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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SH-R321W

黑色
SH-R321L

白色
SH-R171W

黑色
SH-R171L

黑色
SH-RP9ML 

白色
SH-RP9MW 

黑色
SH-RP3ML 

白色
SH-RP3MW 

黑色
SH-RP2ML

白色
SH-RP2MW

黑色
SH-RT82

黑色
SH-RT33

藍色
SH-TR9MB

白色
SH-TR32

藍色
SH-XC90B

黑色
SH-XC90L

白色
SH-XC61W

黑色
SH-XC61L

黑色
SH-XC70L

白色
SH-XC51

黑色
SH-XC31L

白色
SH-XC31W

黑色
SH-M200L

軍綠色
SH-M200G

黑色
SH-M163L

白色
SH-M163W

黑色
SH-M089L

白色
SH-M089W

黑色
SH-AM9ML

黑色
SH-AM7ML

軍綠色
SH-AM5MG

黑色
SH-AM5ML

灰色
SH-XM9MG

灰色
SH-XM7MG

 
閃電藍  
SH-MT44B

黑色
SH-MT44L

黑色
SH-MT34L

藍色
SH-MT34B

灰/橘
SH-CT80GO

綠色
SH-CT80R

黑色
SH-CT71L

藍色
SH-CT71B

綠色
SH-CT41G

黑色
SH-CT41L

黑/綠
SH-CT46

黑色
SH-UT70

黑色
SH-WR84

白色
SH-RP5WW

黑色
SH-RP3WL

白色
SH-RP3WW

黑色
SH-RP2WL

白色
SH-RP2WW

白色
SH-TR9WW

黑色
SH-WM83

黑色
SH-WM53L

白色
SH-WM53W

黑色
SH-WM64L  

白色
SH-WM64W  

鉻綠色
SH-CW41G

黑色 黑/綠
SH-WM34G

女性專屬設計

旅行車
多用途登山車鞋 登山車旅行 SHIMANO CLICK'R 休閒車鞋

登山車
越野競賽級 耐力賽/林道越野 極限運動

公路車
公路車競賽級 公路車性能型 公路車旅行 三鐵車鞋

車鞋產品線

公
路
車

公
路
車

登
山
車

旅
行
車

女
性
專
屬
設
計

白色
SH-RP5MW SH-RP5ML

黑色

女性公路車鞋

SH-CW41L

女性登山車鞋





新

新

新

新

公路車競賽級
適合職業選手和公路車愛好者使用

SH-R321

SH-R171

職業競賽級 CUSTOM-FIT 熱塑鞋款
優異的貼合性、舒適性和最大踩踏效率

全方位輕量化性能車鞋
原創風格和設計，舒適，純粹的踩踏性能

489g ( 尺寸 40)

486g

SH-R321L    黑色 
SH-R321W   白色

SH-R171L     黑色 
SH-R171W   白色

◆鞋面和鞋墊使用 Custom-Fit 熱塑技術
◆ TEIJIN AVAIL100 超細纖維合成皮革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極堅硬、輕量化的碳纖維中空編織複合鞋底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極堅硬、輕量化的碳纖維複合鞋底
◆適應性佳的快扣系統，可調整以適應不同腳背高度

* 此目錄的車鞋重量皆為其型號尺寸 40 號的重量。

建議搭配：PD-9000

建議搭配：PD-6800

公路車性能型
為長距離公路車騎乘或競賽設計的自行車鞋

SH-RP9

SH-RP5

頂級公路車性能型車鞋
舒適性與動力傳輸間的平衡

為長途騎乘設計的高性能車鞋
專為休閒騎乘者設計，靈活且堅固耐用的自行車鞋

538g

507g

SH-RP9ML     黑色 
SH-RP9MW   白色

SH-RP5ML   黑色 
SH-RP5MW  白色

◆鞋面和鞋墊使用 Custom-Fit 熱塑技術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腳趾通風孔和鞋底排水孔設計
◆極堅硬的碳纖維編織複合鞋底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簡單的美學設計避免過度點綴，並專注於功能性的          
   開發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相容 SPD 和 SPD-SL 鞋底板

建議搭配：PD-6800

建議搭配：PD-5800

SH-RP3

SH-RP2

休閒騎乘使用的舒適、效率型車鞋
職業級性能，適合車隊和休閒騎乘

初學者適用的舒適型車鞋
適合入門愛好者的性能車鞋

527g

505g

SH-RP3ML     黑色 
SH-RP3MW   白色

SH-RP2ML       黑色 
SH-RP2MW     白色

◆鞋面固定系統及分散力量的繫帶舒緩腳背壓力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相容 SPD 和 SPD-SL 鞋底板

