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編織纜

UHMWPE Braided Rope 3mm #UR-3-4801104
規格：直徑 3mm；顏色灰黑；最高承受力 800 公斤
特性：特輕、有超強的耐磨性、潤滑性，高強度、性質
穩定、抗老化性能強、能浮於水面。在攝氏 200 度時是
不會熔化、不會變形、柔軟度高。於相同拉力下，比起
鋼索重量輕七倍。
用途：XGame 水上活動專用、海事、工業用

價格：$12 /每米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編織纜繩

UHMWPE Braided Rope #UR-5-4801104
規格：直徑 5mm；顏色鮮黃色；最高承受力 2,200 公
斤
特性：特輕、有超強的耐磨性、潤滑性，高強度、性質
穩定、抗老化性能強、能浮於水面。在攝氏 200 度時是
不會熔化、不會變形、柔軟度高。於相同拉力下，比起
鋼索重量輕七至九倍。
用途：XGame 水上活動、滑水、Wakeboarding、水
上高速拖帶遊戲專用

價格：$14 /每米
16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
16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8-P16RW 紅白間條
#SRII-8-P16BW 藍白間條
規格：直徑 8mm；外層 16 編織雙色；內芯 8 股單編白
色；破斷拉力 1,300 公斤
特性：吸濕性低、耐衝擊、高性能、耐熱、耐腐蝕、表
面光滑、柔軟、內部分子排列緊密、易收放、半浮沉、
滑輪流動性好，質量結構乎合國際賽事及安全標準。
用途：帆船、海事日用、工業用、戶外活動

價格：$10/每米
24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rice last updated in Apr 2021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
16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10-P16BW 藍白間條
#SRII-10-P16GW 綠白間條
規格：直徑 10mm；外層 16 編織雙色；內芯 8 股單編
白色；破斷拉力 2,000 公斤
特性：吸濕性低、耐衝擊、高性能、耐熱、耐腐蝕、表
面光滑、柔軟、內部分子排列緊密、易收放、半浮沉、
滑輪流動性好，質量結構乎合國際賽事及安全標準。
用途：小型帆船、海事日用、工業用、高空工作、戶外
救援

價格：$13/每米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
24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12-P24BW 藍白間條
#SRII-12-P24RW 紅白間條
#SRII-12-P24GW 綠白間條
規格：直徑 12mm；外層 24 編織雙色；內芯 16 股單
編白色；破斷拉力 3,200 公斤
特性：吸濕性低、耐衝擊、高性能、耐熱、耐腐蝕、表
面光滑、內部分子排列緊密但非常柔軟、易收放、重量
適中、半浮沉、滑輪流動性好，質量結構乎合國際賽事
及安全標準。性價比極高。
用途：比賽帆船、海事日用、工業用、高空工作、戶外
救援

價格：$21/每米

16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24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
24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14-P24RW 全紅
#SRII-14-P24BK 全黑
規格：直徑 14mm；外層 24 編織雙色；內芯 16 股單
編白色；破斷拉力 4,000 公斤
特性：吸濕性低、耐衝擊、高性能、耐熱、耐腐蝕、表
面光滑、內部分子排列緊密但非常柔軟、易收放、重量
適中、沉水、滑輪流動性好，質量結構乎合國際賽事及
安全標準。性價比極高。
用途：比賽帆船、頭帆、海事日用、工業用、高空工作、
戶外救援

價格：$31/每米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32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I
32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I-8-P32BKW 黑白碎花
規格：直徑 8mm；外層 32 編雙編花紋色；內芯 8 股單
編白色；破斷拉力 1,400 公斤
特性：高性能、高拉力、伸延性低、耐熱、特滑外層結
構、內部分子排列緊密、易收放、低靜電、滑輪流動性
好，不易破損、不易打結、不上氣、沉水、質量結構乎
合國際賽事及國家安全標準。性價比極高。

32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I
32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I-10-P32RW 紅白間條
#SRIII-10-P32BW 藍白間條
規格：直徑 10mm；外層 32 編織雙色；內芯 8 股單編
白色；破斷拉力 2,500 公斤
特性：高性能、高拉力、伸延性低、耐熱、特滑外層結
構、內部分子排列緊密、易收放、低靜電、滑輪流動性
好，不易破損、不打結、不上氣、沉水、質量結構乎合
國際賽事及國家安全標準。性價比極高。

