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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WIRE 性能表現等級

我們的產品線非常的齊全，從最頂級到入門等級的產品一應俱全。為了讓大家能更清楚了解我們產品等級的分類，所有的
DIY線組、內線、線管都將區分成四個等級:

性能表現等級

尊爵款
頂級,競賽等級產品

專業款
高性能且長效持久表現力的外管和內管

通用款
兼具耐用與優秀性能的OEM等級修補產品

基本款
經濟且值得信賴的修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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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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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塊相關
適用於碳纖維輪圈 在乾式路況的優異

制動力，適用鋁合

金輪圈

全天候路況專用材質 複合材質優異效能

特色，適用濕式路

況使用

 

技術的細節

ULTRA-SLICK

輕量化設計 經奈米級研磨製程，

提供迅速、精確手感

SLICK-LUBE

線管內含順滑全注

油內管®

線管與內線加長版  Jagwire 萬向接頭

油管需搭配 Jagwire

快速接頭組

 摺疊車/小徑車專

用線組

 

內線與鋅頭的關係
單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變速，另一邊點焊處理

 單邊鋅頭內線：

Campagnolo® 變速，

另一邊點焊處理

雙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變速，另一邊為

Campagnolo   變速

 

雙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系統專用，一邊為

煞車，另一邊為變速

單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公路車煞車，另一邊

點焊處理

 
 

單邊鋅頭內線：

Campagnolo®公路車煞

車，另一邊點焊處理

 

 

雙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公路車煞車，另一邊為

SRAM® 和Shimano® 

登山車煞車

單邊鋅頭內線：

SRAM® 和 Shimano® 

登山車煞車鋅頭，另

一邊點焊處理

 

不同車種，不同功用
公路車系統相關。

產品包含: 線管組、

內線鋅頭、煞車塊.. 等

登山車系統相關。

產品包含: 線管組、

內線鋅頭、煞車塊、

碟煞系統、油管.. 等

通用款車種專用

不同系統，不同用途
適用於煞車和變速系統 適用於變速系統 適用於油壓碟煞系統

適用於登山車機械碟

煞、夾器系統

適用於公路車與

登山車機械夾器

煞車系統

HYDRO-BRAKE

適用於公路車

機械夾器煞車

系統

適用於所有煞車

系統、包含油壓

碟煞與機械碟煞

系統

 

適用市面上常見

的線控撥桿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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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款 輕量化鋁合金節式線組

2019 產品型錄

鋁合金節式線管，完美地結合產品的耐用性及與眾不同的風格。顏
色選擇包含陽極黑、陽極紅、陽極銀、陽極金、陽極藍與限量綠，
完美呈現絕佳品質與獨特的感官設計。

但，究竟節式線管為何優於傳統線管呢？節式結構，具備超低壓縮
比的特性，能夠傳遞精準的變速效能，直接又敏銳的煞車手感，以
及最順暢的折彎角度。此外，鋁合金材質具體表現出輕量化的特
點，重量上都遠比標準環狀煞車線管或是直絲變速線管來的輕、
巧。

採用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管技術，
不僅大幅降低摩擦力，更可讓您享受前所為有的騎乘快感！

產品特色：

• 超低壓縮比的特性，不僅提供精準的變速效能，亦具備直接敏銳
的煞車手感

• 節式線管預先組裝，為您的組裝作業帶來便利性與省時

• 輕量化鋁合金結構，重量較標準變速線管輕20%，較標準環狀煞
車線管輕50%

• 透過奈米級研磨內線將系統摩擦係數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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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線管外徑: 5.0 mm

煞車線管長度:

公路車輕量鋁合金節式煞車線管-尊爵款 (Road Elite Link Brake)

公路車輕量化鋁合金節式變速線組-尊爵款 (Road Elite Link Shift)

RCK750
陽極黑

RCK751
陽極銀

RCK752
陽極金

RCK753
陽極紅

RCK754
陽極藍

RCK757
限量綠

RCK700
陽極黑

RCK701
陽極銀

RCK702
陽極金

RCK703
陽極紅

RCK704
陽極藍

RCK707
限量綠

ULTRA-SLICK

ULTRA-SLICK

變速內線材質: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 公路車

線管長度: 前段 2300mm / 後段 2300mm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1條　400mm 節式線管搭配 2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400mm 節式線管搭配 143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300mm 節式線管搭配 112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2條　230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搭配 30 顆節式線管
2條　4mm LEX-SL 直絲結構變速線管 (300mm)
2顆　標準端套
2顆　定格調整螺絲
2顆　4mm / 4mm 導引端套
4顆　轉接端套 - 節式線管轉接 4mm 變速線管
2顆　同色系線尾帽

10顆　迷你型車架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1顆　防塵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1條 　400mm 節式線管搭配 2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400mm 節式線管搭配 13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240mm 節式線管搭配 71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135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前變速使用
1條 　235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後變速使用搭配 26 顆節式線管
2條 　CGX 高碳鋼環狀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300 mm)
2顆 　標準端套
2顆 　定格調整螺絲
2顆 　4mm/4mm 導引端套
2顆 　轉接端套 - 轉接 5mm C型煞車夾器轉接端套
2顆 　轉接端套 - 節式線管轉接 5mm 煞車線管
2顆 　同色系線尾帽
7顆 　迷你型車架保護套
3顆 　防刮墊圈
2顆 　線管集線器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5.0mm

變速線管長度:
1400mm
(若須要額外的節式線管/內管，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公路車

線管長度: 前段 1350mm / 後段 2350mm

DIY 線組

• 專門為公路車設計之高性能鋁合金節式變速線管組
• 節式結構，小折彎角度仍提供敏銳的變速流暢度
• 鋁合金材質，重量較標準變速線管輕20%
• 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管技術，特有的低摩擦係數，全面提升變速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針對全通車款、大尺寸車架或對節式線管/內管有更多需求者，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54頁

順滑全注油內管® 鋁合金節式線管 端套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鋁合金節式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煞車線管: 煞車內線材質: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1300mm
(若須要額外的節式線管/內管，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

鋁合金節式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專門為公路車設計之高性能鋁合金節式煞車線管組
• 節式結構，提供最順暢的折彎角度，以達到最佳零壓縮與直接的煞車手感
• 鋁合金材質，重量較標準煞車線管輕50%
• 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管技術，特有的低摩擦係數，全面提升煞車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針對全通車款、大尺寸車架或對節式線管/內管有更多需求者，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54頁

順滑全注油內管® 鋁合金節式線管 端套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公路車 變速 奈米級
研磨內線

輕量化

公路車 煞車 奈米級
研磨內線

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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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款 輕量化鋁合金節式線管
鋁合金節式線管，完美地結合產品的耐用性及與眾不同的風
格。顏色選擇包含陽極黑、陽極紅、陽極銀、陽極金、陽極
藍與限量綠，完美呈現絕佳品質與獨特的感官設計。

但，究竟節式線管為何優於傳統線管呢？節式結構，具備超
低壓縮比的特性，能夠傳遞精準的變速效能，直接又敏銳的
煞車手感，以及最順暢的折彎角度。此外，鋁合金材質具體
表現出輕量化的特點，重量上都遠比標準環狀煞車線管或是
直絲變速線管來的輕巧。

採用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
管技術，不僅大幅降低摩擦力，更可讓您享受前所為有的
騎乘快感！

產品特色：

• 超低壓縮比的特性，不僅提供精準的變速效能，亦具備
直接敏銳的煞車手感

• 節式線管預先組裝，為您的組裝作業帶來便利性與省時

• 輕量化鋁合金結構，重量較標準變速線管輕20%，較標
準環狀煞車線管輕50%

• 透過奈米級研磨內線將系統摩擦係數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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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700
陽極黑

MCK701
陽極銀

MCK702
陽極金

MCK703
陽極紅

MCK704
陽極藍

MCK707
限量綠

MCK750
陽極黑

MCK751
陽極銀

MCK752
陽極金

MCK753
陽極紅

MCK754
陽極藍

MCK757
限量綠

登山車輕量化鋁合金節式煞車線組-尊爵款 (Mountain Elite Link Brake)

線管長度: 前段 1350mm / 後段 2350mm

ULTRA-SLICK

ULTRA-SLICK

登山車輕量化鋁合金節式變速線組-尊爵款 (Mountain Elite Link Shift)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1條　450mm 節式線管搭配 2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450mm 節式線管搭配 92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380mm 節式線管搭配 11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310+350mm 節式線管搭配 13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150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前變速使用
1條　230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後變速使用搭配 30顆節式線管
4顆　轉接端套 - 節式線管轉接 4mm 變速線管
2顆　同色系線尾帽

15顆　迷你型車架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1顆　防塵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1條　450mm 節式線管搭配 2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450mm 節式線管搭配 1300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280mm 節式線管搭配 610mm 順滑全注油內管®

1條　135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前變速使用
1條　235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 後變速使用搭配25顆節式線管
2顆　彎管端套
2顆　轉接端套 - 節式線管轉接 5mm 煞車線管
2顆　同色系線尾帽
7顆　迷你型車架保護套
3顆　防刮墊圈
2顆　煞車器彎管防塵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DIY 線組

• 專門為登山車設計之高性能鋁合金節式變速線管組
• 節式結構，小折彎角度仍提供敏銳的變速流暢度
• 鋁合金材質，重量較標準變速線管輕20%
• 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管技術，特有的低摩擦係數，全面提升變速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針對全通車款、大尺寸車架或對節式線管/內管有更多需求者，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54頁

• 專為登山車設計之高性能鋁合金節式煞車線管組
• 節式結構，提供最順暢的折彎角度，以達到最佳零壓縮與直接的煞車手感
• 鋁合金材質，重量較標準煞車線管輕50%，比克維拉(Kevlar®)煞車線管輕30%
• 線管搭配獨家研發全注油內管技術，特有的低摩擦係數，全面提升煞車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針對全通車款、大尺寸車架或對節式線管/內管有更多需求者，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54頁

順滑全注油內管® 鋁合金節式線管 端套

順滑全注油內管® 鋁合金節式線管 端套

變速線管長度: 2240mm
(若須要額外的節式線管/內管，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5.0mm

鋁合金節式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變速內線材質: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煞車線管長度:

煞車線管:

1430mm
(若須要額外的節式線管/內管，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

鋁合金節式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煞車內線材質: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 / Shimano® 登山車

適用系統: SRAM® / Shimano® 登山車

線管長度: 前段 1500mm / 後段 2300mm

登山車 變速 奈米級
研磨內線

輕量化

登山車 煞車 奈米級
研磨內線

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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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款 低摩擦全防護線組
尊爵款低摩擦全防護線組內的全防護內管，走線組裝搭配密封型保護套，能有效防止汙泥進入線管內部，避免影響作動。
這款線組提供三款的易於搭配車款的色系，並且極致地結合全防護與低摩擦的性能。

此外，為確保摩擦係數最小的效能，獨家開發奈米級研磨不銹鋼低摩擦內線搭配滑順全注油內管®，全面提昇變速性能並
增進煞車手感與作動力。

  

產品特色：

• 從頭到尾全防護內走線組裝，有效防止汙泥進入線管內部影響作動

全新奈米級研磨不銹鋼低摩擦內線結合滑順全注油內管®，降低摩擦係數，提供操控的準確與穩定性能

•

•

內含輕量化XEX變速外殼，重量較傳統變速外殼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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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車低摩擦全防護煞車線管-尊爵款 (Road Elite Sealed Brake )

適用系統:

線管長度: 前段 1350mm / 後段 2000mm

SCK000 SCK001 SCK002

線管長度: 前段 2300mm / 後段 2300mm

SCK050 SCK051 SCK052

CSX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1條 3200mm XEX 變速線管
1條 2300mm STS-EL奈米級研磨不銹鋼內線
2條 2225mm 滑順全注油內管  
4顆 標準銅端套
7顆 標準鋁端套適用5mm 線管
2顆 標準鋁端套適用4mm 線管
2顆 定格調整螺絲 (4/5mm)
2顆 導引端套 (4/5mm)
2顆 免工具線尾帽
2顆 密封保護套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SLICK-LUBE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1條 2200mm CSX 煞車線管
1條 1350mm STS-EL奈米級研磨不銹鋼內線
1條 2000mm STS-EL奈米級研磨不銹鋼內線
1條 1275mm 滑順全注油內管®

1條 1975mm 滑順全注油內管®

2顆 標準銅端套
4顆 標準鋁端套
2顆 免工具線尾帽
2顆 密封保護套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DIY 線組

滑順全注油內管®

®

編織鋼線 外層批覆層(顏色) STS-EL 極致低摩擦內線

變速線管: XEX 編織鋼線結構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5.0mm

變速線管長度: 3200mm

變速內線材質: STS-EL 奈米級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 / Shimano® 公路車及登山車

祕密黑 白色 高貴紅

祕密黑 白色 高貴紅

••　奈米級研磨不銹鋼低摩擦內線搭配滑順全注油內管®，特有的低磨擦係數，全面提升變速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此款 DIY 線組為搭配 2.4mm 內管，購買前請注意是否符合您的自行車使用
•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 54 頁
•　考量到市面上大多數高階款登山車是搭配油壓煞車系統或是機械剎車系統，因此全防護煞車線管目前僅適用在公路車

高碳鋼絲 外層批覆層(顏色) STS-LF 極致低摩擦內線滑順全注油內管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煞車線管長度: 2200mm

