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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即將來囉
三司達邀請大家一同蒞臨會場參觀、體驗2019年度自行車商品

時間：2019/3/27~3/30
地點：台北世貿南港展覽一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SHIMANO攤位編號： M0814
SUNSTAR/HYPERSTAR攤位編號:M0808



2019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活動_攤位活動
SHIMANO攤位 (M0814) / 
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編號 (M0808)

2019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誠徵中獎者】
想要現場就把以下大獎帶回家嗎?那您真的要密切關注M0814、M0808攤位活動!!
《跟著極光去旅行》         SHIMANO S-PHYRE AURORA限量車鞋
《百年心血結晶》             LAZER CENTURY MIPS 安全帽
《3種需求、一錶滿足》   GARMIN vívoactive® 3 行動支付心率智慧手錶
《把您放在我心上》         GARMIN vívosmart® 4 健康心率手環

SHIMANO攤位編號：M0814
●車鞋試穿體驗活動:
1、極致準確、大小無限:RC701，公路車競賽級_雙旋鈕男款車鞋(提供尺寸:40.5~45，含半號尺碼)
2、女力報到:RP501，公路車性能型_女性專屬設計車鞋(提供尺寸:36~40)
3、同學(鞋)會:CT500，公路城市旅行車鞋_同時具備上卡與行走功能的好鞋(提供尺寸:女同學36~40，男同學41~45)
●攤位活動抽大獎:(詳見下方聯合活動)
有機會現場將SHIMANO S-PHYRE AURORA極光限量車鞋(價值$11,800)、LAZER CENTURY MIPS 
安全帽(價值$5,900)帶回家!

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編號(M0808)、SHIMANO攤位(M0814)聯合活動:
●GARMIN PAY實現美好購物體驗活動:
1、參加SHIMANO攤位(M0814)活動，完成操作即可領取號碼牌!
      (請至「三司達自行車」FACEBOOK粉絲團活動貼文留言→分享貼文設公開)
2、持號碼牌前往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M0808)，於指定粉絲團按讚，開始體驗GARMIN PAY販賣機!
3、免費GARMIN PAY販賣機購物，除了免費的精美小禮品，還有機會把SHIMANO限量明星商品、      
GARMIN PAY行動支付錶款等大獎帶回家!
●攤位活動抽大獎:
有機會現場將GARMIN vívoactive® 3 行動支付心率智慧手錶(價值$8,990)、
GARMIN vívosmart® 4 健康心率手環(價值$3,880)帶回家!

活動指南:
1、活動日期:3/27~3/30，共四天
2、活動時間:每日下午13:00活動開始，每日活動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3、活動攤位:請先至SHIMANO攤位(M0814)完成活動操作後→再至三司達│海伯司達攤位編號(M0808) 
4、贈品以現有尺碼&顏色為主，不得做挑選。
5、每人每天僅限參加一次，若經主辦檢視發現有個人重覆中獎之情事，則需無異議的遵守自動放棄中
      獎之權益。
6、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新品到貨、產品介紹
SHIMANO車衣、褲

精準地

在最正確的位置

熱能管理

UV防護 蒸發冷卻

集成通風

動態分層

37°C
溫度
調節

經研究證實，37°C是最理想的核心體溫，騎乘者在此狀態下能達到最佳動力傳輸及保持
舒適。在寒冷、涼爽、多變、溫暖及炎熱的氣候條件之下，並依據不同的騎乘強度下調
整騎乘者的體溫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目標，SHIMANO 37°C溫度調節是不分季節的完整
系統，目的是提供給騎乘者極佳的舒適性及動力輸出極大化。

SHIMANO 37°C溫度調節採用了戰略性使用散熱通風科技、吸濕排汗材質、反射隔熱材
質及防風防水材質─結合SHIMANO的動態分層科技─保持騎乘者的最佳核心體溫。

騎乘時產生的自然通風對流可以降低胸部、肩部和背部的皮膚
溫度，有助於優化騎乘者的踩踏效率。

熱能蒸發
騎乘時產生的自然通風對流可
以降低胸部、肩部和背部的皮
膚溫度，有助於優化騎乘者的
踩踏效率。

風力冷卻
騎乘時前進運動所產生的氣流， 使
身體的胸部及肩部區塊能有效
地冷卻。

SHIMANO散熱概念

風對流蒸發
 

熱能集中區塊 吸濕排汗材質的分布區塊



新品到貨、產品介紹
SHIMANO車衣、褲

SHIMANO EVOLVE 短袖車衣
獨特雙層設計，搭配無縫結構與通風設計，讓您騎得更快、更遠。

特色
雙層式構造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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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質
主體：73% 聚醯胺纖維，27% 彈性纖維
其他：94% 聚醯胺纖維，6% 彈性纖維

