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ake a with wind. To have a talk with air.
Relax yourself and enjoy life. Its nature.

遠離塵囂 親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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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帳系列

DJ-989 4716804009892

989網紗(988專用配件)
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配件功能
．四片網布，通風透氣、防蚊效果

DJ-990 4716804009908

990圍布(988專用配件)

紫外線
防
、
水
防
、
鋁合金材質
快速收納
、
鬆
輕
設
搭

材質：牛津布
特色：．配件功能
．四片圍布、防水、圍布上有附雙窗通風佳

DJ-991 4716804009915

991圍布+網紗(988專用配件)
DJ-988 4716804009885

DJ-988鋁合金防水休閒帳(主帳)

tent

展開尺寸：長300ｘ寬300ｘ頂高262/272cm
收納尺寸：長125×寬20×高20cm
重量：11.5kg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銀膠
特色：．鋁合金材質、防水、防紫外線
．搭設輕鬆、 快速收納、攜帶方便
．可另購配件增加功能性

DJ-994 4716804009946

994排水槽 (988專用配件)
布料 : ．150D滌綸牛津布
特色： ．耐水壓1500m/m以上
．可兩頂帳篷中連接排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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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 ．配件功能
．四片網紗+圍布，防水、防蚊
．四面獨立分開，使用方便

DJ-992 4716804009922

992槽型地席(988專用配件)
材質：牛津布
特色：．配件功能
．防水、可當地墊、地槽使用

DJ-993 4716804009939

993內掛一體成型(含底)
(988專用配件)

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配件功能
．全功能性、透氣紗窗、防水圍布、防水地布
．一體成型、好搭設，超大出入口出入方便

炊事帳系列

DJ-902 4716804009021

902輕巧型鋁合金休閒帳
(三節)
展開尺寸：長250×寬250×頂高255cm
收納尺寸：長100×寬25×高25cm
重量：11.5kg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銀膠
特色：．鋁合金材質、防水、防紫外線
．三節設計、輕巧收納小、攜帶方便
．可另購配件增加功能性

帶方便

納、攜
收
速
快
、
輕鬆

搭設

DJ-903 4716804009038

903圍布+網紗
(902專用(中)配件)

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增加功能性
．四面獨立分開，使用方便
．四片網紗+圍布，防水、防蚊

三節式腳架

DJ-905 4716804009052

905鋁合金長方休閒帳
(三節)

方便

、攜帶
納
收
速
快
鬆、

展開尺寸：長400×寬200×高245cm
收納尺寸：長108×寬42×高28cm
重量：16kg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銀膠
特色：．鋁合金材質、防水、防紫外線
．三節設計、搭設輕鬆、 攜帶方便
．可另購配件增加功能性

DJ-906 4716804009038

906圍布+網紗
(905專用(長方)配件)
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增加功能性
．四面獨立分開，使用方便
．四片網紗+圍布，防水、防蚊

搭設輕

三節式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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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985 4716804009854

985鋁合金防水休閒帳
(長方型)(主帳)

帶方便

納、攜
收
速
快
、
輕鬆

DJ-987 4716804009878

987圍布+網紗
(985專用配件)

展開尺寸：長400×寬200×頂高243/250cm
收納尺寸：長128×寬21×高33cm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銀膠
重量：16kg
特色：．鋁合金材質、防水、防紫外線
．長方型、搭設輕鬆、快速收納
．可另購配件增加功能性

材質：網紗+牛津布
特色：．配件功能
．四片網布，
通風透氣又具防蚊效果

搭設

DJ-998 4716804009984
DJ-996 4716804009960

998鋁合金休閒帳+全配
(拉鍊式)

996鋁合金休閒帳
(大長方型)(主帳)

使用

供多人
可
、
動
活
戶外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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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尺寸：長500×寬250×頂高250/260cm
收納尺寸：長135×寬22×高35cm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銀膠
重量：17.6kg
特色：．鋁合金材質、外布防水、銀膠
．長方型、搭設輕鬆、快速收納
．適合戶外活動、可供多人使用

方便

搭設輕

、攜帶
納
收
速
快
鬆、

展開尺寸：300×300×頂高262/272cm
收納尺寸：128×30×30cm
材質：．鋁合金，300D 滌綸牛津布，塗銀膠
．鋁合金材質、防水、防紫外線
．搭設輕鬆、快速收納、攜帶方便
重量：22kg
附營柱2支、收納袋(附輪子)

炊事帳系列

DJ-688 4716804006884

688多用途炊事休閒帳
(主帳)

DJ-692 4716804006921

692內掛豪華配件
(688專用配件)

展開尺寸：長250×寬250×頂高210/邊高175cm
收納尺寸：長68×寬13×高15cm
材質：牛津布、玻璃纖維桿、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布
重量：4.5kg
特色：．玻璃纖維桿、掛勾式架設
．適合露營、戶外活動炊事、休憩
．收納體積小攜帶更方便

材質：牛津布+網布
特色：．配件功能
．吊掛式，防水、防蚊、雙門、雙窗

炊事帳搭設步驟
1

3

2

柱子與地面
保持垂直

向四方向拉開帳篷
5

4

營繩

8

7

6

營柱上端

沙包

向下壓

沙子

“喀
”聲
卡入 ，
向上壓

準備沙包或重物
固定營柱

固定營釘

營繩紮法

營繩
營柱下端

固定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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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858 4716804008581

858多功能防水布+銀膠 (不含支撐管)
展開尺寸：長720×寬480cm
收納尺寸：長57×寬14cm
重量：2.3kg
材質：特多龍布、防水1500mm+銀膠
特色：．防水、防紫外線、用途多
．搭設輕鬆、快速收納、攜帶方便
．可另購配件增加功能性

DJ-855 4716804008550

DJ-856 4716804008567

855超輕多用途防水布

856防水多功能外帳
(三合一)-L (不含登山杖)

(不含登山杖)
展開尺寸：長293×寬210cm
收納尺寸：長28×寬18×高5cm
材質：70D/190T特多龍布，水壓1000m/m
重量：0.66kg
特色：．可遮陽.當擋風牆或野營地布及露天倉儲覆蓋用
．登山杖或營柱(不含)合併使用，即成簡易帳

展開尺寸：長255×寬140cm
收納尺寸：長23×寬14×高4.5cm
材質：40D/290T尼龍布;水壓2000m/m
重量：0.327kg
特色：．防水簡易帳、遮陽、地布、雨衣、用途廣
．輕巧方便適合、登山、自行車、露營等活動

DJ-853 4716804008536

輕巧衛浴帳

DJ-851 4716804008512

851炊事帳

展開尺寸：長350×寬350×高210cm(頂端高度)
收納尺寸：長68×寬18×高10cm
重量：3kg
材質：．高強度雙面淋膜PE編織布
．五個銅製雞眼處特別加以處理，堅固耐用不生繡
．16mm鍍鐵管，堅固耐用、美觀
特色：．炊事、遮陽、擋風牆、野營地布
．可調式伸縮管，依需求調整高度

6

DJ-852 4716804008529

852彩蝶炊事帳

展開尺寸：長434×寬438×高215cm
收納尺寸：長65×寬15×高6cm
材質：70D高水壓特多龍布，加縫防水貼條
重量：2.9kg
特色：．炊事、遮陽、擋風牆、野營地布及露天倉儲
．可調式營柱最長調整至215cm，附營繩、營釘

展開尺寸：長130×寬130×高194cm
收納尺寸：長64×寬14×高8cm
重量：2.5kg
材質：70D不透光尼龍布料，搭建容
易、攜帶方便
特色：．更衣、淋浴、賞鳥、攝影、如
廁等多用途
．超高帳身易於進出，內置通風
紗窗及置物袋
．使用玻璃纖維營柱，經久耐
用，並附固定用營釘
．下方附車裙襬，增加私密性並
防蚊蟲進入

帳蓬系列

帳篷系列
a tent

DJ-801 4716804008017

DJ-802 4716804008024

探險家個人帳篷

防水雙人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210×寬80×高90cm
收納尺寸：長42×寬13×高10cm
重量：1.9kg
外帳：防水尼龍布，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內帳：防水單門設計，掛鉤式，搭設簡單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防水、輕巧、攜帶方便。
．輕巧方便適合、自行車、登山、露營等活動。

展開尺寸：長210×寬120×高90cm
收納尺寸：長46×寬10×高13cm
重量：2.2kg
外帳：防水度高，PU 2000m/m特多龍布
內帳：單門設計，前開〝⊥〞型門方便進出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 ，附營釘、營繩
特色：．全覆蓋外帳，使用玻璃纖維營柱，堅固耐用。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適合輕便旅行、登山、自行車、野營等活動。

DJ-803 4716804008031

DJ-806 4716804008062

鋁合金透氣雙人蒙古包

鋁合金單人帳

展開尺寸：長210×寬120×高90cm
收納尺寸：長51×寬12×高10cm
重量：2.2kg
外帳：防水透氣布3000m/m防潑水，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內帳：180T特多龍布，450m/m防潑水處理
配件：鋁合金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使用高柔韌性、輕量鋁合金營柱。
．高防水度、外帳附前庭附有通氣孔。
．適合高山、腳踏車旅行兩用帳。

展開尺寸：長(220+60)×寬110/80×高105cm
收納尺寸：長50×寬14×高14cm
重量：1.73kg
外帳：防水特多龍布，水壓 2000m/m以上，縫線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內帳：防水特多龍布,網布設計透氣
配件：鋁合金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鋁合金營柱、搭建容易。
．防水度高、 顏色鮮艷、收納體積小。
．輕巧方便適合、登山、自行車、露營等活動。

S1 美式鋁合金單人帳+阻燃處理
展開尺寸：長235×寬95×高110cm
收納尺寸：長35×袋底φ16cm
重量：2.1kg
外帳：190T 特多龍布，1500mm + 阻燃處理 (美規)
骨架：鋁合金8.5mm DIA 鋁管×2
外袋：150D 牛津布 600mm + 阻燃處理
附鋁合金營釘12 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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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805 4716804008055

歐式雙人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70×210×70)×寬115×高110cm
收納尺寸：長44×寬12×高16cm
重量：2kg
外帳：尼龍布PU膠800m/m以上
內帳：防水尼龍布，水壓450m/m以上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 附營釘、營繩
特色：．加開後窗增加通風性，吊掛式搭設容易。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輕巧方便適合、自行車、露營、溪邊等活動。

S2

S2美式鋁合金雙人帳+阻燃處理
展開尺寸：長235×寬145×高110cm
收納尺寸：長35×袋底φ16cm
重量：2.6kg
外帳材質：190T 特多龍布，1500MM +阻燃處理 (美規)
骨架：鋁合金8.5mm DIA 鋁管×2pcs
外袋：150D 牛津布 600mm +阻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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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821 4716804008215

DJ-822 4716804008222

鋁合金雙人帳篷

雙門鋁合金雙人登山帳

展開尺寸：長210×寬120×高90cm
收納尺寸：長50×寬13×高14cm
重量：2.2kg
外帳：防水度高PU2000m/m特多龍布，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內帳：單門設計，吊掛式帳篷，前開〝⊥〞型門方便進出
配件：鋁合金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使用高柔韌性、輕量鋁合金營柱。
．高防水度、外帳前加開透氣窗及前延。
．適合高山、腳踏車旅行兩用帳。

展開尺寸：長210×寬140×高105cm
收納尺寸：長50×寬19cm
重量：2.5kg
外帳：特多龍布PU2000m/m防潑水,縫線加貼熱貼，前延可拉出
內帳：雙門設計、前後開〝D〞型門+透氣紗網，進出方便又透氣
配件：鋁合金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超輕、雙門設計、全覆蓋式外帳前庭院延伸，增加使用空間。
．內帳門上車縫細網通氣窗與外帳側氣窗可將空氣導流，不悶熱。
．使用高柔韌性、耐用特級輕量鋁合金營柱。

R3

R3美式鋁合金3人帳+阻燃處理
展開尺寸：長240×寬185×高130cm
收納尺寸：長35×袋底φXXcm
外帳材質：190T 特多龍布，2000mm +阻燃處理 (美規)
骨架：鋁合金8.5mm DIA 鋁管×3pcs
外袋：150D 牛津布 600mm +阻燃處理
重量：3.2kg

DJ-823 4716804008239

實惠型二~三人流星帳(雙門)
展開尺寸：長205×寬150×高105cm
收納尺寸：長40×寬15×高15cm
重量：1.95kg
外帳：雙門設計、開前/後通風〝⊥〞型門
內帳：全網布超透氣設計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 內帳全網布超透氣設計，夜晚可當星空帳使用。
．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 適合輕便旅行、自行車環島、觀星等活動。

帳蓬系列

DJ-105 4716804001056

DJ-631 4716804006310

實惠型四人雙門蒙古包

防水四人單門蒙古包

雙門四人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200x寬200x高135cm
收納尺寸：長69x寬13x高16 cm
重量：3.5kg
外帳：開前/後通風〝⊥〞型門，70D特多龍布；水壓800m/m
內帳：70D特多龍布，水壓450m/m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 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設計，掛勾式好搭方便，經濟實惠。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底部採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處理， 耐磨、防潮性佳。

展開尺寸：長200×寬200×高130cm
收納尺寸：長63×寬13×高14cm
重量：3kg
外帳：單門設計，前開〝⊥〞型門及後透氣紗窗
內帳：吊掛式帳篷，70D尼龍布防潑水處理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加開後窗增加通風性，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PE防水地布，浴缸型車法，防泥濘地。

