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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 SERVICE CENTER上線囉！

SHIMANO SERVICE CENTER是全球性的獨立自行車經銷商體系，您可以在
全球各地看見SHIMANO SERVICE CENTER的招牌。接下來，我們將會陸續在台灣各

地展店，而每一間SHIMANO SERVICE CENTER都會提供符合全球標準的服務！

SHIMANO SERVICE CENTER擁有：

   專業培訓的原廠認證技師

   最新的技術與完善的服務

   最齊全的補修配件與工具

透過最新的SHIMANO技術，結合日積月累深厚的自行車維護經驗，提供您
最好的自行車維修服務。

我們比任何人都更在意您的自行車，也是最懂您自行車的人！

SHIMANO原廠保固 SHIMANO SERVICE CENTER
官方網站

The people who know your bike best.

三司達自行車FB



SHIMANO原廠保固 SSC DEMO SHOP

到SHIMANO Service Center
照顧一下您的愛車！

一. 活動辦法：
SSC現正持續展店中，為慶祝臺灣SHIMANO Service Center上線
(全球性獨立自行車經銷商體系)！即日起~5/31止，凡至
SHIMANO SSC DEMO SHOP《台中驛站單車》、《台南單車時間》
預約維修、保養、零件升級等服務成功者，有機會把活動專屬限定之
SHIMANO馬克杯、頭巾帶回家喔！快來親身感受原廠的維修品質與
專業服務，技師將提供給您最完善的建議與解決方案，快帶著你的
SHIMANO來找我！

三. 贈品 :

SHIMANO馬克杯 SHIMANO頭巾

照顧的多好、就騎的多遠

二. 參加活動注意事項：

1、需請先向車店預約。
      台中驛站單車(04)25682080        台南單車時間(06)2903636 

2、需限定為有SHIMANO零件之自行車。

隨機贈一(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RIDESCAPE

前方的道路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RIDESCAPE 可讓您在各種天候下騎行時，大幅提升周遭環境的能見度。能見度不佳不僅讓騎乘者分心，還會降低信心，產生遲疑，造成誤判距離或未
能提前看到前方的障礙物。

RIDESCAPE 針對特定情境而設計的自行車鏡片以科學方式調整，可強化色彩，突顯騎行環境中的物體與路面。之前通常看來暗淡、不鮮明或單調的環
境變得更清晰、生動而鮮豔。

讓您更清楚地看向前方的道路。

銳利精準的雷射光學
RIDESCAPE 鏡片採用超透明輕質的聚醯胺纖維 (PA) 材質，具有低折
光率、高 Abbe 值和出色的透光度，提供銳利精準的雷射光學。

光學材質的折光率描述光在穿過它時會如何彎折變慢。折光率低表示視

覺清晰度高。

Abbe 數值用來描述色差量 (影像周圍造成模糊的彩條)。值越高，影像
越清晰。

穿戴舒適
RIDESCAPE 太陽眼鏡極為輕量且穿戴舒適。我們在測試過程中做到了 
─ 讓人幾乎忘記它的存在。

結合輕量化 PA 鏡片和完美平衡的設計，此款太陽眼鏡強調騎乘者穿戴
時所感受到的清晰視野與舒適感受。

PA 鏡片比 PC 鏡片輕 16.4%

聚醯胺纖維鏡片

更清晰 更模糊

聚碳酸酯材質鏡片

高 Abbe 值

低折光率

PA 比較 PC



RIDESCAPE

運用適合不同騎乘情境的光學技術，讓您專注於騎乘表現。
我們推出五款專屬鏡片，結合光學技術和美學設計，最適合高速騎乘。每款鏡片皆能因應不同的騎乘環境，反射並增強其特有的目標色譜，以增強特定情

