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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經濟型，具有超強黏著力、抗應
   力等優越特性
●尺寸：客製寬x30Mx1mm厚 
             白色/灰色

●適用於雙面膠黏貼時增加附著度
　、特別針對塑件效果尤佳

●黏著度良好，不殘膠，使用後不斷裂，
　易撕除，耐溫90度(01：耐溫200度)
          14mmｘ18Mｘ80個 / 盒
　       18mmｘ18Mｘ60個 / 盒
　       30mmｘ18Mｘ40個 / 盒
　       48mmｘ35Mｘ24個 / 盒
          (特殊規格，可訂製)

●超薄PU材質，不影響外觀，延展性 
   佳，耐候性佳，不易黃化，高等級 
   強韌基材服貼性佳，保護漆面不受 
   損壞
●尺寸：60cmx36M、1cmx36M

●具有超強黏著力、耐候耐溶劑、抗
   可塑劑、 抗應力等優越特性。去除
   雙面膠時，基材不破損、方便清除
●尺寸：客製寬x36.5Mx0.8mm厚 
            灰色

●專用於消除車身殘膠、飾條、邊條，
   具有不刮傷漆面、彈性除膠、快速
   易於操作之優點，建議搭配TG-315
   高速除膠輪機使用

●黏著度良好，不殘膠，噴塗雙色時不 
   會有鋸齒紋，彈性膠體，用於曲面， 
   能輕易張貼，使用後不斷裂，易撕除
●耐烘烤溫度90度
●尺寸：客製寬x33M

●無毒性及氣味，超輕量、自黏膠設
　計，張貼方便
●尺寸：30cmx70cm
●厚度：2.2mm

●用於車輛尾翼或大型物件黏結，具
   有超強黏著力、耐候耐溶劑、抗可
   塑劑、抗應力等優越特性
●尺寸：客製寬x16.5Mx2mm厚白
            色

●安裝於擋風玻璃的上面及兩側橡皮
   條內側，做為窗緣遮蔽膠帶使用，
   黏著度良好，不殘膠耐烘烤溫度
●尺寸：50.8mmx10M

●OPP：48mmｘ80Mｘ144個/箱
●PVC：48mmｘ12Mｘ144個/箱

●應用於輕質裝飾材料〈如椅子、沙
   發、窗簾、地毯〉或金屬等其他材
   料表面

●具有超強結構力、耐候耐溶劑、 
   抗可塑劑、抗應力等優越特性。 
   去除雙面膠時，基材不破損、方 
   便清除
●尺寸：客製寬x33M 
            透明

●用於遮蔽車門、引擎蓋內兩側、後 
   行李箱、油箱蓋等，可將粉屑與噴 
   漆阻隔
●尺寸：12mmx50M

●用於搭配百格測試塗裝件、電鍍
   件...等附著程度
●尺寸：19mmx66M

●是一超強型的噴膠，對於高強度及
   高抗熱性需求時，使用效果更好，
   如車頂蓬內的塑件、引擎蓋內之防
   音墊

AE-M1600  3M泡棉雙面膠

AE-MK520  K520架橋劑

烤漆用遮蔽膠帶
AE-ML/01

AE-84905  PPF烤漆保護膜

膠帶

AE-M5666  3M壓克力雙面膠

AE-4  除膠輪

AE-M  直線用遮蔽膠帶

AE-S630  SIKA隔音制震墊

AE-M6349  3M窗緣遮蔽膠帶

AE-OPP/PVC  OPP/PVC膠帶

AD-M8074  3M透明噴膠

AE-M4910  3M VHB雙面膠

AE-M6297  3M門縫封膠條

AE-M610  3M測試膠帶

AD-M8090  3M超強型噴膠

AE-M7120  3M7120雙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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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除漆面塵粒、魚眼紋、白化、
　橘皮、砂紙痕、失光、水斑...等
●建議撘配3M白色羊毛輪、白色波
　浪海棉輪使用

