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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壓：45W
底   盤：70mm
震動率：8000/10000min
重   量：0.8Kg

功　　率：1150W
環帶尺寸：4"x24"
速　　度：230~400M/min
尺　　寸：387mm
重　　量：5.1Kg

電　壓：150W
沖擊速：4500/min
沖　程：10mm
重　量：1.3Kg

功      率：250W
砂輪尺寸：150mm
轉      速：2850rpm
尺      寸：380mm
重      量：9Kg

長度：240mm
附3支不同角度之雕刻刀，二段變速

電　　壓：400W
砂布尺寸：4"x36"/Φ6"
尺　　寸：460x210x320mm
重　　量：22Kg

切深：木　板：65mm
　　　軟鋼板：  6mm
　　　鋁　板：20mm
功率：400W
轉速：3000rpm
尺寸：205x67x173mm
重量：1.7Kg

電      壓：2100W
砂輪規格：355x25.4mm
轉      速：3800rpm
尺      寸：560x285x640mm
重      量：18Kg

功率：500W
轉速：33000rpm
夾頭：6mm
重量：1.3Kg

馬　　力：0.5HP
轉　　速：1720rpm
環帶尺寸：4"x36"
重　　量：30Kg

鋸片外徑：165/190mm
電　　壓：1010W
轉　　速：4700rpm
重　　量：3.0/3.3Kg

馬　　達：2 H P ~5HP
砂輪規格：405x25.4mm
轉　　速：2600rpm
底座尺寸：670x335mm
重　　量：55Kg

電壓：500W
轉速：15000rpm
尺寸：255x162x160mm
重量：3.3Kg

砂布尺寸：2"x132"/2"x83"
尺      寸：1220x1220x1200mm
重      量：450Kg
●各式新品、中古機介紹買賣

鋸片外徑：150mm
電      壓：1250W
轉      速：12000rpm
重      量：2.9Kg

鋸　　徑：335mm
功　　率：1400W
轉　　速：3400rpm
最大切深：152mm(6")
重　　量：18Kg

TZ-DS2000  三角磨光機

TZ-BE4240  砂布環帶機

TZ-I10  萬用鋸

6"桌上型砂輪機
TZ-HBG6E 

TZ-DC501  往復式雕刻機

TZ-BSD1000  多用途環帶機

TZ-J6500V  3段調速線鋸機

TZ-C356  14"高速切斷機

TZ-TR50A  強力修邊機

TZ-K436  平面環帶機

TZ-W1700/1900V  圓鋸機

TZ-M405  高速切斷機

TZ-L120N  92mm電刨機

TZ-K102  砂布拋光機

TZ-C125A  5"切石機

13"多角度切斷機
TZ-TS335N 

電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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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孔/434孔設計，搭配集塵設備
   使用
●粒號：#40~#3000番
●尺寸：93x176mm/112x220mm
※多種品牌可供選擇

●B-wt 軟硬適中
●特殊白粉塗層，乾濕兩用
●專對砂點和橘皮處理，效果佳
●粒號：#800~#1500番
●尺寸：3"、5"、6"

●E-wt 超硬厚紙
●高速重切削用
●粒號：#40~#240 番
●可客製尺寸

●C-wt 軟硬適中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60~#600 番
●可客製尺寸 

●C-wt 軟硬適中
●特殊白粉塗層
●乾溼兩用
●粒號：#40~#600番

●B-wt 軟硬適中
●特殊網狀結構，研磨屑不會附著
●搭配64孔專用PAD及集塵機使用
●粒號：#80~#800番
●尺寸：3"、5"、6"

●C-wt 軟硬適中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60~#600 番
●可客製尺寸

●配合323(93x176mm)黏扣砂紙用，
   研磨輕鬆不費力

●黏扣式、自黏式
●B-wt 軟薄紙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60~#1500番
●可客製尺寸

●金字塔型礦砂結構，切削力不衰退
●軟性彈性基材、服貼性佳、研磨均勻
●粒號：#1000、#3000番
●尺寸：3"、6"

●黏扣式
●B-wt 軟薄紙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80~#1500 番
●可客製尺寸 

