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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ark    打版系統打版系統打版系統打版系統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AccuMark    放縮系統放縮系統放縮系統放縮系統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1)(1)(1)(1)可進行最複雜的放縮計算可進行最複雜的放縮計算可進行最複雜的放縮計算可進行最複雜的放縮計算
(2)(2)(2)(2)簡易操作的放縮功能簡易操作的放縮功能簡易操作的放縮功能簡易操作的放縮功能：：：：新建新建新建新建，，，，編修編修編修編修，，，，測量尺寸測量尺寸測量尺寸測量尺寸
(3)(3)(3)(3)可以在所有的放縮尺吋上自動打牙口可以在所有的放縮尺吋上自動打牙口可以在所有的放縮尺吋上自動打牙口可以在所有的放縮尺吋上自動打牙口



AccuMark    馬克系統馬克系統馬克系統馬克系統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V-Stitcher 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設定人台模式設定人台模式設定人台模式設定人台模式

產生體型產生體型產生體型產生體型

輸入人體尺寸輸入人體尺寸輸入人體尺寸輸入人體尺寸



V-Stitcher 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3D 3D 3D 3D 縫合裁片縫合裁片縫合裁片縫合裁片 虛擬人台套穿虛擬人台套穿虛擬人台套穿虛擬人台套穿



AccuNest 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

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服裝版型虛擬試樣系統建置

�節省時間及提升物料的利用率節省時間及提升物料的利用率節省時間及提升物料的利用率節省時間及提升物料的利用率

�自動編修新建高效的樣片馬克圖自動編修新建高效的樣片馬克圖自動編修新建高效的樣片馬克圖自動編修新建高效的樣片馬克圖

�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



電腦打版電腦打版電腦打版電腦打版(GERBER)(GERBER)(GERBER)(GERBER)工作區工作區工作區工作區

•AccuMarkAccuMarkAccuMarkAccuMark 打版打版打版打版////放縮放縮放縮放縮////馬克系統馬克系統馬克系統馬克系統
•AccuNestAccuNestAccuNestAccuNest 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超級馬克自動排版
•VVVV----StitcherStitcherStitcherStitcher 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服裝立體試衣系統
•SD4410 SD4410 SD4410 SD4410 掃描器掃描器掃描器掃描器 自動樣版掃瞄器自動樣版掃瞄器自動樣版掃瞄器自動樣版掃瞄器
•FCFCFCFC----8000800080008000----100AP 100AP 100AP 100AP 超高速直立式軟板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板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板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板繪圖切割機

•馬克排版馬克排版馬克排版馬克排版

•電腦放縮電腦放縮電腦放縮電腦放縮•電腦打版電腦打版電腦打版電腦打版 •3D3D3D3D立體試衣立體試衣立體試衣立體試衣



•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設計圖 / / / / 面料諮詢面料諮詢面料諮詢面料諮詢

生產製造通知單

99 年 5 
月 26 日

銷售地區: 台灣/台北 交 貨 日 期：99/06/28 紙 板 數 量

訂
單
號
碼

104-1 表 版 14 本布

樣
品
號
碼

C4000 裡 版 4 本布

品
名

漂洗牛仔
吊帶褲

襯 版 0

打 數 4 主布編號

使

#70 SP 
車線
40/2

實 版 0

主 L273-10深藍色斜紋布
用

拉鍊10" 釦子22mm*9 配布版 0

布 幅寬:150cm 副 拉鍊8" 釘釦15mm*2 版數共 18

料 成分:100%COTTON 料
拉鍊
23.5"

