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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4號(22cm)~12號(30cm)
            共17種尺寸

●鞋內有鋼頭，鞋底有鋼板，特殊
   橡膠材質，防酸鹼液體，具防滑
   特性
●符合NFPA1991化學液體穿透測
   試
●尺寸：16"

●鞋底防滑，可防護液體噴濺及有
   害塵土，含輻射塵。高40cm，長
   40cm，後腳跟以繩帶做為綁腳 
   之用

●尺寸： XXL、XL、L、M 

●尺寸：5號(23cm)~12號(30cm)         
            共15號尺寸

●尺寸：6號(24cm)~12號(30cm)
            共7種尺寸 

●由不織布製成之腳套，腳底具有
   防滑紋路
●50雙/包

●尺寸：寬70cmx  90cm(3尺)
            寬70cmx120cm(4尺)

●尺寸：5號(23cm)~12號(30cm)
            共15號尺寸

●耐電測試：20KV
●尺      寸：6號(24cm)、8號(26cm)
　　　　      9號(27cm)

●由不織布製成之腳套，腳底具有良
   好的防滑紋路處理
●50雙/包

●008：長45cm雙頭鬆緊帶製成 
●009：長45cm一頭羅紋，一頭 
           鬆緊帶製成

●尺寸：5號(23cm)~12號(30cm)
　         共15號尺寸

●長筒高20cm，耐溫防滑鞋底，耐
   磨鋼頭，內側車5號拉鏈
●尺寸：  8號(26cm)、9號(27cm)
            10號(28cm)

●ONE SIZE，杜邦泰維克D級腳套

●461：一頭羅紋，一頭鬆緊， 
           長45cm
●462：兩頭鬆緊，長40cm

腳部防護

牛頭牌短筒安全鞋
EF-Y1001

A級防酸鹼安全靴
EF-87012

EF-905  3M防滑腳套

藍色連身工作服
EG-TA380

牛頭牌長筒安全鞋
EF-Y1003

EF-EN345  長筒安全雨鞋

EF-PP05  簡易防滑腳套

EG-007  牛仔布圍裙

牛頭牌短筒防刺安全鞋
EF-Y2001

EF-8012  耐電絕緣鞋

EF-PP08  防滑腳套 

EG-008/009  牛仔布手袖

牛頭牌長筒防刺安全鞋
EF-Y2002

EG-AL4  防火鞋

Tyvek 906 D級腳套
EF-906  

EG-461/462  棉布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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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經特殊三環設計，確保耳塞與
    耳道的密合度
●垂墜性佳，防遺失
●可加以清洗，並反覆使用
●噪音衰減值(NRR)：26dB 

●黃色罩杯，黑色杯墊，一體成型
   耳弓
※耳弓掛法有三種： 
  1.頭部 2.後頸部 3.下額度

●美國PELTOR耳罩適用在噪音值
   低於98分貝的場所，在高頻及低
   頻噪音皆有絕佳的聲音衰減值。
   不鏽鋼材質頭帶，堅固耐用
●噪音衰減值(NRR)：25dB

●Bilsom Viking V3 耳罩，高效性防
　護
●噪音衰減值(NRR)：29dB

●符合人體耳道，使用柔軟發泡泡棉
   材質，不須手捏即可塞入耳道
●附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噪音衰減值(NRR)：25dB

●藍色罩杯，黑色杯墊，一體成型
   耳弓
※耳弓掛法有三種： 
  1.頭部 2.後頸部 3.下額度

●美國PELTOR耳罩，適用在噪音值
   低於105分貝的場所，專利雙層耳
   罩設計，提供高舒適度及高聲音衰
   減值。不鏽鋼材質頭帶，堅固耐用
●噪音衰減值(NRR)：30dB 

