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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SPD和SPD-SL為SHIMANO車鞋和踏板建立標竿，

並且是其他品牌追逐仿效的目標。著名的系統工程科技和

製造技術，讓SHIMANO在其他競爭者中更為突出。鞋類專家

和踏板工程師一起合作，創造出極為理想的車鞋和踏板接

觸介面，納入最新相關自行車生物力學的發展、材質運

用，當然還有效率、耐用的SPD和SPD-SL系統。設計、測

試、執行，合作無間。SPD和SPD-SL車鞋/踏板組合－擁有

許多不同等級的選擇和搭配－使成為單一個體，完整的動

力傳輸平台。對職業選手的影響：最理想的動力傳輸。對

愛好者的影響：更快更長的騎乘距離，兼具舒適性。對休

閒騎乘者的影響…讓我們用這種方式說明好了：當各部位

零件都運轉良好順暢，您將會得到更多的騎乘樂趣。



傳 達 動 力

直達踏板!



產品分類

公路車鞋

公路車運動型

公路旅行

登山車競賽級

登山車運動型

登山車旅行

休閒旅行

一路上沒有什麼可以難的倒您! SHIMANO性能特色，品質和風格的呈現；公路運動

型車鞋完善的系統，適合各種的騎乘環境。相容SPD和SPD-SL系統，搭配良好的動

力傳輸平台－SHIMANO踏板一起使用。

擁有公路車的性能和行走的方便性。適合喜愛在一個風景點享受美麗的風景或喜愛

在一個陽光充足的台地做緩和運動的騎乘者。平穩的橡膠鞋底，嵌入式的SPD鞋底

板，無論騎車或行走都很方便。

愉快的心情，熱情以及挑戰的騎乘環境! SHIMANO登山車競賽級車鞋在任何您會遇

到的騎乘環境中，給予您更好的操控性能。創新的鞋底和鞋面設計，更為舒適、耐

用，良好的動力傳輸，重新定義登山車鞋的性能表現。

騎車、探險，大自然就圍繞在您的身旁! 登山車運動型車鞋經典的SHIMANO設計和

MTB競賽的經驗，適合愛好者使用。由於品質系統的益處，SPD車鞋和踏板的結合，

提供廣大使用者最好的裝備。

SHIMANO 登山車鞋款特別的系列，符合戶外的行走需求。適合愛冒險的各個層級的

車手使用；無論是熟練的運動員挑戰登山活動，亦或是偶爾騎乘的休閒車手。

SHIMANO的多功能旅行車鞋，專為重視娛樂大於速度、認為耐用度重要於高階技術

的休閒車手而設計。騎乘時，此多功能車鞋使用SPD系統達理想的傳輸效率。當您

脫卡而欲行走時，也提供極佳的行走舒適性。

登山車鞋

旅行車鞋

“多功能”是完美騎乘的主要關鍵

體驗騎乘帶給您的樂趣

適合XC越野比賽，林道越野騎乘

登山車鞋使用者最好的裝備

用最好的方式享受戶外的世界

騎乘的舒適性



公路車競賽級

三鐵車鞋

女性公路車鞋

林道越野

登山車全地形

女性登山車鞋

SHIMANO CLICK’R 休閒車鞋

想要獲得勝利嗎? 那就使用經賽事證實的公路競賽級高性能車鞋。SPD-SL公路競賽

車鞋技術是車鞋和踏板的終極結合。純粹的舒適感加上輕量化，穩定性，熱塑訂製

的感受，人體工學貼合的性能表現。

以秒為單位計算的比賽，這是為什麼您需要一雙完美的車鞋，做有效率的騎乘和快

速穿脫。加上全程純粹的舒適感，SHIMANO三鐵和多功能運動車鞋提供極佳剛性、

力量傳輸的外底，理想的透氣性能，加大魔鬼粘設計能快速調整，無縫內裡和排汗