展開尺寸：長200×寬200×高130cm
收納尺寸：長61×寬16×高12cm
重量：3.5kg
外帳：防水尼龍布，水壓尼龍布PU膠800m/m以上
內帳：開前/後通風〝⊥〞型門,防水尼龍布，水壓450m/m以上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設計，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底部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處理，耐磨、防潮性佳。

DJ-831 4716804008314

DJ-832 4716804008321

DJ-834 4716804008345

DJ-833 4716804008338

DJ-107 4716804001070

鋁合金四人登山帳

雙門雙窗四人蝴蝶帳

實惠型六人雙門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205×寬205×高130cm
收納尺寸：長50×寬19×高15.5cm
重量：2.8kg
外帳：防水特多龍布PU2000m/m防水處理
內帳：防水特多龍布600m/m防水處理
配件：鋁合金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鋁合金營柱、高防水度、透氣佳。
．內帳採吊掛式帳篷，有後窗增加通風性。
．外帳縫線均防水貼帶熱封處理，頂加開透
氣孔及前延置物區。

展開尺寸：長200×寬200×高160cm
收納尺寸：長65×寬16×高12cm
重量：4.7kg
外帳：牛津防水布，加貼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內帳：開前/後〝⊥〞門，兩側開窗，採用掛勾式，架設方便
配件 ： 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高頂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透氣效果佳。
．雙門、雙窗、雙橫樑、四面屋簷，通風一流。

展開尺寸：長200×寬270×高140cm
收納尺寸：長69×寬16×高18cm
重量：4kg
外帳：開前/後通風〝⊥〞型門，70D特多龍布，水壓800m/m
內帳：70D特多龍布，水壓450m/m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 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設計，掛勾式好搭方便，經濟實惠。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底部採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處理， 耐磨、防潮性佳。

DJ-109 47168040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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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581 4716804005818

DJ-860 4716804008604

防水雙門六人蒙古包

高頂掛勾六人蒙古包 (台灣製造)

高頂六人雙門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200×寬270×高140cm
收納尺寸：長66×寬15×高17cm
重量：4.1kg
外帳：雙門設計，防潑水800m/m以上處理，縫線均經熱封貼條處理
內帳：開前/後通風〝⊥〞型門，防潑水450m/m處理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 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設計，掛勾式好搭方便，經濟實惠。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
．底部採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處理， 耐磨、防潮性佳

展開尺寸：長270×寬200×高170cm
收納尺寸：長65×寬17×高18cm
重量：5.9kg
外帳：210D防潑水尼龍布，防水壓1000m/m以上，外帳有中央營柱，
支撐前後屋簷
內帳：開前/後〝⊥〞型門，採70D防潑水尼龍布，防水壓600m/m以上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台灣製造。
．雙門高頂設計，底布PE加厚耐磨、防潮性佳。
．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堅固、耐用，防水效果特佳。

展開尺寸：長270×寬200×高175cm
收納尺寸：長65×寬17×高18cm
重量：5.9kg
外帳：190T防潑水尼龍布防水壓800m/m以上,車縫線加防水熱貼
內帳：70D防潑水尼龍布,防水壓600m/m以上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吊掛式設計，搭建容易。
．雙門高頂設計，底布PE加厚耐磨、防潮性佳。
．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堅固、耐用，防水效果特佳。

DJ-605 4716804006051

DJ-861 4716804008611

DJ-865 4716804008659

DJ-863 4716804008635

DJ-867 4716804008673

六人雙門雙窗蒙古包+前延

六人雙門雙窗蝴蝶帳

高級六-八人三門蒙古包+前延

展開尺寸：長200×寬270×高170cm
收納尺寸：長72.5×寬20×高22.5cm
重量：7.37kg
外帳：150D特多龍布，PU1000m/m防潑水+防水貼條(開兩窗)，加
前延增加置物空間
內帳：190T特多龍布，800m/m防潑水處理,開前/後〝⊥〞型門，兩
側開透氣窗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吊掛式帳篷，搭設快速，加設一前延置物區。
．雙門、雙窗、增加通風性及進出方便。

展開尺寸：長270×寬200×高170cm
收納尺寸：長65×寬17×高18cm
重量：6kg
外帳：210D牛津防水布，水壓高，加貼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內帳：開前/後〝⊥〞門，兩側開窗，採用掛勾式，架設方便，
水壓高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 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 高頂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透氣效果佳。
． 雙門、雙窗、雙橫樑、四面屋簷，通風一流。

展開尺寸：長300×寬23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68×寬24×高22cm
重量：8kg
外帳：210D水壓1000m/m牛津布加熱貼，前門有置物空間
內帳：前後開〝⊥〞型門，側開〝∩〞門，側門可延伸當簡
易置物遮陽區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鐵管×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 開三門增加通風性及進出方便。
． 加設一前延置物區,側門可延伸當簡易置物遮陽區。
．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採用掛鉤式固定骨
架，架設方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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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蓬系列

DJ-869 4716804008697

六-八人雙門雙窗彩蝶帳 (加強防水)
展開尺寸：長300×寬23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68×寬24×高22cm
重量：8kg
外帳：210D水壓1000m/m牛津布加熱貼，防水佳
內帳：防水牛津布，前後開〝⊥〞型門，採用掛鉤式固定骨架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外帳縫線、內帳與PE接合處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高頂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透氣效果佳。
．雙門、雙窗、大面積 ，寬敞，通風一流。

DJ-108 4716804001087

DJ-110 4716804001100

DJ-870 4716804008703

實惠型六-八人雙門蒙古包

頂級全方位六-八人防水帳篷 (雙前延)

展開尺寸：長300×寬23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72×寬9×高19cm
重量：5.5kg
外帳：開前/後通風〝⊥〞型門,70D特多龍布,水壓800m/m
內帳：70D特多龍布,水壓450m/m，底部PE編織雙面淋膜塑膠處
理，耐磨、防潮性佳
配件：玻璃纖維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加大面積 ， 加高屋頂，雙門設計 。
．外帳縫線處加壓防水貼條，堅固、耐用，防水。
．採用掛鉤式固定骨架，架設方便快速。

展開尺寸：長300×寬230×高190cm
收納尺寸：長65×寬19×高19cm
重量：9.7kg
外帳：．150D高水壓特多龍布，防水壓1500m/m加熱貼防水度佳
．帳頂與帳底加開透氣孔通風又舒適；可外拉式雙前延增加置物空間
內帳：．190T特多龍，PU600mm+熱貼
．前後開〝D〞型門，內有尼龍布置物袋，帳頂設懸吊營燈之環帶
．採用上採網狀套管，下採用掛鉤式固定骨架，安全又方便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雙前延設計，大面積 ，寬敞，通風一流。
．上、下各2個通氣窗與外帳側氣窗可將空氣導流，不悶熱。

DJ-871 4716804008710

DJ-872 4716804008727

DJ-881 4716804008819

前延式六-八人防水帳篷+銀膠

豪華六-八人防水四季帳

高頂六-八人雙門雙房蒙古包

展開尺寸：長(125+280+50)×寬280×高190cm
收納尺寸：長65×寬22×高22cm
重量：9.1kg
外帳： ．150D高水壓特多龍布，防水壓1500m/m加熱貼防水度佳。
．帳頂與帳底加開透氣孔通風又舒適；可外拉式雙前延增加置物空間。
內帳： ．190T特多龍，PU600mm+熱貼。
．前後開〝D〞型門，內有尼龍布置物袋，帳頂設懸吊營燈之環帶。
．採用掛鉤式固定骨架，安全又方便。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前延加大設計、雙門、，大面積 ，寬敞，通風一流。
．內、外帳有銀膠、底布採用高防水特多龍布。

展開尺寸：長280×寬28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65 ×寬 22×高22cm
重量： 11.5kg
外帳：．高水壓特多龍布，防水壓2000m/m加熱貼防水度佳
．內帳兩側有窗通風又舒適;可外拉式雙前延增加置物空間
內帳：．190T特多龍，PU600mm+熱貼。
．前後開〝D〞型門，內有尼龍布置物袋，帳頂設懸吊營燈之環帶
．兩側有窗採用掛鉤式固定骨架，安全又方便
配件： 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四邊有 前延設計、雙門、雙窗 ，寬敞，通風一流。
．外帳有銀膠、底布採用高防水特多龍布。

展開尺寸：長245×寬320×高183cm
收納尺寸：長73×寬20×高20cm
重量：7.5kg
外帳：190T特多龍布，800m/m防潑水處理，外有中央營柱，支
撐前後屋簷
內帳：190T特多龍布，800m/m防潑水處理，開前後〝⊥〞型
門，帳內有房間分隔布
配件：玻璃纖維管x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中間布簾可分隔，可自由收放，能將內帳做隔間使用。
．帳篷兩邊分隔式拉鍊門，隔間皆可獨立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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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篷防水度mm是什麼呢？
帳篷的防水指標是以mm（毫米）來表示，原來，在
工廠會有一種測定帳篷面料防水性的一個儀器，把
帳篷的小樣夾到一個直徑約七釐米的一個圓形的套件
DJ-608 4716804006082

DJ-882 4716804008826

八人雙門雙窗蝴蝶帳
展開尺寸：長260×寬35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67×寬20×高19cm
重量：9.8kg
外帳：210D加厚牛津布，水壓1000m/m以上，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
水效果特佳
內帳：防水尼龍布，開前/後〝⊥〞門，兩側加窗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門、雙窗、大面積 ，寬敞，通風一流。
．外帳縫線、加壓防水貼條，防水效果佳。
．高頂吊掛式帳篷，搭建容易，透氣效果佳。

DJ-305 4716804003050

鋁合金四人豪華帳篷
展開尺寸：長425×寬205×高120cm
收納尺寸：長45×寬17×高15cm
重量：4kg
外帳：210T特多龍PU3000mm+熱貼
內帳：180特多龍透氣布
底布：210T特多龍PU3000mm+熱貼
配件：鋁合金管×2pcs/直徑8.5mm
特色：．防水度高 ，鋁合金管 ， 輕巧舒適。
．外帳所有車縫處加貼防水條，防水度佳。
．有置物空間，亦可於下雨天作為炊事空間，
可延伸作遮陽擋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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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883 4716804008833

上，套件的下部是一個可以對水進行加壓的系統，用

八人雙門蒙古包

電動的方法對水進行加壓，以此來測定用多大的水壓

(六角型)
展開尺寸：長312×寬360×高180cm
收納尺寸：長68×寬20×高18cm
重量：7.1kg
外帳：尼龍布PU膠800m/m以上，縫線加壓防水貼條
內帳：防水尼龍布，開前/後〝⊥〞型門，採用掛吊式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六角型內帳+3根營柱，搭設後抗風性佳。
．雙門設計，內為全開式網門，外為防水尼龍門。
．PE防水地布，浴缸型車法，防泥濘地。

才能把水透過帳篷面料，隨著壓力的不斷增大，很快
第一滴水就穿過了帳篷小樣，這個壓力還不是最終的
結果，要等到第三滴水衝破了帳篷面料小樣，這時的
壓力值才是最終的結果。

DJ-312 4716804003128

歐式四人加大帳篷(兩用)
展開尺寸：長370×寬260×高190cm(雙側門+前地席)
收納尺寸：長63×寬16×高20cm
重量：8.8kg
外帳：190T特多龍PU3000mm+熱貼
內帳：180特多龍透氣布
配件：FPR管×pcs/直徑11mm
特色：．防水度高，功能性佳。
．外帳所有車縫處加貼防水條，防水度佳。
．有置物空間，亦可於下雨天作為炊事空間可
延伸作遮陽擋雨用。

帳蓬系列

DJ-616 4716804006167

豪華四-六人帳 (附可拆炊事區)
展開尺寸：長230/230×寬265×高180cm
收納尺寸：長70×寬24×高24cm
重量：12.2kg
外帳：70D/190T特多龍布，PU2000m/m＋所有車縫處加貼
防水條，配一組鐵管可延伸作遮陽擋雨用
內帳：70D/190T特多龍布，前開〝D〞型門，方便進出，前
庭寬敞、通風舒適、視野性佳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鐵管×1組，附營釘、營繩
特色：．外帳所有車縫處加貼防水條，防水度佳。
．有置物空間，亦可於下雨天作為炊事空間，配一組
鐵管可延伸作遮陽擋雨用。
．可單獨使用外帳當炊事用，休息時再將內帳吊掛
上，是炊事、帳篷兩用。

DJ-T102

DJ-211 4716804002114

豪華雙房歐式六人帳 (高防水度)

豪華歐式(雙房)十人帳

展開尺寸：長550×寬240×高195cm
收納尺寸：長69×寬28×高25cm
重量：約14.5kg
外帳：布料水壓1000m/m所有車縫處加貼防水條，可延伸作遮陽、擋
雨之用
內帳：帳內195cm之高度，前開〝U〞型門，後開〝⊥〞型門，前側兩
邊開〝D〞型門方便進出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鐵管×1組，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房設計，外帳所有車縫處加貼防水條，防水度佳。
．有置物空間，亦可於下雨天作為炊事空間，配一組鐵管可延
伸作遮陽擋雨用。
．前庭寬敞，再加上內隔間兩側加大型窗戶，使之整體結構感
覺寬敞、明亮、通風、舒適，隱蔽性、視野佳。

展開尺寸：長480×寬295×高200cm
收納尺寸：長75×寬33×高30cm
重量:26.9kg
外帳：布料水徑1000m/m，車縫處加貼防水條。可延伸作遮陽擋雨用
內帳：帳內195公分之高度，前後開〝D〞型門，內隔間兩側加大型窗戶
配件：玻璃纖維管×邊柱4組 ，頂柱1組，鐵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房設計，主臥室有開天窗，防水度佳。
．有置物空間，亦可於下雨天作為炊事空間，配一組鐵管可延伸
作遮陽擋雨用。
．前庭寬敞，再加上內隔間兩側加大型窗戶，使之整體結構感覺
寬敞、明亮、通風、舒適，隱蔽性、視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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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搭設帳篷？
1.將2組營柱接妥之後，穿過內帳頂部之套管布內，並將管
柱尾端插入內帳四角之鐵圈棒內。