海軍藍
CW-JSPS-RS11MS

背面

背面

SHIMANO EVOLVE 吊帶車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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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質
 · 主體：59% 聚醯胺纖維，41% 彈性纖維
 · 其他：94% 聚醯胺纖維，6% 彈性纖維

黑色
CW-PAPS-RS11ML

海軍藍
CW-PAPS-RS11MS

EVOLVE 褲墊

PERFORMANCE 服飾

黑色
CW-JSPS-RS11ML

Performance系列中的EVOLVE服飾產品是專為追求更大
的挑戰，努力騎乘更快更遠的騎乘者而設計。聚焦於提供
長距離騎乘的效率及舒適，以及細緻的風格。EVOLVE服
飾整合優雅外觀、技術與功能。結合柔軟耐用的布料、體
溫調節設計、3D結構EVOLVE褲墊、反光設計，為追逐地
平線的騎乘者提供性能、效率、防護功能與精進之處。

更遠...
更快



新品到貨、產品介紹
SHIMANO車衣、褲

新

ESCAPE 短袖車衣
快速吸濕及排汗快乾的材質，讓騎乘者在炎熱的環境條件下保持乾爽。

特色
 · 特殊的前後排汗材質，提升冷卻涼爽感受
 · 高效率的吸濕排汗效果提供舒適感，並減少留在皮膚上的濕氣
 · 3 個後口袋，其中一個搭配防汗拉鏈設計
 · 後下擺處採摺邊防滑設計，車衣不易移位
 · UPF 40+
 · 精美圖樣設計

材質
 · 100% 聚酯纖維

背面

黑色
CW-JSPS-SS51ML01

海軍藍
CW-JSPS-SS51MN01

背面

海軍藍
CW-JSPS-SS31MN01 

新

MIRROR COOL 短袖車衣
新一代 MIRROR COOL 技術的強化設計，讓騎乘者在炎熱的環境條件下保持涼爽。

特色
MIRROR COOL 布料可反射陽光的熱度，使騎乘者降溫 3°C (5.4°F)
MIRROR COOL 胸部和背部嵌料可反射炙熱的陽光，藉以控制體溫
4 肩部採用四向彈性纖維布料的修身版型設計
方便拿取物品的後口袋設計
後下擺處採摺邊防滑設計，車衣不易移位
吸濕排汗的快乾布料

材質
主體：100% 聚酯纖維
網布： 93% 聚酯纖維、7% 彈性纖維
衣袖：86% 聚酯纖維，14% 彈性纖維

新

SHIMANO CLIMBERS 短袖車衣
採用兩種網布材質結構，有助於熱氣散出，在炎熱的環境條件下達到最佳通風效
果。

特色
快乾布料
透氣的雙向布料，提供涼爽感受
三個後口袋
背面反光設計提高夜間能見度

材質
100% 聚酯纖維

海軍藍
CW-JSPS-SS11MN01

紫色
CW-JSPS-SS31MP01

白色
CW-JSPS-SS11MW01

白色
CW-JSPS-SS31MW01

海軍藍
CW-JSPS-SS41MN01

背面

新

SHIMANO BREAKAWAY 短袖車衣
貼身的訓練型車衣支撐極致的性能表現，同時展現吸濕排汗管理、舒適度及價值。

特色
 · 肩部採用四向彈性纖維布料的競賽版型設計
 · 採用吸濕排汗的快乾布料
 · 方便拿取物品的後口袋，其中一個搭配防汗拉鏈設計
 · 後下擺處採摺邊防滑設計，車衣不易移位
 · UPF 40+
 · 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材質
 · 主體： 100% 聚酯纖維
 · 網布： 93% 聚酯纖維、7% 彈性纖維
 · 衣袖： 80% 聚酯纖維、20% 彈性纖維