金鋼砂：C砂(非金屬)/A砂(金屬)
尺   寸：4"、5"、6"、7"
粒   號：#16~#120、#220番

●D-wt 硬厚紙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40~#3000番
●可客製尺寸

●F-wt 軟性布
●重切削用
●粒號：#40~#240 番
●可客製尺寸 

●D-wt 硬厚紙
●特殊白粉塗層
●粒號：#40~#240 番
●可客製尺寸

適用：手工檢查鈑件是否平整及粒點用

BA-323/434  長方型砂紙

BA-MR30  MIRKA精密砂紙

BA-TE1250  TE12圓砂紙

BA-RK50  理研圓砂紙

BA-HR50  富士星圓砂紙

BA-MA6  NET網狀圓砂紙

BA-30350  TC303圓砂紙

BA-MX56  邁波斯圓砂紙

BD-2085  3M結構性圓砂紙

BA-C29950  FGA圓砂紙

BD-HF  圓盤砂紙(丸砂紙)

BA-NK56  日研圓砂紙

BA-TF3550  TF35圓砂布

BA-30650  TD306圓砂紙

BD-281W  3M 8"網狀砂紙BA-323PAD  砂紙手磨板

圓型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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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0mm/20mm/30mm/40mm
●粒度：#60、100、150、240、　　
　           400、600番

●粒號：#40~#3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粒號：#80~#800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50張/本

●修整不規責形狀用
●尺寸：114x139mm
●粒號：#120~#180、#320~#400 
     #500~#600、#800~#1000 
      #1200~#1500
●包裝：20片/盒

●配合單張砂紙用，研磨輕鬆不費力
●尺寸：大：231x77x25mm 
            小：140x63x25mm

●粒號：#6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粒號：#8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修整不規則形狀用
●尺寸：96x70x26mm 
           #36、#60、#100番
●尺寸：120x97x12mm 
           #60、#100、#220番 

●粒號：#80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50張/本

●粒號：#40~#3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粒號：#4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乾式研磨，堅韌耐用 
●粒號#40~#4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60張/本

●粒號：#4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粒號：#4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粒號：#60~#12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乾式研磨，堅韌耐用 
●粒號#40~#4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60張/本

BD-UHT  UHT自黏砂紙片

BB-NK  NIKEN水砂紙

BC-216U  3M 216U砂光紙

BD-MS  3M彈性海棉砂紙

BB-PAD  手磨砂紙墊

BB-MX  MIPOX精密水砂紙

BC-C277  FGA乾濕砂光紙

BD-SB  海棉砂塊

BB-401Q  3M401Q水砂紙

BB-SF  雙頭鷹水砂紙

BC-FJS  富士星乾磨砂紙

BD-BB  箭王牌砂布

BB-DW  雙輪牌水砂紙

BB-FJS  富士星水砂紙

BC-DW  雙輪牌乾磨砂光紙

BD-TL32  梅光牌砂布

單張砂紙(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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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均勻不過度切削，加工結果一致
●可搭配水、油、溶劑使用
●可客製尺寸(2"、3"、5"...等) 

●散熱快，耐高轉速研磨，不會發黑
●研磨後，砂紋美觀而且均勻
●可乾磨或配合水磨、油磨

●金屬、非金屬表面清潔、髮絲面處
　理

●適用於各重汙垢使用
●尺寸：8cmx30'
●粒號：#100番

●散熱快，耐高轉速研磨，不會發黑
●研磨後，砂紋美觀而且均勻
●可乾磨或配合水磨、油磨
●尺寸、粒號、硬度皆可訂製 

●毛頭輕研輪是針對去除毛頭及拋光一
   次完成而特別設計的，不會產生二次
   毛頭且使得金屬表面更細、更亮
●適用於活塞、鋼管、鋁板、渦輪
   葉片...等

●專設計用於底漆表面修飾、研磨，
　可將水砂紙所造成之砂痕完全消
   除，耐水、耐油、不傷底漆
●尺寸：4"x30'

●適用於髮絲面、毛邊去除、異型工
   件、清潔、磨光
●尺寸、粒號、硬度皆可訂製

●有彈性、可塑性強、用於髮絲面修飾
   及需要較長髮絲表面，效果尤佳
●粒度：咖啡#150 紅#180 綠#240 
                灰#600
●任何尺寸，均可接受訂製

