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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吸油，不吸水，只漂浮於水面上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20倍
●可回收使用，降低成本
●尺         寸：17"x19"x3/16"
●包         裝：100片/箱
●最大吸收量：37.5加侖/包

●適用較小區域或少量的液體洩露處理
●吸收量約為本身重量的10倍
●尺          寸：11"x13"
●包          裝：50片/盒 ; 4盒/箱
●最大吸收量：17加侖/箱

●可吸收強腐蝕性化學液體、溶劑及油品
   ，枕狀設計方便持續液漏處理，表面特
   殊材質處理增加吸收速度及防止破損，
   附提帶方便使用
●尺         寸：8"x11"
●包         裝：30個/箱
●最大吸收量：13加侖/箱

●只吸油，不吸水，只漂浮於水面上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10倍
●可回收使用，降低成本
●尺         寸：38"x144'x3/8"
●最大吸收量：84加侖/捲

●具優異的耐藥性，可吸收大多數的化學液
   體，且不會與化學藥品起作用；耐強酸、
   強鹼處理，最適合危險液體洩漏之吸收。
　吸收量約為本身重量的10倍
●尺         寸：7"x15"
●包         裝：16個/箱
●最大吸收量：0.5加侖/個

●只吸油，不吸水，只漂浮於水面上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10倍
●可回收使用，降低成本
●尺          寸：5"x14"x25"
●包          裝：10個/箱
●最大吸收量：35加侖/捲

●具優異的耐藥性，可吸收大多數的化學液
    體，且不會與化學藥品起作用；耐強酸、
    強鹼處理，吸收量約為本身重量的10倍
●尺         寸：3"Diax12"
●包         裝：12條/箱
●最大吸收量：12加侖/箱

●只吸油，不吸水，只漂浮於水面上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10倍
●可回收使用，降低成本
●尺         寸：5"Diax10'
●包         裝：4條/包
●最大吸收量：80加侖/包

●可吸收強腐蝕性化學液體、溶劑及
   油品，加厚型裁切增加吸收量
●尺         寸：10"x13"
●包         裝：100片/包
●最大吸收量：11加侖/箱 

吸油吸液棉

EL-HP156  片狀吸油棉 EL-T100  捲狀吸油棉 EL-T240  枕頭狀吸油棉 EL-T280  欄索狀吸油棉

EL-P110  片狀吸液棉

Breg枕頭狀吸液棉
EL-5021  

EL-P300  枕頭狀吸液棉

Breg條狀吸液棉
EL-5003  

EL-P200  條狀吸液棉 EL-5313  Breg片狀吸液棉

●只吸油，不吸水，只漂浮於水面上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20倍
●可回收使用，降低成本
●結合片狀、捲狀、枕頭狀、欄索狀四種形狀之特性，最適用於緊急洩露處理
●尺         寸：5"x50'〈摺疊時〉、19"x50'〈攤開時〉
●包         裝：3盒/箱
●最大吸收量：31.5加侖/箱 

●結合片狀、捲狀、枕頭狀、條狀四種形狀之特性，具優異的耐藥性，可
   吸收大多數的化學液體，且不會與化學藥品起作用；耐強酸、強鹼處理
  ，最適合危險液體洩漏之吸收。吸收量約為本身重量的20倍
●尺         寸：5"x50'〈摺疊時〉、19"x50'〈攤開時〉
●包         裝：3盒/箱
●最大吸收量：31.5加侖/箱

EL-P550DD  摺疊狀吸油棉 EL-C550DD  摺疊狀吸液棉

●可吸收強腐蝕性化學液體、溶劑及油品
   ，條狀設計方便圍堵洩漏液體，表面特
   殊材質處理增加吸收速度及防止破損，
   附提帶方便使用
●尺         寸：φ3"x48"
●包         裝：12條/箱
●最大吸收量：12加侖/箱  