平面圖：

規 格 允差 級距 S M L 備 註

腰圍 1.5 4.0 99.0 103.0 107.0 

臀圍 ^1.5 4.0 101.0 105.0 109.0 

尺 前襠 1.0 1.0 50.5 51.5 52.5 

後襠 1.0 1.0 53.0 54.0 55.0 

寸 前褲口 0.5 0.5 14.0 14.5 15.0 

後褲口 0.5 0.5 16.5 17.0 17.5 

表 腰帶寬 0.5 0.0 8.0 8.0 8.0 

褲長 1.0 3.0 100.5 103.5 106.5 不含腰帶

腿圍 1.0 1.0 70.0 71.0 72.0 

褲口拉鍊開口 0.0 0.0 25.0 25.0 25.0 

褲襠拉鍊 0.0 0.0 20.5 20.5 20.5 

吊帶 0.0 0.0 87.0 87.0 87.0 

編織吊帶 0.0 0.0 40.0 40.0 40.0 

裝飾線寬度不一，請照版型標示寬度車縫

備 正面開口拉鍊壓車閃電裝飾線

註 前後身上衣片請先隨意拼接並壓車裝飾線成大布塊，再照版型裁剪形狀

•樣衣製造單樣衣製造單樣衣製造單樣衣製造單•打版打版打版打版 ////放縮放縮放縮放縮 ////馬克馬克馬克馬克 •大貨生產大貨生產大貨生產大貨生產

•面料加工
•水洗/石洗
•漂染

成衣生產代工成衣生產代工成衣生產代工成衣生產代工：：：：
成衣打版成衣打版成衣打版成衣打版 ////成衣放縮成衣放縮成衣放縮成衣放縮 ////成衣製樣成衣製樣成衣製樣成衣製樣 ////大貨生產諮詢大貨生產諮詢大貨生產諮詢大貨生產諮詢



最新日式最新日式最新日式最新日式Graphtec超高速直立式軟版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版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版繪圖切割機超高速直立式軟版繪圖切割機

※※※※紙張需求紙張需求紙張需求紙張需求:：：：：捲紙捲紙捲紙捲紙100-250g 白紙白紙白紙白紙
、、、、雞皮紙雞皮紙雞皮紙雞皮紙、、、、牛皮紙牛皮紙牛皮紙牛皮紙

※※※※佔地面積佔地面積佔地面積佔地面積：：：：1578 x715x1219 mm
(長長長長x寬寬寬寬x高高高高)

※※※※切割範圍切割範圍切割範圍切割範圍：：：：1067 mmx2m
※※※※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148.5 cm/s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FC-8000-100AP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SD4410 SD4410 SD4410 SD4410 版型掃瞄器版型掃瞄器版型掃瞄器版型掃瞄器

※※※※SD4410自動掃瞄器可與自動掃瞄器可與自動掃瞄器可與自動掃瞄器可與AccuMark串聯串聯串聯串聯
※※※※自動掃描軟體可掃描手繪版型草圖自動掃描軟體可掃描手繪版型草圖自動掃描軟體可掃描手繪版型草圖自動掃描軟體可掃描手繪版型草圖
※※※※掃描後直接產生掃描後直接產生掃描後直接產生掃描後直接產生AccuMark可接收之樣片格式檔案可接收之樣片格式檔案可接收之樣片格式檔案可接收之樣片格式檔案
※※※※有效掃瞄寬度有效掃瞄寬度有效掃瞄寬度有效掃瞄寬度：：：：42" ( 106cm)
※※※※長長長長：：：：150cm x 寬寬寬寬100cm

※※※※ 8-bit 單色掃瞄機單色掃瞄機單色掃瞄機單色掃瞄機，，，，具灰階捕捉辨識功能具灰階捕捉辨識功能具灰階捕捉辨識功能具灰階捕捉辨識功能
※※※※9"/sec，，，，掃瞄速度掃瞄速度掃瞄速度掃瞄速度200dpi
※※※※USB 連接方式連接方式連接方式連接方式
※※※※掃瞄精準度掃瞄精準度掃瞄精準度掃瞄精準度0.1% +/-5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

硬體硬體硬體硬體：：：：Graphtec SD4410 Scanner 掃瞄器掃瞄器掃瞄器掃瞄器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NScan-SW  Nhega Nscan Software  自動掃瞄軟體自動掃瞄軟體自動掃瞄軟體自動掃瞄軟體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直接驅動高速平縫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縫紉機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高高高高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2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JUKI   DDL-8700