CSX 高碳鋼 , 極低壓縮比環狀 
結構煞車線管 煞車內線材質: STS-EL 奈米級研磨不銹鋼內線

SRAM®/Shimano®公路車

www.jagwire.com

低摩擦全防護變速線管-尊爵款 ( Elite Sealed Shift)
••　奈米級研磨不銹鋼低摩擦內線搭配滑順全注油內管®

®

，特有的低磨擦係數，全面提升變速性能並改善手感與作動力
•　輕量化 XEX 變速線管，比傳統變速線管輕量近30%
•　此款DIY 線組為 5mm 變速線管搭配 1.9mm 內管，購買前請注意是否符合您的自行車使用
•　另有販售維修配件包，詳細請參考第54頁

通用款車種專用 變速 輕量化

公路車 煞車 輕量化

XEX

ULTRA-SLICK

奈米級
研磨內線

ULTRA-SLICK

奈米級
研磨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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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款 變速線組
專業款變速線組提升產品性能與特性，專業版選用高精研磨內線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提供精準變速手感和長效持久的表現。
DIY 線組有1x以及2x 兩款；其內包裝含公路車以及登山車所需的一車份組車零配件，讓你輕而易舉地組車安裝。
此外，專業款變速線共有10種多樣顏色可和專業款煞車線和油管相互搭配。

產品特色：

•　高精研磨內線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 提供了精準變速手感以及長效持久的表現
•　包含了公路車及登山車在安裝上所需的所有零配件
•　提供較長的外殼與內線，就算是較大車架的自行車也無慮
•　2x 變速DIY 線組適用於前/後變速系統；而 1x 則適用於後變速系統或是內變速器自行車
•　黑色線組包括亮光黑色外殼搭配燙銀色logo；而秘密黑色外殼則是平光黑色外殼印同色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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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版 變速 (2x Pro Shift)
••　高精研磨內線以及順滑全注油內管® 提供了精準變速手感
•　內含整車份線管及適用各車架的端套
•　內線、線管的表現力優於 OEM標準規格
•　額外提供240mm 超彈性線管適用於 Shimano® RD-R9100和 RD-R8000 後變速系統安裝

專業版 變速 (1x Pro Shift)
••　高精研磨內線以及順滑全注油內管® 提供了精準變速手感
•　內含整車份端套，適用後變速或是內變速花鼓類型使用
•　內線、線管的表現力優於 OEM標準規格

SLICK-LUBE

SLICK-LUBE

PCK500
黑色

PCK501
銀河灰

PCK502
有機綠

PCK503
白色

PCK504
高貴紅

PCK505
西帝藍

PCK506
橘色

PCK507
鵝黃

PCK508
必洋奇藍 

PCK509
神秘黑

PCK550
黑色

PCK551
銀河灰

PCK552
有機綠

PCK553
白色

PCK554
高貴紅

PCK555
西帝藍

PCK556
橘色

PCK557
鵝黃

PCK558
必洋奇藍 

PCK559
神秘黑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XEX-SL

滑順全注油內管®

內管 直絲結構 外層披覆

內層披覆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XEX-SL

滑順全注油內管®

內管 直絲結構 外層披覆

內層披覆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4.0mm

1條　3200mm LEX-SL 變速線管
1條　2300mm STS-PS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前變速使用
1條　2800mm STS-PS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後變速使用
1條　240mm CGX-SL 4mm 變速線管
1顆　導引端套 (4/4 mm)
3顆　密封鋁端套
6顆　襯裡鋁端套

變速線管長度： 3200mm

內裝包含變速零件：

LEX 直絲結構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線管長度: 前段 2300mm / 後段 2800mm

變速內線材質: STS-PS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DIY 線組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4.0mm

1條　2200mm LEX-SL 變速線管
1條　2800mm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變速使用
2顆　密封鋁端套
4顆　襯裡鋁端套
1顆　防污泥端套
1顆　線尾帽
1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3顆　防刮墊圈
1顆　線管集線器

變速線管長度： 2200mm

內裝包含變速零件：

LEX 直絲結構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SRAM®/Shimano®公路車及登山車

線管長度: 後段 2800mm

變速內線材質: STS-PS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公路車及登山車

通用款 變速 雙系統 全注油

通用款 變速 雙系統 全注油

LEX - SL

LEX - SL

2顆　防汙泥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6顆　防刮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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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款公路車 / 登山車煞車線組提供精進的產品性能與特性。與專業款
公路車線組相同，專業款登山車線組將和變速線組分開來銷售。讓你
在顏色搭配上能有更多元的組合。

選用高精研磨內線，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大幅度減少摩擦係數。
此外，直絲結構結合克维拉(Kevlar®) 強化編織層的煞車線管，提供最佳
零壓縮的煞車手感。專業款登山車線組內含一車份組車需求的零配件，
讓你輕而易舉的組車安裝。

產品特色：

•　選用高精研磨內線，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 以及克维拉(Kevlar®)
　  強化線管來強化煞車效能
•　一組包裝內含一車份組車需求零配件
•　提供較長的線管與內線，就算是較大車架的自行車也無慮
•　共有10 種多樣顏色供選擇
•　黑色線組包括亮光黑色線管搭配燙銀色logo；而神秘黑色外殼則是平光黑色線管印同色logo

專業款 煞車線組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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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CK-LUBE

PCK200
黑色

PCK201
銀河灰

PCK202
有機綠

PCK203
白色

PCK204
高貴紅

PCK205
西帝藍

PCK206
橘色

PCK207
鵝黃

PCK208
必洋奇藍

PCK209
神秘黑

公路車煞車組-專業版 (Road Pro Brake)
•

克维拉(Kevlar®) 煞車線管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登山車煞車組-專業版 (Mountain Pro Brake)
•

SLICK-LUBE

PCK400
黑色

PCK401
銀河灰

PCK402
有機綠

PCK403
白色

PCK404
高貴紅

PCK405
西帝藍

PCK406
橘色

PCK407
鵝黃

PCK408
必洋奇藍

PCK409
神秘黑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DIY 線組

公路車 煞車 雙系統 全注油

登山車 煞車 登山車 全注油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1條　3000mm KEB-SL 變速線管
1條　1500mm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變速使用
1條　2800mm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變速使用
2顆　標準端套
2顆　襯裡端套
2顆　POP 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環扣式保護套
3顆　防刮墊圈
2條　EZ 彎管
( 公路車專用線管連結彎管)

煞車線管長度： 3000mm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克维拉(Kevlar®)輕量煞車 
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線管長度: 前段 1500mm / 後段 2800mm

煞車內線材質: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公路車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4顆　襯裡端套
2顆　POP 端套
3顆　防刮墊圈
2顆　5G 環扣式保護套
2顆　線尾帽
2顆　線管集線器

煞車線管長度： 3000mm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煞車線管： 克维拉(Kevlar®)輕量煞車 
線管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線管長度: 前段 1500mm / 後段 2800mm

煞車內線材質: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登山車

煞車線管克维拉(Kevlar®)

• 直絲結構搭配強化編織克維拉(Kevlar
• 高精研磨內線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  強化煞車效能
• 外觀上多樣化選擇，從經典色到各種個性化顏色均有提供

• 直絲結構搭配強化編織克維拉(Kevlar
• 高精研磨內線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 強化煞車效能
• 外觀上多樣化選擇，從經典色到各種個性化顏色均有提供

)，最佳零壓縮的煞車手感®

®

)，最佳零壓縮的煞車手感®

KEB - SL

KEB -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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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座桿已經快速成為登山車的標準配備了! Jagwire 伸縮座桿線組幫助您在調整座椅昇降時更順暢，DIY 線組包括專屬伸
縮座桿線組使用的 0.8mm 高精研磨內線，其光滑的表面處理可使內線作動時更滑順，且提升了手感的順暢度。DIY 線組內
包裝整車份組裝零配件，讓你輕而易舉的組車安裝。

產品特色：

•　全新高精研磨內線搭配滑順全注油內管®，使內線作動時更耐用，且提昇了手感的順暢度
•　整組配件包含完整的伸縮座桿線組所需的內線和線管
•　Jagwire 伸縮座桿線組適用市面上常件的線控撥桿系統

 

專業款 伸縮座桿線組

2019 產品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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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座桿線組 - 專業款  ( Pro Dropper) 
•　高精研磨內線搭配滑順全注油內管®，提昇了升降座桿的作動性
•　內含整車份線管，適用內走線伸縮座桿
•　0.8mm 內線僅適用在伸縮座桿
•　新一代超彈性線管結構，改善了內走線伸縮座桿之作動性能，也更能靈活的運用在較嚴苛的走線角度上

PCK600
黑色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XEX-SL

滑順全注油®

內管 直絲結構 外層披覆

內層披覆 SLICK-LUBE

www.jagwire.com

DIY 線組

升降座桿線管：

升降座桿線管外徑：4.0mm

1條　1700mm FLEX-SL超彈性線管
1條　2000mm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升降座桿線組使用
2顆　密封鋁端套
2顆　襯裡鋁端套
1顆　線尾帽
1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1顆　線管集線器

升降座桿線管長度：1700mm

包裝內含零件：

超彈性線管搭配全注油內管®

內線長度: 2000mm

內線材質: 高精研磨不銹鋼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公路車 / 登山車

通用款 升降座桿 雙系統 全注油

FLEX -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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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款 油壓碟煞線管
為符合多樣化的油壓碟煞系統，其對階的油管就會更顯複雜許多。獨家技術結合機車
專用油壓碟的設計概念、原理，研發出一套 Quick-Fit™ 油壓碟煞專用線管&快速接頭
組，以適用在各種不同的油管接頭。專業版通用款線管操作上更安全且於操作。

油壓線管材質採用克维拉(Kevlar®) 強化編織層包覆鐵氟龍內管，耐高溫、抗拉的特性，
能夠有效的降低因熱傳導、熱堆積而產生的煞車效能損失、失效問題。每條油壓線管都
含兩端 Quick-Fit™ 萬向接頭，組裝時，僅需依照所需的長度裁切油壓管線，並搭配一
盒適用型號的快速接頭配件，即可滿足一車份的組裝需求。

產品特色：

••　採用克维拉(Kevlar®) 強化編織層包覆鐵氟龍內管，耐高溫、抗拉的特性，能有效的降
　  低因熱傳導、熱堆積而產生的煞車效能損失、失效問題 

•　每條油壓線管都含兩端 Quick-Fit™ 萬向接頭，可搭配適用型號的快速街頭配件做組裝

•　專業版油壓碟煞專用線管組提供12種顏色

•　黑色線組包括亮光黑色線管搭配燙銀色logo ；而神秘黑色線管則是平光黑色線管印同色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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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碟煞專用線管組-專業款 (Mountain Pro Hydraulic Hose)
•　採用克维拉(Kevlar®)強化編織層包覆鐵氟龍內管，耐高溫、抗拉的特性，能有效的降低因熱傳導、熱堆積而產生的煞車效能損失、失效問題
•　油壓碟煞專用線管提供礦物油和 DOT 油兩種剎車系統讓您選擇
•　每盒快速接頭組皆依照不同廠牌附上必要的零件，讓換油管的工作不再困擾

油壓線管： (Kevlar®)強化編織層

通用款 快速接頭組

長度： 3000mm

內管材質： 鐵氟龍內管

外徑： 5.0mm

配件： 2顆　5G 環扣式保護套
2顆　線管集線器

HYDRO-BRAKE

* 油壓碟煞線管組須加購 Quick-Fit™ 快速接頭組搭配使用

HBK400
黑色

HBK402
白色

HBK403
高貴紅

HBK404
西帝藍

HBK405
橘色

HBK406
有機綠

HBK408
編織銀

HBK412
編織棕

HBK413
銀河灰

HBK414
鵝黃

HBK415
必洋奇藍 

HBK416
神秘黑 

油壓碟煞線管

克維拉(Kevlar®) 油壓線管

適用系統： 通用款 油壓碟煞系統 快速接頭組

H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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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款 油壓碟煞線管快速接頭組
油壓碟煞專用-快速接頭組，完美結合獨家技術設計的
油壓管線，確保您騎乘時的安全，以及提供絕佳的產品
性能與品質。搭配油壓管線，每盒 Quick-Fit™ 快速接
頭組依照不同廠牌附上必要零件，讓換油管不再困擾。

適用煞車系統：SRAM®、Avid®、Shimano®

、Formula®、Hope®、Hayes®、Magura® 和Tektro®

產品特色：

• 「一組油壓碟煞管線」與「一盒 Quick-Fit™ 快速接
頭配件」，即可滿足一車份的組裝需求

• 快速接頭配件組與油壓線管是分開包裝，車店可依
其所好來選擇顏色，能夠有效控管庫存

• 每盒快速接頭組依照不同廠牌附上必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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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碟煞專用 - Quick-Fit TM 快速接頭組 (Pro Quick-Fit TM Adapters)
•

HFA207
Avid®, SRAM®

SRAM® Guide Ultimate, Guide RSC (B1), Guide RS (B1), Guide 
R (B1); Avid® XX World Cup 2010–2011, XX

TM

 2010–2011; Avid®

Juicy Ultimate
TM

, Juicy Carbon, Juicy Seven
TM

, Juicy Five
TM

HFA208 Avid®, SRAM®

SRAM® Guide RSC (A1), Guide RS (A1), Guide R (A1); Level TL; 
DB5; Avid® Elixir R, CR, CR Mag, 5, 7, 9, X0, XX 2012+, XX World 
Cup 2012; 7 Trail, 9 Trail, X0 Trail

HFA209
Avid®, SRAM® SRAM® Level T, Level; Guide RE; Avid® Code, Code 5, Elixir 1, 3, 