●美國PELTOR耳罩，適用在噪音值
   低於101分貝的場所，配戴於後頸
   位置，可方便搭配安全帽同時使用
●噪音衰減值(NRR)：26dB

●可調整耳罩位置
●可搭配安全帽使用
●頭帶可自由旋轉符合作業需求
●噪音衰減值(NRR)：21dB

●橘紅色罩杯，黑色杯墊，耳弓由不 
   鏽鋼彈簧條及耐候性尼龍組成

●Bilsom Leightning L3耳罩，耳墊外
   覆合成皮質，可以清潔及拆換更新
●噪音衰減值(NRR)：30dB 

●Bilsom耳罩，搭配安全帽同時使用
◎HA：有槽孔安全帽使用
◎HB：有槽孔安全帽使用
●噪音衰減值(NRR)：26dB

●可調整耳罩位置
●可搭配安全帽使用
●頭帶可自由旋轉符合作業需求
●噪音衰減值(NRR)：27dB

●罩杯由精密模具製造，杯墊及耳
   弓墊由超柔軟材料製成，配戴非
   常舒適，遮音效果最佳
●噪音衰減值(NRR)：22dB

●美國PELTOR耳罩，適用於大多
   數的安全帽，不鏽鋼材質頭帶，
   堅固耐用
●噪音衰減值(NRR)：23dB 

●液晶數字顯示，快慢切換開關最
   高分貝定點指示，範圍35~130分
   貝，三段範圍選擇，交直流兩用

三層傘型帶線耳塞

聽力防護

尖頭鐘型帶線耳塞

3M安全帽式耳罩

噪音計(大聲公)

ED-H20

ED-EM62  62防音耳罩

ED-H9A  3M H9A防音耳罩

ED-V3  V3耳罩

ED-H30 

ED-EM68  68防音耳罩

ED-H10A  3M H10A防音耳罩

ED-H7B  3M後頸式耳罩

ED-1425  3M 1425耳罩

ED-EM66  66防音耳罩

ED-L3  L3防音耳罩

ED-HA/HB  安全帽式耳罩

ED-1427  3M 1427耳罩

ED-EM92  92豪華型耳罩

ED-H9P3E

ED-SL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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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頭香菇造型，符合人體耳道形
   狀，舒適方便，軟質PVC材質，
   附線
●噪音衰減值(NRR)：23dB
※ED-NP323：附盒

●三層葉型，不易由耳道滑出，使
   用軟質PVC材質，附線
●噪音衰減值(NRR)：25dB

●經特殊防塵處理，乾淨衛生
●柔軟舒適，適應各型耳道 
●噪音衰減值(NRR)：29dB

●PU材質，流線型，表面光滑並經
   過防污處理
●噪音衰減值(NRR)：33dB

●平頭草菇造型，符合人體耳道形
   狀，舒適方便，軟質PVC材質，
   附線
●噪音衰減值(NRR)：23dB
※ED-NP353：草菇型附盒耳塞

●三層葉型，不易由耳道滑出，使
   用軟質PVC材質，附線，附盒
●噪音衰減值(NRR)：25dB

●經特殊防塵處理，乾淨衛生
●柔軟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柔軟舒適，適應各型耳道  
●噪音衰減值(NRR)：29dB

●PU材質，流線型，表面光滑並經過
   防污處理
●柔軟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噪音衰減值(NRR)：33dB 

●四層傘型，不易由耳道滑出，使
   用先進聚合TPR材質，不燃不吸
   水，附線
●噪音衰減值(NRR)：25dB

●經特殊防塵處理，乾淨衛生
●柔軟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柔軟舒適，適應各型耳道  
●噪音衰減值(NRR)：37dB
※ED-EP5：不附線，單包裝

●PU發泡，不附線，錐型
●光滑面防污抗菌處理
●噪音衰減值(NRR)：32dB

●表面經特殊三環設計，確保耳塞與
   耳道的密合度
●柔軟瓣狀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可加以清洗，並反覆使用
●噪音衰減值(NRR)：25dB 

●四層傘型，不易由耳道滑出，使
   用先進聚合VTPR材質，不燃不
   吸水，附線，附盒
●噪音衰減值(NRR)：25dB

●表面經特殊三辦設計，確保耳塞與
   耳道的密合度
●附掛繩，垂墜性佳，防遺失
●可加以清洗，並反覆使用
●噪音衰減值(NRR)：25dB 

●PU發泡，附線，錐型
●光滑面防污抗菌處理
●噪音衰減值(NRR)：32dB

●經特殊防塵處理，乾淨衛生
●柔軟舒適，適應各型耳道 
●噪音衰減值(NRR)：31dB
※品牌：JACKSON

3M 1100泡棉耳塞

聽力防護

MAX泡棉耳塞

3M 1110帶線泡棉耳塞

MAX帶線泡棉耳塞 3M 1270三環帶線耳塞

ED-NP363  傘型附盒耳塞

3M EAR傘線盒耳塞

3M EAR帶線海棉耳塞

ED-NP32  香菇型耳塞

ED-NP38  三葉型耳塞

ED-1100

ED-MAX1

ED-NP35  草菇型耳塞

ED-NP383  三葉型附盒耳塞

ED-1110

ED-MAX30

ED-NP36  傘型耳塞

ED-EP5C  帶線泡棉耳塞

ED-EAR  3M EAR海棉耳塞

ED-1270

ED-340

ED-EARC

ED-H10   子彈型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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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絲編織，左右手通用
※單支包