快乾網狀層鞋面。

專為女性車手而設計。達到巔峰的設計符合女性車手的需求，無論精英競賽、運動

休閒皆適合。符合女性足部的獨特特徵，腳跟部位更低更窄，鞋尖部分更小。

林道越野型車鞋適合林道越野環境的騎乘和行走。系統工程SPD車鞋和踏板的結

合，幫助更有效率的騎乘，橡膠鞋底使步行更舒適。

保護性、精確度，適合廣大極限運動的車手。擁有XC越野車鞋/踏板的輕量和效

率，DH下坡賽需要的保護性和耐用度。堅固，耐用，透氣。防滑鞋底。

登山車運動不是男人的專利，女性車手也喜愛激烈和冒險的騎乘。專為女性所設計

的系統工程擁有所需要的高性能。無論是競賽級車手或是休閒運動者，女性車鞋都

提供極佳的貼合與性能。

如果您習慣於平面踏板或狗嘴套，卡鞋似乎是令人怯步的。這也是SHIMANO發展

SHIMANO CLICK’R踏板的理念。比起普通卡踏更為容易的上卡／脫卡，SHIMANO 

CLICK’R踏板帶給您－穩定的踩踏、較少的疲勞感、更好的騎乘控制－並且維持

舒適度。

適合職業選手和業餘車手所使用

為速度而設計

專屬於“妳”

使用SPD登山車鞋，感受大自然，挑戰自我

適合職業選手和業餘車手所使用

冒險精神的分享

使上/脫卡更為輕鬆寫意



SHIMANO DYNALAST    提升踩踏的效率

50 KM 競賽過程中 節省時間達6.25 秒

透過實驗室和競賽場上的實際測試，減少踩踏損耗達5.23%

，結合適當的騎乘姿勢可提升0.56% 的效能。資料顯示結果

為 250 瓦輸出的騎乘條件下，SHIMANO 標準鞋楦和SHIMANO 

DYNALAST 的測試結果比較。



SHIMANO CLICK’R, 
連結美好的騎乘經驗。
設計的理念為搭配SHIMANO CT和UT系列車鞋，SHIMANO CLICK’R
為全新踏板的概念，針對新手及初學者的卡踏。與常見的平面
踏板或狗嘴套相比，卡式踏板提供較大程度的效率系統，從小
腿到自行車，傳達動力到踏板。SHIMANO CLICK’R踏板讓您的騎
乘更遠，更快，更長時間，較少的疲勞感。除了這些，您也會
感覺騎乘更為穩定和舒適。因此，和您不適用且耗費能量的鞋
子說再見，開始進入順利愉悅的騎乘體驗吧。



SHIMANO
CUSTOM-FIT 
精準合腳，絕對的舒適感，
最大動力傳輸

踩踏

抬起

拉提

SHIMANO的CUSTOM-FIT科技為需要最大的穩定性和動力傳輸的職業車手
而設計，以及足以應付六小時長程比賽的舒適感。熱塑精確貼合，符合
人體工學，舒適，幫助職業選手站上全世界的舞台。擁有3D鞋面人體工
學剪裁的競爭優勢。記憶系統的剛性提供爬坡的動力，消除空隙，減少
摩擦和穩固腳部，只為一個目的：最有效率的力量傳輸。CUSTOM-FIT
改變了不同層級愛好者的騎行之路；因為每個人都將受惠於完美貼合的
車鞋。理想的精確性和動力。純粹的舒適感。

SHIMANO的CUSTOM-FIT鞋面是為了讓騎乘者在騎乘時感覺更舒服而設
計，實驗測試結果顯示比起非CUSTOM-FIT鞋面，CUSTOM-FIT鞋面能減
少鞋面和腳接觸產生的摩擦力並能降低約13%的腳背溫度。較少的摩擦
力，較低的溫度，較佳的舒適度。

較少的熱能產生

由Unitika Garments 
Technology 
& Research 
Laboratories公司負責
測試。使用方法為以每
分鐘90轉的迴轉數持續
10分鐘，這相當於200
瓦的輸出。

