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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圖示說明
背面透氣網布
確保舒適性與透氣性的
網布設計，網布內亦有
搭載吸震泡棉可減緩衝擊

收納寶特瓶
可收納500ml或小一點
的寶特瓶

筆電收納夾層
具有泡棉保護的筆電
收納夾層

夜間反光條
採用反光材料可增加夜間
可視性，提升夜間安全。

組織性收納隔層
可分類收納儲存行動
電話或筆等文具用品
小物

WALKER

ATLAS

KID’S

JOURNEY

TRAVEL

TREKKING

C-SERIES

SHIELD

登山杖固定環
可固定登山杖的設計。

防雨套
內置防雨套，以方便
雨天活動。

胸扣口哨
方便在緊急時候，告知
所在位置的胸扣口哨。

水袋機能
可安裝水袋或吸水袋，
適合戶外活動使用。

隨身行李放置功能
可將包包固定在行李箱
的拉桿上

健行者 33
WALKER 33

經典黑 CM-32846M000
海軍藍 CM-32847M000
鯡魚紋 CM-32848M000
太陽花

經典黑

海軍藍

鯡魚紋 太陽花

CM-32852M000

建議售價：$2,500元
●尺寸：約W33×H51×D22cm ●重量：約680g；(鯡魚紋) 約715g ●容量：約33L

健行者 15
WALKER 15

經典黑 CM-32866M000
海軍圓點藍 CM-32870M000
火    燄 CM-32871M000
天空藍

經典黑

海軍圓點藍

火燄 天空藍

CM-32875M000

建議售價：$1,100元
●尺寸：約W28×H41×D17cm ●重量：約345g；(海軍圓點藍) 約365g ●容量：約15L

側背酷包
COOL SHOULDER SM

經典黑 CM-32910M000
海軍藍 CM-32911M000
太陽花 CM-32915M000
天空藍

經典黑 海軍藍太陽花 天空藍

CM-32917M000

建議售價：$1,500元
●尺寸：約W25×H23×D9cm ●重量：約250g ●容量：約5L

C-MINI 後背包
C-MINI PACK

經典黑 CM-32542M000
粉    紅 CM-32545M000
星    星 CM-32546M000
辣椒紅

經典黑

粉紅

星星

辣椒紅

CM-32549M000

建議售價：$2,100元
●尺寸：約W28×H36×D13cm ●重量：約430g ●容量：約16L

SHIELD 35 後背包
SHIELD 35

黑石南 CM-32942M000
鯊魚灰 CM-32944M000
靛藍海軍

黑石南 鯊魚灰 靛藍海軍 黑石南 鯊魚灰 靛藍海軍

CM-32943M000

建議售價：$3,500元
●尺寸：約W31×H50×D18cm ●重量：約1kg ●容量：約35L

SHIELD 25 後背包
SHIELD 25

黑石南 CM-32945M000
鯊魚灰 CM-32947M000
靛藍海軍 CM-32946M000

建議售價：$3,000元
●尺寸：約W27×H44×D15cm ●重量：約855g ●容量：約25L

MAGIC LITE 健行包 23
MAGIC LITE 23

草原綠 CM-21748M000
海軍藍 CM-21750M000
經典黑

草原綠

草原綠

海軍藍

海軍藍

經典黑

經典黑 草原綠 海軍藍 經典黑

經典黑 海軍藍 紫
CM-21752M000

建議售價：$2,500元
●尺寸：約W27×H49×D20cm ●重量：約435g ●容量：約23L

可收摺輕量後背包
PACKABLE DAY PACK

草原綠 CM-21785M000
海軍藍 CM-21787M000
經典黑 CM-21788M000

建議售價：$1,300元
●使用尺寸：約W28×H44×D13cm ●收納尺寸：約W11×H16×D5cm ●重量：約152g ●容量：約20L

JN 後背包
JN DAY PACK

石南花 CM-31157M000

黑 CM-21687M000

勃根地 CM-32587M000
金色伯朗

石南花

石南花

黑 黑勃根地

勃根地
金色
伯朗

金色伯朗

CM-32586M000

建議售價：$2,800元
●尺寸：約W28×H45×D15cm ●重量：約635g ●容量：約21L

經典黑

海軍藍 石南花

ATLAS 30 後背包
ATLAS 30

經典黑 CM-21664M000
海軍藍 CM-21665M000
石南花 CM-26985M000

建議售價：$2,900元
●尺寸：約W32×H52×D23cm ●重量：約890g、

(石南花)約850g ●容量：約30L

PETIT 兒童後背包
PETIT

海軍圓點藍

海軍圓點藍露營村 露營村露營地圖

海軍圓點藍 CM-32951M000
露營村 CM-32953M000
露營地圖 CM-32954M000

建議售價：$900元