●G13：TC尼龍手套
●G14：純棉手套

●由三種材質製成：Neoprene提供化學
   防護、Nitrile提供機械防護、天然乳膠
   提供舒適度。對於實驗及化學作業時
   給予比一般拋棄式手套更高的防護 
●尺寸：25cm×0.15mm(50雙/盒)
            XL、L、M

●牛二榔皮製附內襯，手臂部份加
   縫隔熱鋁箔布
●尺寸：14"

●手套半指設計，在手心部分加厚加
   強。針對震動作業而設計的手套

●G01：抗靜電顆粒止滑手套
●G02：抗靜電手套

●手心牛榔皮，手背條紋布，長 25cm

●使用電壓1000V以內，長28cm 
●CNS A種檢驗合格
●BS EN 60903合格 

●01：拿取工件物，表面不殘留棉絮
●02：一般工作用

●長度：9" 、12"

●豬面皮0.6mmx25cm/35cm袖口加
   鬆緊帶（外縫線） 

●測試電壓20000VOL，長36cm
●CNS C種檢驗合格
●BS EN 60903合格
○另有30KV(30000VOL)

●手心沾天然橡膠，單一尺寸，可用
   於搬運農漁業，不滑落

●無塵防微量酸鹼溶劑，質薄貼手、
   觸感真實
●長度：12"

●2023：牛榔皮3指x34cm 
●2025：牛榔皮5指x34cm

●豬面皮0.6mmx35cm：套於耐高壓
   電手套外面，以保護耐高壓電手套
※此高壓電保護手套非耐高壓電手套
  ，不可直接當耐高壓電手套使用

手部防護

不鏽鋼防割手套
EC-52LR

TC尼龍/純棉手套
EC-G13/G14

MAPA 994拋棄式手套
EC-994

EC-2005AL  皮防熱手套

Ansell 7111防震手套
EC-7111

EC-G01/G02  抗靜電手套

EC-153  牛榔皮工作手套 

EC-5KV  防低壓電手套

EC-01/02  尼龍/棉紗手套

EC-G09/G10  PVC/乳膠手套

氬銲軟皮手套
EC-TIG6/TIG14

EC-20KV  耐高壓電手套

EC-451  棉紗沾膠手套

EC-G11  Nitril手套

EC-2023/2025  電焊皮手套

高壓電保護手套
EC-20K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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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耐熱性200℃以下作業，也
   有輕量的防震動、磨損、切割等
   特性
  

●1.KEVLAR 加PBI/碳纖毛圈防火材
     料 x2層 
   2.隔熱棉(內層)x 2層 
   3.13"左右手雙面共用，可更換使用 

●針對醫療人員在處理廢棄物時不甚
   被尖銳物或針頭刺傷所帶來的傳染
   傷害，當尖銳物刺穿手套時，手套
   中間的膠質就會對病菌消毒，不讓
   病毒傳染到使用者，AIDS病毒只是
   其中之一

●是專門幫在精密工業的使用者研
   發，耐摩擦、耐切割、耐撕裂及
   耐穿刺方面幾乎完美，穿戴非常
   舒服，使用時可以感覺到手指的
   力量

●由羊毛織料與厚絨布編織而成，表
   面再塗上藍色PVC的多層手套。它
   可以讓您在零下30℃時拿取物品不
   傷手，除了耐寒外，也對普通化學
   溶劑及防機械性有所表現。符合歐
   洲標準 CE 0334

●特殊為透氣、舒適、減少出汗、抓 
   握性佳，適用普通裝配、物流和倉 
   儲、機械加工..等

●同時有防切割及防熱需求時（在
   250度C以下可持續15秒）， 此款
   手套可提供最好的保護，它穿戴時
   也非常舒服。它通過歐盟 EN420 、
   EN388 及 EN407 認證

●手套具有雙層內裡，非常舒適。內裡
  亦可外翻，易於掠乾。適用於-30℃~
  180℃之作業環境。對於從事石油化學
  、實驗室、製藥或化學作業來說都是很
  好的防護手套

●表面被覆橡膠，具有很好的耐磨性。
   適用於鋼條、薄鋼板、粗鑄件、混泥
   土、磚瓦、粗木材、石膏板…等多種
   中量型工作

●由 Nitrile、Kevlar、棉等多種材料製
   成，對於機械性都有不錯的表現，
   而防割、耐磨此2項更是完美

●可長時間零下30度使用、及在250  
   度可持續15秒，防化、耐磨、耐切
   割、耐撕裂、耐穿刺

●由天然乳膠、Neoprene、Nitrile三種
   材料聚合而成，具化學、機械防護
   及舒適度，可運用在電子業、實驗
   室、化學品的運輸及裝卸

●適用長期配戴處理油類環境，具有3 
   級防割功能，適用在汽車、機械、油 
   性環境、環保事業...等

●對於防切割及撕裂性在CE測試中，
   以最高級通過
※單支包

手部防護

●手心及姆指部份由杜邦防火材料NOR-FAB400被覆防熱鋁箔構成，防火布向
   外，鋁箔向內，厚度1.3mm。 袖口及手背部份由防火纖維ACRYSIL-I00構成
   ，鋁箔面向外，防火材料向內，厚度0.8mm。 內襯部份由隔熱棉針織而成，
   厚度3mm。CE合格，通過EN407及EN388