您也能擁有職業水準的科技

較小的摩擦以減少壓力

非CUSTOM-FIT CUSTOM-FIT



精準合腳，絕對的舒適感，
最大動力傳輸

使用熱塑型鞋墊，SHIMANO可調整的足弓墊比起以往更能使車鞋更加合
適。依據個人腳部不同的彎曲程度，您能選擇中-高足弓或中-低足弓支
撐墊，並同時享受擁有完美壓力分佈的舒適車鞋。

每 一 雙 熱 塑 款 車 鞋 都 有 附
CUSTOM-FIT熱塑鞋墊，熱塑鞋
墊也是可以單獨購買的。人體
工學、熱塑功能、剛性高密度
結構。EVA支撐結構提供立即
的支撐性、穩定性和舒適性。
無論是專業練騎、世界性賽事
或城市旅遊，CUSTOM-FIT熱塑
鞋墊將提升您的騎乘效能。

兩種足弓軟墊來搭配不同的腳形

使用我們的熱塑型鞋墊，
訂製舒適貼合的感受

舒適性、支撐性&穩定性，
適合所有的騎乘者

CUSTOM-FIT  
熱塑鞋墊

上層可熱塑性材質

高密度 EVA 材質
的較深後跟杯

中 -高足弓墊 中 -低足弓墊

CUSTOM-FIT 鞋墊 典型的鞋墊

CUSTOM-FIT 熱塑鞋墊的壓力分佈圖

能創造一個符合自己腳形
的鞋墊。

提供較佳的剛性 ,
穩定性和支撐性。

兩種模組化足弓墊之一，
此專為中高足弓而設計。

模組化足弓墊，此專為
中低足弓而設計。

高

低

分散壓力
和更好的
足弓支撐



公路車競賽級

SH-R320
職業競賽級
CUSTOM-FIT熱塑款
踩踏效率的精髓：傳達”動力直達踏板”的理念

鞋面：Rovenica®超細纖維皮革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勢，創

      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輕量化中空設計，超堅固碳纖維複合鞋底；可調節鞋底板範圍

SH-R241
菁英競賽
CUSTOM-FIT熱塑款
競賽傳統及完美貼合的穿著感受

SH-R170
全方位輕量化性能車鞋
踩踏效率的精髓：傳達”動力直達踏板”
的理念

SH-R107
經典性能款
全方位SPD-SL性能，適合車隊和休閒使用

鞋面：柔軟的超細纖維皮革和多層網狀層鞋面

鞋楦：CUSTOM-FIT人體工學弧形鞋楦，完美貼合腳形

鞋底：輕量化中空設計，超堅固，碳纖維複合鞋底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

      勢，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輕量化碳纖維複合鞋底，

      更寬的鞋底板調整範圍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勢，

      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碳纖維複合材質嵌入關鍵部位,SPD和SPD-SL鞋底板相容

SH-R320W

N E W

N E W

N E W

適合職業車手和業餘車手所使用

SH-R241W SH-R241L

SH-R170L

SH-R107W



SH-R241
菁英競賽
CUSTOM-FIT熱塑款
競賽傳統及完美貼合的穿著感受

SH-R088
適合車隊&休閒騎乘
全方位車鞋款，車隊和休閒車手的最佳夥伴

SH-R078
多功能運動車鞋
SHIMANO經典設計：創新、品質、風格

SH-R064
多功能運動車鞋，適合入門者使用
SHIMANO技術的高品質車鞋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勢

     ，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低斷面、輕量的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勢

     ，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低斷面、輕量的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SPD和SPD-SL鞋底板相容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貼合腳形的鞋楦設計

鞋底：輕量化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

      SPD-SL和SPD鞋底板相容

SH-R088W

SH-R078W

N E W

N E W

公路車運動型
“多功能”是完美騎乘的主要關鍵



三鐵車鞋

SPD-SL 踏板

為速度而設計

SH-TR60
菁英三鐵和多方位運動車鞋
踩踏效率的精髓：傳達”動力直達踏板”
的理念，頂級三鐵車鞋款

PD-9000
碳纖維材質踏板，動力傳輸的終極平台
‧耐用的射出成型碳纖維複合材質本體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最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超滑順的3組培林軸承：2組滾珠式，1組寬滾柱式