用途：比賽級帆船操作繩、升降纜、滑輪、海事工程、
工業用吊貨、戶外救援
用途：比賽級帆船操作繩、升降纜、滑輪、海事工程、
工業用吊貨、戶外救援

價格：$11/每米
（特價）

價格：$17/每米

32 股聚酯纖維雙編織纜繩

Polyester Sailing Rope III
32 strand Double Braided
#SRIII-12-P32RW 紅白碎花
#SRIII-12-P32GW 綠白碎花
規格：直徑 12mm；外層 32 編雙編花紋色；內芯 8 股
單編白色；破斷拉力 3,500 公斤
特性：高性能、高拉力、耐熱、特滑外層結構、內部分
子排列緊密、易收放、低靜電、滑輪流動性好，不易破
損、不打結、不上氣、沉水、質量結構乎合國際賽事及
國家安全標準。性價比極高。
用途：比賽級帆船主繩、升降纜、滑輪、海事工程、工
業用吊貨、戶外救援

價格：$22/每米
雙編織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雙編織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價格：每套$47

價格：每套$82

Polyester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Polyester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DL-10-926311PD 白色
#DL-12-922221PD 天藍色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4.5m（固定）；雙股交錯編織 規格：直徑 12mm；長度 6m（固定）
；雙股交錯編織法；
法；破斷拉力 1,630 公斤
破斷拉力 1,935 公斤
特性：易收放、不吸水、延伸率低、長時間只有略微拉伸，特性：易收放、不吸水、延伸率低、長時間只有略微拉伸，
但比三股編織繩纜強、拉力特強、耐磨性高、良好繩結 但比三股編織繩纜強、拉力特強、耐磨性高、良好繩結
繫綁。每條纜均有一個專業拼接的 30cm 繫泊眼圈，以 繫綁。每條纜均有一個專業拼接的 30cm 繫泊眼圈，以
人手專業拼接，手工精良。
人手專業拼接，手工精良。
用途：適合 9 米以下小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繫綁裝 用途：適合 9 至 12 米長度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繫綁
備
裝備、高空工作、海上救援

Price last updated in Apr 2021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雙編織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已無貨

Polyester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DL-16-925531PD 黑色
規格：直徑 16mm；長度 7.5m（固定）
；雙股交錯編織
法；破斷拉力 3,800 公斤
特性：易收放、不吸水、延伸率低、長時間只有略微拉伸，
但比三股編織繩纜強、拉力特強、耐磨性高、良好繩結
繫綁。每條纜均有一個專業拼接的 30cm 繫泊眼圈，以
人手專業拼接，手工精良。
用途：適合 12 至 14 米長度高負載遊艇靠泊，頭尾側倒
纜、繫綁裝備、船上高空工作、海上救援

價格：已無貨
3 股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3 股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價格：每套$56

價格：每套$79

Polyester 3 Strand Twisted Dock Line
Polyester 3 Strand Twisted Dock Line
#DL-10-938321P3S 海軍藍色
#DL-12-938221P3S 海軍藍色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6m（固定）
；三股編織法；破 規格：直徑 12mm；長度 6m（固定）
；三股編織法；破
斷拉力 1,428 公斤
斷拉力 2,040 公斤
優質聚酯纖維繩纜，是聚酯錨固捲軸的中等價格替代品 優質聚酯纖維繩纜，是聚酯錨固捲軸的中等價格替代品
特性：中等彈性、高強度、高抗紫外線等級、特別適用 特性：中等彈性、高強度、高抗紫外線等級、特別適用
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耐磨性，抗海 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耐磨性，抗海
洋生物、耐蟲蛀、抗腐蝕強、耐霉爛、耐燃油和化學腐 洋生物、耐蟲蛀、抗腐蝕強、耐霉爛、耐燃油和化學腐
蝕，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的一端都有一個 30cm 蝕，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的一端都有一個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
用途：適合 9 米以下小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
用途：適合 9 至 12 米長度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

3 股聚酯纖維靠泊船纜

Polyester 3 Strand Twisted Dock Line
#DL-16-938531P3S 海軍藍色
規格：直徑 16mm；長度 7.5m（固定）
；三股編織法；
破斷拉力 3,010 公斤
優質聚酯纖維繩纜，是聚酯錨固捲軸的中等價格替代品
特性：中等彈性、高強度、高抗紫外線等級、特別適用
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耐磨性，抗海
洋生物、耐蟲蛀、抗腐蝕強、耐霉爛、耐燃油和化學腐
蝕，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的一端都有一個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
用途：適合 12 至 14 米長度高負載遊艇靠泊，頭尾側
倒纜

價格：每套$139

Price last updated in Apr 2021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雙編織尼龍纖維靠泊船纜 已無貨