2.以營釘固定內帳四角落，將內帳掛鉤勾於骨架上。

3.將另一組營柱接妥，穿套於外帳的管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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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612 4716804006129

DJ-613 4716804006136

歐式豪華雙房四人帳

歐式豪華房五人帳

展開尺寸：長470×寬210/230×高/150/190cm
收納尺寸：長68×寬20×高20cm
重量：8.5kg
外帳：尼龍布PU膠2000m/m+熱貼，延伸式前延，可以置物
區或簡易式炊事區
內帳：防水尼龍布，開〝∩〞型門，透氣網紗門
配件：玻璃纖維管×4pcs，前延鐵管×2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雙開延伸式前後門，可做簡易炊事區或置物區。
．外帳縫線均經防水貼帶熱封處理，防水度高。
．雙房、帳頂加設通風口，後開窗戶增加通風性。

展開尺寸：長160/220×寬300×高170/185cm
收納尺寸：長60×寬21×高21cm
重量：7.5kg
外帳：尼龍布PU膠2000m/m+熱貼，延伸式前延
內帳：防水尼龍布，前〝D〞型門，開雙透氣窗，透氣舒適
配件：玻璃纖維管×3pcs，附營釘、營繩
特色：．延伸式前庭,可做簡易炊事區或置物區。
．開雙門方便進出、前延使用透明窗帳內更明亮。
．雙出口、雙透氣孔、出入方便、舒適通風。

4.外帳覆蓋內帳並將四角之S鉤勾於內帳之固定單棒上。

帳蓬系列

搭設帳篷小常識
如何選擇安全、平坦、適合搭營的場所

如何收帳篷

注意事項

1.檢查地面是否有尖銳物品，以免刺破帳篷底
部造成漏水。
2.檢查是否有物品風吹時會勾到帳篷，如樹枝
支架...等都要排除。
3.帳篷門口出入是否安全？是否有物品擋住或
臭蟲類易出入處。

1.將所有物品從帳篷內清出，並將帳內用抹布擦拭。
2.將門窗打開與外帳取下，讓其通風。
3.盡可能日曬讓帳篷能充分乾燥，以免收納後發霉，
下次使用時有嚴重的發霉味。
4.將所有的門窗與隔間關好，並拆除所有營釘與營
繩，去除所有泥土，收好。
5.將充分曬乾的帳篷摺好，底部摺在外部，並將所有
空氣排出。
6.收妥所有配件收入手提袋內。

1.搭設好的帳篷如非必要開門，要經常關緊紗門，以防蚊蟲侵入。
2.回收帳篷之前必須先將帳篷翻起加以日曬(注意日曬不可太久，
乾燥即可)並擦拭乾淨，如此才能常保帳篷的使用壽命。
3.收起帳篷時不要使用一樣的方法摺疊內帳和PE布，這樣一來會
加速摺痕部分布料損害程度，應當每次用不同的方式摺疊。
4.不可用化學洗劑，或用力洗刷，以免破壞布料表層防水膜，減少
帳篷的防水效果。
5.小心利器割破。

登山時會需準備哪些必要裝備？
．食物
除當天食物外，還得加帶一些備用食物，以巧克力與糖果這類體積小、熱量高的優先考量。
．水
保命時刻最重要的是水與身體的保暖，如果保暖做得好，身體7天所需維持生命運作的水份可以少
到1~1.5公升，甚至更少。許多山難事件的發生，都間接與脫水有關。當缺水達體重1%時，身體調

．備用衣、褲、襪
備用衣服除了用於失溫急救外，也是身體濕掉時最快速回復乾燥，避免熱量大量流失的方法。
．禦寒衣物
除用於天氣突然轉變外，也是緊急過夜的重要裝備。毛帽是必備的禦寒衣物之一。
．通訊器材

節功能就開始受影響；當缺水達體重4%時，生理的表現會下降20%~30%，伴隨脫水現象而來的

哨子及行動電話是最普遍的通訊器材。使用哨子時先將它沾濕，浸過水的哨子聲音會傳得比較

暴躁、易怒、注意力難集中及判斷力受影響，都會間接影響登山安全。所以登山時適當補充水份可

遠。行動電話視當地的收訊情況而定。

在第一時間防治意外發生。
．雨衣褲
當身體潮濕時，散失的熱量是身體乾燥時的25倍。尤其處在高海拔或是冬季低溫環境時。
．頭燈
照明設備在摸黑情況最顯價值，而在單獨過夜時，光帶來的精神安慰更是珍貴。
．急救包
該具備可以處理水泡，小傷口及蚊蟲釘咬的基本藥品與止痛藥，再加一些個人特殊需要。拉鍊袋既
可密封又防水，幾乎沒有重量，是野外急救用品包裝的首選。

．地圖、指北針、GPS
使用地圖，指北針必須累積相當經驗，才能熟悉定位技巧，在台灣最實用的是比例尺1:25,000的
地圖，如果有帶GPS就會使情況大為改觀。只要具備基本地圖知識，就能輕易地在地圖上定出
自己所在的位置，再配合地圖上與步道的相對距離及方向，要回到原本的步道應該不會太難。當
然，這些與定位相關的裝備、知識及技術，都需上過訓練課程與不斷的練習，才能確保使用正
確，光是閱讀書面資料是肯定不夠的。
．大塑膠袋
大塑膠袋除了可當背包防水層外，同時可以拿來當作帳棚及保暖層。當人套在塑膠袋裡時，很容
易形成一個密不透風、 溫暖的環境，加上重量又輕，是非常經濟且超高效率的保暖、應急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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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袋系列
sleeping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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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3001 4716804030018

DJ-3004 4716804030049

天然羽絨睡袋800g

加重天然羽絨睡袋140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8×長38cm
重量：1400g
填充物：天然羽絨800g
耐寒度：-2℃±5℃(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25×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20×長40cm
重量：2000g
填充物：天然羽絨1400g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DJ-3005 4716804030056

DJ-3011 4716804030117

天然羽絨睡袋1000g

天然羽毛保暖睡袋100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9×長38cm
重量：1600g
填充物：羽絨1000g
耐寒度：-5℃±5℃(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細尼龍布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8cm
重量：1600g
填充物：100%天然羽毛1000g
耐寒度：3℃±5℃(僅供參考)
表布：柔軟尼龍布、防絨、防潑水處理
裡布：柔軟尼龍布、防絨、防潑水處理

DJ-3012 4716804030124

DJ-3013 4716804030131

天然羽絨睡袋750g

天然羽絨睡袋85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6cm
重量：1350g
填充物：天然羽絨750g
耐寒度：2℃±10℃(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7cm
重量：1450g
填充物：天然羽絨850g
耐寒度：0℃±10℃(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天然羽絨睡袋95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8cm
重量：1550g
填充物：天然羽絨950g
耐寒度：-5℃±10℃(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DJ-3017 4716804030179

白鴨絨睡袋 DOWN 35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5×長26cm
重量：900g
填充物：白鴨絨睡袋 DOWN 350g
耐寒度：5℃~10℃(僅供參考)
表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裡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DJ-3018 4716804030186

天然白鴨絨睡袋DOWN 45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 上寬80 × 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5×長26cm
重量：1050g
填充物：白鴨絨睡袋 DOWN 450g
耐寒度：2℃~10℃(僅供參考)
表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裡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DJ-3019 4716804030193

DJ-3020 4716804030209

DJ-3021 4716804030216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 上寬80 × 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5×長26cm
重量：1150g
填充物：白鴨絨睡袋 DOWN 550g
耐寒度：0℃~10℃(僅供參考)
表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裡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20×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9×長42cm
重量：1450g
填充物：100%白鴨絨900g
耐寒度：-12℃~0℃(僅供參考)
表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裡布：40Ｄ/280T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20×上寬80×下寬60 cm
收納尺寸：φ18×長36cm
重量：1200g
填充物：白鴨羽絨700g
耐寒度：-5℃~0℃(僅供參考)
表布：40Ｄ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裡布：40Ｄ柔軟格子尼龍布、防絨處理

天然白鴨絨睡袋DOWN 550g

DJ-9011 4716804090111

白鴨絨睡袋 DOWN 900g

DJ-9037 4716804090371

輕巧天然羽絨睡袋600g

超軟羽絨睡袋1200g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75×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5cm
重量：1200g
填充物：天然羽絨 600g
耐寒度：5℃±10℃(僅供參考)
表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裡布：防絨超軟尼龍布

展開尺寸：長225×上寬80×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22×長42cm
重量：1900g
填充物：天然羽絨1200g
耐寒度：-15℃~0℃(僅供參考)
表布：尼龍超細纖維布
裡布：尼龍超細纖維布

睡袋系列

DJ-3015 4716804030155

天然羽絨睡袋 DOWN 700g

DJ-9038 4716804090388

天然羽毛睡袋
NO DOWN1000g（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215×上寬80×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0×長38cm
重量：1600g
填充物：100%天然羽毛1000g
耐寒度：3℃±5℃(僅供參考)
表布：柔軟尼龍布、防絨、防潑水處理
裡布：柔軟尼龍布、防絨、防潑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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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3003 4716804030339

信封型人造羽毛睡袋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3℃(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絲紡
裡布：70D滌絲紡

DJ-3025 4716804030254

2L人造羽毛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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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3008 4716804030087
(歐洲媽咪型)

探險家超細中空纖維棉睡袋
展開尺寸：長230×上寬85 / 下寬65cm
收納尺寸：φ22×長36cm
重量：1600g
填充物：100% HOLLOW FIBER
耐寒度：10℃±5℃(僅供參考)
表布：超細纖維格子布
裡布：超細纖維布

DJ-3010 4716804030100

方型成人睡袋
展開尺寸：長180×寬73cm
收納尺寸：φ19×長34cm
重量：950g
填充物：POLYESTER白棉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綸布
裡布：70D滌綸布

DJ-3026 4716804030261

DJ-3028 4716804030285

超細柔軟睡袋

探險家四季型羊毛睡袋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 215×寬 85cm
收納尺寸：φ27×長 4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100% 人造羽毛
耐寒度：15℃~20℃(僅供參考)
布料： 防潑水尼龍布

（台灣製造）
展開尺寸：長 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3×長43cm
重量：1400g
填充物：100%HOLLOW FIBER
耐寒度：15℃~20℃(僅供參考)
表布：超細柔軟尼龍布
裡布：TC布

展開尺寸：長215×寬75×高50cm
收納尺寸：φ15×長26cm
重量：1000g
填充物：30%羊毛+70%空心棉
耐寒度：10℃~20℃(僅供參考)
表布：超細纖維格子布
裡布：透氣纖維布

DJ-3029 4716804030292

DJ-3031 4716804030315

DJ-3032 4716804030322

四季型4孔保暖睡袋

探險家輕巧白棉睡袋

探險家人造羽毛睡袋

（附枕頭、可雙拼）
展開尺寸：長215×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500g
填充物：四孔空心棉
耐寒度：14℃±3℃(僅供參考)
表布：柔軟尼龍布

展開尺寸：長20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100g
填充物：人造化纖棉
耐寒度：20℃~25℃(僅供參考)
表布：滌絲紡
裡布：滌絲紡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6℃±3℃(僅供參考)
布料：柔軟滌綸布
特色：可雙拼、附枕頭

睡袋系列

DJ-3033 4716804030339

DJ-3035 4716804030353

DJ-9003 4716804090036

信封型人造羽毛睡袋

加寬方型人造羽毛睡袋

超輕人造羽毛睡袋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3℃(僅供參考)
布料：70D滌絲紡

展開尺寸：長190×寬83cm
收納尺寸：φ22×長42cm
重量：82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8℃±3℃(僅供參考)
表布：滌綸布
裡布：滌綸布

(可雙拼)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1×長36cm
重量：1400g
填充物：100%HOLLOW FIBER
耐寒度：16℃±5℃(僅供參考)
表布：70D/210T菱形格防潑水布
裡布：TC布

DJ-9007 4716804090074

DJ-9008B

高級人造羽毛睡袋

高級棉睡袋

深藍色睡袋(兔)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20×長36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3℃~23℃(僅供參考)
表布：滌綸布
裡布：尼龍布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20×長36cm
重量：1100g
填充物：POLYESTER白棉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表布：滌綸布
裡布：滌綸布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25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5℃(僅供參考)
表布：滌絲紡
裡布：滌絲紡

DJ-9006 4716804090067

DJ-9009 4716804090098

DJ-9010 4716804090104

探險家迷你中空纖維睡袋

可拆洗人造蠶絲睡袋

展開尺寸：長230×上寬80 / 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3×長26cm
重量：1000g
填充物：100% HOLLOW FIBER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表布：超細纖維格子布
裡布：超細纖維布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1×長37cm
重量：1500g
填充物：人造蠶絲
耐寒度：18℃±5℃(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綸布
裡布：240T春亞紡

DJ-9013 4716804090135

迷彩人造羽毛睡袋(附枕頭)
(可雙拼)
展開尺寸：長(190+30)×寬75cm
收納尺寸：φ22×長36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5℃(僅供參考)
表布：190T迷彩布
裡布：春亞紡