高溫防火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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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Nitrile材質製造，棉內裡，手
   掌及手指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
   可用於機械操作，溶劑防護，油
   類及油脂類

●將Neoprene及棉2種材料作有效
   的運用，使得兼具隔熱、防化及
   舒適三種特性，手掌及手指亦具
   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

●舒適度和靈活性很好，內部的棉針
   織高機械性能好。可用於化學品事
   故的緊急干預措施、石化、煉油、
   印刷、機械工業、化工、化學處
   理、運輸化學品、製造油漆、樹脂
   和粘合劑製造…等多種行業

●合成Nitrile材質，棉內裡，手掌及
   手指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可用
   於機械操作、溶劑防護、油類

●合成Nitrile材質製造，棉內裡，手
   掌及手指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
   可用於機械操作，溶劑防護，油
   類及油脂類

●有特定的耐化學性，可防腐蝕性非常
   強的酸、酮、脂和胺行生物及優秀的
   靈活性，它是唯一的丁基手套在市場
   上具有獨特的浮雕外觀。可運用在製
   藥業、機械工業、化工、化學品處理
   和重新包裝及取樣化學品

●合成Neoprene材質，棉內裡，手掌
   及手指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可廣
   泛使用在一般化學溶劑上

●合成Neoprene材質製造，棉內裡，
   手掌及手指有紋路以增加抓物力。
   可用於機械操作，溶劑防護，油類
   及油脂類

●有高性能的化學保護及廣泛的耐化學
   性(酸、脂肪族溶濟、溶劑混合物)，
   有良好的抓地力和耐磨。可應用在機
   械工業、金屬表面處理(酸)、化工、
   化工產品的處理和運桶、烷基化裝置
   的處理或現場污染控制…等各種產業

●將Nitrile及棉2種材料作有效的運
   用，使得兼具隔熱、防化及舒適
   三種特性，手掌及手指亦具有紋
   路以增加抓物力

●可使用在特殊的化學溶液，例如：
   丙酮、乙晴等，適用在汽車、航
   空、製藥業等

●它在耐摩擦、耐切割、耐撕裂及耐
   穿刺方面幾乎完美，在防化及防熱
   方面也有表現，兼具靈巧度及舒適
   度

手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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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PVC夾網布， 厚0.5 x 長800
   mm。內附安全帽、尼龍腰帶、空
   氣流量調節器。頭巾雙層設計，
   以防細砂灌入頸部。鏡片由外快
   速更換。PC及玻璃鏡片各一片

●TR2002防毒面具與伸縮蛇管調節
   器、腰帶、快速接頭組合組成，
   每人需要空氣量約1/2HP空氣壓
   縮機所產生的空氣

●腰帶附空氣流量調節器、快速接
   頭，送風管為特製pvc軟管，不會
   曲折而妨礙空氣流通 

●義大利-新柏斯品牌，鋼瓶 2公升
    x300BAR，本套只適合緊急搶救
   逃生用，充滿後約可使用20分鐘
   ，可充氣重覆使用

●黃色PVC夾網布，厚0.35 x 長660
　mm。內附可縮大小尼龍頭圈、空
   氣流量調節器。可更換PC鏡片　
   (0.5 x 110 x 200mm) 

●TR2002S矽膠防毒面具與伸縮蛇管
   調節器、腰帶、快速接頭組合組成
   ，每人需要空氣量約1/2HP空氣壓
   縮機所產生的空氣

●義大利SPASCIANI品牌包含防毒面
   具、橡膠軟管、油水過濾罐、風量
   調節器、快速接頭及腰帶

●鋼瓶3公升x300BAR
●充氣至300BAR，約可使用30分鐘
●適用於短時間搶修或緊急逃生用
●可充氣重覆使用

●A D 2 4：裝於空壓機下方排水孔，可
                 自動排除氣桶之油水及雜質
●AF104B：可去除大部份的水份與雜
                 質，剩餘水份再由濾心來濾
                 除，不會產生壓降