◆三片式耐用的不對稱魔鬼氈帶，分散腳背的壓力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相容 SPD 和 SPD-SL 鞋底板

建議搭配：PD-R550、PD-R540、PD-540-LA、PD-A520
(* SPD 踏板只能與搭配 SM-SH40 轉接座的 SPD 鞋底板一起使用 )

建議搭配：PD-R550、PD-R540、PD-540-LA、PD-A520
(* SPD 踏板只能與搭配 SM-SH40 轉接座的 SPD 鞋底板一起使用 )



SH-TR9

SH-TR32

SH-RT82

SH-RT33

菁英三鐵競賽車鞋
縮短轉換運動項目的時間

三鐵和全方位運動車鞋
SHIMANO 原創的效率型三鐵車鞋

SPD 運動旅行車鞋
輕量化公路車外形車鞋，適合旅行騎乘者
◆嵌入式 SPD 鞋底板的橡膠外底及玻璃纖維增強中  
   底，提高騎乘性能及行走舒適性
◆可微調快扣和二片式不對稱魔鬼氈帶設計

SPD 運動旅行車鞋
輕量化公路車外形車鞋，適合旅行騎乘者
◆嵌入式 SPD 鞋底板的橡膠外底及玻璃纖維增強中底
  ，提高騎乘性能及行走舒適性
◆二片式魔鬼氈帶設計

502g

472g

651g

629g

SH-TR9MB  藍色

SH-TR32  白色

SH-RT82  黑色

SH-RT33  黑色

新

公路旅行

SH-XC70

SH-XC61

SH-XC51

SH-XC90

菁英級越野競賽車鞋
「動力直達踏板」搭配 SHIMANO 登山車鞋穩定性、
  剛性、輕量化的設計。
◆鞋面和鞋墊使用 Custom-Fit 熱塑技術，增強性能的貼合度
◆碳纖維複合支撐板 ( 鞋底板區域 )，結合玻璃纖維增強中底，達
   到理想的剛性

越野競賽性能車鞋
「動力直達踏板」搭配 SHIMANO 登山車鞋穩定性、
剛性、輕量化的設計
◆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減輕腳背壓力 
◆鞋底更接近踏板的設計，極佳的動力傳輸

越野登山車運動車鞋
SHIMANO DYNALAST 科技
◆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減輕腳背壓力
◆低斷面可微調快扣設計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軟足弓墊設計，提供上卡的穩定性

職業級越野競賽車鞋
毫不妥協的越野競賽專屬車鞋，為速度而設計
◆鞋面和鞋墊使用 Custom-Fit 熱塑技術
◆極堅硬的碳纖維增強中底支撐板和碳纖維複合外底
◆較低的鞋底高度，動力傳輸更為直接，重心更接近踏板中心

632G

632g

633g

627g

SH-XC90B 藍色

SH-XC61W   白色 
SH-XC61L    黑色

SH-XC51  白色

SH-XC90L  黑色

SH-XC31
越野登山車運動車鞋
SHIMANO DYNALAST 科技
◆三片式耐用魔鬼氈帶及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減輕
   腳背壓力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聚氨酯防滑塊設計

604g

SH-XC31L  白色
SH-XC31W  黑色 

三鐵車鞋
為速度而設計

越野競賽級
騎乘導向設計，適合XC越野競賽和林道越野騎乘

不論身在何處都能
體驗騎乘帶給您的樂趣

◆ T1 快速魔鬼氈極寬設計及不對稱後跟拉帶，縮短   
   轉換運動項目的時間
◆人體工學鞋頭及氣孔設計，維持剛性和透氣性
◆輕量化、極堅硬的碳纖維複合鞋底

◆ T1 快速魔鬼氈極寬的設計，縮短轉換運動
   項目的時間
◆ 3D 透氣網狀鞋面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建議搭配：PD-9000

