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運動用品展 2013
2013 年 10 月 29 – 31 日

精選展品
圖片下載：http://filesharing.tdc.org.hk/hktdc/download.php?fid=_phpmKhCJd
產品圖片

簡介


RMT 是創新的多功能健身訓練工具，而且攜
帶方便



可利用水的流動性產生多段數衝力



用家可以得到與健身房相同的訓練體驗



參考：

卓匯體適能訓練及營養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
展位編號：8-H13
展區：健身及健美器材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tKtjZ6G
1A8



不論是打算開展刺繡業務或家中刺繡進階愛
好者，PR-1000 電腦專業繡花機定能滿足所
需。它集許多功能於一身，10 色繡花功能令
顏色選擇更廣。



系統設有寬大的繡花範圍及繡花定位相機感
應器，以及觸控顯示屏，內置編輯和設計預
覽功能，帶來簡單易用而專業刺繡效果。



系統的不同配件方便製作不同出品，由家居
服、運動服裝以至高級時裝等皆可。

兄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展位編號：8-P02
展區：公眾日展位

1

產品圖片

登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台灣
展位編號：8-E33
展區：戶外運動用品

簡介


濃縮葡萄糖、低聚果糖、蜂蜜和碳水化合物，
可以補充能量高達 128 卡路里。



特別添加豐富的維他命 B 雜、生物電解質，
有助穩定身體狀況。



快速吸收、能量在進食後 20 秒爆發。

輕量滑浪風帆：


公司生產的各類風帆，包括滌綸帆、學習帆，
初學帆，PVC 窗口帆設計，高強力聚酯滌綸。



以輕身的“X-Ply”物料製造，加上其堅韌和
透明特性，製作出理想的產品。



產品得到 ISO9001 認證。



產品的安全性和材料經測試證明。

Extreme Union Company Limited
香港
展位編號：8-H20
展區：水上運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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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品牌：Erke



以單紗及無縫技術製造單層的鞋面，可減輕
重量。鞋身只重 105-125g。



鞋面的單紗由高密度泡沫粒子無縫製造，舒
適而且透風。



泡沫狀 EVA 及 KPU 設計鞋底，具避震功能，
而且用家可活動自如。

鴻星爾克集團
中國內地
展位編號：8-F01
展區：品牌區

Radicool 散熱運動服：

郡是獨家開發的先進纖維 Radicool，具極強
的冷感及透濕性，能夠迅速吸收體溫並將其
釋放至衣服外部。


郡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展位編號：8-G09
展區：品牌區

以 Radicool 製造的運動服，可以有效釋放運
動時產生的熱量，而且迅速吸汗，保持身體
乾爽，減少穿著時的悶熱感覺。

Insect-shield®驅除蚊蟲衣服：

產品的纖維含有專利氯菊酯配方，可有效防
蟲，而且不含異味，可長期維持功效。


產品已證實可以驅除蚊子、扁蝨、螞蟻、蒼
蠅、恙蟎及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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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負重背心：

Jam Sport
香港
展位編號：8-P01
展區：公眾日展位

OIC Concept Limited
香港
展位編號：8-E08
展區：品牌區



採用高級 LYCRA 及 NEOPRENE 物料生
產，內設粉末塗層，避免磨損或庝痛。



獨立內袋設計，可放不同重量，訓練不同肌
肉。



有助加強和提高速度，敏捷度和力量。

入樽訓練鞋 (球鞋版)︰


原理為不斷訓練小腿及前腳爪部分，以提升
反應強度、跳躍技巧及協調。



產品有效提升彈跳力達 30%(垂直跳增加 5
至 10 吋)，及 40 碼衝刺時間加快達 1/5 秒。



產品為 NBA 球星作灌籃訓練之用。



品牌：KINeSYS



加拿大 KINeSYS SPF30 專業防晒噴霧，防
水防汗，效用持久，專業運動員推介；



低敏不堵塞毛孔配方，不含酒精及防腐劑，
保持皮膚健康；



不含油份及色素，皮膚保持乾爽不油膩，感
覺清爽；



特別設計的 MicroSPRAY 噴咀，徵細噴霧均
衡散佈肌膚、無須塗搽；



含美國 FDA 認可的 Parsol 1789 成份，除
UVB 外亦有效防 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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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TP9 球鞋：

匹克(中國)有限公司
中國內地
展位編號：8-E05
展區：品牌區



匹克最新的梯度雙能技術，是按 Tony Parker
的個人需要和技術特點製造 TP9；



混合合成物料及網格提令鞋面舒適透風；



穿孔設計容易透汗，即使劇烈運動中，鞋內
仍然保持乾爽；



梯度雙能技術以不同的彈性物料組成鞋身，
幫助球員更穩定地移動和落地；



前鞋的特別形狀增強了摩擦，並減少使用橡
膠，減輕重量。EASYMOVE 水平刻痕使鞋
更容易彎曲。

Zen 藍芽 MP3 耳筒：

專為體育運動設計的藍芽 MP3 耳機。

Tinjo industrial Limited
香港
展位編號：8-E01
展區：品牌區



體積細小，方便戶外運動時使用。



防水及內置鋰電池，適合於運動時用。



待機時間：可達 100 小時、充電時間：2 小
時、通話時間：可達 6 小時、音樂播放時間：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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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H 武術及運動用品供應
香港
展位編號：8-E03
展區：品牌區

Wilton Bradley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展位編號：8-G01
展區：品牌區

簡介


球由手腕的動作帶動，可訓練手指、手腕及
手臂肌肉。



利用小紅繩拉動滾輪，在滾輪停止前，拿起
球跟隨滾輪轉動手腕，滾輪轉動愈多愈快則
離心力愈強，從而需用更多力氣捉緊及控
制。而且轉動的姿勢時愈小，愈能訓練深層
肌肉。



以不同姿勢使用產品可以訓練不同的肌肉並
減少受傷。



適合熱愛運動人士或運動員，以至音樂家、
鋼琴家或經常使用手腕的人士。



品牌：Osprey



專門為在街道高速滑行而設的滑板。



板身及滑輪設計亮麗奪目，設計靈感來自非
洲的傳統雕塑，加上 Osprey 的特色，鮮豔的
顏色使滑板從芸芸產品中脫穎而出。



Osprey 的 技 術 設 計使 滑 板 適 合在 不 同 場
地，包括滑板場或公園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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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防水 MP3 耳機：


品牌：Aqua Note



嵌入式的 MP3 播放機，音效出色，可無線連
結。它是一個人體工學的創新設計，適合多
種運動中使用。防水達水深 3 米。容量達
4GB。

外置數碼單鏡反光相機無線控制器：

XSories Hong Kong Ltd
香港
展位編號：8-E19
展區：運動裝備器材及配件



品牌：WEYE FEYE



可發射 WIFI 信號，在裝有應用程式的智能手
機或平板電腦遙控操作單鏡反光相機。



支援 Android 和 iOS。



參考：
http://www.youtube.com/user/XSories



品牌：XyberForce



有效地平衡球桿，便於處理長距離擊球，提
升球的飛行距離和準確性。

世霸潛能
香港
展位編號：8-E18
展區：高爾夫球裝備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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