境下 (如碎石地、眩光和泥地) 的對比度。

S-PHYRE R 
RIDESCAPE ES 鏡片

強光視野
強光專用鏡片可將光線穿透率降至最低，以防強烈的陽光刺眼和路

面眩光。如此可減少眼睛疲勞，而且更容易看清路面性質。

S-PHYRE R 
RIDESCAPE RD 鏡片

公路視野
全方位公路專用鏡片可增強特定顏色、抑制其他顏色，大幅提高柏

油路的對比度和能見度。這可減少眼睛疲勞，更容易看到危險並做

出反應，例如前方道路上的坑洞和石頭。

TECHNIUM 
RIDESCAPE GR 鏡片

碎石路視野
碎石路專用鏡片可大幅提高各種路面的對比度，可突顯碎石、泥巴

和柏油之間的轉變。

S-PHYRE X 
RIDESCAPE OR 鏡片

林道越野視野
越野專用鏡片可減少騎入和騎出陰影區域時陽光造成的眩光，加強

視覺覺察力，讓您更快地因應不同的林道路面 (石頭、泥土和沙礫) 
和常見的道路障礙 (樹根、殘幹、間隙) 做反應。

S-PHYRE R 
RIDESCAPE CL 鏡片

昏暗視野
陰天專用鏡片可大幅提高光線穿透率，提升昏暗環境、陰天和雨天

騎乘下的能見度。防眩光鍍膜鏡片可降低對向車燈的眩光。



鏡架
 ·無框設計提供符合空氣力學的流暢平滑外觀。
 ·超音波焊接鏡架至鏡片，重量減輕僅 23.4 g。
 ·防滑鏡腳圓弧設計，安全穩固又舒適。
 ·可翻轉式鼻墊採用正反弧度不同的設計，簡單調整即能完美貼合。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 Grilamid TR90 鏡架。
 ·雙射出模具，無毒 TPE 鏡腳。

鏡片
 ·採用全景 7 曲線的一片式鏡片設計完美配臉部輪廓，在高速騎乘下提供最佳眼部保護。
 ·超音波焊接鏡架和鏡片，減少扭曲。
 · RIDESCAPE 自行車專用鏡片優化調整，在各種騎乘情境下都能提高對比度和清晰度。
 ·彩色鏡緣設計。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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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量化且防撞的聚醯胺纖維鏡片，提供極佳清晰度。

包裝
 ·硬式旅行盒。
 ·太陽眼鏡袋可用來清潔鏡片。
 ·內附 XL 鼻墊。

參考重量
 · 23.4 g

新

AEROLITE P AEROLITE P 採用無框設計提供更加寬廣的視野，同時具備出色的
清晰度和符合空氣力學的流暢外觀。

霧黑

鏡片：RIDESCAPE ES (N3)
霧黑

鏡片：RIDESCAPE RD (N2)
金屬白

鏡片：RIDESCAPE RD (N2)
金屬紅

鏡片：RIDESCAPE RD (N2)
金屬藍

鏡片：RIDESCAPE RD (N2)

AEROLITE P-ES AEROLITE P-RD

AEROLITE P 採用無框設計且視野寬廣的鏡片，具備出色的清晰度和流暢的空氣
動力外觀。

防滑鏡腳

柔軟無毒的 TPE 鏡腳舒適貼合，適合
各種臉型

超音波焊接

先進焊接鏡架和鏡片可減少扭

曲和重量

最佳空氣動力學

超平滑的空氣動力學鏡片，降低

空氣阻力

最佳貼合性

可翻轉式鼻墊採用正反弧度不同的設

計，簡單調整即能完美貼合

有色鏡片邊緣

和性能一樣出色的獨特用色

超輕量無感

AEROLITE P: 23.4 g (RIDESCAPE)

最大能見度

RIDESCAPE 鏡片可增強目標顏
色，幫助騎乘者清楚看到前方路況與

路面變化。

極佳保護性

無框設計的超廣角鏡片提供全景視

野，達到防風護眼的目的。

AEROLITE P 太陽眼鏡 / EQUINOX 太陽眼鏡



AEROLITE P 太陽眼鏡 / EQUINOX 太陽眼鏡

EQUINOX 結合最新的技術和樣式，打造令人驚豔的太陽眼鏡。

防滑鏡腳

柔軟無毒的 TPE 鏡腳舒適貼合，
適合各種臉型

極佳覆蓋保護

全覆蓋式鏡片設計，能阻擋風沙灰塵，

保護眼睛

最佳舒適性 (貼合)
高硬度半框鏡架設計，讓鏡片牢穩

安裝

超輕量無感

EQUINOX 26.6 g (RIDESCAPE)

最大能見度

RIDESCAPE 鏡片可增強目標顏色，
幫助騎乘者清楚看到前方路面的危險情

況和路面性質的改變

最佳貼合性

前後厚度不同的翻轉式鼻墊，提供更好

的貼合度調整。

鏡架
 ·高硬度半框鏡架設計，與鏡片牢穩安裝。
 ·防滑鏡腳圓弧設計，安全穩固又舒適。
 ·可翻轉式鼻墊採用正反弧度不同的設計，簡單調整即能完美貼合。
 ·堅固耐用、輕量化的 Grilamid TR90 鏡架。
 ·雙射出模具，無毒 TPE 鏡腳。