●特殊研磨配方、快速去除漆面的
   刮痕、輪紋、氧化及重污
●建議搭配3M白色羊毛輪或白色波
   浪海綿輪使用 
●建議轉速：1400~1800rpm

●使用於白色漆面具漂白效果不傷漆 
   面抗UV、高鏡面亮度保護汽車漆 
   面

●切削力強可快速去除P1200~1500
   番砂紙痕，在極短時間內提供漆面
   亮度

●小美容專用，方便迅速、一劑可完工
●有效移除砂紙痕、氧化物或是漆面瑕疵
●建議搭配3M黃色羊毛輪、或白色波浪 
    海綿輪使用

●能迅速消除輕中度的漆面瑕疵、污
   垢和氧化
●建議搭配3M黃色羊毛輪或黑色波
   浪海綿輪使用 
●建議轉速：1400~1800rpm

●創造光滑濕亮的閃耀光澤
●超潑水、超耐候、超持久
●抗UV、抗酸鹼配方，持久保護

●有效移除砂紙刮痕、中度氧化物或是
   其他漆面瑕疵
●能去除#1200、#1500、#2000砂紙
   所產生之砂紋，同時具有去除金
   油氧化膜功能
●固態包裝，使用時不噴濺；保存容易

●快速清除粗蠟紋、螺旋紋、太陽紋細 
   微刮痕，重建新漆般的光亮
●建議搭配3M白色波浪海綿輪、或是 
   黃色羊毛輪使用

●輕鬆移除輕微漆面瑕疵，打造新漆
   般的輕澈光芒，提高色彩亮度，深
   色車更加光亮耀眼
●建議搭配3M藍色波浪海綿輪
  〈5733〉使用 
●建議轉速：1400~2000rpm

●創造光滑濕亮的閃耀光澤
●超潑水、超耐候、超持久
●抗UV、抗酸鹼配方，持久保護

●快速解決頭燈老化、霧化的問題

●用來處理拋光蠟所遺留之拋光輪痕
   、蠟痕
●鏡面顯色一次完成
●建議搭配3M黑色波浪海綿使用

●創造光滑濕亮的閃耀光澤
●獨特抗UV配方，持久保護

●創造光滑濕亮的閃耀光澤
●含超強氟素，超潑水、超耐候、 
   超耐洗
●獨特抗UV配方，持久保護

●可攜式調漆對漆燈
●色溫及光譜接近自然光源
●99.35%C.R. I色彩還原率

蠟品

3M重度研磨劑
DA-9505/5955

3M 1號高效能粗蠟
DA-6063/6085

DA-6006  3M至尊乳蠟

DA-5936  快速切削粗蠟

3M三合一輕度研磨劑
DA-5974/9501

3M 2號去紋拋光蠟
DA-6065/6064

DA-9030  遊艇專用硬蠟

DA-IP  Menzerna德國蠟條

DA-5928  3M拋光白蠟

3M 3號高亮鏡面蠟
DA-6069/6068

DA-9061  遊艇專用乳蠟

DA-39060  3M頭燈拋光組

3M淺色/深色鏡面處理劑
DA-5995/5996

DA-9504  3M乳釉氟素蠟

DA-39526  3M超硬水晶蠟

DA-16400  3M太陽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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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切削粗蠟，輕鬆移除嚴重瑕
   疵刮痕，維持溼亮效果
●能去除漆面細塵粒、魚眼紋、輕
   微白化、橘皮、砂紙痕、漆面失
   光、水斑等

●特殊織法獨樹一格，纖維粗細、軟 
   硬適中、彈性良好，操作順暢不跳 
   動

●5725：波浪狀表面具有最佳拋光
             效果，配合3M5996使用
             ，可使漆面達到超高亮度
●5723：配合3M5974使用，可快
             速去除太陽紋

●尺 寸 ：2"~7"
◎BG綠：中
◎BY黃：粗
◎BA灰：中細

●有效移除砂紙刮痕、中度氧化物 
　或是其他漆面瑕疵

●特殊軟質纖維，操作容易，輕鬆可
   達超高亮度
◎5701：粗
◎5705：細
◎5710：M16接頭

●波浪狀設計免重壓，操作輕鬆省力
●高品質海棉使用壽命長
●搭配6 1/2"打蠟盤使用
◎5738：中 ◎5737：粗 ◎5733：細

●尺 寸 ：2"~7"
◎BC藍：細
◎BB黑：特細

●有效移除砂紙刮痕、中度氧化物或
   是其他漆面瑕疵
●能去除#1200、#1500、#2000
   砂紙所產生之砂紋，亦能再精磨與
   去除粗蠟所產生之蠟紋，同時具有
   去除金油氧化膜與拋光之功能

●配合粗蠟使用，可快速去除#1200
　~#2000砂紙痕
●85079：5"
●85078：3"