Juicy 3; DB3, DB1

HFA210 SRAM® SRAM® Level Ultimate, TLM; Code RSC (A1), Code R (B1)

HFA213 SRAM® SRAM® Red HRD eTap, S900 Aero HRD

HFA306 Shimano®

XTR M9020, M9000, M988, M987, M985, Saint M820, Deore XT 
M8020, M8000, M785, T785, SLX M7000, SLX M675, M666, ZEE 
M640, Alfine S700

HFA310 Shimano® Deore M6000, M596, M615; Deore LX T675

HFA311 Shimano® Road/CX RS805, RS785, RS505, RS405

HFA312
Shimano®

XTR M975, Deore XT M775, SLX M665, Deore LX T665, M585, 
Hone M601, Deore T615, M595, M535, M525, Alfine S500, S501, 
Metrea U5000, Alivio M4050, Acera M3050, Non-Series T605, 
MT500, MT400, MT200, M575, M486, M485, M447, M446, 
M445, M395, M365, M355, M315

HFA314 Shimano® Dura Ace R9120, R9170, R9180, Ultegra R8020, R8070

HFA401
Magura® Gustav M 2000–2010, Marta 2007–2010, Marta Gold 2007,

Marta SL 2008–2010,

HFA402 Magura®

Clara 2000–2002, Gustav M 2000–2011, Julie HP 2009, Marta 
2002–2010, Marta SL 2003–2011, Marta Gold 2007, Louise 
2000–2010, Louise FR 2002–2006, Louise BAT 2008–2010, 
Louise Carbon 2008–2010

HFA406 Magura® MT Trail, MT8, MT7, MT6, MT5, MT4

HFA502 Formula® R1R, R1, RO, RX, T1, Mega

HFA601 Hayes® Prime Expert, Prime Pro, Prime Comp; Stroker Trail, Stroker 
Carbon, Stroker Ace, Stroker Gram

HFA602
Hayes® Dyno Sport, Dyno Comp; Prime Sport; Radar; Stroker Ryde

HFA701
Hope®

Tech 3 X2; Race Evo X2, M4; Tech Evo X2, M4, V2; Race X2; 
Tech X2, M4, V2; Mini, Mini Trials; Mono Mini, Mono M4, 6TI; 
Moto V2, M6

HFA801
Tektro® Auriga Comp, Auriga Comp WS; Draco, Draco WS, Draco 2; 

Gemini

HFA802
Tektro®, TRP® Tektro®  Auriga Pro; Gemini SL; Orion, Orion SL; Volans; TRP®

Slate T4; Quadiem, Quadiem SL; Dash Carbon, Dash Sport

油壓碟煞線管

• 更多最新的系統搭配資訊，請至Jagwire官方網站：Jagwire.com

產品型號                        把手端零件                                                            快速接頭配件 適用品牌 適用型號



2019 產品型錄20

通用款 變速線組
通用款線組，不僅是從OEM規格升級的絕佳方式，更是為愛車增添色彩的最佳選擇。變速內線雙邊鋅頭適用於SRAM®

、Shimano® 和Campagnolo® 系統，順滑全注油內管® 大幅降低摩擦係數以及提供變速的精準度。

通用款變速線加長版專為折疊車、小徑車設計的規格。每組加長版線組均包含了獨家創新的防折彎端套。

產品特色：

• 變速內線雙邊鋅頭適用於 SRAM®、Shimano® 和 Campagnolo®系統

•

• 每一組包裝包含變速及其所需組車的零配件

• 變速線加長版包含獨家創新設計的防折彎端套以及更長的內外管以供折疊車、小徑車使用

通用款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提供滑順的變速效能



升級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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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線組-通用款 (Universal Sport Shift)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單色 4.0mm
編織 4.5mm

變速線管長度： 2700mm

UCK202
黑色

UCK212
銀河灰

UCK214
白色

UCK218
紫色

UCK222
編織白

UCK224
粉紅色

UCK226
黑色編織棕

UCK228
編織銀

SLICK-LUBE

內線材質：

適用系統：

線管長度：

不鏽鋼研磨內線變速線管

折疊車變速線組-通用加長款 (Universal Sport Shift XL)
•　變速內線雙邊鋅頭適用於 SRAM®、 Shimano® 和 Campagnolo® 系統
•　提供折疊車/小徑車所需要的替換線管長度與零配件
•　內含獨家創新設計防折彎端套，能避免因車子折疊而造成線管擠壓損壞

UCK600
黑色

UCK601
白色

UCK602
高貴色

UCK603
西帝藍

不鏽鋼研磨內線變速線管

DIY 線組

• 雙邊鋅頭適用於SRAM®、Shimano® 和 Campagnolo®系統
• 每一組包裝包含變速及其所需組車的零配件
• OEM規格等級的內線、線管絕佳組合搭配高品質零配件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前段 1500mm / 後段 23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SRAM®/Shimano® 和 Campagnolo® 系統

1條　2700mm LEX-SL 變速線管
1條　1500mm 研磨不銹鋼內線- 前變速使用
1條　2300mm 研磨不銹鋼內線- 前變速使用
9顆　密封鋁端套
1顆　防污泥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2顆　線管集線器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通用款 變速 雙邊鋅頭 全注油

通用款 變速 加長版 折疊車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外徑： 4.0mm

變速線管長度： 4000mm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的 LEX 直絲結構線管 內線材質：

適用系統：

線管長度： 前段 2300mm / 後段 25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SRAM®/Shimano® 和 Campagnolo® 系統

1條　4000mm LEX-SL 變速線管
1條　23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前變速使用
1條　25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後變速使用
7顆　密封鋁端套
2顆　防折彎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2顆　線管集線器

包裝內含變速零件：

LEX - SL

LEX - SL

的 LEX 直絲結構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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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款 煞車線組
通用款線組，不僅是從OEM規格升級的絕佳方式，其中的煞車內線雙邊鋅頭更適用於SRAM® 、Shimano   登山車系統。®

通用款煞車線加長版更是專為折疊車、小徑車設計的規格。每組加長版線組均包含了獨家創新的防折彎端套以及更長的外殼與內線

產品特色：

• 煞車內線雙邊鋅頭適用於 SRAM® 、Shimano® 和Campagnolo® 系統

• 通用款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內管®，提供滑順的煞車效能

• 每一組包裝包含煞車及其所需組車的零配件

• 煞車線加長版包含獨家創新設計的防折彎端套以及更長的內外管以供折疊車、小徑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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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疊車煞車線組-通用加長款 (Universal Sport Brake XL)
•

UCK800
黑色

UCK801
白色

UCK802
紅色

UCK803
西帝藍

煞車線組-通用款 (Universal Sport Brake)
•

煞車線管

SLICK-LUBE

UCK400
黑色

UCK410
銀河灰

UCK412
白色

UCK416
紫色

UCK418
編織白

UCK422
粉紅色

UCK424
編織棕

UCK426
編織銀

不鏽鋼研磨內線煞車線管

DIY 線組

• 雙邊鋅頭可適用於登山車或公路車
• 內含所有煞車及其所需組車的零配件
• OEM規格等級的內線、線管絕佳組合搭配高品質零配件

不鏽鋼研磨內線

•　內線雙邊鋅頭適用於登山車和公路車
•　更長的外管以供折疊車、小徑車使用
•　獨家創新設計的防折彎端套當折疊車收納時，可保護線管

通用款 煞車 雙邊鋅頭 全注油

通用款 煞車 加長版 折疊車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1條　3000mm CGX-SL 煞車線管
1條　135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前煞車使用
1條　235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後煞車使用
9顆　標準鋁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2顆　線管集線器

煞車線管長度： 3000mm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CGX 高碳鋼環狀線管
內含全注油內管®

線管長度: 前段 1350mm / 後段 2350mm

內線規格: 不銹鋼研磨內線

適用系統: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外徑： 5.0mm

1條　3500mm CGX-SL 煞車線管
1條　20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前煞車使用
1條　2500mm 不銹鋼研磨內線- 後煞車使用
7顆　標準鋁端套
2顆　防折彎端套
2顆　線尾帽
2顆　5G 扣環式保護套
6顆　防刮墊圈
2顆　線管集線器

煞車線管長度： 3500mm

包裝內含煞車零件：

CGX 高碳鋼環狀線管
內含順滑全注油內管®

線管長度: 前段 2000mm / 後段 2500mm

內線規格: 不銹鋼研磨內線

適用系統: SRAM®/Shimano® 公路車及登山車

CGX - SL

CGX - SL

SRAM®/Shimano® 公路車及登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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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高溫是造成來令片、碟盤和卡鉗煞車失效主因，
Jagwire 碟煞專用煞車散熱碟盤- 尊爵款採用三片式設
計能夠有效的在煞車性能下降前，快速排出因煞車片或
卡鉗在作動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以避免碟盤過熱造成
熱失效。超輕量鋁合金散熱片設計，將因剎車片或卡鉗
在作動過程所產生的熱力，在煞車性能下降前，快速且
瞬間的散開，避免碟盤過熱所產生的熱失效問題發生。

 

產品特色

•　高品質的不銹鋼煞車片介面，確保強而有力且一致的

　  剎車致動性能

•　超輕量化鋁合金散熱片設計，可降低作動時所產生的熱力

•　堅韌的六孔鎖入式花鼓設計結構，強度增加並同時保有鋁

　  合金輕量化的特色

油壓碟煞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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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款 碟煞專用煞車碟盤
•

碟煞碟盤

DCR000 180mm

DCR001 160mm

三片式結構設計
不鏽鋼碟片煞車介面

散熱鰭片設計

六孔式鋁合金爪片

獨家開孔式
散熱管理系統

146g

117g

•　不鏽鋼碟盤煞車介面可確實防鏽
•　三片式散熱碟盤設計，可有效釋放煞車瞬間產生的高溫熱力
•　下取式來令片提把會與專業款碟盤的鰭片干涉碰觸而產生損毀，故建議有此設計相關碟煞型號不適合搭配使用：
　  Avid BB7、Avid Juicy、Hayes HFX 和 Hayes MX1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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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碟煞碟盤
獨家全新專業款輕量化碟盤，鋁合金爪片和不鏽鋼煞車
介面的兩片式設計，不僅外觀時尚，性能也提升。不鏽
鋼煞車界面能有效抑止噪音、提供穩定的表現力，且整
體重量比傳統單片式碟盤輕15%。

產品特色：

•　高品質的不銹鋼碟片煞車介面，確保強而有力且穩定的煞車制動力

•　鋁合金材質可使重量降到最輕

•　適用於六孔鎖入式或是中心鎖固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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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款 輕量化碟煞專用煞車碟盤
•　不鏽鋼碟盤煞車介面可確實防鏽
•　無論是六孔鎖入式或是中心鎖固結構設計皆可適用

DCR020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專業款 LR1 輕量碟盤

六孔鎖入式 180mm 130g

DCR021 六孔鎖入式 160mm 105g

DCR022 六孔鎖入式 140mm 85g

DCR030 中心鎖固結構 180mm 153g

DCR031 中心鎖固結構 160mm 127g

DCR032 中心鎖固結構 140mm 112g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鎖入方式 碟盤尺寸 重量

碟煞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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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在不一樣的騎乘環境需要不一樣的碟煞來令片

嗎? 所以我們提供您四款碟煞來令片依據不同需求選擇

最適合的碟煞來令片。標準款(紅色) 適用於一般騎乘路

況使用、有機款(藍色)、升級款(金色) 適用於輕量化車

款，其重量較一般來令片輕50%、專業款(黑色) 專為下

坡賽道與重量級車款， 提供更長效能、更耐磨耗的煞

停效能。

我們提供熱門的碟煞系統適用的碟煞來令片 讓您一次

挑選所需維修產品。

產品特色：

•　四款碟煞來令片－標準款、有機款、升級款、
　  專業款，提供一樣煞停效能並滿足各式不同
　  需求

•　單卡式碟煞來令片包裝內含一輪份來令片所需
　  專用彈簧

•　維修區盒裝來令片包裝內含25輪份來令片與所
　  需專用彈簧

碟煞來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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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款 碟煞來令片(金色)有機款 碟煞來令片(藍色)標準款 碟煞來令片(紅色) 專業款 碟煞來令片(黑色)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升級款

R1R, R1, C1, CR3, T1R, 
T1, ROR, RO, Cura

DCA080
BWD4001
(25 輪份 / 盒 )

DCA780
BWD780
(25 輪份 / 盒 )

DCA081

ORO DCA063 ——

專業款

DCA580

—

Formula®

Hayes®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升級款 專業款

Prime Expert, Prime Pro, Comp DCA088 — — —

Stroker Trail,
Stroker Carbon,
Stroker Gram

DCA073 — — —

Dyno, Stroker Ryde DCA076 — — —

HFX-Mag Series,
HFX-9 Series,
MX1

DCA001 — — —

Sole, MX2, MX3, MX4, MX5, CX5 DCA052 — — —

碟煞來令片

碟煞來令片

• 使用高質量鐵材質背板

• 複合式磨耗材質適用於一般氣

候使用

• 低噪音、耐磨耗

• 使用高質量鐵材質背板

• 全新有機樹脂磨耗材質適用於

乾燥式路況使用

• 煞停中保持低噪音

• 輕量化鋁合金背板，重量較為

標準款碟煞來令片輕50%

• 複合式磨耗材質適用於一般天

候、路況使用

• 低噪音、耐磨耗

• 燒結來令片，長效能、耐磨耗

的特性，給您更專業的煞停效

果

• 專為濕式、泥濘路況或下坡賽

道重量級車款設計使用

•　更多最新的系統搭配資訊，請至Jagwire官方網站：Jagwire.com
•　升級款 碟煞來令片(金色) 和專業款 碟煞來令片(黑色)不適用於特別標註僅限用合成樹脂來令片碟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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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升級款 專業款