19

DJ-9017 4716804090173

DJ-9026 4716804090265

迷你人造蠶絲睡袋

輕巧中空羊毛睡袋

展開尺寸：長210×上寬80 / 下寬60cm
收納尺寸：φ12ｘ長34cm
重量：800g
填充物：人造蠶絲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表布：50D超軟春亞紡
裡布：50D超軟尼龍布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0×長38cm
重量：1200g
填充物：空心原棉+10%羊毛
耐寒度：15℃~20℃(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綸布
裡布：滌綸布

DJ-9028 4716804090289

狩獵者羊毛睡袋(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0×長40cm
重量：1500g
填充物：羊毛+空心棉
耐寒度：10℃~20℃(僅供參考)
表布：70D/190T滌綸布
裡布：春亞紡

20

DJ-9027 4716804090272

探險家人造羽毛睡袋(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3×長40cm
重量：1500g
填充物：100% HOLLOW FIBER
耐寒度：18℃±5℃(僅供參考)
表布：70D/170T防潑水滌絲紡
裡布：滌絲紡

DJ-9030 4716804090302

DJ-9031 4716804090319

多用途軟睡袋

大營家人造羽毛睡袋

(毛毯)
展開尺寸：長185×寬80cm
收納尺寸：φ15×長31cm
重量：600g
耐寒度：25℃±3℃(僅供參考)
材質：100%特多龍刷毛布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19×長3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5℃(僅供參考)
表布：滌絲紡
裡布：滌絲紡

DJ-9032 4716804090326

DJ-9033 4716804090333

彩色100%中空纖維棉(附枕頭)

方型人造羽毛睡袋

展開尺寸：長220×寬75cm
收納尺寸：φ21×長37cm
重量：1500g
填充物：100% HOLLOW FIBER
耐寒度：15℃±5℃(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綸布
裡布：TC棉布

展開尺寸：長190×寬73cm
收納尺寸：φ21×長36cm
重量：11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8℃±5℃(僅供參考)
表布：70D滌綸布
裡布：70D滌綸布

DJ-9035 4716804090357

親子人造羽毛睡袋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190+27)×寬73cm
收納尺寸：φ20×長35cm
重量：14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7℃±5℃(僅供參考)
表布 ：210T條紋印花布
裡布 ：TC棉布

DJ-9050 4716804090500

手提式成人睡袋

歐洲型保暖4孔睡袋

狩獵者人造羽毛睡袋

展開尺寸：180×75cm
收納尺寸：38×40cm
重量：950g
布料：70D 100%聚酯纖維
填充物： 100%聚酯纖維
耐寒度：20℃±5℃(僅供參考)

(可雙拼)
展開尺寸：長230×上寬90×下寬60cm
收納尺寸：長43×寬25cm
重量：1500g
填充物：四孔中空纖維棉
耐寒度：5℃~15℃(僅供參考)
表布：210T滌綸格子布
裡布 : 210T滌綸春亞紡布

展開尺寸：長210×寬75cm
收納尺寸：φ20×長36cm
重量：125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23℃(僅供參考)
布料：滌綸布

DJ-8001 4716804080013

方型兒童睡袋
展開尺寸：長150×寬72cm
收納尺寸：φ18×長34cm
重量：850g
填充物：人造化纖棉
耐寒度：20℃±3℃(僅供參考)
表布：滌綸布
裡布：滌綸布

DJ-8002 4716804080020

DJ-8003 4716804080037

親子人造羽毛兒童睡袋

手提式TC卡通睡袋

睡袋系列

DJ-9039 4716804090395

DJ-9036 4716804090364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160×寬70cm
收納尺寸：φ20×長40cm
重量：11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5℃~23℃(僅供參考)
表布：TC卡通印花布
裡布：240T春亞紡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150+20)×寬73cm
收納尺寸：φ20×長36cm
重量：1200g
填充物：人造羽毛
耐寒度：16℃±5℃(僅供參考)
表布：210T條紋印花布
裡布：TC棉布

睡袋的收納、清潔與保養
收納

清潔

保養

信封型：先將拉鏈全部打開後，依三等份比例折回，再從

以手洗為最佳方法，忌用一般肥皂或洗衣粉，

不論是羽毛或是化纖製品的睡袋，收

一邊擠壓氣體，慢慢捲成最小體積裝入外袋內。

請用中性軟洗精調適溫水浸泡約30分鐘，用毛

入袋中不過是為了攜帶方便而已，回

媽咪型：先將拉鏈拉上後參考足部位置的寬度或外袋的高

刷或海綿擦拭污垢再用清水沖洗，洗後應完全

家後 盡可能 將睡袋 攤開 放在通 風地

度，將頭部的那端由兩邊外側分別向內折回，捲

晾乾避免擠壓，以免填充物彈性減弱，並將其

方，在多雨的季節過後，也應定期在

的時候由足部開始擠壓空氣，慢慢捲成最小體積

吊掛或平放使其恢復為最佳狀況。不可使用熱

陽光下曝曬以保持睡袋的性能，延長

裝入外袋內。

水、不可漂白、不可用熨斗整燙。

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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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墊系列
sleeping pa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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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鋁箔睡墊
DJ-81
DJ-12
DJ-13
DJ-14
DJ-85
DJ-16
DJ-18
DJ-19
DJ-20
DJ-22
DJ-23
DJ-26
DJ-90314

PE鋁箔睡墊
DJ-31
DJ-32
DJ-33
DJ-35
DJ-36
DJ-37
DJ-38

(厚2mm) PE鋁箔睡墊可接受訂製

4716804000813
4716804000127
4716804000134
4716804000141
4716804000851
4716804000165
4716804000189
4716804000196
4716804000202
4716804000226
4716804000233
4716804000264
4716804903145

單人鋁箔睡墊
雙人鋁箔睡墊
四人鋁箔睡墊
六人鋁箔睡墊
八人PE鋁箔睡墊(六角型)
十人鋁箔睡墊
八人鋁箔睡墊
六-八人鋁箔睡墊
DJ-211專用鋁箔睡墊
DJ-615專用鋁箔睡墊
DJ-881專用鋁箔睡墊
DJ-993專用睡墊
250x250CM鋁箔睡墊

展開尺寸：長180×寬50cm
展開尺寸：長180×寬100cm
展開尺寸：長200×寬200cm
展開尺寸：長270×寬200cm
展開尺寸：長350×寬300cm
展開尺寸：長320×寬350cm
展開尺寸：長260×寬350cm
展開尺寸：長230×寬300cm
展開尺寸：長250×寬280cm
展開尺寸：長280×寬280cm
展開尺寸：長245×寬320cm
展開尺寸：長300×寬300cm
展開尺寸：長250×寬250cm

(厚3mm) PE鋁箔睡墊可接受訂製

4716804000318
4716804000325
4716804000332
4716804000356
4716804000363
4716804000370
4716804000387

單人3MM加厚PE鋁箔墊
雙人3MM加厚PE鋁箔墊
四人3MM加厚PE鋁箔墊
六人3MM加厚PE鋁箔墊
六-八人3MM加厚PE鋁箔墊
280×280加厚PE鋁箔墊
八人3MM加厚PE鋁箔墊

展開尺寸：長180×寬50cm
展開尺寸：長200×寬100cm
展開尺寸：長200×寬200cm
展開尺寸：長270×寬200cm
展開尺寸 ： 長300×寬230cm
展開尺寸：長280×寬280cm
展開尺寸：長350×寬260cm

DJ-6010 4716804060107

DJ-6012 4716804060121

DJ-6013 4716804060138

單人EVA鋁箔軟墊 0.6cm

雙人EVA鋁箔軟墊 0.6cm

加寬EVA單人軟墊 0.8cm

展開尺寸：長180×寬50×高0.6cm
收納尺寸：長50×寬12cm
重量：210g
材質：軟墊＋PE鋁箔、綁繩

展開尺寸：長200×寬100×高0.6cm
收納尺寸：長100×寬15cm
重量：420g
材質：軟墊＋PE鋁箔、綁繩

展開尺寸：長200×寬60×高0.8cm
收納尺寸：長60×寬14cm
重量：300g
材質：軟墊＋PE鋁箔、綁繩

睡墊系列

DJ-252 4716804002527

防水PE雙面淋膜地舖
DJ-6601 4716804066017 280×220cm
四-六人防水PE地舖
DJ-6602 4716804066024 360×280cm
六-八人防水PE地舖
DJ-6605 4716804066055 280×280cm
防水PE地鋪
DJ-6603 4716804066031 360×330cm
八人防水PE地舖
DJ-7113 4716804071134 300×300cm
加厚防水PE地舖

DJ-7603 4716804076030

自動充氣枕 10cm
展開尺寸：長50×寬20×高10cm
收納尺寸：長12.5×寬15.5cm
重量：250g
材質：尼龍布+PVC

DJ-7055 4716804070557

加寬自動充氣墊
3.5cm (可連接)
展開尺寸：長190×寬66×高3.5cm
收納尺寸：長68×寬15cm
重量：1.9kg
表布：70D防水尼龍布

DJ-250 4716804002503

雙人多用途輕量防潮布
展開尺寸：220×150cm
材質：特多龍布，防水2000mm
DJ-251 4716804002510

四人多用途輕量防潮布
展開尺寸：220×220cm
材質：特多龍布，防水2000mm

DJ-7609 4716804076092

麂皮
自動充氣枕頭 8cm
展開尺寸：長50×寬30×高8cm
收納尺寸：長33×寬10cm
重量：290g
材質：麂皮絨 + PVC + 海棉

DJ-7600 4716804076009

雙人自動充氣墊 5cm
展開尺寸：長180×寬112×高5cm
收納尺寸：長58×φ20cm
重量：2.9kg
材質：190T Poiyester / PVC / 海棉

6-8人多用途輕量防潮布
展開尺寸：300×300cm
材質：特多龍布，防水2000mm
DJ-255 4716804002558

防潮地布270×270cm
展開尺寸：270×270cm
材質：特多龍布，防水2000mm
特點 ： ．用途多 、輕巧方便
．適用於帳篷地布、大型野餐舖巾、
擋風牆、遮陽使用

DJ-7229 4716804072292

媽咪型3/4
自動充氣墊 2.5cm
展開尺寸：長120×寬51×高2.5cm
收納尺寸：長28×寬13cm
重量：435g
材質：polyester＋TPU塗層

DJ-7608 4716804076085

TPU自動充氣墊 6cm
+ 充氣枕 10cm

展開尺寸：長(155+35)×寬65×高6cm
收納尺寸：長67×φ17cm
重量：2kg
材質：150D Poiyester / T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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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615 4716804076153

DJ-7616 4716804076160

麂皮自動充氣墊

時尚自動充氣軟墊

6.8cm
展開尺寸：長195×寬60×高6.8cm
收納尺寸：長62×寬20×高20cm
重量：2.4kg
材質：麂皮/滴塑布複合PVC面料
特色： ．可雙拼
．面料用麂皮絨觸感更舒適
．底料用滴塑料布可止滑
．2個大氣嘴收納更方便

4cm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30+170)×寬60×高4cm
收納尺寸：長60 ×寬19 ×高19 cm
重量：1.65kg
材質：面料：印花春亞紡塗層PVC
底料：單色春亞紡塗層PVC
特色： ．可雙拼.附枕頭
．枕頭可單獨使用

DJ-7618 4716804076184

DJ-7617 4716804076177
台灣製-

舒適PE露營睡墊
10mm
展開尺寸：長180cm×寬59cm×10mm
收納尺寸：長59cm×寬14.4cm×厚11cm
重量：336g-420g-new
材質： ．PE(有較高之耐溫、耐蒸汽滲透性
及抗環境應力開裂性）

NTB11

舒適自動充氣墊

NTB12

舒適(L)充氣墊15cm

8cm (可連接)
展開尺寸：長186×寬60×高8cm
收納尺寸：長65×寬20×高20cm
重量：2.4kg
材質：150D滌綸複合PVC面料

舒適(M)充氣墊15cm

充氣尺寸：256×188×15cm
洩氣尺寸：264×198cm
收納尺寸：長45.5×寬34×高15cm
重量：8.2kg
材質：．上片植絨pvc 26g
．底布pvc18g

充氣尺寸：188×158×15cm
洩氣尺寸：196×162cm
收納尺寸：長41×寬33×高12cm
重量：4.2kg
材質：．上片植絨pvc 26g
．底布pvc18g

自動充氣墊的收納方法

1.反覆折疊

2.使用手和膝蓋重壓排
氣直到少量出氣為止

3.再折疊一次，再次
使用手和膝蓋重壓排
氣至少量出氣為止

4.關緊氣嘴

5.攤開睡墊

6.在氣嘴關閉的狀態
下，用力捲起來

7.捲至尾部，感覺氣飽
滿的時候，把氣嘴打開
排氣，繼續用力捲

8.完全捲起來後，關
閉氣嘴

自動充氣墊的存放位置
在炎熱天氣時，請不要將氣嘴密閉並在充氣狀態的充氣墊放到汽車或帳篷中或陽光下，密閉在墊子內的空氣會受熱膨脹，可能導致面料開裂和氣墊爆炸；這種 情況不在產品品
質保證的範圍之內。其實原理很簡單就是空氣受熱後體檢會迅速膨脹，就像充氣過多的車胎在夏天容易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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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系列

桌椅系列

DJ-6720 4716804067205

DJ-6705 4716804067052

可調式鋁合金行軍床

加強型折疊休閒床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196×寬58×高28cm
收納尺寸：長82×寬18×高59.5cm
重量：6.8kg
材質：鋁合金 +特斯林布

(附枕頭)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190×寬61×高62/43cm
收納尺寸：長96×寬14×高28cm
重量：6.1kg
材質：鐵管、特多龍布

table & chair

DJ-7125 4716804071257

DJ-6703 4716804067038
DJ-6701 4716804067014

鋁合金超輕行軍床

靠背童軍椅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189×寬64×高42cm
收納尺寸：長97×寬23×高16cm
重量：5kg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