●規格：25x3x3mm
●粒度：  黃#240 
              綠#320
              橘#400
           粉紅#600

●3M 變型絨菜瓜布，是專設計用於
   底漆表面修飾、研磨，可將水砂紙
   所造成之砂痕完全消除，耐水、耐
   油、不傷底漆

●適用於髮絲面、毛邊去除、異型工
   件、清潔、磨光
●尺寸、粒號、皆可訂製

●PVA用於金屬、石材、玻璃及一般
　表面研磨處理，富有彈性及光澤
●規格：4"、7"
●粒度：#40~#1200番

●規格： 8x13x3、10x13x3、
            13x13x3
●粒度：  黃#240 
              綠#320
              橘#400
           粉紅#600

BE-74  3M各式菜瓜布

BP-HP  3M超級研磨輪

BH-0823  絨片刷輪

BF-A100  通用菜瓜布

BP-GD  GD快利不織布輪

BH-LD  3M毛頭輕研輪

MIRKA菜瓜布(灰/紅)
BF-MIB/MIR 

BG-C1221  通用菜瓜布輪

BH-M60  不織布環帶

BG-UHT25  彩色菜瓜布輪

BF-7521  3M各式菜瓜布捲

BG-81  單片菜瓜布輪

BG-HFP  平面海綿砂輪

BG-UHT8  附柄菜瓜布輪BI-HFW  直式平型海綿砂輪
●PVA用於金屬、石材、玻璃及一般表面研磨處理，富有彈性及光澤
●規格：150x  9x12.7、150x19x12.7、150x25x12.7、200x  9x16
　　　　200x19x16   、200x25x16  、255x25x25.4、300x25x25.4
●粒度：#30~#800番

●粒號：#40~#2000番 
●尺寸：9"x11"(228mmx279mm) 
●包裝：100張/本

BC-DW  雙輪牌乾磨砂光紙

   紫#800
咖啡#1000
   藍#1500

   紫#800
咖啡#1000
   藍#1500

菜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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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焊接前後的氧化物、污垢的
　清除
●清除表面塗料、鏽蝕

●用於金屬類、石材類、木材類等，
   表面除鏽、除漆研磨處理，不會傷
   及被研磨物
●粒度：灰#120、紅#180、綠#240

●用於金屬類、石材類、木材類等，
　表面除污研磨處理，不會傷及被研
　磨物
●粒度：#240番
●尺寸、粒號、硬度皆可訂製

●使用於毛頭處理，修飾處理，表面修整
   。各種金屬內、外徑加工研磨，機械加
   工後毛邊去除、不鏽鋼板修飾處理
●粒度：#150、#180、#240、#600番
●尺寸：100x16mm(附盤)2"、3"螺牙 
            式2"、3"、5"黏扣式

●用於石材類，表面除污研磨處理，能 
   得到極光亮的表面
●粒度：#300     #500    #1000 
            #2000   #3000   #6000 
            #10000番