  含SM-SH12鞋底板 (轉點位於前方中心)

‧加長4mm軸承版本

PD-6700-C
職業級專業騎乘
‧碳纖維複合材質本體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更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耐用的不鏽鋼金屬板減少振動和踏板的磨損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SH-TR31
三鐵和多方位運動車鞋
SHIMANO特色，品質，風格；三鐵超值款

鞋面：Rovenica®超細纖維人造皮革，舒適的騎乘感受，

      適合游泳後的騎乘，乾爽舒適

鞋楦：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姿

      勢，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輕量化碳纖維複合鞋底和可調整的鞋底板範圍

鞋面：柔軟的人造皮革和3D技術網狀層鞋面，舒爽透氣

鞋楦：貼合腳形的鞋楦設計

鞋底：輕量化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

      相容SPD-SL和SPD鞋底板

N E W

N E W



PD-6700
職業級專業騎乘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更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耐用的不鏽鋼金屬板減少振動和踏板的磨損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PD-5700
經典的性能表現，適合車隊騎乘使用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更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耐用的不鏽鋼金屬板減少振動和踏板的磨損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PD-540
經賽事証實的性能表現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PD-540-LA
適合非激烈的休閒騎乘車手
‧PD-R540的輕彈簧張力版本 (Lighter Action)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N E W



公路旅行
體驗騎乘帶給您的樂趣

SH-RT82
SPD運動旅行
跑車風格外型，輕量化車鞋，適合
旅行車手

SH-RT32
SPD運動旅行
優質入門款旅行車鞋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行走舒適

鞋底：嵌入式鞋底板設計及橡膠鞋底，行走舒適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行走舒適

鞋底：嵌入式鞋底板設計及橡膠鞋底，行走舒適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SPD 踏板

PD-A600
優質公路車SPD踏板
‧達到ULTEGRA等級的最輕量SPD踏板

‧寬介面設計，實現SPD車鞋更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低風阻，單向嵌入SPD設計

‧鞋底板嵌入SPD車鞋底，方便行走

PD-A530
多用途SPD/平面踏板，由您決定如何使用
‧兼具卡鞋裝置面與平面的雙面式設計(兩用踏板)

‧簡潔、優美、吸引人的外觀

‧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PD-A520
實用的介面設計適合公路車手
‧輕量化、低風阻，單向嵌入式SPD設計

‧鞋底板嵌入車鞋底，方便行走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SHIMANO經典設計，品質與性能保證



SH-M315
越野競賽車鞋，CUSTOM-FIT熱塑鞋款
激烈騎乘，堅固，輕量化，
人體工學完美貼合

SH-M240
CUSTOM-FIT 多用途性能車鞋
堅固耐用優質鞋款，適用於任何地形條件

SH-XC60
越野競賽性能車鞋

SH-XC30
越野運動車鞋

SH-XC50
功能齊全的越野競賽性能車鞋

鞋面：Rovenica®超細纖維合成皮革/柔軟、輕量、舒適/

      傑出的高記憶伸縮彈性/優異的耐久性和耐磨損特性

鞋楦：CUSTOM-FIT人體工學弧形鞋楦，完美貼合腳形

鞋底：超堅固，加長的碳纖維材質底板，可增加踩踏效率，

      後腳跟仍可靈活調整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鞋面，低斷面加強防護

鞋楦：CUSTOM-FIT人體工學弧形鞋楦，完美貼合腳形

鞋底：加長的碳纖維材質底板，可增加踩踏效率，

      後腳跟仍可靈活調整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提供極佳的保護性與傑出的耐用性

鞋楦：人體工學弧形鞋楦，貼合腳形

鞋底：碳纖維尼龍增強鞋底，聚氨酯防滑塊外底，前鞋釘安裝

      

鞋面：堅固、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聚氨酯防滑塊外底，足弓部位柔軟的襯墊

      增加踩踏的穩定性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鞋面：堅固合成皮革提供極佳保護性和傑出的耐用性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多密度止滑塊與足弓部位柔軟的襯墊增加踩踏的穩定性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可選擇的前鞋釘