建議搭配：PD-5800

建議搭配：PD-A600, PD-A520

建議搭配：PD-A600, PD-A520

SH-XC70L   黑色

建議搭配：PD-M9000

建議搭配：PD-M8000

建議搭配：PD-M8000

建議搭配：PD-M8000

建議搭配：PD-M520







SH-M200

SH-M163

SH-M089

優質林道越野 / 耐力賽車鞋

林道越野 / 耐力賽車鞋

林道越野登山車鞋
極佳的林道越野性能 

762g

728g

692g

林道越野/耐力賽

SH-M200L     黑色 
SH-M200G    軍綠色 

SH-M089L       黑色 
SH-M089W     白色

SH-M163L         黑色 
SH-M163W         白色 

極限運動
跟上專業選手的速度

SH-AM9

SH-AM7

多功能全地形車鞋
征服極限運動，挑戰嚴苛的下坡地形

全地形和下坡賽車鞋
耐用、高防滑性的外底，極大化操控性

744g

731g

SH-AM9ML   黑色 
   

SH-AM7ML   黑色 
   

SH-AM5
極限運動和 BMX 競賽車鞋
獨具風格，卻又不失防護性和操控性

941g

SH-AM5MG    軍綠色
SH-AM5ML    黑色 

◆合成皮革鞋面和加高的橡膠外底，增加對足部的保護性
◆單片式魔鬼氈帶設計，固定並保護鞋帶
◆防滑橡膠鞋底及堅硬的玻璃纖維增強支撐板

建議搭配：PD-M647, PD-M545, PD-M424

使用SPD車鞋，體驗上、下自如的登山車活動

更快，操控性更佳
◆「TORBAL」扭力較佳的中底，下坡騎乘時更為流暢
    的騎乘動作
◆碳纖維增強中底，最佳踩踏剛性
◆低斷面的鞋面加強防護設計

優異的行走抓地力及剛性
◆「TORBAL」扭力較佳的中底，下坡騎乘時更為流暢
   的騎乘動作
◆玻璃維增強中底，最佳踩踏剛性
◆超低斷面可微調快扣和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                       

◆「TORBAL」扭力較佳的中底，下坡騎乘時更為
   流暢的騎乘動作
◆玻璃維增強中底，最佳踩踏剛性
◆超低斷面可微調快扣和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 

建議搭配：PD-M9020

建議搭配：PD-M8020

建議搭配：PD-M530, PD-520

◆腳趾和腳跟區塊的鞋底紋路設計，增加抓地力和防滑性
◆不對稱的足踝和鞋底側邊高度設計，提供腳部保護
◆新增保護層下的鞋帶和頂部魔鬼氈帶 ( 加扣環 ) 設計 

◆不對稱的足踝高度設計，提供腳部保護
◆獨特的 Vibram® 黃金外底，提供極佳的自行車操控性
◆新增保護層下的鞋帶和頂部魔鬼氈帶 ( 加扣環 ) 設計

建議搭配：PD-M647, PD-M545, PD-M424

建議搭配：PD-MX80

新

新

新



SH-XM9

SH-XM7

適用於各種季節的多用途登山車鞋
在崎嶇的地形騎乘或行走皆方便

耐用的多用途登山車鞋
強調防護性、舒適性和穩定性的多用途登山車鞋

1070g

870g

多用途登山車

新

新SH-XM9MG 灰色

SH-XM7MG 灰色

SH-MT44

SH-MT34

休閒騎乘適用的多功能車鞋
戶外運動風格的高性能登山車鞋

多用途旅行車鞋
經典鞋帶風格，強調踩踏性能和行走舒適性

755g

642g

SH-MT44B 藍色

◆ 一體式射出成型熱塑聚氨酯 (TPU) 結構
◆ 快拉鞋帶設計，容易調整且固定性佳
◆ 玻璃纖維增強中底，理想的鞋底剛性

建議搭配：PD-T780, PD-M324

◆ 抗張力、細微彈性網狀鞋面和合成皮革
◆ EVA 中底和橡膠鞋底，增強踩踏效率和行走舒適性
◆ 側邊圖案設計確保鞋面穩固

PD-T780, PD-M324

SH-CT80GO  灰 / 橘色 
SH-CT80R    綠色

SH-CT46LG    黑 / 綠色 

SH-CT41G     綠色 
SH-CT41L      黑色 

受林道騎乘啟發設計的車鞋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SH-CT80

SH-CT71

SH-CT46

SH-CT41

SH-CW41

774g

670g

681g

676g

687g

SH-CT71L  黑色
SH-CT71B  藍色 

運動外觀設計，適合休閒騎乘使用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車鞋和涼鞋的混合鞋款，適合夏天的騎乘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休閒運動車鞋設計，適合假日旅遊騎乘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休閒運動車鞋設計，適合假日旅遊騎乘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SH-CW41G     鉻綠色 
SH-CW41L     黑色 