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自動切線平車自動切線平車自動切線平車自動切線平車)

※※※※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節能節能節能節能7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切線速度與以往機種相比速度更快切線速度與以往機種相比速度更快切線速度與以往機種相比速度更快切線速度與以往機種相比速度更快
※※※※提昇操作人員的工作效率提昇操作人員的工作效率提昇操作人員的工作效率提昇操作人員的工作效率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高高高高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9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JUKI   DDL-9000A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 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

適用範圍：一般車縫功能

具備自動化控制針距、自動切線、自動回針

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直接驅動高速平縫自動切線縫紉機(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上袖機上袖機上袖機上袖機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JUKI   DLU-5494N-7

※※※※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電力與傳統機型相比，，，，節能節能節能節能7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自動切線自動切線自動切線自動切線
※※※※附起皺輸入裝置附起皺輸入裝置附起皺輸入裝置附起皺輸入裝置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機器可以用於廣泛應用於男裝，女裝，夾克和嬰兒服裝，

肩縫邊、連接袖、腰帶、裙擺、抽縐

具備自動化控制起縐、自動切線、自動回針

上袖機上袖機上袖機上袖機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鳳眼機鳳眼機鳳眼機鳳眼機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SINGER 299U



適用範圍：外套、牛仔褲、風衣等款式之開鳳眼釦洞

鳳眼機鳳眼機鳳眼機鳳眼機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2222台台台台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名匠名匠名匠名匠 MJ62GMJ62GMJ62GMJ62G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 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

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手臂型四針六線併縫車((((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適用範圍:
用於伸縮布料、萊卡、針織布料、刷毛布料、韻律裝、運動服等
機能性服裝，車縫時因縫份為上下疊車，故縫份較薄



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綳綳綳綳縫機縫機縫機縫機（（（（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110V110V110V

併縫效果併縫效果併縫效果併縫效果

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

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

壓骨壓骨壓骨壓骨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C007KDC007KDC007KDC007KD



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綳綳綳綳縫機縫機縫機縫機（（（（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110V110V110V

併縫效果併縫效果併縫效果併縫效果

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三本折下擺與袖口

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三針五線爬網

壓骨壓骨壓骨壓骨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星菱星菱星菱星菱 ARARARAR----888A888A888A888A



上下網車縫正面圖上下網車縫正面圖上下網車縫正面圖上下網車縫正面圖 上下網車縫反面圖上下網車縫反面圖上下網車縫反面圖上下網車縫反面圖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車褲耳車褲耳車褲耳車褲耳、、、、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壓線壓線壓線壓線

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綳綳綳綳縫機縫機縫機縫機（（（（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雙針下網車縫正面圖雙針下網車縫正面圖雙針下網車縫正面圖雙針下網車縫正面圖 雙針下網車縫反面圖雙針下網車縫反面圖雙針下網車縫反面圖雙針下網車縫反面圖

適用範圍：車褲耳、車針織下襬；袖口及領圍、壓線、袋套；台島上裡布

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綳綳綳綳縫機縫機縫機縫機（（（（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三針下網車縫正面圖三針下網車縫正面圖三針下網車縫正面圖三針下網車縫正面圖 三針下網車縫反面圖三針下網車縫反面圖三針下網車縫反面圖三針下網車縫反面圖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車褲耳車褲耳車褲耳車褲耳、、、、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車針織下襬；；；；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袖口及領圍

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橫筒型三針五線雙面飾綳綳綳綳縫機縫機縫機縫機（（（（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三本車））））((((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

※※※※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220V220V220V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F007



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

※※※※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喇叭分各種尺寸，，，，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特殊尺寸需訂做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220V220V220V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星菱星菱星菱星菱 FG-797



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平床型高速三針五線滾領機【【【【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車】】】】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滾邊喇叭((((續續續續))))