展開尺寸：長30×寬25×高45cm
收納尺寸：長38×寬32×高6cm
重量：1kg
布料：鐵管、特多龍布

DJ-6711 4716804067113

大型童軍椅
展開尺寸：長40×寬40×高75cm
收納尺寸：長40×寬40×高11cm
重量：1.9kg
材質：鐵管、特多龍布

DJ-6708 4716804067083

DJ-6717 4716804067175

探險家輕巧椅

無靠背折合椅

(無靠背)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38×寬38×高33cm
收納尺寸：長12×寬12×高45cm
重量：1.5kg
材質：鐵管、牛津布

鋁合金折合椅

展開尺寸：長39×寬27×高34cm
收納尺寸：長45×寬40×高2cm
重量：0.83kg
材質：烤漆鐵管、牛津布

展開尺寸：長26×寬28×高39cm
收納尺寸：長44.5×寬28×高4.5cm
重量： 0.9kg
材質︰鋁合金

DJ-6729 471680406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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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210 4716804072100

DJ-6706 4716804067069

DJ-6707 4716804067076

迷你摺疊椅

兒童休閒椅

(附袋)
展開尺寸：長36×寬36×高58cm
收納尺寸：長59×寬14cm
重量：1.3kg
材質：鐵管、牛津布

(附袋)
展開尺寸：長36×寬38×高62cm
收納尺寸：長64×寬13cm
重量：1.8kg
材質：鐵管、牛津布

(無扶手) (附袋)
展開尺寸：長51×寬51×高90cm
收納尺寸：長14×寬10×高90cm
重量：2.3kg
材質：鐵管、特多龍布

DJ-6702 4716804067021

DJ-6709 4716804067090

DJ-6710 4716804067106

可調式休閒翹腳椅

折疊扶手椅

鋁合金扶手椅

(附袋)
展開尺寸：長120/130×寬53×高88/90cm
收納尺寸：長90cm×φ20cm
重量：4kg
材質：牛津布、鐵管

(附袋)
展開尺寸：長87×寬52×高97cm
收納尺寸：長12×寬10×高91cm
總重：2.7kg
材質：鐵管16mm、600D牛津布

(附袋)
展開尺寸：長87×寬42×高62cm
收納尺寸：長82×寬22×高11cm
重量：4kg
材質：鋁合金、椅面牛津布

DJ-7203 4716804072032

DJ-6713 4716804067137

DJ-6719 4716804067199

豪華鋁合金扶手椅

精緻鋁合金沙灘椅

鋁合金折疊休閒椅

(附袋)
展開尺寸：長58×寬48×高87cm
收納尺寸：長91×寬28×高13cm
重量：4.1kg
材質：鋁合金、椅面牛津布、泡棉

(附杯架)
展開尺寸：長58×寬50×高88cm
收納尺寸：長86×寬59×高13cm
重量：1.9kg
材質：鋁合金、特斯林布

展開尺寸：長57×寬69.5×高92cm
收納尺寸：長112.5×寬17×高13cm
重量：3.1kg
材質：鋁合金管、牛津布

摺疊休閒椅

桌椅系列

DJ-501 4716804005016

戶外兩用休閒椅
(附枕頭)
展開尺寸：椅背高約58cm×椅深約53cm
×椅面寬約54~58cm×靠腳椅
面長約52cm
收納尺寸：約103cm×15cm×21cm
重量：約6.5kg
椅架材質：烤漆鐵管、尼龍塑料
椅面材質：600D聚酯纖維

DJ-7058 4716804070588

DJ-7327 4716804073275

可調式休閒椅

鋁合金雙人椅

(附枕頭)
展開尺寸：長59×寬61×高112cm
收納尺寸：長98×寬60×高6cm
重量：3.2kg
材質：烤漆鋁管、特斯林布

(附袋)
展開尺寸：長108.5×寬30×高45cm
收納尺寸：長108.5×寬15×高8.5cm
重量：2.2kg
材質：鋁合金、牛津布

舒適透氣

五段調整，

DJ-7057 4716804070571

DJ-518 4716804005184

DJ-523 4716804005238

沙灘桌椅組

三段式坐躺椅

白金鋁合金扶手椅

(附袋)
展開尺寸：長155×寬108×高55cm
收納尺寸：長61×寬43×高9cm
重量：4.35kg
材質：鐵管、牛津布

展開尺寸：長73×寬96×高99/97/92
收納尺寸：長90×寬27×高34cm
重量：4.5kg
材質：600D牛津布+鐵管

展開尺寸：長68×寬57×高93cm
收納尺寸：長112×寬13×高14cm
重量：2.8kg
材質：鋁管+600D牛津布

DJ-6724 4716804067243

DJ-6726 4716804067267

DJ-6727 4716804067274

巨川舒適休閒椅

鋁合金巨川休閒椅

加大休閒扶手椅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72×寬64×高101cm
收納尺寸：長20×寬10×高119cm
重量：4.5kg
布材質：600D牛津布
腳材質：鐵DIA18/16mm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76×寬60×高93cm
收納尺寸：長23.5×寬22×高117cm
重量： 4.2kg
材質：鋁合金 32×25 / 40×16 mm
椅布/ 外袋：600D牛津布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97×寬61×高95cm
收納尺寸：長16×寬12×高97cm
重量：3.7kg
腳材質：鐵管19×0.9mm
椅布：600D牛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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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6728 4716804067281

DJ-6718 4716804067182

三段可調高背休閒椅

鋁框折疊桌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99×寬57.5×高105cm
收納尺寸：長19×寬17×高99cm
重量：4.3kg
腳材質：鐵管19mm
布材質：600D牛津布

展開尺寸：長120×寬60×高36.5/70cm
收納尺寸：長60×寬60×高6.6cm
重量：4.4kg
材質：桌面為4mm厚的中纖板、鋁合金

DJ-7368 4716804073688

鋁框折疊竹板桌(中)
(附收納袋)
展開尺寸：長90×寬60×高37/68cm
收納尺寸：長91×寬30×高7.6cm
重量：6kg
材質：鋁管腳、竹板

DJ-7116 4716804071165

DJ-7118 4716804071188

DJ-515 4716804005153

可調(中)鋁合金折疊桌

可調(大)鋁合金折疊桌

鋁合金蛋捲桌

(附袋)
展開尺寸：長83×寬72×高45/58/70cm
收納尺寸：長83×寬17×高11cm
重量：4.4kg
材質：鋁合金

(附袋)
展開尺寸：長98×寬86×高50/65/74cm
收納尺寸：長98×寬15×高12cm
重量： 5.8kg
材質：鋁合金

(附袋)
展開尺寸:長120X寬70X高50.5/63cm
收納尺寸:長122X寬13X高20cm
重量：5.4kg
材質：鋁合金+ABS塑膠

DJ-6725 4716804067250

DJ-6730 4716804067304

DJ-6731 4716804067311

鋁合金蛋捲桌

鋁框野餐桌椅組

野餐桌椅組

(附外袋)
展開尺寸:長 70×寬64×高71cm
收納尺寸:長18×寬14×高74cm
重量：3kg
材質：鋁合金

(附外袋)
展開尺寸：桌：長85.5×寬67×高66.5cm
椅：長29×寬27.5×高40cm
收納尺寸：長85.7×寬33.7×高10.3cm
重量：7.5kg
椅材質︰鋁合金
桌面：MDF 5mm厚的中纖板

展開尺寸：長85.5×寬67.5×高65cm
收納尺寸：長85.5×寬32.5×高10cm
重量：7.5kg
材質：ABS+鋁合金

DJ-6733 4716804067335

DJ-6735 4716804067359

鋁框桌椅組附燈架

小型鋁框桌

加長型鋁框桌

(附袋)
展開尺寸：桌：長120×寬60×高70cm
椅：長28×寬32×高37cm
收納尺寸：60×60×7cm
重量：8.5kg
桌面材質：MDF 5mm厚的防火中纖板
椅子材質：鐵管+牛津布

(附袋)
展開尺寸：長60×寬40 ×高26cm
收納尺寸：長40.5×寬30×高7cm
重量：2kg
桌腳材質︰鋁合金16×0.7mm
桌面材質：MDF 5mm厚的中纖板

(附袋)
展開尺寸：長150×寬60×高68cm
收納尺寸：長60×寬10×高75cm
重量：8.2kg
腳材質：鐵 25×0.7mm
桌面材質：MDF 5mm厚的中纖板

DJ-7128 4716804071288

鋁框桌椅組
(附外袋)
展開尺寸：桌：長90×寬62×高70cm
椅：長86×寬23×高38cm
收納尺寸：長90×寬10×高35cm
重量：8.6kg
材質：5mm厚的防火中纖板+鋁合金

桌椅系列

DJ-6732 4716804067328

DJ-7307 4716804073077

鋁框折疊桌、附4椅
(附袋)
展開尺寸：長120×寬60×高55/65/70cm
收納尺寸：長60×寬60×高6.5cm
重量：10.7kg
材質：鋁塑板桌面/鋁合金骨架結構/特斯
林布椅面/掛燈離地面高度187cm
配件：燈桿吊勾(三節式)、桌下置物網、
特斯林布椅

不鏽鋼一定不會生鏽嗎？裝飾不鏽鋼在什麼條件下容易生鏽？
不是。裝飾不鏽鋼發生鏽蝕，除了自身的缺陷外，就於所處的環境，如空氣的濕度，空氣的溫度，流動速度，流動方向，空氣所含雜質的成份和數
量等有極大的關系。在大氣及弱腐蝕介質中因腐蝕速率小於0.01mm/年的，即被認為"完全腐蝕"。但在CL一介質(如食鹽)，硫酸，草酸(常用於工程外牆
清洗)，鹽酸，瓷潔濟(內部裝修清洗用品)中會生鏽，在養護過程中應使用中性物質(如清水)經常清洗以減少腐蝕介質附著而生鏽，另外應避免尖銳物體劃
傷(如刀片，鋼絲刷)以避免影響外觀和破壞晶間結構生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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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521 4716804075217

DJ-7001 4716804070014

炫風爐 (台灣製)

韓製一號快速登山爐

展開尺寸：長20×寬11cm
收納尺寸：長8×寬11.5cm
重量：413g
出力：4200kc ai/n
燃氣消耗量：190g/hr
燃氣類別：LPG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展開尺寸：長22×寬22×高10cm
收納尺寸：長9.3×寬9.3×高5.7cm
重量：440g
燃氣消耗量：140g/hr
燃氣類別：丁烷(卡式瓦斯罐)
材質：鐵、銅、鋁、塑膠、橡膠

DJ-7002 4716804070021

DJ-7008 4716804070083

韓製二號快速登山爐

韓製八號快速蜘蛛爐

展開尺寸：長19.5×寬19.5×高10.5cm
收納尺寸：長12.4×寬14×高10.7cm
重量：510g
燃氣消耗量：140g/hr
燃氣類別：丁烷(卡式瓦斯罐)
材質：鐵、銅、鋁、塑膠、橡膠

展開尺寸：長21.5×寬18.5×高9.35cm
收納尺寸：長22×寬12.5×高8.3cm
重量：365g
燃氣消耗量：140g/hr
燃氣類別：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材質：鐵、銅、鋁、塑膠、橡膠

DJ-7195 4716804071950

自動點火登山爐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0×寬10×高9cm
收納尺寸：長4.5×寬4.5×高10.5cm
重量：96g
燃氣消耗量：200g/hr
燃氣類別：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燃燒時間：1公升的水/3分20秒煮沸
材質：不鏽鋼、鋁、鐵

DJ-7196 4716804071967

奈米登山爐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0×寬10×高9cm
收納尺寸：長4.5×寬4.5×高10.5cm
重量：82g
燃氣消耗量：200g/hr
燃氣類別：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燃燒時間：1公升的水3分20秒煮沸
材質：不鏽鋼、鋁、鐵

高山精巧快速爐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8×寬18×高9.6cm
收納尺寸：長8.8×寬8.8×高8cm
重量：185g
燃氣消耗量：200g/hr
燃氣類別：LPG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燃氣時間：1公升的水3分鐘煮沸
材質：不鏽鋼、鋁、鐵

DJ-2000 4717379620000

DJ-2001 4717379620017

天山2000登山爐

天山2001登山爐

展開尺寸：長18.5×寬18.5×高11.5cm
收納尺寸：長15×寬15×高11.5cm
重量：600g
燃氣名稱：丁烷(卡式瓦斯罐)
燃氣效率：40%以上
材質：鐵、銅、鋁、橡膠、塑膠

展開尺寸：長18×寬18×高10.5cm
收納尺寸：長8.5×寬18.3×高11.9cm
重量：450g
燃氣名稱：丁烷(卡式瓦斯罐)
燃氣效率：40%以上
材質：鐵、銅、鋁、橡膠、塑膠

DJ-7503 4716804075033

DJ-7103 4716804071035

不鏽鋼超快速飛碟爐

快速大蜘蛛爐(附轉接頭)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0×寬25cm
收納尺寸：長9.5×寬12.8cm
重量：420g
出力：4500kc ai/n
燃氣消耗量：270g/hr
燃氣類別：LPG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9.5×寬19.5×高10cm
收納尺寸：長20×寬12×高7cm
重量：430g
整台材質：SUS.304#不鏽鋼、銅組合
特點：一公升的水煮開2分50秒，普通瓦斯爐
每罐可使用1小時40分
承受重量：不可超過4~5公斤，底部面積勿超
過210mm以上

DJ-7123 4716804071233

DJ-7523 4716804075231

DJ-7212 4716804072124

鈦合金飛蝶爐

雪峰爐 (不含瓦斯)