登山車競賽級
適合XC越野比賽，林道越野騎乘

N E W

SH-XC30L



SH-M162
適合多種地形的林道越野車鞋

SH-M064
入門者越野運動車鞋

SH-M088
越野運動車鞋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鞋面，保護性能與傑出的耐用性

      EVA鞋墊舒適吸震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方便行走

鞋底：多功能橡膠鞋底，前鞋釘安裝，傑出的抓地力

      碳纖維尼龍增強鞋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行走舒適

鞋底：耐用的橡膠鞋底提供傑出的摩擦力和行走的舒適性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耐用橡膠鞋底，提供傑出的摩擦力和行走的舒適性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林道越野
使用SPD登山車鞋，感受大自然，挑戰自我

N E W

SH-M088W

SH-M064L

SH-M088S

SPD 踏板

PD-M980
終極動力傳輸，經典的傳奇值得信賴
‧比M970多4倍的車鞋/踏板接觸面積

‧寬培林定位增加剛性

‧更加纖細、輕量的軸承設計

‧踏板厚度比PD-M970減少2mm，離地間隙增加，踩踏穩定度更好

‧橢圓形軸承外殼，除泥效果更佳

‧堅固耐用、可靠的固定扣片，使上/脫卡更加順暢



PD-M985
適合單速車和技術性下坡賽，良好的操控性能，自信十足
‧比PD-M970增加5.8mm寬的踏板面積

‧寬培林定位增加剛性

‧未上卡時，增加穩定性和操控性

‧卡座機構增加保護裝置，預防撞擊

‧橢圓形軸承外殼，除泥效果更佳

‧更纖細的軸承設計，增加上/脫卡的空間

‧堅固的固定扣片，使上/脫卡更加順暢

PD-M540
開放式卡座機構和輕量化設計，適合越野競賽車手
‧經典SPD可靠性和性能表現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極佳的除泥和防塵性能，同級中的佼佼者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PD-M780
對越野競賽車手而言，提供最大效率的動力傳輸
‧跟PD-M770相比，增加5倍的車鞋/踏板接觸面積

‧除泥設計，偏移卡座機構

‧堅固的固定扣片，使上/脫卡更加順暢

PD-M530
經典SPD值得信賴，加大踩踏平台設計
‧整合式卡座設計，未上卡時，增加穩定度和操控性能；

‧卡座機構加裝保護裝置， 預防撞擊

‧極佳的除泥和防塵性能，同級中的佼佼者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PD-M785
優質林道越野騎乘適用踏板，操控性能提升，自信十足
‧比PD-M770增加8.5倍的車鞋/踏板接觸面積

‧整合式卡座設計，未上卡時，增加穩定性和操控性；

  卡座機構加裝保護裝置，預防撞擊

‧堅固的固定扣片，使上/脫卡更加順暢

PD-M520
經典SPD值得信賴，是登山車手或公路車手的理想選擇
‧開放式簡潔的卡踏設計，容易上/脫卡

‧極佳的除泥和防塵性能，同級中的佼佼者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登山車全地形
適合職業選手和業餘車手所使用

SH-AM41
SPD運動鞋，適合極限運動和BMX競賽

SH-AM45
SPD運動鞋，適合極限運動和BMX競賽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鞋面和凸出加高的橡膠外底，增 

      加對足部的保護性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專用Vibram®黃金鞋底，優異的防滑性能、摩擦

      力和耐用性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鞋面和凸出加高的橡膠外底，增加

      對足部的保護性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極限運動專用，超強抓地力橡膠鞋底，增加耐久性、

      抓地力和穩定性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SPD 踏板

PD-M647
專為極限運動和BMX競賽的嚴苛環境而設計
‧12.5度的斜角雙面彈開式卡座使您更方便上卡/脫卡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極佳的除泥和防塵性能

‧加強型鋼套的鉻鉬合金油封軸承

PD-M545
多功能踏板適合大多數的騎乘方式
‧12.5度的斜角雙面彈開式卡座使您更方便上卡/脫卡

‧負重設計的鋁製踏板本體和卡座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SH-MT91
完美融合登山健行/自行車鞋技術
適合嚴峻地形騎乘或林道健行