●用於金屬類、石材類、木材類等，表
   面除污研磨處理，不會傷及被研磨物
●粒度：#240番
●尺寸、粒號、硬度皆可訂製

●規格：4"xM10
●粒度：紅#180、灰#240、咖啡#320
             黃#400、綠#600
             橘#500玻璃用

●具砂布的切削度及菜瓜布的細緻，
   二合一加工迅速
●規格：13mmx3mm
            25mmx6mm     
●粒度：#60~#400番

 3x 8x3
 4x13x3
 5x15x3
 6x17x3
 8x20x3
10x20x3
13x20x3

 3x 8x3
 4x13x3
 5x15x3
 6x17x3
 8x20x3
10x20x3
13x20x3

 3x 8x3
 4x13x3
 5x15x3
 6x17x3
 8x20x3
10x20x3
13x20x3

  8x20x6
10x20x6
13x20x6
15x25x6
20x25x6
25x25x6

  8x20x6
10x20x6
13x20x6
15x25x6
20x25x6
25x25x6

  8x20x6
10x20x6
13x25x6
15x25x6
20x20x6
25x25x6

BG-CNS  3M黑金鋼/紫金鋼

BG-HFG  平面菜瓜布輪

BG-JY4  專利平面菜瓜輪

BG-SG  平面研磨絨盤

BG-HFS  石材美容菜瓜布輪

BG-HJ4  立式不織布輪

BG-UN4  碟式不織布輪

BG-SS  附柄菜瓜砂布輪

菜瓜布

BI-RW  橡膠帶柄砂輪
●內孔研磨，模具修飾、一般精密模具研磨，及一般表面研磨處理等

BI-SGW  帶柄/錢型海綿砂輪

●帶柄粒度：#60~#120、#220
●尺　　寸：15x20x3、30x 3x3、20x25x6、25x25x6、
　　　　　　30x30x6、40x10x6、40x40x6
●錢型粒度：綠#60、紅#100、藍#150
●尺　　寸：30x3x2.8

BI-SW  海綿帶柄砂輪

●可磨削又可拋光，可以高精度快速拋光任何機械加工後的原始粗糙表面

BI-OW  牛皮帶柄砂輪
●可磨削又可拋光，可以高精度快速拋光任何機械加工後的原始粗糙表面
●粒度：#120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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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適用於小面積削磨作業
●尺寸：2"x9.5mm、2 1/2"x9.5mm

●適用於玻璃纖維、塑膠.等，易堆屑
　之材質削磨作業
●尺寸：105x16x2.2mm

●適用於金屬類重研磨或重切削類產品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40~#120

●用於除鏽、除焊渣，迅速方便 
●規格：

●適用於任何削磨作業，如鐵、鋼材
　焊道或焊接點之整平
●黃色：金屬 / 黑色：非金屬
　尺寸：4"x1 6 mm
　　　　3"x9.5mm

●特殊研磨材具抗磨性，可用於不鏽鋼
　等難切之金屬，省力切斷不易折損，
　安全性高

●適用於一般金屬類材質、木器類材質
●例如：手工具類、自行車鐵管、傢俱
            類合板、木板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40~#600

●用於除鏽、除焊渣，迅速方便
●規格：  25x6mm、30x6mm
              40x6mm、50x6mm
              65x6mm、75x6mm
            100x6mm

●適用於任何削磨作業，如鐵、鋼材　 
   焊道或焊接點之整平
●尺寸：4"x16mm

●特殊研磨材具抗磨性，可用於不鏽鋼
   等難切之金屬，省力切斷不易折損，
   安全性高 

●適用於金屬類小弧度研磨，最適合用
   於不銹鋼材質製品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60~#600

●一般模具表面之拋光、研磨
●規格：20mm/30mmxM7
●粒度：#60 #100 #150

●適用於任何削磨作業，如鐵、鋼材
　焊道或焊接點之整平
●尺寸：4"x16x6mm 
　　　　5"x22x6mm
　　　　7"x22x6mm

●適用於任何金屬切削作業
●尺寸：12"(305)x25mm
            14"(355)x25mm
            16"(405)x25mm

●適用於金屬類小弧度研磨，最適合
   用於不銹鋼材質製品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60~#240

BJ-UN3  碗型鋼絲輪

BK-2  2"平面砂輪

BK-NRS  4"網狀砂輪片

BL-BN  綠野牛砂布帶

BJ-UN12  直式平型鋼絲輪

BK-3S  3S安全砂輪

BK-M4  Metabo4"切片

BL-X87  X87野牛砂布帶

BJ-UN2  帶柄平型鋼絲輪

BK-K4C  4"可彎曲砂輪

BK-K41  金研4"切片

BL-J870/871  J87野牛砂布帶

BK-UHT30  碗型砂輪

BK-A4  平面砂輪片

BK-A16  切斷砂輪

BL-TWXB  富士星砂布帶

  65mmxM10(Q16)
  75mmxM10(Q16)
100mmxM14(M16)(Q16)(Q22)
125mmxM14(M16)(Q16)(Q22)
150mmxM14(M16)(Q16)(Q22)

  50mmx3/8"(1/2")
  65mmx3/8"(1/2")
  75mmx3/8"(1/2") 
 100mmx1/2"

125mmx1"
150mmx1"
200mmx1"
250mmx1"
300mmx1"

砂輪、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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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一般金屬類材質、木器類材質
●例如：手工具類、自行車鐵管、傢俱
　　　　類合板、木板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40~#600

●適用於一般有弧度的金屬類(碳鋼、
   合金、鋁合金)、木器材質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60~#600