Post-mount MCX2, MCX1, MTN1 DCA084 DCA585

Flat-mount MCX2, MCX1 DCA004 DCA704 DCA102 DCA504

Rever®

2019 產品型錄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專業款

MT8, MT6, MT4, MT2, MT Trail Rear DCA087 —

MT7, MT5, MT Trail Front DCA006 —

Marta 2002–2008, Marta SL DCA021 —

All Martas after 2009,
All Louise 2007, Julie HP

DCA074 —

Clara 2000, Louise 1999–2001 DCA002

升級款

DCA097

—

—

—

— —

Magura®

有機款

—

—

—

DCA787

DCA706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升級款 專業款

Render, Render R, Decipher, DSK-
330R, DSK-310, DSK-300, DSK-300R

— —

F1, Solve, Solve-ST, Lucid, Decode R — —

Promax®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升級款 專業款

D-Power — —

RST®

DCA016
BWD2001
(25 輪份 / 盒 )

DCA716
BWD716
(25 輪份 / 盒 )

碟煞來令片

DCA085
BWD2003
(25 輪份 / 盒 )

DCA785
BWD785
(25 輪份 / 盒 )

DCA785
BWD785
(25 輪份 / 盒 )

DCA016
BWD2001
(25 輪份 / 盒 )

DCA065
BWD1001
(25 輪份 / 盒 )

DCA765
BWD765
(25 輪份 / 盒 )

專為Magura MT系列設計的鋁背板輕量化來令片，重量較原廠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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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no®

適用碟煞系統 專業款

XTR M9020, M9000, M987, M985, 
Deore XT M8000, M785, SLX M7000, 
M675, M666, Deore M6000, M615, 
Alfine S700, Road/CX RS785, R785, 
CX77, CX75, R517, R515, R317, R315

DCA585

Dura Ace R9170, Ultegra R8070, 
Road/CX RS805, RS505, RS405, 
RS305, Metrea U5000

Saint M820, M810, Deore XT M8020, 
ZEE M640

DCA505

XTR M975, M966, M965, Saint M800, 
Deore XT M776, M775, M765, SLX 
M665, Deore LX T665, M585, Hone 
M601, Deore M596, M595, M535, 
Alfine S501, S500, Non-Series T605, 
R505, M545

DCA527

Deore LX T675, Deore T615, M525, 
M515, M515-LA, Alivio M4050, Acera 
M3050, Nexave C601, C501, Tourney 
TX805, Non-Series MT500, MT400, 
MT200, M575, M486, M485, M475, 
M465, M447, M446, M445, M416, 
M416A, M415, M395, M375, M365, 
M355, M315

升級款

DCA084

DCA102

—

—

— —

適用碟煞系統

SRAM® Guide Ultimate, RSC, 
RS, R, Avid®  Trail

SRAM® Red eTap HRD, Red 22 (B1), 
Force 22, Force 1, CX1, Rival 22, 
Apex 1, S900 HRD, S700 (B1), 
Level Ultimate, TLM

SRAM® Level TL, T, DB5, DB3, DB1
Avid® Elixir R, CR, CR Mag,1, 3, 5, 7, 9, 
X.0, XX, World Cup

Avid® BB7, All Juicy Models

Avid® BB5

升級款

DCA100

DCA101

DCA075

DCA066

—

專業款

DCA598

DCA599

DCA579

DCA564

—

SRAM® / Avid®

標準款

DCA098

DCA099

DCA065
BWD1001
(25 輪份 / 盒 )

DCA064
BWD1003
(25 輪份 / 盒 )

DCA079
BWD1002
(25 輪份 / 盒 )

有機款

(25 輪份 / 盒 )

DCA799

DCA765
BWD765
(25 輪份 / 盒 )

DCA764
BWD764
(25 輪份 / 盒 )

DCA779
BWD779 
(25 輪份 / 盒 )

DCA798
BWD798

標準款

DCA004

DCA005

DCA016
BWD2001
(25 輪份 / 盒 )

DCA027
BWD2002
(25 輪份 / 盒 )

碟煞來令片

有機款

適用碟煞系統 專業款升級款有機款

DCA704

—

DCA716
BWD716
(25 輪份 / 盒 )

DCA785
BWD785
(25 輪份 / 盒 )

DCA705

DCA504

DCA085
BWD2003
(25 輪份 / 盒 )

標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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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tro®/ TRP®

適用碟煞系統 標準款 有機款 專業款

TRP® Quadiem, G-Spec Quadien, 
Slate T4, G-Spec Slate

DCA005 DCA705 DCA505

Tektro® Volans, Auriga Twin, 
Auriga SUB, Auriga E-SUB, 
TRP® Parabox 2011 Rear

DCA089 — —

Tektro® Aquila, Auriga, Auriga 
E-Comp, Auriga Pro, Draco, Draco 
2, Draco WS, Gemini, HD330, Orion 
TRP® HY/RD, Hylex, Parabox 2012, 
Spyre, Spyre SLC, Spyke

—

Tektro® IO — —

Tektro® Lyra DCA078 — —

TRP®Dash, Dash Carbon, 
Parabox 2011 Front DCA027 —

升級款

—

—

—

—

—

— —

DCA016
BWD2001
(25 輪份 / 盒 )

DCA077
BWD3001
(25 輪份 / 盒 )

DCA716
BWD716
(25 輪份 / 盒 )

碟煞來令片



公路車專用-一般路況適用
• 鋁合金輪圈專用煞車塊
• 高煞停制動力與絕佳耐用效能

碳纖維輪圈專用
• 碳纖維輪圈專用磨耗材質，煞停效果佳
• 軟硬適中，不傷害輪圈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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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wire 不同的煞車塊規格可符合公路車及登山車剎
車設計。專業款的剎車塊採用進階複合材料並且即時
更替；通用款剎車塊的表現力優於 OEM標準規格；
而標準款剎車塊則是經濟且值得信賴的補修產品。
 

JS491APS 輕量款 銀色 一般路況 32.8 克

JS495APS 輕量款 黑色 一般路況 32.8 克

JS401APS 輕量款 銀色 一般路況 31.9 克

JS402APS 輕量款 黑色 一般路況 31.9 克

登山車煞車塊-專業款
•　輕量化設計可減輕整體重量
•　專業款標準款公路車剎車塊包含單更替式煞車皮
•　適用於SRAM® / Shimano® 或是 Campagnolo® Skeleton (2007 年以後) 剎車系統

煞車塊系列

產品特色：

•　公路車剎車塊適用於SRAM® /Shimano® 和
　  Campagnolo® 相容的煞車系統

•　登山車剎車塊提供中央支撐桿型和偏心支撐桿
　  型兩種支撐樣式選擇

•　越野車煞車塊結合了公路車及登山車煞車設計，
　  專為解決因懸吊式煞車系統所產生的噪音

全天候路況專用材質
• 優異煞車效能適用於全路況
• 絕佳耐用性能

濕式路況專用
• 專為潮濕氣候、泥濘路況設計之專用磨耗材，專用材質煞車制動力高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適用規格

SRAM® / Shimano®

SRAM® / Shimano®

Campagnolo® Skeleton

Campagnolo® Ske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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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453RPS
BWP1004
(50 輪份 / 盒)

單煞車皮包裝
黑色 一般路況 11.5 克

JS453RW
單煞車皮包裝

紅色 濕式路況 11.5 克

JS453RCB
單煞車皮包裝

深藍色 碳纖維輪圈 11.5 克

SRAM®  / Shimano® 公路車單煞車皮包裝
•　包裝內含所需要的替換螺絲
•　碳纖維輪圈專用煞車塊，雙色警示設計能有效提醒更換煞車皮時間

JS459RPS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緊配樣式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緊配樣式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緊配樣式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 Click 樣式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 Click 樣式

單煞車皮包裝
適用 Click 樣式

黑色 一般路況 11.4 克

JS459RW 紅色 濕式路況 11.0 克

JS459RCB Campagnolo® Skeleton
&non-Skeleton 深藍色 碳纖維輪圈 11.0 克

JS403RPS Campagnolo® 2012+ 黑色 一般路況 11.0 克

JS403RW Campagnolo® 2012+ 紅色 濕式路況 11.0 克

JS403RCB Campagnolo® 2012+ 深藍色 碳纖維輪圈 11.0 克

Campagnolo® 公路車單煞車皮包裝
•　適用 Campagnolo® 更換式煞車皮
•　適用於一般路況、濕式路況和碳纖維輪框

 JS431APS 標準款 銀色 一般路況 35.1 克

JS433APS
標準款

黑色 一般路況 35.1 克

JS459APS 標準款 銀色 一般路況 43.9 克

JS475APS 標準款 黑色 一般路況 43.9 克

公路車煞車塊-標準款
•　標準款公路車剎車塊包含單更替式煞車皮
•　適用於 SRAM® / Shimano® 或是 除 Skeleton (2010 年以後) 以外的 Campagnolo® 剎車系統

SRAM® / Shimano®

SRAM® / Shimano®

Campagnolo® Skeleton

Campagnolo® Skeleton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適用規格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適用規格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適用規格

Campagnolo® Skeleton
&non-Skeleton

Campagnolo® Skeleton
&non-Skeleton

SRAM® / Shimano®

SRAM® / Shimano®

SRAM® / Shimano®

碟車塊系列



碟車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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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501WPS
專業款

中央支桿型 銀色 一般路況 47.9 克

JS503WPS
專業款

中央支桿型 黑色 一般路況 47.9 克

JS505VPS
專業款-懸吊式夾器

懸吊支桿型 銀色 一般路況 44.0 克

JS507VPS 專業款-懸吊式夾器 懸吊支桿型 黑色 一般路況 44.0 克

越野車煞車塊-專業款
•　此款越野車煞車塊結合了公路車及登山車煞車設計
•　專為公路車和越野車懸吊式或是中央支稱桿煞車系統使用
•　適用於SRAM® / Shimano® 公路車剎車系統

登山車煞車塊-專業款
•　此款專業款登山車煞車塊適合全天候路況使用
•　幾何三維酒窩狀煞車皮表面設計可減少煞車時產生的異音
•　適用V夾剎車器或是懸吊式剎車夾器

登山車單煞車皮包裝
•　此款登山車單煞車皮適用於SRAM® / Shimano® 登山車煞車系統，包裝內含所需要的插銷
•　幾何三維酒窩狀煞車皮表面設計可減少煞車時產生的異音

JS91AC
Ｖ型 夾器專用

黑色 全天候 54.8 克

JS91BC
Ｖ型 夾器專用

銀色 全天候 54.8 克

JS919V
懸吊式夾器專用

黑色 全天候 37.3 克

JS91DR 單煞車皮包裝 黑色 全天候 10.2 克

JS91DRW 單煞車皮包裝 紅色 濕式路況 10.2 克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支桿樣式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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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908T

BWP5005
(50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黑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T-Y

BWP5006
(25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黃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T-R

BWP5008
(25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紅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T-P

BWP5009
(25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粉紅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T-B

BWP5010
(25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藍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T-G

BWP5011
(25 輪份 / 盒)

Ｖ型煞車器專用
中央支桿型 灰色 全天候 58.5 克

JS908H
懸吊式煞車夾器

偏心支桿型 黑色 全天候 58.4 克

JS909H

BWP3001
(50 輪份 / 盒)

懸吊式煞車夾器 , 70mm

懸吊式煞車夾器 , 53mm

偏心支桿型 黑色 全天候 58.4 克

JS910H 偏心支桿型 黑色 全天候 47.6 克

登山車煞車塊-標準款
•　適合全天候路況使用
•　提供25 輪份或是50 輪份 盒裝選擇
•　適用V夾剎車器或是懸吊式剎車夾器

公路車煞車塊-基本款
•　通用於一般公路車基本款

JS207N

BWP1001
(50 輪份 / 盒)

X-Caliper
( 適合城市車 ) 螺帽型

固定螺絲型

黑色 全天候 43.8 克

JS451A

BWP1003
(50 輪份 / 盒)

公路車基本款
黑色 全天候 47.9 克

2019 產品型錄

碟車塊系列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支桿樣式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適用環境 重量支桿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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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把帶-專業款
•　3.0mm 、三層透氣結構材質；輕盈、彈性且透氣
•　濕式PU材質，握感佳
•　長度2160mm 足夠適合式面上車款握把使用
•　包裝內含鎖入式尾塞

把帶材質： 三層PU編織結構

把帶特性： 濕式

把帶厚度： 3.0mm

把帶長度： 長度 2160mm / 每條 

把帶重量： 84 克 / 每組 

BRT000
黑色

BRT001
白色

BRT002
紅色

Jagwire 專業款握把帶符合您對騎乘舒適握感的要求。
一如我們對線組開發的標準，彈性手感的握把帶，即使
您在騎乘時仿佛沒戴手套一般毫無感覺 。把帶顏色可以
配合一般線管顏色，使整體車自行車呈現簡潔的質感。
 

產品特色：

握把帶

•　輕量化濕式PU材質，握感佳；適合各種天候使用
•　三層透氣結構，提供更多的舒適手感
•　3.0mm 輕盈握把帶，提供穩定握感，且整體重量比傳統把帶輕40%
•　包裝內含：握把帶、鎖入式尾塞、把手修飾片、彈性收邊帶