●波浪狀設計免重壓，操作輕鬆省力
●高品質海棉使用壽命長
●尺寸：2"~8"(黑/白/綠)

●便利輕巧，拆裝容易(塑膠/鐵螺紋) 
   ，可搭配羊毛輪及海棉輪使用

●內含極細緻拋光粉，快速去除輪痕
   ，鏡面顯色一次完成
●建議搭配黑色波浪海綿或細海綿輪
   使用

●尺寸：6"、7"
● B Y：粗
● BW：中
● B B：細

●高密度高韌彈性海棉設計，開放
   式的組織結構容易散熱，含水性
   佳不飛濺，能增加切削力和延長
   壽命

●平衡性優良，拆裝容易(鐵/銅螺紋)
 　，可搭配羊毛輪及海棉輪使用

打蠟綿

DA-G3  G3粗蠟

特級拋光短羊毛輪
DH-5S/7S 

3M波浪海棉輪
DI-5725/5723

DJ-BG/BY/BA  平面粗中海綿

DA-G6  G6中度粗蠟

3M雙面羊毛輪
DH-5701/5705

3M頂級波浪海棉輪
DI-5738/5737/5733

DJ-BC/BB  平面細目海綿

DA-GL  GL液態粗蠟

3M兔毛輪
DH-85079/85078

DI-BB/BG  波浪海棉輪

DK-102/103  電動打蠟盤

DA-GL  TOP WAX鏡面劑

DG-B Y/W/B  附盤海綿輪

Farecla海棉輪
DJ-W6/G6/B3 

DK-101/5S  5S粘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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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清潔、防潮、潤滑、除鏽、滲 
   透功能，潤滑門鎖、螺絲及零組件 
   之防潮作用，可做工業及家內用品 
   之潤滑使用

●可去除金屬表面上之油污、指印、 
   污點頑垢。同時完成清潔、亮光、 
   保養，美國聯邦安全局檢驗合格， 
   可安心使用於食品肉類處理台或不 
   鏽鋼流理台之清潔保養

●38377：為高濃縮水性清潔劑，大 
   量且持久的泡沫能快速清潔車身表 
   面的髒污
◎稀釋比例：
   38377：1：100
   J 8     ：3：100 搭配泡沫機使用
   比例      ：1公升的水加約3CC的泡沫劑

●為乾性潤滑劑，防止引擎室內橡塑
   件因高溫所造成老化，預防車門邊
   橡膠條黏著不順
●噴泥槽助電動窗升降
●可使用於塑膠射出，脫模劑使用

●本清潔劑不含腐蝕性，不產生酸及
   氯酸化合物
●去除多類的殘膠(非硬化型)，同時
   能去除油污，各種汙垢

出水量：6L/分
壓　力：7.5Mpa
功　率：1200W
尺　寸：19x22x44cm
重　量：5.9Kg

●塑膠製品、創新發明、輕巧方便
●容量：2L

●流動行佳、潤滑持久、高黏度、抗
   磨損性佳、潤滑金屬機件延遲金屬
   氧化

●可去除各種不同殘膠、蠟、柏油、 
   油脂及黏膠，使用容易，效果好
●不傷烤漆、乙烯塑膠及紡織品

出水量：6L/分
壓　力：130Bar
功　率：1400W
尺　寸：26x36x83cm
重　量：6.8Kg

氣壓：3~5Kgf/c m 2

容量：75L

●高品質亮光蠟具有防鏽、潑水、潤
   滑、亮光等功效

●J9：用於引擎室外觀去除油污髒
          垢清潔
●J2：用於車身外觀柏油清潔

吸水量：11L
壓   力：120Kgf/cm2

馬   達：5HP、220V單(雙)相

功率：1200W
容量：40L
風量：90CFM
重量：23Kg

清潔用品

3M多功能防鏽潤滑油
DB-88 

不鏽鋼清潔活化劑
DB-03

DB-38350/J3  萬用清潔劑

DB-38377/J8
洗車精/泡沫劑

3M橡膠塑件潤滑劑

DB-04  強力天然清潔劑

TZ-AJP75  高壓清洗機

TT-223  簡便式泡沫槍

DB-11079  3M噴霧式黃油
DB-8897

3M多功能除膠去蠟水
DB-8984 

TZ-AJP1600  高壓清洗機

TT-75  專業泡沫機

DB-01  高級香水噴蠟

引擎/柏油清洗劑
DB-J9/J2

TZ-171  專業高壓清洗機

TZ-A101  超強吸塵器

●為車體外觀和內裝皆用的濃縮重污 
   清潔劑，可去除引擎、車體外觀等 
   地方的油漬、汙垢、蟲漬等，針對 
   內裝表面之污垢清除也非常有效
●稀釋比例：
   3 8 3 5 0 ：1：15或1：30
   J 3     ：1：  3或1：  4