SHIMANO CLICK'R休閒車鞋
使上/脫卡更為輕鬆寫意

建議搭配：PD-T700

建議搭配：PD-T700

建議搭配：PD-MT50

建議搭配：PD-T400

建議搭配：PD-T420

SH-MT44L 黑色

SH-MT34L 黑色
SH-MT34B 藍色

翻山越嶺的性能，迎接冒險與挑戰

◆ GORE-TEX® Performance Comfort 車鞋內裡
◆ Vibram® 黃金外底提供極佳的防滑性和腳部操控性
◆「迷你彈力扣帶」鞋面固定系統
◆類中筒設計提供腳踝保護性及支撐性

建議搭配：PD-M8020, PD-T780

◆ GORE-TEX® Performance Comfort 車鞋內裡
◆ Vibram® 黃金外底提供極佳的防滑性和腳部操控性
◆ 彈性半長的支撐板和吸震 EVA 中底設計，提供戶外行走的
    舒適性

PD-M8020, PD-T780

登山車旅行
用最好的方式舒適地
享受戶外世界的冒險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天然皮革增強鞋面硬度和耐用性
◆經典鞋帶設計，使腳背壓力平均分布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半堅硬、無縫鞋面提供必要的支撐性
◆快拉鞋帶設計，容易調整且固定性佳

◆舒適鞋面，無須穿著襪子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快拉鞋帶設計，容易快速調整且固定性佳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網狀鞋面提高舒適性和透氣性
◆經典鞋帶設計，使腳背壓力平均分布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網狀鞋面提高舒適性和透氣性
◆經典鞋帶設計，使腳背壓力平均分布



女性公路車鞋
專屬於「妳」

SH-CT80GO  灰 / 橘色 
SH-CT80R    綠色

城市時尚風格，維持全天候舒適性，
適合活躍的通勤族
SHIMANO CLICK’R 完美整合踏板系統

SH-UT70

516g
建議搭配：PD-T420

◆吸震 EVA 中底，搭配彈性梯形支撐板
◆舒適的 EVA 吸震鞋墊
◆細緻的人造皮革容易清理與保養，增加使用壽命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女性專屬設計
◆極堅硬、輕量化的碳纖維複合鞋底

◆鞋面固定系統及分散力量的繫帶舒緩腳背壓力
◆柔軟的鞋舌設計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三片式耐用的不對稱魔鬼氈帶，分散腳背的壓力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柔軟的鞋舌設計

公
路

車
競

賽
級

SH-WR84    黑色

SH-RP5WW    白色 

SH-RP3WL     黑色 
SH-RP3WW    白色

SH-RP2WL      黑色 
SH-RP2WW     白色

SH-WR84

SH-RP5女性款式

SH-RP3 女性款式

SH-RP2 女性款式

500g

510g

527g

509g

全方位競賽性能車鞋
原創風格設計，純粹的踩踏性能踏

休閒騎乘使用的舒適效率型車鞋
職業級性能，適合車隊和休閒騎乘

長途騎乘和休閒騎乘適用
適合入門愛好者的性能車鞋

公
路

車
性

能
型

公
路

車
性

能
型

公
路

車
性

能
型

建議搭配：PD-6800

◆包覆式鞋面設計，提供支撐動力和全天候舒適
◆簡單的美學設計避免過度點綴，並專注於功能性的開發
◆輕量化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 
◆適應性佳的快扣系統，可調整以適應不同腳背高度

多功能競賽性能車鞋
專為休閒騎乘者設計

建議搭配：PD-5800

建議搭配：PD-550、PD-540、PD-540-LA、PD-A520

◆ T1 快速魔鬼氈極寬的設計及不對稱後跟拉帶，縮短
   轉換運動項目的時間
◆人體工學鞋頭及氣孔設計，維持剛性和透氣性
◆女性專屬設計
◆輕量化、極堅硬的碳纖維複合鞋底，有效傳輸動力

女性登山車鞋
冒險精神的分享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SPD 踏板只能與搭配 SM-SH40 轉接做的 SPD 鞋底板一起使用 )

女
性

三
鐵

車
鞋

SH-RP9WW    白色 SH-TR9 女性款式

549g

女性菁英三鐵競賽車鞋
縮短轉換項目的時間

越
野

競
賽

級
林

道
越

野

◆「TORBAL」扭力較佳的中底，下坡騎乘時更為
    流暢的騎乘動作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中底，最佳動力傳輸
◆超低斷面可微調快扣和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固定性佳
◆輕量化、特殊外形的橡膠外底，提供任何地形下極佳的抓地力