鏡片
 ·大面積覆蓋的一片式鏡片設計，提供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完善的保護。
 · RIDESCAPE 自行車專用鏡片優化調整，在各種騎乘情境下都能提高對比度和清晰度。
 ·選用灰色變色鏡片，提供更廣的光線穿透率，最適合光線條件不定的環境。
 ·抗紫外線波長達 UV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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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量化且防撞的聚醯胺纖維鏡片，提供極佳清晰度。

包裝
 ·硬式旅行盒。
 ·太陽眼鏡袋可用來清潔鏡片。
 ·內附 XL 鼻墊。

參考重量
 · RS：26.6 g 
PH：28.2 g

新

EQUINOX EQUINOX 結合最新的技術和樣式，打造多用途的自行車太陽眼鏡。

霧黑

鏡片：RIDESCAPE RD (N2)
備用鏡片：透明 (N0)

金屬白

鏡片：RIDESCAPE RD (N2)
備用鏡片：透明 (N0)

霧黑

鏡片：RIDESCAPE OR (N2)
備用鏡片：透明 (N0)

糖果藍

鏡片：RIDESCAPE OR (N2)
備用鏡片：透明 (N0)

金屬紅

鏡片：RIDESCAPE RD (N2)
備用鏡片：透明 (N0)

EQUINOX-RD

EQUINOX-OR



PRO DISCOVER全系列
PRO-BIKEGEAR.COM

PRO DISCOVER 系列自行車配件包
輕量、防水及固定技術，行囊不再是負擔
讓您隨時啟程、隨風騎乘，踏上全新的冒險

出發探險

週末輕旅行...



釋放壓力

PRO DISCOVER全系列
PRO-BIKEGEAR.COM

PRO DISCOVER 系列自行車配件包
輕量、防水及固定技術，行囊不再是負擔
讓您隨時啟程、隨風騎乘，踏上全新的冒險

 

出發探險











 XTERRA活動

2021 XTERRA TAIWAN，SHIMANO幕後直擊！

 

2021 XTERRA Taiwan，SHIMANO當然不能缺席，除了攤位推廣及展示豐富產品，更有專業的
SHIMANO技師進行動態賽道中立服務，現在就帶大家進入XTERRA TAIWAN！

這次來到了陽光普照的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聚集在這的選手們就跟這裡的天氣一樣熱情！SHIMANO
做為選手們的後盾，提供多樣化商品讓明天準備參賽的選手們，能夠放鬆的選購需要的裝備，讓
即將登場的高強度比賽能順利進行！

本身是越野高手也是下坡車神的江勝山-阿丹，他
也帶著陪他征戰多場賽事的SHIMANO XC901悄
悄的來到了SHIMANO攤位。咦~原來是右邊車鞋
的旋鈕掉了，嘿嘿，沒事~有SHIMANO在！



 XTERRA活動

SHIMANO XC車鞋是適合林道及高難度越野賽的產品，能實現耐用性和提供最佳的動力傳輸，
尤其SHIMANO XC 901是專門為越野競賽設計的旗艦版車鞋，在鞋面、鞋底、圓滑鞋跟及鞋楦
的部份採用一體式設計，提供極佳的貼合度。雙Boa IP1旋鈕系統讓張力微調更快速、更精準，
再配上獨家MICHELIN胎面設計外底，穿起來更輕量，抓地力更好!

賽道中SHIMANO技師遇到一名鏈條變形的車友需要支援，維修技術經驗豐富的技師們現場立刻
進行問題排除，幫助車友能夠順利的完賽。SHIMANO技師們平常都有維持良好的騎車與運動習
慣，不間段的鍛鍊體能，縱使賽道困難度較高，技師們透過電輔車的輔助，也更有餘力來提供完
善的服務給選手們！

比賽來到尾聲選手紛紛歸來，技師們也為今天順利完成的任務感到滿滿的成就和滿足。SHIMANO
在XTERRA TAIWAN的服務在此畫下完美的句點，現在已經忍不住期待明年XTERRA的到來~

SHIMANO原廠保固





 好騎野人活動

『好騎野人，就是要騎著SHIMANO到處野！』

 