適用範圍:
※配備改良型喇叭，使滾邊作業快速容易
※更換配件，亦可做一般綳縫、拷下襬、壓骨等作業
※可上下左右調整喇叭座
※另可裝喇叭2分到一英吋半特寬滾領及滾邊車縫喇叭



盲縫機盲縫機盲縫機盲縫機 ((((下擺車下擺車下擺車下擺車))))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120cm x 120cm x 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55cm x 55cm x 55cm x 高高高高76cm76cm76cm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2222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220V220V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TONY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盲縫車車縫正面圖盲縫車車縫正面圖盲縫車車縫正面圖盲縫車車縫正面圖 盲縫車車縫反面圖盲縫車車縫反面圖盲縫車車縫反面圖盲縫車車縫反面圖

適用範圍：

褲口、袖口、下襬盲縫，可車高級裙子下襬及長褲褲長

盲縫機盲縫機盲縫機盲縫機 ((((下擺車下擺車下擺車下擺車))))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

※尺吋：長120cm x 寬55cm x 高76cm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737KD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細包縫細包縫細包縫細包縫((((手帕邊包縫手帕邊包縫手帕邊包縫手帕邊包縫))))適用於薄至中厚布料之細包縫適用於薄至中厚布料之細包縫適用於薄至中厚布料之細包縫適用於薄至中厚布料之細包縫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 : : : 手帕手帕手帕手帕,,,,禮服等禮服等禮服等禮服等

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直驅三線密拷機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拷克機拷克機拷克機拷克機))))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高高高高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3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 747



適用範圍：布邊拷邊、針織布料四線拷合

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高速四線包縫機((((拷克機拷克機拷克機拷克機)()()()(續續續續))))

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車縫正面圖 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車縫反面圖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

※尺吋：長120cm x 寬55cm x 高76cm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757KD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一般包縫適用於中厚布料之一般縫合,如襯衫

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直驅五線拷克機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

※尺吋：長120cm x 寬55cm x 高76cm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767KD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適用於薄至中厚布料之一般縫合,如襯衫可由勾針及針之變換車縫
出5種不同的縫合方式(504,514,516, 401, 514+401)

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直驅六線拷克機

縫合方式縫合方式縫合方式縫合方式 車縫圖正反面車縫圖正反面車縫圖正反面車縫圖正反面



鎖眼車鎖眼車鎖眼車鎖眼車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BH790-A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高速電子平縫鎖眼內鍵30種標準圖形,可依作業者需求自行變更圖
形,最多可記憶儲存99個圖形

鎖眼車鎖眼車鎖眼車鎖眼車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特殊補強車縫設計特殊補強車縫設計特殊補強車縫設計特殊補強車縫設計 , , , , 讓車縫更強固讓車縫更強固讓車縫更強固讓車縫更強固

車車車車
縫縫縫縫
圖圖圖圖
形形形形



打結車打結車打結車打結車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BT290-DS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內鍵41種套結花樣,適合各種布料之車縫

打結車打結車打結車打結車

車縫圖形
車縫圖



ZZZZ字車字車字車字車////人字車人字車人字車人字車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LZ457A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可做蕾絲鑲邊及一般人字型之縫紉可做蕾絲鑲邊及一般人字型之縫紉可做蕾絲鑲邊及一般人字型之縫紉可做蕾絲鑲邊及一般人字型之縫紉

ZZZZ字車字車字車字車////人字車人字車人字車人字車

車縫圖形車縫圖形車縫圖形車縫圖形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釘扣車釘扣車釘扣車釘扣車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BT02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內鍵38種釘扣花樣,適合各種扣型之車縫

釘釦車釘釦車釘釦車釘釦車

釘釦花樣釘釦花樣釘釦花樣釘釦花樣 釘釦車樣釘釦車樣釘釦車樣釘釦車樣



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銀箭銀箭銀箭銀箭VC008-23032P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一般平縫(12針配23針規格配23組針&勾針)完全自動給油，勾針
縱向運動機構，筒型車台，利於圓筒型衣物之縫紉，12針配23針
規格讓針距更多變化，適用於一般高級衣物之裝飾車縫