雙編織尼龍纖維靠泊船纜

價格：已無貨

價格：每套$42

雙編織尼龍纖維靠泊船纜 已無貨

3 股尼龍纖維靠泊船纜

Nylon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Nylon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DL-10-625311ND 黑色
#DL-10-626311ND 白色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4.5m（固定）；雙股交錯編織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4.5m（固定）；雙股交錯編織
法；破斷拉力 1,830 公斤
法；破斷拉力 1,830 公斤
這是最強以及最容易處理的的繩纜，核心部份及編織方 這是最強以及最容易處理的的繩纜，核心部份及編織方
法屬最高質量標準
法屬最高質量標準
特性：伸延性少、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 特性：伸延性少、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
線、特別適用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 線、特別適用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
耐磨性，抗海洋生物、雙股交錯編織繩纜的伸延性較少， 耐磨性，抗海洋生物、雙股交錯編織繩纜的伸延性較少，
但拉力比同直徑三股編織法繩纜更強、每條繩的一端都 但拉力比同直徑三股編織法繩纜更強、每條繩的一端都
有一個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另一端亦有專業 有一個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另一端亦有專業
尾部處理。
尾部處理。
用途：適合 9 米以下小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
用途：適合 9 米以下小遊艇靠泊，頭尾側倒纜

Nylon Double Braided Dock Line
Nylon 3 Strand Twisted Dock Line
#DL-12-626XXXND 黑色
#DL-16-636531N3S
規格：直徑 12mm；長度 10.6m（固定）；雙股交錯編 規格：直徑 16mm；長度 7.5m（固定）；三股編織法；
織法；破斷拉力 2,240 公斤
破斷拉力 3,404 公斤
這是最強以及最容易處理的的繩纜，核心部份及編織方 優質尼龍纖維繩纜，是受力強而下易處理的纜索，而且
法屬最高質量標準
是性優比高的最佳選擇
特性：伸延性少、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 特性：伸延性少、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
線、特別適用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 線、特別適用於熱帶、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
耐磨性，抗海洋生物、雙股交錯編織繩纜的伸延性較少， 耐磨性，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的一端都有一個
但拉力比同直徑三股編織法繩纜更強、每條繩的一端都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
有一個 30cm 預先專業手工拼接眼圈，另一端亦有專業 用途：適合 12 至 14 米長阻力大、負載強的遊艇靠泊，
尾部處理。
頭尾側倒纜
用途：適合 12 至 14 米長度高負載遊艇靠泊，頭尾側倒
纜
價格：每套$116

價格：已無貨
雙編織聚酯纖維防撞球繩索

雙編織尼龍纖維防撞球繩索

Polyester Double Braided Fender Line
Nylon Double Braided Fender Line
#FL-10-926392ND 白色
#FL-10-626392ND 白色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1.8m（固定）；雙股交錯編織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1.8m（固定）；雙股交錯編織
法；破斷拉力 1,630 公斤
法；破斷拉力 1,830 公斤
專為連繫防撞球而設，一端已預設一個手工專業交織編 專為連繫防撞球而設，一端已預設一個手工專業交織編
成的 13cm 眼圈。可直接套進防撞球
成的 13cm 眼圈。可直接套進防撞球
特性：不吸水、延伸率低、長時間只有略微拉伸，拉力 特性：能抵禦高撞擊力及突如其來的強大拉力，浮水、
特強、耐磨性高、良好繩結繫綁。能抵禦高撞擊力及突 耐磨、抗腐蝕強、抗海鹽、抗 UV、抗霉爛、不扭繩、耐
如其來的強大拉力，耐磨、抗腐蝕強、抗海鹽、抗 UV、 燃油和化學腐蝕。
抗霉爛、不扭繩、耐燃油和化學腐蝕。
用途：船身懸掛防撞球專用索
用途：船身懸掛防撞球專用索

價格：每套兩條，$41

Price last updated in Apr 2021

價格：每套兩條，$44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3 股尼龍纖維防撞球繩索

Nylon 3 Strand Twisted Fender Line
#FL-10-636392N3S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1.8m（固定）；三股編織法；
破斷拉力 1,530 公斤
專為連繫防撞球而設，一端已預設一個手工專業三股交
織編成的 13cm 眼圈。可直接套進防撞球兩端
特性：能抵禦高撞擊力及突如其來的強大拉力、浮水、
抗腐蝕強、抗 UV、耐磨性高、良好繩結繫綁。不扭繩、
耐燃油和化學腐蝕，亦可自行調節眼圈直徑及改為雙眼
圈。
用途：船身懸掛防撞球專用索

價格：每套兩條，$42
雙編織尼龍纖維繫錨繩纜

雙編織尼龍纖維繫錨繩纜 已無貨

價格：每套$188

價格：已無貨

3 股聚酯纖維繫錨繩纜

3 股聚酯纖維繫錨繩纜

價格：每套$255

價格：每套$1,151

Nylon Double Braided Anchor Line
#AL-10-626320ND 白色
規格：直徑 10mm；長度 30m（固定）
；雙股交錯編織
法；破斷拉力 1,830 公斤
是錨繩之中最優秀產品，以最高級別尼龍纖維製造，強
度高但容易處理
特性：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線、有非常
好的乾濕耐磨性，抗海洋生物、雙股交錯編織繩纜的伸
延性較少，而拉力比同直徑的三股編織法繩纜更強、每
條繩纜的末端都有專業手工拼接的不鏽鋼錨鍊圈，另一
端亦有專業尾部處理。是本會最暢銷產品之一。
用途：最適合 9 米以下小遊艇錨泊、海事工程、工業用
輕量吊貨