●內容物：
   片狀吸液棉 x50片
   枕狀吸液棉 x6個
   條狀吸液棉 x4條
   洩漏修補劑7" x2條
   管路修補片2"x5' x2包
   廢棄物處理袋75cmx90cm x5個
   半面罩式防毒面具x2組
   防酸鹼手套x2雙
   護目鏡x2付 

EL-01  緊急洩漏處理車

●尺寸：高105cm、寬48cm
            (全開寬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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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AA x 4個，燈泡2.4V，
   0.3A-0.5A

●收起時連耳環長度約125cm，拉
   長時約為210cm

●210丹尼龍布，紅三節，白兩節，　  
   開口包覆藤條支撐，綁帶四條，
   尺寸Ø50x190cm

◎F60：工安旗
◎F62：環保旗
◎F66：零災害旗
●尺寸：寬140x高90cm 

●台製，4號電池 X 3個，燈泡2.4V
   ，單一LED

●01：高壓電0.1mm(厚)x20cm(寬)  
          x200M(長)±5%
●02：施工0.1mm(厚)x20cm(寬) 　　          
          x200M(長)±5%
●03：地下管路0.1mm(厚)x150mm 　
　　　 x200M(長)±5%

●厚0.35mm，夾網PVC，寬175x高
   70 cm

●PP材質，可同時吸油及液體
●吸收量約本身重量之10倍
●吸後不變型
●尺寸：40cmx25cm
●包裝：80片/盒；4盒/箱

●免加水電池，充電約12小時，連續 
   使用約2小時，長期未使用，兩個月 
   至少放電再充電一次

●30cm x 45cm

●可有效阻擋液體擴散或是外洩液體
   的集中處理適合用於油槽或油量特
   多區域吸收
●尺寸：25cmx40cm
●包裝：20個/箱

●PE/PVE材質，本體螢光貼反光紙 
●高700mmx底寬360x360mm 
●重量：PE-1.1 kg
             PVC-2.5kg

●13x20cmx700面(約150M長)

施工安全

●背膠自黏PVC貼紙

EK-PVC  施工標語貼紙

EK-701  工作頭燈

ES-TA19  伸縮連桿

EG-5019  風向袋

EK-F60  工安旗

EK-126  LED防水頭燈

ES-01/02/03  警示帶

EK-108  工地守則

EL-42520  化學吸液棉

EK-201  手提充電手電筒

ES-3045  指揮三角旗

EL-42455  吸油吸液枕

交通三角錐
ES-17PE/17PVC

ES-TA915  施工三角旗

EL-42515  吸油棉墊
●適用於吸收一般的油污溢出或大
   量外洩後的最後處理，可擰乾重
   複使用
●尺寸：50cmx50cm
●包裝：160片/箱



晶鑽技研有限公司43

43

●可調綠光、紅光、紅綠光閃爍三段 
●內19顆LED燈泡 
●指揮棒棒底有磁鐵，可吸附鐵件上 
※不附三顆3號電池

●太陽能發電，白天充電，夜晚閃熾 
●11x17cm，使用12小時以上

●感光式LED警示燈，內建電池，內
   有6顆LED燈泡，搭配三角錐使用

●美格光鎮暴手電筒(使用二號電池4個)
●握把直徑：30mm
●含電池重：0.58Kg
●燭 光 度 ：14000
●使用時間：9H

●一號電池x 2個，長50cm，燈泡2.4V
   、0.5A，固定燈光

●AC充電線、110V，蓄電池6Vx 10A
   一個
●全高約117cm，重量約7.5kg

●太陽能發電，白天充電，夜晚閃熾
●高 88cm，重2.4 kg，使用12小時
   以上

●美格光鎮暴手電筒(使用一號電池4個)
●握把直徑：42mm
●含電池重：1.2Kg
●燭 光 度 ：15700
●使用時間：16H

●一號電池x2個，長54cm，可選擇固
   定燈光或五點閃爍

●感光式LED警示燈，內有6顆LED燈
   泡搭，配三角錐使用
※不含電池

●指示牌後方有8個磁鐵可吸附在油
   灌車、汽車及任何鐵器上，在突發
   狀發狀況指示來車方向，電池2號
   x3個，也可接車上蓄電池
●尺寸：50cmx100cm