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二十三針等距鎖鍊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鬆緊帶車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

※尺吋：長46x寬42x高136CM
※數量：1台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 HEF-18S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
適用備有符合模具之雞眼、釘彈簧釦、四合釦、五爪釦、牛仔釦、
袋口釘皆可

釘釦樣版圖釘釦樣版圖釘釦樣版圖釘釦樣版圖

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半自動釘釦機



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30KHZ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高高高高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KS-3010(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超音波徑向縫合機 ((((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適用範圍:
裁片縫合用但不用車線縫合不用車線縫合不用車線縫合不用車線縫合，，，，以超音波縫合以超音波縫合以超音波縫合以超音波縫合強調高防水性能、減
少裁片及剪接線的設計使紡織品達到防水、減輕重量及體積的目
的，功能性服裝，如登山、滑雪服適用



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 ((((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

馬達加熱系統溫度馬達加熱系統溫度馬達加熱系統溫度馬達加熱系統溫度
可依物料個別調整加熱系統溫度與風量可依物料個別調整加熱系統溫度與風量可依物料個別調整加熱系統溫度與風量可依物料個別調整加熱系統溫度與風量
可依物料調整上壓輪壓力可依物料調整上壓輪壓力可依物料調整上壓輪壓力可依物料調整上壓輪壓力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20cm x 寬寬寬寬55cm x 高高高高76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KHA-850K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熱風貼合機 ((((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帶刀式預貼膠條)()()()(續續續續))))

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車縫圖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裁片縫合後縫線貼合膠條用裁片縫合後縫線貼合膠條用裁片縫合後縫線貼合膠條用裁片縫合後縫線貼合膠條用，，，，強調高防水性能強調高防水性能強調高防水性能強調高防水性能，，，，
適用功能性服裝如登山適用功能性服裝如登山適用功能性服裝如登山適用功能性服裝如登山、、、、滑雪服滑雪服滑雪服滑雪服



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

※氣壓式作業，桌面採高級鑄鋁材質，使用壽命長、加熱溫度分布均勻
※工作檯面：380 x 380 mm 
※最高溫度：220℃
※時間設定：0～30sec
※供電：220V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TYS-1515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專門針對需雙面基材熱加工產品專門針對需雙面基材熱加工產品專門針對需雙面基材熱加工產品專門針對需雙面基材熱加工產品，，，，需上下加熱物品需上下加熱物品需上下加熱物品需上下加熱物品，，，，只需調整溫度與秒只需調整溫度與秒只需調整溫度與秒只需調整溫度與秒
數便可輕鬆又簡單地完成工作數便可輕鬆又簡單地完成工作數便可輕鬆又簡單地完成工作數便可輕鬆又簡單地完成工作，，，，可燙印織標可燙印織標可燙印織標可燙印織標、、、、TTTT恤圖案恤圖案恤圖案恤圖案((((膠印膠印膠印膠印、、、、發泡發泡發泡發泡、、、、植植植植
絨絨絨絨、、、、反光螢反光螢反光螢反光螢))))、、、、魔術頭巾魔術頭巾魔術頭巾魔術頭巾、、、、貼合異相材質貼合異相材質貼合異相材質貼合異相材質、、、、車衣車衣車衣車衣、、、、正反面熱轉印標正反面熱轉印標正反面熱轉印標正反面熱轉印標、、、、雙雙雙雙
面滑鼠墊面滑鼠墊面滑鼠墊面滑鼠墊........等等等等。。。。

熱轉印熱轉印熱轉印熱轉印

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氣壓式熱轉印機((((續續續續))))

熱貼合熱貼合熱貼合熱貼合



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

1.1.1.1.週轉平穩週轉平穩週轉平穩週轉平穩////低震動低震動低震動低震動////靜音效果佳靜音效果佳靜音效果佳靜音效果佳
2.2.2.2.全自動控制全自動控制全自動控制全自動控制，，，，操作容易操作容易操作容易操作容易
3.3.3.3.整體設計整體設計整體設計整體設計，，，，佔地面積小佔地面積小佔地面積小佔地面積小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220V220V220V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位印花輸出機數位印花輸出機數位印花輸出機數位印花輸出機((((熱昇華熱昇華熱昇華熱昇華))))