◆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在踩踏作動時減輕腳背壓力
◆碳纖維增強外底，結合玻璃纖維增強中底，達到理想的剛性
◆除泥效果佳的聚氨酯防滑塊設計，讓泥沙和碎屑不容易停留，
   使車鞋和踏板維持輕量

建議搭配：PD-M8000

SH-WM64L    黑色 SH-WM64

658g

女性登山車運動車鞋
多功能林道越野性能車鞋

SH-WM83   黑色SH-WM83

635g

越野競賽性能車鞋
「動力直達踏板」搭配 SHIMANO 登山車鞋
穩定性、剛性、輕量化的設計

PD-M530, PD-M520

SH-WM64W   白色 

越
野

登
山

車
旅

行

◆抗張力、細微彈性網狀鞋面和合成皮革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支撐板，理想的鞋底剛性
◆側邊圖案設計，確保鞋面穩固及舒適性

◆ X 形交叉魔鬼氈設計，減輕行走時腳背的壓力
◆女性專屬設計
◆玻璃纖維增強尼龍鞋底，聚氨酯防滑塊設計
◆足弓墊設計，提供上卡的穩定性

建議搭配：PD-M520

SH-WM34G   黑 / 綠色SH-WM34
女性多用途 / 旅行車鞋
經典鞋帶風格，強調踩踏性能和行走

SH-WM53L    黑色 SH-WM53

616g

女性登山車運動車鞋
SHIMANO DYNALAST 科技

642g
PD-M324

SH-WM53W  白色 

建議搭配：PD-550、PD-540、PD-540-LA、PD-A520
(*SPD 踏板只能與搭配 SM-SH40 轉接做的 SPD 鞋底板一起使用 )

建議搭配：PD-9000



公路車鞋踏板
[ SPD-SL & SP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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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g

PD-6800
職業等級和專業騎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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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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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長 4mm 軸承版本

260g

PD-5800
職業等級和專業騎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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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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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g

PD-R550
更大的彈簧張力調整範圍，適合
大多數的騎乘者使用
◆更大的彈簧張力設定範圍，更容易上卡 
◆複合材質本體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最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耐用的不鏽鋼金屬板減少振動和踏板的磨損

310g

PD-R550L    黑色 
PD-R550G   灰色

PD-R540
經賽事證實的性能表現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最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寬培林定位更穩定，使踩踏力道能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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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力調節器可依騎乘者的偏好做調整

330g

PD-R540W    白色 
PD-R540L     黑色 
PD-R540S     銀色

PD-R540-LA
適合非激烈性質的休閒騎乘使用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最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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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g

PD- A600
優質公路車外形 SPD 踏板
◆達到 Ultegra 等級的最輕量 SPD 踏板
◆加寬踩踏平台實現最有效率的動力傳輸
◆低風阻、單向嵌入式 SPD 設計
◆ SPD 鞋底板嵌入車鞋底，方便行走

286g

PD- A530
多功能公路車外形 SPD 踏板
◆多功能公路車外形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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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g

PD-A530S   銀色 
PD-A530L   黑色

PD- A520
實用的介面設計，適合公路車騎乘者
◆輕量化、低風阻、單向嵌入式 SPD 設計 
◆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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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g



登山車鞋踏板
[ SPD ]

女性登山車鞋

新

新

PD- M9000
終極動力傳輸，經典的傳奇值得信賴
◆寬的車鞋 / 踏板接觸面積
◆寬培林定位增加剛性
◆減少踏板厚度，踩踏更穩定
◆橢圓形軸承外殼，排泥效果更佳

310g

PD- M9020
適合挑戰越野單行車道和技術性下坡
道，操控性佳且自信十足
◆極寬的車鞋 / 踏板接觸面積，踩踏穩定性更佳
◆寬培林定位增加剛性
◆未上卡時，增加穩定性和操控性
◆卡座機構加裝保護裝置，預防撞擊

379g

PD- M8000
最大動力傳輸效率的越野競賽踏板
◆偏移卡座機構的排泥設計
◆堅固耐用的固定扣片，使上 / 脫卡更加順暢
◆堅固耐用的鉻鉬合金軸承

343g

PD- M8020
增強自行車操控性的林道越野
和耐力賽踏板
◆整合式卡座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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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固耐用的固定扣片，使上 / 脫卡更加順暢