●以口部含住逃生器口含部，再以夾
   鼻器夾住鼻子，並用口部呼吸，以
   避免吸入濃煙氣體，以爭取逃生機
   會

呼吸防護

●鋼瓶6公升x300BAR高張力合金鋼瓶
●充氣至300BAR，約可使用60分鐘
●面罩附強制增加流量鈕及快速洩壓閥，夜光指示壓力錶耐壓450BAR鋼瓶
   內空氣少於60BAR時吸氣有警鈴聲響
●附玻璃纖維揹架及尼龍背帶(塑膠箱選購)

EF-NP503  噴砂送風頭罩

TR85 全罩式送風面具
EF-TR85

EF-NP375  送風口罩

EF-1203  逃生用呼吸器

EF-NP505  送風頭罩

TR85S 全罩矽膠送風面具
EF-TR85S

EF-AC190  新柏斯送風面罩

EF-1303  3L空氣呼吸器

空氣排水/過濾器
EF-AD24/AF104B

EB-5512  3M逃生濾煙罐

EF-3MH  3M送氣式呼吸器

EF-1603  6L空氣呼吸器

●用於含氧量小於19.5%以下或危害物質無味或濃度過高使用
●適用於化學桶槽清洗、密閉空間、噴漆場所、大量使用化學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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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SPASCIANI製TPR廣角全罩
   防毒面具
※濾毒罐為選購品 

●中濃度有機、無機及防煙濾毒罐
●搭配TR2002防毒面具使用
   A  ：有機氣體         B：無機氣體
   P3：P100濾塵罐

●義大利-新柏斯製TPR廣角防毒面
   具，接上結合器可使用TR2002-1
   低濃度濾毒罐
※濾毒罐及結合器為選購品

●義大利-新柏斯製矽膠材質TPR
   廣角全罩防毒面具
※濾毒罐為選購品

●中濾度綜合濾毒罐可防一氧化碳
●搭配TR2002防毒面具使用

●低濃度有機及酸性氣體混合罐
●搭配TR2027防毒面具及2002-1
   轉接器使用

●中濃度有機氣體濾毒罐
●搭配TR2002防毒面具使用
   A  ：有機氣體         B：無機氣體
   E  ：硫化物氣體      K：氨氣氣體
   P3：P100濾塵罐

●中濾度綜合及防煙濾毒罐
●搭配TR2002防毒面具使用
   A ：有機氣體        B：無機氣體
   E  ：硫化物氣體     K：氨氣氣體
   P3：P100濾塵罐

●黃色PVC夾網布，厚0.35x長400mm
●由雙罐式濾毒罐，外加頭巾製成
●可更換PC鏡片二片(0.5x110x200mm)
  

●中濃度綜合型濾毒罐
●搭配TR2002防毒面具使用
        A：有機氣體        B：無機氣體
        E：硫化物氣體     K：阿摩尼亞氣體

●雙罐式，矽膠材質，質輕柔軟，舒
   適輕便，可搭配多種濾材使用，以
   確保您呼吸系統的健康

●專用於火災現場緊急逃離濃煙區
   ，使用時間約20分鐘，每個面罩
   都均附有紅色保存袋

呼吸防護

●尺寸：0.035X550X880mm，耐溫約130℃ 
●打開袋口，上下搖動讓空氣充分裝入袋子
●迅速套入頭頸部，用手握住頸部袋口
●大約可迅速從10層樓高之濃煙區安全逃生
●逃生袋不可直接接觸火舌 

●濾      片：由氧化纖維布活性碳過濾層及反應性活性碳纖維布等組成，可濾
                  大多火場有害氣體達15分鐘左右
●罩      體：由航太級高溫分子薄膜薄製成可放於400℃高溫環境持續用30秒
                  以上
●保存時間：面罩未拆封可保存四年以上

全罩式防毒面具
EB-TR2002

A2B2P3綜合型濾毒罐
EB-A2B2P3-203

2027全罩式防毒面具
EB-TR2027

EB-TA995  濃煙逃生袋

矽膠全罩防毒面具
EB-TR2002S

綜合CO型濾毒罐
EB-UP3-204

2050有機酸性濾毒罐
EB-2050-A1B1

新柏斯A2-200濾毒罐
EB-A2-200

ABEK2-P3綜合型濾毒罐
EB-ABEK2-P3

EB-NP312  噴漆防毒頭罩

EB-TA999  防煙面罩

ABEK-202綜合型濾毒罐
EB-ABEK-202

NOBLE 雙罐式防毒面具
EB-CH500

EB-HP330  防煙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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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美國NIOSH P95等級，對粉
   塵過濾效率達95%以上，此濾棉
   可直接裝在面具上或搭配502轉
   接蓋使用，使用方便