紫色
CW-JSPS-SS41MP01

黑色
CW-JSPS-SS41ML01



新品到貨、產品介紹
SHIMANO車衣、褲

背面

SHIMANO 女性七分褲 
融合了寬版腰帶和時尚的小腿剪裁，此款超舒適緊身褲是涼爽天氣騎乘的必備品。

特色
 · 平坦的寬版腰帶提供極佳的舒適性
 · 女性專屬性能褲墊，騎乘更舒適
 · 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材質
 · 77% 聚醯胺纖維，23% 彈性纖維

黑色
CW-PAPS-NS14WL

黑色/玫瑰粉
CW-PAGS-RS14W2

女性高性能褲墊

背面

海軍藍
CW-PAPS-SS22MN01

新

SHIMANO TEAM 車褲
承襲GRAN FONDO車隊的經典風格 
完美搭配SHIMANO TEAM車衣

特色
 · Performance 3 褲墊提供透氣舒適的騎乘感受
 · 人體工學設計版型
 · 矽膠腿部防滑邊
 · 褲檔為25cm/ 10"  ( 中型尺寸)

材質
 · 主體：77% 聚醯胺纖維，23% 彈性纖維
 · 側邊：84% 聚酯纖維，16% 彈性纖維

Performance 3 褲墊

背面

SHIMANO 車褲
基本款車褲具備極佳性能、合身且強度佳，是消費者最超值的選擇。

特色
 · 6 片式人體工學剪裁設計
 · 高性能褲墊提供透氣舒適的騎乘感受
 · 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 大腿褲口處有矽膠防滑設計

材質
 · 主體：77% 聚醯胺纖維，23% 彈性纖維

高性能褲墊

黑色
CW-PAGS-RS12ML

黑色/綠色
CW-PAPS-SS22ME01

背面

新

SHIMANO TEAM 短袖車衣
承襲 GRAN FONDO 車隊的經典風格 
高性能材質結合 SHIMANO 競賽風格的設計車衣

特色
 快乾布料
 UV 防護
 三個後口袋
 反光設計提高夜間可辨識度

材質
 100% 聚酯纖維

海軍藍
CW-JSPS-SS21MN01

黑色/綠色
CW-JSPS-SS21ML01

黃色
CW-JSPS-SS21MY01

灰色
CW-JSPS-SS21MG01

黃色
CW-PAPS-SS22MY01



新品到貨、產品介紹
SHIMANO車衣、褲

新

COMPACT 防風外套  
極佳的防風性能，同時具備可收折於車衣口袋內的設計，以因應突然的氣候變化。

特色
 · 耐用防潑水加工處理 (清洗 10 次後仍保有 3 級性能)。
 · 可收在車衣口袋內。
 · 360 度高辨識度反光設計。
 · 防風防水布料
 · 降低風擾噪音的布料和結構。

材質
 · 主體：100% 聚醯胺纖維
 · 其他：100% 聚酯纖維

背面

紅色
CW-WBPS-SS11MR01

黑色
CW-WBPS-SS11ML01

黑色
CW-WBPS-SS12ML01

螢光黃
CW-WBPS-SS11MY07

新

COMPACT 防風背心
輕量化收納式背心，在多變的氣候下，防風並維持核心體溫。

特色
 · 耐用防潑水加工處理 (清洗 10 次後仍保有 3 級性能)
 · 可收在車衣口袋內
 · 360 度高辨識度反光設計
 · 防風防水布料
 · 內藏式通風設計可排出過多的熱度
 · 低風擾噪音的布料和結構

材質
 · 主體：100% 聚醯胺纖維
 · 其他：100% 聚酯纖維

背面

螢光黃
CW-WBPS-SS12MY07



PRO
新聞稿

TEAM SUNWEB與PRO群騎征戰2019賽季
PRO為德國UCI車隊的選手們提供專屬座墊來迎接接下來的賽季

Team Sunweb的選手Wilco Kelderman, Nikias Arndt, Tom Dumoulin, Michael Matthews, 
Lennard Kämna, Coryn Rivera 和 Lucinda Brand將會使用合作品牌PRO的競賽座墊來爭取
2019賽季的榮耀。

除了PRO的高階座墊之外，Team Sunweb 同時將使用PRO VIBE系列車把手、立管和矽膠把帶
，為全新賽季的開場帶來全新感受。

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Team Sunweb 能夠藉由完整座墊系列來協助任何的選手進行最佳的訓練
並達到最佳的狀態。