Polyester 3 Strand Twisted Anchor Line
#AL-12-936220P3S
規格：直徑 12mm；長度 30m（固定）
；三股編織法、
破斷拉力 2,040 公斤
這是中級價與高級之間之聚酯纖維產品，亦是性價比高
產品之一
特性：少許彈性、高強度、耐磨性高、可抗紫外線、特
別適用於戶外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耐磨性，
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纜的末端都有專業手工拼
接的不鏽鋼錨鍊圈，另一端亦有專業尾部處理。
用途：最適合 14 米以下遊艇錨泊、海事工程、工業用
吊貨

Price last updated in Apr 2021

Nylon Double Braided Anchor Line
#AL-12-626240ND 白色
規格：直徑 12mm；長度 60m（固定）
；雙股交錯編織
法；破斷拉力 2,240 公斤
是錨繩之中最優秀產品，以最高級別尼龍纖維製造，強
度高但容易處理
特性：高強度、浮水、耐磨性高、可抗紫外線、有非常
好的乾濕耐磨性，抗海洋生物、雙股交錯編織繩纜的伸
延性較少，而拉力比同直徑的三股編織法繩纜更強、每
條繩纜的末端都有專業手工拼接的不鏽鋼錨鍊圈，另一
端亦有專業尾部處理。
用途：最適合 14 米以下小遊艇錨泊、海事工程、工業
用輕量吊貨

Polyester 3 Strand Twisted Anchor Line
#AL-16-936560P3S 白色
規格：直徑 16mm；長度 91m（固定）
；三股編織法、
編織法；破斷拉力 3,010 公斤
優質尼龍纖維繩纜，是受力強而下易處理的纜索，而且
是性優比高的最佳選擇
特性：少許彈性、高強度、耐磨性高、可抗紫外線、特
別適用於戶外陽光長期照射、有非常好的乾濕耐磨性，
易於拼接，不易移位、每條繩纜的末端都有專業手工拼
接的不鏽鋼錨鍊圈，另一端亦有專業尾部處理。
用途：最適合 17 米以下遊艇錨泊、海事工程、工業用
吊貨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16 股尼龍纖維多用途繩索
Nylon 16 Strand Diamond Braided Rope
#GP-600503N16S

32 股尼龍纖維多用途繩索

Nylon 32 Strand Braided Heavy Duty Rope
#HDL-650203N32S
規格：直徑 16mm；16 股編織雙色；內芯單編白色； 規格：直徑 12mm；32 股編織雙色；內芯單編白色；
破斷拉力 3,573 公斤
全卷 30m；破斷拉力 2,464 公斤
是高品質、性價比高的多用途繩索
是高品質、可靠、性價比高的多用途繩索
特性：少許彈性、高強度、承重高、浮水、耐磨性高， 特性：直徑細少、但高強度、浮水、承重高、少延伸、
捆綁後不易移位、適合使用任何繩結。
耐用、耐磨性極高，捆綁後不易移位、適合使用任何繩
用途：合船舶、遊艇船上吊運、固定重物、海事工程、 結。
滑輪吊貨
用途：專為軍事用途而設計，歐美中軍用物資指定標
全長 60 米
準、合船舶、遊艇上吊運、直升機吊運、固定重物、海
事工程、滑輪吊貨、工業安全用途
價格：$13/米
全長 30 米

價格：$16/米

雙層聚酯纖維繫錨繩纜
Polyester Double Braided Anchor Line
#SKH-AL-12PDW

規格：直徑 12mm；16 股編織白色；內芯單編白色；
破斷拉力 3,000 公斤，全長 200 米
是好品質、性價比高的多用途繩索
特性：少許彈性、高強度、承重高、不浮水、耐磨性高，
捆綁後不易移位、適合使用任何繩結。
用途：合船舶、遊艇靠泊、固定重物、滑輪吊貨

價格：$1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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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尼龍纖維繫錨繩纜
Nylon 3 Strand Twisted Anchor Line
#SKH-AL-14PDW

規格：直徑 14mm；三股編織法、破斷拉力 2,000 公
斤
這是是性價比高產品之一，全長 200 米
特性：少許彈性、高強度、耐磨性高、易於拼接，不易
移位、浮水。
用途：最適合 13 米以下遊艇錨泊、海事工程、日用吊
貨

價格：$9/米

註：尼龍=浮水; 聚酯纖維=不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