※噴頭規格：微壓電式噴頭（180個噴嘴X8排）x1個
※印刷幅度：最大161cm 
※高解析度：最高1440x1440 dpi 
※印刷功能：支援4、6色模式
※墨水規格：熱昇華染料專用墨水
※墨夾系統：自機化替換式雙墨夾系統
※加熱裝置：前中後三段式加熱器
※收紙裝置：收紙裝置可選擇賽收或外收
※裁切規格：Y方向
※傳輸介面：USB2.0
※紙張規格：熱昇華專用轉印紙
※支援圖形格式：EPS、JPG等檔案格式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 MimakiMimakiMimakiMimaki TS3TS3TS3TS3----1600160016001600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工作流程示意圖工作流程示意圖工作流程示意圖工作流程示意圖：：：：

1.1.1.1.將要運用之圖案拍照將要運用之圖案拍照將要運用之圖案拍照將要運用之圖案拍照////掃描掃描掃描掃描→→→→
2.2.2.2.製作完整輸出圖檔製作完整輸出圖檔製作完整輸出圖檔製作完整輸出圖檔→→→→
3.3.3.3.圖檔連線傳輸至數位印刷機圖檔連線傳輸至數位印刷機圖檔連線傳輸至數位印刷機圖檔連線傳輸至數位印刷機→→→→
4.4.4.4.印刷輸出圖檔印刷輸出圖檔印刷輸出圖檔印刷輸出圖檔→→→→
5.5.5.5.將輸出完成的轉印紙熱轉壓印至布上將輸出完成的轉印紙熱轉壓印至布上將輸出完成的轉印紙熱轉壓印至布上將輸出完成的轉印紙熱轉壓印至布上→→→→
6.6.6.6.服裝成品製作完成服裝成品製作完成服裝成品製作完成服裝成品製作完成



工業用油壓式熱轉印機工業用油壓式熱轉印機工業用油壓式熱轉印機工業用油壓式熱轉印機

※※※※工作台面工作台面工作台面工作台面：：：：130X90cm
※※※※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油壓油壓油壓油壓
※※※※最高溫度最高溫度最高溫度最高溫度：：：：250°°°°C
※※※※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0~30sec
※※※※使用電力使用電力使用電力使用電力：：：：220V,50z,60z
※※※※電力消耗電力消耗電力消耗電力消耗：：：：18kw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 TY1300TY1300TY1300TY1300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採用油壓式作業採用油壓式作業採用油壓式作業採用油壓式作業、、、、快速快速快速快速、、、、高效率高效率高效率高效率
※※※※工作台桌面為高級鋁合金材質工作台桌面為高級鋁合金材質工作台桌面為高級鋁合金材質工作台桌面為高級鋁合金材質、、、、

堅固堅固堅固堅固、、、、加熱溫度分加熱溫度分加熱溫度分加熱溫度分 佈均勻佈均勻佈均勻佈均勻，，，，使用壽命長使用壽命長使用壽命長使用壽命長。。。。
※※※※本機具自動定時功能本機具自動定時功能本機具自動定時功能本機具自動定時功能，，，，操作方便操作方便操作方便操作方便。。。。
※※※※使用高品質電熱使用高品質電熱使用高品質電熱使用高品質電熱，，，，加熱及範圍穩定加熱及範圍穩定加熱及範圍穩定加熱及範圍穩定，，，，使用壽命使用壽命使用壽命使用壽命