晶鑽技研有限公司35

35

35

●38055：強效配方，去除玻璃陳
              年油膜效果佳
●9888 ：清除玻璃上的髒污，乾
              淨不留痕跡

●38374：水性溶劑可去除鋼圈上髒污，
                不含強酸物質，專為去除鋼
                圈上難以去除的深層污垢所
                設計之濃縮清潔劑
●比   例：1：2
● 05     ：鹼性，用於清潔鋼圈上污垢、
               煞車粉

●有效去除漆面、玻璃和金屬電鍍
　表面之飛漆、塵粒、蟲屍、柏油
　等污染物
●安全清潔不傷漆面
●比傳統黏土省時省力
●濕式作業

●可有效去除玻璃和塑件上之污垢，
   也易於移除車窗上的貼紙和殘膠
●38399比例： 1：14

●是一款專用橡膠保養劑，可使輪胎
   自然恢復具有深度的光澤的黑色

●美容黏土為用於漆面、玻璃和金屬表
   面的污垢清除，如柏油、飛漆、塵粒
   、工業落塵等，濕式作業，安全清潔
   不傷漆面

●發泡式、強力深度清潔受污染的地
   毯及沙發表面，使沙發地毯恢復原
   有亮澤      

●帶柄設計不沾手，輕鬆上輪胎油

●01：含特殊配方，輕鬆去除油污不
　       傷玉手
●03：內含超細研磨顆粒，有效去除  
          油垢並不易造成水管阻塞

●J 6 ：用於車身外觀蟲屍清潔
●J10：車身因長期曝露在外，非常 
           容易會有極細微針狀的金屬 
           會插入車漆上，嚴重時會有 
           紅色的鏽水滲出，這時就必 
           須使用鐵粉去除劑清潔

●J3：水性不油膩、清淡檸檬香、
         保護皮件不老化
●02：是一款專用輪胎、橡膠保護
          膠蠟可使輪胎光亮、去除橡
          膠白化，用於輪胎時快乾不
         易飛濺車身

●100%純木漿製造，不掉棉屑，強
   力吸收油污、水及灰塵，不會刮傷
   物體表面
◎DC-01C：擦拭架

●可有效清除沾粘於皮膚上的漆料、   
   補土、黏膠等

清潔用品

3M玻璃油膜清潔劑
DB-38055/9888

DB-38374/J5  鋼圈清潔劑

神奇玻璃擦/神奇美容擦
DE-01A/01B

DB-38399/J7   玻璃清潔劑

DB-38327/J4  輪胎保養劑

DE-38070/02A  美容黏土

3M沙發地毯去污劑
DB-9884

DF-01  輪胎油上蠟刷

DF-03  各式噴罐、臘罐

DD-01/03  中性洗手粉/膏

蚊蟲/鐵粉去除劑
DB-J6/J10

皮革蠟/橡膠蠟
DB-J3/02

擦拭紙(厚/薄)
DC-01A/01B

●DC-02          3M靜電魔布
●DC-03A/B    小擦車吸水布
●DC-04A/B    大擦車吸水布
●DC-05         無棉絮玻璃布

●DC-06    收蠟布
●DC-07    麂皮吸水布
●DC-08    內裝皮椅上蠟綿布

DC-03  各式擦拭布 DD-02/5975  洗漆膏/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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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橡膠補板
●18：塑膠補板
●19：皮刀

●為一粉狀形式之測試劑，測試補
   土是否平整，可檢測補土後之針
   孔及砂痕

●有極細微的礦砂成份，搭配菜瓜
   布使用，可產生非常細緻的表面
   ，並可清潔矽、蠟質、油

●適用於無塵作業場所，如無塵室
   或噴漆房，不發塵材質可清洗重
   覆使用

●快乾、好補、好磨，一次可補5cm 
   厚度，且符合環保要求補後不需火 
   烤，12分鐘可水磨，25分鐘可乾 
   磨，不粘砂紙
●混合比例：100：2
※另有耐200℃高溫型