公路車 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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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系列

線尾帽夾、內線剪刀
•　剪刀含「線尾帽夾」與「內線剪刀」功能

線管剪刀
•　可依照使用者的手型調整適用的握把尺寸，當裁剪完線後，也能使用整合在握把尾端的尖錐，清除線管雜質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36

線尾帽夾、內線剪刀

•　採用SK5鋼材銳利的刀面，讓裁剪後的內線整齊與平整
•　附加專業級三面內線尾帽夾功能，讓您輕而易舉完成收尾動作
•　符合人體工學握把設計，即使整天使用也不覺得累
•　整合把手收納勾，當不使用時也可俐落收納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28

線管剪刀

•　採用SK5鋼材銳利的刀面，最適合線管裁切使用
•　內管通孔錐子能有效通孔，讓內線穿入不受阻礙
•　大小手調整紐， 可因個人手掌大小作調整；即使整天使用也不覺得累
•　整合二面線尾帽夾設計
•　整合把手收納勾，當不使用時也可俐落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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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50

內走線工具

•　強力磁鐵彎管可以任意彎折，使用強力磁鐵以及搭配線管的轉接頭來將線材輕鬆引導出車架
•　轉接頭可適用一般內線、油管或是Di2 電子變速線
•　轉接頭不使用時也能輕鬆推入工具中收藏

WST049

內走線工具轉接頭

•　內走線工具轉接頭適用於內走線工具
•　內走線工具轉接頭適用於一般內線、油管或是 Di2電子變速線

內走線工具 (Pro Internal Routing Tool)
為了解決內走式的車架線材難以穿引的問題，Jagwire貼心設計了這款內走線工具，內含一般外殼、油管、內線、電子變速線的轉接頭，利用強力磁
鐵將線材輕鬆引導出車架。

Pro Internal Routing Tool Construction

內走線工具之結構
內走線工具的外殼是使用高品質、輕量
且耐用的強化塑膠，小而精巧的設計，
讓使用者更能輕鬆的操作。工具後方的
小零件盒，可將各式轉接頭收納其中。

強力磁鐵背蓋

藉由背蓋上的強力磁鐵從車架
外吸引轉接頭，並沿著車架將
線材引導出。

強力磁鐵彎管

此彎管可以任意彎折，伸入車架孔止栓內直
接將轉接頭引導出，不需使用時也能輕鬆推
入工具中收藏。

小零件盒

內含三種轉接頭，可以適用於一般外殼、油
管、內線及電子變速線。小零件盒亦為工具
背蓋，隨著工具收納，不需擔心小零件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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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系列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32

四合一調整工具®  

•　獨家創新設計-碟煞維修調整板手，整合所有碟煞維修所需要的工具於一身
•　拔除來令片檔塊和活塞檔塊就可變成來令片推桿和碟盤校正器工具使用
•　碟盤校正器也可被當成活塞推桿使用
•　橡膠批覆握把設計，提供您舒適的握感

WST044
來令片檔塊/活塞擋塊

•　可替代來令片和活塞檔塊

四合一調整工具®

獨家設計，碟煞專用四合一調整工具®，維修、調整碟煞更便利、專業

煞車塊替換工具
煞車塊調整器  讓組裝煞車皮不費吹灰之力!

卜烈士  煞車塊替換工具
替換煞車塊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任務! 提供簡單、便利、專業與省力的煞車塊替換方式。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29

煞車塊調整器®

•　可將調整器放入煞車皮與輪框中間，以確認煞車塊位置
•　新型設計可適用於登山車或公路車煞車塊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24

卜烈士®  煞車塊替換工具

•　新型設計可適用於登山車或公路車煞車塊
•　適用於Shimano® SRAM® 和 Campagnolo® 登山車與公路車煞車塊
•　附上螺絲，可將此工具鎖固於工具桌上使用會更加省力與便利

WST037

卜烈士®  煞車替換工具

•　推桿止塊替換零件
•　組裝時請搭配12mm 板手

®

®

 

¥ 20（建議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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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針置入器

WST026

油針置入器TM

•　適用於所有品牌油壓碟煞系統
•　包含雙頭油針適用 T8/ T10 Torx 碟煞接頭
•　黃色鎖固塊緊緊的固定油管，有效防止旋轉鎖入油針時油管位移， 精確定位油針進入
　  油管內，確保不漏油的組裝作業

WST045

油針置入器頂針Ｔ10

•　雙頭頂針設計
•　適用標準款和T10 Torx 碟煞接頭

WST051

油針置入器頂針Ｔ8

•　雙頭頂針設計
•　適用標準款和T8 Torx 碟煞接頭

WST033

油管裁切器 - 專業版

•　專業鋁合金材質終身耐用
•　超省力專利裁切機構設計，輕鬆使油管切面平整
•　可更換刀片

WST025

油管裁切器 - 標準版

•　超省力專利裁切機構設計，輕鬆使油管切面平整
•　可更換刀片
•　輕量化塑膠材質設計

WST027

油管裁切器替換刀片

•　適用於Jagwire 油管裁切器
•　內含五片刀片

油管裁切器

TM

銳利的刀片使碟煞油管於裁切後，整齊且無漏油的疑慮。單手握持設計，讓您簡單輕鬆操作與攜帶便利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還在以榔頭敲擊的方式將油針迫入油管内嗎？油針置入器　　操作簡單便利，能正確的將油針置入正確的位置，讓更換油壓線管更輕鬆、專業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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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034

專業款-換油工具組 附 DOT 油

•　內含兩支注油桶、萬向接頭和止逆閥
•　適用Avid®、SRAM®、Formula®、Hayes®  和Hope® 碟煞系統
•　特別標註黑色油封僅適用DOT油注油系統
•　內含 4oz / 120mL Finish Line DOT 油一瓶

WST030

專業款-DOT 油換油工具組

•　內含兩支注油桶、萬向接頭和止逆閥
•　適用Avid®、SRAM®、Formula®、Hayes® 和Hope® 碟煞系統
•　特別標註黑色油封僅適用DOT油 注油系統

WST035

專業款-換油工具組 附礦物油

•　內含兩支注油桶、萬向接頭和止逆閥
•　適用適用Shimano®、Magura®、Tektro®、TRP®、Hayes®  和Rockshox® Reverb
　  升降座桿( 僅適用2x remotes 操控手柄) 
•　特別標註紅色油封僅適用礦物油注油系統
•　內含 4oz / 120mL Finish Line 礦物油一瓶

WST031

專業款-換油工具組

•　內含兩支注油桶、萬向接頭和止逆閥
•　適用適用Shimano®、Magura®、Tektro®、TRP®、Hayes® 和Rockshox® Reverb
　  升降座桿( 僅適用2x remotes 操控手柄) 
•　特別標註紅色油封僅適用礦物油 注油系統

換油工具組
換油工具組幾乎適用於所有你店裡的系統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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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WST038

DOT 油 換油工具替換包

•　2 x 換油轉接座
•　2 x 換油PVC 管
•　特別標註黑色油封僅適用DOT油 注油系統

WST040

DOT 油各系統換油轉接座

•　適用SRAM®、Formula®、Hayes®  和Hope®  碟煞系統
•　特別標註黑色油封僅適用DOT油 注油系統
•　此份換油轉接座適用市面五種碟煞系統

WST042

DOT 油 油封替換零件包

•　內含DOT 油 油封替換零件
•　特別標註黑色油封僅適用DOT油 注油系統
•　各尺寸各5 個

WST039

礦物油 換油工具替換包

•　2 x 換油轉接座
•　2 x 換油PVC 管
•　特別標註紅色油封僅適用礦物油 注油系統

WST041

礦物油各系統換油轉接座

•　適用Shimano®、 Tektro®、 Hayes®  和Magura®  碟煞系統
•　特別標註紅色油封僅適用礦物油 注油系統
•　此份換油轉接座適用市面8種碟煞系統

WST043

礦物油 油封替換零件包

•　內含礦物油油封替換零件
•　特別標註紅色油封僅適用礦物油 注油系統
•　各尺寸各5 個

WST046

碟煞換油工具PP 管

•　數量: 10 支
•　適用礦物油和DOT油 注油系統

此配件適用於尊爵款和專業款換油工具組

換油工具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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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套規格說明

防汙泥端套
防汙泥端套是最佳防止水、泥沙等進入線管中的端套。在端套外加上一層高品質
的橡膠封套有效的隔絕線材與外界的接觸，使之保持高效能。因此這款最適合裝
在容易沾染汙泥的部分，像是後變速線段。

油封端套
若要取得低摩擦和防汙泥兩者之間的平衡,油封端套是最適合給變速線段使用。若
要低摩擦，此款是比防汙泥端套更好的選擇。油封端套是利用橡膠O型圈來保護
線管內部的潔淨。

襯裡端套
襯裡端套利用延伸的保護套管來保護內線與端套孔的碰撞，以免有塗層的內線因
碰撞而掉屑，才可保持長期低摩擦。

標準端套
標準端套提供低摩擦表現及較低成本優勢。適合用在無塗層內線以及較不需要防
止泥沙與水進入的位置。此款提供較多的大小、材質與顏色。

端套看似是個小零件，但是對於自行車的騎乘效果有大大的影響。因此，Jagwire提供各式的端套來搭配降低摩擦力以及防汙防塵，讓您的線管
保持良好的效能。

POP端套
POP端套特別設計給5mm無壓縮的煞車線管使用。這款線管若是搭配標準端套的
大小，並不是所有的車架和煞車卡鉗均能適用。因此POP端套就像是個漸縮管，
讓無壓縮比線管可以使用在任何情況。

防折彎端套
Jagwire防折彎端套是由有彈性的材質所製作以防止因為大角度彎折造成線材凹
折。這款端套適合用在摺疊車、避震前叉、伸縮座管、手搖車。

內線 外管

橡膠封套

內線 外管

橡膠O型圈

內線 外管

保護套管

內線 外管

標準端套

內線 外管

漸縮管

內線 外管

有彈性防止剪斷可移動延長在5mm端套上

使用時機: 安裝防汙泥端套在最需要防止泥沙、碎片進入的部分，像是後變速線段。

使用時機: 當你需要保持低摩擦但又需要防止泥沙、碎片進入外殼時，即可使用油
封端套。

使用時機: 當你使用鐵氟龍塗層內線時，即可使用襯裡端套保護塗層。

使用時機: 可將標準端套使用在較不需保護的地方，像是把手端。

使用時機: 假若你有升級至無壓縮比煞車線管，你就需要POP端套在一些煞車系
統使用。

使用時機: 當變速煞車線管呈現大幅彎曲角度時即可使用防折彎端套。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　10顆 變速油封端套

•　  6顆 煞車標準端套

•　  4顆 線尾帽

•　泡殼包裝

CHA094-OJ
金色

CHA094-RJ
紅色

CHA094-SJ
銀色

編織線管專用
CHA099-OJ

金色
CHA099-RJ

紅色
CHA099-SJ

銀色

單車份線管端套泡殼組 (Universal Pro End Cap Packs)
•　內含整車份線管及適用各車架的端套
•　CHA094 系列端套適用傳統單色線管；CHA099 系列端套則適用Jagwire 4.5mm 編織變速線管

45www.jagwire.com

線管端套零件盒 (End Cap Combo Kit)
• 內含各 16顆 三色的 5mm 標準端套、4mm 標準端套及線尾帽。
• 可依顏色自行選購補充包。

端套系列

防塵套管組 (Universal Pro Housing Seal Kits)
• 主要設計於防止汙泥進入線管內部防止產生阻礙，並讓外露內線多一層保護
• 防塵套管與襯裡端套完全緊配設計，能有效防止汙泥進入線管內部

4.0mm 單色變速線管適用 5.0mm 煞車線管適用4.5mm 編織變速線管適用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4顆 襯裡端套

•　4顆 標準端套

•　2顆 POP端套

•　2顆 線尾帽

•　650mm 防塵套管
ZSK506

黑色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6顆 襯裡端套

•　1顆 油封端套

•　2顆 標準端套

•　1顆 防汙泥端套

•　2顆 線尾帽

•　2100mm 防塵套管
ZSK006

黑色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6顆 襯裡端套

•　1顆 油封端套

•　2顆 標準端套

•　1顆 防汙泥端套

•　2顆 線尾帽

•　2100mm 防塵套管ZSK306
黑色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16顆 4.0mm 標準端套 

•　16顆 5.0mm 標準端套 

•　16顆 線尾帽 

•　零件盒補充包

•　鋁合金

CHA800
端套零件盒 

紅色 , 銀色 , 藍色 

CHA010
紅色

CHA011
銀色

CHA018
藍色

單色線管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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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封端套-變速 (Sealed End Caps for Shift Housing)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057BJ 鋁 4.0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50 瓶裝

BOT007 塑膠 4.0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100 瓶裝

BOT112BJ 鋁 4.5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50 瓶裝

標準端套-煞車 (Open End Caps for Brake Housing)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192-BJ
鋁 5.0mm 煞車線管 6.0mm 黑色 50 瓶裝

BOT115-2D 銅
(爪式設計) 5.0mm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

5.7mm 200 瓶裝

CHA151 銅
(爪式設計) 5.0mm 5.7mm 1000 袋裝

BOT115-3
銅 5.0mm 煞車線管

4mm 公路車止栓漸縮管

5.7mm 200 瓶裝

BOT115-6
鍍鉻 5.0mm 5.7mm / 

4.0mm 100 瓶裝

標準端套-變速 (Open End Caps for Shift Housing)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192-2BJ
鋁 4.0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50 瓶裝