輕巧登山爐

展開尺寸：長16.5×寬11.5×高7.6cm
收納尺寸：長10.5×寬5.5cm
重量：156g
燃氣消耗量：240g/h
燃氣類別：液化丁烷瓦斯罐
燃燒時間：1公升水3分鐘煮沸
材質：304#不鏽鋼、銅、鋁

(韓國製)
展開尺寸：長21.3×寬21.3×高10cm
收納尺寸：長11×寬10.7×高8.3cm
重量：345g
材質：鐵、銅、鋁、塑膠
燃氣消耗量：140g/h
使用燃料：卡式瓦斯罐(丁烷)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0×寬25cm
收納尺寸：長9.5×寬12.8cm
重量：350g
材質：爐頭、腳架為鈦合金/304#不鏽
鋼、銅、鋁
出力：4500kc ai/n
燃氣消耗量：270g/hr
燃氣類別：LPG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炊具系列

DJ-7510 471680407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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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102 4716804071028

DJ-7039 4716804070397

DJ-30421 4715463030421

迷你快速攻頂爐

卡式瓦斯爐

迷你休閒爐HKR-500

(日本品牌) lwatani
展開尺寸：長34.2×寬29.2×高10cm
重量：1400g
特色：2000卡路里/1小時super high power
使用燃料：卡式瓦斯罐(丁烷)

展開尺寸：長24.5×寬18.5×高9.6cm
重量：1110g
材質：鋼板、鋁合金
最大火力耗氣量：140g/hr
使用燃料：液化丁烷瓦斯

(不含瓦斯)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2×寬12×高8.5cm
收納尺寸：長10×寬5.5cm
出力：4000Kcal/n
燃氣消耗量：240公克/時
燃氣類別：液化丁烷瓦斯罐
燃燒時間：1公升水3分鐘煮沸

CB-AH-41 4901140907388

DJ-1200 4712814601200

遠紅外線爐
展開尺寸：長27×寬32×高7.5cm
重量：1900g
材質：鋼、不鏽鋼
最大火力耗氣量：110g/hr
使用燃料：液化丁烷瓦斯

AP-14 490114090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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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谷Iwatani
防風防爆瓦斯爐
(日本製 4.1KW)
爐體尺寸：長33.7 x 寬30.2 x 高9.3 cm
收納尺寸：長37.6 x寬 35.5 x高 10.5 cm
重量：單爐1.9kg (含外盒3kg)
材質：本體/鋁；上蓋/高性能氟素塗裝加工鋼
板；爐頭/黃銅電鍍；旋鈕、開關、腳座/
ABS耐熱樹酯；擋風板/琺瑯鋼板加工
火力輸出：(約) 4.1kw(相當於3500kcal/h)
耗氣量：286g /h
點火方式：電子式自動點火
安全裝置：磁吸式瓦斯閥、壓力感知安全裝置、
過熱發生時，磁閥自動彈開斷火

ECO-JR 4901140907036

AP-14 Iwatani
火.日本瓦斯爐

ECO-JR Iwatani
內焰式迷你瓦斯

展開尺寸：長32.7×寬27.7×高10.4cm
重量：1200g
材質：鋼板、不鏽鋼、鋁合金
產地：日本
燃氣總消耗量：236g/hr
連續燃燒時間：約70分
點火方式：壓電點火方式

展開尺寸：長24.3×寬19.1×高9cm
重量：1000g
材質：鋼板、不鏽鋼、鋁合金
產地：日本
瓦斯消耗量：130g/hr
點火方式：壓電點火方式
特點：適用於內徑20公分之鍋具

GP-1 4901140906282

GP-1 Iwatani卡式
火、烤兩用爐
展開尺寸：長32×寬40.4×高9.4cm
重量：2100g
材質：鋼板、不鏽鋼、鋁合金
燃氣總消耗量：152g/hr
連續燃燒時間：約155分
點火方式：壓電點火方式

DJ-7522 4716804075224

多用途煎碳燒烤爐
燒烤爐規格：300×300mm
展開：長300×寬190mm
重量：1775g
附加：經典爐：規格：長73×寬98mm
重量：125g
出力：420kcal/h
材質：不鏽鋼、鋁、鐵
燃氣類別：LPG轉牙式高山瓦斯罐
燃燒時間：2公升的水7分鐘煮沸

DJ-30025 4715463030025

DJ-7525 4716804075255

不鏽鋼mini紅外線爐

不鏽鋼紅外線爐

不鏽鋼白金杯

展開尺寸：長25.5×寬18×高10cm
重量：1.1kg
材質：不鏽鋼、鋁合金、鋅
熱能輸出：0.9kw/hr(710 kcal/hr)
瓦斯消耗量：60g/hr
使用燃料：卡式瓦斯罐(丁烷)

尺寸：長32.6×寬27.7×高9.1cm
重量：1.5kg
材質：不鏽鋼+鋼板+鋁合金+陶瓷爐心
耗氣量：127g/hr
使用燃料：液化丁烷瓦斯

展開尺寸：長12×寬9×高8cm
重量：105g
材質：304#不鏽鋼18-8
容量：300cc
特點：本體不鏽鋼304#18-8；表面拋
光，內部沙面永久性。使用超優質
特級品，收納方便、折疊空間小

炊具系列

K1-188S 4712814000188

DJ-7086 4716804070861

400cc鈦合金碗
(台灣製)
重量：66g

DJ-7087 4716804070878

500cc鈦合金碗
(台灣製)
重量：75g

DJ-7181 4716804071813

個人不鏽鋼餐具600cc
(台灣製)
收納：長13.6×寬9cm
重量：288g
碗：600cc
蓋：200cc
材質：純304#不鏽鋼

DJ-7224 4716804072247

不鏽鋼碗

(台灣製)
展開尺寸：10.7×5.4cm
重量：95g
材質：304#不鏽鋼
規格：200cc
特點：體積小巧、攜帶方便

DJ-7153 4716804071530
DJ-7105 4716804071059

DJ-7509 4716804075095

攜帶輕巧炊具

茶壺鍋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2×寬7×高13cm
(加蓋子的高度)
重量：230g
材質：304#不鏽鋼
容量：1000cc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0×寬10.5cm
重量：105g
材質：純304#不鏽鋼
容量：450cc

鋁合金組合鍋具組
(四合一)
展開尺寸：長19×寬13.5cm
重量：887g
容量：平底鍋：直徑18×深4.1cm
大鍋直徑18×深10cm
中鍋直徑16×深8cm
小鍋直徑13×深7.8cm
材質：電鍍鋁硬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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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023

小白金鋼碗300cc(台灣製)
容量：300ml / 5.9×11.5cm
重量：105g
材質：304#不鏽鋼18-8
ST-2025

大白金鋼碗600cc(台灣製)
容量：600ml / 6.0×14.5cm
重量：145g
材質：304#不鏽鋼18-8
特點：本體不鏽鋼304#18-8表面拋光，內部
沙面，永久使用性。超優質特級品，
收納方便摺疊空間小

DJ-7159 4716804071592

5-6人野外煮飯鍋具組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0×寬14cm
重量：368g
材質：電鍍鋁硬化處理0.2mm以上
DJ-7160 4716804071608

2-3人野外煮飯鍋具組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8×寬13cm
重量：300g
材質：電鍍鋁硬化處理0.2mm以上

DJ-7520 4716804075200

雙人鋁鍋組
(台灣製)
收納尺寸：長14×寬10.5cm
重量：320g
容量：鍋：800cc / 蓋：300cc
碗：500cc / 400cc
材質：電鍍鋁硬化處理0.2mm

DJ-7227 4716804072278

豪華不鏽鋼鍋具組 (台灣製)

DJ-7111 4716804071110

收納尺寸：長26×寬26×高15.5cm
重量：2700g
直徑22cm可提式調理鍋(附蓋)1#304不鏽鋼
直徑20cm調理鍋(附單柄鍋蓋)1#304不鏽鋼
直徑18cm調理鍋(附單柄鍋蓋)1#304不鏽鋼
不繡鋼碗 6pcs #304不鏽鋼
不繡鋼湯匙 1pcs #304不鏽鋼
不繡鋼鍋鏟 1pcs #304不鏽鋼
鋁合金鍋把 1pcs
外出攜帶式提袋

折疊炒、煎、烤盤
(台灣製)
展開尺寸：直徑32cm×深2.5cm
重量：750g
活動手把，鐵弗龍不沾處理
(有SGS)無毒證明

DJ-7508 4716804075088

多用途炒、烤盤
(台灣製)
展開尺寸：直徑23cm×深3.5cm
重量：1200g
材質：鐵弗龍，不沾處理(有SGS)
無毒證明

EP360

不鏽鋼熾火焚火台-L
DJ-7519 4716804075194

無煙烤盤

(台灣製)
烤盤尺寸：φ25×0.2cm
底盤：φ8.7×0.06
收納尺寸：28.5×29.5×5cm(紙盒)
重量：612g
材質：烤盤：鋁合金+鐵彿龍
底盤：CR鐵板+高溫耐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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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尺寸：長43.5×寬43.5×高33cm
收納尺寸：長56×寬64×高4.5cm
重量：(約) 13.5kg (含袋)
材質：本體/SUS304；烤架/SUS304；烤網/316L；底盤/
SUS304；提袋/卡其色加厚(台灣製)；碳床/SUS304
25×25cm
EP361

不鏽鋼熾火焚火台-M
展開尺寸：長32×寬32×高23cm
框架尺寸：長35×寬33×高5/8/11cm；三段高低每段3公分
重量：(約) 6.8kg (含袋)
材質：本體/SUS304；烤架/SUS304；烤網/316L；底盤/
SUS304；提袋/卡其色加厚(台灣製)；碳床/SUS304

特色；
．本體/底板/烤網架/碳床304食用級不鏽鋼材
．烤網316L醫療級不鏽鋼烤網
．抗氧化、抗腐蝕性高
．不易變形生鏽
．波浪型紋網架
．可水洗刷洗重複使用
注意事項；
．在使用的時候，請勿讓小朋友太過靠近焚火台，以免發生危險
．側板與提把，在燃燒時將會達到非常高溫，請勿直接接觸
．使用過後之焚火台以及配件，因燃燒過後而發生變色狀況，為
正常現象
．省用完畢請勿立即用水降溫，請待冷卻後再行降溫清洗動作

DJ-7110 4716804071103

10公升折疊水箱

20公升折疊水箱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2.5×寬22.5×高27cm
收納尺寸：長20×寬20×高6cm
重量：200g
材質：低密度聚乙烯

DJ-7173 4716804071738

ﬁxture

迷你噴火槍
外型尺寸：長11×寬6×高2.3cm
重量：50g
火燄尺寸：直徑0.3×長1.2cm
火燄形狀：極細集中火燄
使用燃料：可搭配一般市售可丟棄打火機
火溫度：1300℃

DJ-7134 4716804071349

六人份環保餐具組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4.5×寬35.6×高10.2cm
重量：1800g
材質：PP
本產品無毒通過FDA食品檢驗，
耐酸鹼、耐熱120℃

配件系列

配件系列

DJ-7109 4716804071097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9×寬29×高33.5cm
收納尺寸：長26×寬24×高7cm
重量：260g
材質：低密度聚乙烯

DJ-7175 4716804071752

火龍噴槍+卡式瓦斯
展開尺寸：長16×寬6.7×高27.4cm
重量：600g
材質：銅+鋅合金+尼龍+鐵
使用燃料：可搭配一般市售卡式瓦斯
罐即可

DJ-7147 4716804071479

多功能休閒餐具組合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7×寬27×高26cm
材質：2180g
材質：PP
本產品無毒通過FDA食品檢驗，
耐酸鹼、耐熱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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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6801 4716804068011

圓桶食物吊籃
展開尺寸：直徑42cm×高65cm
收納尺寸：直徑42cm×高1.5cm
重量：235g
材質：特多龍網布

DJ-7112 4716804071127

鋁合金8片擋風片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65×寬24cm
收納尺寸：長25×寬9cm
重量：285g
材質：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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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119 4716804071196

DJ-7101 4716804071011

鋁合金8片小型擋風片

鍍鋅8片擋風板

(台灣製)
展開尺寸：65×20cm
收納尺寸：20×9cm
重量：178g
材質：鋁
特點：更輕盈，好攜帶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60.6×寬25cm
收納尺寸：長25×寬9cm
重量：460g
材質：鐵電鍍鋅

DJ-7511 4716804075118

DJ-7093 4716804070939

爐具維修包

瓦斯桶雙孔轉接頭

(台灣製)
內容物：板手-中碳鋼 、O型環-橡膠、
噴嘴-銅、勾子-鐵鍍鋅
重量：11g
特點：DIY維修登山爐

展開尺寸：0.6mm(直徑)×151cm
收納尺寸：長15×寬12×高5cm
重量：335g
材質：銅+不鏽鋼+橡膠
特點：5公斤瓦斯桶，可轉接二台爐具

DJ-7095 4716804070953

DJ-7096 4716804070960

DJ-7512 4716804075125

瓦斯轉接頭

專利轉接頭

三腳架(附轉接頭)

