50+

黑色
黑色

海軍藍

海軍藍

背面圖示 背面圖示

EVOLVE 褲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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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海軍藍

背面圖示

SPARK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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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重量
30.2 g

鏡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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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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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更換式鏡片設計

包裝

• 硬式旅行盒
• 眼鏡袋同時也可使用於鏡片擦拭清潔
• 內附超大型鼻墊

霧黑
鏡片：銀色煙燻鏡面
備片：透明

金屬白
鏡片：紅色煙燻鍍膜
備片：透明

海軍藍

黑色 白色 藍色

建議搭配
PD-R8000

RP9  新

頂級公路車性能型車鞋
專為長途騎乘設計的極佳舒適性及高效性能
特色
• 柔軟的超細纖維合成皮革提供極佳的貼合度，鞋面透氣孔設計更通風舒適
• 輕量化碳纖複合鞋底，達到理想的長途騎乘剛性
• Boa® IP1 可微調旋鈕系統搭配隱藏式旋鈕走線
• 外部曲形後跟杯可穩固支撐腳跟及足部
• 耐用、加寬的鞋跟設計，提供行走的穩定性
• 鞋面、鞋墊及外底的全方位設計提供最佳氣流連鎖效應

尺寸
• 36、37-47 (含半碼)、48、49、50
• 寬版尺寸：36、37-47 (含半碼)、48

MICROFIBER
SYNTHETIC LEATHER CARBON

WIDER CLEAT
ADJUSTMENT

10

   
224 g
(尺寸 42)

ROAD PERFORMANCE
EVOLVE系列



重要通知 
-安全帽召回公告

  及 自
行車 歐洲規範CE/

繫
尺寸  

，請
費
放 繫

代碼
行識別

LAZER

LZB-08
S

260g

(BLADE)
52-56cm

06/17

Lazer Blade / Elle

Lazer Magma / Jade

LAZER 團隊

!! 注意 !!
台灣市場安全帽檢驗規範採用美國CPSC，目前三司達
代理進口之品項及尺寸(亞洲版M、L及一般版XL)並無
涵蓋在此召回範圍內，請消費者放心選購三司達代理的
LAZER安全帽。

以下為LAZER原廠官方聲明

原廠正式聲明可參考： 
http://lazer2014com. webhosting.be/recall-blade-and-magma

LAZER安全帽
召回公告



���������本我系列 GPS

本 我，原 始 驅 力。堅 固 耐 用 的 InstinctTM GPS 腕 錶，根 據 美 國 軍
規 標 準 MIL-STD-810G 打造，防水等級更可達水下 100 公尺。您可使
用內建的 3 軸電子羅盤與氣 壓式高度計找出自己 ，多
種全球網路衛星系統 (GPS、 GLONASS 及 Galileo) 更能協助在更具挑
戰性的環境中 。不僅如此，您也可使用 TracBack® 功能以同
樣方式返回起點， 利用 Garmin Explore™ 應用程式事先規劃行程。
此外，手錶內建 Elevate™ 光學心率感測技術 1，可全天監控心率。 預先
載入的活動設定檔，包括跑步、騎自行車、游泳等等，將您的訓練提升

能功知通慧智的錶手 。界境個一下至 2 讓您不會錯過重要的事情。

▶ 重點特色

以軍規打造 - NEW

多衛星系統 支援 - NEW

監控與訓練 - NEW

保持連線 - NEW

跟著 GARMIN 一起探索 - NEW

電池效能 - NEW

以美國軍用標準 MIL-STD-810G 打造，可耐熱耐寒、耐撞擊、耐腐蝕，防水等級可達水下 100 公尺。

內建的 3 軸 與氣壓式高度計以及多種全球網路衛星系統 (GPS、GLONASS 以及 Galileo)，協助
使用者在更艱險的環境都能持續 所在位置。

追蹤您的心率 1，活動和壓力指數並使用預載活動模式，訓練跑步、騎乘、游泳和登山等運動。

與相容手機保持連線，除智慧提示 2 能讓訊息不漏接，也可自動上傳自身活動資訊至 Garmin ConnectTM

的線上健康社群。

使用 TracBack® 循跡返航功能沿相同路線回到起點；使用 Garmin ExploreTM 網站或 App 預先計畫您的
旅程。

智慧手錶 最長 14 天，GPS  最長 14 小時；UltraTrac™ 模式 : 最長  35 小時 

GPS同步時間 - NEW
抓取到衛星訊號時，裝置將自動偵測您所在的時區並且校時。當您在不同時區移動時，您也可以手動方
式開啟GPS，進而校正時間。



INSTINCTTM

▶ 功能

錶面

心率

氣壓計、高度計、電子羅盤 導航 內建運動APP

智慧提示 壓力監控 目前天氣

▶ GARMIN EXPLORE™

具備地圖搜尋、追蹤定位、同步及分享您跋山涉水的足跡等各項專業功能

空間
透過

▶ 產品配置

說明：

產地： 標準配備：

料號： 建議售價：
NTD 9,880
NTD 9,880
NTD 9,880

GM-010-02064-15
GM-010-02064-25
GM-010-02064-35



錶殼尺寸

錶殼材質

重量

鏡面材質

螢幕類型

螢幕解析度

錶帶

電池

電池效能(最長可達)

防水等級

美國軍規標準

無線傳輸

儲存空間

感測器

45.0 x 45.0 x 15.3 

纖維聚合物

52 公克

強化玻璃

陽光下可視，穿透反射式高階顯示螢幕 (MIP)

128 x 128 畫素

矽膠 / 活動式、服貼透氣設計，搭配雙重固定環 / 可 QuickFit 22 錶帶 (  )

可充電 鋰電池

智慧手錶模式：最長 14 天 / GPS 模式 : 最長 14 小時 / UltraTrac™ 模式 : 最長 35 小時

10 ATM/ 水下 100 公尺

依 MIL-STD-810G 程序測試 : 耐寒耐熱、防撞擊、防水

Bluetooth® 、 ANT+®

16 MB

GPS, GLONASS, Galileo / Elevate 腕式心率感測器 / 氣壓式高度計、電子羅盤、加速度計

可使用相容您手錶的 22 mm 快拆錶帶來替換。有皮製或矽膠各種材質提供選擇，可輕鬆變更手
錶的外觀與風格，替換簡單且牢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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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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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C鈦錶帶

： 

輕鬆取下錶帶並替換上全新錶帶，為您帶來更舒適的穿戴體驗。

料號：GM-010-12854-10 ： ,

USB 

充電並經由電腦 USB 插槽傳輸資料。本線材可與特定的 AC 變電器 ( 另售 ) 配合使用。

料號：GM-010-12496-15 ： 

凍原白

輕鬆取下錶帶並替換上全新錶帶，為您帶來更舒適的穿戴體驗。

料號：GM-010-12854-11 ： ,

輕鬆取下錶帶並替換上全新錶帶，為您帶來更舒適的穿戴體驗。

料號：GM-010-12854-12 ： ,

INSTINCTTM



STB-ECT9000M01SW    S 

STB-ECT9000M02MW   M

STB-ECT9000M03LW    L 

STB-ECT9000M04XLW  XL 

STB-ECT9000M01SB    S 

STB-ECT9000M02MB   M 

STB-ECT9000M03LB    L 

STB-ECT9000M04XLB  XL

STB-ECT8000M00XSW  XS

STB-ECT8000M01SW    S

STB-ECT8000M02MW   M

STB-ECT8000M03LW    L

STB-ECT8000M00XSB  XS

STB-ECT8000M01SB    S

STB-ECT8000M02MB   M

STB-ECT8000M03LB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