BOT115-4H
銅 4.0mm 推薦使用於無注油線管 5.0mm 黑色 50 瓶裝

BOT115-4F
塑膠 4.0mm 推薦使用於無注油線管 5.7mm 黑色 100 瓶裝

CHA150
塑膠 4.0mm 推薦使用於無注油線管 5.7mm 黑色 500 袋裝

電鍍銀

電鍍銀

電鍍銀

電鍍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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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裡端套 (Lined End Caps)

防折彎端套 (Anti-Kink End Caps)

防汙泥端套 (Hooded End Caps)

POP端套 (POP End Caps)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CHA089 鋁 5.0mm
專為克維拉(Kevlar®) 線管
設計，內縮設計剛好可以
放置於夾器內彎管

6.0mm / 
5.0mm 黑色 20 袋裝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723BJ 鋁 4.0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50 瓶裝

BOT258BJ
鋁 4.5mm 編織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50 瓶裝

BOT060BJ 鋁 5.0mm 變速線管 6.0mm 黑色 50 瓶裝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260-BJ 鋁 4.0mm 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30 瓶裝

BOT271-BJ 鋁 4.5mm 編織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30 瓶裝

BOT269-BJ 鋁 5.0mm 煞車線管 6.0mm 黑色 30 瓶裝

產品型號 材質 尺寸 適用規格 外徑 顏色 數量 包裝

BOT976 塑膠 4.0mm 煞車線管 5.7mm 黑色 30 瓶裝

BOT977 塑膠 4.5mm 編織變速線管 5.7mm 黑色 30 瓶裝

BOT978
塑膠 5.0mm 煞車線管 6.0mm 黑色 30 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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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wire 調整螺絲使調整線組變得簡單且幫助呈現最佳的
煞車和變速時的操控性能。此調整螺絲是由全球頂尖製造
廠生產並在世界各地超過百萬台的自行車上使用。

產品特色：

•　此調整螺絲不須要組裝在車架上，對於在騎乘中的變速
　  與剎車調整相當方便及安全。

調整螺絲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BSA062
迷你定格式調整螺絲 4.0mm 變速線管 黑色 鋁 2

變速線管專用調整螺絲-專業版 (Pro Mini Indexed Inline Adjusters)
•　適用於變速調整
•　此更精巧的設計讓調整螺絲在大彎曲角度的線管上使用效能更好
•　適用於4.0mm 變速線管
•　不建議將變速用調整螺絲搭配使用於一般煞車系統

•　採用定格設計達到確實的調整表現

•　調整螺絲提供同軸式、定格式、火箭二代、車架用等多
　  款讓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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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BSA057 變速編織線管定格調整螺絲 4.5mm 變速線管 黑色 鋁 2

BSA058 煞車線管專用定格調整螺絲 5.0mm 煞車 / 變速線管 黑色 鋁 2

編織變速線管專用調整螺絲-專業版 (Pro lndexed lnline Adjuster for Braided Shift Housing)

•　適用於變速調整
•　適用於4.5mm 編織變速線管
•　不建議將變速用調整螺絲搭配使用於一般煞車系統

煞車定格調整螺絲-專業版 (Pro Brake Indexed Inline Adjuster)

•　專為煞車線管設計
•　適用於5.0mm 煞車線管
•　推薦適用於機械式碟煞

BSA044
J2 定格調整螺絲 4.0mm 或 4.5mm 變速線管 黑色 鋁 2

BSA035
火箭二代調整螺絲 4.0mm 或 4.5mm 變速線管

黑色
(皮革漆) 鋁 2

變速定格調整螺絲-標準版 (Sport Indexed Inline Adjusters)

•　適用於變速調整
•　適用於 4.0mm 或是 4.5mm 變速線管
•　整組包裝內含兩條 4mm 變速線管長度為50mm
•　不建議將變速用調整螺絲搭配用在一般煞車系統

火箭二代調整螺絲-標準版 (Sport Direct Adjusters)

•　建議搭配使用於 Shimano® STI 外走線變速把手
•　適用於變速調整
•　黑色皮革漆定格設計

同軸調整螺絲-標準版 (Sport Inline Adjusters)

•　適用於 4.0mm 或是 4.5mm 變速線管
•　整組包裝內含兩條 4mm 變速線管長度為50mm
•　不建議將變速用調整螺絲搭配使用於一般煞車系統

CHA035 迷你同軸式調整螺絲 4.0mm 或 4.5mm 變速線管 鈦色 鋁 2

BSA036 迷你同軸式調整螺絲 4.0mm 或 4.5mm 變速線管 黑色
(皮革漆) 鋁 2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調整螺絲



50 2019 product catalog

BSA004 M7 微調螺絲
(適用舊式煞車把手) 銀色 鋁 10

BSA008 M10 微調螺絲
(適用舊式煞車把手) 銀色 / 黑色 鋁 10

BSA012
M6 固定螺絲 銀色 鋁 / 鐵 25

調整螺絲與固定螺絲 (Adjusting Barrels)

車架固定座調整螺絲-標準版 (Sport Frame Mount Adjusters)

BSR233 ”米老鼠”車架用調整螺絲
( 適用於 Campagnolo® ) 電鍍銀 鐵 2

BSA016 ”米老鼠”車架用調整螺絲
( 適用於 Campagnolo® ) 電鍍銀 鐵 10

BSA028
M5 定格式調整螺絲 黑色

(皮革漆) 鋁 2

BSA048
M5 定格式調整螺絲 黑色

(皮革漆) 鋁 10

BSA039
M5 定格式調整螺絲 白色

(皮革漆) 鋁 2

調整螺絲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產品型號 產品描述 適用規格 顏色 材質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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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線尾帽 (Cable Tips)

變速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適用於1.2mm(含)以下內線
•　鋁合金
•　500 個 / 瓶

BOT117-AO
金色

BOT117-A
銀色

BOT117-AB
黑色

BOT117-A32
限量綠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適用於1.8mm(含)以下內線
•　鋁合金
•　500 個 / 瓶

BOT117-CO
金色

BOT117-C
銀色

BOT117-C06
紅色

BOT117-C7
黑色

BOT117-C08
藍色

BOT117-C61
美金綠

BOT117-C32
限量綠

煞車/變速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適用於1.8mm( 含) 以
　  下內線
•　鋁
•　各顏色 30 個/ 泡殼

CHA075
美金綠, 橘色, 粉紅色

CHA074
金色, 黑色, 紅色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適用於1.8mm( 含) 以
　  下內線
•　鋁
•　500 個/ 瓶
•　包括100 個 / 紅色；藍
　  色、粉紅色、紫色、橘
　  色和美金綠 各80 個

BOT117-CR
綜合色

煞車/變速內線尾帽-泡殼組 (Combo Packs)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　適用於煞車與變速內線
•　鋁
•　4 個 / 泡殼

CHA069
金色

CHA070
銀色

CHA071
黑色

CHA072
紅色

免工具內線尾帽 (Non-Crimp Cable Tips)

免工具內線尾帽-泡殼組 (Universal Pro Non-Crimps)

線尾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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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零件

鋁合金導線座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DCA053 銀色 鋁合金導線座
( 含 C 型扣 ) 4.0–5.5mm 鋁 4 泡殼

DCA060 銀色 鋁合金導線座
( 含 C 型扣 ) 4.0–5.5mm 鋁 50 夾鏈袋

DCA056 黑色 鋁合金導線座
( 含 C 型扣 ) 4.0–5.5mm 鋁 4 泡殼

DCA061 黑色 鋁合金導線座
( 含 C 型扣 ) 4.0–5.5mm 鋁 50 夾鏈袋

導管集線器系列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材質 數量 包裝

CHA046 黑色 可旋轉導管集線器
尺寸：5.0~5.5mm + 5.0~5.5mm 塑膠 4 泡殼

CHA088
黑色 可旋轉導管集線器

尺寸：5.0~5.5mm + 5.0~5.5mm 塑膠 20 夾鏈袋

CHA093
白色 可旋轉導管集線器

尺寸：5.0~5.5mm + 5.0~5.5mm 塑膠 4 泡殼

CHA122 黑色
可旋轉導管集線器
Shimano® 電子變速電線 + 煞車線管
尺寸：2.6~2.8mm + 5.0~5.5mm

塑膠 4 泡殼

CHA030 黑色 開放式雙孔整線器
適用於 2.5mm 電線及 5.0mm 線管

尼龍 4 泡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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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架防磨擦保護套
•　車架保護套可防止車架及線管間摩擦而破壞車架漆面
•　迷你型-專為公路車簡便設計
•　5G環扣式-體貼設計，不需拆除線管即可立即使用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CHA095
黑色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6 泡殼

CHA096
黑色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50 夾鏈袋

CHA097
透明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6 泡殼

CHA098
透明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50 夾鏈袋

CHA116
紅色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6 泡殼

CHA112
紅色 迷你型 煞車或變速線管 矽膠 50 夾鏈袋

CHA057 黑色 5G 環扣式 煞車或變速線管 TPR 4 泡殼

CHA058 黑色 5G 環扣式 煞車或變速線管 TPR 50 夾鏈袋

CHA059
白色 5G 環扣式 煞車或變速線管 TPR 4 泡殼

CHA060
白色 5G 環扣式 煞車或變速線管 TPR 50 夾鏈袋

防刮墊圈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數量

BOT170-B
煞車或變速內線 黑色 600 個 (200 組 )/ 瓶裝

BOT170-C
煞車或變速內線 透明 600 個 (200 組 )/ 瓶裝

減震降噪音軟管
•　可幫助內走式車架有效降低噪音、減輕震動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長度 包裝

ZSK600 黑色 減震降噪音軟管 4.0–5.0mm  橡膠 10M 夾鏈袋

其他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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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款-輕量化鋁合金線組維修配件包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材質 數量 包裝

JSAD000 滑順全注油內管® - 變速,煞車
長度：2000mm/pc
尺寸：1.8*2.7

透明 PE 4 夾鏈袋

CHA124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黑色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CHA125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銀色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CHA126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金色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CHA127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紅色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CHA144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藍色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CHA148
鋁合金節式線管（單顆） 限量綠 鋁合金 20 x 10mm 夾鏈袋

尊爵款-低摩擦全防護線組維修配件包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顏色 數量 包裝

JSAY051
滑順全注油內管® - 變速
長度：2300mm
尺寸：1.4*1.9

透明 4 夾鏈袋

JSAY001 滑順全注油內管® - 煞車
長度：2000mm
尺寸：1.9*2.4

透明 4 夾鏈袋

CHA149
專屬尊爵款低摩擦全防護線組防塵套 黑色 10 夾鏈袋

碟煞卡鉗專用墊片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材質 數量 包裝

DCA025 銀色 碟煞卡鉗專用墊片 不銹鋼 20 泡殼

固定螺絲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材質 數量 包裝

BSA009 銀色 5mm 固定螺絲 鐵 25 夾鏈袋

BSA010 銀色 6mm 固定螺絲 鐵 25 夾鏈袋

其他零件

2019 product catalog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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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架止栓保護套零件盒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數量 包裝

CHA810 車架止栓保護套零件盒 內含9種常用的止栓，適用於線管、Di2電子變速線和無
孔徑車架，每種各10個

1

煞車吊線座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數量 包裝

BSA045
銀色 / 白色 2 泡殼

CC102
銀色 10 夾鏈袋

CC103-3
銀色 10 夾鏈袋

BSA011
銀色 10 夾鏈袋

BSA040
黑色 2 泡殼

煞車彎管與防塵套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BSA030
銀色 V 煞 不鏽鋼導管 / 鋁端套 10 夾鏈袋

BSA033 銀色 V 煞 不鏽鋼導管 / 鋁端套 10 夾鏈袋

BSA031
銀色 V 煞

V 煞

不鏽鋼導管 / 鋁端套 10 夾鏈袋

BSA032
銀色 / 黑色 不鏽鋼導管 / 鋁端套 10 夾鏈袋

BSA041
銀色 V 煞 鐵 / 鋁 10 夾鏈袋

BSA047
黑色 V 煞 橡膠 10 夾鏈袋

盒裝

www.jagwire.com

其他零件

吊線定格調整螺絲含兩
條單鋅頭內線
( 煞車夾器用 )

雙鋅頭懸吊式內線規格
(1.8x380mm)

單鋅頭懸吊式內線規格
(1.8x330mm)

吊線座 ( 煞車夾器用 )

吊線座
( 含內管，煞車夾器用 )

材質

鍍鋅鋼

鍍鋅鋼

鍍鋅鋼

鋁合金

不鏽鋼 / 橡膠塗層

90° 煞車
器彎管

90° 煞車
器彎管

83° 煞車
器彎管

135° 煞車
器彎管

自由式煞車
器彎管

煞車器
彎管防塵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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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DCA008
黑色 煞車管線或油管 鋁 2 泡殼

DCA010 銀色 變速、煞車線管與油管 不銹鋼 2 泡殼

止栓固定座 (C-Clips)

止栓 & 車架止栓導管座 (Stoppers & Loop Guides)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材質 數量 包裝

DCA054
黑色 塑膠 4 泡殼

DCA055
黑色 塑膠 50 夾鏈袋

止栓轉接座 (Cable Grips)

其他零件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CHA056
黑色 適用 5.0mm 線管 鋁 10 夾鏈袋