近年來因山林解禁政策，開放了81條林道，讓許多喜愛登山車的車友紛紛轉入山中，遠離塵囂享
受大自然。隨著MTB興起，原先自行車的裝備逐漸已無法滿足喜愛探索林道的您。要如何去挑選
適合自己的裝備呢？聽見大家的心聲了，「好騎野人活動」從此誕生！

由SHIMANO、FOX、MAXXIS聯合舉辦的「好騎野人2021年登山車產品試乘會」無論是新手、
老手、菁英騎士都能夠在現場體驗三家不同的產品，像是SHIMANO MTB 12速變速器、2021年
式FOX避震器、Maxxis專業登山車胎等…

SHIMANO 12速家族排山倒海而來，體驗MTB魅力可從12速DEORE開始，進階玩家可以選擇
DEORE XT、SLX，嚴重中毒玩家可以選擇XTR挑戰不可能!

現場更分享了SHIMANO技術，透過與車友直接互動，進行更詳細的解說與解惑，完整的呈現
SHIMANO的特色與功能!



● HYPERGLIDE+ 

傳動系統改良的卡式和鏈條設計，在各種地形上都能提高騎行速度、提升換檔效率和順暢度。 

● ICE TECHNOLOGIES FREEZA 

   搭配FREEZA碟盤的結構可快速散熱，在嚴苛的地形環境下提供一貫的煞車性能、延長來令片的使 

   用壽命，並降低煞車失靈與噪音。 

● DYNAMIC CHAIN ENGAGEMENT+  

 特殊的齒尖形狀設計，用於適合XC、耐力賽和林道越野騎乘的單齒盤結構。能夠讓鏈條更 

 穩定、踩踏更順暢。 

● I-SPEC EV 

   簡化把手區域，增加與把手搭配的靈活度，讓各類型的騎乘者都能提高專注力和靈活度。 

● MICRO SPLINE 

   提供輕量化鋁製FREEHUB本體，減輕重量與10齒高檔位。 

 好騎野人活動



SHIMANO中文網站 三司達FB

 好騎野人活動

「好騎野人」在騎乘SHIMANO穿梭林道中畫下句點，試乘時的快感也只有親身體驗才能深入其境，豐
  富的體驗更增添許多騎乘樂趣。好騎野人，我們下次見~



PRO-全球保固條款

此保固條款涵蓋範圍包括由SHIMANO生產的PRO系列產品。

保固期限 (2年)
PRO產品自原始購買之日起，正常使用情況下，SHIMANO提供故障
損壞之產品2年保固服務。

終身有限保修 (10年)
每個產品都有使用壽命期限，基於SHIMANO嚴格品管，PRO品牌2017年後
出廠把手、龍頭和座管，預期使用壽命皆為原始零售購買之日起10年，故正
常使用情況下，SHIMANO供其10年保固服務。

承保範圍
以下情況不適用該保固條款：
    經非授權的PRO經銷商改裝或維修之PRO產品。
    已用於租賃或其他商業用途之PRO產品。
     PRO標誌或序號已污損或遺失之PRO產品。
    產品本身材料和工藝瑕疵之外，其他外部損壞因素，包含事故、濫用、疏忽、組裝
    不當、維修不當、維護不當，改裝或其他異常、過度或不當使用，以及PRO產品在
    運輸過程中造成之損壞等情況。
    非SHIMANO官方製造的產品（包含購買SHIMANO產品時之附帶商品）。
    因使用有瑕疵或與PRO產品不相容之配件而造成損壞之PRO產品。
    由正常磨損造成之損壞，包含PRO產品的表面光滑度、外觀毀損等情況。正常磨損
    亦包含下列伸縮座管零件所引起之耗損：防塵塞、軸襯、下管、氣瓶和相關零件。
    該保固條款為PRO瑕疵產品維修或更換唯一依據，任何其他可能適用之補償措施及
    直接或間接損害等狀況均不包括在內。

保固處理
請將PRO產品退還給經授權之PRO經銷商，原購買經銷商尤佳，並附上含有購買日期之
發票或收據，即可依據此保固條款進行處理。

若經SHIMANO檢查確認PRO產品具有瑕疵，將由SHIMANO決定進行免費維修亦或退換貨處理。
若產品無法更換，SHIMANO將考慮提供其他PRO替換產品或退款服務。

一般聲明
全球PRO產品皆適用於此保固條款，亦不影響您的法定權益。SHIMANO保留修改此保固條款之
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三司達自行車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