●美格光鎮暴手電筒(使用一號電池6個)
●握把直徑：42mm
●含電池重：1.5kg
●燭 光 度 ：20500
●使用時間：16H

●全展開為13M內含10個燈罩

●感光LED緊示燈，內有9顆LED燈
   泡，使用2顆1號電池，可連續使
   用7天，可放在三角錐搭配使用
※不含電池

●電      壓：100V，50/60Hz
●電      流：260MA
●充電時間：24小時
●電池規格：6V 4AH
●照明時間：3小時

●電      壓：100V，50/60Hz
●電      流：0.2A
●充電時間：48小時
●電池規格：6V 4AH
●照明時間：3.5小時    

警示燈具

EK-260  三段式LED指揮棒

太陽能警示燈頭
EK-801 

太陽能感光警示燈頭
EK-HCX 

EK-C4  325mm鎮暴手電筒

EK-777  交通指揮棒

EK-120  蓄電池警示燈

太陽能三腳架警示燈
EK-801TS

EK-D4  375mm鎮暴手電筒

EK-789/900 2段式指揮棒

EK-LEDS  感光警示燈頭

EK-8345  LED方向指示燈

EK-D6  495mm鎮暴手電筒

EK-250  警示串燈

EK-LED  LED警示燈頭

EK-503  照明燈

EK-SH35  緊急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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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網布長60x寬39cm， 
   紅色反光條，面積5cmx250cm

●EJ-12：藍網黃條螢光 長55cm x
              寬50cm
●EJ-15：藍網白條螢光 長55cm x
              寬50cm

●螢光橘色反光防寒外套(脫袖為背心)
   ，100% 3M反光材料製成，反光材
    符合歐規EN471及美規ANSI107，
    內材為3M保溫棉，具有輕、薄、
    暖之特點

●保護腰帶含肩帶
●尺寸：   S：28-32"  
              M：32-38"   
               L：38-47" 
             XL：46-56" 

●V型螢光紅色網布長54x寬50cm，
   黃色反光條，面積5cmx310cm

●09YE：黃色伸縮帶製成，穿戴舒適
●09OR：橘色伸縮帶製成，穿戴舒適

●螢光黃色5cmx105cm 快速扣具

●絨布印字高10cm，圓周42cm

●圓襟螢光紅色網布長65x寬50cm，
   黃色反光條，面積5cmx260cm

●螢光橘色/黃色反光背心，100% 
   3M反光材料製成，反光材符合歐
   規EN471及美規ANSI107

●25：3M橘白色反光袖套
●08：TC防水布料車四條黃色反光條

●使用EPE泡沫塑料充填，浮力約7.5kg 
●救生衣重量：約0.34kg

●有黏扣帶，可印字、工資另計

●螢光黃色/橘色反光背心，100% 
   3M反光材料製成，反光材符合歐
   規EN471及美規ANSI107 

●指揮交通用手套

●使用聚氨酯塑料泡沫填充，外層為
   帆布，浮力約14.5kg 
●救生圈外徑約710㎜，內徑約440
   mm，重量約1.5kg

EJ-02  交通反光背心

EJ-A030  肩帶式護腰

反光背心

EJ-03  環保反光背心

EJ-06/07  黃色反光肩腰帶

EJ-1042  督導臂章

EJ-04  圓襟反光背心

EJ-25/08  反光袖套

EJ-865  背心式救生衣

EJ-106  團體背心

EJ-55  反光手套

EJ-880  救生圈

EJ-12/15  藍網螢光背心 EJ-09YE/09OR  反光肩腰帶 3M反光條U型背心
EJ-21OR/21Y 

3M反光條V型背心
EJ-22Y/22OR

3M反光條防寒外套
EJ-23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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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紙板