DCA072
黑色 車架導管座 ( 斜邊設計） 適用 4.0mm 和

5.0mm 線管或油管 塑膠 50 夾鏈袋

CHA013
銀色 車架用半通止栓 適用 5.0mm 煞車線管 銅 50 夾鏈袋

產品型號 顏色 產品敘述 產品規格 材質 數量 包裝

CHA062 銀色 雙邊線管導引端套 適用 4.0mm 變速線管 鋁 10 夾鏈袋

CHA067
銀色 雙邊線管導引端套 適用 4.5 mm 變速線管 鋁 10 夾鏈袋

CHA061
銀色 雙邊線管導引端套 適用 5.0mm 煞車線管 鋁 10 夾鏈袋

車架止栓與車架導線座 (Housing Connectors)

C 型扣 / 車架
止栓導線固定座

C 型扣 / 車架
止栓導線固定座

固定式
止栓轉接座

可調式
止栓轉接座

車架用全通轉半通止栓用



碟煞油管專用零件盒
HFA900: 此零件盒提供Avid®、Formula®、Magura®、Shimano®、Hayes® 和Tektro® 各式系統在油管替換時所需之墊圈及油壓碟煞替換時所需之零配件。

HFA503
Formula® 迫緊螺帽 x 10

HFA604
Hayes® 迫緊螺帽 x10

HFA403
Magura®/Shimano® M985, 785, 

666, 596 迫緊螺帽 x 10

HFA303
Shimano® 迫緊螺帽  x 10

HFA203
SRAM®/Avid®/Tektro®

迫緊螺帽 x 10

HFA504
Formula® 油針 x 10

HFA603
Hayes® 油針迫緊環 x 10

HFA407
Magura® MT8, 6, 4 迫緊螺帽 x 10

HFA309
Shimano® M985, M988 

(2011) 油針 x 10

HFA305
Shimano®/Tektro® 迫緊環
( 僅適用 Jagwire 油管 )x 10

HFA212
SRAM®/Avid®

油針 x10

HFA030
Avid® Elixir 專用

油封墊圈 x 15

HFA505
Formula® 迫緊環 x 10

HFA404
Magura® 油針 x 10

HFA405
Magura® 迫緊環 x 10

HFA211
SRAM®/Avid® 

迫緊環 x10

HFA313
Shimano®

油針 x 10

HFA032
把手端保護套 x 5

HFA028
M6 礦物油油封墊片 / 咖啡色 x 10
M6 DOT 油油封墊片 / 黑色 x 10

HFA029
M8 礦物油油封墊片 /

咖啡色 x 20

碟煞油管專用迷你零件盒
HFA800: 此零件盒提供SRAM®、Avid®、Shimano® 和Tektro® 系統在油管替換時把手端所需之零配件。

HFA212
SRAM®/Avid®

油針 x 10

HFA211
SRAM® / Avid® 

迫緊環 x 10

HFA305
Shimano® / Tektro® 迫緊環
( 僅適用 Jagwire 油管 )x 10

HFA309
Shimano® M985, M988 

(2011) 油針 x 10

HFA313
Shimano® 油針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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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HOSE FITTINGS

綜合零配件整理盒

 



GAS 鍍鋅研磨內線 

STS 不鏽鋼研磨內線 

GAR 鍍鋅內線  

STR 不鏽鋼內線  

產品規格  內線鋅頭及表面處理

C

S

Campagnolo®

 變速鋅頭 煞車鋅頭

C

登山車、表演車煞車系統

Campagnolo®SRAM®/Shimano®

S

SRAM®/Shimano®

通用款

鍍鋅、不鏽鋼研磨內線
採用鍍鋅及不鏽鋼線為基底，經預拉整直製程，克服鋼線捲線縫隙造成的力道損失，使其降低摩擦力。結合價格、耐

用性、及表現力，此款線是車友們最為熱愛的選擇。

GAS — 鍍鋅研磨內線

STS — 不鏽鋼研磨內線

基本款

鍍鋅、不鏽鋼內線
使用鍍鋅或不鏽鋼線捲線製造而成，製程簡潔、單價較低。其中不鏽鋼材質具有防鏽特性，操控性更佳。此二款內

線皆適合入門車款使用。

GAR — 鍍鋅內線

STR — 不鏽鋼內線

專業款

專業款內線
不鏽鋼研磨內線加上拋光製程移除不平整表面，讓線身更平整並且提供比鐵氟龍內線更低摩擦係數。無披覆層內線適

用各種線管，且耐用度高。

此款線材專為追求高性能線材的高端車友做設計。

STS-PS —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Jagwire熟知線材，對於每個細節絕不馬虎。摩擦力對煞車及變速系統有相當大的影響，高摩擦力的線材會造成煞車或變速手感遲鈍、或
不精準。因為Jagwire注意這樣的細節，所以秉持以高標準來製造線材。從製造過程上百次的預拉整直工序到堅持每週測試，都是為了確
保線材在惡劣的騎乘環境中也能維持絕佳的表現力。

尊爵款

尊爵款內線
尊爵款內線以不鏽鋼線為基底，使用奈米級研磨技術，表面光滑以達極致低摩擦係數。

奈米級研磨內線提供了長效持久的表現、完全無批覆層；特別針對高階變速系統，大幅度提升變速準確度。

STS-EL —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STS-EL

內線規格指引

58

STS-PS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內線

STS-EL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19 產品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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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73PS2300 1.1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 /Shimano® 15.4 克 1 條 吊卡

75PS2300 1.1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2 克 1 條 吊卡

73PS3100 1.1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SRAM® /Shimano® 20.7 克 1 條 吊卡

75PS3100 1.1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Campagnolo® 20.8 克 1 條 吊卡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73EL2300 1.1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 /Shimano® 15.2 克 1 條 吊卡

75EL2300 1.1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1 克 1 條 吊卡

73EL3100 1.1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SRAM® /Shimano® 20.3 克 1 條 吊卡

75EL3100 1.1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Campagnolo® 20.4 克 1 條 吊卡

專業款變速內線－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 以拋光研磨製程降低摩擦力，提供優秀的變速手感。
• 適用任何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線管表現力更佳。
• 獨特金色線身容易辨視。

尊爵款變速內線－超滑順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 鏡面般光滑表面，提供低摩擦係數及精準的變速及順暢的變速手感，

特別推薦使用在11和12速變速系統。
• 無批覆層、無塗層，耐用、不需搭配特殊端套，輕鬆組裝。 
• 適用任何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線管表現力更佳。
• 獨特黑色鋅頭容易辨識。

變速內線

煎餅吊卡 維修區大包裝

一般不鏽鋼內線 經預拉整直製程，具有光滑表
面的研磨不鏽鋼內線

超順滑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透過最後一
道奈米級拋光技術，無使用任何披覆層或
塗層，讓內線表面有如鏡面般極致光滑

拋光研磨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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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款變速內線－研磨不鏽鋼內線
• 不鏽鋼內線防腐防鏽、提昇產品壽命，經研磨後更具低摩擦順滑效能。

通用款變速內線－研磨鍍鋅內線

變速內線－彩盒包裝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73SG2300 1.1mm 研磨鍍鋅內線 2300mm SRAM® /Shimano® 15.2 克 1 條 吊卡

75SG2300 1.1mm 研磨鍍鋅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4 克 1 條 吊卡

73SG3100 1.1mm 研磨鍍鋅內線 3100mm SRAM® /Shimano® 20.6 克 1 條 吊卡

75SG3100 1.1mm 研磨鍍鋅內線 3100mm Campagnolo® 21.1 克 1 條 吊卡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6009866 1.1mm 尊爵款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5.2 克 25 條 大包裝

6009867 1.1mm 尊爵款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1 克 25 條 大包裝

6009868 1.1mm 專業款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5.2 克 50 條 大包裝

6009869 1.1mm 專業款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4 克 50 條 大包裝

6009861 1.1mm 通用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5 克 100 條 大包裝

6009862 1.1mm 通用款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5.4 克 100 條 大包裝

6009863 1.1mm 通用款研磨鍍鋅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4.9 克 100 條 大包裝

基本款變速內線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BWC1011 1.2mm 鍍鋅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6.4 克 100 條 大包裝

BWC1012 1.2mm 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6.1 克 100 條 大包裝

12RG2300 1.2mm 鍍鋅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Huret,
Schwinn, Benelu, Simplex 16.4 克 1 條 吊卡

12RG3050 1.2mm 鍍鋅內線 3050mm SRAM®/Shimano®/Huret,
Schwinn, Benelu, Simplex 22.2 克 1 條 吊卡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73SS2300 1.1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SRAM®/Shimano® 15.5 克 1 條 吊卡

75SS2300 1.1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300mm Campagnolo® 15.4 克 1 條 吊卡

73SS3100 1.1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SRAM®/Shimano® 20.7 克 1 條 吊卡

75SS3100 1.1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3100mm Campagnolo® 20.7 克 1 條 吊卡

71SS4445 1.1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4445mm SRAM®/Shimano® 29.8 克 1 條 吊卡

變速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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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對線材會造成煞車手感遲鈍，為確保符合規範及維持線材品質，Jagwire
細細把關每一道程序，使用預拉整直的技術，並每週對內線做上百次的測試。

Jagwire只生產安全無疑慮的線材

煎餅吊卡 維修區大包裝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4EL2000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6.6 克 1 條 吊卡

94EL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36.3 克 1 條 吊卡

尊爵款煞車內線－超滑順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公路車
• 奈米級拋光研磨技術提供極致順暢煞車手感
• 無批覆層、無塗層，耐用、不需搭配特殊端套，輕鬆組裝。
• 適用任何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線管表現力更佳。
• 獨特黑色鋅頭容易辨識。

尊爵款煞車內線－超滑順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登山車
• 奈米級拋光研磨技術提供極致順暢煞車手感
• 無批覆層、無塗層，耐用、不需搭配特殊端套，輕鬆組裝。
• 適用任何線管，搭配順滑全注油線管表現力更佳。
• 獨特黑色鋅頭容易辨識。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6EL2000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3 克 1 條 吊卡

93EL2000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2 克 1 條 吊卡

96EL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35.4 克 1 條 吊卡

煞車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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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6SS200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7 克 1 條 吊卡

93SS200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5 克 1 條 吊卡

96SS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35.5 克 1 條 吊卡

93SS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Campagnolo® 35.4 克 1 條 吊卡

96SS350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35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44.8 克 1 條 吊卡

96SG2000
1.5mm 研磨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7.0 克 1 條 吊卡

通用款煞車內線－研磨內線－公路車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不繡鋼內線長時間防鏽，提升產品壽命

專業款煞車內線－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登山車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拋光製程使線身平整、降低摩擦力，讓煞車作動更為順暢
• 可與各種外殼及端套做良好搭配
• 金色線身設計，有助於輕鬆辨識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6PS2000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6 克 1 條 吊卡

93PS2000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5 克 1 條 吊卡

96PS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35.9 克 1 條 吊卡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4PS2000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6.8 克 1 條 吊卡

94PS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36.1 克 1 條 吊卡

專業款煞車內線－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公路車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拋光製程使線身平整、降低摩擦力，讓煞車作動更為順暢
• 可與各種外殼及端套做良好搭配
• 金色線身設計，有助於輕鬆辨識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94SS200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6.0 克 1 條 吊卡

94SS2750 1.5mm
( 適用於機械式碟煞系統 ) 研磨不鏽鋼內線 275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35.8 克 1 條 吊卡

94SS350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35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45.1 克 1 條 吊卡

94SG2000 1.5mm 研磨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7.2 克 1 條 吊卡

通用款煞車內線－研磨內線－登山車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不繡鋼內線長時間防鏽，提升產品壽命

煞車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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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內線

公路車－煞車內線－彩盒包裝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不鏽鋼內線長時間防鏽，提升產品壽命

登山車－煞車內線－彩盒包裝
• 研磨內線具低摩擦係數之滑順效能
• 不鏽鋼內線長時間防鏽，提升產品壽命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8009801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2 克 25 條 大包裝

8009802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1 克 25 條 大包裝

8009803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6 克 50 條 大包裝

8009804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5 克 50 條 大包裝

8009805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6.7 克 100 條 大包裝

8009806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Campagnolo® 26.5 克 100 條 大包裝

8009807 1.5mm 研磨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7.0 克 100 條 大包裝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8009808 1.5mm 奈米級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6.6 克 25 條 大包裝

8009809 1.5mm 高精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6.8 克 50 條 大包裝

8009810 1.5mm 研磨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2.0 克 100 條 大包裝

8009811 1.5mm 研磨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3.2 克 100 條 大包裝

基本款煞車內線－公路車、登山車
• 基本款不鏽鋼內線及鍍鋅內線

產品型號 產品尺寸 材質 長度 適用規格系統 重量 數量 包裝

BWC3003 1.6mm 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4.4 克 100 條 大包裝

BWC3004 1.6mm 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24.0 克 100 條 大包裝

BWC5003 1.6mm 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4.2 克 100 條 大包裝

BWC5004 1.6mm 不鏽鋼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公路車 24.0 克 100 條 大包裝

92RG2000 1.6mm 鍍鋅內線 2000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 公路車 24.4 克 1 條 吊卡

92RG2795 1.6mm 鍍鋅內線 2795mm SRAM®/Shimano® 登山車 / 公路車 33.6 克 1 條 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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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管規格指引