408g
PD-M540S  銀色 
PD-M540L  黑色PD-M540

開放式卡座機構和輕量化設計，
適合職業越野競賽選手
◆經典的 SPD 可靠性和性能表現
◆相較於同級踏板，具有最佳排泥效果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352g

PD- M530
多功能公路車外形 SPD 踏板
◆兼具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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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g

PD- M520
經典的 SPD 可靠性和性能表現，是登
山車或公路車騎乘者的理想選擇
◆開放式、簡潔的卡踏設計，容易上 / 脫卡
◆相較於同級踏板，具有最佳排泥效果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380g

PD- MX80
下坡賽專用優質踏板
◆全新加寬 (+3mm)、低斷面 (-8.5mm) 卡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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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走

500g

PD- M647
專為極限運動和 BMX 競賽的嚴苛
環境而設計
◆ 12.5 度斜角的雙面「彈開式」卡座，上 / 脫卡更快 
    速容易
◆極佳的排泥效果
◆鉻鉬合金油封軸承和加強型鋼套

568g

PD- M545
耐用和多功能踏板，適合大多數
的騎乘方式
◆ 12.5 度斜角的雙面「彈開式」卡座，上 / 脫卡更快
    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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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g

PD- M424
多功能踏板，適合大多數的騎乘方式
◆ 12.5 度斜角的雙面「彈開式」卡座，上 / 脫卡更快
    速容易
◆加大防撞擊的樹脂踏板設計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472g

PD-M530W  白色 
PD-M530L   黑色

PD-M520S   銀色 
PD-M520W  白色

PD-M520L   黑色



[ SPD / SHIMANO CLICK’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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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封機構和耐用的滑軌式滾珠軸承

392g

PD- M324
入門級 SPD 使用者設計的多功能踏
板，適合日常騎乘
◆結合 SPD 系統的效率和平面踏板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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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g

PD- T700
優質 SHIMANO CLICK'R 踏板，更多的
騎乘樂趣
◆開式卡座設計，更容易上 / 脫卡
◆ XT 等級，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內附 SM-SH56 鞋底板 ( 多方向鬆開 )

457g

PD- T420
休閒旅行風格，多功能
SHIMANO CLICK'R 踏板
◆一面是 SHIMANO CLICK'R 卡座，一面是平面踏板，多功能用途
◆彈開式卡座設計，更容易上 / 脫卡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內附 SM-SH56 鞋底板 ( 多方向鬆開 )

418g
PD-T400L    黑色 
PD-T400W  白色PD- T400

讓更多人享受騎乘生活的樂趣
◆彈開式卡座設計，更容易上 / 脫卡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內附 SM-SH56 鞋底板 ( 多方向鬆開 )

507g

PD- MT50
登山車風格 SHIMANO CLICK'R
踏板，適合休閒登山車騎乘
◆彈開式卡座設計，更容易上 / 脫卡
◆鉻鉬合金軸承和容易維護的油封軸承
◆內附 SM-SH56 鞋底板 ( 多方向鬆開 )

498g

旅行車鞋踏板 全台熱塑烤箱
設置據點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高菖                   (02) 2835-2101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21號

北投                   (02) 2821-4620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142號

忠明                   (02) 2794-0838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51-2號

色彩                   (02) 2395-9788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4號

達文西                 (02) 2341-6177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77號

德興                   (02) 8282-1346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18號

雅客志                 (02) 2973-0000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206號

吉興                   (03) 461-0712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102號

風城                   (03) 516-6346   新竹市東區建美路51號1樓

歐瑟                   (04) 2708-1989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163號2樓

鐵馬賽克               (04) 2358-9388  台中市西屯區龍門路156號

大坑185車庫            (04) 2239-3185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321號

鐵馬王                 (04) 2520-0901  台中市豐原區豐北街295號

三多力                 (04) 2520-8313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350號

菘田單車生活館         (04) 2567-6697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919號

黑皮環化單車館         (04) 711-4188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72號

耐奇                   (04) 839-1280   彰化縣員林鎮萬年路二段127號

牛仔單車生活館-文化店  (06) 260-9388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12號

牛仔單車生活館-永福店  (06) 228-0089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11號1樓

永丞單車生活館         (06) 249-8681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345號

單車時間               (06) 290-3636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12號

十全車行               (07) 746-0489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6號

飛馬                   (08) 732-1652  屏東市中山路168號

名捷                   (03) 852-5717  花蓮市中正路582號

駭客                   (089) 36-0973  台東市更生路263號

男性尺寸對照表

女性尺寸對照表

>>> http://www.shimano-lifestylegear.com

www.shiman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