SH-MT71
高性能全天候探險車鞋
適合林道越野或通勤騎乘

SH-MT53
多功能，多用途鞋款
適合多種不同騎乘風格的車手

鞋面：天然皮革仿麂皮鞋面，Gore-Tex®透氣膜防水設計舒適內裡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最大抓地力、耐用性和輕量化Vibram®黃金鞋底，健行/騎   

      車皆適用

      EVA中底吸震設計，增加行走的舒適性

鞋面：天然皮革搭配Gore-Tex®內裡，兼具透氣性與防水性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極佳的舒適性及穩定性

鞋底：最大抓地力、耐用性和輕量化Vibram®黃金鞋底，健                     

      行/騎車皆適用

      EVA中底吸震設計，增加行走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PD卡踏系統的車手

鞋面：中高筒健行風格的設計，提供良好的足踝穩定性和 

      行走的支撐性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方便行走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性

      EVA中底和橡膠鞋底，增強踩踏效率和行走舒適

PD-M424
多功能踏板適合大多數的騎乘方式
‧12.5度的斜角雙面彈開式卡座使您更方便上卡/脫卡

‧加大防撞擊的樹脂踏板卡座設計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PD-MX80
下坡賽專用優質踏板
‧全新加寬設計(+3mm)，低斷面(-8.5mm)卡座設計

‧全新設計可更換的防滑插銷

‧凹形面的踏板使長途騎乘更舒適，踩踏更有效率

‧可調整插銷高度的墊片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N E W

登山車旅行
用最好的方式享受戶外的世界



休閒旅行
騎乘的舒適性

SH-MT43
休閒風格，多功能車鞋
運動的戶外風格，適合大多數的騎乘類型

SH-MT33
多用途/旅行車鞋
適合各種不同的騎乘風格

SH-MT23
多用途/旅行車鞋，行走容易

鞋面：多層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方便行走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EVA中底和橡膠鞋底，增強踩踏效率和行走舒適      

鞋面：多層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方便行走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EVA中底和橡膠鞋底，增強踩踏效率和行走舒適     

鞋面：高透氣抗張力網狀層鞋面

鞋楦：加大鞋楦設計方便行走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SPD 踏板

SH-MT43G

SH-MT33L

PD-T780
優質、多功能雙面踏板，適合長距離騎乘或通勤騎乘
‧結合SPD系統的效率和平面踏板的方便性

‧整合反光片設計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油封機構和耐用的滑軌式滾珠軸承

PD-M324
適合入門級SPD使用者的多功能踏板，適合日常騎乘
‧結合SPD系統的效率和方便的平面踏板設計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油封機構和耐用的滑軌式滾珠軸承