●適用於金屬、木器研磨，具有柔性
　彈性，針對曲面輕鬆取得均勻表面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本產品適用於有弧度的金屬產品
   ，因表面有白色塗層，用於鋁合
   金或鋅合金、銅製品軟質金屬研
   磨時，表面不易阻塞，效果非常
   良好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40~#600

●本產品適用於非金屬產品，如玻璃
   等。亦可用於金屬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另有白色塗層製品
●粒度：#60~#1500

●適用於金屬、木器研磨，具有柔性
　彈性，針對異型曲度輕鬆取得均勻
　表面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屬軟型砂帶，適用於有弧度的金屬
   產品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40~#600

●環帶無接縫，耐衝擊不易斷裂，不會
　發生環帶接頭之接縫處易跳動的情形
●尺寸：4"×24"
　　　　4"×36"
　　　　6"×60"

●砂布面分條成很多小細條，固可同
   時研磨拋光凹凸面及毛邊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本產品適用於有弧度的金屬產品，
   因表面有白色塗層，用於鋁合金或
   鋅合金、銅製品軟質金屬研磨時，
   表面不易阻塞，效果非常良好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粒度：#60~#600

●搭配砂布環帶使用，可針對客戶需
　求訂製

●適用於金屬類、木材類研磨處理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BL-TR332  TR332砂布帶

BL-TJ936  TJ936砂布帶

BM-4L  立式砂布輪

BN-A  片輪

TF32W白砂布帶

BL-TF32W

TJ569C黑砂帶

BL-TJ569C

BM-4P  平面砂布輪

BN-B  6條/9條絲輪

TF-32R紅砂布帶

BL-TF-32R 

BL-TJA1  無接縫砂布帶

BN-C  12條軟布絲輪

BL-TJ369  TJ369白粉帶

BL-SA/SB  橡膠輪/離心輪

BN-E  直式平型砂布輪

10×10×3
10×15×3
15×10×3
15×15×3
20×10×3
25×10×3
30×10×3

30×10×6
20×25×6
25×25×6
30×25×6
40×25×6
50×25×6
60×25×6
80×25×6

●適用於金屬表面、弧度、奇木等研
　磨，研磨時富銳利柔軟彈性及低消
　耗性，作業範圍廣闊，操作容易
●粒度：#40~#400

●適用：金屬、石材玻璃、木材、焊
         　道研磨，及一般表面研磨
●尺寸：4"、5"、7"梯形
　　　　2"、4"雙片布/4"長短布
●粒度：#40~#400

BP-T  帶柄砂布輪
●內孔研磨，鋁合金、木器等，一般平面砂布輪無法研磨之地點，及一般表  
　面研磨等
●粒度：#40~#400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砂布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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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1"~180"，可配合其他研磨材，　  
   如不織布、麻等以達到所需研磨效
   果，可重切削、不怕使用重力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具有研削力大、耐久性好之特長
●粒度均勻能得到穩定的研磨表面
●親水性好同各種膠都有較好的親水性

●用途：拋光、配合油棒進行拋光
●可配合客戶需求訂製

●規格：3/8"、1/2"、5/8"、3/4"、1"
●柄徑：3mm、6mm

●金屬或非金屬製品之拋光研磨，需 
   配合拋光油棒使用
●可依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YC：銅、鋁、鋅合金等非鐵金屬研
       　磨用，搭配麻輪使用 
●BC：一般金屬粗級研磨用，搭配麻
　       輪使用

●規格：柄徑 6mm、10mm
　　　　(大) 10 x 1.5  牙
　　　　(中)  4 x 0.7  牙
　　　　(小)2.5 x 0.45牙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用於金屬或非金屬製品之鏡面拋光，
　需配合拋光油棒使用。
   A：牛仔布輪　B：白布輪
   C：呢布輪　　D：兵布輪
●可依客戶需求訂製尺寸

●WC：不銹鋼、碳素鋼等鐵金屬研磨
　        用，搭配麻輪、布輪使用
●GC：一般金屬中級研磨、拋光用，
　        搭配麻輪、布輪使用

●規格：柄徑 6mm、10mm
　　　　(大) 10 x 1.5  牙
　　　　(中)  4 x 0.7  牙
　　　　(小)2.5 x 0.45牙
●可針對客戶需求訂製

