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嚴選 EXCELLENT
嚴選前5~10%最高等級木曾檜

木曾檜-特選單板系列。
特選SPECIAL—特選前10~20%最高等級木曾檜
特選級的檜木單板採用最高級的木曾檜中篩選出僅10~20％的頂級素材，
獨家乾燥技術，彈性穩定符合優越的震動音頻，嚴謹的木紋結構搭配適當
的重量，所打造出的特選木曾檜木Kiso Hinoki單板，吸球力強、不震手，
完全展現檜木單板的速度與爆發力。

特
‧選／優選

超
‧嚴選

震動音頻、木質紋理與重量的各項條件一直是檜木單板最重要的分級標
準。Ariex超嚴選EXCELLENT頂級檜木單板經過嚴格且精密的篩選，由
嚴選三百年以上最高級的木曾檜中篩選出僅5~10％的頂級素材，獨家乾
燥技術，彈性最穩定符合優越的震動音頻，完美的木紋與適當的重量，所
打造出的木曾檜木Kiso Hinoki單板，如同白金般的尊貴、美麗與稀有。面
臨新的無機時代以超越10.5mm的極限厚度提供最強大的破壞力與擊球的
包覆性能，達到最極致的表現，為世界級選手所珍藏選用的最高檜木單板
等級。

角丸形

堅持對品質的承諾

SPECIAL 日式直拍

Ariex品牌成立於2005年，經營團隊致力於桌球拍的選材、研發、生產
等經驗達三十餘年。無論歐美、日韓、與中國大陸等知名桌球品牌、皆與
本廠有各式的技術交流與合作。提高生產製造品質，嚴謹的選材技術，堅
持對品質的承諾。Ariex專精檜木乒乓球拍，全部Made In Taiwan生產製
造，開發出各項檜木合板，檜木單板，碳纖維 檜木複合板...等優質商品。

全能 快 軟 單 角 檜 9 10

10mm / NT$ 3,200
9mm / NT$ 3,000
角型：163X135mm（柳承敏拍形）

木曾檜-優選檜木單板系列。

天然美學的經典－木曾檜
源自日本木曾山區的原始天然林，可說是日本的國寶級木材。由於木質白
皙紅潤、木紋均勻綿密。以清香的香味與耐腐特性，只用於大型神社、天
皇神宮的建築構材，全世界僅台灣、日本與美國擁有天然檜木美林，均以
最高保育標準保護，可謂最高經濟價值的木材。日本的木曾檜重量輕、木
質柔韌富有彈性，極為適合作為桌球拍的基礎構材，也是製作頂級球拍的
最高級素材。亞力士獨家引進嚴選最頂級的木曾檜，以超過三十年檜木球
拍的製作工藝與技術，精心製作最高品質的球拍，賦予如此珍稀的木曾檜
嶄新的生命力。

角形

EXCELLENT 日式直拍
全能 快 軟 單 角 角丸 檜 10 10.5

優選STANDARD—優選前20~35%上選優質木曾檜

10.5mm / NT$ 4,800
10mm / NT$ 4,500
長角型：163X135mm（柳承敏拍形）
角丸型：160X141mm

SPECIAL 中國式直拍
速攻 快 中軟 單 中式 檜 9 10

Commitment to the quality

AreYou Ready
y ?

Ariex brand name was built up in 2005. We have more than 30-year experiences coworking with well-known brands in Europe, America, Japan, Korea, and China. We
devote ourselves to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racket not only on the racket mechanic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o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commitment to the high quality is not only the ultimate goal we pursue but also our
consistent principle. Ariex is special in juniper Hinoki table tennis racket. We insist
to make our rackets all in Taiwan to guarantee our quality including juniper, juniper
plywood, and carbon-juniper compound plywood.

型錄.indd 1

優選級的檜木單板採用高級的檜木篩選出僅20~35％的優質素材，獨家乾
燥技術，彈性高與穩定良好的震動音頻，嚴謹的木紋結構搭配適當的重
量，所打造出的優質檜木單板，彈性好、不震手，有效展現檜木單板的速
度與爆發力。

10mm / NT$ 3,200
9mm / NT$ 3,000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ST

日本式

Natural aesthetics of the classic-KISO HINOKI
Kiso Mountains of Japan from the original natural forest can be said that Japan's
national treasure timber. Because wooden are white and ruddy complexion, wood
veins uniformly dense. It is the scent of fragrance and decay characteristics. Only for
large shrine, Shrine of the building materials may emperor. The world only to Taiwa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ural juniper forests. Are the highest conservation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highest economic value of
timber. Japanese Kiso Hinoki was lightweight wood, wooden ﬂexible, very suitable as
the basis for making table tennis racket materials, Is to produce the most advanced
racket materials. Ariex exclusive introduction of carefully selected top Kiso Hinoki,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echnology racket, the racket
of the highest quality crafted to give such a rare KISO HINOKI has a new vitality.

木曾檜單板系列

木曾檜單板系列

品牌介紹
Ariex

Challenge.