●頭戴式、PP聚丙烯材質，可掀式
   鏡框
●符合CE、ANSI、CAS標準

●工程帽+A3鋁框+FC72面罩+C2
   下巴防護罩組成

●PC材質，0.8x200x300/400mm
   包鋁邊，防塵、防液體噴濺、防
   輕衝擊，可調整弧度

●頭戴式、PP聚丙烯、可掀式鏡框
●符合CE、ANSI、CAS標準 
※不含鏡片

●固定於安全帽與面罩之間，三段
   掀開，外圈鋁材電鍍，內圈ABS
   塑鋼，後面由彈簧條固定
※A4  ：全鋁框 
※AR4：電工帽全鋁框

●工程帽+A3鋁框+FC25面罩組成
●寬300x高200mm

●PC材質，1.0x200x300/400mm 
   包鋁邊，防熱、防衝擊，可調整
   弧度

●具有氣體導流閥設計，可有效降低
   面體內二氧化碳濃度及側窗設計增
   加使用者可視範圍
●視窗44x92mm，適用於電焊及氣焊 
●電池壽命約1500小時

●頭盔部份由ABS一體成型，頭圈由
   尼龍材料製造，可調整大小，可配
   合寬300mm(FC25)/400mm(FC45)
   面罩使用

●大面積保護，須搭配FC72無鋁邊防
   塵面罩及C2下巴防護罩使用

●PC材質，1.0x200x300/400mm
   綠色包鋁邊，濾光、防熱、防衝
   擊，可調整弧度

●反應時間：0.1毫秒
●8~12五級遮光度選擇，3號亮態  
   遮光號，三級靈敏度調節 

●為B1+FC25組合，頭盔部份由ABS
   一體成型，頭圈由尼龍材料製造，
   可調整大小，可配合寬300mm
   (FC25)/400mm(FC45)面罩使用

●K4無旋鈕頭盔可搭配K25防塵
  、K28防熱、K28GN遮光，無鋁
  邊面罩使用

●200x300/400mm金屬網烤黑漆，
   防止反光、隔熱、除草及伐木用

面部防護

EI-123  手提電銲面罩

EI-DA11L  電銲面罩

EI-AFC  安全帽式面罩組

防塵面罩 
EI-FC25/FC45

EI-633P  頭戴式電銲面罩

EI-A3  安全帽式彈簧鋁框

EI-A3F  安全帽式面罩組

防熱面罩
EI-FC28/FC48 

3M電焊面罩
EI-9100V 

EI-B1  頭戴式頭盔

EI-BFC  全包覆式面罩組 

遮光面罩
EI-FC28G/FC480G 

EI-100V  3M液晶電焊面罩

EI-B1F  頭戴式頭盔組

EI-K425  簡易型頭盔組

金屬網面罩
EI-FC29/FC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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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CNS標準1336-Z3001規定
◎帽殼：耐衝擊ABS塑鋼材質
◎顏色：白、黃、橙、藍、橘紅、紅
◎印字：可加印公司名稱、標誌、 
             編號或色條
◎工資另外計價 

●測試電壓20000V
●使用電壓7000V內
●耐衝擊50焦耳  
●PE材質

●材質：壓紋PP不織布、6片車製
●規格：12cm x 64cm x 0.5mm
●50頂 / 包

●PBI材料，較佳彈性，防止火焰及
   熱氣滲入，可同時配戴防毒口罩
   或防護眼鏡
●長15"

●符合CNS標準1336-Z3001規定
◎帽殼：耐衝擊ABS塑鋼材質
◎顏色：白、黃、橙、藍、橘紅
◎印字：可加印公司名稱、標誌、 
             編號或色條
◎工資另外計價