長長長長。。。。
※※※※半自動式半自動式半自動式半自動式：：：：置物台板採手推式置物台板採手推式置物台板採手推式置物台板採手推式((((單向單向單向單向))))
※※※※全自動式全自動式全自動式全自動式：：：：置物台板採自動進出料置物台板採自動進出料置物台板採自動進出料置物台板採自動進出料((((單向單向單向單向))))
※※※※亦可選擇穿上下穿材式雙座置物板的機器亦可選擇穿上下穿材式雙座置物板的機器亦可選擇穿上下穿材式雙座置物板的機器亦可選擇穿上下穿材式雙座置物板的機器
※※※※客製化客製化客製化客製化：：：：提供客戶訂製的服務提供客戶訂製的服務提供客戶訂製的服務提供客戶訂製的服務，，，，

並設計達到特別客製化需求的合作並設計達到特別客製化需求的合作並設計達到特別客製化需求的合作並設計達到特別客製化需求的合作
※※※※機器應用機器應用機器應用機器應用：：：：熱昇華轉印在布匹熱昇華轉印在布匹熱昇華轉印在布匹熱昇華轉印在布匹、、、、成衣成衣成衣成衣、、、、PVCPVCPVCPVC，，，，

皮革皮革皮革皮革、、、、合成皮合成皮合成皮合成皮、、、、塑膠轉印及燙鑽塑膠轉印及燙鑽塑膠轉印及燙鑽塑膠轉印及燙鑽…………等等等等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雷射類型雷射類型雷射類型雷射類型：：：：封離式封離式封離式封離式CO2雷射管雷射管雷射管雷射管
※※※※雷射功率雷射功率雷射功率雷射功率：：：：60W~80W
※※※※加工面積加工面積加工面積加工面積：：：：1200×××× 900m m
※※※※雕刻速度雕刻速度雕刻速度雕刻速度：：：：0 -1000m m/s
※※※※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0 -800m m/s
※※※※運動系統運動系統運動系統運動系統：：：：CNC 專業控制系統專業控制系統專業控制系統專業控制系統
※※※※重複定位精度重複定位精度重複定位精度重複定位精度：：：：0.02mm
※※※※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 ±±±± 0.8m m
※※※※工作電壓工作電壓工作電壓工作電壓：：：：220V ±±±±10% 50/60 Hz
※※※※切割平台切割平台切割平台切割平台：：：：加厚蜂巢抽拉式工作平台加厚蜂巢抽拉式工作平台加厚蜂巢抽拉式工作平台加厚蜂巢抽拉式工作平台

※※※※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
BMP, HPGL, JPEG, GIF, TIFF, PCX, TAG,
CDR, DWG, DXF相容相容相容相容HPG命令命令命令命令，，，，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DXF, PLT, BMP, DXT等格式檔等格式檔等格式檔等格式檔

服裝雷射雕刻服裝雷射雕刻服裝雷射雕刻服裝雷射雕刻////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SFMC-12090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雷射功率雷射功率雷射功率雷射功率：：：：40W 
※※※※雷射波長雷射波長雷射波長雷射波長：：：：1064nm 
※※※※雕刻速度雕刻速度雕刻速度雕刻速度：：：：0 -1200m m/s
※※※※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0 -1000m m/s
※※※※最小線寬最小線寬最小線寬最小線寬：：：：0.1mm
※※※※最小字符最小字符最小字符最小字符：：：：2mm 
※※※※定位精度定位精度定位精度定位精度：：：：0.02mm
※※※※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線段拼圖精度：＜：＜：＜：＜ ±±±± 0.8m m
※※※※輔助裝置輔助裝置輔助裝置輔助裝置：：：：抽風系統抽風系統抽風系統抽風系統

※※※※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支援圖形格式：：：：
PLT.BMP.DXF.DXT.DWG.HPGL.JPEG.GIF.TIFF.P
CX.TAG.CDR等檔案格式等檔案格式等檔案格式等檔案格式

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SFSFSFSF----6040604060406040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布料窗畫布料窗畫布料窗畫布料窗畫