●用於塑件噴漆前使用，確保面漆和
   塑件能附著不龜裂

●有效去除塗裝前工件上所殘留棉絮
   、髒污…等

●適用於無塵作業場所，如無塵室或
　噴漆房，不發塵材質可清洗重覆使
　用

●混合比例：夏100：2
                  冬100：3

●適用於覆輪蓋、車身大樑、底盤、輪
   弧之防鏽、防撞、隔音、耐水、耐酸
   、耐磨、耐候性特強，對底漆與面漆
   具有特強附著性

●特殊靜電集塵材質，可減少塵粒沾附 
   表面，延長濾棉使用時間。拆裝容易
    ，減少清洗烤漆房時間
●顏色：白/透明

●六段調整溫度

●為一種可自行平整，且塗佈設計
   的細補土，質地細緻，可遮蔽較
   大區域的刮痕、針孔、磨痕，且
   乾燥快速

●為一彈性防鏽底漆，不會乾裂、
   剝落、無臭味，可使用於任何車
   內防鏽，噴塗後之防鏽漆呈彈性
   柔軟膠狀、琥珀色

●適用於無塵作業場所，如無塵室
   或噴漆房，粘除腳底所附著髒污
   ，有效降低粉塵量

●針對局部烘烤，快速補修作業，能
   節省2/3以上時間，節省能源，提高
   效率

鈑金塗裝

DM-17/18/19  各式補板

DM-5861  補土針孔測試劑

DQ-ROC  下地處理劑

DP-39  無塵衣

DM-01  金箭鍍鋅補土

DQ-76/77  塑件專用底漆

DP-44  除塵粘布

DP-40/41  4孔/網式無塵鞋

DM-02/03  蝴蝶塑膠補土

防撞防鏽隔音漆
DQ-8883-19/1706

3M集塵膜
DP-36852/36856

DS-02  高溫熱風槍

DM-5099  3M針孔補土

3M車身內防鏽底漆
DQ-8892

DP-42  無塵腳踏粘墊

DS-ETS2  短波紅外線烤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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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反光夜光貼紙

1.折疊式，鋁合金材質
2.防水帆布及兩條插扣式固定帶
3.展開尺寸：L 216㎝×W 58㎝×H 10㎝
4.折疊尺寸：L 110㎝×W 20㎝×H 20㎝

●結合夜光及止滑膠帶的特色，在有光源的環境照射下有止滑效果，在無光
   源時，夜光的部份會釋放能量發光及止滑效果
●產品尺寸圖案可特別訂製

5.重量： 7.6 kg
6.荷重：120 kg
7.本擔架適用於意外傷害，傷患
   行動不變或昏厥等的搬運

●自粘性設計，撕開離型紙即可貼附
●用於樓梯、廚房、浴室等易滑及潮濕的場所，具有止滑效果  
●顏色有：黃黑斜紋、黑、黃、白、紅、螢光、夜光等色 
●尺   寸：可做成捲狀包裝或依客戶需求裁剪

●結合夜光及反光的特色，在有光源的環境照射下會反光，在無光源時，夜光
   的部份會釋放能量發光
●產品尺寸圖案可特別訂製

●3M 983系列鑽石級反光紙其優異的廣角性，不僅符合世界先進各國法規要
   求，在國內亦通過車測中心之車輛零組件型式安全審驗，能提供大型車輛
   行車安全最佳保障
●顏色：紅、黃、白、紅白

ES-TA186  二折式擔架

EM-040  夜光止滑膠帶

CA-123  反光貼紙範例

EM-001  各式止滑膠帶

CB-020  反光夜光貼紙

CA-983  3M 983鑽石級反光貼紙

夜光止滑膠帶應用實例 鑽石級反光加夜光標誌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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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ENT法國進口，適用母索
   14mm~16mm

●737D：D型環
●N414：D型環
●N506：大鋁合金8字環
●N505：呂合金8字環
●7378：8字環
●N244：橢圓形連結環

●HK5大掛鉤：105x215mm， 
                      開口50mm
●737H中掛鉤：  50x135mm， 
                      開口20mm