●適用於無塵作業場所、方便搭配無
   塵帽使用，如無塵室，不發塵材質
   可清洗重復使用

●由不織布製成之帽套
●100條/包

●鏡框為耐高溫F.R.T.P，外層3mm
   玻璃，內層PC鏡片1x112x138mm
   ，內附安全帽，帽緣以下長度45cm
   肩寬72cm
●使用材料11HT-156或14HT-209

●符合CNS標準1336-Z3001規定
◎帽殼：耐衝擊ABS塑鋼材質
◎顏色：白、黃、橙、藍
◎印字：可加印公司名稱、標誌、
            編號或色條
◎工資另外計價 

1：M-1BW
2：M-13
3：M-1G
4：M-14
5：M-1BWJ

6：M-15
7：M11
8：M-18
9：M12

●PP不織布50cm x 68cm x 0.4mm
●PC鏡片   17cm x 10cm x 0.2mm
●綁帶二條長50cm

●電銲空間狹小，不能拿或戴電銲面
   罩的場所使用
●A級豬面皮，長480x650㎜
●可掀式尼龍鏡框附鏡片

●使用於防止輕度碰撞之場所
《輕便帽不能代替工程安全帽使用》
◎顏色：白、黃、藍、橘紅、紅
◎印字：可加印公司名稱、標誌、 
             編號或色條
◎工資另外計價

●可用於工程安全帽上，減少陽光
   照射面積

●可用於工程安全帽上，減少陽光
   照射面積

●8A~13A、黑玻璃
●尺寸：3 x 51 x 108m

頭部防護

EI-32  工程安全帽

EI-7502N  耐電大盤帽

EI-300  衛生帽襯

EI-PAC   保護頭套

EI-33  日式工程帽

EI-HC11  無塵室用安全帽

EI-CAP  拋棄式網帽

EI-AL1   防火頭罩

EI-81  澳洲工程帽

EI-M1  各式安全帽帶

EI-316  簡易防塵頭罩

EI-L901   電銲皮頭罩

EI-65  PE輕便帽

EI-053  遮陽帽

EI-0531  遮陽帽含圍巾

EI-79   電銲面罩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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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付眼鏡由透明PC組合而成，鏡
　片弧形設計，可耐衝擊，戴近視
   眼鏡者亦可適用
●鏡片尺寸56 x 148mm

●台製，鏡片單片式，鏡架四段可調
　式

●鏡片PC材質，100%抗紫外線、
   防霧及靜電處理。鏡架長度及角
　皆可五段式調整。具防滑軟質鼻
   墊，鏡架尾端亦有專利軟墊 
※鏡片有灰色選購

●寬廣鏡面，適合戴眼鏡者直接配戴
●PC安全防霧、防刮鏡面
●角架可上下、前後調整
●柔軟殊適之耳墊，適合長時間配戴 

●整付眼鏡由灰色PC組合而成，3號
　灰色鏡片，弧形設計，可耐衝擊，
　適用於有強光之氣焊瓦斯切割場所
   ，戴近視眼鏡者亦可適用
●鏡片尺寸 56 × 148mm

●台製，黑色鏡片單片式，鏡架四段可
   調式

●鏡片PC材質，100%抗紫外線(UV)
   、防霧及靜電處理。鏡架長度及角
   度四段式調整。鏡片可更換，組拆
   方便
※鏡片有透明、黃色選購

●套入於一般近視眼鏡鏡架之側邊
  (適用於寬1.5cm內)      