SHIMANO CLICK'R 連結美好的騎乘經驗。



站立、行走、騎乘皆舒適

更輕的張力，
簡單的上卡/脫卡設計

彈開式卡座設計更容易上卡

SHIMANO CLICK’R搭配CT和UT系列車鞋，提供舒適與性能最佳的平衡。雙層吸震EVA結

構(鞋墊和中底)與彈性橡膠鞋底、鞋面結構，使行走更舒適。另外，全新傾斜式鞋頭設

計－稱之為”旅遊性能鞋楦”－較大的5%鞋床面積，無論是站立或步行，提供更好的腳部

活動空間。同時，梯形中底支撐板仍維持踩踏效率功能與卡鞋結構介面。

對於卡式踏板，容易使用是最重要的。SHIMANO 

CLICK’R踏板較輕的張力，容易上卡與脫卡－

與標準SPD卡踏相比，省力約為60%。鞋底板擋

片預防無意識的脫卡，使用者不必擔心踏板的

上卡與脫卡問題。

SHIMANO CLICK’R踏板加大的踏面設計，增加車鞋的接觸空

間，使其更容易上卡。12.5°的斜角雙面彈開式卡座，更方

便上卡與脫卡。

上卡省力 ，與SPD相比

脫卡省力 ，與SPD相比

彈開式卡座

彈性梯形支撐板

橡膠鞋底

EVA 中底

60
62

%

%



更輕的張力，
簡單的上卡/脫卡設計

，與SPD相比

 CT休閒車鞋
使上/脫卡更為輕鬆寫意

SH-CT70
騎車或步行皆舒適，適合休閒騎乘和假日旅行
SHIMANO CLICK’R 結合踏板系統更為完美

SH-CT45
運動型設計和透氣鞋面，夏天和休閒騎乘的最佳選擇
SHIMANO CLICK’R 結合踏板系統更為完美

SH-CT40
騎車或步行皆舒適，適合休閒騎乘和假日旅行
SHIMANO CLICK’R 結合踏板系統更為完美

女性鞋款

UT皮鞋系列

SH-CW40
騎車或步行皆舒適，適合休閒騎乘和假日旅行
SHIMANO CLICK’R 結合踏板系統更為完美

SH-UT70
城市時尚風格，舒適，活躍的通勤族
SHIMANO CLICK’R 結合踏板系統更為完美

鞋面：抗張力，纖細的彈性網狀層/EVA減震鞋墊使行走更舒適      

鞋楦：旅遊性能鞋楦，人體工學設計，傾斜式鞋頭設計騎乘行走皆舒適

鞋底：EVA吸震中底和彈性梯形支撐板，增加行走和騎乘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HIMANO CLICK’R卡踏系統的車手  

鞋面：大片通風網狀層增加透氣性/EVA減震鞋墊使行走更舒適

鞋楦：旅遊性能鞋楦，人體工學設計，傾斜式鞋頭設計騎乘行走皆舒適

鞋底：EVA吸震中底和彈性梯形支撐板，增加行走和騎乘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HIMANO CLICK’R卡踏系統的車手

鞋面：抗張力，纖細的彈性網狀層/EVA減震鞋墊使行走更舒適

鞋楦：旅遊性能鞋楦，人體工學設計，傾斜式鞋頭設計騎乘行走皆舒適

鞋底：EVA吸震中底和彈性梯形支撐板，增加行走和騎乘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HIMANO CLICK’R卡踏系統的車手

鞋面：抗張力，纖細的彈性網狀層/EVA減震鞋墊使行走更舒適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旅遊性能鞋楦，人體工學設計，傾斜式鞋頭設計騎乘行走皆舒適

鞋底：EVA吸震中底和彈性梯形支撐板，增加行走和騎乘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HIMANO CLICK’R卡踏系統的車手

鞋面：細緻的人造皮革容易清理與保養，增加使用壽命

      EVA減震鞋墊使行走更舒適

鞋楦：旅遊性能鞋楦，人體工學設計，傾斜式鞋頭設計騎乘行走皆舒適

鞋底：鞋底紅色記號更容易找到上卡的位置

      EVA吸震中底和彈性梯形支撐板，增加行走和騎乘的舒適性

      鞋底板外蓋，適合第一次使用SHIMANO CLICK’R卡踏系統的車手

N E W

N E W

N E W

N E W

N E W

SH-CT40G SH-CT40M



PD-T700
優質SHIMANO CLICK’R踏板
更多的騎乘樂趣
‧更輕的彈簧張力， 簡單的上卡與脫卡

‧彈開式卡座設計，上卡容易

‧整合反光片設計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XT等級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PD-T400
讓更多人享受騎乘生活的樂趣
‧更輕的彈簧張力， 簡單的上卡與脫卡

‧彈開式卡座設計，上卡容易

‧整合反光片設計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女性公路車鞋
專屬於“妳”

SH-WR82
菁英競賽型車鞋，適合車隊選手
多功能SPD-SL輕量化性能車鞋

SH-WR61
專業騎乘
多功能SPD-SL專業的性能特色，適合
車隊和休閒使用

SH-WR41
車隊和休閒騎乘使用
多功能車鞋款，適合俱樂部及休閒騎乘使用

鞋面：加大快扣設計和不對稱魔鬼氈設計

      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3D技術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人體工學弧形鞋楦貼合腳形