●N607：不鏽鋼上下或斜坡母索調
              整器
●7471 ：防墜調整器

●手推開手推開關，水源打開，保護蓋
　自動掀開
●洗眼盆直徑30cm，不銹鋼
●洗眼噴頭螺旋式附保護蓋
●重量：1.85Kg

沖淋洗眼器

◎洗眼器：規格同EW-407
◎沖淋器：
●凹槽式出水口直徑13.5cmx孔徑
   1.2mmx76孔

●保護蓋24cm不銹鋼
●沖淋進水管及制水閥3/4” 不銹鋼
●手拉環6mmx130mm不銹鋼
●重量：19Kg
●高度：220cm

開口不鏽鋼防墬器

ET-AN060

ET-737D  安全零件

ET-350  快速鋼掛鉤 ET-HK5/737H  掛鉤 防墜調整器

ET-N607/7471

壁掛式洗眼器
EW-402

ET-97HR  水平固定器
●日本FUJII DENKO廠牌
●單體為97HR-1，附1M長Ø16mm繩索及一大掛鉤
●可配合購買10M、20M、30M不同長度之繩索，含一大掛鉤

●手推+腳踏開關，水源打開，保護蓋自動掀開
●洗眼盆直徑30cm，不銹鋼
●洗眼噴頭螺旋式附保護蓋
●高度：105cm
●底盤：25cm直徑不銹鋼
●重量：7.6Kg

EW-407  腳踏直立式洗眼器EW-405  直立式洗眼器
●手推開關，水源打開，保護蓋自動掀開
●洗眼盆直徑30cm，不銹鋼
●洗眼噴頭螺旋式附保護蓋
●高度：105cm
●底盤：25cm直徑不銹鋼
●重量：7.5Kg

◎洗眼器：規格同EW-405
◎沖淋器：
●凹槽式出水口直徑13.5cmx孔徑
   1.2mmx76孔

EW-605   手推式沖淋洗眼器 EW-607   手推腳踏式沖淋洗眼器
●保護蓋24cm不銹鋼
●沖淋進水管及制水閥3/4”不銹鋼
●手拉環6mmx130mm不銹鋼
●重量：18.5Kg
●高度：2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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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徑19mm，梯距30x30cm，木
   棍Ø3.5x長45cm
●製作基本長度為3M (長度接受訂
   製 )

●16mm開口自鎖安全鉤x1
●50mm開口大掛鉤x1
●長度2M
●Ø12mm的3股錦綸繩

●尼龍帶寬度45mm
●安全大掛鉤繩長1.5M
●繩直徑Ø14mm
●背部D環固定安全繩用

●K103安全帶組：
   56mm開口大掛鉤+1.5M繩+O型環 
●K104減震包組：
   56mm開口大掛鉤+1.5M繩+O型環
   +緩衝包

●16mm開口螺紋鎖緊安全鉤x1
●50mm開口大掛鉤x2
●長度2M
●Ø12mm的3股錦綸繩

●尼龍掛繩Ø14x1500mm
●O型環，60x108mm
●雙重保險掛鉤105x215mm
●D環一只
●胸部與腿部固定帶45x2400mm

●787-1.5/2/5：1500/2000/5000mm
    xØ16尼龍繩，50mm大掛鉤x1，
    20mm中掛鉤x1 
●HK150：1500mmxØ16尼龍繩，
                   50mm大掛鉤x2

●美國製，密閉式塑膠外殼，長度1.8M
   ，最大承載力190Kg，織帶可收縮式
   纜繩，附鋁合金大掛鉤、減震包，重
   2.53Kg符合OSHA及ANSI標準

●美國進口，密閉式鋁合金，長度1.8M 
   ，附減震包，防墜器上端有掛置孔 
   /360度旋轉環，附掛環。最大承載 
   力140Kg，重量1.3Kg，符合OSHA 
   及ANSI標準 

●五點調節
●配1個前胸D型環和1個背後D型環
●配臀部橫帶
●聚酉先胺織帶
●肩帶處有掛環，可固定掛鉤

●16mm開口自鎖安全鉤x1
●50mm開口大掛鉤x1
●長度2M
●Ø12mm的3股錦綸繩

●尼龍腰帶50x1200mm
●尼龍掛繩Ø12x1500mm
●雙重保險掛鉤105x215mm，開口
   50mm
●D環一只
●掛繩收存袋一只

●美國進口，密閉式塑膠外殼，長度 
   10M，附減震包、掛鉤，鍍鋅鋼纜 
   。最大承載力190Kg，重量7.8Kg， 
    符合OSHA及ANSI標準