●台製，鏡片單片式，鏡架四段 
    可調式

●台製，鏡片單片式，鏡架四段可調式
   

●PC安全防霧、防刮鏡面
●角架可上下、前後調整
●柔軟殊適之耳墊，適合長時間配戴

●測試範圍0-5000燭光，分3個波段
●取樣時間0.4秒
●尺寸：108 x 73 x 23mm

●台製，黑色鏡片單片式，鏡架四段
　可調式

●可夾於一般的眼鏡或安全眼鏡上遮
   光
◎不含眼鏡

●PC安全防霧、防刮鏡面
●鏡架長度可四段、角度可三段調整
●柔軟殊適之耳墊，適合長時間配戴
●具潑水性，不易聚積油漬及灰塵

●PE材質高21x瓶底7.5cm，內可裝
   蒸餾水或過濾水，使用時污水由排
   水管留下

眼部防護

EH-107C   PC平光眼鏡

EH-203   可調式平光眼鏡

UVEX 9160安全眼鏡
EH-9160

UVEX 3001安全眼鏡
EH-3001

EH-107S   PC遮光眼鏡

EH-203S   可調式遮光眼鏡

UVEX 9195安全眼鏡
EH-9195

EH-GS100   眼鏡護邊

EH-123   PC可調式平光眼鏡

EH-SG610   平光眼鏡

UVEX 3000安全眼鏡
EH-3000

ES-LX101   照度計

PC可調式遮光眼鏡
EH-123S

可掀式遮光鏡片
EH-GW260

UVEX 9168安全眼鏡
EH-9168

ES-EW6   洗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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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質PVC鏡框，多數通氣孔，後由
   鬆緊帶固定，PC鏡片可更換
●鏡片尺寸：1x55x135mm 

●為軟質PVC鏡框，鏡框加大且配戴
　時更貼合臉部，舒適又安全，有通
　氣孔，配戴時由鬆緊帶固定，PC 
　鏡片可更換
●美國 ANSI Z87.1及歐盟 CE EN166 :
   2001 標準
●鏡片尺寸：1.5 x70x150mm

●軟質綠色鏡框，可掀式ABS鏡架6
　個透氣鈕，由鬆緊帶固定，戴眼鏡
　者可適用，內外層為PC透明鏡片
　1.5x5Omm，中層為2x5Omm綠色
　鏡片/綠色11號鏡片

●可夾於安全帽使用，用於觀察高溫
   熔爐內之溶液，避免輻射強光傷害
   眼睛
●鏡片為紫色鈷玻璃（5號cobalt）
   2x50mm

●軟質PVC鏡框，4個間接通氣孔，後
   由鬆緊帶固定，PC鏡片可更換   
●鏡片尺寸：1X55X135mm 

●為軟質PVC鏡框，鏡框加大且配戴
　時更貼合臉部，既舒適又安全，有4
　個通氣孔，配戴時由後鬆緊帶固定，
　PC鏡片可更換
●美國 ANSI Z87.1及歐盟 CE EN166 :
    2001 標準

●有海綿襯墊、PC鏡片

●用於觀察高溫 熔爐內之溶液，避免
   輻射強光傷害眼睛
●鏡片為紫色鈷玻璃（5號cobalt）
   2x50mm

●軟質PVC鏡框，4個間接透氣鈕，後
   由鬆緊帶固定，防霧處理PC鏡片可
   更換
●鏡片尺寸1.0 x55 x 135mm

●為軟質PVC鏡框，鏡框加大且配戴時
　更貼合臉部，防霧鏡片可防霧，舒適
　又安全，有4個通氣孔，配戴時由鬆
　緊帶固定，PC鏡片可更換
●美國 ANSI Z87.1及歐盟 CE EN166 :
　 200標準

●有海綿襯墊、玻璃鏡片、多數通氣孔
   

●紫色外鍍銀色鏡片1.5×56mm，色
   澤4號，鏡架熱可塑性

●鏡片PC材質，100%抗紫外線、防
   霧及靜電處理。180o寬闊視野，安
   全性高，可更換鏡片，戴眼鏡亦能
   同時配帶
※另有焊接用墨綠色5號鏡片

●鏡片PC材質，100%抗紫外線、防
   霧及靜電處理。矽膠材質，密合度
   佳。
   170o視野，安全性高，可更換
   鏡片，戴眼鏡亦能同時配帶
※另有無塵室用矽膠頭帶供選購