●尺寸：約W20×H26×D13cm ●重量：約175g ●容量：約5L

迷你健行者
WALKER MINI

粉    紅 CM-33084M000
露營村 CM-32957M000
海軍圓點藍 CM-32956M000

建議售價：$1,200元
●尺寸：約W24×H37×D14cm ●重量：(粉紅) 約295g、

(露營村、海軍圓點藍) 約305g ●容量：約10L

MOTION 30 健行包
TREK MOTION 30

經典黑 CM-27023M000
海軍藍 CM-27024M000
紫 CM-27025M000

建議售價：$3,300元
●尺寸：約W31×H50×D24cm ●重量：約860g ●容量：約30L

可收摺輕量旅行袋
PACKABLE BOSTON

草原綠 CM-27017M000
海軍藍 CM-27018M000
經典黑 CM-27016M000

建議售價：$1,600元
●使用尺寸：約W45×H25×D22cm ●收納尺寸：約W12×H18×D7cm ●重量：約230g ●容量：約30L

C-SOULDER 肩包
C-SHOULDER POUCH

經典黑 CM-32550M000
丹    寧 CM-32551M000
粉    紅 CM-32553M000
辣椒紅

經典黑 丹寧

粉紅 辣椒紅CM-32557M000

建議售價：$1,100元
●尺寸：約W21×H15×D7cm ●重量：約160g ●容量：約2L

綠

經典黑 粉紅 露營地圖

SCHOOL 後背包
SCHOOL PACK

綠 CM-32967M000
經典黑 CM-32968M000
粉    紅 CM-32970M000
露營地圖 CM-32972M000

建議售價：$1,600元

●尺寸：約W28×H40×D20cm ●重量：約380g ●容量：約20L

健行者腰包
WALKER WAIST

經典黑 CM-32886M000

海軍藍 CM-32887M000

鯡魚紋 CM-32888M000

櫻    花 CM-32892M000

太陽花

經典黑 海軍藍

鯡魚紋 櫻花太陽花

CM-32891M000

建議售價：$750元
●尺寸：約W26×H14×D9cm ●重量：約185g；(鯡魚紋) 約190g●容量：約2L

經典黑 海軍藍 石南花經典黑 海軍藍 石南花 仙人掌綠

仙人掌綠
冰灰

冰灰

ATLAS 25 後背包
ATLAS 25

經典黑 CM-31196M000

海軍藍 CM-31197M000

石南花 CM-31198M000

仙人掌綠 CM-32984M000

冰    灰 CM-32983M000

建議售價：$2,800元
●尺寸：約W29×H45×D20cm ●重量：約800g、(石南花) 約700g

●容量：約25L

ATLAS 單肩背包
ATLAS SLING BAG

經典黑 CM-21739M000

海軍藍 CM-21740M000

石南花 CM-26991M000

仙人掌綠 CM-32994M000

冰    灰 CM-32993M000

建議售價：$1,700元
●尺寸：約W21×H39×D11cm ●重量：約385g、

(石南花) 約370g ●容量：約5L

C-BANANA 肩包
C-BANANA SHOULDER

經典黑 CM-32558M000

石南花 CM-32560M000

粉    紅 CM-32561M000

辣椒紅 CM-32565M000

海軍藍格紋

經典黑 石南花

粉紅

辣椒紅

海軍藍格紋

CM-32564M000

建議售價：$1,800元
●尺寸：約W30×H23×D11cm ●重量：約250g ●容量：約6L

健行者 25
WALKER 25

經典黑 CM-32856M000
海軍藍 CM-32857M000
鯡魚紋 CM-32858M000
海軍圓點藍 CM-32860M000

太陽花 CM-32862M000
櫻    花 CM-32863M000
天空藍

經典黑

海軍藍 鯡魚紋 海軍圓點藍

太陽花 櫻花 天空藍

CM-32865M000

建議售價：$1,900元
●尺寸：約W32×H45×D18cm ●重量：約570g；(鯡魚紋、海軍圓點藍) 約600g ●容量：約25L

JN AVIATOR 側背包
JN AVIATOR BAG

海軍藍 CM-31165M000
勃根地 CM-32593M000
金色伯朗 CM-32592M000

建議售價：$2,000元
●尺寸：約W38×H29×D12cm ●重量：約460g ●容量：約12L

JN FLAP 側肩包
JN FLAP SHOULDER

經典黑 CM-21707M000
海軍藍 CM-21706M000
石南花 CM-31159M000

建議售價：$1,900元
●尺寸：約W37×H30×D16cm ●重量：約400g ●容量：約15L

海軍藍 海軍藍

粉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