●背部鍛造合金鋼防墬落D型環
●可調節腿帶及胸帶
●雙色帶，以區分肩及腿部用
●符合EN361：2002標準

高空作業

●美國進口，密閉式鋁合金，長度：3.3M/6M，織帶寬度為25mm，材 
  質為polyeste，附減震包，防墜器上端有掛置孔/360度旋轉環，附掛 
  環 。 下 端 連 結 小 掛 鉤 材 質 為 鍍 鎳 鋼 ， 開 口 為 1 9 m m ， 最 大 承 載 力 
   140Kg，重量：1.3/2 .3Kg ，符合OSHA及ANSI標準

ET-TA3030  繩梯

ET-399  單鉤減震連接繩  

ET-AD111A/AD120  3.3M/6M編織布防墬器

降落傘式安全帶
ET-KA91H  

ET-K103/K104  安全帶組

ET-398  雙鉤減震連接繩

ET-D001  背負式安全帶

ET-787  雙掛鉤掛繩

ET-456  1.8M自鎖速差器

ET-024  背負式安全帶

ET-199  工作限位繩

ET-NP757  大掛鉤安全帶

ET-500  10M自鎖速差器

ET-000  背負式安全帶

ET-254  單腿自鎖速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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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80/100cm不鏽鋼鏡面， 
            背面鍍鋅板
※不含鐵管及安裝

●外用劑及衛材15/20/25種
◎T15：10 x 16 x 23.5cm
◎T20：17 x 18 x 23.5cm
◎T15：17 x 19 x 26  cm

●A：木材、易燃物    B：汽油溶劑類
   C：電器走火
●  5P(4Mx  7秒) 10P(5Mx10秒)
   20P(5Mx12秒)

●安全保險開關
●0.9z瓦斯x2瓶
●總重190g

●耐火溫度：537℃ 
●厚度尺寸：0.43/0.48mmx150c㎡
●重      量：1/1.46Kg

●安全保險開關
●120公克瓦斯x2瓶
●總重260公克

●電源：9V鹼性電池x 1
●電能：高電壓、低電流、4萬伏特
●尺寸：收起時32cm/伸長時52cm長
●淨重：438g
●功能：伸縮、電擊、警報

●耐火溫度：1649℃
●厚度尺寸：0.71/1.22mm 
●寬度尺寸：89cm (寬)長度由客戶
                       指定
●重      量：0.7/1.12Kg(平方公尺)
●長度2M以上附保存袋一只

●電 源：9V鹼性電池x 2
●電 能：高電壓、低電流、20萬伏特
●尺 寸：22cm長x5.5cm寬x3cm厚
●淨 重：265公克
●功 能：安全開關、防搶(130db警報)、
             可用刺針防衛、保險警告作用

個人防護

ES-80  道路反射鏡

ES-T15/20/25  保健箱

乾粉滅火器
EG-5P/10P/20P  

ES-ET18  防身瓦斯槍

逃生防火毯
ES-TAG/SIL

ES-168  防身瓦斯槍

高溫電銲防火毯
ES-600/1000

ES-TA200  求救電擊器

●電源：9V鹼性電池x 1
●電能：高電壓、低電流、8萬伏特
●藥劑：辣椒精及芥末，氣壓混合而
            成。(容量:每瓶18cc)
●尺寸：14cm長x5.5cm寬x3.5cm厚

ES-TA118  迷你三用電擊棒

ES-TA150  鐵金剛電擊棒

ES-2508  隨身防身噴霧器

●成份：3%辣椒精，3%芥末，94％環保冷媒，為無毒性無污染性非易燃性加
           壓氣體
●緊急狀況下，將噴霧器對準歹徒的臉部按下紅色噴頭，即瞬間噴出辣椒氣體
   ，使歹徒受到嚴重的感官刺激、咳嗽、噴嚏等症狀，而失去攻擊力，效果顥
   著，將可確保自身的安全
●紅色噴頭設計有安全開關，不致有誤觸之慮
●內容量淨重25公克，請置於溫度120℃以下及孩童無法取得的場所

ES-TA40  彈簧三節電擊棒
●電源：9V鹼性電池x 2
●電能：高電壓、低電流、15萬伏特
●尺寸：46cm長x 5.5cm直徑
●淨重：900g
●功能：A.耐撞(超鋁合金)、B.整支電擊、C.可透過衣服、布料攻擊

●噴射距離：1~2公尺
●適用範圍：僅限合法防身使用
●功　 能：噴霧、電擊、防搶警報 
                   三合一功能，防衛面積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