不織布切割不織布切割不織布切割不織布切割布料切花布料切花布料切花布料切花

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續續續續))))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凡木製品凡木製品凡木製品凡木製品、、、、紙張紙張紙張紙張、、、、皮革皮革皮革皮革、、、、各種紡織各種紡織各種紡織各種紡織
面料面料面料面料、、、、有機玻璃有機玻璃有機玻璃有機玻璃、、、、 PVPVPVPV革料革料革料革料、、、、亞克亞克亞克亞克
力力力力、、、、塑料塑料塑料塑料、、、、橡膠橡膠橡膠橡膠、、、、磁磚磁磚磁磚磁磚、、、、水晶水晶水晶水晶、、、、玉玉玉玉
石竹製品等非金屬材料石竹製品等非金屬材料石竹製品等非金屬材料石竹製品等非金屬材料，，，，均能均能均能均能能快能快能快能快
速連續曲線切割速連續曲線切割速連續曲線切割速連續曲線切割高速雕花高速雕花高速雕花高速雕花、、、、切割切割切割切割、、、、
打孔衣服口袋孔打孔衣服口袋孔打孔衣服口袋孔打孔衣服口袋孔、、、、拉鍊孔拉鍊孔拉鍊孔拉鍊孔、、、、造型孔造型孔造型孔造型孔

雷切圖雷切圖雷切圖雷切圖



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高速鐳射雕刻////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切割機((((續續續續))))

↑↑↑↑仿麂皮布證件夾仿麂皮布證件夾仿麂皮布證件夾仿麂皮布證件夾

↑↑↑↑時尚造型領片時尚造型領片時尚造型領片時尚造型領片



※※※※針數針數針數針數：：：：12針針針針
※※※※頭數頭數頭數頭數：：：：1 
※※※※連繡框連繡框連繡框連繡框：：：：350X500mm
※※※※帽框帽框帽框帽框：：：：75x360mm 
※※※※帽框帽框帽框帽框(小小小小)：：：：83x180mm
※※※※成品框成品框成品框成品框：：：：360x500mm 
※※※※圓筒框圓筒框圓筒框圓筒框(扣式扣式扣式扣式/夾式夾式夾式夾式)：：：：

180X60mm / 110/85x140mm
※※※※針跡針跡針跡針跡：：：：三進位法三進位法三進位法三進位法: 0.1~12.1mm: 0.1~12.1mm: 0.1~12.1mm: 0.1~12.1mm，，，，

二進位法二進位法二進位法二進位法: 0.1~12.7mm: 0.1~12.7mm: 0.1~12.7mm: 0.1~12.7mm
※※※※轉速轉速轉速轉速：：：：最高速每分鐘最高速每分鐘最高速每分鐘最高速每分鐘1200轉轉轉轉

田島牌電子刺繡機田島牌電子刺繡機田島牌電子刺繡機田島牌電子刺繡機(日本TAJIMA刺繡亮片機)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日面原裝機日面原裝機日面原裝機日面原裝機TEJT-2C1201加裝亮片加裝亮片加裝亮片加裝亮片IV型型型型R邊邊邊邊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尺吋尺吋尺吋尺吋：：：：長長長長150cm x 寬寬寬寬90cm x 高高高高120cm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220V 三向三向三向三向

腳踏觸控式吸風燙臺腳踏觸控式吸風燙臺腳踏觸控式吸風燙臺腳踏觸控式吸風燙臺（（（（附燙馬附燙馬附燙馬附燙馬））））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吊掛燙桌旁吊掛燙桌旁吊掛燙桌旁吊掛燙桌旁，，，，有吊掛蒸氣熨斗的吊掛點或架子有吊掛蒸氣熨斗的吊掛點或架子有吊掛蒸氣熨斗的吊掛點或架子有吊掛蒸氣熨斗的吊掛點或架子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11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110V110V110V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家庭用蒸氣熨斗家庭用蒸氣熨斗家庭用蒸氣熨斗家庭用蒸氣熨斗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1台台台台
※※※※供電供電供電供電：：：：110V

自動散熱吸風燙馬自動散熱吸風燙馬自動散熱吸風燙馬自動散熱吸風燙馬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