尊爵款

變速和煞車線管
全防護系統
•  全防護系統採用從手把端到卡鉗全內管防護，完全阻隔汙泥與雜質的

影響

•  搭配批覆內線與滑順全注油® 內管降低摩擦係數

專業款

變速和煞車線管
節式線管系統
•  鋁製節式線管結構設計，大幅度的減輕重量、創造超低壓縮

比、金屬結構耐磨耗使用穩定性高，且能夠對應大角度彎曲的
使用需求。

•  獨特設計的外型，更有個人特色。

節式線管 - 鋁合金節式線管

內管

順滑全注油

鋁合金節式線管

變速線管
•  全注油線管搭配直絲結構鋼線，創造零壓縮比，提供精準的變速

手感。

LEX-SL - 全注油直絲結構變速線管

煞車線管
•  自環狀鋼線結構再升級，克維拉高性能纖維包覆著直絲結構鋼線，

提供安全且高性能煞車。
•  重量較一般環狀線管減輕30%的重量。

KEB-SL  - 克維拉強化編織煞車線管

內管 直絲結構

內層批覆順滑全注油

克維拉編織層

外層批覆

KEB-SL 煞車線管

CSX  - 高碳鋼,低壓縮比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全注油內管

環狀高碳鋼

外層批覆

CSX 煞車線管

內管

編織結構

內層批覆滑順全注油®

外層批覆全注油內管

XEX 變速線管

XEX - 編織鋼線結構變速線管

順滑全注油

內管

直絲結構

內層批覆

外層批覆

LEX-SL 變速線管

滑順全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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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管規格指引

基本款

煞車線管
•  經濟實惠且能長時間維持優秀表現力的環狀鋼線無注油線管，是入門                                                                                       

級車款的最佳選擇。

CEX - 基本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變速線管
•  經濟實惠且能長時間維持優秀表現力的直絲結構無注油線管，是入門

級車款的最佳選擇。

LEX  - 直絲鋼線結構變速線管

注意
禁止將XEX, LEX-SL及LEX變速外殼與煞車系統搭配使用。 
基於安全考量，煞車外殼必須搭配CSX,KEB-SL, CGX-SL, CEX及節式外殼系統使用。

通用款

內管 外層批覆

環狀鋼線

CEX 煞車線管

煞車線管
•  全注油線管搭配環狀高碳鋼，保留適量壓縮比，帶來安全且敏銳的煞

車手感。

CGX-SL - 高碳鋼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內管

外層批覆

環狀高碳鋼

順滑全注油

CGX-SL 煞車線管

LEX-SL  - 全注油直絲結構變速線管

直絲結構內管

順滑全注油 內層批覆 外層批覆

LEX-SL 變速線管

內層批覆內管 外層批覆

直絲結構

LEX 變速線管

變速線管
•  全注油線管搭配直絲結構鋼線，創造零壓縮比，提供精準的變速手

感。



•

•

SLICK-LUBE

BHL200
黑色

BHL205
白色 SLICK-LUBE

5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　

SLICK-LUBE

3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1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BHL451
高貴紅

BHL452
鵝黃色

BHL453
西帝藍

BHL454
有機綠

BHL455
編織金

BHL456
編織白

BHL457
細編織鈦

BHL458
冰河灰

ZHB706
編織銀

ZHB708
碳纖銀

ZHB801
冰河灰

ZHB803
高貴紅

ZHB808
西帝藍

ZHB812
橘色

ZHB813
有機綠

ZHB814
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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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款

變速線管

升級

升級

升級

全注油

全注油

全注油



基本款

JSAD0027
透明

注油內管
 • 可使用於Nokon煞車及變速系統

• 禁止搭配Jagwire鋁合金節式線組使用（節式線組請用產品編號 JSAD000）
 • 6,000mm/袋

• 尺寸:2.0mm x 2.5mm

配件

20A0007
黑色

90A9765
黑色

90A9769-1
銀河灰

50米線管大包裝
• 基本款-LEX-直絲鋼線結構變速線管

200米 線管大包裝
• 基本款-LEX-直絲鋼線結構變速線管
• 包裝內含1000顆標準端套

67www.jagwire.com

升級

變速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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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Y0021 60Y0022 60Y0029 60Y0030 60Y0031 60Y0034 60Y0035 60Y0036

BHL411 BHL412 BHL413 BHL414 BHL415 BHL416 BHL417 BHL418

2019 產品型錄

10米克維拉(Kevlar®)全注油輕量化煞車線管
•  專業款-KEB-SL-克維拉(Kevlar®)強化編織煞車線管，提供高性能煞車
  • 機械式碟煞的最佳首選
  • 包裝內含20顆襯裡端套和10顆黑色POP端套

SLICK-LUBE

專業款

BHL100 BHL105
SLICK-LUBE

5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 通用款-CGX-SL-高碳鋼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SLICK-LUBE

1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 通用款-CGX-SL-高碳鋼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SLICK-LUBE

30米全注油彩色線管大包裝
• 通用款-CGX-SL-高碳鋼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通用款

ZHB902 ZHB903 ZHB904 ZHB905 ZHB906 ZHB907 ZHB908

煞車線管

銀河灰高貴紅 西帝藍 有機綠橘色 粉紅色碳纖銀編織銀

銀河灰高貴紅 西帝藍 有機綠鵝黃色 細編織鈦編織金 編織白

黑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銀河灰高貴紅西帝藍有機綠 橘色

升級

升級

升級

升級

全注油

全注油

全注油

全注油

¥ 328（建議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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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線管大包裝
• 基本款-CEX-基本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自由式煞車器彎管
• 專為使用KEB-SL煞車外殼的設計，提供把手端大角度的彎折
 

90Y0026
黑色

90Y0025-4
銀河灰

CHA146
數量 : 6

200米線管大包裝
• 基本款-CEX-基本環狀結構煞車線管
• 包裝內含700顆標準端套

20Y0007
黑色

基本款

配件

煞車線管



•　維修區專用的整裡救星，解決大盒裝凌亂、堆疊的放置問題

•　單層可放6盒內線、線管；量測尺規，裁剪長度方便；內線、
　  線管剪刀懸掛用掛勾。

•　整理架最高可疊放三層，空間與美觀兼具。

* 販售品不包含照片中剪刀和大包裝彩盒產品

70 2019 產品型錄

線管展示架

產品敘述

JWSF003 大包裝彩盒整理架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JWSF005 線管色彩展示串 •　色彩展示串包含Jagwire 所有線管和端套顏色選擇

內線展示組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JWSF047 內線比較展示組 •　以高精研磨內線、不銹鋼研磨內線和競品內線的摩擦
　  力比較

展示板

DIY 零件盒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JWSF004 Logo 展示板 • •　助於推廣Jagwire產品

•　適用於槽板或掛板

產品型號 產品敘述

JWSF012 Jagwire DIY 零件盒
•  •　依照需求放入Jagwire小零件，打造個人專屬的零
　  件盒

•　內含17分格

銷售展示系列

大包裝彩盒整理架

產品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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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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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系統新視野擴展
二十餘年來，Jagwire操控系統成為高性能操控系統製造商的先驅。通過
ISO9001／TS-16949的品質認證，Jagwire持續不懈以最嚴謹的方法來檢驗與
測壓煞車皮、外管及內線性能，對產品品質有絕對的信任與保證。

迅速、可靠、卓越
忠於製程改善，Jagwire研發團隊不斷尋找各種方針以助於節省顧客開銷、增
強產品品質、提升價值創新、減少失誤及提高顧客滿意度。以豐田汽車為企業
標竿，Jagwire團隊結合高效能之豐田式生產管理系統（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並且合併自動與手動製程，以利於管理物料流通與控管產品
數量，進而成就品質和生產效益。Jagwire團隊身為A-Team自行車協力廠一
員，展開改善公司策略以利縮短交期時間，提升品質與消除不良與浪費。

環境與群社
作為地球上盡責的一份子，Jagwire操控系統致力於通過產品性能、
安全和環境等各種嚴格的規範，並且提供獲得「美國消費品安全制度
「(Consumer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CPSIA)、「加州第65號法
案」(Pro 65)與CEN認證，符合不含毒性之危害物質的產品為主要訴求。

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保固政策
產品保固期限

自購買日起，佳承精工／ Jagwire 操控系統對於材質及成品的保固期間為兩
年，此權利僅適用於原購買者享有且不得轉讓。在期限內若需更換產品，須提
供原始購買憑證，此權利賦予Jagwire 授權之正式經銷商。如須了解更完整保
固規範，請至www.jagwire.com 或寄信至 jagwire.com 索取相關訊息。

產品安全及安裝注意事項
警告：

由於各式車款結構及配件不同，安裝和維修時需具備專門技術及維修工具。為
降低事故和意外發生機率，Jagwire團隊強烈建議各種安裝、維修和保養工作安
裝／維修等事項交由專業的車店或經銷點進行。未向專業技師或經銷商學習正
確維修方法前，切記勿擅自隨意對自行車進行任何調整或保養的動作。非適當
調整或不妥當保養，都可能引起自行車的損壞或事故的發生，甚至導致嚴重的
傷亡事故發生。

另外，同等重要是騎乘者本身對騎乘方式和騎乘路線的偏好攸關自己的保養條
件，因此建議請求車店或技師何種保養適合你的自行車。自行車和其零件都會
受到磨損和壓傷；不同的材質和結構會因不同程度的壓迫而受損或疲乏，或產
品使用期限縮短。若零件超過使用週期，零件組成會瞬間損壞，導致騎乘者容
易發生緊急事故或導致傷亡。內線刮傷、斷裂、磨損或褪色都可能受到壓迫而
產生疲勞，亦表示使用期限到期必須更換新零件。雖然製造商對於材質和成品
會提供一段期間的保固期限，但不能夠擔保產品性能使用期是否會持續到期限
終止，騎乘方式與騎乘者的維護也和產品使用週期有關。因此，產品保固並非
指產品完全不會損壞或永久良好；騎乘者在安裝任何零件或備配之前，請向車
店確認是否適用於你的自行車。

安裝自行車零組件前，請向車店或經銷點確認是否適合你的車款。

警告：

1.  自行車的煞車調整不當、煞車皮磨損、煞車線或外管損耗都會產生危險，甚
至導致嚴重傷亡。

2.  煞車太過用力或過急，會迫使輪胎鎖死進而導致車輛失控或騎乘者摔倒的情
況發生。建議你在緊急煞車時，請勿使用前煞車，以免突發狀況時，可能撞
到把手，嚴重時將導致重傷或死亡的情況發生。

3.  部份煞車系統如碟盤和直絲線型V 夾的作動力較大，所以須多花心細了解如
何操作使用並且多練習。

4.  長時間使用碟煞會造成零件的溫度升高過燙，故在碟煞盤冷卻之前，請勿用
手直接碰觸。

5.  在操作煞車與保養前，請務必閱讀煞車製造商所提供之原廠說明書，若無原
廠說明書，請洽詢經銷商或向煞車製造商索取。

警告：

Jagwire煞車線、外管和煞車皮不可使用在電動腳踏車或汽機車上，如因不當使
用將會導致個人嚴重的傷亡。

煞車系統檢查
騎乘前檢查煞車系統是人身安全的關卡，請適當地執行煞車系統檢查驗
方法。

• 握緊煞車把手。
• 確認煞車快拆是否閂緊？
• 煞車和變速外管是否妥當安裝、銜接牢固？
• 煞車皮碰觸輪圈時是否成直角且與輪圈完全接觸？
• 煞車皮的螺絲是否拴緊卡鉗調整器？
• 煞車皮碰觸輪圈時是否可把手握壓約兩公分距離？
• 煞車時是否僅用煞車握把作動？

若不符合上述情形，請重新調整煞車系統，直到專業技術適當調整煞車系統
後，再進行騎乘。

影響煞車性能的因素，如騎乘速度與路況、煞車施力大小、煞車線、把手和煞
車皮的安裝與維修、自行車的車況、騎乘者的體重、煞車技術、天氣等多達超
過我們所能掌握。因此，建議你先閱讀自行車手冊及向專業技師或車店學習更
多調整煞車的技術，並且每次騎乘前先於平地練習變換煞車系統。在潮濕的狀
況下，煞車性能會大量銳減，且輪胎抓地力減弱，造成速度失控無法駕馭。因
此，為使騎乘者在濕地路況上比平常乾地路況騎乘更安全，請放慢騎乘速度及
慢慢地煞車。

定期檢查你的煞車系統、線組和煞車皮是否損壞，尤其是在發生過碰撞和嚴重
衝擊後，每次騎乘更要完整個檢查。若發現煞車皮有損毀，請找專業技師和車
店確認。

重要事項：煞車皮磨平時，請更新；輪圈損耗而不能煞車時，請更換新的零
件。

煞車線
煞車線不正確組裝和使用會造成煞車失效，甚至導致嚴重傷亡之事故發生。因
此，每次騎乘前務必確認煞車系統功能。請閱讀自行車手冊和定期檢查煞車線
及外管是否損壞或內線磨損，並且發生過碰撞和嚴重撞擊後務必全盤檢查。若
發現線組損毀，請找專業技師和車店確認。

重要事項：若控制線組磨損、外管的端套損壞或外管糾結，請更換新的零件。

安裝協助
請至 www.jagwire.com 下載安裝指示，或直接洽詢Jagwire 團隊。

美洲區： info@jagwire.com

歐洲區： jageurope@nowcompany.com

亞洲區- 大中華地區：jcac_service@jagwire.com.tw

亞洲區- 台灣地區：service@jagwire.com.tw

商標
所有Jagwire和佳承精工所使用之商標、行業標誌及商品名稱都已註冊為佳承
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禁止未經我司許可則隨意使用佳承精工之商標及智慧
財產權。

Copyright (c) 2018—Chia Cherne Industry Company,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