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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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OSP經銷商，請洽三司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車部門

我們誠摯地期待更多優秀的車店加入SSC/SPD/OSP，在共同創造自行車文化的同時，實現更大的產品價值，並獲得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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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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91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102號
台中市北屯區庄美街167號
台中市豐原區豐北街295號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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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12號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26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50號

SHIMANO   特 選 優 質 經 銷 商
(SHIMANO PREMIUM DEALER) 全 台 經 銷 商

北部地區
明昌
馬貝
跨越
捷勁
忠明
七號公園
捷世樂-台北店
捷世樂-內湖店
南信
騎蜂
合理
艾祁
北大鉅崙
東    鐵馬行
JCBIKE & 傑程
捷世樂-永和店
奧斯坦
捷世樂-桃園店
風城
阿診
鐵騎
捷世樂-竹北店

中部地區
鑫銳
釩偲
聖陽
飛泓
歐瑟
領豐
驛站
成功
弘達
新瑞興
騎車的人
慶昇
馬克單車

南部地區
圓點
佶昇
忠義
源成
造福
樂達
自由鳶
飛馬

東部地區
順安
駭客
名捷

(02) 2720-0747
(02) 2775-5717
(02) 2556-7630
(02) 2783-6643
(02) 2794-0838
(02) 2749-1727
(02) 2500-0501
(02) 2627-5035
(02) 2942-8329
(02) 2253-1796
(02) 2923-6808
(02) 8601-1750
(02) 2674-6035
(02) 8226-6719
(02) 2913-3518
(02) 2921-0261
(03) 358-6896
(03) 331-1156
(03) 516-6346
(03) 551-2907
(03) 658-2881
(03) 558-5371

(037) 268-009
(04) 2291-8426
(04) 2213-5797
(04) 2227-9508
(04) 2708-9905 
(04) 2471-1387 
(04) 2568-2080
(04) 2271-0620 
(04) 2372-2581
(04) 2313-0976 
(04) 2532-6488
(04) 832-3436
(05) 782-5660

(05) 225-0530
(06) 202-9190
(07) 342-9407
(07) 384-9157
(07) 821-5201
(07) 536-7937
(07) 372-0226
(08) 732-1652

(039) 54-0152
(089) 36-0973
(038) 52-5717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25號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419號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32號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543號
台北市民權東路6段151-2號1樓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0號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71巷5號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91巷16號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531號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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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63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32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里中興路1段150號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101巷6號1樓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126號
桃園市春日路102號
新竹市建美路51號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305之15號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239號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58號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512號1樓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十路一段381號
台中市東區旱溪街235號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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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大雅區前村路22號1樓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453號
台中市西區公民里柳川東路二段116號1-2樓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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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79號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145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224號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1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30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三路8號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47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03號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68號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02號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263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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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鞋 
CTW：

每一位騎乘者 
每一次騎乘 
合適的車鞋

>>> https://bike.shimano.com/zh-TW/apparel-accessories/footwear.html

SYNTHETIC
OFF SET
STRAPS

WIDER CLEAT
ADJUSTMENT

黑色
SH-RC100

新

RC1
具備競賽級風格和特色的公路車鞋。

特色
 ·鞋面環繞包覆結構減少重疊，提供如穿戴手套般的貼合度。
 ·合成皮革和網布材質提供舒適貼合和出色的競賽用造型。
 ·三片式耐用魔鬼氈帶，均勻分散腳背壓力。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達到理想的動力傳輸。
 ·耐用、加寬的鞋跟設計，提供行走的穩定性。
 ·不對稱的魔鬼氈帶，釋放腳背最高處的壓力。

尺寸
 ·標準版：36-50

重量
 · 238 g (尺寸 42)

6

建議搭配
PD-RS500

黃色
SH-RC100

海軍藍
SH-RC100



尋找最適合您的座墊：
PRO-BIKEGEAR.COM

F A L C O N
適 合 高 度 靈 活 的 騎 乘 者

TURNIX
適 合 靈 活 度 適 中 的 騎 乘 者

GRIFFON
適 合 靈 活 度 較 低 的 騎 乘 者



尋找最適合您的座墊：
PRO-BIKEGEAR.COM

S T E A L T H
適 合 坐 姿 偏 後 的 騎 乘 者

S T E A L T H  C U R V E D
適 合 容 易 左 右 位 移 的 騎 乘 者



 