●有海綿襯墊、PC鏡片

●光密度和波長7@190-400nm
                     4@401-514nm
                     3-4@532nm
                     5@106000nm
●VLT%：65%

EH-NP102  防塵護目鏡

新型防塵護目鏡
EH-SG152

氣銲/電焊護目鏡
EH-505/501

眼部防護

夾式冶金眼鏡
EH-NP139

 EH-NP104  透氣護目鏡

新型透氣護目鏡
EH-SG154

EH-6812  6812護目鏡

EH-NP241  冶金眼鏡

EH-NP105  防霧護目鏡

新型防霧護目鏡
EH-SG155

EH-816  超強吸塵器

EH-581S  水銀眼鏡

UVEX 9301護目鏡
EH-9301

UVEX 9302護目鏡
EH-9302

EH-5611  5611護目鏡

EH-532  防雷射光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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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mm夾網黃色PVC布，背部半截
●尺寸：110x70x袖長55cm

●液體潑濺(Type6)及粉塵(Type5)防護
●透氣材質、抗靜電處理；頭罩、腰部
   、腳踝彈性設計，方便穿戴；三片式
   頭罩設計；雙向拉鍊+固定貼片；三
   角內襯增加耐用性及背部透氣片設計

●杜邦泰維克美規C級防護連身衣褲
●尺寸：L、XL。50件/箱

●由50gm/m2不織布製成
●尺寸：L、XL、XXL。50件/箱

●液體潑濺(Type6)及粉塵(Type5)防護
●透氣材質、抗靜電處理；頭罩、腰部
   、腳踝彈性設計，方便穿戴；三片式
   頭罩設計；雙向拉鍊+固定貼片；縫
   線貼合強化

●為BLT56升級版，通過歐盟4、5、
    6標準增加貼合更氣密，可達C級
    防護衣的功能
●尺寸：L、XL。25件/箱

●液體潑濺(Type6)及粉塵(Type5)防護
●透氣材質、抗靜電處理，頭罩、腰部
   、腳踝彈性設計，方便穿戴；雙向拉
   鍊及拉鍊外保護片加強防護

●杜邦泰維克D級防護連身衣褲
●尺寸：L、XL。100件/箱

●LAKELAND C級防護連身衣褲
●尺寸：L、XL。25件/箱

●液體潑濺(Type6)及粉塵(Type5)防護
●透氣材質、抗靜電處理；頭罩、腰部
   、腳踝彈性設計，方便穿戴；三片式
   頭罩設計；雙向拉鍊+固定貼片

●LAKELAND C級防護衣，通過歐盟
   3、4、5、6標準增加貼合更氣密
●尺寸：L、XL。10件/箱

EG-R6  塑膠長袍

身體防護

●由Tychem BR製之全身包覆式防護衣，可於B級狀態下使用 
●面罩：20mil PVC，後穿式、外面48”長的拉鍊、拉鍊加蓋、拉鍊蓋內附有
           粘扣帶，具防濺效果。袖口鬆緊、褲管具有防濺套蓋及密閉式鞋套、
           內部預留可背式呼吸器的空間 
●重量：2Kg(4.3磅) 
※不含呼吸器、防護靴、手套

●由Tychem TK製之全身包覆式氣密式防護衣，可於A級狀態下使用 
●前穿式、外面48"長的拉鍊、拉鍊加蓋、拉鍊蓋內附有粘扣帶，手套三層
   組成，褲管具有防濺套蓋及密閉式鞋套，內部預留可背式呼吸器的空間 
   及1英吋寬的腰帶，面罩由兩層組成，使用溫度為-32℃至90℃
●重量：4.5Kg(10磅)