木曾檜-頂級單板系列。

ST
FL

中國式

EXCELLENT 直式圓拍
速攻 快 軟 單 丸 中式 檜 9 10

10mm / NT$ 4,800
9mm / NT$ 4,500

EXCELLENT 負手板

10mm / NT$ 4,800
9mm / NT$ 4,500

日本式：154X143mm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攻擊 快 軟 單 刀 檜 9 10 ST FL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FL
SPECIAL 負手板
攻擊 快 中軟 單 刀 檜 9 10 ST FL

10mm / NT$ 3,200
9mm / NT$ 3,0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STANDARD 日式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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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 / NT$ 2,200
9mm / NT$ 2,000
角型：163X135mm（柳承敏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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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STORMED 563D 五層純檜合板—100%純木曾檜使用
STORMED 563D五層檜木合板以高彈力特殊膠水夾製而成，特殊木紋方向比
例，使球拍更柔韌具有彈性，強化弧圈球的選轉與質量，有效反制攻擊，大幅
提升攻擊進球率，適合身體素質高的經典發力拍。

ST

FEROCIOUS 765s 採用特製高彈力膠水夾製而成，七層檜木結構增加球拍控
球穩定性。結合五層合板的撞擊爆發力與九層合板的安定性，擊球甜蜜點較
大，遠抬拉攻與前陣推擋都有高水準表現。可發力、可借力的全能型攻擊拍。

SPRINT CARBON—最新複合技術搭配輕量高彈性木曾檜
碳纖維有著特殊的性質，高強度、高韌性，等強化的特性。在桌球拍的應用
上，減輕了球拍的厚度與重量，增加球拍的硬度與與速度。近年來隨著桌球運
動的規則與制度的調整。除了追求速度的爆發力外，更加要求旋轉的質量與變
化，中長距離的強勁弧圈球打法成為主要趨勢。Ariex 研發團隊從複合技術進
行改良，搭配採用木曾檜作為中板，研發出新一代的SPRINT CARBON複合碳
纖球拍，明顯增加抓球力與控球力，增加弧圈球的質量，保留前陣快速攻擊的
能力。成為具有全能性攻擊、破壞性的利器。

ST
中國式

STORMED 563-Drive
攻擊 速攻 中快 軟 五層 刀 檜 6.3 ST FL CN

STORMED 568S五層檜木合板以高彈力特殊膠水夾製而成。讓球拍在攻擊的
速度感與旋轉質量達到絕佳平衡。球速快、高爆發力、手感清晰；是擅長於雙
面快速弧圈球打法的最佳選擇。

中國式

FL

中國式

SPRINT CARBON

FL
FEROCIOUS 765-Speed
攻擊 速攻 快 中硬 七層 刀 檜 6.5 ST FL CN

攻擊 速攻 快 硬 五層 刀 檜 6.5 ST FL CN

NT$ 2,1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NT$ 2,2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木曾檜-球拍收藏盒系列。

中國式

經典台灣檜木
球拍收藏盒

NT$ 2,0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中國式

FL
ACCURATE 963-Speed
攻擊 速攻 快 中硬 九層 刀 檜 6.5 ST FL CN

型錄.indd 2

此項商品不含盒中球拍。

N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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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膠皮：L402 LION XA900 T5

訂

製

服

務

NT$ 2,300

攻擊 快 中 五層 刀 檜 6.5 FL

搭配膠皮：L400 LION SS800 T5
L402 LION XA900 T5

ST

FL
攻擊 速攻 快 中 五層 刀 檜 6.5 ST FL CN

HINOKI-JP

HINOKI-SH5

ACCURATE 963s 採用特製高彈力膠水夾製而成，九層檜木結構設計造就了最
佳的控球穩定性。可快速連續攻擊，壓制力強。擅長扣殺、前陣推擋與快速抽
球的高性能控球型攻擊拍。可搭配單面顆粒膠皮，旋轉將更具變化性。

NT$ 3,500

STORMED 568-Speed

NT$ 2,500

搭配膠皮：L400 LION SS800 T5
L402 LION XA900 T5

ACCURATE 963s 九層純檜合板—100%純木曾檜使用
ST

搭配膠皮：L402 LION XA900 T5

攻擊 快 硬 五層 刀 檜 6.5 FL

NT$ 2,0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STORMED 568S 五層純檜合板—100%純木曾檜使用

NT$ 2,000

全能 快 硬 五層 角 檜 7

CARBON-SH

ST

FL

CARBON-JP

拍

球
‧拍收藏盒系列 貼
‧皮套拍系列

FEROCIOUS 765s 七層純檜合板—100%純木曾檜使用

木曾檜-複合纖維合板系列。 木曾檜-貼皮套拍系列。

球

複合纖維系列

純檜合板系列

木曾檜-純檜合板系列。

業

典雅木曾檜木
球拍收藏盒
NT$ 2,000

此項商品不含盒中球拍。

HINOKI-SH7

NT$ 2,300

攻擊 快 中硬 七層 刀 檜 6.5 FL

搭配膠皮：L400 LION SS800 T5
L402 LION XA900 T5

NT$ 2,200
負手拍：157X150mm（Timo Boll 拍形）
中國式：161X150mm（馬琳拍形）

Mad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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