(台灣製)
展開尺寸：7.5cm
重量：65g
材質：304#不鏽鋼、銅、鋁
特點：卡式瓦斯罐的專用轉接頭

(台灣製)
重量：59g
材質：304#不鏽鋼、銅、鋁
特點：精緻本體不鏽鋼，加
銅製轉頭

展開尺寸：長38×寬7.5×高4cm
收納尺寸：長17×寬11×高5cm
重量：260g
材質：不鏽鋼

配件系列

DJ-7505 4716804075057

DJ-7170 4716804071707

三合一瓦斯轉接器

不鏽鋼三角爐架

(台灣製) 不含瓦斯罐
尺寸：123mm×30mm
材質：銅、鋁、橡膠
重量：203g
特點：連接瓦斯罐，可交替使用，
炊煮更快速。

展開尺寸：長18.5×寬18.5×高19.5cm
收納尺寸：長18.5×寬20×高4cm
重量：20g
材質：304#不銹鋼．鐵電鍍
特點：輕便、高低可調整，承受重量可
達20公斤附外袋，收納方便

DJ-7214 4716804072148

DJ-7219 4716804072193

DJ-7169 4716804071691

折疊式湯匙

多用途折疊式鍋鏟

鋁合金活動鍋把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2×寬6cm
收納尺寸：長12×寬6×高5cm
重量：49g
材質：不鏽鋼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13×寬4.2×高4cm
收納尺寸：長13×寬4.2×高4cm
重量：55g
材質：鋁合金

(台灣製)
展開尺寸：長26×寬8cm
收納尺寸：長12×寬8×高3.5cm
重量：85g
材質：不鏽鋼

DJ-7099 4716804070991
DJ-7011 4716804070113

DJ-7517 4716804075170

DJ-7518 4716804075187

安全蚊香器

不鏽鋼登山杖

鋁合金
四節避震登山杖

鋁合金
三節避震登山杖

展開尺寸：長135cm
收納尺寸：長58.2cm
重量：325g
材質：高硬度鋁合金、鎢鋼、
防滑雙握把、擋泥板
規格：四節

展開尺寸：長135cm
收納尺寸：長67.7cm
重量：335g
材質：高硬度鋁合金、鎢鋼、
防滑雙握把、擋泥板
規格：三節

展開尺寸：(約)直徑13.8×高2.5cm(全
長18.8cm)
重量：100g
材質：蓋子/鍍鋅鐵板
底盤/表面處理鋼板、玻璃棉
網子/玻璃棉
使用方法：
1. 完全點燃的蚊香不會因碰到周圍的金
屬部分而熄滅，所以必須放置與底盤
中心位置
2. 蓋子要蓋好後才能使用

(附收納袋)
展開尺寸：長85cm
收納尺寸：長32cm
重量：365g
材質：不銹鋼
規格：三節

DJ-7367 4716804073671

DJ-7142 4716804071424

折疊行動馬桶

童軍繩(加長)

展開尺寸：長33×寬31×高42cm
收納尺寸：長48×寬35×高7cm
重量：900g
材質：耐壓工程塑料、烤漆鐵管架、
並附5pcs塑膠袋

展開尺寸：長50呎×直徑6mm
收納尺寸：長29×寬6cm
重量：250g
材質：棉+特多龍

DJ-5006 4716804050061
DJ-6107 4716804061074

DJ-5016 4716804050160
DJ-6108 4716804061081

輕巧小吊床

直桿吊床

展開尺寸：長6呎×直徑6mm
收納尺寸：長13×寬17.5×高7.5cm
重量：400g
材質：特多龍

展開尺寸：寬70×長200cm
收納尺寸：長70×寬5cm
重量：570g
材質：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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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HB-666 4712814113666

戶外休閒吊床
(不含鐵架)
展開尺寸：170×90cm
重量：1.3kg
材質：尼龍、木、鐵
承重量：1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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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5501 4716804055011

DJ-5502 4716804055028

百變魔術頭巾
(抗UV)(台灣製)

百變魔術頭巾
(抗UV)+帽延(台灣製)

DJ-5601 4716804056018

DJ-5602 4716804056025

百變魔術頭巾
(抗UV)(台灣製)

百變魔術頭巾
(抗UV)+帽延(台灣製)

規格：長24×寬48cm±1cm
材質：聚酯纖維+吸濕排汗抗UV

規格：長24×寬50cm±1cm
材質：聚酯纖維+吸濕排汗抗UV+橡膠海棉

DJ-521 4716804005214

DJ-5030 4716804050306

DJ-5031 4716804050313

鋁合金伸縮燈架

雙倒勾燈勾26cm

鋁合金可調營柱

展開尺寸：39×39×92/168/240cm
收納尺寸：92×12cm
重量：1.3kg
配件：附3pcs鋁合金營釘
伸縮尺寸：100~240cm
負重：2kg

展開尺寸： 26cm
重量：125g
材質：不鏽鋼+橡膠

(單支)
展開尺寸：90~270cm
四節，直徑20/18/16/14mm
材質：鋁合金+塑膠

GU0709

GU0901

NTB91

旗插60cm

刷烤網銅刷

高磅數電動充氣幫浦

尺寸：(約)全長60cm
孔徑：3cm、4cm
重量：(約) 630g
配件：附杖尖保護套
材質：碳鋼熱處理，鍍鋅
實心管粗1.5cm
特點：．戶外搭天幕的好幫手
．可快速節省搭帳時間
．大小環適用各式營柱

尺寸：長21×寬7×高3cm
重量：77g
材質：不鏽鋼/銅/塑膠
特點：．防滑塑膠握把讓您使用不脫
落，尾端有孔可以綁繩子吊
掛，正面銅製刷毛、前端不
鏽鋼鏟。
．焚火台、鑄鐵盤、荷蘭鍋、
烤肉網、不鏽鋼烤網、碳床
都可以使用。

機體尺寸：高14×長10×寬13cm
外盒尺寸：約15×13×11cm
電線長度：約180cm
重量：(約) 520g
材質：ABS
充氣嘴：(1)大：直徑約 2.2cm
(2)中：直徑約 1.7cm
(3)小(斜口)：直徑約 0.6cm
電源輸入：110V

配件系列

DJ-7032 4716804070328
DJ-7328 4716804073282

DJ-7329 4716804073299

成人浮力衣

兒童浮力衣

展開尺寸：(M)長46×寬42cm
(L)長50×寬53cm
(XL)長50×寬59cm
材質：尼龍+EVA
承受力：約XL95kg/ L85kg/ M75kg (以下)

展開尺寸：長40×寬32cm
材質：尼龍+EVA
承受力：35kg(以下)

成人面鏡組
(附PVC吸管)
材質：PVC

DJ-7613 4716804076139

兒童面鏡組
(附PVC吸管)
材質：PVC

大陽傘系列
DJ-6370

4716804063702

圓型7尺休閒大陽傘

規格: 7呎

DJ-6390

4716804063900

圓型9尺休閒大陽傘

規格: 9呎

DJ-6160

4716804061609

防紫外線60" 正方傘(防潑水)

規格: 7呎×7呎

DJ-6170

4716804061708

防紫外線70" 正方傘(防潑水)

規格: 8呎×8呎

DJ-6180

4716804061807

防紫外線80" 正方傘(防潑水)

規格: 9呎×9呎

DJ-6190

4716804061906

防紫外線90" 長方傘(防潑水)

規格: 9呎×10呎

DJ-6260

4716804062606

正方型60"大陽傘(防潑水)

規格: 7呎×7呎

DJ-6270

4716804062705

2合1 70"正方傘

規格: 8呎×8呎

DJ-6280

4716804062804

正方型80"大陽傘

規格: 9尺×9呎

DJ-6290

4716804062903

長方型90"大陽傘(防潑水)

規格: 9呎×10呎

DJ-6150 4716804061500

傘架
雙板三腳鐵傘架6mm
展開尺寸：長73.5×寬73.5×高86.4cm
收納尺寸：長86.7×寬8.8×高8.8cm
材質：鑄鐵
重量：5.8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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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357 4716804073572

600cc
耐摔太空瓶
材質：PC
容量：600cc

800cc 太空瓶
材質：PC
容量：800cc

DJ-7310 4716804073107

一環布網
展開尺寸：長19.5×寬19.5×高100cm
收納尺寸：長19.5×寬19.5×高0.8cm
材質：尼龍
重量：50g

DJ-7314 4716804073145

DJ-7317 4716804073176

溪釣網袋

方形盆網

蝴蝶網

展開尺寸：長25.5×寬16.5×高125.5cm
收納尺寸：長25.5×寬16.5×高2cm
材質：尼龍
重量：210g

展開尺寸：長25×寬18×高128.5cm
收納尺寸：長25×寬18×高9.5cm
材質：尼龍
重量：170g

展開尺寸：長120×寬25.5×高26cm
收納尺寸：長120×寬25.5cm
材質：竹竿+尼龍
重量：110g

DJ-7312 47168040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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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360 4716804073602

DJ-7072 4716804070724

DJ-7073 4716804070731

風箏(中)

風箏(大)

展開尺寸：長291.5×寬113.5×高1.2cm
收納尺寸：長66.7×寬10.4×高2cm
材質：尼龍、釣魚線、塑料
重量：140g

展開尺寸：長412.5×寬115×高2cm
收納尺寸：長71.8×寬11.2×高2.5cm
材質：尼龍、釣魚線、塑料
重量：141g

零配件系列

零配件系列

DJ-5009 4716804050092

多用途PP繩(綑)
展開尺寸：2780cm×直徑0.5cm

DJ-5020 4716804050207

part

反光營繩(捆)-台灣製
尺寸：展開：5mm×2000cm
材質：PP繩
．補充搭帳棚或炊事帳，繩索的不足
．亦可綑綁物品

Z12-A

Z12-B

鬆緊帶

鬆緊帶(綑)

展開尺寸：長 550cm

展開尺寸：約200碼

DJ-5019 4716804050191

5019 螢光繩(捆)

-台灣製
尺寸：展開：5mm×2000cm
材質：PP繩
．補充搭帳棚或炊事帳，繩索的不足
．亦可綑綁物品

Z12-D

DJ-5023 4716804050238

Z12-C

調節片

鋁合金調節片

營繩+調節片

材質：塑膠

材質：鋁合金

展開尺寸：(不限)

Z12-988A-6

Z12-18

Z12-22

DJ-5017 4716804050177

加粗營繩+調節片(4條)

鋁合金骨架

玻璃纖維骨架(一節)

四勾型彈性帶

展開尺寸：長320cm×φ0.6cm

展開尺寸：長40cm×直徑7.9mm

展開尺寸：(不限)

展開尺寸：40×1cm
重量：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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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5021 4716804050214

防雷帽
DJ-5018 4716804050184

DJ-5026 4716804050269

DJ-5027 4716804050276

迷你彈性帶(4入)

彈性拉繩(4入)

彈性拉繩(單條)

展開尺寸：26×1cm
重量：50g

尺寸：7mm×15cm
重量：90g
材質：橡膠/pp/鐵

尺寸：8mm×15cm
重量：20g
材質：橡膠/pp/鐵

尺寸：H5.5×φ5cm.孔徑0.8cm
材質：TPR工程橡膠(符合歐盟規格)
說明：．防止雷擊
．固定炊事帳與營繩在營柱上方
．平時收納時亦可當一般的營柱
尖頭保護套

DJ-5025 4716804050252

尼龍織帶+S扣環
尺寸：(約) 調節扣全開 >150×2cm；11節掛點
材質：PP聚丙烯/S扣玻璃纖維填充尼龍
產地：織帶台灣；S扣大陸

多用途防雷帽
尺寸： φ3.5cm；孔徑0.8cm
材質：TPR工程橡膠(符合歐盟規格)

DJ-5001 4716804050016
S41

S41A

S41B

不鏽鋼台製燈座
+ 驅蚊燈炮23W

不鏽鋼台製燈座

驅紋燈泡-23W

DJ-5007 4716804050078

DJ-5008 4716804050085

DJ-5002 4716804050023

短黏扣綁帶

長黏扣綁帶

單條束帶

展開尺寸：長107×寬5cm

展開尺寸：長205×寬5cm

尺寸：長145×寬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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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5022 4716804050221

綁帶(單條)
展開尺寸：全長79×寬2.3cm
材質：繩

DJ-5019A

DJ-5020A

多用途螢光繩(條)

反光營繩(條)

(台灣製)
展開尺寸：5mm×300cm
材質：PP繩
說明：．補充搭帳棚或炊事帳，繩索的不足
．亦可綑綁物品

(台灣製)
展開尺寸：5mm×200cm
材質：PP繩
說明：．補充搭帳棚或炊事帳，繩索的不足
．亦可綑綁物品

零配件系列

DJ-7120 4716804071202

Z12-20

Z12-21

DJ-7076 4716804070762

掛勾

燈芯(2入)

營釘(加粗)

營釘(一般)

營釘(鐵烤漆)

展開尺寸：長8.4×寬5.8cm
材質：塑膠

展開尺寸：直徑7cm
適用機種：60-80-100-120w

展開尺寸：長20cm×φ6mm
材質：鐵

展開尺寸：長19.5cm×φ5mm
材質：鐵

展開尺寸：長24cm×φ8mm
材質：鐵+烤漆

DJ-7150 4716804071509

DJ-7286 4716804072865

加厚卡式爐收納袋
展開尺寸：長36×寬26×側9cm

GU0302

Z12-23

DJ-5010 4716804050108

DJ-5028 4716804050283

GU0301

營釘(鋁合金)

T型營釘17.5cm

烤漆營釘23cm

不鏽鋼營釘20cm

不鏽鋼營釘30cm

展開尺寸：長23cm×φ7mm
材質：鐵+烤漆

營釘尺寸： 長20cm×φ7.2mm
重量：105g
材質：高硬度不鏽鋼

營釘尺寸： 長30cm×φ9.3mm
重量：200g
材質：高硬度不鏽鋼

展開尺寸：長23cm×φ15mm
材質：鋁合金+烤漆

展開尺寸：長17.5×φ7.5mm

GU0303

DJ-5029 4716804050290

不鏽鋼營釘26cm

鋁合金橡膠營槌
+拔釘器

營釘尺寸： 長26cm×φ9.3mm
重量：160g
材質：高硬度不鏽鋼

Z882-2

Z882-3

Z882-4

S505

帳篷骨架扣環勾

S勾

帳篷骨架上鐵環

繩扣

展開尺寸： 28cm
橡膠頭重量：250g
材質：鋁合金+橡膠

43

DJ-7148 4716804071486

DJ-7149 4716804071493

黑網袋(小)