EG-BR527T 杜邦B級防護衣 EG-TK554T  杜邦A級防護衣

EG-PP960 輕便型防護衣
EG-4510 EG-4520
3M標準型防護衣 3M透氣型防護衣

3M豪華型防護衣 3M貼合型防護衣
EG-4565 

美規D級防護衣
EG-1442A

歐規D級防護衣
EG-BLT56EG-4540

●通過歐盟CE TYPE5、6 標準、EN368
   防化學液體滲透、 EN1149抗靜電標準
   、EN1073-2防放射性污染源測試、EN 
   14126防生物危險源與傳染媒介，也通
   過美國ASTM  F1670防血液滲透測試
●尺寸：L、XL。50件/箱

杜邦C級防護衣
EG-DP428

歐規C級防護衣
EG-BL456

美規C級防護衣
EG-05428

歐規C級防護衣
EG-054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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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LAND C級防護衣，通過歐盟
   3、4、5、6標準增加貼合更氣密
●尺寸：L、XL。10件/箱

●通過歐盟CE TYPE5、6 標準、EN368
   防化學液體滲透、 EN1149抗靜電標準
   、EN1073-2防放射性污染源測試、EN 
   14126防生物危險源與傳染媒介，也通
   過美國ASTM  F1670防血液滲透測試
●尺寸：L、XL。50件/箱

●實驗室或防止化學液體噴濺場所
   適用 

●豬面皮 0.6mm(厚) x 袖長55cm x
   袖口14cm

●長125cm寬68cm袖長56cm，領口及
   背部半截以柔軟皮料縫製，後背及腰
   部各有二條綁帶寬2.5x48cm
　(材質：11HT-156或14HT-209)

●褲檔3個銅按扣，腰圍90cm褲
   長102cm
   (材質：11HT-156或 14HT-209)

●豬面皮0.6mm x 長110cmx寬70cm
   ，袖長55cm，背部半截

●牛榔皮1mm(厚) x 長23cm x 寬38cm，
   粘扣帶式，穿卸方便

●前襟外面5個銅按鈕，襟內車銅拉鏈
   ，衣長75cm寬63cm袖長56cm，領
   口以柔軟皮料製成
　(材質：11HT-156或14HT-209)

●高23cm，寬40cm，內側車縫快　
   速裝卸黏扣帶(使用材料17PT)

●豬面皮0.6mm(厚)x衣長73cm(長)x袖
   長57cm，背部半截

●耐溫：537℃
●尺寸：0.43mm/0.48mm(厚)x72mm
            (寬)x 95mm(長)
●重量：420g/320g

●寬68cm，長100cm，胸部及腰部各
   有二條綁帶寬2.5x48cm
   (材質：17PT)　

●R8：0.45mm夾網黃色PVC布，
          55cmx14cm
●R9：0.45mm夾網黃色PVC 布，
         兩頭鬆緊袖口

●豬面皮 0.6mm(厚) x長93cm x 
   寬68cm

●耐溫：537℃
●尺寸：0.48mm/0.43mm(厚) x
            56mm(長) 
            袖口28cmx肩口48cm
●重量：200g/260g 

●上袖口寬24cm，下袖口寬14cm，
   袖長55cm，綁帶寬2.5x48cm 二
　條(材質：17PT)

●0.45mm夾網黃色PVC布
●尺寸：100cmx72cm

身體防護

EG-EC233  實驗衣

EG-L904  電銲皮手袖

EG-AL6  防火長袍

EG-AL3  防火長褲

EG-L906  電銲皮長袍

EG-905A  皮綁腿

EG-AL2  防火上衣

EG-AL5  防火腳套

EG-L902  電銲皮上衣

電銲防火圍裙
EG-SIL7/ATG7 

EG-AL7  防火圍裙

EG-R8/R9  塑膠袖套

EG-L907  電銲皮圍裙 

電銲防火手袖

EG-AL8  防火手袖

EG-R72  塑膠圍裙

EG-ATG8/SIL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