全新PRO STEALTH座墊改良升級，同時推出
曲線型款式，強化空力優勢

• 全新曲線型座墊，專為騎乘時容易左右位移的騎乘者而設計。
• 第一代Stealth座墊改版再升級，打造輕巧外觀。
騎乘自行車時，有些人喜好以固定姿勢騎乘，反之亦有習慣左右晃動的騎乘者。
而新款PRO Stealth曲線型座墊，便為此而生

Stealth 曲線型
新聞稿



 

 

除此之外，Stealth 一般型的 Team 及 Performance （見下圖），結構及視覺外型皆經過重新設計，延續

  

最新款 Falcon、Turnix、Griffon 座墊的簡潔外觀。新的 Stealth 系列座墊底座結構提供更好的性能表現

而廣受好評的貼合性也得以保留。 

 

Stealth 曲線型
新聞稿



Stealth 曲線型
新聞稿

Stealth 曲線型
 

新的 Stealth 曲線型有兩個版本，碳纖弓版和不鏽鋼弓版。PRO Stealth 曲線型碳纖弓版，採用碳纖強化複合

底座和座弓，重量為 161 克，非常適合尋求輕量化、坐姿偏後的騎乘者。  

  
 

而 PRO Stealth 曲線版不鏽鋼弓，同為碳纖維強化複合底座，但安裝在不鏽鋼弓上。與碳纖弓相比，它們僅重 43 

克，但卻更堅固耐用。 

  
 

曲線型的兩款座墊鼻頭都比上一代 Stealth 略為狹窄。此外，新款 Stealth 曲線型座墊，設計有符合人體構造

的中空凹槽區域，並帶有三橋接結構，以減輕騎乘時會陰處的壓力。 

 
 



Stealth 曲線型
新聞稿

PRO 產品開發部經理 Mark Kikkert 表示： 

「當我們與 bikefitting.com 進行壓力測試，我們發現許多專業且具競爭力的騎乘者，在踩踏時習慣左右晃動。

雖然這或許是自然反應動作，但效率可能因而降低。我們已在 Griffon 座墊彌補了這一點，然而我們也希望能

提供更符合空氣力學的座墊，提升騎乘的穩定性，Stealth 曲線型座墊也因而誕生。」 

  

 

「曲線型輪廓可以為騎乘者提供更多支撐力，防止騎乘時過度的左右位移。Stealth 座墊的短鼻設計，提高騎乘

舒適度，在空力騎乘姿勢時可舒緩壓力。」 

   

 

新一代 Stealth  座墊 

新一代 Stealth 碳纖弓和不鏽鋼弓座墊，經過重新設計，採用新的底座結構。保留了第一代 Stealth 相同騎乘

體驗，但增加了 12% 的中空凹槽，以更有效降低騎乘時的壓力。中空凹槽利用三橋接設計增加支撐力及剛性，

同時賦予座墊獨一無二的外觀。帶有碳纖弓的整體重量為 161 克，與上一代相比，足足減少了 7.5%（11 克）。 

 



Stealth 曲線型
新聞稿

細節 

PRO Stealth 曲線型碳纖弓版（PRSA0356 和 PRSA0357）和 Stealth 曲線型不鏽鋼弓版（PRSA0354 和 

PRSA0355）皆有 142mm 和 152mm 兩種尺寸。兩版設計皆有短鼻頭和符合人體構造的中間凹槽，配有標誌

性的三橋接結構，以確保靈活的騎乘者可以採用更空力的騎乘姿勢。 

 

新一代 Stealth 碳纖弓座墊 （PRSA0352、142mm 和 PRSA0353、152mm），採用碳纖複合強化底座及座

弓。Stealth 不鏽鋼弓座墊 （PRSA0350、142mm 和 PRSA0351、152mm）則採用不鏽鋼弓。兩種款式皆有

符合人體構造的中央凹槽及三橋接設計。 

  
 