●可搭配6000系列濾毒罐及2000
   系列濾棉使用

●單濾毒罐，雙排氣孔，配合RC型
   濾毒罐使用(23x77mm)
※不含濾毒罐

●單濾毒罐，雙排氣孔，配合RC200
   型濾毒罐使用(30x69mm)
※不含濾毒罐

●符合美國NIOSH P100標準，對粉塵
   過濾效率達99.97%以上，此濾棉可
   直接裝在面具上或搭配502轉接蓋使
   用，使用方便

●P100標準，對粉塵過濾效率達99.97%
   以上，此濾罐裝上後可測試氣密性。另
   有7093C，內有特殊活性碳層，可過濾
   有機氣體及氫氟酸

●雙濾毒罐，雙排氣孔，配合RC型
   濾毒罐使用(23x77mm)
※不含濾毒罐

●雙濾毒罐，雙排氣孔，配合RC200
   型濾毒罐使用(30x69mm)
※不含濾毒罐

●P100標準，對粉塵過濾效率達99.97%
   以上，內附活性碳，可同時過濾有機
   氣體及粉塵。此棉可直接裝在面具上
   或搭配502轉接蓋使用，使用方便

●UEA：4A電池4個約可使用5~8小時
●UEB：4個4A充電電池，附充電器　           
           可重複充電約500次

●P100標準，對粉塵過濾效率達99.97%
   以上，內附活性碳，可同時過濾有機
   氣體及粉塵，此棉可直接裝在面具上
   或搭配502轉接蓋使用，使用方便

●UEC：4A電池4個約可使用5~8小時
●UED：4個4A充電電池，附充電器
            可重複充電約500次

呼吸防護

3M 2071 P95濾棉
EB-2071

EB-502  3M 502濾蓋

77mm單罐防毒口罩
EB-NP307

69mm單罐防毒口罩
EB-NP305

3M 2091 P100濾棉
EB-2091

3M 7093 P100粉塵濾罐
EB-7093

77mm雙罐防毒口罩
EB-NP308

69mm雙罐防毒口罩
EB-NP306

3M 2097 P100活性碳濾棉
EB-2097

電池/充電式送風面具
EB-UEA/UEB

3M 2096 P100酸氣濾棉
EB-2096

帽子式電動送風口罩
EB-UEC/UED

RC9    ：農藥作業場所
PF7    ：過濾綿
PF80  ：超細纖維片
適用於：NP307、NP308 防毒口罩

RC209：農藥作業場所
PF5    ：過濾綿
PF72  ：超細纖維片
適用於：NP305、NP306 防毒口罩

RC1：粉塵過濾罐
RC2：一般有機氣體
RC3：噴漆及一般有機氣體
RC6：一般無機氣體及酸性氣體

RC201：粉塵過濾罐
RC202：一般有機氣體
RC203：噴漆及一般有機氣體
RC206：無機氣體及酸性氣體

EB-RC  RC型77mm濾毒罐

EB-RC200  RC200型69mm濾毒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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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C：4A電池4個約可使用5~8小時
●UED：4個4A充電電池，附充電器
            可重複充電約500次