黑網袋(大)

展開尺寸：長24×寬18cm
材質：網布

展開尺寸：長31.5×寬33.5 cm
材質：網布

A01

A05

A07

普通睡袋外袋

羽毛睡袋外袋

迷彩外袋

材質：尼龍布

材質：尼龍布+PP繩

材質：特多龍布

Z12-13

DJ-7365 4716804073657

DJ-7370 4716804073701

Z12-988B

10人帳蓬外袋

露營用品收納袋

超大手提收納袋

休閒帳外袋

展開尺寸：長73×高38×寬30cm
材質：特多龍布

展開尺寸：長102×寬26×高65cm
材質：牛津布

材質：特多龍布

材質：特多龍布

登山基本配備
1. 地圖：一定要帶登山地點的詳細地形圖，地圖要護貝或加上塑膠套。
2. 指北針：定位和找路非要指北針不可。
3. 墨鏡和防曬油：墨鏡是高山國家必要的裝備。防曬油和防曬霜是保護皮膚的利器。
Z12-985

休閒帳收納外袋
展開尺寸：119.5×25×29.5cm

4. 備分糧食：必須多帶一天份的食糧，以便因惡劣天候、迷路、受傷或其他因素延遲行程時之用。
5. 備用衣物：指的是出於意外，不得不露宿，在長時間不活動的情形下，能幫助你活下去的額外衣物。
6. 頭燈／手電筒：即使你打算天黑前回到車上，也要帶著頭燈或手電筒。
7. 急救包：登山一定會碰到陡峭的地形，滑溜溜的表面.......等等，所以非有急救包不可。
8. 火種：火種的火焰比火柴或打火機穩定，是快速點燃濕柴以升起緊急營火所不可或缺之物。
9. 火柴：除了固定需要的火柴或打火機外，另需準備緊急備用的火柴，用防水罐封妥。
10. 小刀：急救、烹調、修理甚至攀岩都要用到小刀，它是每一位登山者隨身必備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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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6LED露營燈
商品尺寸：φ9×高15cm
重量：125g
材質規格：ABS.6LED
使用電池：3顆3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全亮45小時
．單管120小時
．雙管60小時
．閃爍78小時
特性：可提、可掛、可立

DJ-7322 4716804073220

lamplight

XR-E Cree LED燈
-176Lumens

展開尺寸：長4.4×寬12.4cm
重量：486g
規格：1顆 XR-E CREE LED (176Lumens)
電池：3顆2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亮度100%-45小時
亮度 50%-180小時
閃爍燈-120小時
特性：可旋轉式焦點器；360度旋轉式提把；
具防水功能

燈具系列

燈具系列

DJ-7393 4716804073930

DJ-7392 4716804073923

8Watt Luxeon LED
露營燈-250 Luxeon

尺寸：高8.2×寬8.2×側寬18.2cm
重量：393.6g(不含電池)
材質：ABS+8 Watt Luxeon LED
電池：3顆1號電池(未附)
使用功能：50%/100%/閃/關
使用時間： 100%:45H / 50%:52H / 閃:92H

DJ-7380 4716804073800

XP-E(Q4) Cree LED
兩用營燈(聚光)
展開尺寸:長15.5×寬7cm
重量：298g
規格：1顆XP-E [Q4] Cree White LED(185Lumens)
電池：4顆3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亮度100% 25小時
亮度 50%-45小時
閃爍燈-50小時
電源指示燈 -2年
特色：1. 手電筒有聚焦功能
2. 亮度高、輕巧質感佳
3. 防水

DJ-7005 4716804070052

6LED夢幻燈(可充電式)
DJ-7390 4716804073909

鋁合金16 LED露營燈
尺寸：高16×(上φ5.5、底φ4.5)cm
重量：200g (不含電池)
材質：鋁合金+16LED
電池：3顆3號電池 (未附)
使用時間：約 90/80小時

展開尺寸：長15.8×寬5.5cm
重量：240g
規格：6顆超白光 LED；2顆橘光 LED
電池：4顆3號可充式電池(不含)；AC插頭
材質：ABS防火
特點：1. 採用超白光6LED，使用壽命可達
五萬小時。
2. 若使用2000mah鎳氫可充式電
池，白光照明時數長達12小時。
3. 體積輕巧、方便攜帶、適合外出郊
遊、露營、釣魚、登山使用。
4. 可重複充電，免續購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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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7006 4716804070069

3LED燈(附防蚊裝置)

展開尺寸：長6.2×寬6.2cm
重量：80g
規格：3顆超白光LED
材質：ABS
電池：2顆4號電池
特點：1. 請先安裝2顆4號電池(建議使用鹼性電池)
2. 將正面開關往前推出即可開起手電筒
3. 如到戶外郊遊、登山、露營需啟動電子
驅蚊氣時，將上拉環拉開即可
4. 本手電筒可連續照明8小時以上
5. 當手電筒亮度變弱時，代表電池電量不
足，請更換電池

DJ-7278 4716804072780

輕巧3LED燈(附警報裝置)
展開尺寸：長6.2×寬6.2cm
重量：80g
規格：3顆超白光LED
材質：ABS
電池：2顆4號電池
特點：1. 請先安裝2顆4號電池(建議使用鹼性電池)
2. 將正面開關往前推出即可開起手電筒
3. 將上拉環拉開即可啟動警報器功能
4. 本手電筒可連續照明8小時以上
5. 當手電筒亮度變弱時，代表電池電量不足，
請更換電池

0.5Watt Nichia White
露營燈 (觸控)

展開尺寸：長7.6×寬3.7cm
重量：74g
規格：1×0.5W Nichia White LED
電池：3顆4號電池 (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18hrs
特色：附3種功能座，旋轉即可更換底座，
戶外或室內皆適用

DJ-7257 4716804072575

DJ-7333 4716804073336

DJ-7180 4716804071806

展開尺寸：長13×寬8.5cm
重量：140g
規格：1直徑5mm Nichia White LED
電池：3個Ag3鈕扣電池 (已附)
使用時間：112小時
特性：1LED燈部份可扭出使用，有
五種工具，攜帶方便

展開尺寸：長16.7×寬14.6cm
重量：200g
規格：16LED+電扇
電池：4顆3號(未附)
使用時間：16顆LED燈-11hrs
風扇-10hrs
16顆LED+風扇-5hrs
特性：輕巧容易攜帶、三種使用方式、可掛
可站立。背面有磁鐵可與鐵片做貼合

展開尺寸：長8.8×寬8.8×高19.3cm
重量：862g
規格：1Watt Luxeon LED
電池：3顆1號電池 (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亮度100%-4天
亮度 50%-7.5天
亮度 25%-10.5天
閃爍燈—9.5天

多用途Nichia White
LED工具組

16LED+風扇
露營燈

DJ-7259 4716804072599

12 Nichia White
LED露營燈

展開尺寸：長27×寬16cm
重量：525g
規格：12顆 5mmNichia White LED
電池：4顆1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普通亮度：240小時
最高亮度：40小時
特性：LED燈持久性長，可依喜好調整
亮度、防水

46

DJ-7319 4716804073190

1Watt Luxeon
LED露營燈

DJ-7256 4716804072568
DJ-7330 4716804073305

7W螢光露營燈
-400lumens

展開尺寸：長8.8×寬22.6cm
重量：880g
規格：7W燈管
電池：3顆1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6小時
特性：360度防水防震提燈

充電式9W
雙管露營燈
展開尺寸：長36×寬19.5cm
重量：2.8kg
規格：5.2V 0.15A燈(夜燈)
2個9W光管
電池：6V 4.5AH充電電池(含)
使用時間： 一管9W光管-5小時
二管9W光管-3小時
變壓器：AC/DC 12V 500MA
遙控器使用電池：2顆4號電池

0.5watt Nichia
LED頭燈(可夾)

展開尺寸：長7×寬3.5cm
重量：72g
規格：1. 0.5Watt Nichia白LED
2. 紅LED
電池：1顆3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白LED亮度100%-6hrs
紅LED亮度100%-10hrs
紅LED亮度閃爍燈-20hrs
特性：紅燈能發揮夜視功能.防水

DJ-7336 4716804073367

1Watt LED頭燈

展開尺寸：長5.7×寬4.5cm
重量：60g
規格：1顆1 Watt LED+1顆RED LED
電池：3顆4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100%亮度-10hrs
50% 亮度-21hrs
閃爍（長按3秒)-35hrs
RED LED-80hrs
特性：使用省電、外型輕巧、攜帶方便，
三段式照明方式+警示燈功能

燈具系列

DJ-7332 4716804073329

DJ-7338 4716804073381

迷你2LED
+1紅色夜視頭燈

展開尺寸：長7×寬4cm
重量：36g
規格：2顆LED+1顆RED LED
電池：3顆4號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 2 白 LED---72hrs
1 紅 LED---94hrs
特性：使用省電、外型輕巧、攜帶方便，
二段式照明方式+警示燈功能

DJ-7250 4716804072506

3LED/氪氣頭燈

展開尺寸：長7.5×寬5.2×高5.5cm
重量：90g
規格：3顆×5mm白光LED ，
一顆×3V氪氣燈
操作：開>關
電池：3顆4號電池 (電池未附)
使用時間：1顆LED---80小時
氪氣燈---2.5小時
附帶：頭帶
特色：可自行調整角度、氪氣燈可達
200%亮度、可調整皮套、抗水

DJ-7279 4716804072797

兩用Nichia White
LED(聚光)頭燈

展開尺寸：長3×寬3×高4.8cm
重量：28g(含電池)
規格：1個直徑5mm×Nichia White LED
操作：開>關
電池：2顆CR2032 3V鋰電池 (已附)
使用時間：60小時(最高亮度2.5小時)
附帶：頭帶
亮度：1.8lumen
特性：1. 外型輕巧多功能設計
2. 可當夾帽燈
3. 頭燈

DJ-7193 4716804071936

DJ-7197 4716804071974

展開尺寸：長5×寬4.5×高6.5cm
重量：95g
規格：3顆LED、1顆氪氣燈
電池：3顆4號電池 (電池未附)
使用使間： 1LED-100小時
3LED-70小時(鹼性電池)

展開尺寸：長5×寬4.5×高6.5cm
重量：100g
規格：7顆LED
電池：3顆4號電池 (電池未附)
使用使間： 1LED---100小時
3LED---70小時
7 LED---20小時

3 LED頭燈

DJ-7321 4716804073213

0.5W LED手電筒(附頭罩)

展開尺寸：長7×寬1.3cm
重量：21g(含電池)
規格：0.5W 日本製白光LED (26lumen)
操作：開>關
電池：1顆四號電池 (已附)
使用時間：1.5小時
附帶：頭帶
亮度：26lumen
特性：1. 外型輕巧多功能設計
2. 匙扣型電筒
3. 可當夾帽燈
4. 頭燈

7 LED頭燈

DJ-7355 4716804073558

5 Nichia White
LED頭燈

展開尺寸：長5.5×寬3×高4.5cm
重量：140g
規格：直徑5mm×Nichia White LED
電池：3顆4號電池
使用時間： 1LED---100小時
3LED---35小時
5LED---25小時
閃燈---6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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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 SERIES
德晉 CAMPING
登山露營休閒用品系列

商品訂貨及付款方式
訂購方式
A、電話訂購：08-8691234、080-0390889
B、傳真訂購：08-8690204
C、E-mail訂購：dj22@ms14.hinet.net

高雄潮州東西向快速道路

仙吉
加油站

A、銀行匯款&ATM轉帳：

注意事項
A、以上報價皆為現金報價。
B、本報價未含5%稅額。
C、一般地區出貨未滿3500元，需加收運費80元。
(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運費另計，另行通知)
D、訂購後，約3個工作天交貨，如未能如期送貨，將另行通知。
E、目錄商品僅供參考，出貨顏色隨機出貨。
E、本公司有保留接受訂單與否的權利。
F、本報價會隨物價調整，以即時報價為準。
感謝支持!!

竹田
交流道

17

新園
鄉公所

路

媽祖

德晉公司 27

德晉門市

3
南二
高
速
公路
終點

戶名：德晉實業有限公司
銀行代號：808
銀行名稱：玉山商業銀行-東港分行
帳號：0978-940-130666
我們將以匯款日為買家訂貨日，請儘早匯款以利出貨。
B、貨到付款：貨運運送貨品並代收貨款

88

興安路

路

五
房
路

公

海

付款方式

萬丹/東港
交流道

鳳山
交流道
沿

請註明訂貨人姓名、電話、送貨地址、品項、數量、金額

1

高雄

雙園大橋
東港大橋

鹽

洲

路
沿海公路

東港鎮

17

往墾丁

公司地址：屏東縣新園鄉五房村(路)906號
公司電話：08-8691234 公司傳真：08-8690204
統一編號：86417370
E-mail：dj22@ms14.hinet.net
http://www.derjinn.com.tw
門市地址：屏東縣新園鄉五房村龍洲路72號(雙園大橋旁)
網路門市：http://www.camping1990.com.tw
門市電話：(08)869-1818
門市傳真：(08)869-0008
E-mail：camping1990@yahoo.com.tw
營業時間：早上10:00~晚上9:00（全年無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