●鏡面拋光，用於不鏽鋼類、鐵材 
　類、石材類、木材類，及一般金屬
　表面鏡面處理。(縫線/無線)

●D24：高級鏡面拋光用，搭配呢
　        布輪使用
●G R：鏡面拋光用，搭配布輪、
　        羊毛輪使用

BN-D  連結式砂布輪

BQ-TOSA  土佐金剛砂

BR-SSA  牛皮拋光輪

BO-Z  手指砂布環

BQ-A/B  拋光麻輪

BS-YC/BC  黃油棒/黑油棒

BO-X  十字型砂布

BQ-A/B/C/D  拋光布輪

BS-WC/GC  白油棒/綠油棒

BO-YJ3  花辦型砂布

BR-HFP1/2  平面羊毛輪

BS-D24/GR  藍棒/青棒

BR-HFA  帶柄羊毛輪
●規格：  4x12x3#       5x14x3#
　　　　   6x16x3#       8x18x3#
　　　　 10x18x3#　  12x20x3
　　　　 16x20x3       20x20x3

     16x20x6       20x25x6
     25x25x6       30x25x6#
       4x12x3#     25x25x6

BR-HFW  直式平型羊毛輪
●規格： 50x10x  6     75x10x  8
　　       75x20x  8   100x10x10
　　     100x20x10    150x10x13

   150x20x13    200x10x16
   200x20x16    250x25x25
   305x25x25

拋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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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時間快
●施工方便
●耐候性佳
●適用於各種材質
●容量：180G 黑色 / 白色

●單劑速乾型，高彈性體，不腐蝕，
   不導電，能承受各種動態的力
●可應用在各種不同材質的黏結
●容量：600ml軟包裝

●用於擋風玻璃或後車燈緣
●使用於車體填縫接合處
●可用於各材質縫隙防水加強用

●適用：搭配硬管310ml膠使用，
          施工輕巧

●使用於玻璃、金屬、鋁窗、水泥牆、
　電子器具等各種黏著填縫
●容量：290ml

●在部份玻璃金屬黏結時，不需底塗
   的高強度黏結膠
●單劑配方，耐候性佳的彈性黏結膠
●容量：310ml

●用於擋風玻璃或後車燈緣
●也可應用於其他隔音工程
●尺寸：Ø7.93x4.57M

●適用：搭配硬管310ml膠使用，堅固
            耐用
 

●快乾刷膠用於橡膠、塑膠及漆面金
　屬黏著

●單劑速乾型，高彈性體，低收縮，不
   垂流，耐候性佳，可上漆，可對不同
   底材做高強度之接著
●容量：290ml(硬管/軟包)

●尺寸：400ml/600ml
●適用：配合硬管膠及軟包裝膠使用、
            特殊壓柄，施力輕鬆，堅固耐
            用

●適用：搭配310ml硬管膠使用，出膠
            均勻，不會溢膠

●單劑配方，用噴或用刷的，不垂流  
   ，可上漆，很好的制震及隔音效果
●容量：300ml軟包裝

●單劑速乾型，高彈性體，低收縮，
　不垂流，不腐蝕，耐候性佳，可上
   漆，可打磨，可對不同底材做高強
   度之接著，不汙染食品，可用於無
   塵室

●適用：搭配硬管310ml膠使用，施
            工輕巧

●尺寸：400ml/600ml
●適用：搭配軟包裝膠使用，出膠均
          勻，不會溢膠

AC-7005  高強度結構膠

TT-119  塑鋼氣動矽膠槍

AC-280  玻璃結構膠

TT-112  鐵製氣動矽膠槍

3M車體封膠
AC-M8689/8787

英製硬管氣動膠槍

AC-221/227  多功能填縫膠

英製軟包氣動膠槍
TT-113/114

AC-GS30  萬用防漏膠 AC-T329  矽利康膠 AC-M8063  3M名牌膠 可噴式PU防撞填縫膠
AC-529

AE-GS57/5932  不乾膠/帶 AE-M8621  3M8621蛇膠 TT-311  軟硬兩用手動膠槍 TT-117  塑膠氣動矽膠槍

TT-115

填縫結構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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