新一代 Stealth 系列座墊將從 10 月起發售。 

快速查詢新一代 Stealth 系列座墊是否符合您的升級需求，請至前往 PRO Saddle Selector：

https://www.pro-bikegear.com/global/saddle-selector。 



BALANCE



空氣力學、重量、車架幾何、管材的厚度及外型，甚至是碳纖維布料的選擇，都能在完美的自行車中發揮作用。找到最合

適的搭配是一門藝術，而PINARELLO一直致力於找出完美的比重。全新DOGMA F正是秉持完美要求的象徵，是

PINARELLO長久累積的經驗、品味、直覺及技術的結合。

這是一款適合各類型的騎乘者與各種地形的車款，並非每位騎乘者都是專業車手，您需要一款兼具爬坡與下坡的車款，能在每

個彎道進行攻勢並在終點時發揮最大瓦數，無論遇到怎樣險峻的挑戰，DOGMA F都能征服。

不同於其他品牌，PINARELLO從未將車款分為爬坡自行車或空力車款，這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騎乘方式並非單一面向，無論

您是業餘騎乘愛好者或者征戰各大賽事的專業車手，每一趟騎乘都會遇到不同地形，即使是最高聳的爬坡路段，也都須穿越

平原才可到達。

DOGMA F: THE ART OF BALANCE  平衡的藝術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性能表現

設計DOGMA F時，我們一如既往優先考量其操控性。很多時候，自行車品牌都著重於重量，但重量往往使人誤解。在騎

乘的道路上，靈敏度及操控的舒適性會比減少幾公克更為重要。是的，相較於DOGMA F12，全新的DOGMA F碟煞車架輕

了11%，這是研發團隊致力於創新及使用新生產方式(例如:3D列印鈦合金組件)的結果。另外，座管、頭碗、前叉及一體把

的總重量也減輕了265克，在五通碗組的剛性也提高了12%，改良後的空氣力學特性也能降低功率的耗損。

改款的ONDA前叉中可以看到這項性能的表現。針對碟煞及輪煞車款，我們從頭開始反覆調整，以追求兩種車款擁有相同的性

能表現。我們相信每個騎乘者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愛的煞車款式。無論是輪煞或碟煞，DOGMA F遵循相同的特點及細節開發，

意味者不同的車款擁有其專屬的前叉設計。 

結論是PINARELLO的外型與以往相比更加流線，騎乘時，車架基本上感受不到任何的阻力。有鑑於BOLIDE系列的創新，新款

ONDA前叉葉片如同風帆一般，側風阻力的降低效果，會隨著風勢增強而更加顯著。

DOGMA F的每項細節都經過嚴密的把關以改善氣流，從降低阻力的ONDA前叉改良設計到高引流效果的車架後三角設計，與

DOGMA F12相比，碟煞車款的空氣力學性能提高了4.8%。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碟煞車款近乎UCI重量限制

自行車總重量(不含踏板及水壺架)

DOGMA F 碟煞款 尺寸53  - SRAM RED ETAP AXS  - DT SWISS ARC1400 =6.9 (不含踏板)

DOGMA F 碟煞款 尺寸53  - SHIMANO DURACE DI2  - DT SWISS ARC1400 = 6.8公斤 (不含踏板)輪煞車

款較有可能低於UCI重量限制。

無與倫比的舒適度

我們從不用T-SHIRT尺寸來測量自行車，這樣是對義大利傳統工藝的輕視，精細的自行車尺寸測量就如同手工訂製的西裝裁縫

一樣，如此注重細節。

頂級的自行車並非使用簡單數據來測量，於是我們提供了11款車架尺寸、16款一體把尺寸，加上2款座管設計，共有352種組合

，讓您可以找到最合適的車款。

從設計的初始階段開始，DOGMA F的每項細節都經過了反覆的推敲，保留車架的特定特徵，無論車架尺寸大小都保留其

獨有的特色。我們不僅只有加長或減短車架幾何數據，也改變了角度並修改整體造型，目的是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夠體驗到

DOGMA F的獨特性。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採用航太產業用的碳纖維材質

談到碳纖維，市面上許許多多的選擇，與生活中其他產品相同，總是會有最完美的性價比。

PINARELLO站在航太產業的高度，我們只使用來自日本東麗的碳纖維，奈米合金技術的TORAYCA T1100 1K碳纖維布料

是我們研發DOGMA F的最佳選擇。

這類型的纖維材料是用於生產最快速的賽車與技術最先進的飛機。
. 