鞋底：碳纖維複合鞋底，增加高功率動能輸出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人體工學弧形鞋楦貼合腳形

鞋底：玻璃纖維複合鞋底，增強高功率動能輸出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輕量化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

      SPD和SPD-SL鞋底板相容



女性三鐵車鞋

SH-WR31
女性多功能運動車鞋
經典設計，SHIMANO特色，品質和風格

SH-WR35
女性SPD運動旅行車鞋
輕量化車鞋，適合旅行車手

SH-WT60
菁英三鐵和多功能運動車鞋
踩踏效率的精髓：傳達”動力直達踏板”的理念，頂級三鐵車鞋款

SH-WM82
女性專業越野車鞋
多功能越野競賽性能車鞋

鞋面：柔軟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輕量化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

      SPD和SPD-SL鞋底板相容

鞋面：多層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三片式不對稱魔鬼氈設計，減輕壓力點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嵌入式鞋底板橡膠鞋底，容易步行

鞋面：Rovenica® 超細纖維人造皮革，

      舒適的騎乘感受，適合游泳後的騎乘

      3D技術網狀層鞋面使腳部保持乾爽舒適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SHIMANO DYNALAST鞋楦使腳部達理想的人體工學

      姿勢，創造更有效率的踩踏

鞋底：輕量化碳纖維複合鞋底和可調整的鞋底板範圍

鞋面：堅固的合成皮革提供極佳的保護性，傑出的耐用性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多密度止滑塊和足弓軟墊，增加踩踏的穩定性

      玻璃纖維尼龍增強鞋底，可更換的前鞋釘

SH-WR31L

女性登山車鞋
冒險精神的分享



SH-WM62
女性越野運動車鞋

SH-WM51
女性多功能運動/旅行車鞋
休閒騎乘傑出的選擇

SH-WM43
女性多功能運動/旅行車鞋
戶外運動風格設計，適合多種騎乘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

      耐用的橡膠鞋底提供傑出的摩擦力和行走的舒適性

鞋面：堅固的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三片式不對稱魔鬼氈設計，減輕壓力點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耐用的橡膠鞋底提供傑出的摩擦力和行走的舒適性

鞋面：多層抗張力合成皮革和網狀層鞋面

鞋楦：女性專屬設計

鞋底：玻璃纖維尼龍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EVA中底和橡膠鞋底，增加踩踏效率和行走舒適性

www.shimano.com



全台熱塑烤箱
設置據點

男性尺寸對照表

女性尺寸對照表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高菖

達芬奇單車

忠明自行車

色彩自行車

達文西

四季單車

騎蜂單車運動休閒館

吉興自行車

風城單車行

鐵馬賽克

大坑185車庫

鐵馬王企業有限公司

三多力單車館

菘田單車生活館

ORBEA-台中旗艦店

黑皮環化單車館

牛仔單車生活館-文化店

牛仔單車生活館-永福店

永丞單車生活館

十全車行

名捷車行

(02) 2835-2101

(02) 2732-1060

(02)2545-1651

(02) 2395-9788

(02) 2341-6177

(02) 2912-8777

(02) 2253-1796

(03)  461-0712

(03)  516-6346

(04) 2251-6788

(04) 2239-3185

(04) 2520-0901

(04) 2520-8313

(04) 2567-6697

(04) 2463-4978

(04)  711-4188

(06)  260-9388

(06)  228-0089

(06)  249-8681

(07)  746-0489

(03)  852-5717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91號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21號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83號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4號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77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08號1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44號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102號

新竹市東區建美路51號1樓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912-1號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321號

台中市豐原區豐北街295號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350號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一段243號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102-2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72號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12號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11號1樓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345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6號 



台灣總代理
三司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工37路39-1號

電話：+886-4-2359-6199

傳真：+886-4-2359-6565

www.sunstar-tw.com

* 欲購買SHIMANO車鞋及踏板請洽全台各大經銷商與捷安特直營店通路

* 詳細說明如有更改將不另行通知。

www.shiman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