●搭配3200面具使用，有機氣體濾罐

●單濾罐式，質輕柔軟，舒適輕便，
   可搭配3000系列濾材使用

●可有效過濾有機氣體、異味 

●可有效過濾甲醛(福馬林)氣體

●搭配3200面具使用，有機及酸性氣  
　體濾罐

●雙罐式，乳膠材質，質輕柔軟，舒
　適輕便，可搭配多種濾材使用，以
　確保您呼吸系統的健康

●可有效過濾酸性氣體。如氯氣、鹽
   酸、二氧化硫、硫化氫、二氧化氯

●結合6001~6005濾罐的特性，可適
　用於多數化學氣體防護

●搭配3M 3200面具使用的固定盒。
   固定盒配合3M 3744活性碳濾棉使用

●雙罐式，矽膠材質，質輕柔軟，舒
　適輕便，可搭配多種濾材使用，以
　確保您呼吸系統的健康

●可有效過濾有機、氯氣、鹽酸、二氧
　化硫、硫化氫、次氯酸及氫氟氣體

●501濾蓋需搭配6000系列濾毒罐及
   5N11濾棉使用

●P2等級活性碳濾棉，搭配3M 3700
   固定盒使用，更換方便，有效過濾
   一般微細粉塵及特定濃度之有機異
   味

●雙罐式，全面罩式加大視窗可保護
   眼睛及臉部，可搭配多種濾材使用
   ，以確保您呼吸系統的健康

●可有效過濾氨氣(阿摩尼亞)及部分
　氨衍生的化合物氣體

●符合美國NIOSH N95標準，對粉塵
   過濾效率達95%以上，請搭配501
   濾蓋及6000系列濾毒罐使用，方
   便快速 

呼吸防護

3M 3001K-100活性碳濾罐

EB-3001K

3M 3200單罐式防毒面具

EB-3200

3M 6001有機氣體濾毒罐
EB-6001

3M 6005甲醛濾毒罐
EB-6005

3M 3303K-100有機酸性濾罐

EB-3003K

3M 6200雙罐式防毒面具

EB-6200

3M 6002酸性蒸氣濾毒罐
EB-6002

3M 6006綜合型濾毒罐
EB-6006

3M 3700濾棉固定盒

EB-3700

3M 7502半罩式防毒面具

EB-7502

3M 6003有機酸性濾毒罐
EB-6003

EB-501  3M 501濾蓋

3M 3744活性碳濾棉

EB-3744

3M 6800全罩式防毒面具

EB-6800

3M 6004氨氣濾毒罐
EB-6004

EB-5N11  3M 5N11濾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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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美國NIOSH N95標準
●尺寸：1.3x125x130mm，貼鼻部
   附固定片，內部有軟墊，頭頸部
   各由5mm寬橡膠帶固定 

●黃色PE口罩本體，有空氣室，呼
   吸時無壓迫感，附棉質墊布，濾
   棉EA-F2可更換 
●口罩尺寸：90x100mm
●濾片尺寸：2x73x90mm 

●經過NELSON實測試，細菌過濾效
   果(B.F.E)為99%，結構為三層，外
   層為潑水層，內層為吸汗層、中層
   為熔噴布層，貼鼻部有固定片
●尺寸：0.5x90x175mm
◎兒童：0.5x90x145mm

●經美國NELSON測試，細菌過濾效果
   (B.F.E)為99%，打開為立體形狀，具
   有空氣室，呼吸順暢，兩頰非常貼合
   舒適。結構為三層，外層為潑水層，
   內層為吸汗層、中層為熔噴布層
◎NP3DS：較小尺寸，女性及兒童專用

●符合美國NIOSH N95標準
●尺寸：1.3x125x130mm，貼鼻部附
   固定片，具有過濾有機氣體之功能
   ，內部有軟墊，頭頸部各由5mm寬
   橡膠帶固定

●黃色PE口罩本體，有空氣室，
   呼吸時無壓迫感，附棉質墊布
   ，活性碳片由進口活性碳片與
   濾棉結合，濾棉EA-F3A可更
   換
●口罩尺寸：90x100mm
●濾片尺寸：1.5x73x90mm

●三層平面防塵口罩：防塵、濾菌、
   衛生、抗過敏
   外層：PP潑水材質，可阻隔有病原的
            飛沫或血液附著
   二層：特殊濾網，可阻隔細菌、粉塵
   內層：超柔軟纖維，可吸收汗水、油脂  

●經NELSON測試，細菌過濾效果(B.F.E) 
   為99%， 結構為四層，外層為潑水層
   ，內層為吸汗層、中層為熔噴布層、活
   性碳層。此產品打開為立體形狀，具有
   空氣室，呼吸順暢，兩頰非常貼合舒適

●由固定式軟網外罩及更換式濾棉組
   成，符合N95標準，軟網具有彈性
   ，可隨意揉捏
※1個本體+5個口罩

●由口罩本體過濾粉塵，可水洗，附
   呼氣閥
●尺寸：5x100x120mm

●經NELSON測試，細菌過濾效果(B.F
   .E)為99%，結構為四層，外層為潑
   水層，內層為吸汗層、一層為性碳
   布、一層為熔噴布層組成，貼鼻部
   有固定片
●尺寸：0.7x90x175mm

●NP18：內有兩層不織布，外兩層為棉紗布
   尺  寸：2x110x150mm
●NP20：中層為進口活性碳布加兩層不織布
             ，外兩層為純棉紗布
   尺  寸 ：2x110x150mm

●由固定式軟網外罩及更換式活性
   碳濾棉組成，符合N95標準，軟網
   具有彈性，可隨意揉捏
※1個本體+5個口罩

●防塵、防唾液噴濺輕薄好配戴
●100pcs/盒、50盒/箱

●四層平面活性碳口罩：防塵、濾菌、
   除臭、衛生、抗過敏
   外層：PP潑水材質，可阻隔有病原的
             飛沫或血液附著
   三層：高效能活性碳
   二層：特殊濾網，可阻隔細菌、粉塵
   內層：超柔軟纖維，可吸收汗水、油脂  