THINK ASYMMETRIC(不對稱的技術)

每款PINARELLO都以從一而終的出發點來構思:不對稱設計。

這是我們的核心設計理念。為什麼呢? 因為當騎乘者踩踏時，力道是不對稱的，主要作動力是在右側的鏈條。因此，車架必

須是非對稱的，才能以真正對稱的方式來踩踏。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關鍵數據:

‧減少265克 (與尺寸53的碟煞車架相比)

‧增加12%剛性 (五通部分)

‧增加3.2%以上的空氣動力學 (F 輪煞 vs F12輪煞)

‧增加 4.8%以上的空氣動力學 (F碟煞 vs F12碟煞)

‧時速達40公里可節省1.3W / 時速達50公里可節省2.6W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數字去哪了?

您可能已經發現最新的旗艦車款名字中並沒有出現數字。為什麼呢？這個想法來自於DOGMA的字元定義。

dogma | ˈdɒɡmə | 
名詞

指權威(宗教)制定的一組原則或者無可爭辯的真實信仰；又稱dogma of faith.

信條；信理；教條；教理；教義；定論

起源

源自16世紀中葉，來自希臘教條【意見】的拉丁語，也能作為【思考】

PINARELLO DOGMA F 是一個經典傳奇，跳脫用數字的分類。從2000年以來，它一直是卓越的象徵，持續成為自行車

性能的黃金準則。無論是哪一款系列，DOGMA 都是夢想中的自行車，因此我們選擇使用簡單的F，作為承襲過去及現

在的的象徵，並也締造未來的全新身分。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PLUTONIUM FLASH

ERUPTION RED

BLACK ON BLACK

PINARELLO-DOGMA F
新聞稿













VIVO REFLECTIVE 

反光設計 
在座墊後部的反光設計，藉由反射汽車，自行車
和其他車輛的燈光，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 



人體工學設計渠道 
增加壓力釋放的中心渠道。  坐骨區域
經過特殊壓紋處理，以在騎行時提供

柔軟的觸感和更好的穩定性。  

Havac製程 
獨特而創新的生產系統，融合了真空技術的
優點和手工製作的輕量特性，提供了更好的
防水性和簡潔外觀。 

產品料號:SR-1217DRNA07823
產品名稱:Vivo Refl. 運動型座墊
建議售價:$1,400

"新品到貨，請洽各地經銷商"





張婷婷
IC300

「SHIMANO IC系列飛輪車鞋」
疫情期間除了Work from home就是Stay at home，到底該怎麼運動？
不怕！SHIMANO推出的IC系列車鞋讓您在家也能舒適騎乘，IC100為男女款皆有的入門鞋款，
IC300和IC500則是專為女性所打造的進階鞋款、全系列皆使用透氣針織網布搭配SPD扣片設計。

今天就來著重介紹SH-IC300 WOMEN，
這雙行走&騎乘都舒適的兩用好鞋！
IC300鞋底的內凹設計可完美隱藏扣片，
搭配單BOA® L6旋鈕系統，輕鬆穿著微調
更快速、精準，加上EVA吸震中底輕鬆實現
行走舒適感，關於SPD鞋底扣片的安裝也非
常容易上手。



張婷婷
IC300

SHIMANO IC300車鞋，室內外穿著皆時尚有型，不論是在家騎飛輪還是在外見朋友，通通都
能完美搞定。

它的舒適性連專業選手-張婷婷也愛不釋手，身為鐵人三項的超新星，因為疫情無法出門比賽
和練車，那就換個方式繼續鍛鍊，來看看她怎麼說！



張婷婷
IC300

張婷婷：SHIMANO IC300 穿起來時尚又不笨重，
最重要的是它鞋底的內凹式設計完美隱藏了扣片，
能貼合路面行走、除去喀喀聲響，加上配有單 
BOA® L6旋鈕讓穿脫和調整更方便，炎炎夏日，
使用透氣針織網布的IC300車鞋，真的讓雙腳不悶熱！！



張婷婷
IC300

一趟旅程，一雙鞋，騎乘行走兩相宜，
SHIMANO IC300的舒適度快來體驗看看吧！！

經銷車店QR code



RUNNINGCYCLING SWIMMING

機能壓縮

快排透氣

防曬效果

夜間反光

透氣網孔

修身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