Team Sunweb選手再經過全面的物理測試及專業的自行車fitting後，會依據騎乘者的柔軟度來
選擇最合適的PRO座墊。從全方面的STEALTH座墊，到三鐵系列的AEROFUEL及公路車專屬的
FALCON,TURNIX和GRIFFON座墊，不同的系列及身形選擇以因應不同騎乘者的靈活程度。

Team Sunweb將會使用可以相容於Cervelo R5的配件，像是全新上市的VIBE碳纖維空氣力學把
及立管，這是目前市面上最輕量化的全內走線整合把手(重量僅有209克)，加上特殊的機翼外型
與Innegra纖維強化了一般把手在轉折處易因為碰撞而造成損傷的狀況。

Dennis Schmitz PRO品牌經理說: 我們很高興能再次與Team Sunweb合作。不僅能讓我們在世界級
的自行車賽事中曝光，同時Team Sunweb也會一同加入接下來的產品開發及測試。我們將結合產品
開發專家和選手們一起合作研究，有助於提升性能表現和舒適度。

Team Sunweb的CEO Iwan Spekenbrink說:我們很高興能將PRO的產品再次帶回Team Sunweb。 
PRO產品有著高度的評價，這對於漫長且嚴苛的賽季來說非常重要，不僅能提供高性能的產品給
Team sunweb選手，選手們也有機會為未來的研發及技術成果做出貢獻，這個發展過程正好符合我
們的中心思想- Keep Challenging



PRO
產品介紹

VIBE系列輕量空氣力學把 & 立管

空氣力學把 (Vibe Aero Superlight handlebar)
    UD T800 & M4075 HM CARBON 碳纖維結構
    結合innegra混合纖維兼具吸震和穩定性，降低騎乘者受傷的風險
    空氣力學及彎把處採KAMMTAIL 空氣力學外型設計，有效降低空氣阻力 

整合式雙內走線設計
    尺寸：38,40, 42cm (c/c)
    直徑：31.8mm

建議售價
NT$ 11,800

立管
    空氣力學設計
    整合SHIMANO DI2走線
    後方鈦螺絲鎖固，減輕重量及降低空氣阻力 
    尺寸：80 - 130mm，-10∘, -17∘，
    適用1-1/8及 1-1/4 前叉

建議售價
NT$ 3,400





speed icon... now also for Triathletes



DOGMA F10
Spring Edition 2019



Pinarello
DOGMA F10 春光乍現

226 WHITE SPRING

229 WHITE SPRING

227 SKY SPRING

230 SKY SPRING

228 BLACK SPRING

231 BLACK SPRING





Garmin 科技生活體驗館
台中中科店

智慧穿戴夯 Garmin擴展新店 深耕中台灣
GPS衛星導航暨穿戴裝置品牌大廠【Garmin科技生活體驗館台中中科店】已正式開幕，感謝大家
的熱情參與！中科店提供軟體更新、產品檢測、產品銷售、地圖更新、產品諮詢、配件銷售等服
務，也歡迎大家前往門市體驗選購最新穿戴科技產品，包含運動休閒、戶外運動以及車用導航的
全系列商品。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預測，2019年全球智慧穿戴裝置出貨量將達到2.25億台，年成長率
則為25.8%。觀察到消費者對於穿戴式裝置結合生活、運動健身的需求性，不論是智慧手環、智
慧手錶幫助使用者了解身體生理數據、記錄活動資訊以及輔助運動訓練，或是時下逐漸興起的數
位行動支付風潮，Garmin 強調將智慧科技融入消費者的日常中，藉由體驗館讓民眾了解穿戴科
技產品帶來的便利生活。

台中中科店位於消費人潮近年增加的中科商圈，門市外觀設計風格簡潔明亮，呈現動感與時尚的
氣息。依照運動類別規劃戶外活動、休閒運動，以及車用商品體驗展示區。二樓還設有產品介紹
與教育訓練教室，提供消費者感受Garmin 產品魅力的機會。消費者針對產品有任何使用問題，
或是維修需求，館內可提供更新檢測與維修送件服務。

Garmin科技生活體驗館|台中中科店
電話：(04) 2461-2166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42號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13:00~22:00
最新活動資訊，請洽FB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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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