●口罩為弧形設計，服貼舒適，外層
   花格TC布料，中層活性碳片及不織
   布，內層黑色TC布料

碗型防塵口罩

EA-F750/F750V

三角型防塵口罩
EA-NP22

平面防塵口罩(兒童用)
EA-NP13/NP13S

呼吸防護

立體型防塵口罩
EA-NP3D/NP3DS

碗型活性碳口罩

EA-F750C/F750CV

三角型活性碳口罩
EA-NP22A

EA-2 平面防塵口罩

立體型活性碳口罩
EA-NP3DC

網式替換型防塵口罩

EA-F810I

EA-NP21 可洗式碗型口罩

EA-NP12K  平面活性碳口罩

防塵/活性碳綿紗口罩
EA-NP18/20

網式替換型活性碳口罩

EA-F810CI

EA-NP15  平面紙口罩

EA-1  平面活性碳口罩

花格活性碳口罩
EA-N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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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等級：EN149-P1，專利矩型
   呼氣閥，呼吸順暢，不悶熱
※另有8210V，符合NIOSH N95標準

●P1折合式攜帶方便，不佔空閒，內
   附活性碳，可過濾有機氣體。鼻部
   附固定片，頭頸部由鬆緊帶固定
※9042：L 號
   9044：M號

●P95先進靜電濾材、矩形呼氣閥
   、M型鼻樑夾、活性碳有效過濾
   一般微細粉塵及特定濃度之有機
   異味。適用於化學、鑄造、農藥
   、油漆及含有特定濃度有機蒸氣
   之工作環境

●N95先進靜電濾材、矩形呼氣閥、
   M型鼻樑夾、柔軟襯墊、活性碳層
   、可調式頭帶。適用於焊接、焊錫
   、銅焊、金屬切割及溶接..等

●符合P1標準，對粉塵過濾效率達
   80%以上，好呼吸，阻抗低

●FFP2等級，高效率的靜電濾材，可   
   提供高效濾過濾效果與低阻抗的呼
   吸品質

●P1矩形呼氣閥，有效過濾一般微細 
   粉塵及特定濃度之有機異味。適用
   於清潔、化學、農藥、油漆及含有
   特定濃度有機蒸氣之工作環境

●P1等級，折合式攜帶方便，不佔空
   間頭頸部由鬆緊帶固定

●P1等級，折合式攜帶方便，不佔空間
●9001A：耳掛式
●9002A：後頸式

●N95先進靜電濾材、矩形呼氣閥、
　M型鼻樑夾適用於焊接、焊錫、銅
　焊、金屬切割及溶接

●R95，有效過濾一般微細粉塵及特
　定濃度之有機異味。適用於清潔、
　化學、農藥、油漆及含有特定濃度
　有機蒸氣之工作環境

●P95先進靜電濾材、矩形呼氣閥、
   M型鼻樑夾、酸性活性碳，有效過
   濾一般微細粉塵及特定濃度之有機
   異味、酸性蒸氣適用於玻璃蝕刻、
   化學製程、製紙、電鍍等酸性蒸氣
   作業環境

●N95折合式攜帶方便，不佔空間

●N95，先進靜電濾材，有效過濾一
   般微細粉塵。適用於建築、石礦、
   紡織、打磨、玻璃、醫院等粉塵操
   作環境
※8110S：適合女性或臉型小者使用

●P1，有效過濾一般微細粉塵及特定
   濃度之有機異味。適用於清潔、化
   學、農藥、油漆及含有特定濃度有
   機蒸氣之工作環境  

●R95，酸性氣體專用特殊活性碳有
  效過濾一般微細粉塵及特定濃度之
   有機異味、酸性蒸氣

呼吸防護

3M 8810 P2防塵口罩
EA-8810

3M 9913 碗型活性碳口罩

3M 8246 酸性碗型口罩
EA-8246 

3M 8812 碗型帶閥防塵口罩 
EA-8812/8210V

3M 9042 折合活性碳口罩
EA-9042/9044

3M 碗型帶閥活性碳口罩
EA-8577 

3M 8214 焊接用口罩
EA-8214

3M 8710 P1防塵口罩
EA-8710

3M 碗型帶閥活性碳口罩
EA-9913V

3M 折合式帶閥口罩
EA-9002V 

3M 折疊式防塵口罩 
EA-9001A/9002A

3M 8511 碗型帶閥粉塵口罩
EA-8511

3M 8247 碗型活性碳口罩  
EA-8247

3M 酸性碗型帶閥口罩  
EA-8576

3M 9010 折合式防塵口罩
EA-9010

3M 8210 碗型防塵口罩
EA-8210/8110S

EA-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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